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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是屬神的地方，也是由

弟兄姐妹組成的屬靈團體。

人帶著肉體難免有軟弱，我

們若將眼光都聚焦於此，恐

怕會在信仰中產生疑惑，甚

至跌倒。因此要學習在團契

中以神的愛彼此相愛並實踐

聖經的道理，讓自己即使看

到破口，依然站立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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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人生在世，雖是暫居的客旅，但

我們的生活中是否常有「以父事為

念」，是否有榮耀神及完成神所託付的

工作？「我在地上已經榮耀祢，祢所託

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現在

求祢使我同祢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

已先，我同祢所有的榮耀」（約十七

4-5）。又我們是否願意像尼希米因為

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而急迫地修

護與積極地復興自己的信仰及關懷信徒

的靈命。

現在的末世充滿著假基督，也是社

會規範與聖經真理衝突的時代，我們是

否能學習尼希米，為了神的工作，在聖

工的態度上有所突破？修復城牆、復興

信仰。我們是否願意像主耶穌一樣潔淨

聖殿的心一樣，潔淨自己的心？

進到殿裡是否願意「淨」殿？

進入神的殿，心是否也進來了？

進入神的殿，心是否也清空了？

進入神的殿，心是否安靜了？

進入神的殿，是否與神心心相印？

*本文為2020年文宣營寫作組學員作品。

在
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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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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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處於一個空前不確定的時代。流行
病的肆虐已超過一年，消退的跡象卻絲毫未

見；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生活及公共健康的失

序、難以言喻的痛苦，並日益嚴峻的挑戰。

面對大部分國家嚴格管控實體互動與行

動範圍的措施，我們被迫適應和重新思考生

活的方式，包括工作、社交模式，以及最重

要的――敬拜神的方式和如何落實宣道工作

的工具。即便因封鎖令而無法接觸彼此，我

們還能如何傳福音？

與其屈服於這種不可避免的現況，我們

更相信，靠著聖靈的感動與一份甘心領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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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志，凡事都能行。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去適應並克服空間上的障礙和長期以來的傳

統，改變我們施行聚會、關懷與種種宣牧工作的作法。在世界宣道的思維下，我們需

要一種勇敢的眼光，一種適應並調整性的策略來面對挑戰，重新振興彼此「往普天下

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十六15）。

福音的工作絕不能止息或停滯不前，相反地，在這個成為新常態的疫情中，我們

必須更加殷勤做工，使萬民作主門徒。

超前思考、擁抱改變、更新信念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無論得時不得時，無論境遇如何改變，福音工作都必須

持續進行。正如使徒保羅所提醒的，假如我們要使萬民作主門徒（太二八19-20），

就必須保持以堅守使命為優先的心態，並隨時預備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提後四

2）。

過去在向親友傳真理的模式上，我們深受傳統作法的影響，並都依賴邀人前來參

加教會或家庭的聚會，這一直是最有效的方法。然而，行動限制令的擴大，導致實體

聚會的困難，也干擾了傳福音的手段。儘管有這樣的阻礙，我們仍必須承擔使命，繼

續以熱心和新的策略，宣揚天國福音（太二四14）。

關於傳福音的信念，我們有兩個面向可重新確立。

首先，我們需要「擁抱」改變，並訓練自己學會新的技能以符合目前的情勢。誠

如保羅所言，我們應當「向什麼樣的人，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林前九22）。藉由主的指引，教會已積極採用新的數位方式及工具，應用在與信徒

保持連結，以及對外廣傳基督福音的手段上。

然而，即使我們已擁有執行線上崇拜、課程、講習會與訓練的工具，我們卻不能

滿足於此，反倒要更重視持續的推廣與使用這些工具，並進一步挖掘這些虛擬平臺的

各項潛能。身處在這緊密連結的世界中，有數十億人口使用著社群媒體和各種虛擬平

臺以維持互動；我們必須繼續放膽探索這些工具的所有潛力，保持靈活、敏捷，並採

用新的方法來呈現與傳揚福音。

真理 

專欄靈
修
小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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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人與人直接的碰面與問候，對於

激勵彼此的愛心和善行極為重要（來十24-

25），但我們必須意識到，有鑑於群聚限

制的持續性，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去接受、調

適，並不斷調整我們在線上參與的模式，以

取得與信徒和慕道者更好的連結，而非僅採

用單一種策略。我們往往傾向於依賴用相同

的傳教策略，並將其直接轉換為虛擬模式，

但這樣是不夠的。我們必須不斷深化對地理

性、環境性和社會性背景的認知，使我們能

夠更圓融、更貼近所關懷對象的需要與其特

殊環境。

值此同時，我們需要在信仰站立得穩，增

進對聖經、教義和真理的認識，以期對聖經

能更詳細闡明（提後一13-14）；並除了以個

體身分來祈求，更要為基督身體的屬靈健康

與發展不斷代禱――因為教會是一個整體。

把握機會

其次，我們必須努力把握與運用各種眼

前的機會（包括運用新挑戰和考驗帶來的優

勢）來傳揚真理。即使面對考驗和磨難，這

些也將使我們經歷試驗，並在這些試煉中保

持堅定不移（雅一3；彼前四12）。

門徒因受迫害而從耶路撒冷向外分散

（徒八章），正好與神的旨意一致，實現了

祂交付給使徒教會將福音傳遍地極的使命。

若非這種突發的、混亂的事件，將使徒教會

信徒打散至各處，就地理的角度來看，福音

的傳播可能早已受阻；教會增長緩慢及流於

自滿，可能就成為一直等候所謂「有利條

件」的結果。讓我們有遠見和智慧，即使在

逆境中，也能適應變動中的環境，並辨識出

新的契機。堅守不變的教義和真理；每一次

的逆境，都會湧現許多新的前景。

正如使徒教會受迫害一例所證明的，我

們必須學會珍惜在患難中出現的機會，必

須相信「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羅八28），開創進取、滿有智慧並

「善用每個機會」（參：弗五15-16）。為

了用諸般智慧宣揚祂，我們必須運用神所賜

的智慧調整策略，合乎當前需要，以把握那

出於神美意、自逆境而生的機會。

結論：相同的福音，不同的策略

最後，我們必須記住，儘管在福音策略

中要保持靈活有彈性，但福音的核心信息仍

然不變。而可以不斷嘗試的，是各種傳福音

的方法，以貼近新一代的信徒。

朝著這路線，我們應繼續推進並研究新

的措施和策略，例如：

◆線上宣道平臺及虛擬論壇，以引起並

鼓勵相關議題的討論。

◆虛擬宣道小組與網路跟進志工。

保羅的鼓勵值得我們省思：「我們行

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

成」（加六9）。因為，如果我們熱愛傳揚

福音並信靠神，永不偏離神的道路，那麼神

的愛將會開路。記住，我們只是祂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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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及2021年，大家面對疫情的

挑戰，香港地區大部分已計畫的聯

合活動因而取消。但神的工作卻沒

有停止，祂賜給教會職務會負責人

及傳道智慧，當本地政府的政策稍

有寬鬆，教會即把握機會舉辦各項

聖工，神的恩門是常開的，因此有

很多美好的見證要與大家分享。

以下是香港地區駐牧傳道的分

享：

香港教會、澳門聚會點˙ 

施福安傳道

2020年初中生學生靈恩會，因

疫情關係，香港教會單獨舉辦，

以網路形式授課，反應比預期的要

好，感謝主。

2020年香港教會秋季靈恩佈道

會，在10月10日（六）上下午各舉

辦一場佈道會；10月14-17日舉開靈

恩會，17日安息日因聚會人數的限

制，採取人員分流，因此上下午都

需要舉辦聖餐禮。總計水洗2名，靈

洗5名，領杯185名。

2021年4月分開始恢復分區家庭

聚會，以網路查經方式舉行。星期

五早上的查經也以網路的方式進行，人數比

實體聚會多。

澳門的牧養仍然透過網路直播方式聚

會，當中也曾用網路直播方式舉辦過喪禮。

西區教會、荃灣教會˙陳澍佳傳道

2020年西區教會受到疫情影響，故原定

春季舉辦的靈恩佈道會延至秋季，並取消了

年中一系列的聖工。但感謝神的是，秋季靈

恩佈道會即使在疫情的威脅下，依然順利舉

開，並且仍有慕道者前來參加。目前西區教

會一切聚會已恢復正常，但部分年長的信徒

由於染疫風險較高，故其家人反對他們繼續

參加聚會，這是教會的隱憂之一。

2020年荃灣教會的多

項聖工均暫停，包括少年

班聖經營等一系列宗教教

育的活動都受到影響。但

在疫情的中，我們也體會

到神的恩典。荃灣的秋季

靈恩佈道會由於疫情影響

一度延期舉辦，但感謝神

的是，我們剛好於政府禁

令生效前幾天成功舉辦秋

季靈恩佈道會，完成了全

年度最重要的聖工之一。

文／香港聯絡處香港聖工報導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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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圖：九龍教會舉開春季靈恩佈道會獻詩

九龍教會春季靈恩佈道會

西區教會舉開安息日聚會

荃灣教會舉開家庭聚會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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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教會、九龍教會˙陳秀雲傳道

因疫情關係，香港地區大部分既

定的聯合活動皆取消。

在取消2020年春季的靈恩佈道會

後，教會積極為秋季靈恩會作準備。

本以為只能以網路舉行，但感謝垂

聽人禱告的神，在靈恩會開始的前幾

天，政府突然宣布教會可以恢復實體

的崇拜。

雖然有人數的限制，但能夠重新

回到神的殿一起禱告求靈恩，是一

個莫大的恩典！而在各教會結束靈恩

會後不久，香港地區又進入第四波疫

情，教會只能再一次回到線上聚會的

日子。

雖然有疫情的阻隔，但感謝主！

我們的青年在學習道理上有迎難而上

的心。在疫情期間，曾經邀請馬來西

亞的執事進行網上講習會，在事奉上

裝備自己；願主記念各人愛主、事主

的心。

2021年4月分再次開放實體聚

會。感謝主，在神美好的安排下，大

埔舉辦了教員聯誼會，九龍教會則順

利舉開了春季靈恩佈道會，有三位新

受洗的弟兄姐妹，他們也體會到世事

的變幻無常，要把握進天國的機會。

感謝神，願神繼續帶

領我們，在各種環境的考

驗、試煉下，信仰能更加

堅定、長進。

一位日本信徒對日本教會的期待，她說：

「早期的日本信徒，在戰時於臺灣接受福音，

繼而在戰後，將福音的種子帶回日本，日本的

教會得以發展。在東京地區，初期以五十嵐長

老一家為中心；我在小時候，完全沒想到日本

會建立了幾間堂皇的會堂，感謝主奇妙的恩

典，日本眾信徒的努力，發展至今，有了東京

教會、東京墨田教會、橫濱教會、千葉教會、

川口教會、關西（大阪）祈禱所，今後，願您

支持代禱，求主增添日本信徒，讓我們一起朝

著目標邁進。」　

當疫情肆虐世界各地，日本政府做了三次

緊急事態宣言，教會聚會與聖工都受了影響。

我們不求神立即改變環境，只求神賜給我們勝

過環境的信心（林後十二7-9）。

在2020年7月聯絡處負責人與聖職人員聯席

會議中，提議召開聖工研討會，訂下聖工發展

目標：1.從2021年起五年內，每間教會各分設

一所新的教會。2.2025年成立日本總會，為此

積極尋求對策，開展聖工，終於在2020年11月

22日舉開聖工研討會，研討會主題：「我能為

日本聖工 
近況與未來展望

西區教會舉開安息日聚會

2021年
文／林永基

  大埔教會舉開教員聯誼會 

學習兒童詩歌

2021年2月23日教員靈修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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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做什麼？」與會人員有各教會職務人

員、實習傳道、神學生、各團契幹部、各家

庭小組幹部，約有120名，分成12組研討12

個議題，大家靠聖靈帶領，集思廣益，提出

建言，做成決議。

為了落實聖工的推動，在聯絡處成立聖

工推動委員會，由各教會教務負責人與聯絡

處聖職人員組成。每三個月舉開會議，目前

聖工的重點是尋找迷羊，各教會列出不常來

的信徒名冊、慕道者名冊，請各教會家庭小

組、各個團契積極找回迷羊。同時各教會推

動分區的家庭聚會，每個月都要彙報家庭聚

會的情形，以作檢討。

在四國、九州、神戶、京都、名古屋、

仙臺、北海道等地，都陸續有迷羊的蹤跡，

這也正是我們要拓展福音的地方。

為了加強文宣工作，成立了日文翻譯小

組，能積極做好文字工作，提供宗教教育教

材、各種講習會教材，充實聯絡處網站，進

而對外福音開展工作。

各教會組成日語團契，帶領日本籍的信

徒，創造事奉機會，同時積極培養日語講道

人員和翻譯人員，期待培養出日本籍的傳道

者，提高向日本人傳福音的使命感。

在今年2月宗教教育教員靈修會中，針

對宗教教育聖工的推展作了研討，提出了學

生家庭祭壇活動；成立線上青少年日本語讀

經班、中國語讀經班；舉開日本真耶穌教會

繪畫大會；為了籌備日本聯絡處2021年11月

福音詩歌交流會，成立日本真耶穌教會管弦

樂團、舉開兒童音樂營和青少年音樂營。

為了因應教會的發展，聯絡處今年七月

將正式按立小林禮二為傳道者、在神學院受

訓的有兩位二年級神學生王長卿弟兄、王為

清弟兄，另一位今年已通過神學院入學資格

的遠藤利弟兄。同時今年上半年按立林約翰

（本名林進）、望月和、王典樂三位執事，

下半年擬按立羅傑章、俞秀琴兩位執事。

日本教會是比較年輕化的教會，信徒大

多從大陸、臺灣、南洋移民而來，日本信徒

仍算少數，不過在日本出生成長的信徒有不

少是20歲以上的年輕人，是教會未來聖工的

接棒者，這些年輕人為了推展聖工，也開始

進行教會之間青年的交流，準備積極投入聖

工的行列。

在日本已成家立業的信徒，感受到來日

本定居時，是兩手空空而來，現在因主的

恩典卻是滿滿的祝福，都是因為堅守主的話

語，遵守安息聖日，熱心奉獻、參與聖工、

親愛弟兄姐妹，得到主的恩待。

目前教會雖然仍處在疫情的逆境當中，

我們深信藉著禱告可以讓我們勇敢面對各

種難題，體會神的恩典必定超過我們所求所

想，我們仍可以從教會的發展看到神榮耀的

作為。

2021年1月3日全國教會代表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