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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主任的話

當全世界因疫情而人心惶惶，生活受大影響時，我們求主使你們

大家在祂裡面有平安。我們回到神來經歷「神在其中，城必不動搖，天

亮神必幫助這城。」(詩篇四十六 5) 我們期待那天亮快快來到，也使我們
知道如何領受由神來的力量，神呼召我們「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

篇四十六 10) 這是靈的平靜。

回來到神面前，安靜地思索，敏銳地傾聽，神在這當中要說什麼，在做什麼？假

如神在微聲當中喚醒不了我們，神就可能以震動世界的方式來親近我們，使我們知道

神就是神。這是一個喚醒， 是一個醒覺，是一個傾聽，是一個領悟來承認神就是神，
這位神說：「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神該被承認，被高舉。

這一期的通訊我們把宣教場各地的同工信徒，如何在疫情之下進到人間，拿着食

物，拿著防疫用品去探訪，去分發去代禱，他們把神的愛、安慰與盼望帶到他們當中。

神的名被提起，基督的愛被感受，禱告所帶來的平安滿了他們的心。你可以想像這情

景嗎？本期還有緬甸孤兒院的故事，也有同工分享為何要支持教育事工的心聲。

同工們甚至學生們帶着食品分批到孤苦殘疾、眼瞎耳聾的老人。為他們禱告。把

耶穌的愛給分發出去。這些事幾乎在每個宣教場都去做了。俄羅斯幾個城市，東歐、

塞爾維亞及羅姆人，還有泰國、緬甸。這次使我們感動的是你們，我們的夥伴聽到宣

教區的需要，紛紛踴躍的參與，使兩百個家庭及時得到基本的食物─麵粉、油、糖的

供應。藉著急難的救助行動，神被傳到他們當中被高舉。

讓我們在這種時候仍能盡我們所能，把這位掌管世界宇宙的神傳揚出去。我們聽

到神的宣召，你們要安息，都要知道我是上帝。神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

準備好踏入新的將來，世界會有很大的變動，網路的溝通教導代替了親身現場參

與，這豈非神開的另一條福音要廣傳的路嗎？本中心已踏入這新來的機會，以網路開

會及禱告會。俄羅斯、台灣、東南亞、東歐都能藉由網路進行，甚至本要去吉爾吉斯

坦的學生營也在網路進行。各地神學院也不受阻礙，更多不同地區的學生也能一起上

課。我們正面臨一個新的世界，求聖靈幫助我們，知道那裡是我們能把福音以超空間

的方法與速度進行。神所開的門是沒有人能關閉的。

一個敞開的門是通往世界各地的，讓我們一起來參與，使這國度能成為通往世界

的大道，使福音能達到地極。✽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總主任

周淑慧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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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一是」防疫情
◆許震毅牧師 (普世宣教神學院院長 )

歷
史紀錄 31次可怕瘟疫，西年 542年地中海瘟疫
死亡約 2500萬人；1352年歐洲黑死病死亡約

7500萬人；1560年歐洲流感死亡約 2500萬人。1919
年全球西班牙流感死亡約 5000萬人；1969香港 H3N2
流感死亡約 75萬人；2003亞洲 SARS 死亡約 774人，
這些瘟疫與動物的病毒有關。2020全球新冠狀病毒死
亡超過 30萬人，仍在增加中。
民數記與歷史書記載，以色列民經歷幾次瘟疫的

前因後果。從神學角度指出人群的悖逆、邪惡淫亂、  
無理頂撞、罪惡滿盈，導致神的公義怒氣，以瘟疫審

判百姓。列王紀的獻殿祈禱文，當有飢荒、瘟疫、旱

災時，人到聖殿舉手祈禱敬畏神，祂必從天上垂聽赦

免。人看瘟疫是流行病毒禍患，上帝藉瘟疫向人傳達

罪惡的審判與敬神愛人的重要教訓。

新冠狀病毒大爆發後，畢業的校友帶同工去疫情

嚴重區發送口罩與福音單張，果效超出想像。病毒帶

給血氣肉體致命的破壞，連醫護人員全身穿上防護衣，

稍不慎受感染就有性命危險，叫人自覺肉體軟弱，不

敢自誇自義。也使人謙卑與自我省察，有無得罪他人、

自己、神的地方，認罪懺悔，祈求赦罪之恩，敬畏神，

帶來靈性復興。全球瘟疫肆虐，如何有效防疫與保持

健康？詩篇第一篇有智慧的教導。 

三不一是

一、不從惡人的計謀：惡人不是指壞人或殺人放

火的強盜，是指不信神、不敬畏神、不敬虔的人，他

們給的建議 (計謀 )聽起來不錯，但有陰謀，隱藏某
些不真實的想法，讓人失去警覺。若不分辨其真偽而

聽信去行，吃虧受損的是自己。

二、不站罪人的道路：不與罪人同伍，不同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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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不接近有病毒的人，保持安全距離，免遭近距離

感染。不要自以為年輕無恙無礙，隨意行走於危險的

道上，外出要帶口罩自我防護，自潔勤洗手，保持手

潔心清，遠離無症狀的確診者。

三、不坐褻慢人的座位：不傳達未經證實的訊息，

不給人偏頗的建議，誤導他人也害人害己。隔離病毒，

從世俗感染環境中分別出來歸主為聖，家中打掃乾淨，

居家隔離，不讓沾有病毒之物進入家中，安靜在家中

作息，仰望禱告祈求神。

三不政策夠嗎？不夠！要加一是，積極上，打從

內心喜愛耶和華的律法，在讀經、背經、查經、研經

外，時常反覆思想，將神的律法 (道 )栽種在心田裡，
靈命茁壯成長，身心靈強健。「You are what you study, 
you are what you desire, you are what you practice. 」（你
的學習、渴望及練習成就了你）1665~1667倫敦瘟疫
大流行，劍橋大學關閉一年半，師生都回家隔離，這

是最黑暗恐慌的世代。牛頓居家潛心研習課堂所學的

物理與數學，照常溫習默想神的道，他回學校時提出

物理與數學的四項定理：「運動三定律、光學理論、

微積分、數值分析」。那時他是 23歲的基督徒科學家，
使 1666年最黑暗鬱悶的年代，在數理科學上綻放出最
燦爛的成果，成為最光明豐盛的年代。

廣傳福音的年代

栽種神的律法 (神的道 )於心田裡，其功用超過
你我的想像，蒙神光照，通曉仁義與生命之道，使人

知罪、悔罪、赦罪、離罪、勝罪、勝己，帶來神同在

的真平安、真智慧、真能力，在神與世界面前站立得

穩。詩篇十九篇說，神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使心

靈醒悟翻轉，其法度確定使愚人有智慧，使心智通達

敏捷，祂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使心喜身強體健，

祂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使心眼獨到炯明，從

內改變，提升人的靈命、判斷力、執行力、抵抗力。

這些是大衛因喜愛神的律法所經歷的功效與見證，也

可成為你我的經歷。

「三不一是」促使生命更豐盛、性格更成熟、工

作更卓越、事奉更結實、生活更豐富，成為通達天上

神律法的現代以斯拉，促進福音興旺。不論危險疫情

或平順安穩的環境，一面分別為聖、潔身自好、專心

工作，一面持續研經默想，參與神學裝備，一面投入

教會服事，參與宣教事工，活出基督的樣式。神必使

你成為神國度的優秀工人，叫更多人蒙恩福得造就，

榮神又益人。

GMS（普世宣教神學院）在世界分設 11個校區，
疫情大爆發時教師無法前去教導與宣教，一月底改用

網路線上教學，至四月底已開展六門課程，網路上同

學跨越國界，熱切學習彼此激勵，邀人一起受裝備。

我也邀長老與企業人士上網聽課，他們感謝聖經神學

課程帶來啟發與亮光，解答很多疑惑，心靈提升信心

更堅定，生活有力與神同行，樂意推廣神學教育，推

動福音廣傳。

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傳道，務要多多培育神國

工人，拓展神國度。這是病毒擴散的年代，也是廣傳

福音的年代。在 11校區外，我們要擴大網路線上教
學，今年六月下旬開始設立 MA in Missions On-line 
Program，招收世界各地的平信徒同工與領袖，經神學
裝備成為教會領袖、帶職傳道、雙職牧師或宣教師，

促進教會興旺，叫更多人得救贖、得恩福、得造就、

得力得勝，成為福音與恩典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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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宣教區在疫情中的
關懷與服事
◆顏明誠牧師 (東歐宣教區工場主任 )

一、支援社區

馬太福音二十五 40：「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
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

身上了。」

波黑教會的傳道與同工到需要的會友家庭、商場，

也到附近社區慰問，發放日常用品給隔離在家的人。

這當中包括華人基督徒，不信主的華人，以及當地的

居民；也走出教會所在地的城市，到外地城市，甚至

到了偏遠的城市，將生活所需及福音帶出去。羅姆人

事工也發起「緊急救難救助計畫」，給於每個家庭每

月 31美元的糧食補助費，以四個教會為平台，共幫助
了約 200個家庭。
這幾次行動跨出了語言、種族、宗教信仰的籓籬，

也因為有疫情的發生，才有這樣的體驗，再一次想到

使徒行傳中教會因受逼迫門徒就四散，無形中將福音

帶出去，突破了原來們徒群聚的疏適圈。這次形同教

會受了病毒的逼迫，不得不隔離在家，所有的聚會改

成在網上視訊聚會；但這樣的的危機卻帶來福音的轉

機，沒想到福音可以擴及的範圍更廣大。

 
二、網上聚會

提摩太後書二 9：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
由於居家不能有群聚的主日崇拜，或是在總部的

開會、禱告會，或特會，於是轉而以視頻來聚會。

三、神學培訓

提摩太後書四 2：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

戒人，勸勉人。

由於現在不能親臨宣教區教神學的培訓課，但可

以使用當地弟兄姊妹設置完成的網路視訊來上課，藉

由手機或電腦約定好時間來開課，在這段疫情期間，

已連續上了幾個神學和聖經的課程，效果是比實體上

課涵蓋範圍還大，比方說因不受地域的限制，上課人

數比先前多。因為已有一陣子沒能到宣教區看望大家，

現在視頻上彼此問安，好像在當地一樣的親切，美中

不足的是大家一起在網上上課，還是沒有在現場那樣

地暢快。不過，這次視訊，突破了技術上的難度，可

以讓塞爾維亞分佈在新貝、潘切沃、列次科瓦斯，從

南到北的華人教會和福音站的同工和弟兄姊妹們，都

可以一起上線來聽課並討，過去若開車一趟最遠要四

個小時。

現在弟兄姊妹正加緊學習，因為貝爾格萊德要復

工了，到時不容易湊出大家可以同時有共同的時間來

學習；不過，等恢復正常生活後，可以考慮以視頻教

學的方式來聯結不同的城市。過去以為不習慣學習的，

經過這個方式上課，發現不但可以溶入聖經的學習中，

對靈命的成長更有幫助。教會也會思考疫情過後應有

新的福音方向和模式，換句話說，這種方式的上課顯

然是更有時間上的彈性，在範圍的涵蓋更有潛力；像

鄰近的波黑國 (Bosnia & Herzegovina) 的教會也考慮要
加入學習。目前在疫情中，由於不能出門，保加利亞

教會的青年和新貝教會的青年，一起在視頻上有固定

的靈修和講道，對兩個國家教會的彼此支援就更有實

質的發展。✽

歐宣教區工場主任顏明誠牧師從美國總部為東歐會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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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無法
「去」的時代，「去」的時代，
我們怎樣宣教？我們怎樣宣教？
◆賴俊甫傳道 (東歐宣教樞紐宣教士 )

我
的母校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在四月份的校刊裡

刊登了一份文章 “How might the coronavirus 
change the world around us?”（譯：〈冠狀病毒可能
如何改變我們周圍的世界〉）。受訪的學者 Richard 
M. Carpiano教授如此說：「作為一個醫學社會學家
（medical sociologist），像 COVID-19這樣的大流行
對學者來說是很有意思及值得探討的，因為它通過從

根本上重新安排我們的社交活動來迫使我們對話。」

的確，在這次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的蔓延下，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在一個被改變生活型

態的環境中，重新與自己的信仰、世界觀、人際關係

及自我進行對話。

每逢我們提到「宣教」時，很自然地基督徒就會

聯想到大使命中的「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太二十八  19）。但在聖經新約原文
中，「去」是分詞（如同後面經文中所出現的「施洗」

及「教訓」），動詞的「作門徒」才是帶有命令的祈

使句。這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這句經文中的重點應

該是「作門徒」而不是「去」。「去」唯有在與「作

門徒」連結時才有意義。在 COVID-19疫情的影響下，
人與人之間被迫保持社交距離，國與國之間封鎖交通

往來⋯⋯當我們無法「去」時，我們不禁需要反思及

重新檢視我們的宣教觀。在一個無法「去」的時代，

我們怎樣宣教？怎樣使人作門徒？

家庭祭壇的重要

在我所屬的東歐宣教區—塞爾維亞，其實早在

一月中國武漢疫情嚴重時就做出了因應對策。在青少

年的家長擔憂與中國經商往來頻繁而造成病毒傳播

時，教會的學生團契、年輕夫婦及社會青年團契就及

時的採用了 Zoom線上聚會的方式，消除了家長們的
疑慮。在三月當教會的主日崇拜及禱告會因著疫情蔓

延也需要改為線上聚會時，這群青少年們就成為不闇

使用 3C產品父母的好幫手了。
過去有些弟兄姐妹需要開車 1小時、2小時甚至

更久來到教會參加主日崇拜、禱告會及查經班，但因

著實體聚會轉為線上聚會，學習變得更方便了。60分
鐘的車程可能只需要幾秒鐘上線就可以學習神的話語

了，這對一些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來說，是一個在疫

情中意外得到的收穫。而傳道人發現當地許多弟兄姊

妹因著政府祭出宅居令而無法繼續開店工作，因此在

這四個多月來，每天晚上都有禱告會及查經班。以往

聚會出席率都不高的情況下，在這段期間幾乎是全教

會動員起來。

傳統的兒童主日學，父母親都是完全仰賴教會的

師資做全程的帶領。但是當由實體的聚會轉為線上時，

無法去的宣教方式，可以透過網站來關懷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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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的角色就不容被忽視。因此當我在幫教會設計線

上的兒童聚會時，特別加入了家庭祭壇的部分。在每

次聯合的兒童崇拜時，父母親需要一起陪同，我刻意

將每次的兒童線上聚會規劃在 25分鐘內。而線上的聚
會結束後，父母親會根據我所提供的教材親自在每個

家庭中操練家庭祭壇的部分。在每份教材中，會清楚

地列出當週的閱讀經文、重點及帶領的重點提示，父

母親會從「背誦金句」、「聖經背景及聖經故事」、「互

動的問題」及「與孩子一同禱告的禱詞」，四個環節

來進行家庭祭壇的部分。

更樂於捐助奉獻

華人教會在這次的疫情當中由於最早受到衝擊，

接觸到疫情的資訊也最早，因此在整個因應措施上也

就較其他歐美社會來得快一些。在塞爾維亞，等當地

的居民意識到需要口罩、酒精及一些民生及保護性醫

療物品時，老早就已經買不到了。而教會經商的弟兄

姊妹就在這件事情上看見了福音的需要及責任。教會

的傳道人帶著弟兄姊妹主動到社區中分發口罩，在窮

苦及有需要的家庭中也及時給予民生物資及食物。在

羅姆人的事工上，也因著看見平時打零工的羅姆人在

這個時候其實更需要幫助，而發動了急難救助，在需

要的家庭中發放麵粉、油、糖、馬鈴薯（土豆）及發

酵粉。有 230間家庭在這樣的急難救助下得到了幫助。
在這次的疫情中，發現會友真的是在生活中實踐

信仰，將平時在教會所學習的，一點一滴的活出來。

我認識有許多弟兄姊妹，他們都不是所謂的大戶人家，

而是很平凡的「小資男、小資女」，雖然自己被所屬

的機構及公司要求共體時艱而被迫減薪，但卻因著對

神及對人的愛，沒有在什一奉獻上短缺，反倒是在自

己平日的奉獻之外，另行挪出一筆參與急難救助及資

助有需要的家庭。他們說，因為知道神必照祂榮耀的

豐盛，在基督耶穌裡使他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因

此他們很願意照著哥林多後書九章中所教導的來奉

獻：「『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

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

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

到永遠。』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

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叫你

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着我們使感謝歸於

神。」（林後九 6~11）而且是出於樂意，捐得樂意。
我相信這一定是出於信心及聖靈的感動才會有的回

應。

看耶和華的作為

當 COVID-19從年初開始造成恐慌時，其實很多
人在社群媒體上都在表達，如果時間可以重來，很希

望回到 2020年之前。牛津大學研究全球化與發展的
教授 Ian Goldin（伊恩．戈爾丁）曾在 2014年的著作
The Butterfly Defect: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Systemic 
Risk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譯：《缺陷的蝴蝶效
應：全球化怎樣帶來系統性風險以及如何應對》）中

推測全球化的流行病及危機將會如何改變現今地球村

的狀態。當國與國之間因著疫情必須鎖國及封鎖機場、

港口、海關。這意味著全球的經濟生產線及供應鏈將

會出現陣痛期，不僅股市受到影響，連帶的失業率及

2008年金融海嘯都有可能再次上演。而在這樣的經濟
恐慌及醫療危機當中，身為基督徒的我們該如何來自

處？

如果我們回到詩篇四十六篇時會發現，除了「萬

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不斷重複時，還有一句話可以使我們大大得到安慰：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四十六 10）
「你們要休息」不是指我們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而是要我們停止我們的謀算、擔憂及現在手上所做的

事，來「看耶和華的作為」。這句話非常的重要！你

們要休息是要我們知道神是神，萬軍之耶和華有祂的

計畫、有祂的方法，而這一切的目的是使祂在遍地上

被尊崇。

在這段疫情時，詩篇四十六篇使我很得安慰，這

首讚美詩幫助我再次省思：我的安全從何而來？在危

難的時候，我所依靠的是什麼？也幫助我勝過疫情所

帶來的恐懼，將我的信仰再次與神對焦。因我深知：

「神在其中，城必不動搖；到天一亮，神必幫助這城。 
」（詩 46:5）乃至我可以帶著盼望期盼那天一亮看見
曙光的日子。也深願這首詩篇帶給你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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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中
與神同行與神同行
◆項君聖傳道 (塞爾維亞新貝華人基督教會 )

新
冠肺炎的突然發生，使大家都措手不及。在一

月份中國很嚴重時，有些弟兄姐妹就建議停止

聚會，但也有弟兄姐妹不贊成。作為傳道人就面對

為難的抉擇，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人實在不敢確定

如何才是確定的。那我只有仰望神，就回到房間跪下

來禱告尋求神的帶領。當時聖靈給一處聖經就是詩篇

121篇，我翻開看就明白聖靈給我清楚的保證不要懼
怕，神會保護我們的教會。

直到三月份，塞爾維亞政府定出宵禁政策，所以

就開始轉為空中線上聚會了。當然空中聚會有一些缺

點，這是萬不得已，但是也有一些優點。我們就抓住

機會強烈推動網絡聚會，把許多在各個城市平時不能

聚會的人都招聚進來，這樣子聚會的人數就增加很多。

尤其在這兩個月裡，我們推動了每一天學習聖經，到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學習了「傳道書」、「羅馬書」、「神

學課程與福音」，由顏明誠牧師授課。在真理與生命

的建造上，大家覺得滿有收穫的，很多弟兄姐妹覺得

這次疫情是祝福，要不然在這樣的忙碌時代，大家都

忙得不可開交，根本無心停下來追求靈命的成長。

由於網路聚會情況很好，在疫情過後，就算實體

聚會開始了，也要繼續推動網絡教會的使用，比如一

些小組聚會，還有一些不能來參加聚會的人，上帝既

然讓 5G科技都出來了，社會政治與商業都在網絡方
面發展的這麼好，許多教會的牧者同工卻墨守成規，

跟不上時代，疫情剛好推動教會網路科技的發展，尤

其是針對年輕人，透過網絡傳福音是非常好的渠道。

當然在這次疫情中，同工們一起出去社區分發口

罩，也得到他們的好評，同時也有些同工從美國及中

國募集了一些經費，幫助羅姆人的生活等。

還有一件經歷可以與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去羅馬

尼亞的服事。當時義大利疫情已經非常嚴重了，有幾

個其他國家的同工勸我不要去了，實在太危險了，坐

飛機過程，會接觸那麼多人，回來之後會不會給家庭

帶來危險等等。但是作為傳道人因為怕疫情而逃避服

事，實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而且對方也沒有打電

話拒絕，我怎能取消不去呢！在這樣的掙扎下，我也

只能仰望神的帶領了。第二天早上靈修時聖靈給我詩

篇一三九篇 10節：「就是在那裡，你的手必引導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當時我清楚感受到聖靈告訴

我，不要怕只管去，在那裡神必親自引導走平安的道

路，並扶持我的服事。願 一切的榮耀歸於我主耶穌基
督，阿門！✽

塞爾維亞新貝華人教會同工分發口罩給當地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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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順服中經歷神的大能
◆ Joseph and Esther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東歐宣教士夫婦 )

雖
然疫情在全球不斷的肆虐蔓延，但耶和華坐著

為王，祂仍在全地掌權，祂的兒女在基督裡必

然得勝，並且得勝有餘！在疫情之初我們也和大家一

樣擔憂、害怕過；然而神親自翻轉了我們的生命。在

疫情中神是如何改變我們，將眼目從世界中轉向祂

呢？答案是神的話語！首先不能停止聚會，其次是每

日有序的讀經計劃，再就是抓住機會不斷的學習神的

話語，更深的認識祂，並祂的作為是何等的奇妙！這

樣可以幫助我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參西三 2）。
由於疫情的影響，回國過年後返回波黑的弟兄

姐妹需居家隔離 14天；自 2月 2日起教會就採取了
Zoom線上聚會。開始只是為了應對無法在教會崇拜
而設定的短期計劃（只有主日崇拜和周四的查經或禱

告會），卻因疫情在歐洲迅速蔓延而變成了長期的計

劃。從 3月 23號開始在線上學習《舊約概論》（學習
時間：每週的一、三、五晚上），感謝神！課程時間

安排雖然很密集，但弟兄姐妹都非常渴慕學習，每次

課後都很踴躍的參加討論與分享，甚至結合當下疫情

的處境學以致用，信心得到堅固，愛心得著激發，盼

望得以堅定。例如：有一位肢體原本因害怕擔心疫情，

而不敢和在外工作的家人一起生活，卻在學習和禱告

中被神得著，帶著信心和家人一起住，並鼓勵家人參

與服事。

神又是怎樣帶領教會在疫情中開展事工呢？神讓

我們清楚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無人可以置身事

外，教會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冷眼旁觀，哪怕再微小

的力量，神也可以使之成為多人的祝福！

3月 27號圖茲拉心臟科醫院發生醫護人員集體
感染事件，我們了解到本地醫療物資匱乏。神感動我

們要為這片土地做點什麼？我們將感動與弟兄姐妹分

享，大家都沒經濟收入（3月 17日波黑全國進入緊急
狀態，所有學校、商場、商店、餐廳緊急關閉，停工

停產，再加上每年 2月至 4月是淡季），卻仍然願意

參與事工。我們

為此向神獻上感

恩！也正是大家

同心合意、願意

擺上的心，讓教

會在疫情當中可

以繼續為主作美

好的見證。

當我們順服

神的心意時候，神就為我們預備各方面的資源。3月
30日我們聯繫上圖茲拉福音教會牧師 Zoran，3月 31
日下午黃傳道和吳弟兄一起去福音教會跟牧師 Zoran
見面溝通。原本我們跟只打算作醫療物資捐贈，統一

由福音教會接收，然後一起將這些物資捐贈給醫院。

就在離別的時候，我們問他除了口罩之外，教會有什

麼特別需要？他開門見山的說，目前有五個信徒家庭

食物緊缺，沒有飯吃。Zoran作為牧者不僅餵養羊群
屬靈的食物，也非常關心羊群實際的生活需要。這一

點深深觸動了我，我們就立即說，這五個家庭我們教

會來幫忙解決食物問題。

雖然我們不知道錢在哪裡？但我們深信耶和華以

勒！我們帶著這樣的確信，把這些需要帶回來跟弟兄

姊妹分享，請大家一起禱告，尋求神的幫助。 4月 1
日我們透過微信平台，向國內外教會同時發起醫療物

資捐贈和食物捐贈的募捐。然而神的預備和供應遠遠

超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截止 4月 15日，食物捐贈愛心
款可以購買食物幫助超過 150多個家庭，這使我們想
到主耶穌所說撒種的比喻，那落在好土裡的必有三十

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參可四 8）。截止 5
月 1日，我們已完成對 99個家庭食物捐贈（圖茲拉福
音教會 84家，信徒、福音朋友、羅姆人 20家，克羅
地亞賈科沃福音教會 15家），有 50個家庭食物捐贈
正在進行當中（他們是薩拉熱窩福音教會及其植堂的

教會）。把一切榮耀歸於神。✽

�波黑教會透過網路發起募捐，食物捐贈愛
心款可以購買食物幫助超過 150多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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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的恩典醫治的恩典
—林雲姊妹感恩見證
◆殷娜／採訪整理 (莫斯科華人基督教會 )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

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詩篇一○三 3-4）

蒙福的家庭

林雲姊妹自小出生在基督徒家庭，這是一個非常

蒙神祝福的家庭。從祖奶奶那一輩開始，家人就開始

信主了。祖奶奶高壽到99歲才安然離世。林雲是長女，
她的爸爸媽媽，還有弟弟妹妹，全家人都是基督徒。

因著神的祝福與保守，家庭殷實。妹妹是中學老師，

妹夫是中學校長。弟弟在上海工作，是某知名企業副

總裁，事業成功。林雲姊妹是 20歲信主的。到了莫斯
科以後，有了更多機會親近神，自然非常樂意順利受

洗信主。婚後就和丈夫郭聯政一直在莫斯科做生意。

二十多年來一直在莫斯科的大型華人綜合市場—柳布

利諾市場做皮貨生意。他們的家庭非常幸福，有兩個

孩子，女兒 23歲，在廣州華南理工大學讀書，今年大
學畢業將成為一名律師。兒子21歲，正在瀋陽讀大學，
品學兼優。

林雲的丈夫還未決志信主。公公婆婆也還未信主，

林雲姐妹多年來與公公婆婆不厭其煩的耐心溝通，也

一直迫切為老公郭聯政禱告，求神揀選他們。她的老

公雖然不信主，但是願意讓林雲姐妹多參加小組及主

日，也很支持林雲姐妹的各項事工服事。她們婚姻很

幸福，一切都是那麼順利。

意外的疫情

但 2020年初，一場出人意料的疫情席捲了全球。
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這個幸福的

家庭，也開始因著這場疫情有了變化。2020年 1月 8
日林雲回國探親，當時中國疫情還未爆發。一月底時

武漢疫情爆發，於是林雲和丈夫 2月 6號回到莫斯科，
顧不上休息，隔天就去了市場查看自己的鋪面。兩天

後很多剛從國內返回莫斯科的中國人被市場的保安扣

住護照，然後被要求人臉識別，一直被迫在家隔離 14
天。在家隔離後的半個月，2020年 3月 16日，林雲
姐妹感冒了但沒有發燒，於是就叫俄羅斯的家庭醫生

上門打針並開了幾種藥，兩三天后，林雲姐妹很快就

就康復了。但是，到了 24日，她老公郭聯政忽然開始
發高燒，於是林雲就把醫生開的藥給老公吃，郭聯政

吃過藥後也康復了。夫妻二人一直很平安。

到了 4月 1號，她們得到一個噩耗，晴天霹靂般
讓這個家庭陷入陰霾。他們知道自己的妹夫和弟妹確

診了。妹夫和弟妹這段時間經常去她的鋪面，跟他們

林雲姐妹全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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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也有很多接觸。 4月 2日，她的妹夫一直高燒不
退，被收治入院了。國內的家人和兒女聽說了莫斯科

的情況，極力說服她們回國，於是林雲和丈夫準備計

劃回國了。但是一直買不到機票。有一天到了傍晚，

國航忽然出現了兩張機票，林雲夫妻立刻買了票，特

殊時期機票很貴，一張機票一萬多元。林雲姐妹雖然

買了機票，但一直很擔心醫院裡的妹夫和弟妹。弟妹

現在一個人在家很孤單無人依靠，於是夫妻二人商量

了一下就把機票退了。但機票剛退，過了不到十分鐘，

妹夫來電話說弟妹在家打吊針，弟妹說她做了檢查，

她也確診了，弟妹是無症狀感染，必須要在家打吊針

一星期。弟妹哭著說讓他們夫妻趕快回國吧，至少國

內的家人和孩子們還在等著他們。萬般無奈下，林雲

姐妹顧不上生氣，她決定重新買機票，感謝主！退回

的那兩張機票一直還在。神在幫助他們，他們又重新

買到了機票。林雲一直禱告，求主憐憫，讓自己能睡

個好覺。神的恩典臨到，林雲度過了一個安穩的夜晚，

決定動身回國。臨走前打電話通知公公婆婆，安慰好

弟妹就出發了。

回國後確診

神的保守一直都在，夫妻二人回國一路上身體狀

況都很好，體溫也很正常。回國當天他們做了咽拭子

檢測。兩天後，核算檢測部門緊急通知林雲夫妻二人

均被檢測是陽性，二人都被確診是重症，尤其是她老

公肺部感染非常嚴重。醫院要求他們馬上進醫院隔離

治療。奇妙的是，林雲身體上一點難受的感覺都沒有。

但夫妻二人知道自己確診後，立刻給所有認識的接觸

過的人聯繫，發信息，感謝主！這些朋友們截止目前

都沒事。

神也為林雲姐妹和她丈夫預備了非常合適的醫護

人員，神的醫治親自臨到，恩典環繞在他們夫妻身上，

很快林雲就康復了，她的丈夫即使被確診重症也成功

被醫治。截止採訪當天，第一個14天治療已經結束了，
林雲姐妹和她的老公都已經出院。

在最黑暗最難熬最痛苦的時刻，林雲一直堅信：

「神關起我的一扇門，必為我打開一扇窗」。她一直

切切禱告，心懷盼望。莫斯科華人教會的牧者也曾經

安慰她：「這不一定是壞事，這也是好事。在我們身

上成就一切的神，必讓我們藉著這件事，更多經歷主

耶穌是如此奇妙如此有能力的神。」

經過這次醫治，林雲姐妹覺得自己發生了很大的

變化，而且是不同於以往的巨大改變。她說：「人，

在身體健康前，在永恆的生命之前，一切都是次要的。

經過這件事，神必要揀選她的丈夫和家人。」

丈夫信主了

林雲再多次跟婆婆電話溝通，結婚二十多年，婆

婆一直很阻攔。這次神在做工，婆婆終於同意她兒子

信主，婆婆不再干涉他們的信仰了，這是多麼大的恩

典！林雲也積極的將這件神蹟分享給全家親朋好友，

家人們也因著這件事更加堅定的信靠主，更加信靠神

的預備與帶領。全家人都說她們的家真是蒙了大恩，

不停的感恩言謝。

經歷此次醫治的恩典以後，林雲及丈夫郭聯政深

深的感受到的神的恩典與憐憫，主耶穌在他的家人身

上做了太多太多。感謝主！林雲的妹夫也傳來了好消

息。他在莫斯科治愈出院了。醫生同意他回家在莫斯

科的家中隔離。她的弟妹也從莫斯科回到國內，目前

在西安隔離，檢測是陰性。這與莫斯科醫生當時給掛

點滴一周，醫生給她及時且有效的治療關係很大。

我問林雲姐妹，康復後最想對自己和家人說什

麼？做些什麼？林雲說，她以前過了太多苦日子，96
年就跟著爸爸來了莫斯科，家裡經濟壓力很大，沒有

時間照顧自己的女兒和兒子，孩子還不到一歲，夫妻

二人就離開孩子。感謝神，這次終於有機會一家人團

聚！兒女非常聽話。女兒很漂亮，今年畢業也即將成

為高級律師，兒子也是因著主得了一次新生命，是品

學兼優的好孩子。

林雲說，想想自己真的很虧欠神，在神面前，看

重太多的人情世故，太多的物質攪擾。經歷這次疾病

後，真的很感恩！若不是神的帶領，不能如此平安。

她想對孩子說：「孩子，今後，不管你走的多遠，飛

的多高，一定要有一顆敬畏神的心。記著無論以後你

多大的成就，一定要記住這是主耶穌給你的恩典！ 」
藉著這篇感恩見證，願此成為福音與愛的管道，把主

耶穌基督的福音傳遞出去，讓更多的人看到聽到，相

信，跟隨主走這十字架的盼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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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亞宣教區在疫情中的亞宣教區在疫情中的
關懷與服事關懷與服事

◆中亞宣教區同工

宣教士的服事

因著疫情，在 IUCA(興亞國際大學 )的一切活動，
不得不暫時停止。但仍可積極地用網路與學生們聯繫，

持續練習漢語或英語並在其中鼓勵關懷他們的景況。

面對一直期盼今年暑期營會的學生志工團隊，在要告

知他們取消營會的訊息前，神感動我們仍可以連結這

些志工學生們，與原來計劃前來的海外短宣隊 (去年
共有 16位來自 4個國家 )，在每週四經由線上的視訊
會議做分享與鼓勵。不僅可以讓十八位志工學生不致

灰心之餘，也可以讓在海外的短宣隊員們仍有參與的

機會。

在第一次聚集 (4/9)共有十二位海外各地夥伴與志
工學生們一起會議，看到神的恩典與安慰，讓在其中

的人心甚感安慰！疫情迫使我們停止見面的機會，但

攔阻不了神的愛與大能。危機是轉機，感謝神賜下的

創新機會！

學生義工救助殘疾市民

收到 IUCA（興亞國際大學）副校長傳來自托克

中亞宣教士林牧師 (前 )在疫情中帶領學生關懷當地的社區。

馬克市（Tokmok）市政府的信息，說托克馬克城鎮中
有些瞎眼耳聾及殘障的市民，因為疫情封城限制出門

需要幫助。我們隔天立刻透過市政府給予 80人名單中
挑選 50人左右，整合 IUCA大學生義工團隊連同我們
在當地的機構同工，採買一些物資，依區域方式，分

了四組人馬分車進行發送及探訪並為這些在難處的人

及家庭禱告。

神的恩典給予我們這個機會，雖然各地都有困境，

但神的愛讓我們屬神的百姓，依舊可以在此困難的時

刻，集合你們的奉獻來參與，一起見證了「施比受更

為有福」的聖經價值觀。雖然我們深入在一個穆斯林

國家，藉由教育事工所帶來的福音果效和個人生命的

轉化，不是在短時間內可以看到的，但是藉由平日持

續的撒種耕耘和澆灌，神要在不同的季節興起環境來

顯明祂所要做的工作，讓這個穆斯林國家的青年，不

僅藉由我們所提供優質的高等教育而得著實際的幫

助，並且真實地經歷耶穌的愛，活出聖經的價值觀，

來影響整個國家。

經由此次三天的 COVID-19疫情救助活動之後，
我們邀請了當中幾位大學生志工寫下他們參與此次社

區服事的感言，經過簡要的翻譯後記載如下：

RT 同學 (IUCA 大學 Chinese 系 2nd)

在
這次的志工活動，我領悟到，有時我容

易不滿意命運，常抱怨生活⋯但是當我

看到了這些殘疾人的困苦難處，我才開始感謝

命運給我帶來的一切。這個物資的給予，不分

種族宗教，單因他們是瞎眼聾啞殘疾困苦的家

庭。希望我們能繼續提供幫助，並讓更多的人

看到這一點，而也能願意提供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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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UCA的學生在宣教士的協助下，購買一些食物送達至近六十個殘疾
家庭並為他們祈禱。

NZ 同學

(IUCA 大學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系 4th)

施
比受更為有福！這次的參與，讓我感動

的是有一群人可以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

自己的責任。這群無私的主內兄弟姐妹，儘

管他們所在之地 (美國、中國和台灣 )還在
COVID-19困境中，但他們卻仍願意奉獻支援
這地的需要。我深深感動，我應該為上帝所給

予我的一切感恩，為我所擁有的生活，健康，

家庭而感恩。在探訪的少數聾啞瞎眼的人中，

有些人仍充滿希望和積極人生的態度。在困境

中，我們願意同心合意一起見證神的愛，是很

重要又美好的事。分享不僅會祝福那些困境需

要的人並祝福了願意付出的人。

AM 同學

 (IUCA 大學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 2nd)

在
一些基督徒奉獻籌資的幫助下，我們開

展了積極行動來幫助城鎮中的殘疾家

庭。我們購買一些食物送達至近六十個殘疾家

庭並為他們祈禱。有些人有視力或聽力問題⋯

孤單地沒有家人的支持和親人的幫助。參與這

次的志工活動，讓我意識到生命的價值。我們

要對上帝賜予的一切，知足感恩。我領悟到，

在人的一生中得保持彈性，靈活力和抗壓力。

我們必須擁有高素質的人道，來幫助需要我們

幫助的人。

AL 同學

(IUCA 大學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系 2nd)

看
了這些人的生活後，我認為自己過的很

好。我有家，有食物，有家人。在任何

困難的時刻，我都有可以依靠的人來尋求幫助

和支持。但是其中人一無所有，他們只是一個

人坐在家裡，有些看不見，聽不到，說話或走

路。它教導了我去欣賞我擁有的一切，家人，

朋友，甚至我不喜歡的人，感謝他們，因為他

們在我的生活中。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

教訓。但是對於這些人，我最希望他們有希

望，和平與愛。我真的希望他們找到上帝，並

找到無限的快樂和幸福。但是我很高興他們仍

然在微笑。

 

IK 同學

(IUCA 大學附設專科 HT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系 2nd)

我
們所有人都總是忘記，抱怨生活，因為

我們沒有這個或那個，或者我們生活不

好。那天對我們來說確實是有用的，並且提醒

並教了我們很多事實，即許多人的生活比我們

差得多，但他們每天都快樂。大多數情況下，

我們拜訪了老年人，看了他們的生活，我很高

興我為父母準備了很多東西，每天我們都有食

物，而且我們沒有生病。看到這些人，我意識

到他們並不需要太多，他們只是高興地與人交

談，照片中的所有這些人都有健康問題，而且

他們大多是一個人而沒有家人。我很傷心，看

到他們沒有家庭，他們是單獨的。那真的教了

我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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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因應疫情所帶來的改變如何因應疫情所帶來的改變
◆莊澤豐牧師 (普世豐盛生命協會秘書長 )

一、人生在世有患難 

新冠肺炎一個月，打趴了全世界！人一生可能遭

遇天災、人禍、戰爭、疾病等患難「如火星飛騰」〈伯

五 7〉，人都希望有安全感，而永遠的安全，更是人
心所嚮往，世上最安全地方在那裡？詩篇九十一篇指

出最安全的地方，是在一個隱密的蔭下，單依靠祂：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面對疫情、病毒及懼怕的攻擊，如何能持有正確

的眼光？葛理翰牧師於 911恐怖攻擊後，在華盛頓國
家教堂證道，指出：

1.要正視世上邪惡勢力的存在，魔鬼正處心積慮
要摧毀這世界。

2.生命短暫難測，不要只驚慌、搶奪，更要同心
顧念別人所需。

3.上帝是穩固根基，永不動搖；單依靠他，他絕
不會拋棄我們。

4.十架乃上帝回應苦難的答案，苦難也催逼人到
主前，尋求神。

處花花世界，佈滿惡人陷阱，大小染疾、食安問

題，神知道我們的罪惡與痛苦，惟有祂能賜安慰與赦

免。建議基督徒可以每天用詩篇九十一篇來禱告，及

宣告得勝：

二、從神來的安全感：因為神應許

1. 必拯救：「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

的瘟疫。」V3
2. 遮蔽你：「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

在他的翅膀底下。」V4
3.必不怕：「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白日飛的箭；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午間滅人的毒病。」V5.6  
4. 災遠離：「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

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描述法老王千萬敵

軍仆倒紅海﹞」V7 

三、神如何保護我們

1. 給你避難所～「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至高者

是你的居所。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

棚。」V9.10
2. 出入保護你～「因為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V11
3. 賜尊貴平安～「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

安置在高處。」V14    
4. 禱告蒙應允～「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在

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將我的救恩顯

明給他。」V15.16

四、蒙神保護的秘訣：今天要蒙神保護，我們必需

1. 親近神，住在主裏面：耶穌說：「你們要常在

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今天在神怒氣審判

中，我們要藏在主耶穌的寶血下，靠寶血洗淨，蒙主

保護：「我的百姓啊，你們要來進入內室，關上門，

隱藏片時，等到忿怒過去。」〈賽二十六 20〉
2. 常悔改，要專心愛主：「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

我就要搭救他。」V14；大衛悔改禱告：「神啊，求
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不要

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詩五十一 10〉；以賽亞先知：「耶和華的膀臂並非
縮短不能拯救；耳朵發沉不能聽見。但你們的罪孽使

你們與神隔絕，使祂掩面不聽你們。」〈賽五十九 1.2〉
3. 多禱告，仰望主十架：除了每天讀經，行在神

話語光中，更要藉禱告，順從聖靈引導，與主聯合，

蒙神喜悅。所羅門王獻殿時，耶和華顯現，對他說：

「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或降

瘟疫在我子民中，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自

己，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

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我必睜眼看，

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代下七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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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宣教區在疫情中的
關懷與服事

◆梁昌發牧師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緬甸宣教區同工 )

正
當中國武漢暴發最嚴重的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的威脅期間，東南亞許多國家也
抵抗和阻止不了疫情的的蔓延，而緬甸作為滇西南最

靠近中國的國家，卻沒有發現一個病例，有許多國家

都非常好奇和驚訝，為什麼緬甸沒有暴發疫情？緬甸

保持了一段時間零確診，有些緬甸人開始說驕傲的話：

「我們緬甸的天然條件就是炎熱 (38度 )以上的天氣，
加上緬甸人天真無邪，心地良善而上蒼保佑，不像有

些國家亂吃東西，而引來惡果報應。」這是不健康的

一種心態與說法 。   
直到 2020年 3月 23日當天凌晨，緬甸衛生部和

國家體育部公佈，有兩人確診 COVID-19病例，從此
打破了保持零確診的驚天消息，這一重磅消息一傳

出，震驚了整個緬甸。因此緬甸人民的心理和生活氣

氛開始變得緊張與恐慌、懼怕與不安，有些人甚至在

FACEBOOK與微信上開始謠傳錯誤及緊張的信息，
使得許多人出現搶購和囤積大量食品、用品等。這時

緬甸政府向全國人民電視講話安撫民心，告訴大家說 :
請緬甸國民放心，COVID-19病毒是可以防控的，只
要大家按照國家政府所說的方法去行和配合的話，必

定可以防止感染。

目前，採用的一系列措施 ，以封國、封城、封家、
個人隔離、消毒處理、防護、戴口罩、不準聚眾、不

準舉辦任何活動之外，有些專家建議：吃有營養食物、

睡眠充足、補充抵抗力，不出門、不群聚、勤洗手、

聽從醫護人員的指示等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防護

措施，必須每個人都應 格執行才是，抗疫成功人人有

責，所以緬甸因應疫情而停止舉辦一年一度的潑水節

活動，仰光大金塔及所有佛教祭拜場所完全關閉；基

督教教會崇拜聚會活動，伊斯蘭教也同樣都紛紛嚮應，

暫停與取消了所有的宗教活動。

因著疫情的不斷嚴重及擴散，緬甸政府也相繼頒

布了全國白天「禁足令」，晚上「宵禁令」。工廠停

工、學校停課、公共場所停止開放、電影院關閉、教

會和宗教場所暫停一切活動、節慶、婚禮喜宴也被迫

停止舉辦，這是一次最嚴格的處理。教會的聚會崇拜

以及所有的活動被迫停止，無論如何，基督徒總不可

能不敬拜神。在疫情中的教會牧養，可以完成多元化、

多功能、多面性的來達到教會牧養及教導。也可以同

時完成三大類型的事奉工作就是：

一是在家中完成大使命：牧者身雖然居家，但是

可以通過各式各樣網絡、媒體、電話，包括短信、

Facebook、微信、Messenger、WhatAPP、Viber、Line、
Zoom、Skype、Email等等，運用各式各樣的媒介平台，
來傳遞救恩福音真理。

二是在家中牧養教會：牧者人在家也可以照常發

揮牧養教會的功能，使用網上聯絡連接的方式達到牧

養、教導、關懷，也照樣可以知道教會弟兄姊妹們在

屬靈上、生活上、健康上及心理上的需要。

三是在家中參與事奉：隨著病毒進入緬甸 ，緬甸
國家本身在資源、科技、醫療、教育等各方面都所短

缺 ，剛開始不知如何應對，但是為了避免疫情在教會
中擴散，所有教會界正在慢慢摸索使用網絡崇拜，這

是目前在新型冠狀病毒的緊迫境況下，急需運用的一

種新型敬拜模式。牧者必須安排時間、分配工作、評

估參與事奉人員，聚合同工團隊的事奉能力。推動各

教會牧者的聯誼禱告和彼此連接。到目前為止，無論

是敬拜、奉獻、教導、關懷、代禱、傳福音都在網上

進行，而這種網上敬拜模式只能對那些城市和網絡聯

網地區可以達到效果。但對於沒有網絡普及到的許多

偏遠地區卻無法進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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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
緬甸臘戌美樺溫柔之家近況

感謝與代禱
◎王俊美傳道

溫
柔之家開始於 2006年初開辨至今，目的是
讓貧困的孩子，在這溫暖的大家庭裡住宿，

有機會到校讀書，從收容 3個孩子開始，接著 8
個、10個，孩子人數逐年增加，現在收容了 42
個孩子。雖然地方不夠收容這麼多孩子，但是為了讓更多孩子們能讀書，只好用五層板隔間增加住宿。

這些孩子來自不同背景，不同民族，是貧困的家庭，有的父母販毒，有的是單親家庭，有的是孤兒，有

的是因戰爭而逃難的。

感謝普世豐盛生命中心的許多支持夥伴幫助下，使孩子們有機會讀書，從小學到大學。這些孩子有

的畢業後到社會工作，有的成家立業，有的在校當老師，有的繼續到台灣深造，有的獻身服事主。其中

有 9位孩子神學院畢業後，在不同教會服事，現在在神學院就讀的還有 4位。
看到這些孩子有所成就為他們獻上感恩，目前這 42個孩子中，最小的 4歲讀幼兒園，最大的 21歲

大學第二年。未來孩子也會一直增加，希望能盡快建好住宿，讓更多孩子能進入美樺溫柔之家享受主愛。

從 3個孩子到現在的 42個孩子，校舍真的不敷使用，因此計劃擴建校舍，願能更多弟兄姐妹感動，
幫助我們擴建校舍，以收容更多的孩子。✽

我終於找到家了
◎珠珠

我
叫珠珠，是傣族民族，是司提凡的媽媽，他今年快五歲了。我出生在個虔誠佛教徒的家庭，年紀

輕輕就結了婚，三年之內有了兩個孩子，一男一女，本來過著幸福美滿的天倫樂，但小的兒子未

滿三個月時，我的先生病重而離開了人世，突然我整個人都變了，神智不清像瘋子，東跑西跑的，自己

的孩子也不管，甚至還亂打他們。我公婆沒辦法就把我交給娘家，我爸爸媽媽找醫生醫治我的病，甚至

交鬼花了很多錢，沒醫好，病情更嚴重！

有一天有幾個人到我們家裡來找父母親談話，原來是來傳福音的傳道人，之後就過來跟我說要不要

美樺溫柔之家孤兒院院童在狹小的空間內寫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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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們去，我答應他們好啊！就同他們去了，兩天後把我送到神學院，在那裡學習。剛開始覺得還不錯，

不到—年我就想逃跑，但總是聽到有聲音說：「孩子不可以。」老師也特別關注我，感謝神在院長老師

們的教導及安慰，和同學們的陪伴下，使我完成了四年的學習，畢業後到緬東一個小城市民族教會服事，

在幼兒園當老師。

在這樣環境下我想起了我的孩子，又心急心亂了，好想我的兩個孩子，但又不敢去婆家看他們，婆

家是虔誠的佛教徒，我是個傳道人，我心裡想還是離他們遠一點，所以我就來到了緬北臘戌附近的一個

村裡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一個愛心人收留我，幫她看守園子作園工。過不久遇上了一位緬族先生就嫁

給他，(司提凡的爸爸 )。剛開始也是過著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有了小孩，我的先生為了我們母子生活
更好—點，就出外打工，不久他就在外地又另娶了一個女人，就丟下我和兒子，當時寶寶連一歲都未滿，

我一個人不知道何去何從。就想到我父母跟他們聯絡，因為孩子的爸爸是緬族，我父母和親友都不同意

我們在一起，所以也不願意接受這個孩子，因此我失去了一切依靠，需要自己一個人打拼來維持生活，

又要照顧未滿週歲的孩子，非常辛苦，而心裡的創傷又沒康復，真的到了走頭無路的處境。

在這時突然想到神，我是神的兒女，也是神的婢女，我為什麼忘了呢！馬上跪下來認罪悔改禱告，

求主施恩憐憫我和孩子，求主加給我力量剛強起來，靠主前行，主是我的一切除祢以外別無所求！

過了半年之後，神垂聽了我的禱告，曾經住過美樺溫柔之家的李利蓮傳道，把我介紹給王俊美傳道，

感謝神！我得到了主的安慰和引領，找到了歸屬，那裡有許多和我們一樣的小孩，很感恩王老師，像我

們的慈母一般照顧我們，使我的孩子有了個家，

有讀書的機會，所以我也盡我的能力來服事，和

這裡的孩子們一起成長，現在我和兒子住在這裡

很幸福快樂，我終於找到家了！✽
 

祂給了我希望
◎歐陽春珍

我
叫歐陽春珍，今年十七歲，出生於緬甸北部，南坎市，我們的家庭是大家庭，在我小時讓我感受

到家裡很溫暖感受到愛，全家老小共有十一個成員，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四個哥哥和二嫂，一

個侄兒，為了討生活都出門在外打工。

在我十三歲那年，爸爸媽媽因犯了販賣毒品的罪被捕進牢房，被判了十年的監禁。不到一年，我二

哥也因毒品陷害被捕進牢房，當時年小的我，似乎沒勇氣繼續生活下去，整個人的人生目標、前途一片

迷茫，感到孤單和憂傷，對生活沒有任何希望。

感謝神！祂卻沒有放棄我，祂給了我希望，帶領我到溫柔之家，在那裡更深刻的認識主，在那裡有

老師們的教導和關愛，使絕望的我有了盼望，正如聖經所說：「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

熄滅。」在十字架上為我擔當一切罪債與痛苦，沒有留下一樣好處不賜給我，主啊！我讚美祢，因為祢

不僅愛我，為我擔當一切重擔，直到如今仍托住我，使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讓我對我的人生有了目標，

有了讀書的機會，我會繼續不斷努力下去，把我得到的愛和關懷傳遞下去，幫助那些需要關愛的人。✽

美樺溫柔之家孤兒院院童在狹小的空間內寫功課

從收容 3個孤兒到如今收容 42個孩子，美樺溫柔之家急需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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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來到神的面前謙卑來到神的面前
—在鑽石公主號遊輪的經歷

◆游俊堅牧師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董事 )

我
們在鑽石公主號的遊輪經歷了神。這艘遊輪是在

2020年 1月 25日在香港靠岸，發現有一位新冠
肺炎的確診病例者， 2月 3日船開到日本橫濱市停靠，
船上共有 3711位的客人和服務人員。

日本政府下令全船隔離 14天，隔離期間，確診人
數一直增加，最後達到了 700位以上，比中國武漢市
的確診率還高，所以新聞叫這艘遊輪是「小武漢」，

實在名符其實。師母共有五位兄弟姐妹，再加上配偶

共 10人，都在這條船上。
在船上的隔離期間，我一直昏睡，吃了早餐時醒

了一陣子，便又疲倦睡著了，中午吃了中餐，又睡了

一兩小時，早睡晚起。身體常常感覺到寒冷又咳嗽，

但是體溫一直正常。另一位弟兄，他發燒不舒服，他

是醫生，知道必須馬上進入醫院，他發短訊對我說，

我與他通簡訊之後，馬上為他禱告，不久他就被送入

日本東京的急診室。

隔離的第五天，我忽然發高燒，馬上叫了醫護人

員，來了四位包括醫生和護士，拿了喉嚨的檢測樣本

就走了，以後都沒有消息。接著我流了一身汗，身體

馬上恢復正常。隔離第 12天，美國派運輸機把鑽石公
主號的 386位美國人接回美國。在飛機上量體溫，我

們其中三個人又因高溫被隔離，結果回到美國剩下六

個人在費爾菲德（Fairfield）加州空軍基地隔離，兩人
在奧馬哈市（Omaha）內布拉斯加州醫學院（Nebraska 
Medicine），另一位在空軍港當地附近的醫院。
六人在空軍基地，早晚量體溫，第三天做喉嚨和

鼻孔的檢測，結果又有一個人呈陽性，被送入醫院，

我們是個十個人的團體，五人確診進入醫院，現在全

部康復。我提出幾點在隔離期間的心得：

一、大家都得益處

師母的兄弟姐妹和配偶，一生都有很大的成就，

無論在事業上或是在教會的服事上。甚至在社團服事，

都得到許多人的稱讚。一生忙碌，汲汲營營，能在一

起遊玩，吃住在一條船，實在是一個恩典。旅遊的興

趣，個人不同，只有在吃晚餐的時候，大家才聚在一

起。大家都彬彬有禮，親近但保持著距離。但是在 26
天的隔離，有三位接近 40天，孤單、害怕、無聊，不
知道明天會如何，所以彼此用電話天天交通。互相的

關懷，內心的許多難處都說出來了，彼此間的距離減

少了，親情自然流露出來。隔離反而使大家更親近體

貼，師母常常說的一句話：「每一件事情的發生。都

有神的美意。」聖經上保羅也說，凡事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因禍得福大家都得到益處。

 游俊堅牧師夫婦在鑽石公主號遊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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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禱的力量

在鑽石公主號的遊輪隔離的時候，像前面所指出

的，我開始好像得了新冠肺炎，但是在第五天，身體

發熱出了一身冷汗，日本醫生來檢查，查後沒有告訴

我結果，但是後來得知這是陰性的。我身體恢復不是

慢慢地，是突然間發生的，不但趕走了疲倦，也趕走

了新冠肺炎。師母和我都深信，這是一種神跡，因為

一群人在背後的代禱。這裡我特別感謝普世豐盛生命

中心、正道神學院和我所服事過的眾教會，還有我所

指導過的主日學學生，當然我的家人，日夜流淚的為

我禱告，因眾人的禱告，讓我有了平安。

其他兩位很嚴重的同伴，雖然經過了死蔭幽谷，

神卻沒有放棄他們，代禱的力量，我們不可以輕易忽

視。

聖經記載彼得被關的時候，是不可能被釋放的，

羅馬兵丁嚴格的看守，但是彼得能夠出來，為什麼？ 
是教會代禱的力量，請看使徒行傳 12章第五節：「於
是彼得被囚在監裡；教會卻為他切切地禱告神。」

師母的大哥，已經 85歲了，心臟和血壓有問題，
這次國外的旅遊，大家很擔心他，若是確診，非常的

危險。在鑽石公主號的 12天隔離期間，他與太太睡同
一張床，太太確診，他沒有；在空軍基地隔離的時候，

他與妹妹住在同住一單位，他的妹妹確診，他沒有。

我多次問他為什麼？他只給我一個答案：「是神的恩

典」，他是忠心的長老，愛神愛人，教會許多人為他

迫切的禱告。

三、困難使人轉向神

在旅遊的期間，都是快快樂樂、悠哉悠哉的，靈

修是時有時無，沒有十分認真。隔離之前有兩個星期

日，沒有出遊，我也講了兩次道分享給大家。但是在

隔離的時間，心裡恐懼，不知道明天如何？隔離第五

天，我們中間有人確診，呼吸困難，晚上進入日本東

京的急診室，這時大家都非常的緊張，接下來要輪到

誰呢？這時候，師母天天把自己靈修的心得，告訴她

的妹妹們，大家都樂意傾聽神的話，迫切禱告。

為什麼神的話可以帶給人安慰平安呢？物理上有

一條規律，兩個東西不能同時佔有一個空間。其實神

的律也是一樣的，當你的心被神的話所充滿的時候，

所有的憂慮和恐懼自然就不在你心裡了。

保羅勸勉人的方法就是這樣，在帖前五章 16到
18節他說：「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在困

難中，不住地禱告、謝恩，謙卑自己，認罪悔改，讓

神的話佔滿你的心，憂慮和不安就自然離開你了。

謙卑不是看輕自己，不是放棄自己，謙卑乃是關

心別人的需要比關心自己更多。在隔離這段時間，我

們學習時時關心別人，時時為別人禱告，時時把靈修

的心得，送給別人，隔離孤單困難不方便，卻讓我們

學習謙卑的功課。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另一位董事，也是同船的弟兄，

在內布拉斯加州醫學院急診室，呼吸困

難，醫生想要用新藥去治療他，徵求他的

意願，他告訴醫生：「願意成為新藥的小

白鼠。」新的藥注射在他身上，三天後他

恢復健康，我稱讚他有膽量，有犧牲的精

神，他謙卑地回答：「若是因為我的醫治，

而有更多人也得醫治，這是值得的。」關

心別人比關心自己更多，這就是謙卑，他

就是謙卑的人。

在隔離期，我們得到許多的經歷，兄

弟姐妹更加親密，親身經歷代禱的力量，

喜愛神的話。最重要的是，使我們謙卑來

到神的面前。✽十位同去遊輪的親人，雖然有人確診，但在神的保守下，全部康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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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吳德聖牧師 紀念專輯
編按：吳德聖牧師是本中心特約宣教士，他於 2020年 2月 27日回天家，以下是家人及同工的懷念文

緬懷愛侶
／周淑慧牧師

愛是永不止息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8節 )

Darling，你真的走了，在安祥當中，沒有掙扎，
沒有痛苦。幾天來我知道你已近了，隨侍在側觀

察。你走的前一天晚上，我與女兒Dorothy與你談了一
些話。Dorothy說你要去天堂是光明無比，耶穌會來帶你
的，你還會說：「都還未看到耶穌來。」我說：「時間

未到，到時他會來迎接你的，你若看到耶穌要向我們微

笑，我們就知道你要去了。」 我們與你唱詩歌，就是你
最喜歡唱的，「我來到花園」，你也唱了，唱第一節就

沒力氣了。半夜我都會三次起來摸摸脈搏，量量氧氣。

我預測可能你離天堂近了，握着你那雄厚的手，

告訴你：「這雙手為許多人施洗、按立，扶持了多少

人重新站立，引領多少困苦中的人，指引迷路人走回

永生之路。」 趁著你的手還溫暖我就多握著你。記得
有一次我們開車一起要去開

會，我拿著你一隻手畫了三個

圈圈，你問我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這是 「I love you.」你很
開心，因為我是很少會表達這

句話的人，這是我欠你最多

的。

2月 27日星期四早上我
就覺得你很弱了，一步不敢離

開，早上、中午你都還可以進

食， 但是是勉強的。四點多
我量氧氣低到 70了，我打了
電話， 護士來了，給你一粒小小的藥，溶水後放進你
嘴裡，她還說 ：「你看現在呼吸平穩了。」 其實你是
停止呼吸了，我送走護士回來看到你嘴唇發白，我知

道不對了，量血壓、氧氣都沒有了，你就在這麼安靜

中走了。我又打了電話，護士來聽心跳，真的沒有了，

確認你走了。兒女都還在上班，五點多她們回來了，

我們圍著你禱告，七點附近兒孫都回來，我們為你做

了一個惜別禮拜，兒子阿修，媳婦 Sheila, 也由視訊
加入這崇拜。胡忠倫牧師不久也來了，還有劉富理牧

師、朱虹，富佐帶來吉他，再一次的敬拜。到九點他

們 (Rosehill) 就來帶你了，劉牧師、胡牧師帶我們二十
幾人就護送你上靈車，沿路唱「願主保守咱後會有期 
」。 最小孫子 9 歲的 Logan 哭得最傷心，你每天帶他
走路去學校，接他回家，下課後他都為你開電視，他

真捨不得你的。

告別的 Thank You

當他們要帶你走前我俯下向你微聲說：「Thank 
You Darling」這句 Thank You包含了我心中對你的謝
意，感謝你愛我，選我做你的終身伴侶，感謝你鼓勵

我上進，給我自由發揮神給我的恩賜，沒有你就沒有

今天的我，同樣沒有我也沒有今天的你，這是我對婚

姻的定義。婚姻是神把完全不同性格與恩賜的人放在

一起，使他們學習彼此接納，互相幫助去成全神在他

們生命的旨意，使他們不但能享受愛情更能同心合意，

為神國一起栽培敬虔的後裔及國度器皿，使神國能開

展，使神的旨意能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世界最好命的人

這幾個月因為你都不能起來了，兒女們上班前後

都會來幫助你，我們有最孝順的兒女。兒子以前每週

六上午都載你去吃豆漿，這

是你最期待的時刻。媳婦也

會買好吃的東西給你作午餐。

看到他們對你的孝順，我很

感謝主。教會好朋友都把水

果食物帶來給你，我不在時

他們來幫忙看顧你。特別是

你所開拓的愛恩教會，聖誕

節教會同工為你錄製聖誕快

樂，團契來唱聖誕歌，柑縣

教會也來為你唱，好朋友的

愛使人感動。有一天我問你，

世界上有一個人是最好命的，很多人愛他，不知是誰？

你居然會說是 「吳德聖 」。後來又加一句 「 因為我
很會作人。」你實在是這樣的人。

神實在恩待你，讓你沒有一點疼痛，頭腦清楚，

兒女住在附近，每天可來看你，照顧你，在台灣的兄

弟姐妹雖然大都回天家，剩下五姐、四姐，我也幾次

讓你與五姐通電話，親情、友情使你充滿愛及溫暖。

我在默想，什麼叫成功人生？對你我都是蒙恩典的人

生，我們都算卑微出生，成為神僕，是蒙恩典，一生

能蒙保守沒有走偏，也是恩典，如今盡了路程，所留

下的也將繼續下去。我們也知道你節儉，所以葬禮一

切從簡，且為你成立 「吳德聖牧師宣教基金」 繼承你
愛台灣、愛普世宣教的心，繼續把宣教的心志傳下去，

希望能有更多人，步下你的後塵接下宣教的棒子。✽

吳德聖牧師（前左）生前和兒孫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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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懷念文
Timothy Wu  (兒子）

Hi Dad, how was your first night in heaven? I am sure 
it exceeded your wildest expectation. You got to see the 
Jesus you so passionately talked about for 60+ years. I 
know He is so proud of you. You have done well. What 
about your parents and siblings? I am sure they welcome 
you with open arms, welcoming their brother home.

I must tell you that I miss you very much. I thought I 
was well prepared for this moment, but I am not. How 
can a son prepare for his father’s departure? I wanted 
to hold on for another day.I will carry your legacy with 
me and tell people of your awesomeness, your generos-
ity, your compassion, your humor, and more importantly 
your love for God.

It has been an incredible journey, for 56 years of my 
life I had you as my companion, my inspiration and friend. 
We have traveled many roads together, Saturday morn-
ing breakfasts, treasure hunting garage sales, Taiwan Ali 
sun trip, Cancun, Seattle, to name a few. These memo-
ries are tucked away along with endless photos and vid-
eos. I am so lucky and proud to be your son.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Sheila Kao (媳婦）
爸，您好嗎？雖然我們都知道曰子近了，但當得知您

回天家了，心中還是非常的不捨。這段時間非常的想念

您。每看到一個景象，每想做一件事情，都會想到-爸爸會

喜歡嗎？爸爸會怎樣做？謝謝您用一生為我們做了最好的

榜樣。一生要敬畏神。您常常提醒我們一定要遵守主曰，

沒有一件事情比敬拜神來的重要。您教導我們愛人如己。

處處替人設想，以服事神的心態來服事人。您教導我們時

時要存有感恩的心。無論什麼狀況，遇到任何事，常藉著

禱告，感謝神的帶領，應許。對人也是。謝謝永遠是掛在

嘴邊上。您更教導我們生活中要有幽默感，要樂觀。您常

常講笑話給大家聽，帶給大家歡樂，告訴我們一天一定要

大笑500次。記得您常在附近社區的草原上走，一邊走一

邊大笑。不管別人怎麼看，您都樂於其中。您就是帶給大

家歡樂的人。爸，您記得我們離開家前幾個禮拜，每次我

回去，我們都牽起手來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誰？」

您說：「吳德聖。」我說：「您要不要努力的喝水，吃飯

呢？」爸爸微笑的說好。這微笑永遠印記在我腦海裡。爸

爸，謝謝您給我們滿滿的愛，從您身上讓我也能感受到天

父阿爸的愛。非常的想念您，想念您的笑聲，更想念您為

我們禱告的時候…阿爸，我們會繼續傳承你給我們的信念

一生敬畏，服事神。我們天堂見。 

Dorothy Tu (大女兒）
Daddy, you always showed me unconditional love. 

You loved me with no expectations.
You freely told me you were proud of me. You en-

couraged me to do my best and to do big things for God. 
I am a “dream big” kind of girl because of you. Things 
that were impossible became possible. I will carry with 
me as your legacy your dependence on our Heavenly Fa-
ther. Anytime I shared with you a struggle, we stopped 
and prayed together. You taught me to trust in Him and 
put God first. Our Sunday night dinners will not be the 
same without you. You sat at the head of the table, al-
ways trying to sneak a special treat to Tucker. You were 
happy to see all 16 of us sitting together and enjoying 
the feast. Then you retreated to your favorite spot, the 
outdoor patio to watch TV. We will miss you so much at 
these gatherings but we will continue to come together. 
Our last few months together were filled with much joy. 
Your face lit up when I came to visit. You just loved us 
so much, just our presence would bring a smile to your 
face. What love you had for us. I will miss you so much.

Mary Sun (小女兒）
Dear Daddy, I miss you. My days are not the same 

without you here, drinking coffee, sitting in the family 
room watching baseball. Thinking back to a lifetime of 
memories, I consider myself to be the luckiest girl in the 
world to have you as my dad. You taught me so many 
things, but the greatest thing you taught me was to 
love...love God, love your family, love God’s people. Your 
love and passion for God was evident in everything you 
did, from your travels around the world to your weekly 
trips to get the Chinese newspaper.

You loved me so much you let me go far away for 
school, trusting that God would protect me, and bring 
me back home one day. Every summer, when I came back 
with the kids, you made lasting memories of laughter 
and love, sharing stories of God’s faithfulness and good-
ness with all the kids. You never let the miles between us 
diminish how much you love us. The past 2 years living 
next door to you has been a dream come true, and I will 
cherish the time spent with you. I only wish there was 
more time for more memories, more stories, and more 
prayers.

I know your homecoming in Heaven must have been 
glorious! You have run the race with fervor, knowing 
that your time on earth was limited. Even up to the very 
end, you didn’t want to leave us, as if there was still work 
for you to do. Rest now, dear daddy, know that you have 
left a legacy of love and faithfulness, mercy and grace, 
gratitude and generosity. I will look up to the sky every 
evening, knowing that you are there, watching, rejoicing, 
praising, and will hold close to my heart your smile, your 
laughter, and your love. See you later in Heaven,daddy. 
Your beloved daughter.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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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同工懷念文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董事會主席／嚴匡漢長老

他一生為主擺上，從台灣到美國，引人信主，從牧

會到主理台福總會。2050開拓教會和設立台宣，
處處植堂和建立禱告園。每到一處都成就神國度美好

事工，拓展了神國度的帳篷。他主理時期，是台福總

會歷史上最大發展的時代。我們聖雅教會的建堂也受

到他很大鼓勵和幫助。最大的湖泊邊募款餐會，由他

的分享和林望傑博士的音樂分享，仍是大家津津樂道

的回憶。他是國度裡無愧的僕人，也是我們眾人的榜

樣。他的風趣幽默也常留在我們心中。我代表所有豐

盛同工獻上我們最真誠的感謝。他給我們的好榜樣，

他的風範已留我心。✽
◆◆◆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董事／游俊堅牧師和美芳師母

我認識吳牧師有很長的時間，我在芝加哥台灣福音

教會，他來了幾次，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後來

我在正道神學院上課，也常常見到他，聽他的教導，

以後我在聖雅福音教會服事，他和周牧師成為我們的

顧問牧師，幫助講道，兼顧

信仰、建堂。這段期間我在

台宣服事，我也在普世豐盛

服事。我們見面交談，請教

他的時間就更多了。吳牧師

是我的牧師，他以過去牧會

的經驗引導我，啟示我。他

也是我的好朋友，無話不

說。我們常常長談，因此我

得到勉勵和他禱告的支持。

吳牧師為什麼能完成神喜愛

的工作？過去 30年我注意、觀察、學習他的樣式。我
深信他有許多神所喜愛的性格，在這裡我提出幾點：1. 
他有純潔的心 --他完全委身基督超過生命的一切，雖
然他愛講各種幽默的笑話，笑話只是前奏，神的話進

入人心才是內容。2. 他敬畏神 --敬畏神的人，遵守神
的命令。行走神的道路，愛神並全心服事祂。過去的

日子他與我有許多次的禱告，每次禱告，我學到他實

在敬畏神，相信神。3. 他忠心—忠心是一生之久的目
標，是表示堅持不懈到最後，沒有半途而廢。他領受

耶穌大使命傳福音的工作，我們看見吳牧師的忠心，

至死不改變。每年向神要 100人信主，直到臥病在病
床上也祈求能再起來傳福音。4. 他順服—他遵守神的
話，聽神的聲音。每次由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都

要尋問神，順服神。多少次神感動他建堂，他不畏艱

難，一步一步腳踏實地，順服神的旨意。完成神托付

他的困難的工作。「聽命勝於獻祭」 神喜愛他的僕人
的順服。5. 他喜愛作神的僕人 ---他確信主耶穌基督是
他的大元帥，他深信神已經按祂的旨意把他的一生的

目的放在祂的手中。所以吳牧師做事，「無論做什麼

要從心裏做，都是給主做，不是給人做。」吳牧師在

小事上忠心，神就把大事交給他。他清楚他是神的僕

人。最後他有一位屬靈的配偶。 配偶的屬靈高，會提
高牧師的屬靈程度。吳牧師回天家了，他的腳踪多麼

美，他像天上的雲彩照著我們，請問各位你從吳牧師

身上學到什麼？ 30多年來我從吳牧師身上學到他有許
多性格是神所喜愛，求主幫助我們學習那些神所喜愛

的性格。✽
◆◆◆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董事／曾文章長老

這些年來，有許多機會和吳牧師在普世豐盛配搭服

事，每次和他在一起，不管是任何塲合，總是

充滿歡笑，而他那獨一無二的笑話，百聽不厭。除此

之外，從他所分享一生的故事中，我個人所感受很深

的是他對事工的那種執著、信心

和勇敢邁進的精神。記得 2009
年，我們一起在莫斯科的福音營

服事，當時不管在營會中的任何

塲合，他都是帶來歡笑，對人充

滿熱忱，整個營會氣氛被帶動起

來。營會後，我必須安排去探望

一對本地教會同工，這也是此行

程的重要事工之一，由於行程緊

湊，所以安排了在某一天晚上時

間去探望同工，然而當天本地卻

有重大事件發生，原來俄羅斯的光頭黨因頭目被政府

監禁後死於獄中，已經放話將在莫斯科市區針對外國

人展開大規模報復行動，當天教會活動已通知全部取

消。當吳牧師 說我要出門去探訪這對同工，他馬上說：

「Tom，我陪你一起去，我跟他們也熟，可以幫你忙。」
我回他說：「會有一位同工陪我坐地鐵去，我自己去

比較方便。」但他還是堅持要陪我去，於是跟著同工

我們三人出發，一路上，我非常緊張，眼觀四方，但

就看到吳牧師還身高旁人一個頭，目標很明顯，但他

一路上就是相當平穩，好像還很享受此行我們在地鉄

裏轉來轉去。感謝主，此次平安無事也完成任務。和

吳牧師在一起服事，就像身邊有一位顧問，隨時可以

可以得到咨詢和幫助，而且他總是言語鼓勵和行動支

吳德聖牧師和愛侶周淑慧牧師伉儷情深，傳為神國佳話。



2020.7‧Vol.81   23

持你。吳牧師，真懷念你在台灣向計程車司機傳福音

的情景。✽
◆◆◆

普世豐盛生命協會秘書長／莊澤豐牧師

很多年前，因就讀台福神學院道碩實習課程的需

要，我請吳牧師幫我安排一間華語教會約 20餘
人，讓我實習。吳牧師順口就說：「你下禮拜來愛恩

教會。」當主日到教會時，才知道，愛恩剛成立華語

堂，人數就是 20多人。從此，開始了我在愛恩台福約
14年的學習與事奉。記得實習的第一個主日，吳牧師
問我：「能作什麼？」我說：「我可以領詩歌敬拜。」

他就說：「那你下週開始領台語堂詩歌。」這也是我

在台福的第一個服事。吳牧師過不多久，就到台福總

會擔任總幹事了，留下我繼續摸索，也給我很多學習

的機會。吳牧師近年雖受癌症侵襲，但他燦爛的笑容

與爽朗的笑聲，到處給人留下快樂的回憶，迄今彷彿

仍餘音繞樑。他常告訴人「大笑的哲學」，「我們滿

口喜笑、滿舌歡呼時，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

們行了大事！」〈詩 126：2〉今年二月初，我到吳牧
師府上與周淑慧牧師開會，因她需照顧吳牧師，無法

離開。我特別到床邊謝謝恩師給我的幫助，他雖然虛

弱，仍笑著握著我的手，為我祝福禱告。吳牧師，我

想念您，衷心地謝謝您。✽

◆◆◆

普世宣教神學院院長／許震毅牧師

自2004年，我有機會因參與 GLEC在俄羅斯與歐
洲的神學教育，進而認識吳牧師，握手言談後，

他的高大英挺的身材與寬廣爽朗的心胸和開懷宏亮的

笑聲，留給我深刻的印象。他對第一次謀面的後輩顯

得很開心，熱情洋溢，互動熱絡，

話語溫暖又風趣，相當平易近人，

言談中不忘對我多所讚譽與鼓勵有

加，從此我們建立忘年之交。其實，

亞洲與北美華人教會界很多牧師與

信徒都熟識吳牧師，他的事奉經歷

促使屬靈的恩賜更豐富，他在牧養

建造、拓展植堂、本宣外宣、佈道

培靈、神學教育上都留下佳美的足

跡，遍及 GLEC事工的世界各地。
他在各地校區教過課，我也去教過

課，很多學生跟我說，他們很想念

吳牧師，從他的專心、熱心、愛心、

歡心、清心、奉獻與宣教心志上得

到很大的鼓舞，後來紛紛獻身轉成為各地教會的領袖

同工、帶職、雙職或全職傳道人。吳牧師很喜愛分享

神在他身上的奇妙作為，他講自己的故事，特別精彩，

講起來手舞足踏，異常的高興，聽者即使聽過也感到

很興奮，充滿歡樂聲。他有牧者之心腸，體貼別人的

軟弱與需要，常幫人解決問題與憂愁。他是充滿感恩

的人，不論大事或小事，他都獻上衷心的感謝。在臥

病時探望他，他不顧自己的軟弱，頻頻詢問我及別人

的近況，關愛之情溢於言表。他知道自己的時日有限，

卻不悲觀，仍關心宣教的發展，並抓住機會要向人見

證神的諸多恩惠。他是一位可愛又可敬的神僕，其事

工的果效必伴隨他直到永遠。阿們！✽
◆◆◆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東歐宣教區主任／顏明誠牧師

1983 剛搬來南加州上班時開始找教會，當時來
到這裡第一個就是到吳牧師的教會，那時他在

台福南灣基督教會牧會。雖然距上次在猶他州見面已

時隔多年，但那天還沒到教會門口，就已聽到吳牧師

和人談話的聲音，是那麼熟悉而且親切。由於南灣教

會距離我們的住家較遠，而且我們找的教會不單只是

禮拜天能敬拜，平常週間還要有小組的聚會，還要探

訪，所以沒有到南灣聚會。但是，我們和吳牧師卻常

見到面；是這樣，當時在蒙特利華人聚居區，每到週

末常有大型的培靈佈道會，我們幾乎沒有錯過這樣的

聚會。每次到會場，都會看到一高大的身影在門口發

單張和節目單，這就是吳牧師。當時有個印象，就是

他一直做招待，喜歡和人打招呼，帶人信主。如此，

好幾個月都是這樣，只要有佈道會，就會跟他在會場

門口打個招呼。由於吳牧師到一個宣教區的教會都不

會停留很久，因此宣教區的人不見得叫得出他的名字，

但一提到那愛講笑話的牧師，就沒

有人不知道了。我閒來也想聽聽他

們從吳牧師聽到哪些笑話？結果這

些都是在洛杉磯講的笑話，但還是

很好笑，真是百聽不厭。這就像你

去聽一齣歌劇，雖然曲目和樂譜都

一樣，但樂團、佈景、和時空背景

不一樣，演起來就是不一樣。吳牧

師的笑話也是一樣，每次都是不同

版本，而且膾炙人「耳」。吳牧師，

愛「搞笑」的牧師，我們在天上見

了！✽
◆◆◆

�本中心董事曾文章（右）和吳德聖、周淑慧
牧師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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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豐盛生命中心俄羅斯宣教區主任／周克西長老

緣自 2005年蒙主呼召首次參加莫斯科短宣行列前
往宣教，有幸得以識荊，這是我認識吳牧與周牧

賢伉儷的開始。自斯始迄今匆匆十餘載， 雖未常有機
會親聆教誨，然他們賢伉儷對宣教的忠心與熱忱，對

傳福音的迫切及執著，寓言教於身教，在在都深遠地

影響了我。 特別是吳牧的言行風範，無形中成為我個
人宣教的導師與楷模。謹略述一二如後，以為紀念。

吳牧為人真誠開朗，樂天達觀，不拘小節；待人接物

總是笑口常開，平易近人。素常熱衷傳揚福音， 樂此
不疲。無論

講臺傳講或個人談道，均能寓入淺顯易懂之真實

小故事，或穿插引證一些歷史人物逸事，風趣幽默，

常達致哄堂大笑或會心一笑的效果， 但總能寓真理教
導於其中。相較於使徒保羅當日不以高言大智之道傳

揚福音，吳牧實是不惶多讓。他以深入淺出的方法，

在談笑風生中撒播福音種子，讓人在不知不覺中聽到

福音並接受福音，這是 神賜吳牧特別的恩賜。所謂談
笑用兵，是令我嚮往的，也是我極羡慕的。打自二十

多年前吳牧即參與俄羅斯地區的宣教事工，斯時當地

華人教會之興建，從無到有，篳路藍縷，舉步維艱，

而吳牧無役不予，均親身參與其事；本其堅毅不懈之

宣教精神，勇往直前。隨後繼續拓展各個福音據點，

以致全俄境內華人教會遍地開花，迄今凡二十餘間之

譜。這也算是吳牧帶領眾同工所結出福音的果子；願

神親自紀念。如今吳牧已經走盡了其人生的旅程，打

完了他那美好的勝仗，完成了主所託付他的使命， 在
主的懷裡安息了；但吳牧的宣教精神常存，勵吾輩在

主所頒佈的大使命上奮力向前，叫更多的人能與我們

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深信靠著主寶貴的恩典，憑著主

信實的應許，在榮耀的盼望中，我們必定能與所敬愛

和景仰的吳牧師，後會有期！✽
◆◆◆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拓展暨行政部／吳錫安主任

雖未能有榮幸與吳牧師一同服事，然而從多次的見

面及談話中能感受到他的真誠、幽默感及赤子之

心。在正道神學院工作時，因與台福總會相鄰，聽了

不少資深同工談起過去在吳牧師帶領下台福大家庭的

榮景。雖未能親眼目睹，但相信吳牧師一定花了很多

功夫努力推行對各堂會的建立及堅立，相信在禱告的

功課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因屬靈的工作是離不開禱告

及聖靈帶領的。雖很不捨得吳牧師的離去，但相信他

所立下的典範會在許多人的心中繼續感動及「說話」，

因我們所信的是活的神，祂在每一個世代都興起合祂

心意的人來為祂圖謀大事。相信這個棒子已交下來了，

深願這一代的台福子弟能發奮圖強，接續吳牧師及那

個世代的弟兄姊妹們所做美好的見證，同心協力，再

接再厲，再創佳績，使主名被廣傳，更多人歸主，沒

有辜負吳牧師及榮耀的主對這一代台福人的期待。✽
◆◆◆

普世豐盛生命協會／羅淑敏傳道

敬愛的吳牧師，我們懷念您！ 2019年底我要回台
灣前再去看您時，曾對您說明年（2020年）3月

再來聽您唱「在花園裡」，如今我提前於 2月底就來
了，卻很不巧地被舉世恐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阻擋。雖然已來到洛杉磯，來不及再聽您唱「在花園

裡」，您就先走一步了，心中深感遺憾與不捨。2002
年因在普世豐盛生命中心當周淑慧牧師的助理的緣

故，更多認識您，我所看見的您是：1. 忠心：您是一
個忠於神託付的神僕，勤於傳福音，積極作個人佈道，

還錄製一卷非常實用的個人佈道錄音帶給神

學生及有負擔傳福音的人使用；2. 吃苦耐勞：
您是一個願意為主的緣故，甘心吃苦又耐勞

的神僕，雖然骨刺在身也沒有放棄搭長途的

飛機遠赴俄羅斯，為大陸來此讀書或經商的

眾人佈道傳福音；3. 帶祝福給教會：您不但
在北美開拓許多教會，更於一九九七年為台

灣骨肉之親歸主的負擔，擔任傳福音先鋒部

隊的第一棒在台灣開始開拓教會。如今已開

拓許多教會遍於各大小城鄉間，帶給教會也

帶給台灣極大的祝福。敬愛的吳牧師！您是

神的忠僕，您毫無保留為主擺上的生命、傳

福音的熱忱和對人的愛心是我們的榜樣，我

們將永遠懷念您！✽唐崇榮牧師（右三）探訪病中的吳德聖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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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豐盛在緬甸經營十多年，都是在一般住家區租

地，或者是在很偏避的地方透過募款買地、蓋房

子、建教會宣教。

去年聽見我們同工提起要買宗教用地事，這句話

突然驚醒我，且強烙在我的心中，不買宗教用地，教

會事工要擴展很難，唱詩、

講道、活動，經常性的聚會，

隔壁鄰居動不動就埋怨，向

村長、有關的人申訴，這種

情況發生多次，甚至弄到上

法院的地步。

直到去年與普世宣教神

學院許震毅牧師，去仰光看

看開拓宣教神學院的可能

性，真巧在機場見到許牧師

以前教過的某牧師，在仰光

設立關懷協會多年，這牧師

提起他在仰光為了事工方

便，已買宗教用地上面蓋地

某層，歡迎我們去看看，大

夥兒就過去，果真地點坐落

在市區，屬宗教用地，交通

方便，四面環境非常優良，

我問下還有空層出售沒，對

方說還剩一層。隔不久，知

這層已被訂走，我感到非常

失望，師母也是如此。

過段時間後再去仰光，

想問問還有其他宗教用地賣

否？建商託當地經紀人說，

有人訂該房子第五層，但錢一直未繳應繳的款項，說

你們要買，要趕快，先繳先擁有。馬上聯繫有關的人

找機會過去查看印證，都覺得這地房子好，房子蓋的

堅實，進可攻退可守。緊接著來就是很實際付錢的問

題，緬甸沒有分期付款這碼事，馬上幾乎就要全筆付

清，房價說貴也貴，說便宜也便宜，這要看從甚麼角

度言及與與哪地方的房價比。

心頭突然一亮，想起我們家族一直想做個有意義

有價值事，以記念師母與我過去雙方過世的父母。回

到台灣，就寫企劃書，明言訴求點，做何用，同時向

總部提出申請書，望能該層產權歸入普世豐盛，供長

期使用，經過總部同意，願承認接納這塊房子產權，

登記在總部名下，如此，進行募款名目清楚，屋子產

權登記透明，我們先當領頭羊，自己先奉獻適當數目，

以便讓親人知道我們很嚴肅處理這事。接下來是直接

募款的問題，需與有關親人談，告訴他們人生應做有

意義的服事，把財寶積在天上，這是永恆價值，那裡

沒有蟲咬，永不會朽壞。未

去之先經禱告，希望對方能

主動提出我同師母心中的數

目，講不了幾句，對方主動

說出一個數目，正是我們心

中想要的，繼續募款，一個

個問、懇談，因家族都是信

主，容易知道我們在表達甚

麼，只是屬靈程度深淺不同

而已，都覺得這值得做，是

有意義的行為，反應不錯，

很快就達到預計的目標。

這宗教用地字眼一直在

我腦中盤旋良久，在適當的

時候配合第五層樓出售激

發，加上經多方面環境、長

輩、總部等印證強化這念頭，

可以肯定說，至今該層算應

是已經購下，剩下就是鋪地

板、隔間裝潢工作，及付尾

款，可準備開始進入教會軟

體準備工作。

因在市區，為要迎合市

區內來往眾多人種，使用不

同語言，民族複雜，計劃建

間國際教會，使用幾種語言彼此翻譯溝通，還有當地

傳道人、平信徒訓練事工、大學事工，這是普世豐盛

往日沒走過的路，或想做一直做不成的事工，這不是

說我們行，所幸我們只是跟在上帝後面，一起經過約

旦河，希望隨著「約櫃」進入流奶與蜜迦南美地，「約

櫃」怎麼走，我們就怎麼走。我去過緬甸幾十次，知

道前面的路困難還很多，特別是語言學習，雖當地語

言使用已達到某種程度，但要完全自學達到可以用緬

語講道，還有一段距離，需要眾人在禱告中支持，在

奉獻上繼續關心，成為我們後面強有力的支援系統，

願前方工作與後方看守兵器得同樣祝福。✽

余茂洋牧師為緬甸兒祝禱

從宗教用地
進入迦南美地

◆余茂洋牧師 (普世豐盛生命協會緬甸宣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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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何全力支持
普世的教育事工

◆嚴匡漢長老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董事會主席 )

參與普世豐盛生命中心這些年來，看到神的帶領和

保守，讓本中心從周牧師家裡的餐廳幾位同工開

始，到今天事工涵蓋在全球，真是見證了神的帶領和

祝福。

本宣教機構，宣教的方式主要有下列幾種，一是

派遣宣教士，建立當地的教會；二是幫助當地教會，

培訓在地的同工成為牧者；三是使用多媒體、傳播、

通訊、DVD、網路等等，把福音信息傳出去；四是慈
惠事工，經由農場宣教、福音母豬、孤兒院等等，幫

助當地的居民生活，進而帶領他們信主。

若把豐盛生命中心的六大樞紐仔細的分析，各樞

紐涵蓋在上面各種的事工：

一、中亞宣教樞紐：教育、培訓、慈惠、跨文化

二、東歐宣教樞紐：教育、培訓、跨文化

三、俄羅斯宣教樞紐：教育、宣教、培訓

四、東南亞宣教樞紐：教育、培訓、宣教、跨文化、慈惠

五、台灣宣教樞紐：宣教、培訓

六、美國總部宣教樞紐：教育、培訓及各項支援

在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見本中心很重要的一項工

作，除了派遣宣教士外，就是培訓造就當地同工成為

牧者。過去 20年來普世豐盛不餘遺力地，除了建立查
經班、工人培訓班到宣教學校，派遣老師到世界各地，

造就不少當地的牧者宣教士。近年來本中心受呼召在

跨文化的穆斯林國家宣教，開始了另一個新的方式。

這個方式就是從大學教育事工開始，在吉爾吉斯

坦的興亞國際大學，及七所基督教中小學事工，都是

穆斯林世界事工的新開始。

我為何要全力的支持教育事工

1．教育是福音走入穆斯林世界的一個方式，當一
切門都關閉的時候，教育是最好的切入點。

2．教育帶來個人生命的轉變，興亞國際大學給予
吉爾吉斯坦這個穆斯林國家的年輕人，有機會接觸福

音和基督徒，藉由查經及各項活動，讓基督徒在生命

中做福音的見證，從而影響到學生的生命。

3．教育可以帶來社會國家的轉化，以東海大學為
例，在台中的一個 700人的小型大學，在宣教士和教

會的努力，今天我們看到許多教會很多的牧者都是從

該校出來的，包括林國亮牧師、陳敏欽牧師、劉曉亭

牧師（即劉三牧師）、姜禮振牧師等等，這是當年創

校時沒有料到的結果。今天的東海大學校長王茂駿也

是當年信主的學生之一。另外一個例子是中國當年的

庚子賠款，因為使用在教育方面，建立清華大學等優

秀的學校，大量培養學生，今日大大改善當時文盲的

中國社會，進而改變了一個國家。

目前普世宣教教育有下列幾種：全球性的「宣教

神學院」；在中亞宣教區的興亞國際大學和七所基督

教中小學；在緬甸區的學生事工及神學院；還有莫斯

科的大學生事工。所以可以了解普世豐盛生命中心對

教育事工投入十分深刻，是我們眾同工、董事所支持

看重的事工。所以大學事工是普世宣教播種的事工，

由種子可以成為大樹。

未來的挑戰：

1. 年輕世代沒有耐性：在這訊息萬變的時代，福

音不容易使用傳統的方式傳出去 ，因為年輕人沒有耐
心。教育提供了一個好的平台環境，讓年輕人在生活

中經歷主，一步一步的走向主，讓福音更生活化。

2. 教育宣教是百年事業：俗話說「十年樹木，百

年樹人」，傳統宣教機構支持者，比較偏在立即性的

宣教，派遣宣教士式的傳福音事工。對於支持非傳統

的大學教育事工，比較陌生，也較少投入。但是教育

的影響力是深遠的，可以從人心及基層來改變人心。

3. 教育經費多及回報時間長：大學事工可以對國

家社會造就帶來重大的影響，但也需要大量經費及人

力的投入，是永續經營的方式。有清楚的方向與目標，

有好的培訓、結果，是保持事工持發展的動力

雖然有這些困難和挑戰，但是我知道神大使命的

吩咐，要用諸般的智慧把福音傳出去。在諸多挑戰中，

找深信教育是從基層打起的，造就福音人才，改變社

會的起點。願所有的對福音、對教育有負擔的弟兄姐

妹，能夠都來參加教育事工，支持這個播種的工作，

神祝福您們。✽

嚴匡漢主席（中）和 IUCA 校長（右）及慈善基金會執行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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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對我的神學教育栽培普世對我的神學教育栽培
◆范漢威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青年事工專員 )

談
到接受神學裝備，可以說

是上帝在我生命中所行的

大事。早在 2013年從短宣回來，
心中就有感動要接受神學裝備，

但卻遲遲不敢做出決定，就這樣

一拖拖了三年。在這三年當中，

周淑慧牧師多次的鼓勵我進深學

習。當時正在讀神學院的 KC劉
冠志，也默默為我尋找合適的

華人神學院。當時身邊的每一個

部門，每一位同工，都鼓勵我支

持我，我也才有勇氣向前邁進。

就在我決定報名就讀時，普世的

同工們也用實際的行動關愛我，

不但請我吃飯，送我解經書，還包了紅包支持我。機

構也全力幫助我，希望我能無後顧之憂地完成學業。

這讓我在進神學院之前，就開始學習肢體間的彼此相

愛，互相幫補，謙卑領受，不忘感恩。也感謝奉獻獎

學金為我付學費的奉獻者。

       我也從那個時候才發現，原來讀神學院不只是一
個人的事，也不只是一個家庭的事，而是一個群體的

事。我因著大家的鼓勵，帶著大家的祝福，勇敢踏出

這躊躇許久的一步，一轉眼，半工半讀的四年過去了，

我又帶著正道大家庭的祝福，即將走出學校的大門。

回首這四年，看到的盡是恩典。

試著反思自己，因著神學教育，讓我在靈性上的

突破：

● 眼界的不同：因著學習，切身體會，服事真是

來自於使命和呼召，服事真是參與神的計畫和工作。

服事是根源於我與上帝私密的個人情感和關係，是一

路因著聖靈的幫助和引導，最終為的是上帝的國度和

榮耀。所以看到信徒成長會開心，看到非信徒受洗會

激動，看到困境和挫折不會太失望，看到復興和轉化

會感恩。

● 心態的不同：原來服事

不是我想為主做甚麼，或是我能

為主做甚麼，手上的工作不等於

我存在的價值，認識到這一點，

患得患失的心少多了。神量給我

甚麼，我就專心做甚麼吧，因為

過程永遠比結果重要，人永遠比

事情重要，等待總比躁進要巧，

沉默常比多言更好。

● 愛心的不同：之前，我

認為愛是善待和照顧有需要的

人，如今，我發現愛是和有需要

的人在一起。這中間差異的是付

出的本質，前者是將我的資源分給人，後者是把我的

生命給別人。原來愛是和他人分享自己，而不只是分

享自己所擁有的。

面對未來，我也給自己以下的期許：

● 清楚認識上帝是主，認識自己是僕，這是滿足
神在世心意的第一步。羅馬書一 1的保羅，身份清楚，
使命就清楚；羅馬書一 5的保羅，職分清楚，目標就
清楚。以至於羅馬書十六 26-27的保羅，能重述神在
這世上的心意，並願神得榮耀直到永遠。我也期許自

己能作神的僕人，事奉能滿足神的心意。不論是在教

會內建造信徒，或在教會外廣傳福音，總能時時回到

蒙召時的身份，作主的僕人。

● 能盡心竭力、忠心事奉，有正確的服事態度。
若是教會服事，在乎盡心餵養主的小羊 (約翰二十一
章 )，若是開荒宣教，在乎盡心尋找主羊圈外另外的羊 
(約翰十章 )。服事規模不在大小，服事對象不在多少，
良善、忠心、有見識，願為主所誇讚，與主一同享受

快樂，品嚐那真正的成功。✽

本中心同工范漢威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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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快訊  ／ 普世豐盛智庫輯

紐約
：葛理翰牧師的撒瑪利亞人的錢袋

（Samaritan's Purse）機構，不僅為伊拉克
的母親提供食物、柬埔寨做衛生培訓，以及南美邊境

移民的醫療服務。四月初機構到了紐約中央公園，部

署野戰醫院，號召 240多名專家，建立呼吸保健部門，
治療三百多名新冠重症患者。「當我們的救災專家奉

耶穌的名服事時，給受傷的人們帶來安慰和基督的希

望。我們看到病人由瀕死中康復，也看到神的救恩臨

到我們的照護。」(Samaritan's Purse 網站 )
..............................................................................................

網絡佈道
：藉著耶穌受難日的網絡佈

道會，13.2萬人回應接受了
耶穌，收看人數多達一億。該活動被翻譯成 40種語
言，在將近一百個國家播放，包括中國、日本、尼泊

爾、泰國、印度、肯亞、奈及利亞、俄羅斯和烏克蘭。

Pulse創辦人表示：「我們在封閉國家的翻譯員，冒
著生命危險，因為對他們來說福音是多麼寶貴。在疫

情中我們正經歷大復興，我認為神才剛開始動工。」

(Christian Headlines 4/27/2020)
..............................................................................................

新媒體教會
：一場疫情，將全球的

教會快速推至網上。曾

經以為不能捨棄的，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甚至超過預期。

新媒體激活了教會的公共性，也激活了教會的媒體性。

安平牧師指出，網上聚會很可能成為新常態，不只是

轉換陣地，最難的是觀念和思維模式的轉換，以及相

應方向和策略的調整。他呼籲藉此機會認真思考，融

合線上跟線下，更多參與公共事務，展現公共關懷，

並在教會內建立起一個真實的、在情感上有生命連結

的生命共同體。(基督教論壇報 3/26/2020)

..............................................................................................

日本
：在基督徒人口不到 1％的日本，由於疫
情的限制，無法到實體教會，日本一間教

會現在的網上聚會，大大影響了教會的門徒訓練，以

及與非基督徒朋友建立關係的方式。改為網上聚會後，

就可以看到誰沒有出現在螢幕上、誰生病了，或是誰

需要鼓勵，整個社區都有責任傾聽，提供牧養。主任

牧師說：「我們放慢腳步，學會忍耐並放棄掌控，在

福音中悔改安息。你可說這是福音的更新，或是福音

的開始。」(Christian Index 4/21/2020)
..............................................................................................

印度
：在新冠疫情封鎖期間，大多數印度基督

徒必須應對經濟問題以及社區的反對和

仇恨。極端分子可能會向基督徒施加壓力，要求他們

皈依為印度教徒，以幫助解決他們的財務困境。超過

70％的農村牧師因為教會關閉，沒有收入。儘管無法
獲得基本需求，他們仍被迫留在家中，迫切需要食物、

醫療保健等協助。一位家庭教會牧師說：「從我信奉

基督的那一刻起，就失去了領取政府給窮人福利的資

格。以前僅靠主日奉獻已經很難，現在教會完全關閉，

我無法養家糊口。 」(Nsnaz.org 5/1/2020)
..............................................................................................

羅姆人
：歐洲最大的少數群體羅姆人受到

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打擊特別嚴重，

他們正面臨著健康風險、經濟匱乏和污名化的威脅。

歐洲一千萬羅姆人中，約有 80％生活在擁擠的社區房
屋中，成為潛在的疾病熱點。有些國家對羅姆人社區

採取強制措施。許多羅姆人非法打工，這意味著他們

因疫情被解僱，也沒有資格獲得國家的補償。許多家

庭沒有網絡和電腦，孩子的遠程學習相形困難。新冠

病毒可能加劇先前存在的問題，包括住房質量差、經

濟機會低、相關的健康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歧視。

(The Guardian 5/11/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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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場上的呼聲與代禱

中亞宣教樞紐 (Central Asia Mission Hub)

◎我們在吉爾吉斯坦的 7間基督教中小學配合政
令而關閉，其中「凱明身心障礙兒童寄宿學校」的孩

童都已經平安被接回到各自或親戚的家中。「卡拉博

塔孤兒院」的孩童也都安全的留下來，在學校關閉期

間有專人照顧並提供假期的特別課程。孩童受保護不

允許外出，亦不接受有訪客進來接觸他們。

◎雖然所有學校，但當地負責大學生事工的宣教

士仍可積極地用網路與學生們聯繫，持續練習漢語或

英語並在其中鼓勵關懷他們的景況。原來計劃前來的

海外短宣隊，改由每週經由線上的視訊會議做分享與

鼓勵。

◎收到 IUCA大學副校長傳來自當地市政府的要
求，說城鎮中有些瞎眼耳聾及殘障的市民需要幫助。

IUCA大學生義工團隊連同我們在當地的機構同工，
發動海外華人基督徒捐款採買一些物資，連續四週來，

總共探訪了 120多個殘疾人及弱勢的家庭。
◎疫情開始之前 IUCA 大學及附設的專科舉辦 

Open House，共有 370 名 (去年 170 名 )高中學生來
到了大學，另外 350 名 (去年 140 名 )來到了專科；
其中一半以上來自首都，前來探索他們未來的高等教

育學府。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一天！

請你參與及代禱：

▲懇請在禱告中紀念此次因疫情影響，導致

我們的事工面臨在經濟方面的巨大挑戰，而必

須立即削減 IUCA大學 20%的開銷。雖然十年
來 IUCA已經在當地建立了良好的聲譽，卻沒有
吉爾吉斯政府的支援，要在一個穆斯林國家經營

這所具策略性的學府，需要靠上帝的供應藉由聖

徒們的奉獻來支持，因此我們深盼您知道此急迫

性之後，能夠一同來關心這個需要。深信因您的

參與和奉獻，我們將看見神的榮耀遍照穆斯林國

家，基督福音的本質將滲透在這些未認識祂的人

當中，這投資是值得的，亦是神給我們的機會。

東歐宣教樞紐 (Eastern Europe Mission Hub)

◎羅姆人事工因新冠疫情設立為期三個月的「 急
難救助特別計劃」，以四個教會為平台，每個教會幫

助 50家庭，每月補助 31美元的糧食補助費，感謝主
及眾教會兄弟姐妹的支持，完成整體計畫所需的預算

美金 18,600元，頭筆款項，已經匯寄到第一間教會，
並由該教會的同工張羅採購，將物資一一整理包裝。

在教會主任牧師帶領弟兄姊妹祝福禱告後，由需要的

家庭來教會領取，或教會同工分送出去。感謝美國亞

凱迪亞浸信會也是本中心多年的夥伴教會，在李牧師

的帶領下，全力支持這個計畫，也感謝其他教會的參

與，願神祝福。

◎原定塞爾維亞項君聖傳道 5月按牧的計劃，但
新冠肺炎疫情無法成行，在亞凱地亞浸信會李約翰牧

師的建議下，並得到項君聖傳道的同意，將延期到 10
月份舉行。

◎ 4月 6日波黑華人基督教會發起幫助當地其他
族裔教會的疫情食物捐助活動，以對接克羅底亞賈科

沃福音教會牧師但以理為主，幫助那邊約 150個家庭。
在 4月 24日牧師但以理寫給波黑教會表示，每一位收
到捐贈物資的人都感謝來自中國的弟兄姐妹為捐贈所

做出的努力。這些捐贈物資對我們猶如雪中送炭！特

別是一位帶七個孩子的媽媽，因父親入獄七個月，母

親獨自照顧七個小孩，雖然有社工團體和兒童團體的

穩定支持，但不足夠維持生活。此次的食物捐助，提

供了最急需的幫助。

請你參與及代禱：

▲請繼續為羅姆人的急難救助特別計畫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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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因我們收到的捐款超出了計劃，計劃擴展到

更多地區，幫助更多家庭。

▲請為東歐所有華人教會當地的疫情關懷禱

告，希望能盡快恢復正常經濟活動，讓華商能有

餘力擴大神國事工。

俄羅斯宣教樞紐 (Russia Mission Hub)

◎因冠狀肺炎疫情，莫斯科華人教會自 2月 2日
起，改為網上聚會，要視疫情發展情況，再決定何時

恢復正常聚會。

◎俄羅斯宣教區在疫情襲擊下好像凍結了似的，

但教會運作沒有停止。能待在當地的弟兄姊妹仍然盡

力採用網路方式聚會和敬拜。由於俄羅斯嚴格執行禁

止群聚政策、因此所有的事工大都是在線上及網路進

行的。

◎由於盧布貶值、與美元之對比幾達 1:75；所以
商人朋友們叫苦連天、而且由於限制令、市場也被勒

令停業、於是許多主內弟兄姊妹都處在非常艱辛的情

況下繼續奮鬥。我們也只有持續為他們守望代禱。

請你參與及代禱：

▲因冠狀肺炎疫情，俄羅斯政府暫停中國人

入境，影響到當地的華商及留學生，請為此禱告，

讓疫情快快止息。

▲本宣教樞紐工場主任周克西長老申請赴俄

簽證用的邀請函，首次被通知拒發，這是前所未

有的經歷。只有等候 神的帶領與指示吧！敬請多
多在禱告中紀念。

東南亞宣教樞紐 (Southeast Asia mission hub)

◎泰國清邁教會 3月 21日開始了一個週六白天的
查經小組，針對的對象是因為疫情不想留在大陸，以

留學簽證留在清邁的成人和白天要在私立學校上班的

老師，以及在清邁讀書的大學生和研究生。

◎購緬甸仰光宗教用地第五層樓案，雖然已完成

購樓手續，因還得買些傢具，音響，裝潢等，繼續募

款中，進度已達百分之九十左右。若情況許可，購樓

發起人余茂洋牧師夫婦，會親自前往緬甸，查看房子

內部地磚、裝潢，聯絡克欽教會傳道人訓練細節。

◎元月建立新的「仰光宣教中心」，感謝神，二

月開拓了一間緬語教會 (阿信明教會 )，剛開始主日聚
會就約有 20人，目前正禱告尋求可以固定崇拜的房
屋。感謝神，兄姊們都熱心愛主，也願每週參與探訪關

懷，期盼教會能逐漸穩固。近因受疫情的影響，只好暫

停聚會，但仍使用網絡及電話關懷代禱，每主日 在家
裡聚會。辦公室每天上午八點有讀經分享和禱告會。

◎緬甸區九個福音站，都有負責同工及 20至 60
個牧養對象，九個福音站分別是  A.仰光：1.普世仰
光辦公室  2.也俄港兒童中心  3.阿信明緬語教會；  
B.臘戌：4.美樺溫柔之家 5.百石基督教會  6.喜樂福
音站  7.幫可佈道所 8.豐盛學生中心  9 勐養學生中心

請你參與及代禱：

▲緬甸美樺溫柔之家孤兒院從收容 3個孩子
到現在的 42個孩子，校舍不敷使用，因此計劃
擴建校舍，希望每人兩千美金，有一百人參與，

共需二十萬美金。願能更多弟兄姐妹感動支持，

幫助擴建校舍，以收容更多的孩子。

▲緬甸區九個福音站需要經費，每站每月約

300美元至 500元不等，歡迎教會參與支持。
▲勐波華語教會被當地政府逼迫，教堂被毀，

請代禱。

普世宣教神學院事工

◎ 4月 11-19日爾灣校本部碩士班有「構解牧養
輔導」課程，由邵莊秀美博士師母用 ZOOM教授。
◎ 5月 18-29日有「基督教倫理學」課程，用網

路 ZOOM對俄羅斯各校區上課，由周天深牧師博士用
ZOOM教授。
◎計劃 6月下旬開始博士及碩士新生班，用網路

zoom上課，由周淑慧牧師和許震毅院長打頭陣。詳情
請上網站 www.gmseminary.org 查詢或致電本中心。
◎爾灣校本部同學和葉卡校區同學參加的講道訓

練，用 zoom對俄羅斯數間教會周三和周五講道。
請你參與及代禱：

◎ 請繼續為 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的認證申
請作準備禱告。

辦公室動態 

◎本季因疫情關係，辦公室同工在家服事執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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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基督教普世豐盛生命協會
台北辦公室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80號6樓608室
台北辦公室電話：(02)2536-8468
高雄辦公室地址：高雄市民權一路53號5樓
高雄辦公室電話：(07)335-3037
                                                                          
澳洲聯絡人／ 華苓、陳文禮
紐西蘭聯絡人／ 吳文瑞
                                                                          
榮譽總主任：周淑慧

顧問：蘇文隆

董事會主席：嚴匡漢

董事會副主席：洪照智、鍾聲揚

董事：朱欽賢、周銘峻、周克西、夏利敏 
            曾文章、陳永昌、郭榮華、許格精
            游俊堅、蕭東賢、陸恩廣
                                                                          

1. 寄支票，抬頭請寫「GLEC」，請勿
寄現金。

2. 也可用信用卡奉獻，請直接上網站
www.glecenter.org奉獻，或是洽詢
財務組 (949-752-6899分機 2019)

3. 捐獻股票債券、共同基金、房地
產、人壽保險或遺囑捐獻，請洽財

務組 (949)752-6899分機2019本中
心將幫您達成捐獻高增值的資產，

免付增值稅 (Capital Gain)。
4.若使用電匯，請洽財務組 
    (949) 752-6899分機2019
5. 台灣地區奉獻者，請使用郵政劃撥
帳號「50091873」，戶名「社團法
人基督教普世豐盛生命協會」，本

協會將寄發奉獻收據給您。

6.手機奉獻，請直接用手機掃二維碼

奉獻支持的方式

預               算

總部行政 $287,400
拓展動員 $381,410
宣教工場 $1,663,682

總  計 $2,332,492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修正本年度預算

美國總部2020年總預算

$233萬美元（修正版）

2020年1-5月財務報告

運營收入： 美元 $565,083

A. 總部行政 $93,176

B. 拓展動員 $125

C. 宣教工場 $471,782

運營支出： 美元 $822,659

A. 總部行政 $99,365

B. 拓展動員 $124,577

C. 宣教工場 $598,717

餘拙： 美元（$257,576）

專案收入（中亞教學大樓）         $233,450

吳德聖牧師宣教基金              $65,155

宣教工場
$1,663,682

總部行政
$287,400

拓展動員
$381,410

務。每月月會及每週四的同工禱告

會以視訊進行。

◎二月新任拓展部行政部吳錫

安主任推行各種基層準備工作，三

月份發出奉獻者資料表，若未送回

請速配合填好寄回，以使行政事工

能有完整資料進行。

◎人事部湯淑珠傳道已於四月份

起離職，缺位由陳瑞苓姊妹任兼職。

◎宣教士林慧君中亞、Ellen 
Wu土耳其仍留宣教區執行任務，
在疫情中幫助該地事工仍能進行。

◎三月初俄羅斯區主任周克西

夫婦回美述職，分享神在該區的作

為，他們夫婦一年幾次到俄羅斯宣

教區證道、培靈、同工培訓。來美

期間也到夥伴教會分享見證。

◎本中心特約宣教士亦是前

台福總會總幹事吳德聖牧師，已

於 2月 27日蒙主恩召歸天安息主
懷。宣教一直是吳牧師的負擔，為

此我們成立了「吳德聖牧師宣教基

金」(Samuel Wu Mission Fund)，若
您有負擔支持，可以開支票抬頭

給 GLEC, memo 註明：吳德聖牧師
宣教基金，( or Samuel Wu Mission 
Fund)，今年目標是十萬美元。
請直接寄給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我們將會開立奉獻收據給各位。

台灣消息

◎已加強與眾教會聯結及異象

分享，鼓勵參與普世的宣道事工。

◎預定於十一月初舉行高雄、

台北、台中三區感恩募款餐會。

◎事工：鼓勵宣道、協助組訓

短宣隊、課輔教育、弱勢族群、 
媒體宣道（電視傳播）、監獄宣道、

出獄更生人關懷更生團契、得勝者

關懷中心、台南新扶小羊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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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00年感恩餐年感恩餐會會
Thanksgiving LuncheoThanksgiving Luncheonn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以賽亞書四十三19）
See, I am doing a new thing!    Now it springs up; do you not perceive it?See, I am doing a new thing!    Now it springs up; do you not perceive it?

I am making a way in the wilderness and streams in the wastelandI am making a way in the wilderness and streams in the wasteland. . （（Isa. 43:19, NIVIsa. 43:19, NIV））

God is doing a new thing

正在做一件新事

因疫情關係，本中心的年度感恩餐會，將改成網路信息分享， 

主題是「神正在做一件新事」 

將由宣教士及牧長們分享各個宣教區因應疫情所做的改變及見證，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網站：WWW. Glecenter.org 收看參與。

我們的關懷電郵是 event@glecenter.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