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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慶偉牧師一家

羅慶偉牧師

說：「如果是神揀選的，走也走不掉。」我此刻開始讓
我（Robert）父母是傳統的水上人，迷信拜偶像。有五
兄弟姊妹，與我們同住的三姨是家族中第一位的基督
徒，她的言行給我美好的印象。中學時期被邀請參加佈
道會，當時沒有決志，但在歸家之後，卻回想自己得罪
神的事情；回到家，我就跪在神面前決志祈禱，心裏有
說不出的釋放。
感謝神帶領我到英國留學，神又為我預備一間華人教會
（格拉斯哥華人基督教會)，讓我靈命穩定成長。在教
會裏有機會學習教兒童主日學、帶領祈禱會、參加短
宣、探訪及傳福音等事奉；也參與不少COCM的營會，神
讓我靈命成長起來。後來，神在一次冬令會呼召我獻身
作全時間傳道人，但當時我始終沒有走到台前，害怕
自己的回應僅出於一份虛浮的激情。之後我小心的求問
神，一次我偶然去到蘇格蘭一個叫愛奥那（Iona）的小
島，在那裏有一段很安靜、難忘的禱告時間。幾個月
後，我又參加COCM一個讀經營，沒料到營中所選讀的就

神工作，也知道答案了。
我在1997年回港工作，想先去汲取社會經驗才進神學
院。工作好幾年後，在2003年入讀建道神學院，於2006
年畢業。之後便在宣道會北角堂服侍，感謝神帶領我在
2009年去分堂宣道會宣麗堂服侍，讓我有機會學習開
荒，為我將來的服侍預備。
感 謝 神 賜 一 位 可 以 一 起 服 侍 的 太 太 尹 芝
（Christine），我們在英國格拉斯哥教會認識。我與
她的性格、背景可說是南轅北轍。她認識我時已知道我
有事奉的心志，也知道一起便要走一條「另類」的路。
然而神把我們放在一起，在恩賜及長、短處上很配合。
她向神立願在我事奉的路上忠心支持，這是她與天父給
我的約定。在2000年結婚後，神賜我們兩個兒子：哥
哥銘謙（Barnabas）十三歲、弟弟銘信（Nathaniel）
十一歲。

是約拿書和哈巴谷書，神的呼喚又再向我發出。更奇怪

感謝神恩帶領我和我太太（Christine）回到COCM服

的是營內的研討會提及一個對英國教會史很重要的據

侍，我們倆曾受英國華人教會和COCM的栽培，很想回

點，那就是愛奥那島！神在我心裏的呼聲就更響亮了。

饋，願意更多人認識主耶穌及幫助信徒成長。我們起初

讀經營結束後，我在COCM前同工姚桂芬宣教士家住，她

（2015-2021年）跟宣道差會宣教，在2021年10開始來

曼徹斯特華人福音教會

到COCM服侍。
感謝神帶領我一家在COCM服
侍，正值香港人移民潮，我們
協助COCM開設「曼徹斯特華
人福音教會」和「約克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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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教會」，期望為香港來
的弟兄姊妹和未信的朋友預備
屬靈群體，彼此支持和建立基
督的身體。現在兩間堂會已開
始了四個月，每間堂會約有
四十至五十人穩定聚會；弟兄
姊妹雖然來自不同宗派，但仍
鄧朱榮珍師母

同心彼此配搭和服侍，實在為
此感恩。現在，我們也希望有

同，但每一幅掛圖都很美麗，會吸引人

適合的牧者幫助、牧養這兩間

站在那裏欣賞；甚至可以向慕道的朋友

教會，願神親自賜下同工。這

S姊妹是印尼華僑，早期和丈夫移民到

是COCM的計劃：除了幫助移英

了荷蘭，丈夫是在荷蘭的太空研究所

港人外，同時也幫助香港剛來

（NASA）工作，他們育有一子一女，兒

由於他們住在西岸接近海邊的城市，路

英的牧者可以重新投入牧養。

子後來去了美國留學；女兒是有唐氏綜

途較為偏遠，所以見面的時候不太多。

Christine在差會又有另一個職

合症，身為媽媽的S姊妹對女兒悉心教

但是某年的一天，筆者突然接到S姊妹的

責是協助人事部門處理行政

導，懂英語和荷蘭語，又會織毛衣，並

丈夫D弟兄打來的電話，D弟兄告訴我︰

工作。

每天自己乘搭巴士去庇護工場上班。

她太太被證實患上末期腸癌，可能是到

我們明白英國教會面對的挑

S姊妹的丈夫D弟兄不懂中文，他們一家

戰，求天父賜下純全誠實的

人主要用英文和荷蘭文溝通。S姊妹對華

心，讓我們用心事奉祂，毋忘

人傳福音很有負擔，他們一家人是基督

起初的召命。這是我們的祈

徒，除了去英語教會聚會之外，也會經

禱：「求我心中王，成為我

常與華人宣教士配合去探訪早期的華人

當筆者去到醫院的時候，看見S姊妹在單

異象」。

教會，當年華人教會只有兩三間，分散

人病房裏休息，我坐在病床旁邊，S姊妹

在荷蘭不同地區居住而信主的弟兄姊妹

仍然可以和我交談，後來她的丈夫邀請

都很嚮往由不同教會舉辦的夏令會和秋

我為他太太禱告，禱告後大概15分鐘左

令會。在這些營會活動以及聖誕節的聚

右，S姊妹很安詳在主的懷抱裏安睡了！

「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
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一心
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父！」（羅馬書十五5-6）
（本會教會支援同工，
駐曼徹斯特）

會中，都會見到S姊妹一家的蹤影。從那
個時候開始，也有很多弟兄姊妹都認識S
姊妹一家。
他們一家人總是臉上帶著笑容，無論用
普通話或英文或荷蘭交談，他們都樂意

約克華人福音教會

與每一個人細談，都是一些鼓勵和造就
人的話，並且是長期地去關心弟兄姊妹
的。你會感受到他們在言談之間對人那
種真正的關心。

透過那幅掛圖來講述福音。

了要見最後一面的時候，D弟兄問我是否
願意去見他太太。我對D弟兄說，我馬上
趕火車，需要至少2個小時後才能夠到達
醫院。

對筆者而言這是一個難忘旳經歷，我是
蒙何等樣的福氣，竟然可以用禱告陪伴
著一位深受人愛戴的長者姊妹渡過在地
上日子最後的時刻。
S姊妹在主裏安息後，D弟兄也請筆者協
助他去處理一切有關他太太的身後事，
同時要安慰他們的女兒去接受母親的離
世。他們的兒子也馬上從美國趕回來參
加母親的安息禮拜。安息禮拜中有來自

S姊妹很有藝術細胞，她用黑色、白色、

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送S姊妹最後一程，

紅色的碎布加上珠子當作冠冕，做了好

這位可以被稱得上為「親善大使」的姊

幾幅掛圖送給不同的華人教會，圖案

妹息勞歸主。盼望她願意關心別人的那

是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後，從黑暗走入光

團火能夠燃點起我們每一個人，願意做

明。筆者見過其中的兩幅掛圖，主題相

主耶穌基督的親善大使！用生命影響
生命！

同工退修會
感謝神在不同地方、時間呼召我
們，雖然我們大多時間在不同地方
服侍，但一年一度的同工退修營
將我們再次凝聚在一起，彼此
勉勵，一同述說神在各個
事工團隊的工作，讓我
們 不 得 不 讚 美 神榮
耀的作為！

同工立願

小組查經
敬拜時間

大合照

兒童聚會
彼此代禱

團隊建立

感謝同工預備美味的膳食

總部消息
1. COCM培訓中心的網絡聖經課程「創造
的主——創世記綜覽」課程時間為四

編輯手記

個連續的週六（21/5-11/6）。
2. COCM的年度同工退修會在COCM宣教中

鄧志明

心舉行（30/5-1/6）。
3. 恩泉Oasis全英教牧同工退修會將於
20-22/6在COCM宣教中心舉行。
4. 跨 文 化 宣 教 的 「 影 響 力 」 活 動 將 於
16/7在COCM宣教中心舉行，為期一

香港的第五波新冠疫情算是過去了，但市民仍然要遵守各
項防疫措施；但英國和歐洲各國自四月起已完全解除了

天。
5. COCM於26-29/7在諾咸頓的營地舉辦夏

所有防疫措施和限制，雖然每日仍有不少人感染新冠，但

季闔家歡的門訓與福音性營會，主題

似乎社會都接受「病毒驅不走、要與病毒並存」的態度，

為「來，擁抱愛！」。

而我們的各項事工都逐漸返回疫情前的狀況。從今期通訊
中，讀者可以看到停了兩年的同工退修會今年可以實體舉
行了。同工們都來到Milton Keynes總部的宣教中心有一連

6. COCM的PHAT青少年夏令營時間是2629/7，地點在英國中部的Whitemoor
Lakes。

三天的退修，有不少是過去兩年才加入COCM的新同工，這
次退修會才能真正和其他同工深入認識和彼此鼓勵代禱。
我們一些新的重點事工，例如粵語新移民事工、跨文化福
音事工、栽培訓練事工等都由負責的同工在退修會中深入

7. COCM在27-29/8舉辦全英國廣東話生
活營，主題為「結伴同行」，地點
在The Hayes Conference Centre,
Swanwick。

分享。
羅慶偉牧師夫婦是我們當中一個新同工單位，他們的宣教
路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蘇格蘭，也可以說是藉COCM的事工
萌芽，如今加入本會成為宣教同工，我們為神的帶領非常
感恩。
疫情減退之際，我們也希望香港辦公室這裏的工作能完全
返回正軌，例如同工可以回港休假探親和述職，而我們又
可以安排個人或教會的短宣隊到英國我們的工場進行宣教
實習。當然，我們更希望有同工回港時，能舉行事工分享
會，向香港眾教會更透徹介紹我們的最新事工情況。

香港辦公室
1. 本年度第二次香港委員會董事會會議
於11/7以Zoom形式進行。
2. 主任鄧志明牧師定於19/8-29/9回港
服侍。
3. 本年度第三次香港委員會董事會會議
於5/9在本辦公室舉行。

本會同工領會一覽表
基督教佈道中心慈恩堂（主日證道） 3/7

陶華棟長老

彩坪浸信會（週六證道） 10/9

鄧志明牧師

彩坪浸信會（早、午堂主日證道） 11/9

鄧志明牧師

神召會聖光堂（主日證道） 18/9

鄧志明牧師

亞洲神召宣教議會（年會） 26/9

鄧志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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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呂子峰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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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地址 cocmhk@cocm.org.hk   

網址 http://www.cocm.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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