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振才牧師

各位敬愛的牧⻑與同⼯們：

祝賀⼤家新年平安，滿有從主耶穌基督⽽來的喜樂與盼望！

感謝神的信實、憐憫帶領眾教會平安度過⼀年。回顧2021年，
疫情 仍然嚴峻的底下，眾教會牧師、傳道同⼯仍然繼續使⽤⽹
路視像或 現場實體進⾏教會不同活動：崇拜、查經、⼩組、團
契、禱告會、 等。這次的疫情讓我們⾯對⼀些“竦動”的事實：
越來越多教會事⼯將改在線上進⾏“在家觀看”為新常態。我們
深信線上的活動為教會創造了⼀個新的平台，去掉了以往在堂

會⼀些⽼化運作，甚⾄令堂會內的框框規範得到改進。今天的

疫 情，說不定在這個動盪年代帶給眾教會⼀個新的契機。當我
們進⼊後疫情時代的新現實時，我們需要⼀起反思教會如何適

應、更新、和茁壯成⻑。

籍著這份新年刊，簡單地向⼤家報告 2021 全年不同堂會的消
息，我們也特別為⼤家介紹⼏位第⼆代牧師傳道和事⼯。

願這份 年刊成為歐洲、英國、與它鄰近地區華⼈宣道會彼此團
契和交流 的平台。讓我們常向神獻上感恩，因祂在過去⼀年我
們的當中成 就了許多恩福。



歐鄰團契在線上舉⾏感恩分享會，主題圍繞著：「分開」但不⾄於「孤 
獨」。

⻢德⾥希望泉堂慶祝堂慶18週年感恩聚會，楊肇嘉牧師（美國退休牧 
師）為當天線上講員。請為新上任的丹楠傳道夫婦牧養教會禱告。

劍橋堂因⼤量⾹港移⺠搬到劍橋，教會決定開展粵語崇拜。

巴黎救恩堂在離巴黎往南70公⾥購買了⼀個城堡，併計 劃將它裝修改建
成為⼀個退修、訓練中⼼，起名為「救恩之家」。

歐鄰華宣團契2021回顧感恩
 

元⽉⾄三⽉

元⽉:

⼆⽉ - 西班⽛:

三⽉ - 英國:

三⽉ - 法國:

簡戴徳牧師、劉志孟⻑⽼ 、夏建鳴弟兄 



法國：救恩之家 - 夏左林容姊妹
 

各位弟兄姐妹：主內平安！

向⼤家匯報建⽴巜救恩之家》之事⼯：

⼀、場地介紹：地址在28省的Oysonville 城市,距巴黎約70公⾥，是 ⼀ 
座城堡，總佔地⾯積27公頃，其中樹林約佔24公頃，耕地1.5公 頃，可 
住建築物1500平⽅⽶。

⼆、事⼯介紹：此場地環境清靜，空⽓新鮮，並擁有⼀個⼤樹林其⾯積 
可容納54個⾜球場。這場地適合⻓者為康樂中⼼、增進⾝體健康和⼼靈 
成⻑的靜修處。救恩之家可⽤於各種不同會議，如夏令和冬令營、⾨徒 
訓練、以及給牧師傳道⼈安靜和禱告的地⽅。這裡也為信徒舉辦活動， 
例如：婚禮、結婚記念⽇、祝壽、慶⽣等。哪裡可以找到更適合種植疏 
菜、果樹，與飼養家禽的地⽅呢？請為膨⼤的裝修⼯程禱告，求神賜予 
智慧和⾜夠經費⼈⼒。裝修⼯程計劃在2023年夏天完成。



林庭光牧師和師⺟

法國：法國華僑基督教宣道會 (華宣堂) - 林庭光牧師

疫情的出現，為⼈帶來許多的不安，惶恐，挑戰 ；社區如 
此，教會也不例外，但感謝主，儘管教會很多的聚會受阻， 
神卻給教會開了另⼀條出路。

從2020年的3⽉中⾄今，我們從不知如何使⽤ZOOM，到今 
天不同的⼩組或團契都在線上進⾏。 ⼤家可以在線上崇拜 
(當⽆法出席實體崇拜時)，查經、分享，甚⾄⻔訓等等，更 
有些肢體在回國後，也可在⽆國界的條件下⼀起參予，這真 
是莫⼤特殊的恩 典。在此，我們真是看到神關了這度⾨，卻 
為我們開了另⼀扇窗。

除了有恆常聚會以外，亦讓⻓者在禁⾜期間都能與同齡⼈保 
持聯繫、談天說地，彼此問安。更感恩的是即使他們互相隔 
離，但知道他們並不孤單。

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我們必不致缺乏。讚美主！



四⽉⾄六⽉

四⽉ - 印度: 

第⼆波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印度產⽣毀滅性影響。歐鄰華宣團 契向眾 
教會發出緊急為印度禱告，特別為加爾各答華⼈教會 蔣國泰牧師⼀ 
家禱告，求神保護。

加爾各答的兩間華⼈教會是全印度惟⼀的兩間華⼈教會。蔣 國泰傳 
道是這兩間教會的傳道⼈，教會在當地開辦兩間全⽇ 制英語私⽴學 
校（幼⼉園，⼩學、初中⾄⾼中），學⽣合共 3000⼈，百分之九⼗ 
⼋的學⽣是來⾃印度教和穆斯林背景， 兩間學校每天早上都有早會 
向學⽣傳福⾳。過去多年，歐鄰 華宣團契⼀直與加爾各答華⼈教會 
成為宣教合作夥伴。

五⽉ - 以⾊列:
歐鄰華宣團契呼籲為以⾊列和巴勒斯坦衝突戰爭禱告。特別為以⾊ 
列特拉維夫信望愛華⼈宣道會（王冬冬牧師⼀家）、海法華⼈宣道 
會（王章建⻓⽼⼀家），和兩間堂會的弟兄姊妹的安全禱告。

請為王冬冬牧師學習當地語⾔禱告，求神賜予智慧能⼒。

王章建⻑⽼和師⺟



以⾊列特拉維夫信望愛堂洗禮 

華宣週年⼤會在⽹上舉⾏。 ⼤會講員：姚添壽牧師。 
信息內容 - 約翰福⾳15:1-17 - 宣道會屬靈領袖傳承的 
兩⽅⾯：

劍橋堂慶祝堂慶16週年感恩。

中宣堂舉⾏浸禮，有五位受洗。

救恩堂劉志孟⻓⽼全職投⼊教會服侍。

五⽉ - 英國:

      1.靈命進深、進深的⽣命，
      2.使命承擔、宣教的⽣活。

六⽉ - 英國: 

六⽉ - 法國:



法國：波爾多華⼈宣道會 - 張和君牧師
 

「法國波爾多華⼈宣道會」祝福每⼀間歐鄰團契的堂會農曆 
新年蒙恩、快樂！

1.很感恩：在疫情期間初期神在世界各地的預備了很多的⽹ 
路課程，我們教會也選擇了適合我們弟兄姊妹們需要的，⼤ 
家可以都在家⾥禁⾜期間學習建造教會、⽣命成⻓、家庭和 
睦，裝備⾃⼰。其中有：如何帶領⼉童主⽇學、關懷輔導、 
親⼦教育、認識與陪伴關懐同性戀者。

2.第⼆件感恩的事：教會原本聚會藉⽤的法國改⾰宗教會場 
地如今在拆除重建中。弟兄姊妹籌算尋找⼀個新的聚會點， 
⼤家都渴望能恢復肢體互動，⼀起敬拜神的實體聚會所，感 
謝主，終於有法國波爾多宣道會願意接待我們⼀起分享他們 
的新堂！在此歲末年終之時特感溫馨，真是神的預備。

3.也請代禱：2018年教會建⽴⾄今所培訓的同⼯中，⽬前有 
三位回國：⼀位做了快樂的媽媽，另⼀位在待產，第三位在 
禁⾜結束後回到餐飲業上班⽽不能參加我們在線上的查經 
班、帶領造就課 程。謝謝請各堂會為波爾多教會代禱，求神 
為我們預備新的同⼯。



英國：倫宣堂（哈羅）- 朱益峰牧師

倫敦華⼈宣道會 2021 年與 2020 年⼤致相同，實體聚會和線上 
崇拜並⾏。雖然 2021 年⾯對很多不確定性，但是我們得到上 
帝扶持，經歷祂豐盛的恩典。四件感恩的事：

⾸先，當政府解除禁⾜令時，我們在哈羅兩個地⽅恢復了聚 
會。緊張之餘，⼤家都⾮常⾼興能夠⾒⾯並同⼼敬拜。甚⾄舉 
⾏了⾃疫情以來的第⼀次教會洗禮（點⽔禮）！

第⼆，參加教會活動的⾹港移⺠家庭顯著增加。我們英語崇拜 
（英⽂堂）和中⽂崇拜（中⽂堂）都有幾個新家庭定期出席， 
甚⾄每週都有更多參與。這也使兒童主⽇學的孩⼦數量增加兩 
倍。

第三，我們的舊場地在經過幾年重建（期間在兩個地點臨時聚 
會）之後，終於在 10 ⽉搬回到新場地。

第四，由於許多⾹港移⺠家庭搬到沃特福德附近，上帝為我們 
新設⽴了周六上午崇拜，來服侍沃特福德及周邊地區的⾹港家 
庭。

感恩，上帝為教會開啟聯絡⾹港華⼈移⺠的機會。也許最令⼈ 
⿎舞的是，在教會31 週年慶典上，我們不僅享⽤了美⻝，還看 
到倫敦華⼈宣道會的所有新⾯孔。



英國 - 倫宣堂（哈羅）

週年紀念午餐會

在新場地舉⾏的第⼀次會議

祈求上帝賜給我們智慧來應對各項挑戰，例如場地不⾜；為在沃 
特福德的服侍祈禱，使其繼續不斷地增⻑；也為即將舉辦的粵語 
⻘少年冬令營禱告。

我們很⾼興在倫敦華⼈宣道會與祂同⼯。願⼀切榮耀都歸於祂！



曼徹斯特宣道會

七⽉⾄九⽉

七⽉：英國:

    【時代論壇訊】曼宣堂 -巨流中的放下與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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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德斯菲爾華⼈團契：羅慶偉牧師、林尹芝師⺟離 
任。

西班⽛: 張濤離任巴薩羅那堂。
阿魯巴: 張偉成宣教⼠於2021年九⽉六⽇，息了地 
上的勞苦，安息主懷，享年58歲。願主親⾃安慰⽅ 
慧芬（妻⼦）和家⼈的傷痛。張偉成、⽅慧芬夫婦 
是加拿⼤宣道會今年準備派出到阿魯巴（荷屬加勒 
⽐海島）的宣教⼠。請繼續為⽅慧芬宣教⼠(Ellen) 
禱告，她已回阿魯巴島繼續服事。

⼋⽉：英國

九⽉：



德國 - 多蒙恩典堂: 陳志強弟兄

各位牧⻓，弟兄姊妹平安！

很感恩，今年雖然疫情德國還是很嚴重，感染⼒⾮常 
⾼，恩 典堂每個家庭，蒙神憐憫看顧都能平平安安。

教會姊妹團契在這⼀年多來她們每週六天，在早上⼋ 
點⾄⼗ 點多，唱詩讚美，讀經禱告，分享。 ⾃⼗⼀ 
⽉起，每個⽉在 第⼆週的周三，我們有⼩組實體聚會 
唱詩讀經，禱告，守 望，⾃由分享。

⽬前教會主⽇崇拜固定⼈明顯減少，懇請⼤家為恩典 
堂代 禱。

在主⾥祝福⼤家，在新的⼀年⾥服侍更蒙神喜悅，在 
合⼀⾥ ⼀同興旺福⾳！



在 Watford 的第⼀次會議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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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宣堂（哈羅）在沃特福德逢(Watford)每週六為⾹港 
新移⺠⽽開設的粵語崇拜。

 
⼗⽉ - 英國:

歐洲區: 「歐鄰」代表出席 歐洲華⼈宣教（線上）會議: 誰是我 
的 鄰舍？會議焦點介紹巴爾⼲半島的需要。

歐鄰代表出席創欣神

⼗⽉ - 歐洲區:

⼗⼀⽉ - 法國:

     學院第五屆畢業典禮，
     在巴黎溫州教會舉⾏。
     有七位畢業⽣來⾃於
     巴黎兩間宣道會。

⼗⽉⾄⼗⼆⽉



法國 - 法屬圭亞那：基督教皆因華⼈宣道會 - 李惠祥傳道

我們感謝上帝，教堂的主要外部建築已經完⼯，主堂屋頂的安裝也順利的 
安置。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室內⼯作和設計。

 11 ⽉份教會舉⾏年度的宣教⼤會，今年我們邀請到葉⽩華牧師（加拿⼤宣 
道會退休牧師）擔任⼤會講員。

請繼續記念為我們教會的建堂事⼯禱告。



⼗⼆⽉ - 英國: 
 

劍橋堂會在聖誕週末有⼀連串「三喜」慶祝活動：聖誕 
慶祝救主誕 ⽣、8位接受⽔禮、和婚禮。



荷蘭 - 阿姆斯特丹宣道會: 溫俊⽂傳道、溫鄧⽟蘭師⺟

主內平安！新冠疫情依然反覆地影響全球社會和⺠⽣。基於 
荷蘭疫情在夏天有好轉, 疫情數字下降，因此教會在8⽉份回 
复實體主⽇崇拜並⽹上崇拜同步進⾏。由於疫情關係影響荷 
蘭經濟，我們原先在阿姆斯特丹北部租⽤的教會將租⾦減 
⼩，但疫情結束後，租⾦會再次已往提⾼了，加重教會經濟 
負擔。因此我們必須尋找另外我們可以負擔的新聚會地⽅。 
感恩神 帶領和看顧，我們在短短時間⾥找到了在阿姆斯特丹 
位於西 ⾯的新聚會點。整個情況帶給我們教會新的轉變和挑 
戰！全 教會弟兄姊妹也需要適應新聚會環境，等等。如⽹上 
崇拜控 制⽅⾯我們需要學習和調整，教會器材亦需要運輸到 
新聚會 點。不同事奉剛位需要弟兄姊妹更多擺上和服侍。

感恩在疫情下我們教會在11⽉22-25⽇舉⾏了「美滿婚姻課 
程 營會」。在密集課程中每對夫婦都⽤⼼學習。 ⼤家有同 
⼀⽬ 標都希望去學習經營更美好婚姻⽣活。參加每對夫婦在 
這課 程⾥都各有得著。願神祝福教會每對夫婦⽤基督愛來經 
營美 好婚姻⽣活關係。

 
教會崇拜新地址：

Gibraltarstraat 55, 
1055 NK Amsterdam



英國 - 劍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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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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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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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奧斯陸福⾳堂

奧斯陸北歐華⼈基督教會將於2022年6⽉30⽇搬遷（從Gamle
Aker 搬到Lilleborg Kirke）。在過去10多年⾥，教會⼀直在⽬前
的建築中 聚會，這是⼀次⼤的搬遷。我們祈求神在新的社區⾥使
⽤我們來榮 耀他。

我們讚美和感謝神，在過去的5年⾥，即使在⼤流⾏病封鎖的情況
下，我們與不同的教會和組織有許多合作機會，包括在歐洲國際

聖經神學院教授 "兒童事⼯"。

 

 

格倫·⽶蘭諾夫斯基、 陳若薇傳道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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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在疫情期間的異象和明確⽅向

信徒靈命復興，渴慕神的話、樂意事奉、和過紀律⽣活

願主從教會內部興起教牧⼈員

法國（⾺提尼克島):  ⾺提尼克華⼈宣道會 - 陳芳輝牧師
代禱事項：

1.
2.
3.



繼續通過Zoom舉⾏線上主⽇崇拜
⽬前正在採⽤《塑造主⽣命》作為⾨徒訓練資料

荷蘭(聖⾺丁):  聖⾺丁華⼈宣道會 - ⽢偉安弟兄
聖⾺丁堂近況:

 
1.
2.

為弟兄姊妹們更多明⽩上帝的話語禱告，求上帝除去阻礙⼤家 
渴慕認識耶穌的攔阻

求上帝預備合適的傳道⼈來服侍聖⾺丁堂，不管短期抑或⻑期

為聖⾺丁堂弟兄姊妹們的合⼀禱告

求上帝賜給聖⾺丁堂服侍團隊有⾜夠的智慧

 
 

代禱事項:
1.

2.
3.
4.

 

《塑造主⽣命》是⼀個持續的、啟發的⼩組訓練課程，⽬的在於幫 
助你認基督為主，讓祂掌管你的⽣命，從⽽與祂建⽴⼀個個⼈的、 
終⽣的、順服的關係。

3.  通過WhatsApp發送每⽇靈修資料



歐鄰團契 - 第⼆代事⼯

英國 - 朱溢峰(Brad CHU) 牧師 - 倫宣堂 (哈羅)
 

英語事⼯（英⽂堂）服侍那些習慣於⽤英語敬拜的弟兄姊

妹。其組成結構具有多樣性，如⻘少年、⼤學⽣、年輕專業

⼈⼠、家庭和⼀些⻑者；且具有不同背景：第⼆代華⼈、第

⼀代移⺠，以及某些⾮華⼈。通過崇拜後的午餐、⼩組查經

和⼀些特別活動，如去年夏天崇拜後⼀起外出郊遊，彼此團

契，互相建⽴。此外，還與中⽂事⼯（中⽂堂）聯合慶祝中

國新年和教會周年慶典 

朱益峰牧師夫婦與孩⼦



法國：埃⾥克·⽪雷斯 (Eric PIRES) 傳道 - 救恩堂 

代禱事項：

1.  為我們的核⼼⻘少年同⼯團隊禱告，他們對上帝充滿熱
情，真誠地服侍，盼望籍著他們學習和追求的⼼能傳達給教會 
其他⼈。他們帶來新鮮動⼒和更新，是教會未來的接班⼈。

2.  為教會的中、法會眾合⼀禱告。我們將會第⼀次⼀起湊備 
夏令營，每⽉開會商討⼀次，以促進兩⽅的團隊在同⼀異象底 
下彼此合作。這是重要⼀步的開始。

3.  為教會的家庭和⻘年禱告。很多家庭因企業受到打擊⽽承 
受巨⼤壓⼒和困苦。⻘年學⽣缺乏⼯作或發展創業機會。

許多研究提到近期⻘少年中⾼度的⾃殺念頭，請為教會中的⻘ 
少年⾯臨這種情況禱告，⾯對壓⼒的家庭和夫妻也是如此， 
請代禱。

埃⾥克·⽪雷斯 傳道夫婦



法國 - 約翰. 克拉 (Kouassi Jean KRA) 牧師 - 華宣堂 
林庭光牧師介紹: 

當看到年⻘的第⼆代⼀路成⻑，教會於2009年開始法語崇 
拜。開始時只有不到10⼈，也沒有操流利法語的牧者作牧養 
的⼯作，但感謝主，祂的恩⼿⼀直帶領著我們。

2019年，在法國宣道聯會的引介下，來⾃⾮洲象⽛海岸約翰. 
克拉牧師(Kouassi Jean KRA 牧師)，願意到華⼈教會來牧養 
第⼆代的事奉。

今天法語部⼤概有50位成員，都是⽐較年輕的。求神繼續帶 
領這群年⻘⼈，並在神的帶領下，健康茁壯地成⻓，成為教 
會未來的棟樑。感謝主 ！

約翰 克拉牧師⼀家

師⺟： Affoué KRA

孩⼦：Uriel, Évangéline,
Ben et Benyamine



法國 - ⾼旭東傳道 -  聖牧堂 
⻩振才牧師介紹:

感謝神的帶領,在2020年初，為我們預備⾼旭東傳道夫婦（Philippe 
& Damaris GAO)。 ⾼傳道今年37歲⽣於法國，⼤學修讀法⽂系曾在 
中學 擔任7年教師職位。 2015年蒙神呼召進⼊神學院（Institue 
Biblique de Nogent）全時間修讀神學聖經科⽬， 2018年神學畢 
業。

Damaris ⽣於法國東北部，⽗⺟是徳裔，她修讀護⼠學位後，在醫 
院擔任護⼠職位7年。 2017遲去護⼠⼯作進神學院修讀神學， 2021 
年神學畢業。他們夫妻兩⼈在學習期間認識並結婚。

2020年3⽉在疫情期間，⾼傳道開始在本堂服事，他特別在教導與 
講道皆有牧養的恩賜，每週⼆他在神學院擔任希臘語教學⼀職。

 

⾼旭東傳道夫婦



「培養⾼EQ的靈命」

兩年前歐鄰華宣團契準備舉辦「培養⾼EQ的靈命」課程因疫情緣故被延 
遲。感謝主，2002年元⽉「培養⾼EQ的靈命」⾸次在歐洲⽤中⽂舉辦在 
線上課程。我們很⾼興請到餘勁松牧師（加拿⼤渥太華宣道會主恩堂主 
任牧師）和他教會兩位⻓⽼：陳翔⻓⽼、李興偉⻓⽼為講師。

這次課程內容豐富，需要學員全然投⼊學習。值得⼀提這不是「速成」 
或「快餐」式的課程，來得容易，去得也很快；這課程乃是屬靈操練， 
需要我們⾝⼼靈安靜下來，⼀步⼀步的享受與主親近，像「泡茶」或 
「喝咖啡」⼀樣。特別在⽣活節奏急速的環境，我們都需要互相勸勉， 
如何把握每天時刻讀經、禱告、與主親近。值得感恩的是已有59位報 
名，有10位是牧師、傳道，和超過⼀半是來⾃不同教會領袖。

請為⾸次舉辦的「培養⾼EQ的靈命」課程禱告。課程⽇期是從元⽉16⾄ 
三⽉20⽇，請為每位學員能持續穩定靈命操練禱告。



 

未來，歐鄰華宣團契希望繼續為眾教會提供當前、貼題、和

實⽤的培訓事⼯。我們計劃在今年秋季舉辦「和平使者事

⼯」在線課程。

有關歐鄰華宣團契即將發布的活動消息，歡迎⼤家瀏覽我們

的網站：facces.info
 



恭祝:
歐洲、英國、以⾊列、北⾮、阿聯酋

及鄰近宣道會各同⼯

2022（農曆）新年快樂！
新的⼀年，彼此勸慰、互相建⽴、彼此代求！

歐鄰華宣團隊：

主席：⻩振才牧師 
顧問：簡戴徳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