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振才牧师
 

各位敬爱的牧⻓与同⼯们：

 
祝贺⼤家新年平安，满有从主耶稣基督⽽来的喜乐与盼望！

 
感谢神的信实、怜悯带领众教会平安度过⼀年。回顾2021年，疫 
情 仍然严峻的底下，众教会牧师、传道同⼯仍然继续使⽤⽹路视 
像或 现场实体进⾏教会不同活动：崇拜、查经、⼩组、团契、祷 
告会、 等。这次的疫情让我们⾯对⼀些“竦動”的事实：越来越多 
教会事⼯将改在线上进⾏“在家观看”为新常态。我们深信线上的 
活动为教会创造了⼀個新的平台，去掉了以往在堂会⼀些⽼化运 
作，甚⾄令堂会内的框框规范得到改进。今天的疫 情，说不定在 
这个动荡年代带给众教会⼀个新的契机。当我们进⼊后疫情时代 
的新现实时，我们需要⼀起反思教会如何适应、更新、和茁壮成 
⻓。

 
籍着这份新年刊，简单地向⼤家报告 2021 全年不同堂会的消 
息，我们也特别为⼤家介绍⼏位第⼆代牧师传道和事⼯。

愿这份 年刊成为欧洲、英国、与它邻近地区华⼈宣道会彼此团契 
和交流 的平台。让我们常向神献上感恩，因祂在过去⼀年我们的 
当中成 就了许多恩福。



欧邻团契在线上举⾏感恩分享会，主题围绕着：「分开」但不⾄于「孤 
独」。

⻢德⾥希望泉堂庆祝堂庆18周年感恩聚会，杨肇嘉牧師（美国退休牧师）

剑桥堂因⼤量⾹港移⺠搬到剑桥，教会决定开展粤语崇拜。

巴黎救恩堂在离巴黎往南70公⾥购买了⼀个城堡，并计 划将它装修改建 
成为⼀个退修、训练中⼼，起名为「救恩之家」。

欧邻华宣团契2021回顾感恩

元⽉⾄三⽉

 
元⽉:

 
⼆⽉ - 西班⽛:

     为当天线上讲员。
     请为新上任的丹楠传道夫妇牧养教会祷告。

 
三⽉ - 英国:

 
三⽉ - 法国:

简戴徳牧师、刘志孟⻓⽼ 、夏建鸣弟兄 



法国：救恩之家 - 夏左林容姊妹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向⼤家汇报建⽴巜救恩之家》之事⼯：

 
⼀、场地介绍：地址在28省的Oysonville 城市,距巴黎约70公⾥，是 ⼀ 
座城堡，总占地⾯积27公顷，其中树林约占24公顷，耕地1.5公 顷，可 
住建築物1500平⽅⽶。

 
⼆、事⼯介绍：此场地环境清靜，空⽓新鲜，并拥有⼀个⼤树林其⾯积 
可容纳54个⾜球场。这场地适合⻓者为康乐中⼼、增进⾝体健康和⼼灵 
成⻓的静修处。救恩之家可⽤于各种不同会议，如夏令和冬令营、⻔徒 
训练、以及给牧师传道⼈安静和祷告的地⽅。这⾥也为信徒举办活动， 
例如：婚礼、结婚记念⽇、祝寿、庆⽣等。哪⾥可以找到更适合种植疏 
菜、果树，与饲养家禽的地⽅呢？请为膨⼤的装修⼯程祷告，求神赐予 
智慧和⾜够经费⼈⼒。装修⼯程计划在2023年夏天完成。



林庭光牧师和师⺟

法国：法国华侨基督教宣道会 (华宣堂) - 林庭光牧师

疫情的出现，为⼈带来许多的不安，惶恐，挑战 ；社区如
此，教会也不例外，但感谢主，尽管教会很多的聚会受阻，

神却给教会开了另⼀条出路。

从2020年的3⽉中⾄今，我们从不知如何使⽤ZOOM，到今天
不同的⼩组或团契都在线上进⾏。⼤家可以在线上崇拜(当⽆
法出席实体崇拜时)，查经、分享，甚⾄⻔训等等，更有些肢
体在回国后，也可在⽆国界的条件下⼀起参予，这真是莫⼤

特殊的恩 典。在此，我们真是看到神关了这度⻔，却为我们
开了另⼀扇窗。

 
除了有恒常聚会以外，亦让⻓者在禁⾜期间都能与同龄⼈保

持联系、谈天说地，彼此问安。更感恩的是即使他们互相隔

离，但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赞美主！



四⽉⾄六⽉

 
四⽉ - 印度: 

 
第⼆波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印度产⽣毁灭性影响。 欧邻华宣团 契向众 
教会发出紧急为印度祷告，特别为加尔各答华⼈教会 蒋国泰牧师⼀ 
家祷告，求神保护。

 
加尔各答的两间华⼈教会是全印度惟⼀的两间华⼈教会。蒋 国泰传 
道是这两间教会的传道⼈，教会在当地开办两间全⽇ 制英语私⽴学 
校（幼⼉园，⼩学、初中⾄⾼中），学⽣合共 3000⼈，百分之九⼗ 
⼋的学⽣是来⾃印度教和穆斯林背景， 两间学校每天早上都有早会 
向学⽣传福⾳。过去多年，欧邻 华宣团契⼀直与加尔各答华⼈教会 
成为宣教合作伙伴。

 
五⽉ - 以⾊列:
欧邻华宣团契呼吁为以⾊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战争祷告。特 别为以⾊ 
列特拉维夫华⼈宣道会（王冬冬牧师⼀家）、海 法华⼈宣道会（王 
章建⻓⽼⼀家），和两间堂会的弟兄姊妹的安全祷告。

请为王冬冬牧师学习当地语⾔祷告，求神赐予智慧能⼒。

王章建⻓⽼和师⺟



以⾊列特拉维夫信望爱堂洗礼 

华宣周年⼤会在⽹上举⾏。⼤会讲员：姚添寿牧师。信息 
内容 - 约翰福⾳15:1-17 - 宣道会属灵领袖传承的两⽅⾯：

剑桥堂庆祝堂庆16周年感恩。

中宣堂举⾏浸礼，有五位受洗。

救恩堂刘志孟⻓⽼全职投⼊教会服侍。

五⽉ - 英国:

  1.灵命进深、进深的⽣命，
  2.使命承担、宣教的⽣活。

 
六⽉ - 英国: 

 
六⽉ - 法国:



法国：波尔多华⼈宣道会 - 张和君牧师

「法国波尔多华⼈宣道会」祝福每⼀间欧邻团契的堂会新年

蒙恩、快乐！

 
1.很感恩：在疫情期间初期神在世界各地的预备了很多的⽹
路课程，我们教会也选择了适合我们弟兄姊妹们需要的，⼤

家可以都在家⾥禁⾜期间学习建造教会、⽣命成⻓、家庭和

睦，装备⾃⼰。其中有：如何带领⼉童主⽇学，关怀辅导，

亲⼦教育、认识与陪伴关懐同性恋者。

 
2.第⼆件感恩的事：教会原本聚会借⽤的法国改⾰宗教会场
地如今在拆除重建中。弟兄姊妹筹算寻找⼀个新的聚会点，

⼤家都渴望能恢复肢体互动，⼀起敬拜神的实体聚会所，感

谢主，终于有法国波尔多宣道会愿意接待我们⼀起分享他们

的新堂！在此岁末年终之时特感温馨，真是神的预备。

 
3.也请代祷：2018年教会建⽴⾄今所培训的同⼯中，⽬前有
三位回国：⼀位做了快乐的妈妈，另⼀位在待产，第三位在

禁⾜结束后回到餐饮业上班⽽不能参加我们在线上的查经

班、带领造就课 程。谢谢请各堂会为波尔多教会代祷，求神
为我们预备新的同⼯。



英国：伦宣堂（哈罗）- 朱益峰牧师

伦敦华⼈宣道会 2021 年与 2020 年⼤致相同，实体聚会和线上
崇拜并⾏。虽然 2021 年⾯对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得到上
帝扶持，经历祂丰盛的恩典。四件感恩的事：

⾸先，当政府解除禁⾜令时，我们在哈罗两个地⽅恢复了聚

会。紧张之余，⼤家都⾮常⾼兴能够⻅⾯并同⼼敬拜。甚⾄举

⾏了⾃疫情以来的第⼀次教会洗礼（点⽔礼）！ 

第⼆，参加教会活动的⾹港移⺠家庭显著增加。我们英语崇拜

（英⽂堂）和中⽂崇拜（中⽂堂）都有⼏个新家庭定期出席，

甚⾄每周都有更多参与。这也使⼉童主⽇学的孩⼦数量增加两

倍。 

第三，我们的旧场地在经过⼏年重建（期间在两个地点临时聚

会）之后，终于在 10 ⽉搬回到新场地。 

第四，由于许多⾹港移⺠家庭搬到沃特福德附近，上帝为我们

新设⽴了周六上午崇拜，来服侍沃特福德及周边地区的⾹港家

庭。

感恩，上帝为教会开启联络⾹港华⼈移⺠的机会。也许最令⼈

⿎舞的是，在教会31 周年庆典上，我们不仅享⽤了美⻝，还看
到伦敦华⼈宣道会的所有新⾯孔。 



英国 - 伦宣堂（哈罗）

周年纪念午餐会

在新场地举⾏的第⼀次会议

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来应对各项挑战，例如场地不⾜；为在 
沃特福德的服侍祈祷，使其继续不断地增⻓；也为即将举办的 
粤语⻘少年冬令营祷告。

我们很⾼兴在伦敦华⼈宣道会与祂同⼯。愿⼀切荣耀都归于 
祂！



七⽉：英国:
曼彻斯特宣道会

七⽉⾄九⽉

 

    【时代论坛讯】曼宣堂 -巨流中的放下与拥抱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 
?Nid=166072&Pid=6&Version=0&Cid=2186&Charset=big5_hkscs

哈德斯菲尔华⼈团契：罗庆伟牧师、林尹芝師⺟离 
任。

西班⽛: 张涛离任巴萨罗那堂。
阿鲁巴: 张伟成宣教⼠于2021年九⽉六⽇，息了地 
上的劳苦，安息主怀，享年58岁。愿主亲⾃安慰 
⽅慧芬（妻 ⼦）和家⼈的伤痛。张伟成、⽅慧芬 
夫妇是加拿⼤宣道会今年准备派出到阿鲁巴（荷属 
加勒⽐海岛）的宣教⼠。请继续为⽅慧芬宣教⼠ 
(Ellen)祷告，她已回阿鲁巴岛继续服事。

⼋⽉：英国

 
九⽉：



德国 - 多蒙恩典堂: 陈志强弟兄
 

各位牧⻓，弟兄姊妹平安！

 
很感恩，今年虽然疫情德国还是很严重，感染⼒⾮常

⾼，恩 典堂每个家庭，蒙神怜悯看顾都能平平安安。
 

教会姊妹团契在这⼀年多来她们每周六天，在早上⼋

点⾄⼗ 点多，唱诗赞美，读经祷告，分享。⾃⼗⼀⽉
起，每个⽉在 第⼆周的周三，我们有⼩组实体聚会唱
诗读经，祷告，守 望，⾃由分享。

 
⽬前教会主⽇崇拜固定⼈明显减少，恳请⼤家为恩典

堂代 祷。
 

在主⾥祝福⼤家，在新的⼀年⾥服侍更蒙神喜悦，在

合⼀⾥ ⼀同兴旺福⾳！



在 Watford 的第⼀次会议地点 

Saturday Worship (Watford)
11:00 AM at ASDA Community Room, Watford 
(St Albans Road, WD24 7RT

伦宣堂（哈罗）在沃特福德逢(Watford)每周六为⾹港 
新移⺠⽽开设的粤语崇拜。

 
⼗⽉ - 英国:

欧洲区: 「欧邻」代表出席 欧洲华⼈宣教（线上）会议: 谁是我的 
邻舍？会议焦点介绍巴尔⼲半岛的需要。

欧邻代表出席创欣神

⼗⽉ - 欧洲区:

⼗⼀⽉ - 法国:

     学院第五届毕业典礼，
     在巴黎温州教会举⾏。
     有七位毕业⽣来⾃于
     巴黎两间宣道会。

⼗⽉⾄⼗⼆⽉



法国 - 法属圭亚那：基督教皆因华⼈宣道会 - 李惠祥传道

我们感谢上帝，教堂的主要外部建筑已经完⼯，主堂屋顶的安装也顺利的 
安置。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室内⼯作和设计。

 11 ⽉份教会举⾏年度的宣教⼤会，今年我们邀请到叶⽩华牧师（加拿⼤宣 
道会退休牧师）担任⼤会讲员。

请继续记念为我们教会的建堂事⼯祷告。



⼗⼆⽉ - 英国: 

剑桥堂会在圣诞周末有⼀连串「三喜」庆祝活动：圣诞 
庆祝救主诞 ⽣、8位接受⽔礼、和婚礼。



荷兰 - 阿姆斯特丹宣道会: 温俊⽂传道、温邓⽟兰师⺟
 

主内平安！新冠疫情依然反覆地影响全球社会和⺠⽣。基于

荷兰疫情在夏天有好转, 疫情数字下降，因此教会在8⽉份回
复实体主⽇崇拜并⽹上崇拜同步进⾏。由于疫情关系影响荷

兰经济，我们原先在阿姆斯特丹北部租⽤的教会将租⾦减

⼩，但疫情结束后，租⾦会再次已往提⾼了，加重教会经济

负担。 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另外我们可以负担的新聚会地⽅。
感恩神 带领和看顾，我们在短短时间⾥找到了在阿姆斯特丹
位于西 ⾯的新聚会点。整个情况带给我们教会新的转变和挑
战！全 教会弟兄姊妹也需要适应新聚会环境，等等。如⽹上
崇拜控 制⽅⾯我们需要学习和调整，教会器材亦需要运输到
新聚会 点。不同事奉刚位需要弟兄姊妹更多摆上和服侍。

 
感恩在疫情下我们教会在11⽉22-25⽇举⾏了「美满婚姻课程
营会」。在密集课程中每对夫妇都⽤⼼学习。⼤家有同⼀⽬

标都希望去学习经营更美好婚姻⽣活。参加每对夫妇在这课

程⾥都各有得着。愿神祝福教会每对夫妇⽤基督爱来经营美

好婚姻⽣活关系。

 
教会崇拜新地址：

Gibraltarstraat 55, 
1055 NK Amsterdam



英国 - 剑桥堂

《主恩實在更多》〜劍橋歲⽉

光陰似箭歲⽉如梭，不知不覺間我們經加拿⼤Calgary 宣道會城西堂
差派來英國宣教已經過了24年。特別是從“雙職宣教”轉為“全職宣
教”後，⽇⼦就過得特別快。因為主讓我們開闢了很多不同的事奉，
以致每天的時間總是安排得密密⿇⿇的。甚⾄疫情期間，也沒有停

下來，透過Zoom網絡我們仍然繼續作多⽅⾯的事奉。
 

回想我們20 多年的宣教歲⽉裏，不單單是是荊棘滿途，更是充滿挑
戰；猶其是第⼀個⼗年，作為雙職宣教⼠，既要應付每天上班全時

間的世俗⼯作，⼜要開闢宣教的⾨路，更要應付許多對我們為何不

作全職宣教⼠的質疑。 相信若不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們的禱告
託住，我們早已打退堂 ⿎回“加”了！

記得1997年從加拿⼤初到劍橋時正是深秋時份，⼤地⼀⽚肅殺；不
久之後就進⼊冬季，不單⽇光短且天⾊⼀直昏昏暗暗，⼊⿊後家家

戶戶緊閉窗戶和窗簾，⽣怕有⼀絲光漏出來就會透露了室内的秘密

似的。使我們覺得很是壓抑，因為不論⾹港與卡城的晚上都是燈⽕

通明的。鳳仙Rosa更差點患上憂鬱症。除此之外Culture shock, 許
多⽣活上的⼤⼤⼩⼩事情，我們都⾮常的不適應。等到福⾳事⼯可

以開展時，撒旦⼜作出諸多攔阻。我們明顯地感受到有⼀股很强的

拉⼒要把我們扯離開劍橋。

 
但感謝⽗神！因著經歷了第⼀個10 年的艱⾟，正是⽗神對我們的磨
煉。當我們覺得沒有出路時，祂⽤以賽亞書30:20節安慰我們：「主
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

眼必看⾒你的教師。」



當我們信⼼輭弱，質疑⽗神為何讓我們經歷種種困苦時，祂⽤ 詩
篇 66:10-12：「神啊，你曾試驗我們， 熬煉我們，如熬煉銀⼦⼀
樣。 你使我們進⼊網羅， 把重擔放在我們的⾝上。 你使⼈坐⾞軋
我們的 頭； 我們經過⽔⽕， 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來回應我
們。

 
聖靈提醒我們，若不經過磨練，我們難以完成⽗神在我們⾝上的計

劃。因此靠著主話語所帶來的⼒量，我們堅持下來了。

 
在劍橋宣教第⼀個七年後我們建⽴了全歐洲第⼀間學⼈教會「劍橋

中華學⼈基督教會Cambridge Chinese Scholars Christian
Church」。多年之後被邀加⼊宣道會⼤家庭，成為今天的「劍橋宣
道會Cambridge Alliance Church 」。

 
由於劍橋是⼀個只有⼗萬多的⼈⼝，兼且流動性⾮常⼤的地⽅，很

多弟兄姊妹信主不久後就常常因居留或就業問題⽽要離開，教會⼈

數總是增⻑不起來，以致能動員事奉的⼒量不多。很多發展因⽽受

到限制。弟兄姊妹們難免也會有灰⼼失望的時候。我們只有靠著主

堅定地帶領教會，盡⼼竭⼒扶持弟兄姊妹們成⻑。

 
感謝主！後來當我們成為美國基督使者協會AFC USA全職的劍橋⼤
學校園同⼯時，劍橋教會的弟兄姊妹已成⻑起來，⾮常盡⼼盡⼒協

助⽀持我們的校園事⼯。

 
感謝主！2018 年成功在⼤學中⼼區購⼊劍橋校園中⼼的房產更是⼀
個神蹟！尤其是2020年因Covid-19 疫情關係，我們無法離開英國籌
款去償還年底到期，也是最後的⼀批貸款。但⽗神就在年底前及時

供給了我們。包括世界各地弟兄姊妹和我們⼀起都⾒證經歷這⼀

切，滿⼼歡喜地歸榮耀給神！



主是何等的奇妙信實，當我們劍橋弟兄姊妹們同⼼合意順服在神的

帶領，忠⼼做好主所交託的聖⼯時。⽗神⼜把⼀群⾹港來的新移⺠

弟兄姊妹帶給我們，他們很多都是很有事奉經驗的信徒。希望他⽇

能成為劍橋基督使者的⽣⼒軍；共同努⼒將天國的福⾳傳得更開。

最感恩的是我們原有的普通話弟兄姊妹雖然⼈不多，卻⾮常有愛⼼

地幫助和接待這⼀群新加⼊的廣東話群體，作出了弟兄和睦同居是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美好⾒証。

 
現在來看，當初的艱⾟算得是甚麽？我們何等不配！竟然能夠參與 
在宣敎的⾏列中，實在是主的恩典！因著宣教，我們的視野變得寬 
廣，與主的關係更加親密。看著許許多多的⽣命因得著福⾳⽽不再 
⼀樣、迷途者得以知返，流離困苦者得著安慰、滿腔仇恨者得以釋 
然。我們⾃⼰經歷到⽇⼦如何，⼒量如何是何等的真實。⽐起我們 
所付出的，主恩實在更多！

 
您們的宣教同⼯

鳳仙 (Rosa) 和 維新 (Edward)



挪威 - 奥斯陆福⾳堂
 

奥斯陆北欧华⼈基督教会将于2022年6⽉30⽇搬迁（从Gamle Aker
搬到Lilleborg Kirke）。在过去10多年⾥，教会⼀直在⽬前的建筑中
聚会，这是⼀次⼤的搬迁。我们祈求神在新的社区⾥使⽤我们来荣

耀他。

 
 

我们赞美和感谢神，在过去的5年⾥，即使在⼤流⾏病封锁的情况
下，我们与不同的教会和组织有许多合作机会，包括在欧洲国际圣

经神学院教授 "⼉童事⼯"。

 

 

格伦·⽶兰诺夫斯基、 陈若薇传道夫妇

法国（⻢提尼克岛）：⻢提尼克华⼈宣道会 - 陈芳 
辉牧师

代祷事项：

教会在疫情期间的异象和明确⽅向

信徒灵命复兴，渴慕神的话、乐意事奉、和过纪律 
⽣活

愿主从教会内部兴起教牧⼈员

教会在疫情期间的异象和明确⽅向

信徒灵命复兴，渴慕神的话、乐意事奉、和过纪律⽣活

愿主从教会内部兴起教牧⼈员

法国（⻢提尼克岛):  ⻢提尼克华⼈宣道会 - 陈芳辉牧师
代祷事项：

1.
2.
3.



继续通过Zoom举⾏线上主⽇崇拜
⽬前正在采⽤《塑造主⽣命》作为⻔徒训练资料

荷兰(圣⻢丁):  圣⻢丁华⼈宣道会 - ⽢伟安弟兄
圣⻢丁堂近况:

 
1.
2.

 
 

为弟兄姊妹们更多明⽩上帝的话语祷告，求上帝除去阻碍⼤家渴 
慕认识耶稣的拦阻

求上帝预备合适的传道⼈来服侍圣⻢丁堂，不管短期抑或⻓期

为圣⻢丁堂弟兄姊妹们的合⼀祷告

求上帝赐给圣⻢丁堂服侍团队有⾜够的智慧

 
 

代祷事项:
1.

2.
3.
4.

 

《塑造主⽣命》是⼀个持续的、启发的⼩组训练课程，⽬的在于帮 
助你认基督为主，让祂掌管你的⽣命，从⽽与祂建⽴⼀个个⼈的、 
终⽣的、顺服的关系。

3.  通过WhatsApp发送每⽇灵修资料



欧邻团契 - 第⼆代事⼯

英国 - 朱溢峰(Brad CHU) 牧师 - 伦宣堂 (哈罗)

英语事⼯（英⽂堂）服侍那些习惯于⽤英语敬拜的弟兄姊

妹。其组成结构具有多样性，如⻘少年、⼤学⽣、年轻专业

⼈⼠、家庭和⼀些⻓者；且具有不同背景：第⼆代华⼈、第

⼀代移⺠，以及某些⾮华⼈。通过崇拜后的午餐、⼩组查经

和⼀些特别活动，如去年夏天崇拜后⼀起外出郊游，彼此团

契，互相建⽴。此外，还与中⽂事⼯（中⽂堂）联合庆祝中

国新年和教会周年庆典。

 

朱益峰牧师夫妇与孩⼦ 



法国：埃⾥克·⽪雷斯 (Eric PIRES) 传道 - 救恩堂 

代祷事项：

1.  为我们的核⼼⻘少年同⼯团队祷告，他们对上帝充满热情，真诚地 
服侍，盼望籍着他们学习和追求的⼼能传达给教会其他⼈。他们带来 
新鲜动⼒和更新，是教会未来的接班⼈。

2.  为教会的中、法会众合⼀祷告。 我们将会第⼀次⼀起湊备夏令营，
每⽉开会商讨⼀次，以促进两⽅的团队在同⼀异象底下彼此合作。这 
是重要⼀步的开始。

3.  为教会的家庭和⻘年祷告。很多家庭因企业受到打击⽽承受巨⼤压 
⼒和困苦。⻘年学⽣缺乏⼯作或发展创业机会。

许多研究提到近期⻘少年中⾼度的⾃杀念头，请为教会中的⻘少年⾯ 
临这种情况祷告，⾯对压⼒的家庭和夫妻也是如此， 请代祷。

埃⾥克·⽪雷斯 传道夫妇



法国 - 约翰. 克拉 (Kouassi Jean KRA) 牧师 - 华宣堂 
林庭光牧师介绍: 

当看到年⻘的第⼆代⼀路成⻓，教会于2009年开始法语崇
拜。开始时只有不到10⼈，也没有操流利法语的牧者作牧养
的⼯作，但感谢主，祂的恩⼿⼀直带领着我们。

 
2019年，在法国宣道联会的引介下，来⾃⾮洲象⽛海岸约翰.
克拉牧师(Kouassi Jean KRA 牧师)，愿意到华⼈教会来牧养
第⼆代的事奉。

今天法语部⼤概有50位成员，都是⽐较年轻的。求神继续带
领这群年⻘⼈，并在神的带领下，健康茁壮地成⻓，成为教

会未来的栋梁。感谢主 ！

约翰 克拉牧师⼀家

师⺟： Affoué KRA

孩⼦： Uriel, Évangéline,
Ben et Benyamine



法国 - ⾼旭东传道 -  圣牧堂 
⻩振才牧师介绍:

感谢神的带领,在2020年初，为我们预备⾼旭东传道夫妇（Philippe 
& Damaris GAO)。⾼传道今年37岁⽣于法国，⼤学修读法⽂系曾在 
中学 担任7年教师职位。2015年蒙神呼召进⼊神学院（Institue 
Biblique de Nogent）全时间修读神学圣经科⽬， 2018年神学毕 
业。

Damaris ⽣于法国东北部，⽗⺟是徳裔，她修读护⼠学位后，在医 
院担任护⼠职位7年。2017迟去护⼠⼯作进神学院修读神学， 2021 
年神学毕业。他们夫妻两⼈在学习期间认识并结婚。

2020年3⽉在疫情期间，⾼传道开始在本堂服事，他特别在教导与 
讲道皆有牧养的恩赐，每周⼆他在神学院担任希腊语教学⼀职。

 

⾼旭东传道夫妇



「培养⾼EQ的灵命」

两年前欧邻华宣团契准备举办「培养⾼EQ的灵命」课程因疫情缘故被延 
迟。感谢主，2002年元⽉「培养⾼EQ的灵命」⾸次在欧洲⽤中⽂举办在 
线上课程。我们很⾼兴请到余劲松牧师（加拿⼤渥太华宣道会主恩堂主 
任牧师）和他教会两位⻓⽼：陈翔⻓⽼、李兴伟⻓⽼为讲师。

这次课程内容丰富，需要学员全然投⼊学习。值得⼀提这不是「速成」 
或「快餐」式的课程，来得容易，去得也很快；这课程乃是属灵操练， 
需要我们⾝⼼灵安静下来，⼀步⼀步的享受与主亲近，像「泡茶」或 
「喝咖啡」⼀样。特别在⽣活节奏急速的环境，我们都需要互相劝勉， 
如何把握每天时刻读经、祷告、与主亲近。值得感恩的是已有59位报 
名，有10位是牧师、传道，和超过⼀半是来⾃不同教会领袖。

请为⾸次举办的「培养⾼EQ的灵命」课程祷告。课程⽇期是从元⽉16⾄ 
三⽉20⽇，请为每位学员能持续稳定灵命操练祷告。



 

未来，欧邻华宣团契希望继续为众教会提供当前、贴题、和

实⽤的培训事⼯。 我们计划在今年秋季举办「和平使者事
⼯」在线课程。

有关欧邻华宣团契即将发布的活動消息，欢迎⼤家浏览我们

的⽹站：facces.info
 



恭祝:
欧洲、英国、以⾊列、北⾮、阿聯酋

及邻近宣道会各同⼯

2022（农历）新年快乐！ 
新的⼀年，彼此劝慰、互相建⽴、彼此代求！

欧邻华宣团队：

主席：⻩振才牧师 
顾问：简戴徳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