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二期

永續服事
裝備器皿

只要心裡尊基督為聖，以祂為主；常常作好準備，去回答那些
問你們為什麼懷有盼望的人。
~ 彼得前書3：15

我們的期刊會刊登在
http://simtaiwan.org/歡迎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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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時期之
服事-裝備器皿
華生 （SIM 東亞區候任總主任）
宣教，乃是要在神要我們在的地方，做神要我們做的事，以及按
神的方法及旨意來作成就這一切的事。宣教也是放棄了我們可以控制
日常或正常工作方式的權利，並允許神在需要時進行介入。當我們反
思當前的新冠肺炎已經中斷了我們許多例常的事工時，這讓我們想起
了使徒保羅在服事中也曾經遇見的中斷。
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1：12-14中的捆鎖，在很多情況下似乎是
對他宣教旅程的一種阻斷。但是使徒保羅說：“弟兄們，我願意你
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腓立比書1：12）。
保羅知道他的入獄是神計畫的一部分，也是神的介入，以便在監獄
中贏得許多人。因此，當前的疫情挑戰提醒我們要問問自己：“全
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是否是神的介入，以便我們能在現在做好準
備，為了在未來的日子以新的方式完成神的使命。”
靈性的反思
新冠病毒的全球傳播，無疑對全球宣教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基
督的大使命不能也不應該受到新冠肺炎的控制。因此，正如那些致
力於大使命的人一樣，我們需要為當前的宣教進展做好準備。在全
球新冠肺炎大流行時期中，為服事做好準備的第一種方法，就是省
察我們自己的靈性。我的意思是：我們是否與神同行。耶穌透過禁
食和向父神禱告四十晝夜，來為自己的挑戰性使命做好準備（馬太
福音4：1-2）。當前的困難時期提升了我們對神的倚靠，我們也瞭
解到祂的恩典已夠用。因此，全球性的疫情時期乃是進行真正的個
人靈命反思的絕佳時機。
對聖靈的反應敏銳
當我們持續地進行宣教活動時，我們往往趨向於自給自足、自信
和自力更生，而不倚靠聖靈的帶領。基督教作家克莉絲蒂娜·福克
斯（Christina Fox）說：“突如其來的意外使我措手不及，但它們並
沒有使上帝措手不及。它們並不是隨機的或是毫無意義的事件，實
際上，這些中斷是出於某種原因而神聖地擺在我的道路上的。上帝
利用這些中斷或干擾使我變得更像基督。”我們的主耶穌借著聖靈
的大能行事，“耶穌被聖靈充滿，從約旦河回來，聖靈將祂引到曠
野…”（路加福音4：1）。基督徒的靈性依靠聖靈的能力來按照神
的旨意生活和服事。因此，新冠肺炎事件乃是一個呼召的號角，提
醒我們要對聖靈的領導有敏銳的反應。

本文經SIM東亞區辦公室同意轉載

目錄
• 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時
期之服事 - 裝備器皿
• 來自禾場的見證
• 來自宣教士的見證
• 取消SIM東亞區成立
40周年慶

3
作資源的忠實管家
新冠肺炎被預測將對全球宣教所需的財務資源產生重大影響。如果給宣教的支持大幅度降低，那
麼許多宣教士可能都要從工場撤退。這使我們想起了宣教士保羅的話：“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
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腓立比書4：12）
。我們應該有信心的、真誠的禱告，祈求我們忠實的奉獻者和支持者繼續慷慨解囊。但是，即使他們
的奉獻減少了，我們也將透過減少開支並繼續使用神提供的任何資源，不中斷地執行祂的使命，致力
於成為神的資源的忠實管家。因此，新冠肺炎事件絕對是一記喚醒神資源的忠實管家的警鐘。
結論
宣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說：“每個人都遇到各自的困難，也許已經迫在眉睫！但是，我
們必須前進！”是的，讓我們充滿信心地向前邁進，我們的目光仰望我們的神，全心全意地履行我們
的宣教呼召，雙手緊緊抓住祂的福音信息，迎向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後的挑戰。

來自禾場的見證
五比索
Jun 和 Armi（菲律賓）
菲律賓的五個比索（約美金一毛錢），您能
用來買什麼呢？我們與Kalili的關係就始於價值
僅五比索的糖果。
她是我們地區的M族母親之
一，在街上賣糖果和香煙。每
當我們離開家到我們服事的社
區時，我們都會見到她。她是
那些會對我們微笑並友善的人
之一。有一天，我們從她那裡
買了糖果，開始和她認識。
原來她和她的丈夫來自馬拉威
南部，因戰爭來到馬尼拉。他們在
馬拉威的房子被摧毀了，小生意也
因此丟失了。他們想在馬尼拉開始
新的生活，因為他們在這裡有親戚。目前，他們
與四個孩子一起在馬尼拉租一間小房間居住。

當這裡因疫情被封鎖時，我們立即與Kalili聯
繫，瞭解她和家人的處境。我們開始在屋子裡收
集米、蛋和沙丁魚送給她。我們非常高興SIM菲
律賓辦公室能比當地政府更快地回應M社區的需
要，這也讓我們有機會送物資給他們一家。

“因為彌賽亞耶穌愛我們,
並命令我們去愛像您和您的
家人一樣的其他人...”
我們其實非常榮幸，儘管發生了
這種全球性的疫情，我們卻仍然能夠
比以往更深入地在日常生活中服事M
族群的朋友，讓我們藉此以非常真誠
的方式表達了耶穌的愛。

藉此機會，也促使Kalili向我們提
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您為什
麼要對我們做這些事呢？在這種情況下，人們
一般只管自己的生存，但您卻願意和我的家人
分享您的財物。”我們唯一的回答就是：“因
每當我們經過Kalili身邊時，我們都會與她 為Isa Al Masih（阿拉伯語彌賽亞耶穌的意思）
交談。她分享在馬尼拉的生活有多麼艱辛，她 愛我們，並命令我們去愛像您和您的家人一樣
希望能回到家鄉並在那裡撫養孩子。對她來說 的其他人。我們也經歷了其他人給予我們的祝
，很難在這裡生活，這裡的人們非常不同，由 福和愛，因此我們才能
於她是M信仰的人而受到不同的對待。他們感 夠 與 您 分 享 。 ” 這 使
到抬不起頭，在這裡不被接受。他們很高興見 Kalili和我們都流下了
到我們這些基督徒，因為我們對他們很友善， 眼淚。她還說，願意從
也願意抽出時間與他們交談，這使他們在這個 我們的聖經中進一步瞭
陌生的地方感到一絲絲的溫暖。
解Isa Al Masih。
在這段社交安全隔離期間，這種不受歡迎的
感覺變得更加強烈。我們的地方政府一直在向人
民提供救援物資，但卻排除了外來的社群。政府
優先考慮的是當地人民，當有多餘的物資時，才
會送到M社區。最終，他們只在第三次的物資分
配中收到救濟品。

請為我們禱告，當陪
伴Kalili和她的丈夫走這
段認識真神的路程時，
有智慧並清楚地介紹耶
穌，願他們能經歷真神
的救贖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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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載難逢的機會

當將你的事交托耶和華

Biu（南蘇丹，已回到印度東北）

丹和泉子（坦尚尼亞，已回到日本）

帶著失望、困惑和對未來的未知，我思想著我
該如何在奈洛比度過這段時間呢？但，我沒有質
疑或是感到痛苦，而是以積極的態度改變我的想
法。這確實幫助我改變了我的整個生活，我學會
了倚靠和信任祂的主權。這段期間，我能夠花很
多時間坐在耶穌的腳前，花時間傾聽祂的聲音。
祂給了我足夠的力量與平安，繼續前進。我提醒
自己要感謝上帝並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歡喜。我
經常打電話給我在馬巴安的朋友，並透過
What’sapp發資訊給一些弟兄，以便他們可以在查
What’
s app
經的時候朗讀給姐妹們聽。這樣，我就能鼓勵他
們，讓他們知道我關愛他們並為他們禱告。

“我學會了倚靠和信任祂的主
權。這段期間，我能夠花很多
時間坐在耶穌的腳前，花時間
傾聽祂的聲音。”
每週兩次，因為M族群的事工，我還透過Zoom
參加了線上問答課程。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受益匪
淺，讓我覺得我可以回去重新開始我的事工了。這
個課程有不同的講員，他們對M事工擁有非常豐富
的經驗。這是神在這段時間給我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上帝已經將一切都裝備妥當，我只需要謙卑自己
，並在祂帶領我的時候保持開放的態度。你們要休
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
上也被尊崇。（詩篇46：10）。

“當將你的事交托耶和華”
這是我在這次新冠疫情期間一次又一次學習
到的功課。這就是在我跟隨祂之後，在新冠危
機後的世界中，主耶穌一直命令我做的事情。
2020年，對我們家庭來說應該是充滿很多計
劃和令人興奮的特殊的一年。在坦尚尼亞服事了
近二十年之後，這是我們在這裡完成宣教士任期
的最後一年。但是，眾所周知，新冠疫情的爆發
改變了我們的所有計劃。我們被迫迅速地結束各
事工，不得不比原定計劃提前半年離開禾場回返
家鄉。面對許多不確定性，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
讓我們心煩。我來到主的面前哭了，我傾吐了我
的苦毒和痛苦
的心。在這個
過程中，主向
我們保證，祂
知道我們的處
境，並透過在
禾場及家中清
楚地回答我們
的禱告來鼓勵
我們。我們的主在我們的宣教工作中擁有完全的
主動權，無論發生什麼可能使整個世界陷入混亂
的事，祂卻可以利用最壞的情況來發揮自己的最
大作用。所以，“當將你的事交托耶和華，並倚
靠他，他就必成全。”（詩篇37：5）

危機中的反思
碧珊（肯亞）
我認為我在這次新冠全球大流行危機中學到的最重要的功課是對自己有所反思。由於這個國家
有很多病例，因此實施封鎖，我大部分時間都必須待在家裡。過去，我經常出去工作一整天，主要
是教導M難民英語（這是我很喜歡的事工之一）。儘管現在生活有所不同，但我感謝上帝，在我居
住的差會的宿舍裡有一個花園，我許多年沒有去理會它了；現在，由於我的室友回鄉述職了，所以
我要幫忙照顧這些年來被她細心照料的花草，我因此學會了發現上帝創造的植物之美。我也學習
了與同工和院子裡的孩子們進行更多的互動，鼓勵他們如
何建立團隊。我自己也有更多的運動的時間，這對我的健
“我學會了倚靠和信任祂的主
康非常有益。最後一點（但並非是最不重要的一點），我
權。這段期間，我能夠花很多時
有更多時間靈修禱告、聽講道資訊並參加另一位同工的門
間坐在耶穌的腳前，花時間傾聽
徒訓練課程（這是我一直渴望的）。上帝正在利用這一次
祂的聲音。”
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來塑造和增強我們個人和團隊的力量。
上帝也使用疫情的蔓延藉著多媒體使人們的心靈更加靠近，儘管人們受到身體上的束縛，但他們
還是嘗試透過多媒體進行交流。我們的團隊會議也比以前更多了；另外，更多的人有機會參與直播的
講道和團契。在這新冠疫情肆虐的時候，越來越多人思考生命的意義，我們有一些M民族也已經決志
跟隨主耶穌了，感謝主！
本文經SIM東亞區辦公室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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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果纍纍的時刻
Asule（馬里）
在過去的幾個月，對每個人來說都是艱難的旅程。生活突然開始改變，我們發現自己突然被禁
足在室內的世界中。在宣教禾場，我們曾經經歷許多的文化衝擊，但我發現現在原來還有另外一種
衝擊–新冠肺炎大流行。對我而言，這意味著我來到了一個新的國家，我剛剛展開新禾場的旅程，
但在剛剛起步的瞬間就已經結束了！
一開始，它影響了我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包括了
個人的、住房的、語言的、文化學習的和建立關係等
層面。但是，這種限制卻使我進入了對神的道的更深
層次的理解。對於我們SIM馬里團隊來說，在這段疫
情期間是一個碩果纍纍的時刻，因為我們能夠聚集團
契並互相服事。我也非常感謝能夠與他人以一種更個
人的、面對面的方式，進行更多地聯繫。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進行更有意義的交談並相互代
禱。

" 我感到主的大使命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更加緊迫！許多人從
來沒有機會聽到好消息 ..."

在展望未知的未來，以及新冠危機將對事工帶來怎麼樣的影響的時刻，我感到主的大使命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許多人從來沒有機會聽到好消息，這促使我對神賜給我的機會和時間更
加警醒–我要更熱心地為失喪的靈魂禱告！我要在我所處的環境中向人們伸出援手！我要更快地
培訓和裝備當地信徒進行宣教工作！

神是永不改變的
Edna（創啟地區）
我休假回來禾場並開始隔離後幾天，政府
宣佈封鎖所有學校和大學。我們為大約三十名
母親和三十八名兒童提供培訓和關顧的宣教項
目，也被視為是一所學校，所以被通知所有的
母親和孩子都必須留在家中。3月26日，政府
宣布實施全面封鎖，只有食品商店和銀行可以
營業。

員關顧團隊的一員。我也在收看有關關懷失喪
靈魂的影片。當我開始線上學習時，我意識到
我是多麼懷念學習的機會！還好即使我身在禾
場也有辦法做到這一點！這次的新冠危機，還
讓我可以定期與家人和朋友聯繫；我也打電話
給我們的一些隊友，確保他們的生活情況並為
他們禱告。

“我知道目前還有很多變化，
但是，儘管事情和時間表不斷
被改變，我的呼召和我服事的
神卻是永不改變的！”

當人們因社交安全距離而被要求與他人保
持一定的疏遠時，我不禁要問，我們的婦女或
貧民窟地區的人們該怎麼做呢？你如何在一個
小而擁擠的社區中進行安全距離呢？對於這裡
五月份的時候，「提升兒童項目」的管理
的人們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觀念，我不確定 員開始了每週一次的會議。除了籌集資金外，
他們是否會真正遵循。
我們還討論了在辦公室重新開始運作時，該如
何更好地服事婦女和她們的孩子。這種全球性
我非常喜歡自己的工作 - 照顧三十八名孩 的疫情極大地影響了我們的資金，而我們相信
子和五名同事；但這份服事也使我身心俱疲。 除了我們已經在服事的婦女外，還會有更多婦
作為一個性格內向的人，“封鎖”對我而言意 女需要得到說明，所以我們禱告祈求神賜給我
味著“休息”。封鎖期間該如何打發時間呢？ 們智慧和引導，應該服事誰以及應該如何提供
我有一個例行的時間表，即使我不出門也能使 幫助，也請切切地為我們的資金收入代禱。
我感覺到自己正在工作。我花更多時間與上帝
在一起，我閱讀祂的話語並禱告以幫助我能夠
我正在等待辦公室可以開始為我們的婦女
繼續定睛於祂。我在網上收看佈道影片。我想 和兒童提供服事的時間。我知道目前還有很多
學習更多新事物，所以我註冊了免費的會員關 變化，但是，儘管事情和時間表不斷被改變，
顧培訓課程，這對我非常有幫助，因為我是會 我的呼召和我服事的神卻是永不改變的！
本文經SIM東亞區辦公室同意轉載

6

來自宣教士的見證

自我預備

但，在這一切困難中，我們要讚美神，因為
我們可以享受在小房子裡做運動的時光、可以
Marthen和Mieske（印尼，等待重返工場）
透過Zoom進行團契、禱告會和線上服事。這樣
在新冠疫情期間，當我們拜訪不同的地方 的互動令人感到安慰，也為彼此帶來了喜樂。
時，我們發現各地的情況都是一樣：大家都感 我們從這種情況中學到的功課是，必須保持健
到擔心和害怕。然後，
康和紀律，以面對日後的
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
新常態。我們也被教導要
“我們期待我們的全能神的保
決定實施封鎖，這個情
為未來的事工做好準備並
況極大地影響了我們的 守、安慰、介入、智慧、醫治和 靈活地調整我們的方法！
事工。所有的佈道、分 供應。當我們禱告時，祂會在正 所以，我們將繼續進行線
享和會議的安排都被取 確的時間和地方使用祂的子民完 上禱告會、教學並進行門
消了，我們甚至無法探
徒培訓。我們期待我們的
成祂的旨意。”
訪我們的父母和兄弟姐
全能神的保守、安慰、介
妹。我們的社區和事工
入、智慧、醫治和供應。
地區也遇到同樣的事情，許多人都受到了影響– 當我們禱告時，祂會在正確的時間和地方使用祂
沒有工作、沒有薪水、沒有食物。壓力指數從低 的子民完成祂的旨意。
到高不斷攀升，大家都非常沮喪。

危機就是轉機
FC 和 Seihnai（印度東北）
自2009年以來，我們一家一直作為教會的
宣教士，被差派到一個美麗的喜馬拉雅山區服
事。多年來，我們看到了多人得救、受洗並成
為門徒，因此我們能夠建立三所家庭教會、培
訓男女傳道人。我們要將一切的榮耀歸於成就
祂偉大事工的神！
2020年2月25日，我們回到家鄉並搬到位於西
隆的SIM印度東北辦公室開始新的事奉。剛開始
在辦公室服事時，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了一種奇怪
的情況。由於新冠疫情爆發，我們所有的會議、
培訓和搬家都不得不推遲了。我們能做的事非常
有限，但是我們知道上帝在掌管一切！
在封鎖期間，我們可以體驗到上帝的愛與關懷，
上帝繼續滿足我們的每一個需求。我們非常感謝我
們所有忠誠奉獻的支援教會、家庭和個人。我們什
麼都不缺，我們可以為此榮耀上帝！

我們感謝上帝將這場危機轉化為傳福音的機
會。在約拿書 1：4 - 6中，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風
，海就狂風大作，甚至船幾乎破壞。水手便懼
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船主到約拿那裡，對
他說：“你這沉睡的人哪，為何這樣呢？起來
，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顧念我們，使我們不致
滅亡。”對於約拿和異教徒的水手來說，這場
危機是一個
轉捩點。然
而對於許多
人來說，當
前的這種傳
染病也是一
個轉捩點。
這是我們可
以透過這個
令人焦慮、
恐懼的疫情
時期，用上帝的愛來鼓勵人們的時候。

我們感謝上帝給我們這次機會服事祂，並藉
我 們 為 著 新 科 技 來 感 謝 上 帝 ， 帶 給 我 們 今 日 著社交媒體分享救恩的資訊。由於當前的疫情，
在 溝 通 上 更 加 許多人都感到焦慮、恐慌、擔憂和恐懼，他們正
便 利 。 自 3 月 在尋找希望、和平與醫治。當我們分享上帝的話
23日封鎖以來 時，他們從上帝那裡獲得了希望、和平與醫治。
，線上事工一
我們似乎沒有什麼可依靠的，我們不知道會
發生什麼事，但是有一件事是我們清楚知道的，
直是我們在基
督 裡 的 弟 兄 姐 那就是上帝掌管一切！耶穌昨日、今日和永遠都
妹 最 普 遍 的 外 是一樣的！上帝是我們在困難和危機時期的幫助
者。因此，讓我們靠近上帝，在這場新冠危機中
展形式。
尋求祂的面。
本文經SIM東亞區辦公室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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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引導

面對長期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事奉

Thang（印度東北）

Joyce（馬來西亞）

冠狀病毒大舉入侵人類世界，令所有人感到
驚訝。根據我們的世界觀和信仰，我們可能對此
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釋；但是，聖經已預言自然災
害、災難、饑荒、傳染病等疾病的發生（馬太福
音24章）。

主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
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
邊挪到那邊”，它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
不能作的事了。」（太17：20）。故此，當我們
面對無論是環境、挫折、煩惱、痛苦或這長期性
的新冠疫情，我們都當相信一切在神的手中。
只要我們來到祂面前禱告祈求，信靠祂，存著真
實順服的信心來抓住祂，深信我們必能得到祂的
眷顧並看到祂的奇妙的作為。

我受邀與我家鄉曼尼普爾邦的年輕教會領袖
一起參加宣教研討會，但是突然實施封鎖！別
無選擇，我們只能待在家裡。那些年輕的領袖
經常來找我們，甚至於可以和他們組成小型的
宣教研討會了。神給了我機會，通過高科技的
接觸與各地的宣教朋友和我們周圍的人聯繫起
來。
我的其他演講活動在這段時間被取消了，直
到解除封鎖為止。在此過程中，我多次受邀透
過線上電視直播的方法，對印度、緬甸和世界
其他地區，那些懂得我的方言的人們講道。這
成了我有史以來動員宣教事工能接觸到最廣泛
的對象的一次服事。

“我知道事情正在發生變化，
不管是好是壞，可能永遠都不
會再和以前一樣了，我需要為
事工的永續服事做好準備，以
應對不確定的未來。”

我花了很多時間寫新書以及為不同的雜誌寫
文章，由此，我經歷了神的引導。在沒有任何
事先準備的情況下，我卻能接觸到比我預期中
還多很多的人。
我知道事情正在發生變化，不管是好是
壞，可能永遠都不會再和以前一樣了。我
需要為事工的永續服事做好準備，以應對
不確定的未來。我可能需要依照不同需求
來調整我的策略和工作習慣，比如重新將
神所賜予的資源注入新的活力，制定策略
和相關的方法，與策略夥伴聯繫。最後，
當神繼續工作的時候，我需要傾聽祂在我
生命中的每時每刻對我說的話。

本文經SIM東亞區辦公室同意轉載

成為基督徒、事奉者、宣教士或是教會的同
工，當我們面對這不確定的時期，至少有三件事
值得我們去學習：
1)信靠神：當大衛面對敵人掃羅王打發人窺
察大衛的房屋要殺他。從撒母耳記上19：
11-12我們可以看到，那時，掃羅王對大衛的
謀殺意圖被公開揭露，大衛開始了他長期的
逃亡生活。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
清楚注意到大衛卻唱詩讚美神，把自己全然
傾覆信靠仰望神（撒下1：17-27）。在詩篇
59：10、17節裡，大衛說：「我的神要以慈
愛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見我仇敵遭報。我的
力量啊，我要歌頌你；因為神是我的高臺，
是賜恩與我的神。」可見，大衛信靠神，因
神是他的高臺、是以慈愛和賜恩給他的神。
故此，請記得你是誰：你是神的孩子。因為
我們是神的兒女，所以，我們當要信靠仰望
祂。
2)常存喜樂：「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
說，你們要喜樂。」（腓4：4）這封書信是
保羅在監獄裡，而又處在沒有自由之下所寫
的。然而，我們可以看到保羅卻能在這樣光
景之下寫出了一封充滿喜樂的書信。故此，
我們不要自哀自憐，把自己藏躲在一個牆角
落，要常存喜樂。因為我們是神的代言人，
是擁有神生命的人，所以，我們當要常存喜
樂的心來面對充滿不確定的疫情時期。
3)忠於神：我們應當有所不同，因為我們是神
的兒女。故此，不要受這個世界所影響，不要
被嚇倒，也不要被這長期的疫情影響我們的生
命和我們的事奉。我們當要站立得穩，而不要
懼怕膽怯，乃是要忠心於主。保羅說：「所求
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林前4：2）。
在這長期性的新冠肺炎中的事奉，但願我們
都能成為神貴重的器皿，成為神所喜悅的兒女，
能榮神益人。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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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天國近了

謝明福（馬來西亞）

Neiwete（印度東北）

似乎每個人都在嘗試從這場新冠疫情中找到
意義，並精心策劃各種方法和策略，讓自己感到
可以很好的應對這場危機。我想這是人的天性，
在這樣的時候試圖表現自己的有用之處。

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封鎖和隔離
，乃是“ 預備主的道”的時期。世界需要悔
改，“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
野傳道，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太 3：1 - 3）。我們需要呼籲人們悔改並把
他們帶到耶穌
那裡，“看哪
，神的羔羊，
“聖經上說，人活
著，不是單靠食物， 除去世人罪孽
的！”
乃是靠神口裡所出
（約1：29）
我們需要繼續
的一切話。”
以“ 祂必興旺
，我必衰微”
的態度來栽培新的領導人。（約3：30）

就我個人而言，如果不是因為基督在我裡面
活著，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加2：20），那麼
，這樣的事實和現實，我肯定會經歷精神、社交
和生存方面的危機。
因此，我可以說，就回應“限制”而言，我
感謝神的生命、力量、恩典並祂親自與我同在，
不僅在這種全球性疫情的期間與我同在，就是在
我生命中的所有高峰低谷時也與我同在！
在這種危機時 “我感謝神的生命、
刻，有些人在心靈
上更加敞開並願意 力量、恩典並祂與我
談論上帝，而另一 同在，不儘在儘這種全
些人則一如既往地
表現出漠不關心和 球性疫情的期間與我
堅決固執。而目前 同在，就是在我生命
的我則處於一種特
殊的情況，我被卡 中的所有高峰低谷時
在旅行和事奉之間
也與我同在！”
，儘管有Zoom
和其他社交平台可以使用，但是也是有所限制。
在新冠疫情後的時期，我可以預見人們將更
加真誠地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將對我們的
事工有所助益。

對我來說，這次的封鎖就像在曠野和沙漠中
的經歷：耶穌在曠野獨自一人，禁食四十個晝夜
後，祂就餓了。今天，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
多地談論饑餓、糧食和經濟的話題。耶穌說：
“聖經上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
口裡所出的一切話”。耶穌克服了試探，趕走了
撒旦（太4：4-10）。後來，耶穌開始宣講：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4：17）。

在這種危機下，我們需要接觸我們的鄰居。
為了跨越障礙，擴張祂的境界，我們需要計畫創
新的平台，並準備承擔比以往更大的風險。

取消：
SIM東亞區及新加坡區之40周年紀念慶典
鑒於全球性新冠疫情，我們謹此宣佈
取消原訂於今年11月舉行的SIM東亞區及
新加坡區40周年紀念慶典，改於明年的41
周年慶時，再邀請您與我們同頌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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