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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是我第六次參加奧運短宣！正如我跟團隊的弟兄

姊妹分享過，每次的奧運短宣都不一樣；往往有新的火花，

不同的經歷及不同的功課學習，從 92 年的巴塞隆拿奧運到

今屆倫敦奧運，真是覺得自己老了，沒有像一班年青的隊友們般的活力充沛，勇

敢地走出去。但我願作一個過來人把經驗與他們分享，鼓勵他們去作事奉。正如

今屆奧運開幕，大會安排舊的運動員把火炬傳給新的運動員，有著承傳新一代和

激勵新一代的意義。 

    我喜見今次我們的團隊內有很多年青新一代的接班人，他們有創意及掌握時

代的脈搏與倫敦華人教會的弟兄姊妹很快地連接起來，一同為倫奧傳福音，在此

我更感謝 David 的帶領，他使我們在靈裡合一起來，而我更感謝一班倫敦華人

教會的弟兄姊妹與我們一起同工。 

    我們就是一道‘橋’ ，把未信的吸引到主跟前，這道橋也代表了香港倫奧

短宣隊與倫敦中華基督教會的接連‘心連心’ ，正如在泰吾士河兩岸有著很多

的橋，包括有 London Bridge 和千禧橋等，把兩岸連起來，讓人平安地走過去，

而我也會繼續為倫敦的福音工作代禱，以禱告托住你們的事工。 

    倫奧已過，並不代表我們的短宣就此結束，正如我們隊中一位前輩分享過，

把信仰生活化，每日活出基督的愛去影響身邊的人，每日都是以生活作宣教，而

我腦海中仍浮現出一片片美麗的圖像；大家開心快樂地去傳福音，無論在地鐵車

卡內、或奧運場館外，教會嘉年華，福音佈道會及青少年和兒童遊戲日等等；隨

著奧運火炬的熄滅到授旗與下屆主辦國巴西，這一切真是來得太快，時光飛逝！ 

    我更要努力為這些福音種子代禱，求神讓他發芽生長及當地教會的跟進，感

謝主開啟了華人教會的門，讓我們一起合作！感謝主讓我們一起經歷奧運短宣之

旅及建立新一代的體育事工領袖，願神賜福與你！ 

    

    

    

    

    

 

完成倫敦奧運短宣，錢恩培先生，我們所尊敬的前輩 

出席分享會，成為我們很大的激勵！（2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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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由禱告開始。。。 

    從 2011 年 8~10 月，如果沒有身邊守望者的提醒，一定缺

乏禱告，但是最終是有一份平安的心去聯絡倫敦的華人教會。

結果上帝的靈感動了倫敦中華基督教會（CCIL）成為我們是次

短宣體驗的合作夥伴，無論是到機場接送我們、以豐富食物款待我們、成為我們

行程的嚮導、同路人、代禱者。。。其實，他們的愛心行動深深打動了我們 19

人，尤其是 5 個弟兄姊妹，包括 Grace、Charis、Bonny、Calvin 及政文（不得不

提），願上帝親自報答他們的付出！ 

    身為副領隊及隊牧，自己最想見證的就是整個短宣體驗的行程由上帝（真正

的領隊）帶領著我們，雖然我們 19 人在香港是來自 14 間不同的堂會，有 13 男 6

女（如果只是男的，可以想像是多麼的乏味！）各人來自不同的成長背景、學歷、

性格，卻共同生活兩個星期在另一個國家的同一個屋簷下，真的不簡單！過程中

雖然不是最順暢，但是上帝卻讓我們經歷建立合一的層次。從行程一開始，我們

就喊口號：Going For Gold，成為互相鼓勵的動作。。。到了 5/8 起，我們更回應

主日崇拜的講道，去實踐以 5 秒鐘去互相擁抱（由 SOC 的執事親自示範！），到

了 10/8 起，我們升華到一個地步，還加插愛的鼓勵（由 Croydon 的傳道親自傳授！）

所以，我只可以說：Going For Gold + 5 秒擁抱 +愛的鼓勵，把我們 19 人的身、

心、靈，拉得更加靠近，這也成為我們是次短宣體驗的特色。 

    可能在倫敦生活的 14 天中，每天會與路人、同坐地鐵的人及與餐廳的侍應

接觸，但是當短宣之後，回港之後的生活是否打回原形，過著冷漠的生活呢？自

己一直抱著短宣之後，可能性的增加，包括：尋求機會與不同國籍的人接觸、為

宣教籌款、為宣教士預備居所、寫信給宣教士、參與本地佈道工作、成為差傳委

員會之會員、分享宣教異象、帶領有關宣教的小組查經、尋求自己在宣教事奉的

崗位。。。等，是次短宣體驗後，同樣盼望 19 人當中，上帝不同的呼召臨到不

同的人身上。 

    在是次短宣體驗過程中，其中一天對於香港人而言，甚至對於香港基督徒運

動員而言，是十分興奮的，就是香港單車代表選手：李慧詩勇奪 1 面銅牌（據是

次領隊的資料提供：李麗珊在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以滑浪風帆項目勇奪 1 面金

牌，相隔 8 年後，李靜和高禮澤在 2004 年雅典奧運以乒乓球男子雙打項目勇奪 1

面銀牌，相隔 8 年後，在 2012 年再為香港勇奪一面銅牌，真是相當有意思，而

且都是“李”家班為主！），而在以 2012 倫敦奧運的獎牌排行榜上，官方的記錄

如下：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金牌金牌金牌金牌    銀牌銀牌銀牌銀牌    銅牌銅牌銅牌銅牌    

1111    美國 46 29 29 

2222    中國 38 27 23 

3333    英國 29 17 19 



4444    俄羅斯 24 26 32 

5555    韓國 13 8 7 

    對於，我們一行 19 人的短宣隊、是次主辦機構：體育事工聯盟（簡稱：SMC）

的總幹事，在 14/8/2012 中，倫敦中華基督教會眾同工及弟兄姊妹的晚餐款待進

行的同時，頒發我們每人一面《勇奪金牌》（Going For Gold）金牌，甚至背後有

經文：腓立比書 4：13“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讓我們在 2012

倫敦奧運期間，為上帝搶救靈魂，在屬靈意義上，我們代表上帝、代表香港勇奪

了 20 面金牌，排在獎牌排行榜的第 5 名，哈利路亞，感謝上帝！ 

    是次 2012 倫敦奧運短宣體驗的完結，並不是真正的完結，因為透過大型運

動會的福音工作，還是不可怠慢，要繼續加油，也代表我們迎接下一屆 2016 巴

西奧運短宣體驗的來臨，弟兄姊妹，讓我們一起出發吧！結合世界各地基督徒的

力量，為上帝打那美好的勝仗吧，為上帝贏得更多面“永不朽壞”的金牌吧！ 

     不過，一切還是要以禱告為開始。。。 

 

 

 

 

出發前的差遣禮給我們很大的鼓勵！（1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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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倫敦回港後，最多人見到我，問我的一句話是“去

倫敦玩得開唔開心呀？”，我心裡的回應是“玩？？”其

實心裡百般交集，由找回失而復得的行李之間，我在想當我甚麼都沒有時，我有

甚麼可以分享呢？甚麼都做不到的時候，神要我學習甚麼呢？  

 其實這也是我出發前問神的一個問題，出發時我就是甚麼都沒有帶著，雖然

我負責財政，但我對倫敦的支出會是怎樣一概不知，我也知道還未真正到，我甚

麼也做不到；雖然有活動時間表，但真正會做多少，做甚麼，我也不掌握。而且，

在去倫敦前自己因著兒童組員的事很擔心，加上兒童營會的開始，有許多事情沒

辦法掌握，我心裡其實很乏力，沒有時間預備去短宣的事。可是，主的安排總是

人心未能籌算，人心未能想到的。今次短宣，我經歷信心的功課，放手交託，信

靠神的學習。 

由第一天到倫敦，我就開始擔心隊員身體不能夠堅持的這麼多天，可是最後

所有隊員除了一些短暫的發燒，沒有大的病痛或者捱不下去的情況（雖然聚會／

分享會時間中都會進入睡眠狀態），但上帝的保守，我第一個擔心被大家積極的

事奉及努力而消減。 

第二個擔心，是財政的問題，認識我的人都知道處理數字是我較弱的項目。

因著大明領隊的安排及鼓勵，我願意在此學習。到倫敦的第三天，我們已經經歷

五餅二魚的神蹟，錢多了，我不知如何分配，接下來一直都沒有缺乏，比我們想

像的更豐富，使我們飽滿而歸。這些恩典，當然感激 CCiL 各個堂會的超級非常

勁厲害的熱情款待及供應，不單在膳食，加上弟兄姊妹的愛心接待及陪伴，比金

錢更寶貴，如政文第一天坐最早的一班火車來接我們機，第一個主日知道我們時

間不長沒時間食飯，幫我們預備三文治！Grace 接載弟兄們去觀光到晚上十一

時，早上九時又再來接載姊妹去 OUTLET！Bonny& Kevin 如家人般預備晚餐；

Charis 在四天 Kids/ Youth fun days 除了負責四天活動統籌，還要為我們安排來

回接送，真是很感動！在這些安排中，金錢不再是我擔心的問題，我擔心的是如

何回應神的恩典的問題。＝） 

十多天後，我相信我們所付出，所回應的，上帝已經悅納！ 

另一方面，在街頭佈道及教會聚會服事中，我更體會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隊員帶領敬拜、伴唱、感人的見證分享、信息，看到各人的預備

及神的使用，不是我們可誇的！另一方面，我重點負責的項目，Kids fun day中，

我失聲了。或許我因著睡眠不足，休息不夠，我的聲音每天都是沙啞的，想多說

也不能。唯有倚靠隊員負責代話，以及靜默觀察，在後台好好思想細節及補充的

事項，原來觀察不說話對我來說是很難的！不過看見弟兄姊妹不計較的事奉，用

英文帶遊戲，講規則，分享福音，真是不容易，非常值得鼓勵！！KIDS TEAM －

無爆樽 Cham、成熟豆、突破 JEFF、冷靜鄔少、中 point 其哥、密密耕耘 Miss Lam、

深思熟慮杰、敢言朗尼！！Well Done!! 仲有特別鳴謝 MC-Kin 子健同細心的亞



輝拔刀相助～YEAH！！加上我們香港的遊戲文化和當地的文化有異，我們著重

小肌肉的訓練，他們較為大肌肉的運動，在活動第二天的編排上我們也需作出一

些的調整，並且兒童保護條例，我們不可隨便擁抱他們和拍照，但有位小朋友我

真的好想擁抱他，就是一個初來倫敦的中國小男孩，他不太懂英文，剛開始時有

些孤獨的坐在一旁，不知道他心裡在想甚麼？我就跟他聊了一下，他沒有太多朋

友，不懂與其他小朋友溝通，不知道他最後明白多少，就讓上帝的愛及福音透過

當地的導師及教會的接觸繼續傳遞下去吧！ 

很開心與當地兒童、青少年及當地兒童導師接觸，有彼此學習交流的時間，

他們的才藝、開放及精力充沛的動力是我所欣賞的！ 

街頭佈道上，我最感動的是各成員不斷突破自己的學習，不介意戴假髮，用

英文講五色手繩，唱詩歌為著福音的原故，不怕醜的豁出去，好叻呀！而我因失

聲，都勉強只能輔助大家，補給物資，有需要時出手，補幾句。初時行行企企，

後來發現戴假髮吸引人還是最合適吧！想不到有一天，到 Hype Park佈道時，竟

然旁邊的人排住隊要和我們影相，我們密密的分享，並且遇到奧運場地工作人

員，紀錄及訪問到訪的遊客，我們診此機會，分享我們從香港來倫敦的目的，訪

問的工作人員更說我們的紀錄會在網上發佈啊～！ 

街頭佈道中、車箱中及在倫敦街頭上，有許多的奇遇和發現，如：在 Big Ben

（大笨鐘）下遇上名為 BEN 的美國宣教士為我們祝福；看見許多異教都在傳道；

教堂變成賭場、酒吧；人們對我們來倫敦佈道甚感興趣；街頭的人很喜歡畫面，

畫手，我們的紀念品及手繩；在主場館附近街上遇上印度的傳道，這也是沒想到

的，當 CRAZY DAVID 邀請我與印度傳道接洽時，大家都應該不知道，其實我

信心很小，不知可以做到甚麼，要分享甚麼，但來到倫敦，即管大瞻去分享，只

好硬著頭皮，帶著 CARMAN& JEFF 去看看吧～！果然上帝很大的恩典臨到我

們，我要用全英文的分享，沒有失聲，加上幫 CARMAN 見證翻譯，帶出中國教

會的需要，這間以印度人為主的教會，不但邀請“長母”（我們見比較年長的太

太）為我們祝福祈禱，送禮物給我們，更與我們有聖餐相交的時間（這更是回應

了 CARMAN 的祈禱）！真的！上帝的恩典在軟弱的人顯得完全！ 

多謝上帝的供應及帶領，當我覺得甚麼都做不到，沒甚麼可以做的時侯，我

相信只要勇敢主動的回應，上帝是會大大使用我們的，我們所得著的經驗比手信

更寶貴！哈哈～！最後，我感激這十多天與一起生活，磨擦、煮飯、傾計、狂歡、

經歷神的同行者！！Love you ALLLLLL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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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前奏前奏前奏    

小時候有一個夢：一生人可否到奧運場地? 

信主後有一個夢：一生人可否參與奧運短宣? 

曾經有人說：我們都要為神發夢，而在這個旅程中，我有卻有很多夢想成真： 

2011年當神對我說：去計劃、去籌備、去出發！ 

＂應當一無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腰

袋裡、不要帶金銀銅錢。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柺杖．

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你們無論進那一城、那一村、要打聽那裡誰是好人、

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時候。進他家裡去、要請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

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 

我就毫不考慮地去擔當籌委之一，也沒有想到是否能力所及！就在 2011 年 10

月開始尋找資料、 聯絡倫敦教會、 尋找機構支持及着手安排各項事宜……..等。 

每件事對我來說都是首次的事奉，既新鮮又艱鉅，真是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去

幹，而一切都要依靠神作工。 

從一月交機票費開始，這個旅程便開始啟行。 

而這期間神讓我經歷到與婆婆最後的人生旅程，當中我們整個家族都把時間陪伴

她走這段路。使我身、心、靈都經歷了：從疲累－到傷痛－到醫治階段；當中還

要安排整個短宣上下事宜。 

由於婆婆返天家後，我祇有幾星期預備，在沒什麼時間準備下，只好憑信心出發。

實在感到神的恩手在帶領，也感謝一班弟兄姊妹的協助及包容！ 

出發前我有兩個夢： 

１。會不會有機會去看賽事呢？ 

２。逗留倫敦期間能否在當地守到聖餐呢?(我問過隊牧， 他說沒有這個安排！) 

2/8 終於到了期待已久的時刻， 我們帶備代表奧運五種顏色的假髮、奧運五色

珠、及貼上香港一毫子的金句卡向倫敦出發。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縱觀整個旅程，我可以以下五種顏色來表達： 

藍色藍色藍色藍色：：：： 

英國在八月的天氣既清爽又美麗、很舒服，沒有香港的悶熱和潮濕。 四處都栽

植有美麗花圃， 野山的果實可以採食； 在民居的家門種植的新鮮玫瑰花，有我

半邊面那麼大，舉目都可看薰衣草，令人身心舒暢。 

而這裡工作時間一到下午五點，上班一族都下班，（除了食肆等服務行業外）。

每個人可以多享受人生－嘆下午茶、 欣賞歌舞劇；而這種悠閒的生活，令生活

在香港這煩忙都巿的我，不禁羡慕不已！ 



黑色黑色黑色黑色：：：： 

＊英國的國教是基督教， 其中亦以聖公會的教義為主流， 但有很多教堂已經沒 

 有舉行崇拜及聚會，只是留下來給遊客參觀，或是給回教徒買下成了清真寺， 

 此情此境實在令人心痛！ 

＊賭坊林立：我住的地方近唐人街, 這條街道不長, 但周圍已有六十間賭場, 華 

 人餐館中場休息時, 員工都去到賭場玩樂。 

＊酒吧更多：在香港星期五是 happy hour 時間， 而這裡五時後天天也是 happy  

 hour 時間；基吧也不少，常看見男與男在街上親咀等。 

我們有多天在奧運場外作街頭佈道， 其間看見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基督徒亦

一同作佈道。同樣也有其他宗教在此傳教，當中有些宗教我完全不認識； 記得

有兩個年輕的隊友，被耶和華見證人的門徒向他們挑戰，他們被耶證問了兩句，

便無言以對。這實在給了我一個很大的警醒！有一次去到某區，還看見一間很大

印度教的廟，很多信徒從四方八面來敬拜它，使我想起當年保羅在雅典的情況，

現在我同樣為他們的靈魂著急！ 

紅色紅色紅色紅色：：：： 

倫敦中華基督教會一共有七間分堂，我們就在這十多天裡，用主耶穌給我們有合

一的心去為祂的國度作工，一同去街頭作佈道，舉行兒童及少年康體活動、嘉年

華會等，乘著這個盛典用運動吸引那批－在暑假期間沉睡了的對象、及未信者返

教會。有幾間教會想學習如何運用康體事工去吸引街坊；我們安排其中一天在教

會裡舉行了體育事工研討會，各參與者都感到非常雀躍，亦很湧躍地問問題，希

望藉此能為主拯救更多靈魂，他們願意為主付出更多。期間當地教會為了招待我

們，作了準備很充足的準備。例如: 教會房間、廚房、車票等，弟兄姊妹的服事

讓我感受到主耶穌的愛，亦印證了聖經的教導及應許。 

黃色黃色黃色黃色：：：： 

今次我帶了五百份香港教會為媽媽印製的見證單張，在倫敦兩間教會裡派發，上

了三次台分享自己家庭中三代得救的恩典。當我第一次上台分享到婆婆時，眼淚

便刹不住制流下來，說話亦梗咽著難以說下去；這時我看見教會門外－太陽中下

著雨，心想外面必有彩虹，因為這是神的應許，現在天父和婆婆正在天堂上給我

鼓勵呢！ 神加給我力量，讓我能繼續分享得永生的喜樂， 亦讓台下得到祝福，

我便一面流著眼淚來完成分享。分享後有弟兄姊妹來送上安慰，亦有姊妹流下淚

來，我安慰她並與她一起禱告；有弟兄更掛念著國內未信主的婆婆，盼望神在聖

經裡的應許：當信主耶穌您和您家都必得救！實現在各弟兄姊妹的家裡。整個團

隊帶備的奧運五色珠，及貼上香港一毛硬幣金句卡；每天我們都在街頭送上凡遇

到的人，並向他們分享救恩的愛。 

綠色綠色綠色綠色: 

在十幾天我知道自已在語言上的限制－英語不靈光， 曾有隊友對我有微言，她

給了我很多壓力。雖然在我心裡有平安，但有時亦會在神面前流淚哭訴。感恩的

是：祂在安靜中給我安慰，令我仍能帶著笑容去面對大家，細心看著神要我在這



旅程當中經歷神的同在。有些隊友有機會去看奧運比賽，但我卻沒有這個慾望， 

祇渴望把握時間來看神更多的帶領， 使我在事奉上有更多的機會，更多的學習。 

有一天大家在奧運主場外裡認識了一位印度牧師，他邀請我們派人去他教會分享

中國事工的需要。 我就被受安排在某星期日的下午分享見證及中國事工， 當中

更享受到他們的崇拜、分享和守聖餐，還為我們送上禱告祝福。雖然人到倫敦，

卻沒有去場地參觀賽事，在許多人看來似是一個大的損失，甚至是不可思議的

事。但神給我看到的比參觀賽事更精彩，當我手上拿起餅和杯時心裡出現一句說

話：神所賜給你的，便是您所想所求。記得出發前，曾在某教會分享過：我去參

加奧運會的項目－便是傳福音，金牌必在天上。意外的是：在倫敦的華人教會，

在最後一天分享聚餐裡，除送上每人一份禮物外，更派發每人一金牌呢！ 

後記後記後記後記    

當我第一天到達倫敦時，發現帶去的電腦上不到網，無法與香港及媽媽聯絡；當

時我真的很急，也很不開心，好像迷失方向一樣。祇偶然可以用教會的電腦發佈

行程消息給家人，沒有了家人的支援（對話的機會）；真是全然依靠神！ 

記得有一夜跟大衛傳道去尋找超級市場，本是一段很短的路程，但由於倫敦的晚

景非常美麗，當中我們竟迷起路來；此時遠遠看見倫敦大笨鐘－它美麗的景色吸

引了我們的目光，大家都不自覺地走過去。竟在大笨鐘外場裡，再次看見 Eric 

Liddell 李愛銳，這已是在倫敦第三次看見他， 無論在開幕禮 MR.Bean，或在歌

劇院大廈外場，＂他＂的出現都打入了我的心。也使我腦海浮現他的故事：一個

愛跑的運動員，一個從英國到中國來的宣教士；一個集運動與宣教於一身的前

輩，康體事工的先驅。他他他他就好像一支強心針，鼓勵了我的前進！今日有機會踏足

這片土地，同樣要把康體與福音帶回此地。本來是一個毫不相關的地域，神卻讓

我有機會去看到英國教會的需要，參與他們的事奉。這不單是一個難忘的經歷，

開闊了我的眼界，更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它它它它＂令我生命再次成長，學習更大的

承擔，更大的忍耐，亦是我第一次離開家這麼長的時間，去全然依靠神與團隊融

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回到英國這地，達到無論政府、學校、社區、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族民、人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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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副領隊話要收二千字短宣感想。我第一個反應救命呀!

神呀求求你救救我吧！哈哈。 

    今次短宣我好多個第一次。第一次去歐洲，第一次籌備短

宣隊，第一次祈禱問神好多問題，第一次去奧運會，第一次街

頭佈道，第一次去印度人教會；總之經歷好多個第一次。今次短宣，由籌備至出

發，我們總共用了八個月的時間。如果不是神的使用，我也不能參與今次的活動。

雖然籌備的過程中，大家有不少的爭論，但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希望透過

短宣而傳揚神的福音。而我，在籌募整個短宣的經費中，起初是很擔心不知如何

可以籌得到的。但神卻一路帶領，令我可以在同牧師商討，而牧師也教曉我可以

如何在教會中分享，以致整個的籌募都比預期中順利。也令我感到教會有很多弟

兄姊妹的支持，使我感到不是我自己一個人出去短宣，而是背後有很多的支持和

代禱。到了機場，發覺這班同行者是好好玩的。而且，最意想不到的是，我今天

只不過是短宣，牧師及教會的一個弟兄竟然到機場來送機，真是十分開心。到了

倫敦，認識了當地的弟兄姊妹。他們都很熱情招待我們，為我們預備豐富的晚餐。

而且，我也藉此認識了當地教會的地區福音工作，雖然他們是有 4 間教會 7 個堂，

但他們都不是只顧自己堂會的事，而是跟其他堂會一起做事奉的工作。而我們今

次跟當地教會合作做很多康體事工的研討會和當地的嘉年華會和街頭佈道。如果

不是神的安排，我們也不會有這機會一起合作。而在嘉年華會中，我們有很多的

新嘗試，例如在自己的面上畫了不同的圖案、帶 5 色假髮、在街上唱詩歌、扭氣

球等；為了吸引街上行人的注意，和他們拍照而藉此傳福音。如果我是身在香港，

我是不敢在街上這樣做的。反而在倫敦，我卻可以放下身段，放膽去嘗試做。換

來的感覺是很開心的，而且是一個很美的圖畫，大家一起的合作，很有趣。 

    在一次的街頭佈道中，我們的副領導認識了中個印度藉的基督徒。他想認識

中國基督教的事工，於是便邀請我們到他的教會分享。沒有想到，我們竟可以有

機會去認識一間印度人的基督教會！每天晚上，我們都會一起分享當天的工作及

趣事，一起祈禱。也有 5 秒愛的擁抱和 3 下愛的鼓勵拍手。分享過後，我總覺得

當天的疲倦會盡失，翌日都會有力量再去工作。今次去倫敦最大障礙係語言問

題，每次去街頭佈道或教會活動睇到每位組員同人說話時有講有笑及講福音信息

我好想參與其中，但要我說英文就有壓力。英文障礙係我一路想突破的目標。有

一晚同幾個組員傾訴時原來 D 組員都發現我問題，他們都好想幫助我衝破英文

障礙，又為我祈禱。而且當他們發現我聽不明英文時，也會主動的過來幫我翻譯，

那一刻發覺神俾咗一班好好同行者給我。自己最軟弱時候就顯得神同在。當日，

DAVID 係祈禱入面，要求我明天可以最少向 5 個人傳福音。到了第 2 日的街頭

佈道，而我卻只能用 5 色手繩向 2 人傳福音。但當中，神其實已經為我安排了很

好的伙伴。因我是比較主動的，而我的伙伴是英文很好的。這有趣的安排，讓我

先用簡單的英文跟途人打開話題，再讓我的伙伴跟他用英文傳福音。我發覺神真



的為我開路，只要有心去作，神一定會為我安排好。 

    另一次深刻的經歷，是我們在教會一起觀看閉幕禮的時候，由於教會是沒有

空調的，而我又是一個很怕空氣不流通的人，當時我因為非常的頭痛而走出教

會，剛巧當地教會的一位姊妹正離開教會，看到我的情況，便馬上為我祈禱。我

沒有想到，這麼小的一件事，那位姊妹都會即時為我祈禱，讓我感到被關愛。事

實上，當地教會的弟兄姊妹，對我們真的是無微不至。例如有一天，有一位弟兄

說想吃西餐，那天晚上，竟然有 2 位弟兄姊妹便為我們預備了豐富的西餐！又例

如我們有幾位弟兄想去看參觀一些球會，但路程卻非常遙遠，來回要 6-7 小時的

車程，但當地的一位姊妹卻二話不說，專程去租一輛車去車我們去，第 2 天還

要早起再帶其他姊妹去購物。那種愛及不求回報的付出絕對是很難得的，她正正

表現了基督願意服侍人的心。在今天的短宣中，神使用了各人的恩賜。讓十九個

來自十二間教會的弟兄姊妹走在一起，為倫敦奧運而合作了這次的短宣。旅程後

我體會到神在我生命大大使用及信仰上以賴上帝多咗。好感謝一班好組員的互助

互勉。我希望 4 年後的巴西奧運，我們可以再次合作，為神再做事。 

 

 

這三項“貼”人（體貼）的行動對我們 19 人而言，非常重要！ 

（2~16/8/12：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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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在今年八月二曰我和兒子兩人能跟隨康體事

工，到英國作爲期十四天之奧運短宣行。配合 CCiL 

(Chinese Church in London倫敦中華基督教會) 六間堂會

合作，我們一起分享見証，獻詩及講道，更有嘉年華會和足球活動。在

Hammersmith堂會鄰近草地，我們有運動項目表演及派發福音單張。另在 Coydon

地區的凱敦堂，我們組織兒童及青少年去籌辦策劃繽紛遊戲，與長老、同工、執

事和牧師有坦誠交通，更能享受到姊妹們的拿手美食和糕點呢。在第五，六日，

我們到倫敦唐人街佈道，兩個，三個一小隊，走進街頭商店，華人聚居地方傳福

音，和公公婆婆午飯品茶聊天，談生活論人生，實行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

奧運場館外、鐵路站、海德公園內、特拉法加廣場，CCIL 信徒結合讓整個倫敦

市區一帶，都能夠傳播福音訊息。 

    我們又在 Bow Road站浸信會教堂門外，派發水和福音包，每次同行弟兄姊

妹都能恩賜得用。十幾日來每朝早或晚的靈修禱告，聖靈都在我們當中保守引

領。乃靠著加給我量的，凡事都能作。 

    兒童、青少、長者，不同國藉、言語、文化來觀看奧運的人傳和好訊息，一

同喜樂彼此歡呼，很體驗整個團隊福音工作同心事奉神所得到的喜樂和益處呢！ 

    有著康體身份當然少不了足球競賽，大家都很雀躍場上的表演，而教會更看

重留學英國大學生的前路呢! 明白教會有這異象，用足球表達關懷，愛心，為年

輕一群興起領袖組職球隊，幫助他們有健康成長與福音傳播。來自香港的弟兄對

足球康體事工，有一定經驗和心得，彼此之間可作交流，有目標，計劃發展未來

的路向。 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第一次到訪倫敦，很多地方，人民生活及文化都不

太熟悉，多日來福音工作要停一停，鬆一鬆！第八日都要找些節目，調節下心情，

觀賞歌舞音樂劇、球賽、跳水、購物等。 

    回程前兩日大家各自有取向，購物、行街、參觀博物館、大型商店、Outlet

等等，而我兩父子更難得有個機會去探訪到當地親友，和他們分享福音信仰。 

    今次 London短宣，在我未出發之前所期待心願，上帝都為我一一預備。 我

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國度降臨，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

是你的，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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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雅典、北京之後，今次是我第三次參與奧運的福音工作。

當然，每屆的奧運福音工作都有其值得回味之處。出發倫敦之

前，我要帶領另一個短宣旅程，所以兩個旅程的行政工作同時進

行。由於兩個短宣目的地的文化、環境及行程安排都不同，所以

預備各樣事情上都頗為吃力…由於收集回來的資訊不太多，亦不

太清楚，所以我亦不太了解自己的定位、角色、以及將要在倫敦做什麼… 

    到出發當日，於香港機會集合，大家可以說「未出發，先興奮」。到達倫敦

希斯來機場，大家都被奧運會的廣告板以及各式各樣有關倫敦奧運的招牌吸引，

以致大家停下來拍照，我們就是這樣------一班勁鍾意玩的團隊。這股玩的衝勁，

的確叫我們充滿活力到最後。 

    真正踏足這些高消費城市，先是到 SOHO 教會安頓，訓覺的環境已經叫我們

放心了。但當 GRACE 帶我們到 CHINA TOWN 食我們第一個午餐的時候，我開始

感覺到「無啖好食」，因為貴而不太好吃…價錢足足是香港飯餐的兩倍，感謝主，

我已經預左這兩個星期會「無啖好食」… 

    感謝主，神早就預備了天使在左右…隊中的姊妹竟然提出煮食的方案…她們

每天不辭勞苦來回 CHINA TOWN 及 SUPERMARKET 買餸。她們預備的除了香港日

常的家常小菜，還有親自包的餃子及自家制涼茶，這些東西不單幫我們節省了金

錢，亦為我們打打氣、加加油。愛心飯餐中亦包括了 CALVIN AND BONNY 的歐陸

扒餐！說來有點慚愧，正因為我隨便的一句，CALVIN 他們就為我們花心思預備

了豐富的晚餐。我本身是個饞嘴的人，只要可以食得豐富點，所有的疲累都會一

掃空。 

    街頭佈道都好似參與嘉年華一樣，每日畫面、戴顏色假髮這些動作，在香港

我們都不會做~但在倫敦就成為我們的指定動作。我們目的為吸引別人目光，好

讓我們可以分享福音，亦可送他們不同的福音禮物~於類似的行動中，見到大家

都火熱地向人派福音單張、禮物，真的感受到大家都在同工，共同為著領人歸主

這個目標進發，雖然大家都自知英文不太靈光，但靠著勇敢走出去，無論得時不

得時，務要專心傳道，這是幅美麗的圖畫。大家亦各施各法，有彈小結他唱歌、

幫人畫面等等，盡上自己有的能力，希望同人分享福音。 

    另一個較深刻的事情是，我們需要到 EAST CROYDON 教會協助籌辦 KIDS 

GAMES。這對我真是一個大考驗。因為我的英文太差勁了。換轉是成人，就算我

的英文多爛，他們也會估到我的意思；但是兒童我覺得不能這樣，所以都有一點

兒的擔憂~~而我亦知道英國的父母與香港父母教孩子的方式很不同，所以都擔憂

到較難 CONTROL 他們的秩序…感謝主，他們的確比香港的孩子們活躍好動，亦

正因為這樣，他們參與遊戲亦相當投入。透過與當地弟兄姊妹合作，秩序竟然比

想像中好，參與的投入，帶遊戲的都滿足。 

    我們住的教會附近，是一條充滿各式酒吧的街道，可能是西方的文化，一到



晚上，整條街都是前來消遣的人。我竟看見有很多以「GAY BAR」為名的酒吧，

而其中的客人大多同性戀者，佢地的親暱行徑令我嘔心。原來這地方除了同性戀

的問題嚴重外，賭方面亦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於這區服事的弟兄姊妹，真的

面對著難以言喻的挑戰…實在要多多為他們祈禱!! 

    其實我經常參與不同地方的宣教工作，都有一個必然出現的感受：就是當我

預備祝福一個地方，到最後我會因那個地方經歷神的祝福~於倫敦，經驗到當地

弟兄姊妹對我們的照顧、團隊裡面的扶持鼓勵、共同熱心傳道的興奮，我相信這

些經歷，正為我的生命助燃，以致我可以走得更遠飛得更高~~於香港我不太喜歡

街頭佈道，因為我覺得果效不好，但是在這裡，街佈卻成為我喜愛的佈道活動，

因為我享受與大家共同努力的過程。大家的熱心令我無法停下來不傳福音、不派

單張。雖然我的語言能力不高，但是我更加確信「天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

當我們勇敢走出去，神真的將我們的軟弱變成剛強。 

    運動事奉並不是自己教會的主流事奉，所以教會大部份的人都不太認識、或

者認同我的事奉，好多時都是孤身走我路，但我不感到孤單，只是許久未感到團

隊的樂趣及溫暖…所以每一次參與短宣，神都好像一點點一點點讓我體會團隊的

需要、樂趣，所以我感謝神讓我有一個充滿活力團隊，共同勇敢走出去經歷神的

豐富、大能。 

這是當地 Bonny 姊妹的“白飯魚”上的經文：箴 16：9“策劃在人，但上主導引

你的腳步。”（1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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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發前，我曾向禱伴透露我怕自己去到倫敦幫不上什麼

忙，即使為短宣去學扭氣球及 Ukulele，所以特別請他們為我祈

禱，願主使用我！好感恩，主真的使用我，亦讓我找到適合自

己的崗位，有時可能是不起眼的工作，有時可能是突破自己在

人前分享見証，不論是什麼樣的服侍，都讓我樂在其中。 

    在整個旅程中，叫人難忘的片段實在太多，當中有些特別深刻，其中一幕是

在沙排場館外街頭佈道，我們向一位小朋友講解五色珠後，正想向他媽媽講解

時，那位小朋友竟把五色珠的內容代我們向他媽媽講解一次，我相信福音的小種

子已撒到那位小朋友生命中，即使他未必馬上信主！ 

    其次是在主場館附近的街頭佈道中，那一場眼能看得見的屬靈爭戰，不同的

宗教在同一個地方向各國遊客傳道，這種心急為主搶羊的感覺，實在太震撼。同

時間，團隊各人互相合作，發揮各人恩賜的圖畫也實在太美麗了！ 

而倫敦教會的支持及付出，令第一次去倫敦的我有家的感覺。無論是每天和我們

一同作戰的、為我們準備精美晚餐的、與我們一起祈禱的、接機的或是教我們搭

車的，每一位的幫忙，讓我感到主內合一的美。 

    另一感動的事是能與四年前一齊在北京奧運短宣的幾位弟兄姊妹再合作，看

見我們每個人都在主內成長，感謝主！亦能在未合作過的弟兄姊妹身上學到更多

的事，當中雖然有火花，但就因著這些火花讓這次行程更為深刻！ 

    如果叫用一種感覺去形容整個旅程，我會用興奮。因為這兩星期和一班

“Crazy Guys”一齊，為主瘋狂，單單專注為一件事，實在太興奮了！這種感覺讓

我現在回想起也會笑出來。 

    想起聖餐禮文的一句“我們雖眾，仍屬一體，因為我們都是分享這餅”。無

論是香港短宣隊還是倫敦的弟兄姊妹，在這段時間的付出，大家彼此都不會忘

記，即使分隔兩地，我們會繼續為彼此守望，因為我們都是分享這餅！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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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叫許子建,因今次短宣原固多左個藝名：(M.C.Kin )要講

經歷今次既感受就要由上屆 2008 北京奧運短宣隊講起,其實有

份參與其中都先要多謝一個人就係 Johnny sir ，唔係佢我都唔會

有今年參加 2012 倫敦奧運短宣隊既機會，今年既短宣來得特別有意義……話說

有一天，我從今屆其中一個隊友（阿豆）口中得知,今年 2012 倫敦奧運香港都會

出短宣隊；聽聞重會有波打，身為運動員既我當然大感興趣，事關上屆北京短宣

我和徐文傑都只係擔當球員一角和當地（中芯花園）既居民交流；還有只做點家

訪而已，但今次倫敦之旅就大有不同了！除左由打籃球‘’變做學踢波之外……

仲俾我遇見被譽為（有今生無來世）既 19 人超強團隊，仲要做左好多我諗都無

諗過自己會做、又或者係願意做咁多之前未常試過為上帝而做既事情，例如：化

裝後街頭佈道、場館內外佈道、與當地居民足球聯誼、小朋友同樂日、青少年同

樂日、到不同既教會參與崇拜／分享和與中華基督教會合辦既嘉年華會等等...... 

    其實成個 2012 倫敦奧運短宣旅程最難忘既係有四幅圖畫，好像睇四格漫畫

咁不停在我腦海徘徊出現,就算我已由倫敦返歸整整一星期感受仍然存在，記憶

猶新！ 

    第一幅美麗圖畫就係（等待……）事關我和阿傑想籍著加入團隊前既機會先

多遊一個地方（法國）令到我獨自一人由法國巴黎坐火車來到英國倫敦，兩個地

方我都係第一次去……重要未去過歐洲既我獨自一人心裡真係有點緊張,立時只

有祈禱求父能夠保守！當時我跟短宣隊既到達時間前後相差兩、三日；所以我只

有在出發前數天 E-mail Johnny Sir 說說我既情況跟（歐洲之星）到達日期、時間

及我用既當地電話號等,他俾我既電郵回覆了一個當地既電話號碼話可以揾到

佢，這樣我就安心起程……但只怪我沒有好好咁確實電號真偽 ,當我到了倫敦火

上司車站常試增值打電俾 johnny 但打極唔通,只好在車站閘口等候,但等了一小時

多還不停地打電話都未能接通‘’我只好跟著 Soho 堂既教會地望能揾到幫忙，

好在去 Soho 堂只搭幾個站車；但滿帶行李既我在人多濟迫情況下在站內上落非

常不便，因為是沒有電梯和升降機的；還要不停問路同睇地圖，在短短由地鐵站

去教會既路原本只需要 5 分鐘可到達，我足足用左 45 分鐘，但又再一次失望既

係當天教會是休息無人在內，就只有常試打俾其他聯絡人 Katie、大明領隊、教

會電話等等……但一係未能接通，又或者無人接聽，之後又拎住所有行李去到附

近既電話公司，詢問是否我既撥號方法有誤、定係電話咭出問題！但其實兩樣都

唔係......係 johnny 秘書俾漏咗個一號碼,原來當地電話有 11 個號碼，秘書俾咗 10

個，所以聯絡不上 Johnny sir 但其他電仍然無人接，心裡想：唔通今晚要瞓街？

跟著只有帶住疲憊既身軀回教會門口祈禱求神待我安排，靜靜守候著。由中午下

火車一時許直至太約六時前電話響起原來大明在香港收到我既留言，太高興吧！

一把熟識的聲音，他還告知我 johnny 真正既電話號碼，好讓我投靠 johnny,雖然

打俾佢都重要被責罵幾句，但我心總是覺得溫暖和比起在街頭過夜好得多，當晚



重有飯食同去左學生宿舍過左兩天英國學生生活！我相信每件事神都會有所安

排的…… 

    第二幅美麗圖畫（試練）就是當我加入了短宣隊後，各人都有自己既崗位和

職責,常常要分工才可完成順利任務，因為一個張近 20 人既團隊就算煮餐飯食都

要分工好仔細；邊一組負責買餸 、邊一組負責煮飯、邊一個負責開飯、邊一隊

收拾洗碗、最後還有抹地……好像是一個大家庭，當中最令我難忙是 kids fun days 

其中一我被分派到做當日既主持人即 M.C.人（M. C. Kin）的名亦從此而來，當日

我還要扮演紙板公仔歡迎小朋友到來；真的不太好受；因為一來沒有做過這樣既

工作,二來像是小朋友既玩偶，還常常被隊員拿來做笑柄；而主持人我本身係一

個籃球教練，亦有主持過一些籃球既推廣及示範都尚算有所經驗，但當地既小朋

友只懂聽英文和小小普通話就令到我好苦腦和籌脹 ,本人英文唔太好,只可簡單

溝通而普通話也是有限公司，所以令到本人感到很大壓力同緊張會出醜,重有喺

前一晚先通知既情況下……無足夠時間準備，就這樣我只好和 FUN Days 負責人

（Victo）開左個會祈禱交拓俾神加做左小小準備就去瞓覺……到第二天正日開始

活動前既早上，竟然聽到有弟兄話我知今日會有人乘飛機到來有機會趕得到來幫

我手做英文 M.C.既工作，我真係非常感激佢既到來，佢係叫（朗尼）雖然佢剛

剛落機；但佢蹦蹦跳跳表現得很精力旺盛，反而令我很擔心我們下晝負責既活

動，能否順利完成呢？但我和他也有溝通過,作出一點最後準備,得知他亦是第一

次用英文喺外地人前做 M.C. 都有一樣既緊張時,當地教會有個弟兄知道後，把我

地大家既緊張同接下來既活都交拓俾父去保守同帶領；然而在過程中都有一點小

意外,到最後都可以好須利完成，感謝主！ 

    第三幅圖畫（經歷同行）從前的我只覺得“”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事自

己知“”無乜必要同人分享，但今次短宣過程中安排了好幾位弟兄子妹，喺唔同

教會既崇拜過程中講見證,我真係有好深感受；感覺到不再寂寞同孤單，可能我

由細到大好多事都係一個人自己照顧自己，自己決定很多事既原固，很小跟人分

享家裡事情同個人感受，但係喺倫敦短宣過程中,認識了另外倫敦 4 虎/Crazy 4/ 4 

Rings 成員包括（阿豆、阿輝、山 sir、阿傑）;真係好開心可以揾到一些啱傾啱玩

既好兄弟，重有就係聽到山 Sir 在臺上分享時，像是講返起個人籃球場上既經歷，

但以足球來比喻一樣！第 2 個係姊妹阿 Ling, 其實早喺上一屆 2008 北京奧運短

宣經已認識，但一直唔多聯係而已,今次就好唔同除左知佢扭得一手好波之外,還

知道佢係好熱愛打排球, 當佢講返兒時無乜人理佢，只有寄情於打排球跟我兒時

寄情於打籃球一樣，眼中就只有冠軍、點樣為獎牌而不顧一切時；心有同感又百

感交集 ！第三個係 Carmen 佢係一個劍擊教練，當佢講起自己喺單親家庭長大,

重有個婆婆拜左多年偶像之後信主，剛剛過身時,這正正令我諗起我最疼、錫最

想念既婆婆；跟著媽媽又因為這樣而信主！ 

    最後一幅美麗圖畫（分享），就係當團隊臨別前最後一晚，由中華基督教會

為我們悉心準備既晚會，食物很美味、為我們準備很多記念品、還有拍照留念

等……但都唔係我最想講既；我最想講係每位隊員出來台前既感受分享時間；就



這樣我終於學懂分享見證了。 

 （等待~試練~同路~分享)這四幅畫仍然在我眼前瀝瀝在目似的；好像在我心中

經歷神一樣…… 

    最尾要鳴謝：體育事工聯盟、倫敦中華基督教會、領隊大明、副領隊大衛、

結他阿豆、攝影 Miss Lam`當地教會既弟兄姊妹、包括政文、Bonny 、Calvin、

`Grace、Isabella、KK、Ann、重有就緊係我地呢班有今生無來世既短宣隊友們，

多謝大家對我同阿傑既包容，希望再有機會同你地攪活動。 

    

    

     在 2012 倫敦奧運閉幕禮當晚，邀請教會附近及路邊的人一起觀賞！           

                              （1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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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上帝讓我們短宣隊一行 19 人能在同一個世界，有同一

個夢想。在未參加今次倫敦短宣前，只知道隊員阿 Ling 已經參加

了,   所以我能幫得上忙的就是答應她做五色珠手繩，但內心其

實好渴望成為其中一份子。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David 在

facebook 開了一個 post, 問還有人想 join 嗎? 就是這樣，我成為

最後一個報名參加這次短宣的人了。 

    參加今次的倫敦短宣, 我最大的目標是能和上帝重新建立一個更緊密的關

係, 好渴望能重新建立自己的屬靈生命，因為回想起在 2011 年 5 月，在一次大學

面試中, 我對考官說我不再信耶穌了，因為當時的我，屬靈生命就快要枯萎，禱

告，靈修和團契生活可以說是零，當舊教會崇拜我有司職時，我才會“蒲頭” 。

由初信時好熱心事奉（甘心樂意的），到要負責好多中學的宗教部事奉（開始覺

得吃力和不樂意），到高中時見到宗教部的老師還要調頭走，教會的事奉更變成

交差了。呢種境況已經維持了 4 至 5 年，我會問我信或是不信，還有何分別呢？

當時的兩位考官中，其中一位也是基督徒，他聽見我對信仰的信心不足夠，他對

我說：‘ I understand ‘. 上帝好像透過這位考官的口對我說話一樣，祂明白我，

當時我的淚如雨下一樣. 所以我好想透過今次短宣，再次體驗成為基督徒 gor 種

不一樣的生命，讓我能夠先被上帝的愛澆灌，以致我懂得去愛人，甚致樂意去同

人分享呢份的愛。 

    今次短宣，我最大的得益係來自同不同弟兄姊妹的見證，了解他們不同的成

長歷程，除了看到他們在香港看不到的一面外，還看到好多活生生的例子，睇見

上帝在當中的帶領和開路。例如阿山，聽完他在台上分享見證，原來他的家庭背

境真係好複雜， 

    跟他相比，我就如他口中所講的八十後一樣，不知足，不惜福。又例如阿

Ling，識佢都 4 年了，是京奧短宣的戰友，聽過她的見證分享，她的人生由自卑

變成謙卑，我對佢 gei 了解又多左。另外，記得有一晚，幾位弟兄姊妹“捉左”

阿 Jeff 出嚟“批鬥”，因為我們大家都覺得咁遠嚟到倫敦，真係唸住括出去，盡

能力做到幾多得幾多，但阿 Jeff 比我們的感覺係好被動（但其實佢係一個口水

佬，見到佢咁被動，我都 our 晒頭）。那晚傾左成差不多 2 個鐘，我們由原本的

“批鬥”樣，慢慢開始明白阿 Jeff 為何他那麼怕講英文（但他不怕用廣東話傳福

音），我們反而好想鼓勵他，好想去幫他，最後我們都按手為他祈禱。語言上的

突破是他今次來倫敦的目標之一，而我更加看見弟兄姊妹如何突破自己的 comfort 

zone，慢慢放開那個封蔽的自己，倘開自己的弱點，讓上帝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

得完全 。而我都有突破喎，一個隔日先沖一次涼的我，去擁抱一個唔知幾耐先

換一件衫的副領隊, 今次真係臭味相投啦＞＜ 副領隊叫我地去互相擁抱 gor

刻，我 feel 到合一的感覺番嚟啦，心裡面 gor 團火要爆啦！我相信上帝喜悅我們

先彼此相愛，再將呢份愛帶比我們認識的人，甚至係我地唔識 gei 人。 



    上帝係呢次旅程比左好多恩典我， 例如在籌錢上得到好多舊教會的弟兄姊

妹和舊同事的愛心奉獻；5 月時可以去新加坡參與一個基督徒的門訓 conference，

去準備自己的身心靈，而且可以操綀 D 英文（還是我第一次和英文祈禱），睇

下上帝對我的 calling 是什麼；7 月 29 日，好順利咁有一個讀 creative art 的 offer，

God control the best timing for me，等我可以好安心咁去短宣；出發了，短宣隊又

好乖咁帶齊所有物資，咁我就可以唔使爆樽；去到新加坡機場，又比我見到阿豬

媽 D 同鄉喎；來到倫敦，一定要好多謝 CCIL 的弟兄姊妹的照顧和祈禱，我先可

以好神跡地發左兩個鐘頭燒就退到燒；多謝其哥摘水果比我食啦，下年 6 月，我

一定會揾你的；多謝隊中那四位年輕咁投入的參與，幫手帶敬拜，幫手帶遊戲，

幫手做翻譯，幫手彈小結他；多謝阿豆係我個鼻乾到爆時醒左塊 mask 比我用；

多謝阿山送左件 T﹣shirt 比我，等我可以有手信送比人呀；多謝超細心的 MISS 

LAM，係我一個好好的學習榜样；多謝穎茵啦，以後 face painting 靠晒你啦；多

謝 Victoria，忍受左我咁多臭脾氣，真係好希望再有機會可以係巴西短宣；多謝

阿輝，真係唸唔到要多謝你 D 咩但都多謝你啦；多謝子健和阿傑，多謝你兩個

成日幫拎野，又好坦誠咁分享你地的故事，尤其見到 MC KIN 佢同上帝增進左感

情呀，真係好感恩；真係多謝阿 Ling 送左張“Singing in the rain”比我，可以開

下睇界；多謝 Carman 經常留意住個英磅滙率；又好多謝 David，如果無你呢個咁

“痴線”的“人版”，我真係唔會夠膽走去馬路度派水，唔會晒時間去揾人換

pins, 但咁又傳到福音喎，你係 一個好另類的傳道人，你帶祈禱時，我只能用

“正”嚟形容你 gor 種直率，好坦然咁有個句講 gor 句，真係好似冋上帝“吹緊

水”一樣。又好謝大明啦，有時好夜返到教會的弟兄姊妹，唔捱得夜的大明都要

捱夜等開門比你地。 

    最後好多謝上帝比我咁豐盛的 2012 倫敦奧運短宣體驗。 

    

    

    

    

    

    

    

        在旺角街頭與《蒙福之旅》合作，實習街頭佈道！（28/6/12） 



                                                 2012 倫敦奧運短宣感想倫敦奧運短宣感想倫敦奧運短宣感想倫敦奧運短宣感想-羅治山羅治山羅治山羅治山 

    執筆時，正在往新加玻的航班當中，心中回味著兩個星

期短宣的點點滴滴，若不即時記低，恐怕回到香港這個緊湊

到爆炸的地方，自己會給自己藉口慢慢遺忘。在我之前的代禱信中講過，我是到

最後一刻才決定參加是次短宣，由當初不知自己為何去，到以一個生命的學習為

目標，希望透過短宣感受一下神想和我講甚麼，帶我去看甚麼。因此我在這兒回

顧一下我究竟有甚麼得著。 

踏進新大陸踏進新大陸踏進新大陸踏進新大陸 新文化沖擊新文化沖擊新文化沖擊新文化沖擊：本人是第一次沖出亞洲，而且一去就去一個夢寐以求

的地方-英國。由小看英國的足球，所以我對英國是有一份情義結，能夠踏足這

片土地，很像回到親切的故鄉一樣（當然我真實的故鄉是中國而不是英國）。踏

出希斯路機場，英國人給我第一個印象-慢。他們就算在上班時間繁忙的時候，

相比我們香港每朝在地鐵的一百米賽跑，慢很多。但是，他們自律性和良好的公

民素質，給我整個旅程一個很深刻的反省。舉些例子，在我於溫布萊球場看球時，

八萬多的球迷是很有秩序的進場，絕無打尖、亂坐劃好的位的事情發生，我曾經

在廣州天河體育場看球賽，洗手間的衛生是被我狠批最厲害的地方（詳情請親自

問我吧），相比之下溫布萊明顯優勝得多，其中有一幕我很深刻，我們離開的時

候，由於要讓地鐵有時間疏散球迷，員警要實施人流管制，有時我們要在路上呆

等一段時間，但那時，我和身邊的阿輝說：「為何這麼靜呢？」八萬多人迫在一

條直路上，竟然靜過平日我們香港看球賽或演唱會。他們都很有耐性去等待員警

的指示，若在香港我想已給罵了祖宗十八代了。另外，政府很鼓勵市民踏單車代

步，他們真的會在馬路旁劃一條單車線給單車行駛，真正看待單車為一種交通工

具，市民亦很自律，駕單車會遵守正規的交通規則，其他車輛在單車後面時，司

機會很禮讓，很有耐性跟在後面，而不會因為慢而響「咹」迫它。這種風氣源自

市民的自律，我想因為他們的公民教育是教他們何為正確的思想，而不是教他們

要遵守哪一些法律，因此政府亦無須立這麼多法例去規管。這就是這裡和香港的

分別。他們的公民素質讓我好好上了一課，一個好的教育不是只教育知識而且成

就一個人的人格，這點香港還有待改善。 

宗教大國宗教大國宗教大國宗教大國 需要甚麼需要甚麼需要甚麼需要甚麼？？？？：出發前有人問我，基督教是由西方傳來，為甚麼要回發

源地短宣呢？覺得好像是多此一舉。的確，英國有很多古典、宏偉、美麗的教堂，

就以我們住宿的蘇豪堂為例，會散發一種神聖莊嚴的氣勢，在這麼宗教濃厚的地

方，需要甚麼？請看看教會四周，你或會找到答案。蘇豪堂位於倫敦唐人街附近，

那裡有很多中式餐館，不少華人移民就是在這裡打工。很多商家看通他們離鄉別

井辛勞工作，而沒有很多的娛樂的弱點，於是建立一間又一間五光十色的賭場，

去謀取他們的血汗錢，不少人就沉淪在這個無底的賭海之中，錢賭光了，異國夢

碎，靈魂失喪。再行過一點，有一條街，酒吧林立。就我兩星期所見，英國人喝

醉酒就如是「例牌菜」般，每晚都有人借醉鬧事，性、暴力、偷搶、毒品等無日

不是，每晚我都聽見有警車進出那裡，好不清閒（所以我認為英國員警的薪水應



該很高）。更不堪的是，這是一條「同志街」，充斥一對一對甚至一堆同性戀者，

令我真的接受不了。這裡教會林立又如何，未得福音的人還有很多，很多人還有

福音的需要，有時就需要一些像我們的新血，走出教會，去接觸他們。教會內呢？

他們正面對倒退及四面受敵的問題。首先，教會漸漸青黃不接，年青人覺得「老

土苦悶」不願返教會，就算是教友的子弟們，他們大都是被迫返，心裡卻不願的。

教會的年齡差距的擴張有如香港的貧富懸殊一樣，所以很多教會慢慢式微，例如

蘇豪堂前身是一間英國浸信會，華麗的座堂代表它曾有興盛過，但是最後會友人

數日漸不足，免得浪費而轉讓給倫敦中華基督教會，我相信當地有不少的教會亦

面對這情況。另外在學校教育方面，以前每個學生都要上聖經科，但現在政府要

講究平等，聖經科變成宗教科，學生學的不是一個信仰，而是學習世界不同宗教

的特色。基督教已不再是獨大，而是要和其他宗教搶人，好像我們在奧運場館外

作街頭佈道時，亦面對五花百門宗教的挑戰，來一場屬靈的爭戰。現在英國將近

將同性婚姻合法化，換言之，日後如果教會拒絕為同性戀舉辦婚禮，可被人以歧

視控告，但如跟隨世俗的話，又絕不合神的心意。在這裡，我預見這教會將受到

愈來愈多迫害。其實在這裡的教會中，他們很需大家的支持及幫助！ 

這是一間主內一家親的教會這是一間主內一家親的教會這是一間主內一家親的教會這是一間主內一家親的教會：今次我們的旅程全賴倫敦中華基督教會的支持和接

待，他們的弟兄姊妹如 Grace、Charis、Bonny、Calvin、正文等，在行程幫我們

由早到晚都有很周全的照顧，就像一家人一樣。他們展現出愛人如己的服侍態

度，大家雖然之前毫不認識，但卻不辭勞苦的去接待，令我很感動，在此要十萬

個感激他們的付出。我在此亦反省到富裕過我們的尚且如此委身服侍，為何我在

事奉比我有需要的群體時可以籍口有所保留，讓我當頭棒喝。其次教會在倫敦共

有七個堂所，但它們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一間堂所有需要，會看到其他堂所互

相補足，弟兄姊妹一同參與。所以我們到不同堂所服侍時，經常看見其他堂所的

弟兄姊妹前來幫忙，問他們說：「又係你？！」可見他們雖然來自七個堂所，但

資源共用，視彼此為同一個肢體，一同為主努力服侍。我看到他們的合一性，亦

很認同他們的做法。這種方式在香港比較少見，通常教會有各自的計劃，財政、

同工、弟兄姊妹比較獨立，彼此間的交流較少。再者，教會對事工的成與敗，亦

令我有深一層的體會。我們短宣中的活動，包括街頭佈道、兒童青少年同樂日、

嘉年華、閉幕禮等，教會很大力支持，投放了很多資源、人手、時間去準備。但

實際成效方面，我們在短宣中只帶了一個人決志信主；街頭佈道我認為是最無效

率的佈道方法；同樂日、嘉年華及閉幕禮參與的人數比預期少，反應比較冷淡。

如只在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根本就不成比例，浪費資源。我相信這教會不是非

常富有，不會胡亂花錢的，那麼為何會繼續支持呢。因為在上帝的國度不像人這

般計算，祂看重的是人的生命而非人的數量。哪怕是只有一個人信主，但做好信

仰上的跟進，在上帝的國裡，這比數量增長但沒有跟進裁培為好。而且過程中，

對我們或教會的弟兄姊妹亦是一個操練和學習，其實我們在外傳福音時，如像聖

經說「得到了全世界，但喪失自己靈魂」，我們自己屬靈生命不好，怎可造就別

有的生命呢？所以上帝一邊用這些事工去傳福音，一邊也去牧養我們。但有時候



我們教會也會被人的旨意帶著走，時常計算得與失。其實計劃與檢討是必須的，

但多透過禱告，尋求上帝開路，少些疑慮，多些勇敢，很多時結果會出乎人的所

想所求。這是我在旅程中一個很深的體會。 

遇到知音同路人遇到知音同路人遇到知音同路人遇到知音同路人 做回真正的自己做回真正的自己做回真正的自己做回真正的自己：最後，我很感恩一路上有一班好隊友，我們

來自不同的背景、年齡層、目的，但我們最終也組成了一隊合一的短宣隊。雖然

過程中我們有不少磨擦，但是這些經歷讓我們長一智，我們慢慢做到互相補足、

團結合一，共同努力短宣。其實我最享受和隊友談天的時間，大家彼此分享自己

的經歷、信仰，那種「岩咀型」的夥伴（你們估一下是誰吧）走在一起傾訴的感

覺實在太好了！坦白說我平日雖然是全職事奉，但我甚少願意打開心窗與人講真

心話，時常戴著一個「鐵甲奇俠」的面具。因為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剛強，要用最

佳的狀態的侍奉，但其實我心中也有軟弱，有時像豆腐般。但這些事無法與人分

享時，積下來就閉塞了我，自己鑽了牛角尖也不知。但幸好我在隊中找到同路人，

大家可以痛快的分享自己的心結和需要，做回真正的自己，其實有時簡簡單單，

率性而行，不是很舒服嗎？特別一提的是從前我不認識的隊友，現在好像發現新

大陸般興奮，很期待以後我們可以建立很好的友誼，可以互相扶持，彼此作一個

分享者。回港後我會多禱告，多為自己的生命去禱告。因為我以往只想為別人去

努力，但在旅程中隊友們提醒我自己去祝福別人前，要先求上帝充滿自己，否則

怎能有活水分享給口渴的人喝呢？還有要提醒自己事工最重要的是對人的工

作，要喚醒對影響人生命的火熱，不要浪費上帝給我的恩賜。 

    很感恩我能參與這次旅程，成為這隊奧運短宣隊的一員，我想以後都無機會

以這個陣容出隊了。不緊要吧，有今生，無來世，才珍貴。 

 

 

 

 

 

 

 

 

 

                                                        

    

    

 

     在 Croydon 與一班的青少年進行不同的球類活動及佈道！（9~10/8/12） 



                                                    2012201220122012 倫敦奧運短宣感想倫敦奧運短宣感想倫敦奧運短宣感想倫敦奧運短宣感想----李穎茵李穎茵李穎茵李穎茵    

    今次短宣是我信主以來的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走出亞

洲。如果不是雲欣傳道打電話邀請我，我可能沒有這個第一次！

因為對我來說，我一直覺得短宣是一個很高層次的福音工作，

要靈命很好的基督徒才可以去的。但我一直覺得自己的靈命時

好時差，而且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可以幫到手，很怕我參與了之後會拖累了整個工

作，加上家人一直都反對我參與教會的活動，令我一直都不敢踏出第一步去短

宣。但經過了今次短宣我才發現其實我錯了，無論你是怎樣的基督徒，只要你肯

踏出第一步，神一定會大大使用你，並且是滿有驚喜的！我還記得那天，雲欣傳

道打電話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倫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好像

有把聲音說：“去吧！去吧！你可以做到的！＂但是答應了之後才想起我的家人

可能會反對，而且未必有足夠的資金可以讓我去倫敦，所以出發前的幾個月我都

一直煩惱著，非常擔心。我一直祈禱祈求上帝賜予我聰明智慧去告訴我的家人，

並且有足夠的資金可以讓我去倫敦短宣。在這幾個月中，我經歷了上帝的恩典，

我只是很直接地告訴家人，但家人竟然毫無反對地答應了我，而且我很感動家人

竟然在出發前叫我放鬆自己，不要令自己太緊張。另外，由於我在教會的時間只

有數年，而且多數返星期六的祟拜，所以認識的弟兄姐妹不多，但是很感恩的是

我最後都籌到了三分之一的旅費，加上親戚大大的支持，令我在旅費的事上也不

用擔心。 

    在今次的短宣中，很感恩我可以突破了自己。第一，我突破了英語的障礙。

由於自己小時候因家中某些原因，英文基礎非常差，加上生活環境中很少機會逼

使我去講英文，所以我愈來愈怕英文，甚至會想逃避。但是來到倫敦這個歐洲國

家沒可能不說英文，加上弟兄姐妹的不斷鼓勵、幫助及雲欣傳道的逼使下，我終

於可以衝破這個關口，勇敢地嘗試用極度有限的英文和外國人溝通，甚至傳福

音。縱使我未必可以清楚地令他們明白我的意思，但我都努力地用身體語言來補

救，盡力令他們明白。這是一個好的開始，現在的我已經不再怕說英文，並且在

未來的日子裡努力地增進英文。第二，我對於上台說話的恐懼都減少了許多。從

前的我非常怕上台，無論是敬拜唱詩，或是上台朗誦等等......我都會“發台瘟＂，

腦袋一片空白、手腳不斷顫抖、全身冒汗，縱使之前準備多久，準備得多足夠，

我都會臨場失準。雖然在短宣的兩次詩歌敬拜中，我都不是預定的人選，只是臨

時被邀請的，但很感恩我都沒有恐懼，並且充滿了平安，令我信心大了，對上台

的恐懼也減少了。第三，我放下了別人的眼光。在香港，如果叫從前的我帶著彩

色的假髮又唱又跳，傳福音，街頭佈道，我一定會退縮介意別人的眼光。但在倫

敦，我完全沒有理會別人的任何眼光，帶著彩色的假髮又唱又跳，傳福音，影相

等等。這令我感受到喜樂，而且令我突破這個心理關口。現在，我完全不介紹別

人任何的眼光，可以在任何地方帶著彩色的假髮又唱又跳，傳福音等等。 

    另外，在今次的短宣中，我學了兩樣功課。第一是信心及交託，因為在出發



前大家都很忙，開會的時間又不多，加上對倫敦教會的天氣及各樣安排都知道不

多，所以出現了許多的未知數和變數。有時候，人過分的籌數反而會適得其反。

所以只要我們盡力地準備好需要準備的並藉著禱告，上帝必定為我們安排最好

的。例如，去到倫敦，有部分弟兄姐妹因為時差和休息不足而病倒了，包括我在

內，未能在原定的崗位上事奉，而需要人手上臨時的變動，但最後都沒有影響到

原定的活動，並且感恩弟兄姐妹的身體不適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康復。第二是合一

的心，CCIL 一共有 7 個堂會，堂會與堂會之間都相隔一段不短的距離，但是堂

會與堂會之間會互相合作，無分彼此。當其中一間堂會需要幫忙，其他堂會一定

會幫忙。或者舉辦活動時，他們都會互相合作，例如：Kids Fun Day、Youth Fun 

Day、嘉年華會等等，讓我感覺到一家人的感覺。但在香港，這樣的感覺只限於

各自的堂會，堂會堂會之間都沒有太多的聯絡，關係不太緊密，這是我們還需要

繼續學習的功課。 

    另外，我都非常感恩我們在短宣以外的時間有兩日半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

按照各自的喜好去不同的景點、地方去觀光和遊玩（例如：大英博物館、大笨鐘、

倫敦眼等等），令我可以藉著今次的機會來到倫敦去體驗英國人的生活及文化，

而且可以在這段時間去感受一下奧運的氣氛，這些都是上帝給我們的恩典！ 

最後，在今次的短宣之旅，我要感謝 CCIL 各個堂會的弟兄姐妹（例如：Grace、

Bonny & Calvin、Charis、政文等等）的熱情款待、陪伴及供應膳食，你們的愛心

付出，我會銘記於心，多謝你們！另外，我也要感謝上帝讓我遇上這 18 位的好

同伴及感謝他們這兩星期的互相照顧、關心，雖然我們都是來自不同的教會，互

不相識，但都感恩大家可以互相合作，有什麼不滿或需要改善的都會坦誠地說出

來，並且在倫敦兩星期的相處令我們之間的感情更加深厚，讓彼此更加認識、了

解，無論是背景或性格。除此之外，這個１９人的組合更是唯一的一次，絕無下

次，所以我都非常珍惜大家之間的感情和付出，多謝你們！希望有機會再同大家

一起去巴西短宣！Thanks all & Love u all！！！ 

 

 

 

 

 

 

 

 

 

 

 

 

 



在 Big Ben下與 Big Ben及 Kevin 相遇！（6/8/12） 

                                                    2012201220122012 倫敦奧運短宣感想倫敦奧運短宣感想倫敦奧運短宣感想倫敦奧運短宣感想----朱浩德朱浩德朱浩德朱浩德    

   「主您要往哪裡走，我就跟您走。」在這次倫敦奧運短宣

旅程中，我有很多的突破和嘗試，如在外國進行街頭報道、用

英語分享「五色珠」的訊息、在街上拋頭露面的敬拜、晚上在

寒冷的倫敦迷路……以至跟十八個人共用一個浴室等等。《聖

經 - 腓立比書》說：「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和感

謝，以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

心懷意念。」各人正期待著出發的那一天，我卻掃興地跟大家說我很後悔參加這

次短宣之旅。畢竟，在這十四天的行程中，每一幕深刻的片段，每一句真誠的說

話，每一個溫熱的擁抱，為我原本的感覺徹徹底底地否定了。兩星期過後，我沒

有計算我失去了多少的光陰，反之，我數不清神在我身上施予過多少的恩典。得

知要在這陌生的地方向途人傳講褔音，沒有什麼經驗的我更顯得焦慮膽怯。雖然

早前已在香港嘗試過參與「蒙褔之旅」的褔音工作，然而，路上行人冷淡的表情、

鄙視的目光和抗拒的舉動對我這初出茅廬的小羊造成無形的打擊、挫折。莫說是

要我到英國傳褔音呢！然而，「神體恤我的軟弱，明白我親身處境」，決不會讓我

一沉不起…… 

    到了英國，街頭佈道的第一天，我在奧運排球場館外硬著頭皮跟了一位波蘭

籍的女士和一名在閘門駐守的護衛分享「五色珠」的訊息。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大

的突破，那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兩個人。然而我知道，神著眼的並不是我能成

功傳到多少次褔音，而是我有否盡心、盡意、盡力為祂作工、為祂見證。往後幾

天的街頭佈道，我更作出不同的嘗試，戴五色假髮、畫臉和拿著小結他唱詩敬拜

等等，這些都是我在香港從沒做過的，也是不敢做的呢！可是神就是要讓我在這

裡為祂盡情奉獻，並毫無保留地使用我的才幹。作為團隊中的一員，除了要盡心

在個人的事奉崗位上之外，與其他隊員良好的團契以至屬靈合一的心也是我們一

直所追求的。所謂「兩夫妻相愛易，相處難」，弟兄姊妹的相處也是，更何況是

十九個人呢！縱然我們在神裡面是一家人，然而畢竟是來自十八個家庭，十八個

背景，所以彼此的包容和體諒是不可缺少！還記得我們在旅程中發生過一些小插

曲，令全隊的氣氛變得僵硬緊張。不過，開心見誠的抒發總好比把不滿藏匿在心

中，蒙蔽屬靈的眼睛，令我們看不清合一的目標。行程表上每天最後一項活動就

是「分享祈禱會」，也就是我們收成和總結的時候。我們會藉著這兩小時坦誠地

跟大家分享自己整天的感想，同時亦會把對事情的不忿和怒火釋出，化為大家的

提醒和指引。雖然不愉快的事情成了大家心中的剌，但透過直言不諱的訴說，都

通通把它們消除了，更令我感覺到大家仍是一家人，一個會互相坦白的家庭。 

  ‘God will make a way.’還記得差遣禮當天，牧師鼓勵我先放下一切纏繞我的

事情，全然投入在旅程當中，嘗試去經歷、感受。於是，我本著「都已經把頭髮

弄濕了，便只好繼續去吧」的心態，登上飛機，誰知我便踏上這奧妙傳奇的旅程，



開始步入這條恩典之路了。「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要數算

接踵而來的恩典，我們便要從第一天說起……還記得當天我們到達倫敦希斯路機

場，在行李輸送帶拿過行李箱後，再到大堂集合在一起。那時，CCIL 的三位弟

兄姊妹已經正等待著我們的到臨，之後又跟我們講解一切，包括交通、住宿和各

項的安排。他們無微不至的關照，是我們下機後遇到第一個美好的恩典。 

    另外，值得我們感恩的還有這裡的環境。倫敦的天氣清爽怡人，決不像潮濕

悶熱的亞太地區。它是個繁榮的都市，跟有美譽—「東方之珠」的香港比較，絕

不遜色。單從這裡水泄不通的地鐵站來看，就可以把他們忙碌的生活景象飽覽無

遺。唯兩個地方在昌盛之下便是文化的差異。這裡的人有禮大方，儘管在狹窄的

車箱中，人們禮讓的心卻沒有被擠出來，因此我對他們的風度五體投地。當然不

能忘記的是當地各教會對我們熱情的款待。還記得第一晚，新蘇豪堂為我們設宴

歡迎。當時的我受寵若驚，注視著桌上每碟精心預備的菜餚，我除了垂涎三尺，

還深深感受到我們不只是從香港來的「短宣隊」，更像是這教會的一分子，不，

十九分子才對呢！此外，我亦很高興在這次短宣之旅中大開眼界。這是我第一次

踏進歐洲的板圖，除了有關於足球的資訊和初中時唸過的一點西方歷史，我對這

裡的了解極為淺薄。然而，這次旅程讓我加深對英國除了「英超」以外的認識，

如這裡的風土人情、信仰文化等等。此外，我更有幸能夠去觀看奧運現場比賽，

這實在是額外的恩典！謝謝 Johnny！人們常說：「讀萬卷書不如走萬里路」，能到

這裡親身走一趟總好比在家裡唸歷史書、旅遊雜誌。雖然只是逗留短短兩個禮

拜，但不論在見識上、靈命上，我卻感到十分充實滿足。 

    約十天的短宣工作過後，我們在剩下的兩天終於可以品嚐一下甜點了。第一

天的觀光，我選擇乘三個多小時車程到曼徹斯特遊覽。目的當然是要到我愛隊的

主場—奧脫褔球場吧！從小以來，這個球場只會出現在電視機直播球賽或是玩電

腦遊戲 Winning Eleven 時球員入場、半場和完場時的間場影象。如今終於能親身

踏足這現場。而第二天，我則主要和阿滔到教會附近逛逛四周的店鋪，我們在途

中亦遇到心頭好呢！兩星期的倫敦短宣之旅就這樣完滿結束了，我沒有計算我失

去了多少的光陰，反之，我數不清神在我身上施予過多少的恩典。 

   ‘God is so good to you and me.’在此我想感謝各位隊員在這旅程中對我的包

容和鼓勵，另外感謝 CCIL 各堂會的弟兄姊妹、我的教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

堂)、我的家人和其他支持及代禱者(排名不分先後)。最後，願所有榮耀歸予上帝！

很可惜我不能來參加大家的分享會，我亦不知道將來還有沒有機會再次跟您們每

一位參加短宣。然而，盼望大家對神的熱情不會因勞碌的工作或學業而褪減，就

樣我們日後在不同的地方繼續為主作鹽作光！阿們。 

   「讓復興從我們開始，把主愛帶到人群中。」 

 

 

 

 



                                                        2012201220122012 倫敦奧運短宣感想倫敦奧運短宣感想倫敦奧運短宣感想倫敦奧運短宣感想----鄔耀榮鄔耀榮鄔耀榮鄔耀榮    

1.English please：我是一名在 BAND3 學校成長大的學生，初中

時期自己沒有讀好英文科。每次英文課的時候，我不是選擇睡

覺，就是被老師選擇到門外罰站或放學後留堂。到了高中，每

次英文考試都是得過且過，只求合格不求高分。今天，我跟你

說，我懂得英語，但你懂不懂我的英語，就不太與我相干了吧！  

2.足球白日夢：我是曼聯(英格蘭的球隊)的球迷，因為曼聯，我到球場踢足球；

因為曼聯，我發的白日夢，多了當曼聯球員、曼聯領隊、世界球星等等。因此，

與曼聯相關的東西，我都份外留意。不論是曼聯的球員、對手、甚至其所身處的

英國，我也很感興趣。 

 3.夢成之日：一次機會，David 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倫敦的奧運短宣。老實說，

我既懂英語，而倫敦的地理位置是處於曼市的旁邊，Why not ? 然而，身為一名

學生，錢銀方面是我唯一的難題。起初，我的確滿有信心，不竟離交錢的日子還

有一段距離。不過，到了交錢日，我卻沒有大會指定所需要的金錢。幸好，家人

的支援令我的夢實現。在此，我要給大大的感謝予我的家人。  

4.倫敦之旅：在這十四天的行程，我的最大的敵人是時差。而且，密密麻麻的行

程，令我的體力有所應付不來。由於公開試，我大約四個多月沒有定時做運動，

以致體力奇差。可是，我每天都能感覺到上帝與我同在。無論在踢足球時、街頭

佈道時、在地鐵時、兒童同樂日時、睡覺時，我都能感受從上帝而來的支持、能

量。我雖然未能進場看奧運，但我能夠踏足在倫敦這片土地上已經很感恩。 我

們所居住的蘇豪區，其實罪案處處。附近有賭場、紅燈區、同性戀酒吧。不過，

CCIL 仍能在這個社區立下一座宏偉的分堂。我們就是在這間堂會居住了十多

天，很感恩這個住的地方很舒適，我很多晚都有足夠的睡眠。感謝每位團友對我

的體諒和照顧，有你們這群同行者，我這個旅程很愉快。  

5.後感：其實，一個人的能力的確很少。就算你是全球最能幹的人，你也只有一

個人的能量。而倫敦之旅，正好能體驗一班人的力量，往往比一個人的優勝得多。

我是個微少的人，上帝卻給予一班人與我同行。我們相互支持、相互勉勵，是一

幅美麗的圖畫之餘，更是上帝恩典的確據。我踢足球不太出色，有足球教練指導；

我屬靈上有所障礙，有傳道人的勉勵。我心態有所不太好，有老師的提醒；我身

體疲累，有當地弟兄姊妹的支持。有這樣的一個旅程，我只能將榮耀歸於上主。 

「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林後二章十四節）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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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今次自己有幸去到英國倫敦短宣，是想直著今次擴闊自

己視野，反而經歷神只是其次、我沒想到在英國會做好多福音工

作，純粹以玩的心態去。這個心態令我平日好少參與有關於神既

工作，但我自細已經出生於一個基督教家庭，我可以在小時候聽

神既故事，不竟我也是個基督徒，可惜我沒有盡本份，我覺得認識到上帝好容易

甚至易如反掌，可能是這個原因我缺乏見證神的經歷，我每次返教會只是聆聽，

渾渾噩噩的等待結束時間，加上背著教督徒的身份不是特別＂帥＂，所以我根本

不會在同學和朋友面前承認自己係基督徒。在我五至六年級時，有一段令我雙失

的小插曲..就係失落和失望~失落是因為發生了一件事，令同學家長冤枉我偷野..

當然不是偷懶、偷食和偷拍，是偷錢~當時心情是既失落又傷心，因為偷竊分分

鐘入男童院,何況他們是冤枉好人呢！而失望是當時我的班主任沒有選擇相信

我，我失望她教導以來還不清楚我為人！經過小學這兩年，我離開了神離開了教

會，我選擇依靠自己。在升上初中的時候，我入讀了一間紀律學校，在裏面好像

坐牢的樣子，面對舊生就像面對著含冤受屈的黑社會將快出獄的境況，新生當然

不忘被他們"淨化"，在坐牢般的日子當然學習到獨立、紀律和忍耐等工課..更要

每天看他們的面色做人，回想起也覺得這是一個悲劇或是一個局！    我在這間

紀律學校念了一年，最後決定轉校，這段時間令我很徬徨，因為這間不是什麼名

牌學校，給人印象不好，轉校是很困難，重要的是我成績不好，變尚是難上加難。

幸好一間基督教學校決定給我一個機會，這學校改變了我，令我重新回神的羊群

中。很奇妙地，神是悄悄的讓我經歷它，這不是機緣巧合，這是上帝的安排。 

    我相信今次的短宣都是一樣，是神刻意的安排，安排我參加短宣，安排我去

到一班弟兄姊妹中經歷上帝，安排我們由陌生變得難捨難分。在這個既不長又不

短的旅程中，感覺就是百感交集，甚至不能用一言兩語可以形容。在這次短宣裡，

我有時會感自卑，自卑自己一無事處，因為自己語言能力不高，去到英國總要弟

兄姊妹幫忙，無論傳福音或者一些交流，英文都成為我今次這個 trip 最大的障礙.. 

在短宣中有一日，短宣隊分成兩組，一組是 kids fun day，而令一組是到不同地方

傳福音，當時我在負責＂到不同地方傳福音＂的那一個組別，跟著，我地去到一

個直播著奧運比賽的大型樂園 進行傳福音。進到裡面，感覺是人多，我們不能

一組一齊進行福音工作，只好在組裡再分散成幾組，每組大約兩三人，之後每組

人還要穿帶上一個＂超級時尚潮到爆炸而且是極之多人帶過＂的爆炸頭假髮，目

的是惹人注目，當時我心裡想著：「帶上假髮的人與有頭髮的人長了＂辣尼＂又

有何分別呢！」誰不知突然聽到受害者的名字竟然是我，仿佛有一滴冷汗在流出

來，那我只好硬著頭皮帶上假髮；帶上假髮後我們便展開那天的福音工作，我和

我的組員周圍找一些空閒的人，簡單講解五色珠在基督教裡的義意和福音，組員

在用英文向們講解，而我就在他們的旁邊聆聽和學習，轉眼我們成功將福音傳給

一個家，突然，組員又強制性要我用英文傳一次福音，我當時也走投無路，唯有



在路邊不停地練要用的一些英文，接著，組員很狠心地快速找了一對父女，我也

來不及心理準備，利用不齊全的英文字非常簡單地講給他們聽，講完後，他的第

一個反應就是"Oh........go..good"這是應酬的說話，但我總算順利將福音傳遞，雖然

短暫的兩分鐘過去，但撒種的工作便完成，我很滿足，但這次滿足的不是物質，

是無形的，這份滿足好像兄是福音工作才可以取到的，我開始感覺到神的奇妙之

處，奇妙的是，這份滿足不需要金錢，需要的是一份勇氣，是一份不怕羞、不怕

失敗甚至是面皮有成尺厚的勇氣，這份滿足就是要放下自己的＂型＂、＂帥＂和

堅持已久的＂尊嚴＂! 

    在英國倫敦，有很多感恩的事，特別是在倫敦欣賞了一場奧運足球賽事，這

場賽事令我很深刻，尤其在場內的氣氛，雖然我是坐＂山頂＂的位置，但那種氣

氛在 香港好像是永遠也不會出現的，原因是我也在香港大球場觀賞過足球比

賽，香港的足球場仿佛像香港圖書館＂無聲仿有聲＂我知道我不能將香港與英國

作比較，但在英國的確反映香港缺乏的東西。這次在英國確實有不錯的經歷，第

一次去英國、第一次短宣、第一次在教會過夜、第一次用英語傳福音、第一次現

場看奧運、第一次與老爸出 trip、第一次離開屋企這麼長時間、第一次排隊洗澡、

第一次為神工作而勞碌，還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次，不過這只好埋藏在我和一班弟

兄姊妹心裡，成為日後不斷重複品嘗的回..不好..是＂甜品＂才對，我四年後的巴

西奧運短宣隊，不會再遇到同一班人和同一樣的經歷，而今次的經歷和回憶就成

為我們的甜品，甚至一個見證。 

    這個短宣分享好像是順順利利，其實背後卻是有弟兄姊妹不融洽的內幕，相

處時也有不同的情緒出現，幸好我們每晚都有分享和禱告及弟兄姊妹互相包容，

我不確定短宣後這個動作我會不會再維持和堅持做，但就算是基督徒也會發生的

爭執或衝突，何況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也會出現，或許更糟的時候，我確定我會盡

量學習堅持忍耐或包容的一個，因為這是我在短宣中學習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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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在四年前北京奧運，已經聽聞有奧運短宣。當時已經

在想，作為一個運動人，如果有機會一定去一趟這類的大型運

動會，更何況是宣教！但隨後我又在想，不是嗎？奧運期間，

主辦的那國家已沈醉於熱鬧的氣氛，究竟可以如何去宣教？轉

眼間，來到 2012 倫敦奧運，在年初的時候收到電話問我有沒有

興趣參與這次短宣之旅。其實我有猶疑過，但最後決定參與，一來想見識一下如

何用大型運動會傳福音；二來想到外面世界走走，見識一下(我個人很喜歡四處

走)。 

    離出發日子越近，自己越是迷茫。應該是說，2012 年的前半年是我很迷茫

的一段日子。因為自己剛完成學業，出來工作。而這一項工作對很多人來說，不

是一份工作，這就是教波(足球)。因為家人反對、但我又堅持這條路。因我知道

是神要我做的事，但另一方面因我是家中長子，我又要為家裡打算。這種狀態，

在這大半年不斷把我拉拉扯扯。所以在出發前的籌募經費，我遲遲未交數。因為

我還是被那種狀態拉扯中，而且我不想以旅遊的心態而去。掙扎一輪，最後還是

放下自己，向神祈禱「你要我去你就幫下手啦，我真係比唔起錢去嫁」。很感恩！

祈禱後，再向弟兄姊妹發出呼籲，不用半個月已經籌完，仲要有餘！這是我今次

短宣第一次經歷神為我預備，祂只等待我出聲及踏出第一步。 

    去完今次短宣，感恩的事實在有很多。首先，可以讓我能夠看到地球的另一

面，那裡的人和文化，開闊了我的眼界。第二是認識了當地的教會和一班很好很

好的弟兄姊妹，他們服侍神和人的心，真的很美麗和盡心盡力！這十多天跟他們

一起四處傳福音，街頭佈道、kids fun day、youth fun day，實在很感受到他們合一

的心，來自７間堂會，但他們為著的是一件事、一個活動、一個目的，更有些人

是我去到那裡都見到他們的，實在是佩服！ 

    而這十多天做的事，我可以說在之前在香港我絕對不會做，包括用英文去講

福音，因為我英文有限得很；第二是戴著假髮在街頭唱歌，主動去和人拍照等等。

而且是街頭佈道，因為我覺得街頭佈道是很沒成效。又有一天，我們去了有大電

視直播奧運的 Hype Park 傳福音，那裡不可以彈結他唱歌、不可公開地派紀念品、

單張，即是說我們預備的東西完全用不上，最後我們分成２人一組，四處尋找分

享福音的機會，那時真的可以說是考驗你傳福音功夫的時候，但突然，被我遇到

有一個父親帶著兩個兒子在踢足球！(純粹在一個人來人往的地方，放兩個袋當

龍門) 當時心想，「又係足球呀？」，隨後我就和他們一起踢了一會兒，雖然期

間沒太多交流，但最後都可以送紀念品給他們，分享福音，後來在想，如果不是

足球我就不可能跟他們有分享的時間。 

    在倫敦四處走的期間，對這個地方有一種感覺，就是太開放。沒錯，這裡的

人是很熱情、很樂意幫人。但去到晚上，就是夜生活精彩的地方，街上的小卷有

很多男男女女，更甚的是，有一街叫 gay street，全是男同性戀尋歡的地方。我看



見的時候真的無言以對。社會上更討論應否立法讓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不禁在想

太開放，太自由是否一定好？幸好香港仍然未到這地步。 

    第三，是最令我感受良多的，就是讓我認識了一班的傻的弟兄姊妹，就是我

的團友們。而從認識他們的過程中，我慢慢地回看自己的生命，最後發覺雖然這

次是短宣之旅，是將上帝的祝福和好消息帶到倫敦，祝福所接觸的人。但最後自

己卻是被上帝再一次的更正和提醒，就是透過認識這十多個 crazy guy! 先是認識

到 David，他那種瘋狂的性情，可以說是為神顛狂！為了傳福音，佢真係咩都做

得出，而且他看人時常都看人好的一面，真的值得好好學習！阿山及 victoria 那

種處事的認真，最令我有反省，因為我是一個很鐘意玩及「無厘頭」的人，無論

是工作中或是日常生活中，都是這樣。令到工作上接觸的人可能對我有種不太「穩

陣」的感覺，家人亦會覺得我不成熟，所以不支持我現在的工作。自己真的要對

所做的事負責，全力以赴。很感恩能夠在我出來事奉的第一年，可以經歷到今次

短宣，表面上的體驗說不上是很振奮人心，但卻是對我內心的生命作了一次重

整，而我深信這是上帝的帶領！ 

    希望未來的巴西世界盃、奧運，大大小小不同的運動宣教活動，都有幸參與

其中啦！ 

 

 

離港前，由香港的支援，Thomas 弟兄的禱告祝福下，我們向倫敦高聲呼叫：我

們出發啦，倫敦我們來啦！（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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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 London Trip 因為要考試，所以比原定遲了五天才到步，

和大家相處的時間少了一大截，可能我這個年青人的分享比較膚

淺，和出現晦氣、自我的說話，請各位見諒。其實我在出發前一

個月和朱德跟 Miss Lam 食了一頓飯，跟她道出了很多直至當時的

感受：其實當時我和朱德也有點後悔報名參加了這個旅程，因為我認為大家還未

能真正成為一隊團隊，我明白各位前輩事務繁多，應接不暇，為這個旅程要付身

心時間，但當到六月都還有人把我和其他團友認錯時，我內心真的非常不滿，因

為表面上的基本認識還未做好，還談甚麼合一。當時跟 Miss Lam 談完後，心中

好過了，而簪姐又在 FB 大吐不滿後，我和朱德也想想自己能為這個旅程，能為

上帝做些甚麼，我們最後決定了學 ukulele，也在一個褔音足球計劃中爭取機會

帶領敬拜，好讓自己能熟習這門新技能，帶上帝的褔音到需要的人身上。 

   謝謝 David and Miss Lam 的安排，我平安到達了英國。我很享受 Kids,Youth Fun 

Days，可以和兒童玩耍，和少年人分享信仰的機會真好，看到當地教會不辭勞苦

的為當地青年兒童準備四日的活動，我對他們的熱切為上帝服務的心五體投地，

因為換作是我的話，熬過兩日一定會喊辛苦/悶，因為我很多時都會把重點放在

活動上，而不是上帝的事工上。當然，我也會擔心當地的參加者只會帶走遊戲的

快樂，而不是上帝的褔音，這就要我們為他們祈禱，祈求褔音的種子在他們的生

命中萌芽。我知道敬拜上帝的方法可以五花八門，但經過這次旅程才知道傳褔音

的方法也多不勝數，我真的猜不到戴假髮拍照也可以傳福音，跟人講解五色珠的

過程真的令我豁然開朗，因為可以把耶穌受死再復活的故事說給不曾有機會聽的

人是一份褔氣，交談過程中亦可進行文化交流，並且感受奧運的氣氛，完全符合

了我對今次短宣的期望！感謝主。其實，問心一句，我對我自己的英文說話能力

始終未滿意，從少到大我都只側重訓練自己讀寫聽英語的能力，學校亦不乏能說

流利英語的同學，而且我公開試英語說話部份亦未如理想，或多或少都會打擊我

在英語溝通上的信心，很感謝主讓我豁出去，為主去突破自己自卑的弱點，當我

跟 Charis 說我想練習我的英文後，她竟然在火車上找一對父子跟我對談！感謝她

的協助，當然要變成理想還有一段距離，希望有更多機會練習英文吧！    

    當然，有幸去到偉大的阿仙奴！—也是其中一個恩典。我自己一個遊了倫敦

二天(雖然不是團隊合作，不應該)，很享受倫敦這個城市，希望主能夠復興這個

屬於祂的地方。最後我想多謝，支持我金錢的父母，所有團友，我的代禱者們，

所有當地教會的人，還有賜我這麼一個機會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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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倫敦短宣帶俾我既體驗同經歷，真的令我畢生難忘！ 

    首先，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完全的基督徒，自小我在不同教派

的環境下長大，大約十年前左右，我才開始正式返基督教教會，

一直以來，為了自己的信仰問題，一直去找尋，追求，但是，依

然未有能令自己肯定的答案。今次加入呢隊短宣隊其實自己有兩個目的。第一

點，當然是去觀賞奧運比賽。呢一件事，因為我籃球教練的關係，非常滿足地，

甚至可以叫作超額完成！因為，我有幸能得他幫助而獲得觀賞奧運籃球的八強賽

事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可以現場觀賞美國隊的比賽，作為籃球迷，可以一睹美

國隊及眾NBA明星作賽，真的很感恩！其實今次倫敦短宣之旅，亦是因為得到他

的鼓勵及幫助，我才有這些機會去體驗這一切，在此我要再一次衷心地感謝他！ 

    至於第二點，其實自己好希望可以從短宣隊隊員及倫敦當地的同工身上學習

並追尋自己的信仰目標。記得對上一次到北京奧運，可能因為隊員人數太多，再

加上大多數時間都在打比賽及教導小朋友籃球，真正去感受及討論信仰問題其實

不多，令一直存在的問題得不到充份解決。至於今次，可能因為人數比較少，亦

不太著重比賽，自己有多點的時間去接觸不同的人，去討論自己以及他們的問

題，這是我預期之外的事，亦令我加深對信仰的見解同看法，雖然可能我尚未完

全得出答案，都好多謝這十數日為我分享，與我討論的弟兄姊妹，亦多謝你們體

諒我這個左右浮擺不定的人，令我充份感受到呢份無微不至既愛，不會去強迫我

去即時決策一個可能是虛偽的答案，只是給與我寶貴又肯定的建議，好讓我慢慢

地繼續尋找，多謝你們的愛！至於對今次短宣整體的感覺，我覺得其實今次的短

宣比較重視深層意義，重視大家的成長，信仰的增進。今次大家可以有很多時間

去深入討論信仰的問題，雖然大家並不是來自同一間教會，之前多數並不認識，

但是，其實大家都深明自己在為神服侍，所以縱然開頭有少許磨擦，到最後能做

到合一的精神亦令大家有所成長。今次的短宣更令我得著一班好朋友，令我有種

不捨得回香港，不捨得大家的心情。有時候，在香港，因為環境關係，我們每一

個都比較收起自己，只是用我們最好的一面示人，收藏自己的問題，亦怕言裡閒

談之間得罪了其他人，故一直戰戰兢兢的生活著。來到倫敦，見到當地教會的弟

兄們不去計較，只要需要他們，他們就會義不容辭地出現並提供幫助，照顧，令

我有一種大家無分彼此的感覺，一份「家」的感覺。這亦令我們這班短宣隊員，

不去計較所謂結果，不去顧及自己的所謂面子，一同努力去完成領隊及上帝交給

我們的工作，不論最後對當地的事工幫助有何成績結果，我想短宣隊員們大家感

覺跟我一樣，都是盡了自己的力量，使自己感覺良好，不枉此行的。另外一樣令

我感受深刻的事，來自我一個多年好友，其實在香港時大家常談話見面，自以為

彼此了解，但原來大家只曾輕輕帶過各自的問題，並未完全深入了解對方，但經

過今次短宣時的分享，對他重新認識，感覺亦令我們拉得更近。 

    最後，我想再一次多謝帶給我這豐足旅程的各位弟兄姊妹，多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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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回程的航機上，一直有兩張面孔在腦海中浮現，

一個是在 East Croydon Kids Fun Day 中，因不懂英語而要普通

話翻譯的一個小女孩，她剛從內地到英才幾個月，只見她被一眾英語人圍繞著，

不知何時站、何時坐，只懂少許英語的她，膽怯地四看周圍的孩子在做什麼，自

己便跟著做，不敢發問，當然，別的孩子也未能會主動地邀請她。因著不同的原

固，要離開童年玩伴、熟悉的文化到異地定居，對任何人也不是容易，但一直有

著不少孩子被動地去跟隨，只盼望他們能盡快地、正面地去面對這一切的轉變。

感恩是在用半咸淡的普通話交談下，她信了耶穌，希望她和家人也能繼續信靠。 

另一張面孔是在倫敦最後一晚，在教會門口派五色珠手繩、單張，邀請人一

起看奧運閉幕時遇到的一位男仕，見他一直眼望地下走著，滿臉落漠的神情，原

是說著英語送出手繩，當他抬頭看著我時，好像很出奇看到一個亞洲人似的，然

後用廣東話問了他一句：「中國人？」，他驚訝中帶點喜悅，是因為遇到同鄉吧！

他接過手繩和單張，但沒有進教會去看閉幕，當他轉過街角後，心中有點後悔，

為什麼不跟他多談談，起碼向他解釋一次五色珠吧！只希望下次能更快地敏感於

別人的需要和上帝的聲音。而相信在唐人街中有著不少這張面孔，離郷別井可能

真的能換取更好的收入，但畢竟，人還是需要同聲同氣的同伴；希望當地的教會

能有多點人願意走出去，去接觸不同的人。 

英國，一直不是自己最想去的地方，但在奧運期間到訪，卻是一個大開眼界

的好時機。正值奧運，真的齊集世界各地的人仕，帶著不同的膚色、語言、背景、

信仰、堅持……，能與他們閒聊，確實十分有趣。 

人在外地，很多枷鎖自然地脫下，街頭佈道來得更自然、大膽！哈！一班人

活像 crazy guys 般，帶著誇張的彩色假髮，面上畫得七彩奪目地在街上走來走去，

唱唱跳跳，好不瘋狂，好不興奮！懶理言語不通，用身體語言來得更覺親切！Yeah! 

Crazy for Jesus! Why not?! 喜悅的氣氛感染不少途人……其實，上帝給予人的禮

物，不該就原是這麼簡單？愛、喜樂。是否人都喜愛將東西複雜化，才顯出沒有

浪費「人是萬物之靈」的美喻？ 

在一個信仰開放的地方，令我大開眼界的還有是在一個車站門外，起碼有來

自四、五個信仰，十多個團體或個人的「短宣隊」。你可以傳你的耶穌基督，他

也可以傳他的釋迦牟尼，或是其他假先知。一直覺得「搶靈魂」這個名詞有點老

套、有點激進，但這一幕，卻又是活生生地在面前出現！ 

知道每人對傳福音的看法、做法都有不同的見解，亦曾經有人用「經濟效益」

的角度去挑戰自己曾參與的一個事工，但在被挑戰帶來的反思下，越來越肯定一

件事，就是上帝給予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賜與感動，就是因為有這樣不同需要的服

侍群體和地方，遇到的每個人，都是從上帝而來的緣份，就開放在上帝的預備下，

並忠於上帝給予自己的聲音吧！ 

    在馬可福音四章 26-29 節中提到，人的成長有時就像植物生長，來得自然，



總希望用心栽種而發芽成長，但卻不能強求。對初信的能有「系統」地被接受栽

培當然是好事，只是信仰的路怎樣走，還是他自己的選擇。為著在過程中接觸過

的每一個人祈禱，不論是否能能與他分享福音、或是有否接受救恩，希望信了的

能繼續持守，未信的能有一天接受。 

回想這次短宣旅程，原來上帝要我學習的，是在祈禱中的等待。知道會有這

次短宣是在去年八月，與這次的團牧 David 嘗試安排給一些年青人，但小信的我，

在面對完全陌生及如此遙遠的環境，心中確實害怕、不安和滿有壓力，但面對對

神充滿單純信心的 David 的熱心，又不忍拒絕。還記得有次他分享，就用幾個月

去祈禱，如果 2011 年 12 月尾前，所聯絡的單位都沒有正面的回應，就拉倒吧！

就這樣，自己也擺上了微小的信心。結果，不用說吧，我們已經滿載而歸了。過

程中十分驚訝是，原來能與上帝一同開展一個事工，是何等奇妙的事。因此，自

己也嘗試去為一些長遠的事工祈禱，渴望經歷再與神同工的喜樂。 

2012 倫敦奧運短宣隊中，最年輕的 3 位，左一至左三！（11/8/12） 

 

 

完！ 

c u 2016 巴西奧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