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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命令

李德信

2018 年已經過去, 不過遵行神的道卻是永遠都長存。 曾經有人問我的牧會理念, 我每次都說, 教會
裡能彼此相愛, 就完成了主的命令。 主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
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約 13:34)。 其實神之道的總綱, 就是愛神愛人了。 如果一個教會
有很多勞苦的事奉和恩賜, 卻失去了起初愛心, 就進入最危險的地步,可能這教會被主挪開 啟二： 5
彼此相愛的道, 可能有些人聽了很多遍了, 內心會說:【聖經確是這樣說, 但現實裡是否可以達到
呢?】。 用現今俗語說:【人人都知道媽媽是女人啦！ 】。 當我們發現不能常常行出這命令, 我們
會感到神的話有些不到地 (不能落實)。 以往有些大教會以事工和數字, 來衡量那年達標的情況。
漸漸地, 事工就變成了教會發展的核心。 主說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 耶穌基督才
是安息日的主（可二： 27-28）。 教會是主的身體, 一切的事工和計畫, 都是為了使人明白或經歷
主和祂的救恩而作。 神是愛,如果有聖工不能叫我們明白或經歷主愛, 這聖工可能是徒然去作了。
難怪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說, 如果我們沒有愛, 所說所作就像鳴的鑼，響的鈸一樣,沒有意義了
當我們為了作事工, 而跟某些弟兄姊妹鬧意見, 慢慢跟那弟兄姊妹遠離, 我們可能已經忘記事奉是為
了愛神愛人了。 當我們在教會裡作事,只是以自己的效率和順暢為首, 而我們忘記了事奉本意是造
就別人和愛人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了鳴的羅響的鈸了。教會如果有很多鳴鑼響鈸, 可能好像響噹噹,
焉不知從愛的角度, 可是徒然無益。
聖經不是說, 彼此相愛是要作出來才是真, 才可見證主嗎? 原來彼此相愛是一種生命的流露和交通,
因為從神生的就會彼此相愛(约壹 4 ： 10-11 節)。 我們彼此相愛, 不是以我們個人能力或本性去愛,
乃是神的性情和主的愛澆灌在我們裡面, 使我們愛所不能愛的人。 如果人以自
華宣牧者之言 1 己的愛去愛人, 可能有一天會耗盡 (burnout)。 不過當我們不是自己立志去行善,
華宣家訊 2-4 而是被主愛所感動去愛人時, 那就是神生命流露了。 若我們見到弟兄姊妹有困
知多一點點 5 難, 其實我們會自然為弟兄姊妹擔憂。若我們受感動將我們本已不足的錢, 去幫
見證篇
6 助那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時, 我們初時會有掙扎, 但當我們憑主愛去給與, 反而平
華宣行事曆
7 安喜樂隨即臨到。 這樣就是主的愛充滿我們, 以至我們彼此相愛。 這種愛反而
使我們不是耗盡, 而是使我們常常經歷主的喜樂和實在。 當未信主朋友來到一
華宣點滴
間充滿主愛的教會, 他們也會想留下來看看, 甚至被主愛所感動而信主。這樣我
們彼此相愛, 就成全了主的命令了。

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

迎新營

感謝神！曼華團契在 10 月到 12 月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神的奇妙帶領。我們從 8 月
份約 30 多人的成人崇拜，到現在有差不多 60 人的崇拜。神從各處帶領了幾對夫
婦帶著孩子來到崇拜，我們看見神奇妙的安排。
主日崇拜
10 月 19-21 日的迎新營，有 31 位學生參加，我們也經歷第一次預定的營舍滿額
了。奇妙地營地管理人在不用加收額外費用下，給我們使用更大的地方。營會後有
十多位新來的學生留下來。學生團契從 9 月份只有 11 個基本成員，變成現在有 20
多個學生出席。神更感動了幾位還未信主的學生，來了崇拜，這是以往很少發生的事，神真的在他們心裡動
工了。11 月 7 日佈道會中，有兩位學生決志信主，有幾個表示很想認識福音更多，其後他們真的常來聚會。
我們從 10 月開始，再開展了主日學。每次主日學都有大概 15 人左右出席, 求主使
用主日學，使我們在真道上有所長進。其實弟兄姊妹要 9 點到來學習，對他們真的
是一種挑戰。

迎新會

神也保守了星期六的特殊中文班，上年度只有 6 位學生，現在已經增加到 12 個學
生。我們今年也開始了對家長的福音預工，安排了家長的講座。感謝神！第一次的講
座中，很多家長都有積極回應。12 月 25 日曼華第一次聖誕聚會裡，有 85 人參加。中文班家長和學生都有
10 多人來。當日曼城公共交通都停了，神帶卻領了這次福音聚會。

利玆宣道會《利宣》

利宣家二十週年堂慶

10 月下旬利宣家的差傳主日邀請了戴德生母會的信徒領袖分享
戴德生的事蹟，及提到他們教會的現況。他們教會現在不足
10 人崇拜。是我們教會的需要反思。
2018 年 11 月是利宣家 20 周年堂慶，感謝主，過去祂的恩手一
直拖帶著。今年堂慶，我們回顧廿年前由梁志雄宣教士帶領曼
徹斯特宣道會(曼宣)弟兄姊妹開始查經班和團契。我們邀請了曼宣堂主任趙偉初牧師來分享信息，又邀請到
早期來利茲帶查經羅子賢弟兄分享。羅子賢弟兄說：「如果要分享自己的
事，實在沒有甚麼要分享； 但如果分享當時一起來服事的團隊，則有很多
事情可分享。」羅弟兄看到神在整個團隊工作，
迎新聚會 - 廣東話組
並不是個人的事奉。同樣利宣家的弟
兄姊妹也可以一起服侍見證主名。
感謝主！今年利宣家聖誕節佈道聚會
約有五十多人參加，當中有十二位是
未信主，其中有三個家庭是第一次來
聖誕佈道聚會話劇 利宣教會。盼望能有好的跟進。當天聚會內容包括
遊戲、話劇和信息分享，之後有美味聚餐。感恩弟
兄姊妹願意為著福音的原故服侍主。

都柏林短宣隊@都柏林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一如以往，每年九、十月是教會大學舉辦迎新活動的日子。感
謝神，今年約有六十多人出席迎新週及迎新營。現時穩定參與
宣青團大學生團契的有接近五十人，當中說粵語和英語的團友
各佔一半，這是歷年少見的，因為過去說粵語的都佔多數。
曼宣今年第二次的短宣，在十一月舉行，共有四位成員。是次短宣隨餐福到都柏林作為期五天的探訪和佈
道。各成員都很感恩，在行程中不但開闊了眼界，更體會到神在愛爾蘭華人群體中奇妙的工作。能夠與英國
及歐洲其他華人教會一同事奉，也是難得的機會。

新移民事工: 聚餐

因著香港社會氣氛的變化，過去兩年有不少來自香港以及澳門的朋友移居
英國，曼城是移民朋友的熱門選擇。有見及此，教會在十一月舉辦了新移
民聚會，盼望透過弟兄姊妹自己的網絡，邀請認識的新移民朋友參加。現
時每月第二個星期五聚會，每次都有十多位新移民朋友出席。除了移民朋
友關注的課題，如教育、醫療等，我們希望可以逐步帶出福音信仰。

為慶祝廿五週年堂慶，曼宣以聖誕退修營為一連串慶祝活動的頭
炮。今次營會反應熱烈，成人到兒童合共 96 人，包括粵語及英
語群體。我們邀請到中國神學研究院退休教授楊錫鏘牧師帶領聖
言默想，透過四段耶穌降生的經文，兄姊一同思想安靜與以馬內
利的關係和意義。參加者都非常享受這次營會，更因浸在神話語
中而感到無比飽足。

聖誕退修會泰澤頌唱時靜步祈禱@Quinta

。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聖誕崇拜

感謝主，2018 年 12 月 16 日，教會舉辦聖誕節崇拜及
慶祝超過 100 人參加，是過去最多人參加的一次。願一
切榮耀歸與神。回想當日前後的安排，西人教會在兩星期前才通知我們可以借用他們的堂址舉行，雖然是短期
的通知，但東宣的弟兄姊妹為此次慶祝，不為辛苦，以高效率速度籌備一切，如邀請親朋前來參加、不同慶祝
活動內容表演都能在短短的時間做妥、順利進行。為此向神獻上一切感恩，也謝謝你們的代禱。
感謝主東宣在 2018 年內無論在人數、金錢的奉獻上，蒙神的恩眷下都
有很好的進展。而東宣已踏入第 7 個年頭，感覺在 2019 年要有新的向
度，因此教會按以<以賽亞書 62:6-12>來擬定全年的主題為「守神家 擴
天國 揚主名」。盼望能肢體彼此守望提醒、在本區繼續廣傳福音，使
更多人信主加入教會，以致主名高舉被傳頌。

弟兄组献詩

請為「東宣」於 2 月 2-3 日新春佈道及籌
備禱告。2 月 2 日對象為 Greenwich 大學
宿舍內 200 多名中國留學生及 2 月 3 日為本區的華僑。這兩天將有
里茲宣道會一班青年的弟兄姊妹前來主領，請記念他們的預備。
兒童獻詩

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岑牧師夫婦回港三個月作本土任務事奉, 但教會
事工卻沒有一點慢下來, 除了各小組聚會繼續進
行外, 還有一些外展事工。 婦女們藉聖誕為由邀
聖誕慶祝
請了非信徒來一同慶祝，藉此分享福音；職青們
派發禦寒衣物和食物給露宿者，將耶稣的愛彰顯出來。 當然聖誕節的聚餐成為聖誕慶祝的高峯。
職青聖誕活動

在京土顿大學校教導書寫履歷及升學講座仍然是吸引大學生的外展
行動，每週的羽毛球活動，不單吸引大學生來參加，也有在該區居
住的華人家庭參加，羽毛球運動
不單强健弟兄姊妹身體也成為外
展的媒介。

踏入 2019 年, 南宣已開展申請閻
石傳道來英一事。未來三個月, 1
月 26 日有洗禮聚會, 有 3 位新葡受洗。2 月 6、7 兩日有外展， 邀請余
堅文教授來主講：中西醫之配合調理。2 月 10 日慶祝廿週年堂慶並新春
聚餐。

婦女聖誕外展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感謝神的差遣，黄國輝宣教士夫婦已於
17/12/18 平安到達英國布萊頓，神也為他們物
色到治安好, 租價公道的樓宇的居住。23/12 黃
國輝伉儷首次參加布宣聖誕聯歡崇拜，當日有
30 多人參加，歡享齊樂。為了跟所租用教會有
更好的關係, 布宣也有代表参與他们聖誕慶祝
活動，在主內分享主恩。

歡迎黃傳道夫婦

27/12 感謝神回應禱告，神學生梁月明姑娘平安到達布萊頓，布
宣見證到神的大能，安排到彭牧師，黃傳道伉儷和梁姑娘，同心
合意為英國南部福音事工邁向 2019。

神學生（左下）與BBAC小组

串联將會逐一介绍華宣傳道人和他的家人，增進華宣家彼此認識，在主愛中互相結連。今
期是剛剛履新的黃國輝夫婦。

黄國輝、唐美寶宣教士夫婦 Pastors Philip & Mabel Wong
宣道會北角堂事奉和成長
我倆在宣道會北角堂(北宣)聚會轉眼已二十多年了。主要在在英語群體中服侍，並在英
語崇拜中參與事奉。神帶领我倆的事奉方向，引领我们走在她的道路上。一直以來
Philip 主要是在中文群體中服侍，而 Mabel 除了多年在
BSF(Bible Study Fellowship)服侍小朋友外，亦在英語兒
童主日學中作導師。約在九年前我倆跟女兒參與英語群
體到雲南的短宣，回港後英語群體的牧者便問 Philip 能
否在當中服侍，經過禱告後 Philip 便開始了這特別的服
侍旅程。感謝主给 Philip 機會學習，主要是在英语羣體
中當牧顧長(Lay Pastor)差不多九年。2018 年 12 月 17 日
是我們踏出宣教的第一天，來到英國布來頓宣道會教會開始全職侍奉。
黃傳道夫婦與女兒

走在祂的路上
我倆大學畢業後，Mabel 曾在三間美資機構工作，在大女兒出生後，辭去工作當全職媽媽，Philip 則做過商
界和政府工作，幾年後轉到靈實機構工作，一做便差不多三十年。我倆都是在大學信主，在當中有忠心的
弟兄姊妹給我們栽培並有機會帶小組查經。到北宣後 Philip 亦有機會带福音班，縱然其後有别的事奉崗
位，如在北宣的英語羣體教主日學和當牧顧長，他仍设有放下福音班，因可以帶人認識主，是無比的喜
樂。感謝主在早年给 Philip 機會作神學裝備，離開靈實機構
前，亦有機會兼任義務院牧(Honorary Chaplain)一職數年, 這些
都是主给 Philip 的裝備，以致可以到這大禾埸服侍祂。

無後顧之憂

差遣禮

除了得到弟兄姊妹在各方面的支持外，亦得到自己的家人願意
承擔照顧 Philip 的父母和 Mabel 媽媽的責任，兩個女兒也剛大
學畢業，小的在港工作，大的在東倫敦進修。主的恩典實在太
大和美好，我們離港前，祂已為我們安頓一切。

仰望前瞻
來到布萊顿，有機會接觸從國内和香港來的大學生，探望年
長的華僑，我倆看到很多的需要和很多傳福音的機會，願主
使用，讓我倆可以在誇文化的環境下事奉神，更認識主並且
不斷成長。

北宣英語群體@差遣禮

自製福音單張

被神找著了

陳巧茹

南倫敦宣道會

在信主前我只要聽說很靈驗的偶像，我都很想去占卜，也很喜歡
風水相學。我媽媽是一個非常善良的婦嬬；同時也是非常虔誠拜
觀音的人，每逢初一、十五、觀音誕、年頭作福、年尾除福，她
樣樣做齊並且非常用心來作。 我決志那天非常興奮，在開車回家
的路上迫不及待的就給媽媽打電話，「媽我信主了，以後您不要
给我們作福」。媽媽聽了有點不高興，但她拿我没辦法，只好叮
囑我說：「那你就要天天禱告，讓你的神保守你們一家」。
我好像缺了什麼似的？
回想起決志前半年，我心裡很亂，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冷靜反思
自己是不是生活上有什麼壓力？不是呀，生意挺好的，員工也穩
定，丈夫和孩子都很好，自我感覺挺幸福的，為什麼我好像缺了
什麼似的，心裡很不安，那時候經常在 YouTube 看到講佛道的、
台灣什麼塞斯心法、什麼回朔前世今生、什麼教我都看、都覺得
很有道理。一個日本朋友熱情邀請我去她家參加她們日本教聚會
讀經，盛情難卻，我去了，但是沒有平安，之後怎樣也不去了。

陳巧茹姊妹與丈夫和兒子

一天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想起林叔，給他打電話談談那份不安的感覺，如果沒有記錯我上次給他打電話
是好幾年前的事了。他說：「可能是聖靈催逼」，並叫我去他教會聽聽道，更說明不會勉強我信，我
聽到這裡、吱唔的說：「我還是不去了，拜拜。」便快快把電話掛了。又過了一兩個星期，我的心裡
還是很不平安，在網上看到的指示就是：每天念喃……可以保平安，剛好之前朋友送我一串木珠，我就
學著念一次撥一下珠子，不停的念，甚至丈夫叫我去喝下午茶，我也帶上珠子，一進車箱便開始念，
我丈夫說：「你瘋了。」我輕聲說：「你別管我了。」我心裡不知道為什麼很亂，很不平安。林叔問
我：「念了經你有平安嗎？」我說：「沒有。」
信你的神會不生病嗎？
一天我終於受不了了，又打電話給李瑞林先生，沒等他說話我就說：「林叔我想去探望您。」他說：
「好呀，我們 8 點 45 分崇拜。」一直以來，我很好奇是什麽能力讓他信耶稣後會有那麼大的改變。我
問林叔：「信你的神會不生病嗎？」他回答説：「不會呀。」「那麽你的神會保佑您有財運嗎？」
「不會呀。」他沒有笑，也沒有讓我感覺他很嚴肅，他就是認真地回答「不會呀」。這時我們安靜了
好幾秒鐘，我還在等他給我講解為什麼呢，可是他卻沒接著說，心想怎麼這樣，想我信也要給我多點
理由。

傻孩子，你終於回來了
那一天我來到林叔的教會，我遲到了，人人都在唱詩敬拜，看到他們那樣投入，顿時雞皮都起來了，
我輕輕在後排的右角落找個位置，偷偷看看旁邊的人，接著就跟上了帶领詩歌的姊妹一齊唱，，當我
把眼睛從詩歌轉到台上高高的十字架時，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很慈祥的聲音是廣東話對我說：「傻孩
子，你終於回來了」，我深深感受到一份被期待已久的感覺，我的淚水不停的流，我就像非常口渴的
孩子喝了很大很大一瓶水，真的不再渴了，此刻我深深的確定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的真神，因為他自己
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人能到父那裡去。」自從信主後，我就決心不占卜不
拜拜，因為神説：「你們不可以有別的神，因為我是忌邪的」。我願意一輩子跟隨祂，更加的孝順父
母長輩，讓她們明白不拜拜不代表就不孝順。
自從信了耶穌, 我有了從前沒有的平安和喜樂, 曾經是非常膽小的我, 每會在店裏剩下我一人, 又或者聽
到廚房有點奇怪的聲音, 便嚇得不敢走進廚房, 肯定要丈夫陪伴才可以。信主後， 內心有了平安, 很奇
妙, 我不再害怕
夜裏一個人, 我感覺從內到外的溫暖, 我找到耶穌，祂是唯一的神。

華宣行事曆
11-13/3
2-3/5
5-7/5
27-28/5
14-22/6
20-22/8
25-27/11

師母退修與活動
牧者退修
講員: 蕭壽華牧師
柬埔寨短宣集訓
週年大會, 講員: 黎嘉禮牧師
柬埔寨短宣
宣道會長者退修會
宣道會全英婦女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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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參與, 你的代禱, 成為牧者成長的動力; 同時也是團隊茁壯的因由. 讓我們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 讓神的名被高舉。
柬埔寨短宣已满额，全隊共十人，分别由岑偉農和趙偉初两位牧者帶领，現在進入籌備
階段，需要你們的禱告。

英國華人宣道聯會 CACUUK，顧名思義就曉得這是聯合不同的宣道堂會聚在一
起的機構，故此、每一間堂會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他們的成長路，或許是
漫長，或許是崎嶇，總看見見神的恩手在當中。2018 年是利宣 20 週年堂慶，讓
我們一齊回望他們所走過的路，同颂主恩。

利宣 － 從零的開始
2018 年是利茲宣道會教會慶祝 20 週年的大日子，
為她感恩。回想過去，滿是恩典之路。

Gina Chin
第 8 屆堂慶

利宣的發展是由初期的幾位弟兄姊妹自發性的走在
一起開始查經生活，慢慢地人數加增及有發展團契
的需要，所以，在 1998 年 11 月 21 日第三個週六
下午 1 時開始了第 1 次「西約克郡宣道團契」（約宣）*的每月 1 次聚會。由曼
城宣道會（曼宣）梁志雄牧師夫婦每月輪流過來利茲證道。**由於梁牧師及師母
本身的牧養工作已經非常繁重，只能在週六安排短宣隊來協助，所以，約宣早期
是在週六祟拜聚會。梁牧師為團契成立工作小組，培訓成員，也為日後建立成為
教會作預備；工作小組每年應邀出席英國華人宣道聯會（華宣）週年大會和冬令
會，使能夠與其他友會保持聯繫。
第一位牧者
在這段期間，團契及各方教會弟兄姊妹均為約宣能早日有一位牧者牧養而懇切
的祈禱，七年後，神回應禱告，在 2004 年 8 月，劉少棠牧師一家在約宣開始了
牧養工作，而團契也易名為「約克郡宣道團契」（約宣），同時也成立職員會。
約宣此時已增加至每月二次聚會，但仍在週六。到 2007 年 2 月才正式開始在每
一個主日下午都有祟拜。
踏入穏定成長
在劉牧師及師母的帶領下，雖然走過很多高高低低， 經過不少困難，從聚會人
數 30 多人至餘下少於 10 人，牧者和弟兄姊妹的不放棄，至 2010 年人數突然增
長了，從 10 多人至 30, 40, 50 多人。因有一些操華語的弟兄姊妹
第 12 屆堂慶
參加祟拜，團契由單語發展成為雙語祟拜。
註冊成為教會
團契一直都朝著註冊成為教會的目標進發，在
2013 年 10 月成功申請註冊成為「利茲宣道會教
會」（利宣）。接著申請成為慈善團體卻遭遇到攔
阻，因其時剛巧政府更改制度，而每次回覆的提問
都不被接納，最後連這位官員因退休離職而不再跟進。感謝天父，牧者和弟兄姊
妹的不放棄，又得到好些朋友的義務工作幫助，利宣再次重新申請，這次亦被拒
絕，但有羅牧師師母及弟兄姊妹的努力不懈向慈惠局追問原因和申訴，最後，
在 2016 年 9 月成功獲批成為慈善團體。
在 2016 年 3 月 31 日劉牧師一家結束在利宣的牧養工作，由羅慶偉牧師一家接
任，繼續牧養利宣的工作。 願 神祝福祂的教會。
＊因筆者並非是初期組織建立團契的成員，資料是從初期建立團契的成員中得
到。筆者是在 2000 年開始參與團契聚會。
** 「西約克郡宣道團契」（約宣）得到梁牧師向香港宣道差會申請並同意成為
一個開荒植堂新福音地點。

英國華人宣道聯會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Union
http://www.cacuuk.org/
會長: 岑偉農牧師
副會長：趙偉初牧師

布萊頓宣道會
Brighton Alliance Church
c/o United Reformed Church
Saunders Rise West
Brighton BN2 4EU
宣教士：黃國輝傳道

東倫敦宣道會
East London Alliance Church
c/o Deptford Methodist Church
1 Creek Road
London SE8 3BT
E-mail:
info_elac@ymail.com
堂主任：彭大明牧師

利兹宣道會
Leeds Alliance Church
c/o Blenheim Baptist Church
Blackman Lane
Leeds LS2 9ER
www.leedsallch.org
堂主任：羅慶偉牧師

曼徹斯持宣道會
Manchester Alliance Church
Unit 9, The Quadrangle
Hulme Street
Manchester M1 5GL
www.manallch.org
堂主任：趙偉初牧師
英語事工：劉思銘傳道

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
Manchester Alliance Mandarin
Fellowship
Unit 9, The Quadrangle
Hulme Street
Manchester M1 5GL
堂主任：李德信傳道

南倫敦宣道會
South London Alliance Church
c/o St Andrew Church
Herbert Road, Wimbledon
London SW19 3SH
https://slac.org.uk/
堂主任：岑偉農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