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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信徒進入神的安息，產生謙卑

之情，將一切榮耀歸給神，不再

有面子的得失問題。可以接受善

意的批評，面對惡意的毀謗，也

能以平常心面對，自然不會隨

便發怒，因為他已經治服自己的

心，成為情緒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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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間彼此互為肢體，人

與人之間彼此的連結建立

在愛的基礎。因著神的愛，

我們也可以以相同的愛去愛

人。聖經中對於人與人之間

的相處有深入的刻畫。我們

都渴求一份真摯的友誼，但

這份友誼必須在神的愛裡，

才能永久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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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瘟疫大流行，已經進入了第三年，

各國雖然在抗疫上各有不同的成果，但還未

完全走出疫情的陰影，在經濟、生活等各方

面也深受影響。這次疫情更對真教會有著不

同程度的衝擊，有一些地方政府趁著疫情打

壓宗教活動，禁止教會聚會；另一些自由的

國家，雖然沒有太多防疫限制，甚至已經繼

續局部開放聚會，但仍有不少信徒流失，聚

會的出席率大不如前。真教會在這一次疫情

中，要檢討信仰上的缺口，並把握疫情下傳

福音的機遇，成為我們必須反思的方向：到

底在疫情下的教會，當強化哪些工作方向？

一、反省信仰的本質， 

重新建立起初的信心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

就在基督裡有分了（來三14）。

這次疫情，徹底反映每個人信心真實的

情況。疫情之前，大家處在平安之中，來

教會聚會敬拜神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在那一

段封鎖的日子中，無法去教會實體聚會，你

在家中有持守這份信仰嗎？當教會重新開門

了，你是否有信心，不怕染病的風險，重

新回到教會實體聚會呢？有一些人非常害

怕來教會聚會，因怕會染病，但他們卻可以

去超市買菜、上班上學、上醫院看醫生、打

疫苗……。到底今天我們是怎樣看待這份信

仰？是否視為「必要」Essential的？或是可

有可無的？現在尚未遇到大逼迫的程度，沒

有像使徒時代的羅馬政府要把基督徒抓去餵

獅子，或像文革中的基督徒，要冒著被抓的

危險祕密的暗地裡聚會；倘若這時我們都怕

得要死，那麼在大逼迫中，我們的信仰肯定

是不堪一擊！所以此時是每一個人對信仰作

省思的時候，並要重新建立對主耶穌那堅定

不移的信心，才能為日後遇上更大的動盪和

逼迫作準備，將來才能與主同榮、得進天

國！

文／楊志豪　

有一些人非常害怕來教會聚會，因怕會染病， 

但他們卻可以去超市買菜、上班上學、 

上醫院看醫生、打疫苗……。

疫情下教會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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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作王。

我們若不認祂，祂也必不認我們；我們縱

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為祂不能背乎

自己（提後二12-13）。

二、積極尋找迷羊， 

重新建立愛的團契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

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

羊，直到找著呢？（路十五4）

後疫情時代，各國教會首要的任務是要

統計教會的信徒，在這次疫情中流失了多

少？如果政府已經開放聚會，信徒在身體健

康的情況下仍然不來教會聚會，那信仰很可

能已經流失了！在邊緣了！教會的傳道、長

執、負責人，應當主動去尋找他們，趁他們

還沒有完全失去對神的信心時，常常以電

話、簡訊等方式關懷，更重要的是，要為

這次迷失的羊迫切禱告，期盼主的憐憫，能

尋回其中一些人。另外，一定有一些信徒在

疫情中生活遇到困難，教會也要主動伸出援

手，救濟與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

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

呢？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

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約壹三

17-18）。

除此之外，教會也要盡快恢復實體的團

契生活，讓信徒可以交流；所謂線上聚會、

網路團契其實都是虛擬的，人與人之間要有

實際上的信仰交流，信心才可以互相激勵。

疫情的初期，各國政府進行封鎖，教會也

被關閉，那個時候所有信徒要藉著網絡來聚

會，實在無可厚非。然而現在已經進入後疫

情的時代，各國政府都在研究如何和病毒共

存。教會的領導者也是一樣，絕對不要讓信

徒有一種迷思：以為自己身體健康，也可以

躲在家裡，以為「線上聚會」，可成為一種

常態。聖職人員一定要勉勵信徒回到教會作

實體的聚會，並帶頭參與和帶領各種團契的

活動，這樣才能激發信徒已經冷卻的信心。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

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

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

近，就更當如此（來十24-25）。

因此教會的領

導者要有信心，在

政府防疫措施的許

可下，盡快恢復教

會的崇拜、團契與

愛餐等活動。教會

的防疫措施，絕對

不要規定得比政府

還嚴格和封閉。病

毒也許日後會繼續

存在，教會的信仰

也要與病毒共存。

領導者更要以身作

則，信徒便會有信

心，彼此重建愛的

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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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末日警號響起，時日不多， 

加快步伐傳「警告」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

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

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

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

饑荒、瘟疫（或譯：死亡）、野獸，殺害

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啟六7-8）。

全球疫情大流行，是主耶穌要快來的重

要指標，日子不多了，祂已經站在門口了！

（太二四33）。在這次疫情中，人心惶惶

不安，很多人精神緊張，甚至罹患憂鬱症、

恐懼症或焦慮症……；也有很多人感覺很孤

獨，沒有安全感，亟需要主的救恩！真教

會猶如末世的方舟，一方面我們要像挪亞積

極建立自己的信仰，一方面更要把握恩門仍

未關閉的短暫時刻趕快傳警告，拯救失喪的

靈魂！因此各地教會必須集中所有資源，加

強傳福音的力度和速度，勉勵信徒積極傳福

音，好像聖經中的挪亞，一邊建造方舟（建

立自己一家的信仰），一邊向世人傳警告

（傳福音）。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

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

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

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

這樣（太二四37-39）。

結論

這一場疫情帶給教會不少的衝擊，但也

提供我們反省自己信仰和傳福音的機遇。求

主耶穌繼續帶領真教會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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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互相效力 
    ──越南福音事工近況

文／越南事工小組 鄭以賽亞執事

新冠肺炎大流行嚴重打擊了全球的生活，並且影響了教會大部分的宣道事工

和開拓計畫，但這些不利的情況對越南（胡志明市）的開拓工作來說，卻是一

個變相的祝福。每個星期五晚上，我們有4至6名當地的越南朋友與我們在越

南的信徒，同時與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信徒一起在 Zoom 平臺參加線上安息日

聚會。聚會的時間必須調整至晚上8點30分至9點30分（越南時間），以便我

們的志工講員能在結束他們本地的教會聚會後，再登入 Zoom 領會。

由於經濟和生活節奏放緩，讓越南的朋友們有時間參加我們的活動，這在

疫情前是極為少見的，尤其是在週日晚上。由於他們大多數人，包括我們當地

的越南信徒都需在週六工作，因此我們無法在週六下午召集他們參加安息日崇

拜聚會，所以目前安息日的崇拜聚會，主要是在胡志明工作的臺灣信徒參加。

從2022年第二季度開始，我們已安排讓當地的臺灣信徒帶領查經聚會，

系統性地查考使徒行傳，而非只由來自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志工領會。

近一年來，我們一直以「學習英語」為號召，進行每週一次的外展活動。

有鑒於他們不同的需求和個人時間的安排，我們將三位朋友分為兩組。來自馬

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志工所使用的課程教材（語法和口語），即是本會的基本信

仰、讚美詩、見證、教會刊物等內容。我們也為其中一人制訂以查經的方式進

行教學，希望藉此引導他的思考，讓他學習英語的同時，能從使徒行傳中自我

發現救恩的教義。

2021年8月 線上崇拜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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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事工小組聯絡員：鄭以賽亞執事

Whatsapp/LINE/WeChat/Kakao: +65-9752-4399

安息日崇拜 （Zoom）：

https://zoom.us/j/3982818890?pwd=L3FGb1U1NmFWaCtrNlNPOWh4WTUvZz09

星期五 8點30分（GMT+7）& 星期六 5點30分（GMT+7）

胡志明市宣道據點地址：19, Đường số 24, Bình Phú, Phường 11, Quận 6, Hồ Chí Minh

Google地圖 ――https://goo.gl/maps/Ai2i8noVELh4R79e7 （位於咖啡廳2F）     

越南語福音網站――https://tjc.org/vn/

每週我們會為住在同奈省（Tỉnh Đồng Nai，距

胡志明市兩小時車程，相距約90公里）的兩個孩子

進行線上宗教教育。另外，每月一次會透過 Zoom

平臺舉行姐妹團契。目前主要有二至三名在胡志明

市的臺灣信徒透過 Zoom 作安息日崇拜。我們知道

另有在越南工作和居住距離胡志明市較遠的海外信

徒（分別來自臺灣、馬來西亞和沙巴），可是仍難以和他們取得聯繫或得到回應。

我們希望各國總會、聯絡處和教會能夠鼓勵在當地的越南籍信徒加入越南虛擬志

工之事奉（Vietnam Virtual Volunteer Ministry - 3VM），在各自國家和家中協助越南的

事工。首先，我們居住在海外的越南信徒可以參加安息日聚會（尤其是週五晚上）、

團契，或幫助與當地的一些越南朋友保持聯繫。趁著還有白日；趁著當地的越南朋

友還沒有恢復到他們一貫的冗長工時和忙碌生活之前，我們希望信徒能聽到神在問：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英語宣道班（初學者） 英語宣道班（中階）

姐妹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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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困頓，仍有主扶持成長 
      ──新加坡聖工近況

文／新加坡聯絡處

因為新冠疫情的緣故，對新加坡各處教會來說，2021年仍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但是，一年下來，越來越多新加坡人接種疫苗，讓政府逐漸放寬疫情管制，讓我

們得以恢復更多實體的教會活動。感謝神，我們更頻繁地舉辦聖餐禮，也有更多

信徒回到教會聚會。我們也重辦實體宗教教育課程，更讓短期神訓班學員回到亞

當路和直落古樓教會實體上課。宣道方面，我們也分散舉辦佈道會。各處教會已

開始自辦偶數月崇拜佈道聚會。

另一項由疫情帶來的正面發展，是7月開始，每天透過 Zoom 進行的讀經禱

告。感謝神，每天平均有70-80位信徒參加。各處教會的長青和中年讀經團契，

參加人數也在疫情中逐漸提升。

然而，負面的是，疫情管制的確影響了信徒之間的互動。我們無法在教會舉

辦團契愛餐及兒童營會。許多聯絡處在本地和國外的計畫，都持續受疫情影響；

大型佈道會傳單的分發、逐家佈道，以及在療養院的事工都暫停。我們也被迫改

由線上進行國外大部分的事工。我們禱告祈求這些計畫和活動，能在新冠疫情逐

漸流行化而非瘟疫時，得因管制放寬而再次推行。

2021年活動亮點：

1. 朱仲暉弟兄主講「信心使我得勝」輔導課程（1月17日至2月8日），內容包括

介紹聖經輔導、專題研討，針對不同年齡層之輔導及座談會：聖職人員處理

家庭糾紛。

亞當路教會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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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職人員和理事會成員線上靈修會（7月24日至25日）。星期日由賴倉億傳道主講「現

代神學思想」，馬來西亞的聖職人員也一同參加。

3. 新馬傳道靈修會（7月26日至30日）

4. 青年靈恩會，主題為「逃避少年的私慾，追求公義」（8月6日至8日）

5. 兩次線上靈恩會：

年終靈恩會 執事按立禮 許彼得傳道於直落古樓教會進行宣道培訓

(2) 2021年11月26日傍晚至28日

主題：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

腿挺起來（來十二12）。

子題：

�◎重新得力

�◎重新建造

�◎重新整頓

◎重新思索

�◎被建造成為靈宮

�◎百折不回

(1) 2021年5月28日傍晚至30日

主題：達到基督的標準（弗四13）

子題：

�◎耶穌 ―― 順服的兒子

�◎耶穌 ―― 困乏者的益友

�◎耶穌 ―― 培育人的良師

�◎耶穌 ―― 從神來的教師

�◎耶穌 ―― 愛孩童如父母

�◎耶穌 ―― 駁斥謬論

在2021年也新受洗了14位信徒歸入主名下，分別有直落古樓教會6位，三巴旺教會1位，

亞當路教會7位。

進入2022年，新加坡聯絡處將計畫著重於宣道事工。聯絡處宣道部，聯合各處教會宣

道股，擬定「各人領一人」為主題。四間教會將在各季輪流舉辦一次全國性的佈道活動。

我們看見末世的預兆應驗的同時也禱告，希望更多信徒意識到時日無多，發起熱心進行個

人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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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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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加坡緬甸事工小組

真耶穌教會緬甸事工

緬甸事工因新冠疫情和政治動盪受阻。當地軍閥不時有敵對與政治僵局所導致的

衝突。因此，當地環境仍然不平靜且危險，信徒日常生活也過得不順利。商店、供

應鏈、銀行提供的基本服務也時有中斷。該國正面臨通貨膨脹，食物、日用品、通

信服務價格皆上漲。實體佈道的行程自2020年3月起因邊境管制而暫停。

雖然實體崇拜在疫情初期暫停，但感謝神，隨著時間推移，尚且能夠恢復聚

會。仰光在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上午的安息日聚會已恢復線上聚會，宗教教育則尚

未復課。至於 Kalay 區的教會（東雜略Taungzalat、Sawbuayeshin、Natkyikon），

信徒已經能夠在會堂實體聚集。有時由當地傳道實體領會，有時則線上收看新加坡

證道者領會之直播。東雜略和 Sawbuayeshin 兩處的宗教教育也已經復課。聯合青

年聚會在星期日下午於線上舉行，由新加坡青年協助。我們也成功為仰光和東雜略

舉辦年終靈恩會，由新加坡的證道者線上證道。

張巴拿巴傳道身處新加坡，續任緬甸駐牧傳道。他與當地傳道緊密合作，透過

電話定期進行牧養工作，包括以視訊或電話等方式探訪信徒。

福利方面，緬甸事工小組已安排數次在此艱難時刻為有需要的信徒分發食物，

也幫助有醫療需求的信徒。由於教會裡的兒童教育學習受阻，事工小組也為東雜略

（Taungzalat）的兒童安排每日基礎課程之學習。

2021年11月28日緬甸 Sawbuayeshin 靈恩會施洗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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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狀況

目前在緬甸有全職傳道者2位，全職福音工人1位。信徒總數有244

名，執事1名，教員13名與助教1名。而在2021年11月的秋季靈恩會當

中，東雜略教會有1名嬰兒接受施洗；Sawbuayeshin 教會有12人接受施

洗。

各地信徒數如下：

仰光教會：信徒59名，教員5名

東雜略教會（Taungzalat）：信徒數75名，新受洗1名，執事1名，教員5名

與助理1名。

Natkyikong 教會：信徒數17名，教員1名。

Sawbuayeshin 教會：信徒數80名，新受洗12名，教員2名。

Letpanchaung 祈禱所：信徒數3名。

Mamoh 祈禱所：信徒數3名。

Lamzang 祈禱所：信徒數7名。

艾藻爾 Aizawl（印度米左拉姆 Mizoram，India）祈禱所：有時候信徒僅來

此地短暫工作數個月或幾年，而非長期居住，因此目前信徒數0人。

當地現況

現有兩位全職傳道和一位執事。各地理事會以

及其成員仍然軟弱。我們需要更努力地訓練出有能

力且敬虔的人來帶領教會。堪憂的是，疫情和當地

內亂，打亂了原有訓練各地理事會，以及與之交流

的計畫。緬甸事工小組代表，目前會定期與當地傳

道和工人舉開周例會，小組也不時與仰光教會理事

會開會。透過線上 Zoom 進行崇拜，由新加坡或當地傳道視訊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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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光教會

由於仰光實施疫情封鎖，再加上陷入政治僵

局之後所導致的戒嚴與宵禁，會堂的崇拜聚會已

經停辦。現在每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上午的崇拜

聚會透過線上 Zoom 舉行，由當地傳道或新加坡

的證道者領會。青年團契也恢復在星期日下午舉

行；目前正努力讓宗教教育恢復上課；2021年成功地藉由網路舉辦年終靈恩會。由於信徒正面

臨通貨膨脹和困難，緬甸事工小組也持續安排食物（米、油），定期分發給所有信徒。

東雜略教會（Taungzalat）

星期六上午的安息日聚會已在會堂內進行，由當地傳道實體領會，或由新加坡領會者透過

Zoom 證道。原訂年終線上靈恩會的週末，因各方軍閥間的激烈衝突而延後。現計畫在2022年初

補辦靈恩會。

我們聘請了當地教師（非本會信徒）為教會的兒童開辦私人學業班，因為新冠疫情和政治僵

局所造成的動盪，已迫使他們停學近兩年。而巴拿巴執事的妻子也因染疫，在2021年6月蒙主恩

召。

Sawbuayeshin教會

由於當地網路訊號欠佳，信徒鮮少上線聚會。然而，他們聚集在彼此的家中進行安息日崇

拜；宗教教育在會堂內舉行。由於敵對雙方的軍事衝突，通往Sawbuayeshin的路途並非時刻安

全，因此，當地傳道一直無法定期到訪該村。感謝神，兩位傳道在2021年11月有一次機會到

訪，舉行洗禮、洗腳禮和聖餐禮。

Natyikong教會

這間教會軟弱，有許多信徒離開教會，現在只剩幾戶信徒。為配合他們的需求，現在的聚會

在星期六以米佐語進行。

Letpatchung祈禱所

我們在本村沒有教堂。羊圈裡只剩一戶信徒。由於疫情管制，當地傳道無法到訪，而我們也

無法聯絡這戶信徒，求主看顧。

Mamoh祈禱所

本村一樣沒有會堂。信徒是一家三口。當地傳道會定期關懷與他們聯絡。

2021年11月21日緬甸東雜略靈恩會施洗1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