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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認老、面對外表逐漸的

老態是讓獨居老年人生活精采

的首要心態。信徒若直到年

老，仍堅定對神信靠的心，這

才是真正樂觀奮進的晚年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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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將諸般的恩賜分別賜給眾

人，是希望藉著肢體的互

補，以成就身體。然而，在

這過程當中，總會出現不可

預期的狀況，假先知的出

現、工人心態的扭曲，甚至

於連原本屬神的信徒們也都

被迷惑了！分辨與成長，讓

自己在屬靈的爭戰中，不會

被引誘墮落，也不會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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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愛惜光陰

靈
修
小
語

文／西馬 張以斯拉

在保羅對以弗所教會的書信中，他建議並鼓勵信徒們要智慧地善用時間度日：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

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五15-17）。

謹慎行事

當保羅使用「行事」這一詞，是指我們過生活的方式。他提及兩種人：愚昧人

與智慧人。保羅解釋，「愚昧人」乃是指那些不懂得善用時間，也不明白神旨意的

人；另一方面，「智慧人」不但會充分利用時間，並且遵照神的旨意生活。雖然我

們之前可能也懂得把握時間、安排生活，但這段疫情讓我們得以再次反思：自己是

否遵照神的旨意善用時間？或是如今，正是一個改變的時機？

光陰

當保羅以希臘文寫下「光陰」這一詞，他所使用的詞根為καιρός（kairos），是

指一個合適的時間或時刻（機會），或正合時機行動，而非固有的時間概念，以

秒、分、時、日或年作為單位。他希望信徒能抓住所被賜與的機會行事（能把握當

下行動）。以此概念加以延伸，依《韋伯辭典》的說明，kairos 所指的是「在一個

合適條件下的時間完成特定的行動」：時機和決定性的時間點。

今日，當我們「能夠」，也「應該」完成某些重要的事時，那就是處於「對的

時刻」。所以，我們應把握時間思考並保證採取行動。然而，我們的想法、決定與

行動必須符合神的旨意，正如保羅所闡明的。如此，我們才配稱為智慧人，而非愚

昧人。

要愛惜光陰

此次疫情是末日的預兆，是叫醒我們的警鐘；現在時候滿足，正是從瞌睡中、

睡夢中和休眠中醒來，並充分利用神所賜時間的時候（羅十三11）。現在，正是保

持靈性警覺和殷勤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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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行為

感謝神，在這疫情期間，正好可趁機檢

視及反省個人與教會的信仰狀態（林後十三

5）。我們要透過有信心的行為（帖前一3；

帖後一11），殷勤作成得救的工夫（腓二

12）。信心必須伴隨著行為，否則信心就是

死的，信心必然與行為相稱（雅二14、17、

22、24、26），其結果與結局便是我們靈

魂的救恩（彼前一9），並得以進入我們主

基督耶穌永恆的國度（彼後一10-11）。

宣道的工作

感謝主，在這疫情期間，儘管有各種不

同的方法、模式或平臺，傳福音的工作仍持

續進行。雖然一開始困難重重，但環境迫使

我們去探索各種能在數位與社群媒體時代傳

福音的技術，並促使教會採購數位、影音媒

體及網路等設備。或許我們的實體行動受到

限制，但神的道卻不被捆綁（提後二9）。

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我們要積極的傳

福音，使神的道，就是福音，能在各國、

各族、各方、各民快快傳開（帖後三1；啟

十四6）；傳至遙遠之處，給那些不曾聽過

全備救恩福音之人（林後十16；羅十五20-

21），好叫神的道能得著榮耀（徒十三47-

48）。

行善的作為

感謝主，在這疫情期間，各國總會、聯

絡處，以及當地教會、信徒，並東、西半球

宣道小組，有許多機會和場合，得以向需要

援助者展現愛心與關懷。在主的祝福下，富

餘的人能夠以捐獻現金和必需品的形式幫助

有需要的人（林後八12-15）。不分國籍、

不分種族，皆以愛心與關懷來對待，就如

非猶太人的教會捐獻給耶路撒冷的聖徒（羅

十五25-27）。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或灰心，只要有機

會，就當不斷地行善（加六9-10）；如此這

樣去做，就是做在基督的身上（太二五34-

40）。

結語

讓我們一同明白神賜予這特別的時刻，

也要好好把握，並且付諸行動，更新我們的

心思意念，免得錯過機會而後悔莫及。

祈求神賞賜智慧，好明白祂對我們生命

的旨意――無論是現在，或是疫情之後，都

可以勇往直前的為真理奮戰。願一切榮耀歸

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文／沙巴總會

來自沙巴的弟兄姐妹，奉主耶穌基督聖名向大家問安，在此分享沙巴州的近況與
活動。

我國國家安全理事會實行全國封鎖，欲遏止新冠病毒擴散。根據1988 年傳染

病預防和控制法令實施居家令，自2020年3月18日起生效，在法令下教會第一次關

閉。教會聚會、教會活動、宗教教育課程、靈恩會、培訓、講習會被迫展延，這

是沉重的打擊。由於邊境關閉，鄰國砂拉越（Sarawak）及納閩的宣牧工作被迫暫

停。

耶和華必預備（耶和華以勒）

總會的資訊技術是軟體基礎設施裡最薄弱的環節。新冠病毒爆發前的五個

月，總會秘書處終於在多年的努力下成功安裝光纖電纜，將頻寬從12Mbps升級至

300Mbps。此外承蒙神的恩典，一位在國外電信公司工作的弟兄熟悉線上直播的操

作，他恰巧回到亞庇。感謝主耶穌，在關鍵時期安排合適的聖工人員，解決宣牧工

作危機，得以將宣牧工作移至線上平臺（參：創二二14；啟十四6）。第一次安息

日線上聚會於2020年3月18日在 Youtube 平臺上進行直播。

消息 

專欄

237期

期間 管制令階段 教會座位限制

18/3/2020  –  9/6/2020 行動管制令（第一波） 零 
10/6/2020 – 31/8/2020 復甦式行動管制令 50% 座位容量

  1/9/2020 – 8/11/2020 有條件行動管制令 30% 座位容量

9/11/2020 – 12/1/2021 有條件行動管制令 50% 座位容量

  13/11/2021 – 26/1/2021 行動管制令（第二波） 零 

  5/2/2021 –   4/3/2021 有條件行動管制令 30% 座位容量

  5/3/2021 – 18/3/2021 有條件行動管制令 30% 座位容量

19/3/2021 – 28/4/2021 復甦式行動管制令 50% 座位容量

29/4/2021 – 31/5/2021 有條件行動管制令 30% 座位容量

  1/6/2021 –   9/7/2021 行動管制令（第三波） 零 
10/7/2021 – 13/8/2021 國家復甦計畫（第一階段） 零

10/8/2021 – 30/9/2021 國家復甦計畫（第二及第三階段） 僅限50人

1/10/2021 – 至今 國家復甦計畫（第四階段） 50% 座位容量

 

一再反覆的行動管制措施

座位容量因為新冠病毒的

狀況有初步改善，州政府於

2020年6月10日允許恢復教會

聚會，但僅開放50% 的座位

容量且需保持社交距離，70

歲以上的年長者與小孩禁止參

加聚會。信徒聽見恢復教會聚

會的消息都非常歡喜，「我們

往耶和華的殿去」（詩一二二 

線上詩歌佈道會

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  

                                  沙巴近況更新沙巴近況更新

92 2022.03  5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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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但這份歡喜是短暫的，由於州選舉造

成第二波疫情擴散，2020年11月8日，沙巴

州再次實行有條件行動管制令，直到2021年

3月4日。隨著第三波疫情擴散，教會聚會與

活動再度展延至2021年9月30日。

在這前所未有的艱苦時期，因長時間無

法聚集在神的殿中（來十25），對信徒在信

仰上所造成的影響成為我們的擔憂。在疫情

期間，教會為造就信徒而採取的線上聖工如

下：

1. 於星期三傍晚及星期五晚上舉行晚間聚會

2. 舉行西海岸區及內陸區線上靈恩佈道會

3. 舉行全州年度姐妹團契聚會、長青團契聚

    會及青年團契聚會

4. 使用 Google Meet 舉行每週青年及成人查

    經團契

5. 使用Google Meet 及 WhatsApp 提供孩童

    及青少年線上宗教教育

6. 線上詩歌佈道會

7. 使用 Zoom 舉行聖樂工作坊

8. 使用 Zoom 舉行成人神學訓練課程

9. 繼續低調進行4位神學生之神學訓練

然而，偏遠的教會資訊技術有限，還存

在許多困難。聯邦部門所進行的一項研究顯

示，仍有36.9%的學生，因沒有電子設備而

無法參與線上課程。因此，我們的宗教教

育教員及傳道，便寄送教材至偏遠教會的學

員，以實施居家教學。

救濟

2021年5月24日發生了一場大水災，

影響了居住在內陸區金馬望社區的118個家

庭，與居住在保佛社區的30個家庭。由於政

府延長有條件行動

管制令，導致我們

在兵湘岸區 3 間偏

遠教會的 38 個家

庭，在食物供應方

面受影響。

另外，有116

位信徒在2021年確

診新冠病毒。大部

分確診的信徒屬於

低收入成員，如農夫、小型企業家、被減薪 

40% 的員工或年長者。本著主裡一家的精

神，教會提供緊急援助，調送分發救濟用品

給受影響的信徒（參：箴三27，十一25）。

現況

在過去21個月內共有237位信徒、3位執

事與4位傳道感染新冠病毒，1位傳道入院治

療。承蒙神的恩典與憐憫，所有感染者都得

痊癒，除了3位年長的弟兄因染疫而病逝。

但感謝全能的神，宇宙之主宰垂聽祂選

民的禱告，新冠病毒危機有明顯的改善。從

2021年10月18日起，宗教活動與教會崇拜

聚會（50% 座位容量）已獲准進行。而截至

2021年12月15日止，確診人數已經從最高

紀錄3487人下降至232人。

全州青年崇拜聚會 

 COVID-19期間食物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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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專欄

237期

福音於1927年傳入西馬來西亞。西馬來西亞的聖工分別在四個隸屬總會的教區

進行：北區、霹靂區、中區及南區。

最新教勢

截至2021年底，有32所教會，4間祈禱所，6處宣道中心，另有5個集中於霹

靂區的原住民社群之開拓區，信徒達3,600名。西馬總會的部門包括牧養、宣道、

宗教教育、訓練、文宣、青年組、庶務及財務組，另也協助印度的聖工。

牧養事工

新冠病毒的疫情擴散，導致政府實施各個階段的行動管制令。故此，教會許

多活動，如崇拜聚會以及各項事工的訓練都改為線上進行，包括：

1.各語言的線上聚會，諸如：英語、華語、巫語及淡米爾語。總會的網站https://

tjc.org.my亦重新修訂，包含每週的線上聚會連結及資訊，還有每晚的家庭祭壇

節目。

「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傳七14）。讓我們反省，這是否是對我們的

警告？讓我們從舒適圈中儆醒與謹守嗎？（帖前五6）。「所以要束縛你們的

心，謹慎自守，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彼前一

13）。神要我們靈修，使我們在走出這新冠病毒的危機之後，靈性能夠更加成

熟，面對即將降臨的大患難（太二四21-29；啟七14）。

願一切榮耀與尊貴都歸給主耶穌基督。阿們！                                          

洪災後，緊急靠四輪驅動車子載送援助賙濟物資進入災區。

文／西馬總會

疫情下，重新出發──  

                            馬來西亞的聖工馬來西亞的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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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地方教會也各自播放他們的線上聚會

節目給當地的同靈。

3.線上訪問：我們透過各種社群媒體，諸如 

Zoom、Google Meet 或 Whatsapp 來關心

信徒，勉勵他們互相聯繫以及鞏固各地方

教會同靈之間的情誼。

4.線上靈恩會也分別以全國性、區域性的方

式舉開，或者由地方教會各自進行。

5.全國信徒代表大會在過去兩年都在線上進

行。

6.在行動管制令稍微鬆綁時，我們按立了三

位聖職人員和一位傳道。

感謝主及蒙神的恩眷，許多同靈透過線

上聚會能繼續敬拜神，並且在各自家中靈

修。因此，他們的家即成為全家一起敬拜主

耶穌的中心點。

宣道活動

在新冠疫情下所實行的行動管制令，讓

許多同靈在經濟上受到重創。教會和信徒們

都積極關懷受影響的信徒，並提供他們經濟

上的支援，或透過贈送食物籃來協助他們度

過此難關。

1.總會啟動了專門推動宣道事工的網站：  

www.salvation.my。

2.每月舉辦全國性的線上福音及見證分享。

3.線上的慕道者聯誼會：宗旨是與慕道朋友

或親戚繼續保持聯繫，並展現出我們真誠

的關懷。

4.定期的線上聖經查考班。

5.成立虛擬詩班。

6.挫折：新冠病毒的擴散，也讓居住在偏遠

郊區的原住民感到恐慌。因此，外人想要

進入、接觸這些原住民的部落是一項挑

戰。這也影響我們在開拓區的聖工，因為

我們無法與他們會面。然而，我們繼續用

各種方法嘗試與他們保持聯繫，諸如把食

物送到入口處，或帶他們到疫苗接種中心

施打疫苗。

宗教教育活動或兒童班

感謝主，下列的措施讓我們把所有的干

擾減到最低，讓孩子們在繼續學習神話語的

同時，也能完成本年所制訂的課程綱要。

1.透過 Skype、Zoom 或 Google Meet 來進行

線上授課。

2.使用 Google Classroom 線上教室。

3.已經規畫的節目，如青年講習會、聖經

營、教員講習會以及短期神訓班都在線上

進行。

4.混合班的模式：實體教學與線上教學同時

進行。

西馬總會對於明年度的計畫有兩個重點 

，皆以線上的方式進行。重點一是網路宣

道，總會與地方教會計畫進行一系列的線上

佈道會、虛擬詩班等節目。重點二是按各地

方教會的需要來安排訓練工作，包括聖工人

員、證道、翻譯及宗教教員的網路工作坊。

願神繼續帶領西馬的福音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