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您們好，願您們平安! 
我們感到抱歉，差不多一年多沒有給大家寫代禱信，寫下我們

生活及事奉情況。過去一年，的確發生很多大小事情及轉變，

令我們無暇執筆寫下當中點滴，這段期間只能寫下每月代禱事

項，相信若出席教會祈禱會也可略知我們的近況。 

時間過得真快，我們在英國接近兩年了，意味著我們首階段在

工場事奉踏入了尾聲，多謝大家一直以來對我們的關心與支持。

對上一次的代禱信，交代了我們搬屋的經歷，神如何為我們預

備居所。當中又分享屬靈的家，分別在華人教會及英語教會都

有服事的機會，讓我們的事奉生活都非常充實。唯恐在生活上，

我們仍在努力適應中，現簡單分享一下當中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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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重點： 
我們的⽬標 

我們的團隊致⼒力力讓在英國的未得
之⺠民認識基督，讓他們敬拜主。 

在英國不同的城市中，都有不同
的團隊為以上的⽬目標作出努⼒力力。
我倆是其中⼀一員。 

我們的事⼯ 

我們的事⼯工主要回應區內的特別
需要⽽而設，包括兒童⼯工作、派發
刊物、慈善商店等。 

我們的夥伴 

我們除了了團隊已有的⼯工作外，也
會與本地教會合作開辦事⼯工，並
提供跨⽂文化佈道訓練，讓教會主
動接觸及關⼼心未得之⺠民。 

我們的聯絡 

感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若
想在禱告或經濟上支持我們，

可以從以下途徑保持聯聯聯絡: 

Our Email: 
Tsugumi.Ando10716@
gmail.com



交通意外⾄至換⾞車車

去年11月初，早上在返工路途中發生了交通意外。車子

在停頓狀態正等候交通燈轉綠燈時，卻被後方車輛突如

其來的碰撞，幸好只是輕微碰撞，沒有人受傷。這是第

一次經歷交通意外，有點不知所措。這一場交通意外，

卻帶來一連串的跟進，又是一種新的學習。雖然是輕微碰撞，只是車尾撞凹了。經由保險

公司評估賠償，卻定為「完全損毀」(Total Loss)，意味著要更換車輛。半年前，才經歷

過找房子搬屋；想不到大半年後又要經歷換車的壓力，仿佛回到原初的起步點。在忙碌的

事奉中，還要與保險公司談索償、在短期內物色車輛都是相當費神、費時；還要維持事奉，

預備講章等，真是有點透不過氣來！雖然這樣，我們卻經歷神的實在，每每有事情發生，

都不是我們所能預測及掌控，但卻教導我們這兩位宣教新丁如何定晴的仰望神，經歷祂的

同在及供應。一星期內找到合適的車子，並不是必然的事。神的供應卻是奇妙可畏，意外

發生後5天，神為我們物色了與現有的車子均屬同一型號、同一顏色，還比現有的車子的

車齡年輕一年！也剛好趕得上在主

日前取得新車，讓我們可繼續到鄰

市宣講服侍。購買車後，另一個問

題是如何把新車及舊車一同駕回家？

因世美不懂駕駛而這間汽車公司是

在另一個埠，當中非常感謝Tony

弟兄幫忙，不但接載我們去試車買車；剛好竪日，星期六早上他會參加在我居住的城市的

聚會，讓我可以把舊車留在他家，我先把新車帶回，竪日他樂意把舊車從他家駕到我們家，

再前往聚會與他太太會合。時間上，看似是巧合。於我們來說，這是神奇妙的安排，這樣

細緻準確的安排，近乎完美！當然，過程中有很多惆悵及煩惱，以及人很多的籌算，擔憂

⋯⋯但神容讓這些煩瑣的事發生在我們身上，卻是要不停調較我們的心境，目光，認識到

原來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叫我們唯有全然的信靠、專心事奉神，祂必然為我們預備所需！

神是何等無微不至的施恩保守。 
 買了這二手車後，也遇到一些問題：在駕駛的途中經歷「死火」；又曾經在公路駕

駛途中汽車發出警號但卻找不到合適的維修公司檢查，在數小時的路途中，只有一邊駕駛

一邊禱告求主保守，事後檢查才發現有幾個火咀燒了，是神保守了我們的安全又讓我們能

及時維修汽車。我們也曾經歷晚上在公路等候救援，打了接近一小時緊急熱線也沒有人接

聽，汽車的電池也耗盡，經歷到人在異鄉那份無助、擔心；然而，在每次困難的時候，神

總會為我們安排一些人出現成為我們的幫助。這兩年的生活，我們搬了兩次屋，換了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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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雖然我們常說宣教是多變的，但我們

不得不承認，這兩年來不同的轉變，叫我

們承受不少壓力，身心也感疲累。 

⼈人事、⽅方向轉變？ 
團隊中的資深韓國夫婦，也是慈善店事工

的發起人，在本年3月至7月放安息年，回

韓國述職及休假。團隊由原初6人減少到4

人，部份事工得到重整及暫停，包括學前

兒童事工及週三出隊，團隊現在主要維持

店內運作及與客人對談。同工短暫的離開，

增加我們對事工的承擔感，但同時我倆又

再重新學習適應，少了他們的同行、關顧，

適應新任隊長的帶領模式等等。雖然我們

事奉任期只是短短兩年，卻不斷經歷著轉

變；到韓國夫婦回來時，我們又準備著回

香港了；團隊再次回復4人的隊工，這對

於仍是開荒階段的事工發展，有著很大限

制。回顧這兩年來，神為我們打開英國之

門，看見現時英國的屬靈實況，打破了我

們對歐洲宣教的故有概念。歐洲/英國實在

需要宣教士，這挑起我們承擔英國穆宣的

工作。面對前路的掙扎，我們正在尋求神

的帶領，究竟是按原計劃前往非洲？或是

繼續在英國穆宣事奉？這半年來我們都在

禱告，尋求神有更清晰的指引。面對前路

的轉變，是一種挑戰，如何交代，溝通也

構成了無形的壓力。這些難處，又有誰能

理解及明白呢？但我們確信整個宣教的路

程，都是神帶領我們前行，既然神這段時

間帶領我們來到英國，又給我們異象及負

擔，我們只好順從神的帶領；今年1月份，

我們鼓起勇氣與差會及差派教會分享我們

的心路歷程，願意一同尋求，等候神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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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團隊的另⼀一個事⼯工-學前
兒童活動 
早前因爲租⽤用場地的
教會考慮賣出物業，
加上我們團隊的同⼯工
要回國放安息年年，在
使⽤用場地未明朗及導
師⼈人⼿手不⾜足的情況下，
經過⼀一論商討後，我
們團隊決定在本年年1⽉月暫停這個事⼯工。 

對於團隊來來說當然是百感交集，我們知道
這是接觸婦女很好的途徑，但我們也明⽩白
⼈人⼿手的限制，深深體會要收的莊稼多，作
⼯工的⼈人少的情況。但在過程中，仍看⾒見見上
帝微妙⽽而精⼼心的安排。 

在我們蘊釀暫停這事⼯工前的⼀一個⽉月，區內
另⼀一所教會-浸信會教會的師⺟母主動的聯聯絡
我們願意作活動的義⼯工，每次她也投入的
參參與。我們團隊⼀一直為這事⼯工的前路路禱告，
最後，我們⼀一同感到若若這位師⺟母的教會願
意承接這個事⼯工會是⼀一件美事。 

於是我們把團隊及這事⼯工的情況與這位師
⺟母分享，邀請她為此事禱告並把事⼯工的情
況帶回教會分享。起初，⼤大家也不知道事
情會怎樣發⽣生。當教會了了解情況後，感謝
神，感動教會回應承接這個事⼯工。師⺟母後
來來與我們分享，當教會領袖回顧教會上⼀一
次開辦有關活動已是30多年年前的事！但他
們看⾒見見，現在是時候，神讓教會再次承擔
服事區內社群，接觸居⺠民的⼯工作。 

感恩神興起願意為祂擺上的弟兄姊妹回應。
但與此同時，我們近⽉月收到原有租⽤用兒童
事⼯工的教會（循道衛理理會）消息，因為⼈人
數長期下降，他們將於8⽉月份開始停⽌止崇
拜，求主保守該教會眾信徒的⼼心，為他們
預備合適的教會繼續崇拜，好叫他們在主
裏⼀一個也不失落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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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及引證。面對前路未明確，我們此時正

準備回港，所以請大家為我們有健壯的身

心靈祈禱，讓我們專心的跟隨上帝前行。 

我們盼望把我們兩年來在這兒的看見與大

家分享： 

齋戒⽉(Ramadan) 
今年5月15日至6月14日是伊斯蘭教的齋

戒月，大部分穆斯林的青年及成人都會守

齋戒月，甚至我們的其中一位客人「艾當」

先生在齋戒月前的一個多星期告訴我們他

已經提早守齋來調節身體的機能。而在齋

戒月期間正值英國的夏天，穆斯林要等待

日落後即晚上十點後才能飲食，大部分人

為了減少體力的消耗，都減少在早上及正

午外出。區內的

商店有些更會在

這段時間休業，

食肆更一律在晚

上才營業，我們

店鋪對面的咖啡店更掛了營業時間是晚上

十時至凌晨二時的橫額。如此景象，真是

有點難以想像這兒是英國！我們的商店成

了區內少數如常營業的店鋪，每天開店前

我們也會為穆斯林朋友，我們的社區，世

界上的伊斯蘭教群體能夠有一天得著救恩

禱告。 

感謝神，情況不是想像的那樣，因為我們
的鄰店是售賣清真肉類店（HALA MEAT 

SHOP)，由於齋戒月期間他們在晚上比平

日吃更多的肉類，所以有不少街坊在鄰店

買肉後，順便進來看看我們的店鋪，反而

多了一批新面孔。有客人更對我們說住了

這區多年，現在才發現我們這店呢! 

  在齋戒月期間穆民要作「捐獻」的善功
教條：透過幫助有需要的人以增加他們面

對真主審判時能

夠進入樂園的機

會。所以又有一

批街坊，帶著大

大小小捐贈的物

品來我們的店鋪。

雖然他們可以把

物品捐到區內另

一所伊斯蘭組織

開辦的慈善商店，但他們卻選擇把物品帶

來，這反映了我們的店得到他們的接納與

肯定。他們大多沒有停留下來與我們傾談，

不過我們盼望當他們想找基督徒對話時，

會想起這店，求主使用這慈善商店接觸區

內的穆民，憐憫他們，讓他們反思信仰，

認識人不能靠行為得救，惟獨基督的救恩

能施行

拯救的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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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團隊也掛心這
段期間會否沒有客人
來呢？

或許當我們分享前路的轉變時，大家

也產生一些疑問，英國是一個基督教

國家，要作穆宣為什麼不到中東國家？

非洲有許多發展中的國家那裡有很多

需要，為什麼會有感動留在英國事奉

呢？

齋戒⽉月期間區內的廣告板宣傳
「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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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齋戒⽉期間，最艱⾟的⼀
群就是婦女們」 

因為她們在日間禁食，但卻要如常的照顧

家人，特別是家中有幼兒的更是疲勞，一

方面他們要如常的為年幼子女預備食物及

處理日常家務，另一方面她們也要在傍晚

為家人預備入夜後的晚餐。因為齋戒月期

間晚餐要預備的食物都比平日的多。待家

人吃完晚飯後，她們才能休息，這差不多

已是凌晨兩點了! 

故此，她們每晚只能睡四至五小時，差不

多一個月這樣的生活，都令她們疲倦，消

瘦。我們的朋友「司敏娜」雖然她正在尋

找真理的旅途上，但面對整個群體的宗教

文化與生活是結合起來的處境，她也會守

齋戒月的規條。求主憐憫這群穆斯林婦女，

讓她們能夠在真理上得著釋放，找到靈裡

的自由，能夠以心靈敬拜真神。 

伊斯蘭蘭化的社區發展 
來到英國事奉，才體會到穆民的人口如何

急速增長，他們在英國各大小城市中高度

集中聚居，結集；由一個小社群漸漸發展

成伊斯蘭化的社區，社區範圍也隨著人口

增加而不斷向外擴展。正如我們事奉的區

域，穆民聚居是十年以上的區域，是經過

長久建立且伊斯蘭化，這社居中已知的有

161間清真寺，這是多年來發展的情況。 

開齋節 EID AL-FITR 
本年年6⽉月15⽇日是伊斯蘭蘭的開齋節 

沒想到的是，伊斯蘭的開齋節在英國，都

可以是一件大事，得到新聞報導及採訪。

原來，伊斯蘭的開齋節的慶祝活動在英國

伯明翰，多達15萬人參與！是全歐洲最大

型及最多人數參與的。 

去年是10萬人參與, 今年卻增多了5萬人，

增幅達50%！這是我們沒法想像的！若我

們沒有來英國參與關心穆斯林工作的話，

也不會知道情況是何等迫在眉睫！ 

商店事工的機遇 
藉著商店事工，讓我們接觸多了移居英國

多年的穆斯林社群；兩年的事奉，讓我們

與一些客人建立了友誼，其中一位朋友阿

麥，我們見著他的轉變，起初只偶然來店，

但隨著傾談的機會多了，關心問候，漸漸

成為了我們的朋友。現在他差不多每天都

來店，偶然更會帶由太太烹調的食物到店

送給我們。當他知道我們即將回港，不時

提我們請記得他！不捨之情，由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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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達15萬⼈人在英國伯明翰公園舉⾏行行開齋節慶祝活動



幾個月前，我們的同工送贈了一本聖經給

他，他願意收取，祈求主讓他有渴慕閱讀

聖經的心，讓他認識真理，得著救恩。 

建立信徒
我們在這兩年裡建立了不同的網絡，可以

參與不同形式的事奉崗位：一方面我們以

「營商宣教」的模式在穆斯林的社區中傳

揚主。另一方面我們定期的被邀請到諾定

咸華人教會講道，因為在這段期間堂會沒

有牧者，我們藉著講道，教導浸禮班，建

立及堅固信徒的靈命。此外，我們在英語

教會－夏邦浸信教會也有參與接觸國際留

學生的服侍，安藤亦被邀請在崇拜中講道。

有時面對不同的事奉，我們也感到忙碌，

疲倦與孤單，但感恩在這兩年裡有各堂會

的弟兄姊妹，牧者、神學院同學及老師前

來探訪我們，為我們打打氣。有些知道我

們的事工後更從香港把不同的物品帶來，

捐贈給店作買賣，感謝大家。你們的支持

給予我們許多的鼓勵及肯定。 

每次相聚我們也能夠用廣東話暢所欲言的

傾談，珍惜從神而來的這份情誼。我們希

望把我們在這裡事奉的情況及我們所看見

英國教會的屬靈情況及需要跟大家分享。

希望藉此讓更多弟兄姊妹對在英國及歐洲

穆宣有多一份的認識及關注。我們想，這

就是神帶領我們來到這裡的原因，願神

興起更多人前來，為主作見證。 

我們將於8⽉中回港，屆
時希望有更多機會與⼤家
⼀同分享及述說上帝奇妙
的⼯作，歡迎前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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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聚會： 
1. 9⽉26⽇ (三)   晚上 8:00                  
荃灣浸信會差傳祈禱會                         
地址：⾹港新界青山公路荃
灣段99-113號4樓。 

2. 10⽉21⽇ (⽇)  下午 2:00                       
宣道會⽯蔭堂差關⼩組            
地址：葵興光輝圍21號昌發
⼤廈2樓。

代禱事項： 
1. 為到這兩年充滿轉變與挑戰的生活，對神有新
的認識與同在，感謝神！ 

2. 感謝神，這兩年來有美好及多元化的事奉。 
3. 求主繼續使用現有的團隊，在穆斯林社區中為
主作工，領人歸主。 

4. 英國教會及英國的華人教會的靈性復興,有熱
誠及異象向本地多元群體傳福音禱告，求主擴
闊他們的視野，願意接納不同群體進入教會，
賜他們有樂意關心別人的愛心。 

5. 求主賜智慧給我們懂得如何安排離英回港的大
小事務，感謝神為我們預備了留港期間的居所。

6. 求主使用我們回港期間的分享，興起更多弟兄
姊妹回應，關心及參與英國工場的事奉 

7. 禾場廣大,機會處處，但作工的人少,求主賜下

更更多工人收取莊稼。 

8. 求神帶領我們的前路，或非洲或英國，只願明
白神的旨意，作主忠心的僕人，成就從主耶穌
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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