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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世界都籠罩在不安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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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末日是不是快來了？雖然

環境如此惡劣，我堅決相信

神一定有美好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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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暗的地方看到亮光，即使

再微小，那也是美好的。在

魔鬼所轄制的世界，人類的

未來本來是一片黯淡，將來

等著的是跟魔鬼到同一個地

方。「正直人在黑暗中，有

光向他發現；祂有恩惠，有

憐憫，有公義」（詩一一二

4）。從此，正直人要為光

傳揚，讓世人都能臉蒙光

照，成為光明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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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21年十二月止，疫情似乎趨緩受控，但又發現新的變異

病毒，這樣的日子，已快接近兩年的時間了。全球因為疫情而死

亡的人數，已經超過五百十一萬人，這是一個讓人非常吃驚的數

據。世界各地每一個國家，每個地區，每個家庭都有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響。有的人受疫情感染而死亡、重病，身體狀況因為疫情

受到嚴重的損傷。在這期間，有了疫苗可接種後，許多國家鼓勵

民眾，踴躍參與接種疫苗來防疫。每個國家的政策不一樣，有些

國家已經意識到新冠病毒不會因為有疫苗而消失，因此決定與病

毒共存，但是也有國家仍然鐵腕防疫。

共存的決定乃是希望人民都能接種疫苗，再次開放邊境，希

望一切都能恢復新日常。

2020年七月份開始，聯總為了能更好的協助與關懷，真耶

穌教會一些受到疫情嚴重影響的同靈，開始設立「非洲愛心基

金」，讓各國同靈本著主裡一家的精神，鼓勵大家踴躍奉獻來救

濟生活上有困難的弟兄姐妹。感謝神，有許許多多的弟

兄姐妹願意在金錢上，援助我們在非洲因為疫情而

失業、沒有收入而沒飯吃，生活陷入貧困當中的

同靈。

正如聖經所言：「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

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我

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太十

42）。

這兩年多來疫情的影響，也能讓考驗我們是

否有真實的信仰。

靈
修
小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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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在這段期間進步或是倒退了？我們的信仰是否出問題？對主耶穌的信心，在

患難中隨著時間過去都可察覺出來。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彼前四7）。若沒有對

神的倚靠，心靈的重建與穩定備受考驗；面對這樣的病毒威脅與挑戰，我們該有怎樣

的省思？

當面對疫情的無力感時，其實我們可以安靜面對人性的不足，也更容易在神面前

謙卑柔和。

神把患難的日子，放在我們的生活中，特別是死亡的威脅一步步靠近時，我們才

會想到生命的結局。其實死亡離我們不遠（根據報導，感染上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

一般捱不過二十八天就會死亡），只是神要我們學習，一樣是過日子，屬神的人，他

的日子應該與世人有所不同。現今的世界沒有平安，但是主所賜給我們的平安是完全

不一樣的（約十四27，十六33）。過去的我們，花了多少時間，汲汲營營的勞碌奔

波？有了還想再有，賺了還想再賺，忽略了個人及家人的信仰建立，更忽略了關心教

會事工，忘記了作基督徒傳福音的工作。

疫情是神給我們生命旅途上的休止符，趁這個時候，整理我們與神的關係，重新

面對內心的自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們能做什麼？我們還有多少時間？還能做

些什麼？

憑真理，好好的給自己一個正確的回答。疫情使您在信心、愛心上有長進更多

嗎？是否也讓您更懂得珍惜，因而更親近神？神在這疫情中考驗我們，還是我們仍然

講很多的理由遠離神？

考慮到目前有許多國家，已經完全開放，只要有接種疫苗，就可以開始自由出

入，決定與疫情共存。打從十一月底，非洲聖工小組及南非聖工小組，已經決定再

次差派工人到非洲各國，去巡牧教會及探望弟兄姐妹。求主親自帶領及眷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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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阻擋的福音── 不受阻擋的福音── 
                印度教會現況

教勢統計

印度目前有14間教會、3間祈禱所、2間崇拜中心。2021年，印度的信徒

人數從1,613位，增加到1,652位，增長率約2.42%。聖職人員有14位執事、4

位女執事與5位傳道。宗教教育有35位教員，包含學員約207位。

新冠肺炎疫情

在2021年上半年，印度慘遭新冠疫情肆虐。當地政府限制一切民間行動

和宗教活動。在這段期間，所有教會聚會以及宗教教育課程都被全面禁止。

感謝主，雖然無法進行實體聚會，但是印度聯絡處的傳道，依然可以通

過 YouTube 以及 WhatsApp 視頻通話的平臺來證道。

印度聖工小組也通過Zoom網路平臺，於2021年6月27-28日，舉辦了一場

為期兩天的線上長執靈修會。當時有超過十位長執出席該靈修會。

近來，有一些長執和信徒自發性地協助分發米糧，給受新冠疫情影響的

信徒家庭。而這段期間，也有好些信徒和長執深受疫情影響，甚至離世。

來自全球各地的信徒，出於愛心，為印度提供了經濟上的捐助，願主紀

念他們所有愛心的奉獻。在這段期間，我們捐助了馬幣約16,000元（約印度

文／許哈巴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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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長執靈修會（2021年6月27-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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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比300,000元）給那些受第二波新冠疫情影響的信徒家庭。印度當地教會也自行籌

措了馬幣2,000元（約印度盧比31,000元）。當印度政府開始逐漸放寬限制的時候，

他們也到大街上去分發食物和飲料，同時也分發福音小冊。

印度聖工小組，連同印度聯絡處執委會成員，於2021年7月20日，召開了一場聯

合會議暨對話。會議上的討論事項，包括印度教會的情況彙報，以及2021年下半年

和2022年的工作規劃。

在2021年的下半年，印度宣教小組於8月8日舉辦了傳道和傳道娘靈修會，主講

人為馮約書亞長老。同時，在印度宣教小組裡負責協助青年事工的潘以賽亞執事和

張以利亞執事，於2021年10月24日舉辦全國青年委員靈修會。2021年9月12日也舉

辦了全印度的線上全國靈恩會，主題是「你們心裡不要憂愁」（約十四1）。

在2022年裡，我們將計畫在上半年，透過Zoom網路平臺開辦各種講習會

和靈修會。藉著神的恩典，期盼我們能夠在2022年的下半年到訪印度。   

召開聯合會議，討論工作報告與計畫（2021年7月20日）
印
度
聯
絡
處
傳
道
和
傳
道
娘
靈
修
會
︵2021

年8

月8

日
︶

自發性地分發米糧給受疫情影響的信徒家庭 到大街上去分發食物飲料，並同時分發福音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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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會近況更新韓國總會近況更新文／許明道

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的恩典。

在疫情中（2019年至2021年度），簡單介紹韓國教會的近況及韓國

總會聖工推動內容。

一、宣道（開拓地區）方面

在幾年前，本會在濟州島建立了一座宣道中心。目前每個月差派傳

道一次，前往濟州島去協助傳福音、牧養事工。感謝主耶穌的憐憫及帶

領，今年10月8日，濟州島宣道中心第一次舉辦洗禮。這次受洗的慕道

朋友是一位女士，剛好她的親戚（本會水門教會一位女執事），為了她

的靈魂得救，從水門搬到濟州島去。這位女執事向她介紹主耶穌，並帶

她到我們教會慕道。

雖然目前在濟州島的信徒並不多，不過我們相信，

在神的憐憫和帶領之下，會漸漸加添信主的人。請大

家也為濟州島地區的聖工興旺代禱。

235期

濟州島宣道中心

濟州島宣道中心舉辦洗禮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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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訓練（教育）方面

最近本會有計畫性的重新整修早期金泉、三溪、

書道這三間教會的會堂，並改建為信仰培訓中心，

目的是為了更堅固年輕一代青年的信仰。簡單介紹

這三間教會如下：

（一）金泉教會是本會在韓國地區最早建立的教

會，其根基也是教導本會整體性的地方。因為早期

不少由聯總差派來的長執、傳道到這裡協助許多講

習會、青年靈恩會，曾經參加過那幾次講習會的教

員、學生當中，有些同靈已經獻身當傳道、按立為

長執，或成為教會的負責人了；他們常常會提到，

那時候他們怎麼學習聖經的道理，希望讓下一代也

如此認真學習。

（二）三溪教會是教會成長的好榜樣。這間教會

成為早期信徒信仰生活教育的中心地點，並在神的

同工之下，使教會能夠成長，因此現在有計畫把這

座會堂改成本會靈修培養中心。

（三）書道教會是殉道的教會。早期在此有一位

傳道（朴必善）殉道，當時此地還有一些從北韓來

的共產黨員。雖然這位傳道在殉道前幾天，聽到有

預言「傳道將受難」的事，但這位傳道不因這預言

而躲避，依然為了神的道，為了信徒剛強地守著教

會。因此本會有計畫讓下一代的青年多多理解殉道

者的精神，並且教導、藉著神的話讓他們個人的信

仰剛強起來。所以這座會堂計畫改建成早期教會的

歷史教育舘。

金泉教會

三溪教會

書道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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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三座信仰培訓中心，整修改造完

畢後，可開放供信徒隨時參觀。裡面會提

供早期教會信徒美好的信仰見證集、相片資

料、影片資料。若各教會帶青年、學員或者

負責人來參觀時，也可舉辦禱告會、講習

會，善用信仰訓練中心。

三、重建會堂及搬遷（購買會堂） 

   現況

目前政府計畫在原韓國總會所在地區重

新開發，因此韓國總會需遷移他處。目前先

與大田教會聯合建設，同時兼用為韓國總會

訓練中心。從今年3月起，大田教會開始重

建會堂，目前正在施工當中，預定往後總會

的培訓活動都在此舉辦。

感謝神的帶領和恩典，天安教會、首

爾西部教會購買會堂的事宜，雖然因疫情

的緣故受到許多限制，但各地教會的崇拜

聚會、宣道、宗教教育、事奉、團契、賙

濟方面等事工仍不斷地進行。也讚美神的

恩典，雖然在艱難中，大田教會、首爾西

部教會、天安教會購買會堂或是重建會堂

都很順利。請大家繼續為韓國各教會的聖

工發展代禱。願一切榮耀、頌讚、尊貴

都歸於天上的真神。敬頌！以馬內利！ 

                                                                    

大田教會重建會堂

首爾西部教會購買會堂

天安教會購買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