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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敬愛的牧長、同工、同道們，
主內平安！
伴隨著輕鬆歡快的詩歌和樂曲，欣賞著琳琅滿目的裝飾和佈置，準備著豐富多彩
的節目和特會，2017 年聖誕佳節正向我們走來。值此慶祝救主耶穌誕降、普生
歡騰的佳節即將來臨之際，我謹代表“歐洲與鄰近地區華人宣道會團契”（簡稱
“歐鄰華宣”）恭賀大家：

聖誕蒙恩、喜樂充盈
盼望日新、靈命豐盛
感謝上帝的恩典和帶領，“歐鄰華宣”於 10 月 9 -12 日假荷蘭阿姆斯特丹金鬱金
香酒店（Golden Tulip Hotel West）成功舉辦了兩年一次的“教牧同工研討會”。
在阿姆斯特丹國語宣道會的鼎力協助下，此次大會在場地、音響、住宿、接待、
交通和飲食等方面，皆非常溫馨、舒適。

圍繞著「一切為耶穌」的主題，研討會分別以主題資訊、專題講座、工作坊、事
工分享、工場會議等形式展開。藉著這一平臺，與會的牧者、同工及教會領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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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認識、加深理解、研討交流、團契合作，深切地感受到聖靈的同在及屬靈大
家庭合一下的鼓勵。

研討會熱點回顧
身為資深的歷史學家、負有宣教熱誠的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博士，為與會者們
生動地講解了宣道會的「四重福音」。


以成聖、醫治、再來為架構，梁院長延伸出信徒應以信靠聖潔主為根基，
藉著個人不斷的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如此耶穌的聖潔就成為我們的聖潔；
其次我們須認定，主耶穌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我們唯一醫治的主，信徒
應帶著信心向他求，無論答案如何，主權在祂；



此外，信徒的盼望不在世界而在天上永恆的家，故此應抱在世旅居的心態，
期待這日的來臨。



因恰逢宗教改革五百周年，梁院長亦分享了歐洲宗教改革的歷史與今日歐
洲的反思。他從一個嶄新的視角切入，深入淺出，針對歐洲教會當前的屬
靈狀況與需要，娓娓道來，令與會者們的信心得以堅固。

作為以細胞小組理念來建立教會的、資深的加拿大仕嘉堡華人宣道會主任牧師趙
善基，


則以自己所牧養的教會為例，系統而全面地講解了如何將千餘人的教會分
為若干小組，



如何訓練組長去有效地牧養小組成員、如何通過切實的關懷來促進小組成
員健康成長。趙牧師堅信，細胞小組是建立一間健康教會應走的路向。



請看附件裡的兩份 PPT 文件（在研討會中分享）。



有關細胞小組手冊，將會送給各堂會領袖（或在未來設立細胞小組事工講
座時派發，詳情資料請留意歐鄰華宣團契的通告）。

是次會議有 80 餘位代表出席，分別來自 22 間堂會、機構、和國家（包括法國、
英國、德國、荷蘭、波蘭、馬提尼克島、以色列、塞內加爾、加拿大、美國）。
同時，亦有幾位嘉賓和代表蒞臨，為大會帶來問候、鼓勵、祝福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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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廣華牧師 (加拿大華聯會總幹事) - 他也為大會帶來書籍和禮物。
Melissa MacDonald (美國宣道總會兒童事工主任) – 她在專題工作坊裡分享 414 歲兒童-少年的運動（接觸這一個現今世界最需要福音的群體）。歐鄰華
宣團契盼望能繼續主辦兒童與青少年的專題講座，請留意日後通告有關日期
和地點）。
唐德如傳道 (香港環球宣愛協會總幹事) - 她分享差會與堂會在宣教事工上如
何有更好合作的機會。
蕭如發牧師 (香港宣道會基蔭堂) - 他分享如何有效建立有效福音戒賭事工。
張和君傳道 (法國佳美腳蹤) - 她分享俄羅斯華人宣教的機會和需要。
Marius Schuurmans 及 Alida Derksen (蘇利南宣教士夫婦) - 他們分享在南美
洲如何向住在蘇利南和圭亞那邊界的原住民傳福音。
簡維信牧師 (加拿大沙城華人宣道會)；和余督兵牧師（法國華人基督教宣道
會救恩堂) – 簡牧師是大會的英語翻譯員（勇氣可嘉），並在閉幕禮致詞；余
牧師主領大會的聖餐（他是 85 歲高齡出席大會並積極參加大會中每項活動，
不愧為我們的模範牧師!!）。
歡迎您流覽我們的網頁看研討會的照片（faces.eu）。

2017 歐鄰華宣團契事工點滴：
1. 我們更新並印刷了《通訊錄》（2017 年版）；
2. 更新了網站，仍然在維持進行當中（請繼續將各堂會的家事活動、教會消
息、照片、等寄給我們彼此分享）；
3. 開設了兩個銀行帳戶（巴黎、倫敦）；
4. 籌備 2017 在阿姆斯特丹舉辦的歐鄰華宣團契；
5. 修訂歐鄰華宣團契章程和徽標；
6. 歐鄰華宣團契代表參加聯合宣教大會 JMC（加拿大華人宣道會東區聯合
宣教大會，超過 800 赴會者，日期是 2017 年 8 約 4-7 日，在加拿大海明頓
舉行）；也參加了翡翠會議（世界宣道會團契歐洲與中東區的會議，與新
上任的世界宣道會會長 Dr. Jura Yanagihara 分享歐鄰華宣團契的異象，日
期是 2017 年 10 月 19-22 日，在西班牙 Segovia 城市舉行。

歐鄰華宣團契 2017 年回顧感恩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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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基督教巴黎中華宣道會 - 譚武、宋鐵明傳道夫婦上任



挪威: 北歐華人基督教會奧斯陸福音堂 - 陳若薇宣教士上任（加拿大
宣道會差派宣教士）
法國: 基督教馬提尼克華人宣道會 - 劉錫敏牧師夫婦上任（加拿大宣
道會差派宣教士）

二月


三月


芬蘭: 北歐華人基督教會赫爾辛基福音堂 - 歐鄰華宣團契探訪和關懷
北歐華人教會



法國: 法國華僑基督教宣道會聖牧堂 - 第三次差派短宣隊 16 人去塞內
加爾宣教
法國： 加勒比海基督教馬提尼克華人宣道會 - 主辦第一屆加勒比海
青少年第二代營會（成家慶傳道主講 - 滿地可華人宣道會恩典堂）
德國: 柏林宣道會信望愛堂 - Peter Christians Lukas 傳道上任
法國: 華僑基督教宣道會 - 40 週年堂慶
西班牙: 希望泉馬德里華人宣道會 - 張濤傳道按牧典禮

四月





五月



法國: 歐鄰華宣團契參與莫斯科短宣 - 500 人（其中 200 學生）參加
每年度的五一福音營（莫斯科）
英國: 世界華宣會團契決定第五屆青年宣教約會（第二代宣道會國際
宣教大會）不在倫敦舉行，而在曼谷（過去青年宣教約會曾在巴黎、
曼谷、香港、和多倫多舉行，每次大會結束後也安排短宣隊分別去
不同鄰近城市探訪宣道會的宣教士 - 包括：歐斯陸、斯德哥爾摩、倫
敦、孔敬、台北、清遠、武漢、赤布葛母、利馬）。歐鄰華宣團契
參與 2018 青年宣教約會籌備小組（有關宣傳和報名資料將會放在世
界華宣和歐鄰華宣團契網站上）

六月


荷蘭: 加勒比海聖馬丁華人宣道會 - 合作伙伴包括：紐約華人宣道、
蘇利南華人宣道會，和歐鄰華宣團契一起商討如何配搭支持聖馬丁
教會事工




英國: 劍橋宣道會 - 陳鳳仙傳道按牧典禮
西班牙: 希望泉馬德里華人宣道會 - 歐鄰華宣團契協助西班牙兒童夏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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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營，超過 80 多位兒童參加，這營會是與多倫多里斯得宣道會的短
宣隊合辦，主題是“一起發掘寶藏”
八月



德國: 德國基督教華人宣道會多蒙恩典堂 - 吳鐘音牧師上任（來自東
京）
加拿大: 歐鄰華宣團契參加由拿大華聯會主辦的聯合宣教大會（中、
英宣教大會，超過 800 人參加，他們大部份來自宣道會背景），歐鄰
華宣團契也參加了華聯會的會議（在海明頓舉行）

九月



荷蘭加勒比海海島: 颶風伊爾瑪吹毀大部份聖馬丁海島上的建築物，
因此影響聖馬丁宣道會主日崇拜聚會如今暫停，請紀念
法國: 巴黎華人諮詢服務中心 - 慶祝 10 週年慶典

十月








荷蘭: 歐鄰華宣團契和荷蘭宣道會 - 主辦首屆“全荷蘭華人基督徒培
靈會”，由梁家麟院長主講
荷蘭: 阿姆斯特丹國語宣道會 – 慶祝 10 週年堂慶
荷蘭: 歐鄰華宣團契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辦第六屆的“研討會” 主
題： 一切為耶穌， 超過 80 牧師和教會領袖參加（包括法國宣道會苗
族同工）；過去研討會曾經在不同城市舉辦，包括阿姆斯特丹
2004、巴黎 2005、曼城 2007、阿姆斯特丹 2009、巴黎 2013、柏林
2015；另有一次是法、荷圓桌會議在阿姆斯特丹 2012 舉行
荷蘭: 阿姆斯特丹華人宣道會 - 慶祝 15 週年堂慶
荷蘭: 阿姆斯特丹宣道會恩泉堂 - 舉辦恩愛夫妻營，6 對夫妻參加，
由鄧廣華牧師夫婦帶領
西班牙: 歐鄰華宣團契參加翡翠會議（世界宣道會團契歐洲與中東區
的年會）在西班牙馬德里北區 Segovia 舉行，與新上任（2016）的世
界宣道會主席 Dr. Jura Yanagihara 有美好交通，也談及調解對話

十一月



英國: 利茲宣道會 - 慶祝 4 週年堂慶
荷蘭: 亞美裡基督教宣道會恩光堂 - 慶祝 10 週年堂慶



以色列: 特拉維夫華人宣道會 - 150 人參加了福音旅遊團觀看了伯利
恆和耶路撒冷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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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陳芳輝牧師服侍牧養特拉維夫、馬提尼克、和瓜德羅普的華
人宣道會

2017 年是逐漸成長壯大的一年、獻上感恩頌贊的一年。
在此，我謹代表“歐鄰華宣”向上帝感恩，向您們致謝！您們的信任與不懈的支
持使我們倍受鼓舞 。展望 2018 年，我們期盼著在智慧與能力、物資與經費、配
搭與整合等方面，能夠為歐洲與鄰近地區堂會之間的往來、復興，探索出一條新
路。

願信實的神常與眾教會同在！
主僕 黃振才牧師 （歐鄰華宣委員會主席）敬上
2017 年 12 月 於法國、巴黎

（“歐鄰華宣”歡迎您流覽我們的網頁：http://www.facce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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