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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新型肺炎疫情嚴峻，華傳決定今年上半年廿五週年感恩聚會延至明年舉行，
下半年感恩聚會則繼續籌備及按實況作出調整，容後公報，敬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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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病毒)自去年底在中國湖北武漢爆發開始，到今年三月十一日中國境外的病例增加了12
倍，世界衛生組織隨即宣佈新冠病毒已經成為環球大流行疫症。至三月二十九日，新冠病毒已經蔓延至全球超過200個國
家和地區，累計感染個案共721,330例，死亡人數共33,956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包括中國、意大利、美國、西班牙、
德國和伊朗，而疫情中心起初由中國武漢開始擴展至東亞地區，之後轉到意大利和歐洲大陸，現在來到美國，而美國現
時已有超過十四萬確診個案，當中以紐約州至為嚴重超過六萬宗確診個案。加拿大方面，由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確診首宗
新冠病毒疫症個案，至三月二十九日共有6,258宗確診個案，其中，以魁省至為嚴重共有2,840宗確診個案，其次是安
省有1,355宗，卑斯省及亞省也分別有884和621宗確診個案，導致安省、亞省和卑斯省在三月中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學
校停課，禁止五十人以上聚集，非必要業務停業，食肆只准外賣，全國要封閉陸、空邊境等。現在大部份國家都以圍堵
策略去遏止疫情，包括對外封閉邊境口岸、對內限制群眾聚集、保持社交距離、快速篩選懷疑病例、隔離確診患者…等，
盡量減低感染人數，確保醫療系統不至崩潰，從而達到以下四方面的目標：第一最要緊是人命損失減至最小，其次是健
康損害減至最低，還有對人民生活困擾度減至最微，最後是整體經濟打擊減至最輕。
在新冠病毒疫症陰霾下，宣教工場面對嚴峻挑戰。和很多海外教會一樣，很多在宣教工場上的教會在疫情下被迫關
閉，然而由於一些地區的互聯網絡技術問題或網絡費用昂貴(例如大部份非洲國家)，這些教會很難像其他海外教會使用
網上崇拜，唯有暫停聚會。一些工場教會即或仍維持每週崇拜，參加人數明顯減少，甚至要取消聚會；慕道者、甚至當
地信徒也避免牧者探訪;另外，現時很多國家都封關或對旅客作強制隔離，基本上短宣隊無法成行，以華傳為例，今年九
月之前的短宣隊都要取消，宣教工場教會和宣教中心的活動幾乎完全停頓。另一方面，疫情不但影響宣教士的工作，也
威脅他們的生活和健康。首先，宣教士所在地的疫情、防疫措施和醫療系統是直接影響宣教士的健康；而且當新冠病毒
疫症成為環球大流行之後，很多旅遊醫療保險對因疫症帶來的醫療開支保障便設限制，甚至不在保障範圍，這些都是差
會決定是否需要宣教士撤離工場的主要考慮因素。然而，現在疫情蔓延全球，宣教士回原居地不一定比在宣教工場上安
全，而且旅程上也面對不少風險，加上現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陸續封關，造成很多阻礙。除此之外，宣教士的現金短缺
也是另一個問題。現在大部份的宣教工場是可以透過銀行匯款或西聯匯款(Western Union)，來供應宣教士的經濟需要，
只有極少數情況，例如當地金融體系不健全、或宣教士無法開設當地銀行戶口，這樣便需要差會同工或短宣隊定期帶現
金給宣教士；類似情況便需要其他宣教士甚至本地信徒幫助，去解決宣教士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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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肺炎陰霾下對
宣教工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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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基督教雜誌》報導新加坡教會在面對疫情時，能讓全球教會效法的七件事（英文原標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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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型態必然改變，要回到教會存在的核心使命與存在意義。
Your church’s worship will change. Hold tight to what is sacred—and hold everything else loosely.
承擔領導的責任，此時人們比平時更需要引導。
Be a strong leader. Your members will want guidance.
把握機會探索新科技的使用。
There’s no better time to up your church’s tech game.
把握機會更新教會群體的禱告生活。
There’s no better time to up your church’s prayer game.
不論怎麼做，都要預備好接受外部和內部來的批評。
Expect backlash—from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the church.
把握機會，關愛鄰舍，成為為他者存在的上帝百姓。
Love your neighbor. Good deeds will go a long way with a fearful public.
耶穌基督的好消息在各種疫情的壞消息中顯得更為重要。
Amid all the bad news in the headlines,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is more relevant than ever.

以上七點其實同樣可以應用在差會、宣教士和宣教工場，危機當前是要承擔使命，就可發掘新的契機。面對新冠病
毒疫情，華傳已經有一套應變守則給轄下的宣教士，而目前沒有宣教士需要立即從宣教工場上撤離，反而有宣教士因為
宣教工場國家封關，需要滯留在原居地延長述職。另外，亦有宣教士原本計劃下月回原居地，卻因為宣教工場國家封關
而提早離開。大部份宣教士仍然留在宣教工場緊守剛位，以電話、短訊、網絡等工具，與當地信徒保持聯繫，開解情緒
及鼓勵他們面對疫情，請繼續為宣教士禱告，疫情中對主的信心堅定，剛強壯膽面對逆境。
(註: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0/march-web-only/7-lessons-covid-19-coronavirus-churches-singapore-us-europe.html)

在烏干達經歷天父的信實

李蔡詠璇 (愛城福音堂會友)
兩年前(2018年4月)是我第一次踏足非洲，當時林安國牧師和師母鼓勵和帶領下，我和另外三位姐妹前往東非烏干達和坦桑尼亞第一次
作醫療短宣，十分難忘。我們一行五人來自加拿大愛城華人福音堂的短宣隊，於2019年12月出發去東非的烏干達，並且在當地會合從澳洲
來的九位弟兄姊妹，共十六人由李傳頌牧師及師母帶領，當中有三位醫生和三位護士，連同當地的宣教士劉偉嗚及梁琬瑩伉儷一同前往北部
帕加奇 (Pakwach) 服待。我們五位隊員在出發前不段聯絡宣教士有關服侍的細節，並且都定期聚集 思想怎樣預備整個短宣服侍。期間，我
在香港的父親, 被證實有癌症復發，我們就把自己的需要在禱告中帶到神面前，求天父帶領。信實的主聽了眾弟兄姊妹的禱告，醫治了我的
父親，讓我無後顧之憂，感謝讚美主。就這樣我們為整個十六人的團隊在出發前恆切禱告，尋求天父的帶領。

曾湛光牧師 – 我的良師摯友

李傳頌牧師

曾湛光牧師是華傳忠實的支持者，華傳加拿大辦事處成立初期，他是我們的委
員會成員，幫助華傳推動普世差傳，又協助購置辦事處基址。曾牧師也是我多年的
摯友，我在華傳服侍初期第一次來到卡加里便蒙他的熱情接待，我們一家當年述職
來到卡加里，也蒙他的安排照顧。曾牧師一生熱愛傳福音和推動普世差傳，他更身
體力行地放下成功的生意，與Polly師母一起前往巴拿馬作宣教士去開荒植堂。近
年曾牧師在宣道會華聯會中服侍，在加拿大華福牽頭下，我們有機會一起推動跨文
化宣教，還有機會一起前往蒙古了解當地需要。我曾向他請教有關華傳如何在東非
烏干達發展宣教中心，他謙卑地表示對烏干達了解不多，但是發展宣教中心和教會
植堂一樣，要注意選址地點，他的真知灼見對我作為後輩獲益良多。
曾牧師非常感謝你對華傳的愛戴、對我的鼓勵、對同工的支持，我們永遠愛你、懷念你，我們天家再見！

12月初到達目的地烏干達，我們先在首都 坎 帕拉(Kampala)停留三天服侍，並且入住當地浸信會旅舍，非常舒適。我們和澳洲的弟兄
姊妹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是大家很快便相熟，合作無間。在主日崇拜我們負責領唱詩歌，他們負責兒童崇拜及主日學，李牧師證道。崇拜
後我們的醫護人員便開始義診，由於當地醫療缺乏，很多在當地的弟兄姐妹生病時都只會服食一些當地成藥，很少看醫生，一而瘧疾是當地

懷念曾湛光牧師

最流行的傳染病。感謝主，我們整個團隊相處非常融洽，看見弟兄姊妹在主裏和睦共處, 大家謙卑事奉, 真是很感恩, 天父又應允我們的禱
告。之後，我們來到烏干達的貧民窟附近的一間學校服侍，李師母帶領幾位隊員分三組作兒童節目分享福音，我和兩位醫生則作醫療講座；
服侍完畢，在本地老師的帶領下，我們分隊進入貧民窟中作家庭探訪。我和三位隊員探訪了一位可憐的十九歲女孩，她被家人用鐵鍊鎖在
家中已經有五年，她在這五年來變得非常暴力，而且她常常離家出走，雖然她入過幾次醫院並且略有好轉，但出院後她不肯復用藥物故態復
萌。原來她常聽到一把聲音，告訢她有人追殺她，所以她常活在恐懼中，她為了自衛便打人及離家出走去逃命。我們為她確疹後，知道她患
了精神分裂症，便勸導她要每天復用藥物。最後我們為她和她的家人按手禱告，求主醫治，鼓勵她靠著主耶穌基督堅強的面對，得著在主裏
的真自由。我們問當地的老師，才知道原來在貧民窟中，因為生活壓力而像那女孩的狀況是十分普遍。

從一個生意人改變成為一個傳道人，一定經過生命價值觀的衝擊及衡量，他選擇了更美的道路；
從一個城市的傳道人變成一個普世的宣道人，一定經過神話語的指示及印證，他選擇了更廣的道路；
從一個牧羊人變成一個開荒牛，他一定看到使命高過一切，他選擇了保羅的植堂之路，選擇了無名傳道者之路，也是使徒
行傳聖靈的道路；
從一個享受兒孫福樂的年紀變成去面對一班不認識的華人，重新經歷生產之苦，他們夫婦同心一同選擇一粒麥子落在地裏
死了的道路，也是耶穌的道路。

我們於第四天前往烏干達北部的帕加奇 (Pakwach) 服待，那裡是烏干達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很多村莊是沒有政府的自來水供應和電力
供應，但我們的旅館是有水有電，不然我們便手足無措了，真的很感謝神。來到北部的第一天，我們去了一個村莊，那裡的小朋友歡天喜地
的向我們揮手，看見他們的天真笑容真的很開心。我們分開兩組服待，另一組負責醫療講座和義診，對象主要是當地的婦女，我們出發前預
備的講題，例如家居衛生、婦女健康常識、嬰兒照顧等，原來都是她們最適切的講題，真是感謝讚美天父的帶領。李傳頌牧師邀請我們在他
負責的教牧培訓課中，加插一個環節，用聖經的原則來講解如何預防性病，由於他們都是本地的牧者，當中除了一位師母，其他都是弟兄，
因此我和另一位醫生在前一晚花了很多時間準備，又努力查考聖經，特別是聖經中的婚姻觀和家庭觀，而李牧師所教的課題剛好講到與家庭
有關，與我們的講題非常吻合，很感恩有機會向牧者講解這題目，結束後那些當地牧者踴躍地問了許多問題。
感謝全能的天父為我們精心的安排，帶領我們的服待，彼此配搭，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這次的短宣服待過程中，我們
有機會與劉偉嗚及梁琬瑩宣教士夫婦交通，他們已經在當地服侍六年，身體力行勞苦作工；並且他們雖然三次患上瘧疾，在危險邊緣仍然堅
持擺上為主作工，效法主道成肉身服侍，真叫我們萬分欽佩。另外，這次短宣我們最喜樂的是每天早上一起靈修敬拜，我們一起看羅馬書，
李牧師安排我們每天帶一章聖經，他每次都從經文中作總結，給我們帶來神的話語作一天的開始，晚上,又一起禱告，為當天經歷天父的信
實而感恩，全是恩典，感謝讚美主！

林安國牧師

我懷念曾湛光牧師的笑容及積極的生命，他的這些選擇帶來了美好的果效，就是麥子埋在地裡死了之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我羨慕這樣的生命！

差傳使命團契
對象：

委身在神的差傳使命、獻身宣教的基督徒

內容：

禱告、靈修、差傳信息、宣教分享

地點：

因應疫情改以網上聚會，請聯絡：info@gointl.ca

聚會日期及時間：

3月23日 / 4月27日，星期一，晚上7:30至9:00

華傳禱告會

2020 年 訪 宣 計 劃 Update

同心守望
內容：了解華傳差會最新動態，為宣教士、宣教工場祈禱。
地點：因應疫情改以網上祈禱會，請聯絡：info@gointl.ca

日期

地點

名額

內容

語言

費用

下次祈禱會日期及時間：

7月17 - 8月1日

東歐

4位

事工探討、工場探訪

英語

$1500+機票

9月29 - 10月8日

烏干達

已滿額

兒童福音營、青年領袖訓練，教牧培訓

英語

$800+機票+簽證

差傳代禱：

11月15 - 23日

泰北

餘4名額

事工探討、工場探訪

國/粵語 $500+機票

1. 由於新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原定三月底及四月初在卡加里和愛民頓舉行的華傳廿五週年感恩餐會將會延至明年舉行，下半年的慶

11月28 - 12月10日 烏干達

8位

兒童英文班、青年領袖訓練，教牧培訓

英語

3月6日 / 4月3日 / 5月1日 (星期五) ，早上9:30至10:30

祝活動現在仍然繼續籌備，請代禱。
2. 宣教士關海山、黎詠婷夫婦原定於墨西哥服侍至四月底，他們於墨西哥封關前先到美國，並且於3月23日平安回到多倫多，感謝主保守。
3. 特約宣教士黃大華、陳燕華夫婦原定於今年四月前往南美洲服侍，現在因疫情而延至下半年出發，請代禱。
4. 李傳頌牧師原定於5月初帶領短宣隊前往東非烏干達服侍，現在延至九月底出發，請代禱。

$800+機票+簽證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重生得救，有教會事奉經驗，有教會牧者推薦，並且參加本會舉辦的訪宣訓練。
2. 費用預計包括食宿及當地交通，可能因匯率及當地情況略作調整。
3. 所有短宣計劃於出發前三個月截止或額滿即止，本會保留訪宣隊最終安排及接納或否決權。
    詳情請與華傳加拿大辦事處聯絡，電話：416-756-2111, 北美免費長途：1-888-917-2111，電郵：info@gointl.ca。

在烏干達經歷天父的信實

李蔡詠璇 (愛城福音堂會友)
兩年前(2018年4月)是我第一次踏足非洲，當時林安國牧師和師母鼓勵和帶領下，我和另外三位姐妹前往東非烏干達和坦桑尼亞第一次
作醫療短宣，十分難忘。我們一行五人來自加拿大愛城華人福音堂的短宣隊，於2019年12月出發去東非的烏干達，並且在當地會合從澳洲
來的九位弟兄姊妹，共十六人由李傳頌牧師及師母帶領，當中有三位醫生和三位護士，連同當地的宣教士劉偉嗚及梁琬瑩伉儷一同前往北部
帕加奇 (Pakwach) 服待。我們五位隊員在出發前不段聯絡宣教士有關服侍的細節，並且都定期聚集 思想怎樣預備整個短宣服侍。期間，我
在香港的父親, 被證實有癌症復發，我們就把自己的需要在禱告中帶到神面前，求天父帶領。信實的主聽了眾弟兄姊妹的禱告，醫治了我的
父親，讓我無後顧之憂，感謝讚美主。就這樣我們為整個十六人的團隊在出發前恆切禱告，尋求天父的帶領。

曾湛光牧師 – 我的良師摯友

李傳頌牧師

曾湛光牧師是華傳忠實的支持者，華傳加拿大辦事處成立初期，他是我們的委
員會成員，幫助華傳推動普世差傳，又協助購置辦事處基址。曾牧師也是我多年的
摯友，我在華傳服侍初期第一次來到卡加里便蒙他的熱情接待，我們一家當年述職
來到卡加里，也蒙他的安排照顧。曾牧師一生熱愛傳福音和推動普世差傳，他更身
體力行地放下成功的生意，與Polly師母一起前往巴拿馬作宣教士去開荒植堂。近
年曾牧師在宣道會華聯會中服侍，在加拿大華福牽頭下，我們有機會一起推動跨文
化宣教，還有機會一起前往蒙古了解當地需要。我曾向他請教有關華傳如何在東非
烏干達發展宣教中心，他謙卑地表示對烏干達了解不多，但是發展宣教中心和教會
植堂一樣，要注意選址地點，他的真知灼見對我作為後輩獲益良多。
曾牧師非常感謝你對華傳的愛戴、對我的鼓勵、對同工的支持，我們永遠愛你、懷念你，我們天家再見！

12月初到達目的地烏干達，我們先在首都 坎 帕拉(Kampala)停留三天服侍，並且入住當地浸信會旅舍，非常舒適。我們和澳洲的弟兄
姊妹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是大家很快便相熟，合作無間。在主日崇拜我們負責領唱詩歌，他們負責兒童崇拜及主日學，李牧師證道。崇拜
後我們的醫護人員便開始義診，由於當地醫療缺乏，很多在當地的弟兄姐妹生病時都只會服食一些當地成藥，很少看醫生，一而瘧疾是當地

懷念曾湛光牧師

最流行的傳染病。感謝主，我們整個團隊相處非常融洽，看見弟兄姊妹在主裏和睦共處, 大家謙卑事奉, 真是很感恩, 天父又應允我們的禱
告。之後，我們來到烏干達的貧民窟附近的一間學校服侍，李師母帶領幾位隊員分三組作兒童節目分享福音，我和兩位醫生則作醫療講座；
服侍完畢，在本地老師的帶領下，我們分隊進入貧民窟中作家庭探訪。我和三位隊員探訪了一位可憐的十九歲女孩，她被家人用鐵鍊鎖在
家中已經有五年，她在這五年來變得非常暴力，而且她常常離家出走，雖然她入過幾次醫院並且略有好轉，但出院後她不肯復用藥物故態復
萌。原來她常聽到一把聲音，告訢她有人追殺她，所以她常活在恐懼中，她為了自衛便打人及離家出走去逃命。我們為她確疹後，知道她患
了精神分裂症，便勸導她要每天復用藥物。最後我們為她和她的家人按手禱告，求主醫治，鼓勵她靠著主耶穌基督堅強的面對，得著在主裏
的真自由。我們問當地的老師，才知道原來在貧民窟中，因為生活壓力而像那女孩的狀況是十分普遍。

從一個生意人改變成為一個傳道人，一定經過生命價值觀的衝擊及衡量，他選擇了更美的道路；
從一個城市的傳道人變成一個普世的宣道人，一定經過神話語的指示及印證，他選擇了更廣的道路；
從一個牧羊人變成一個開荒牛，他一定看到使命高過一切，他選擇了保羅的植堂之路，選擇了無名傳道者之路，也是使徒
行傳聖靈的道路；
從一個享受兒孫福樂的年紀變成去面對一班不認識的華人，重新經歷生產之苦，他們夫婦同心一同選擇一粒麥子落在地裏
死了的道路，也是耶穌的道路。

我們於第四天前往烏干達北部的帕加奇 (Pakwach) 服待，那裡是烏干達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很多村莊是沒有政府的自來水供應和電力
供應，但我們的旅館是有水有電，不然我們便手足無措了，真的很感謝神。來到北部的第一天，我們去了一個村莊，那裡的小朋友歡天喜地
的向我們揮手，看見他們的天真笑容真的很開心。我們分開兩組服待，另一組負責醫療講座和義診，對象主要是當地的婦女，我們出發前預
備的講題，例如家居衛生、婦女健康常識、嬰兒照顧等，原來都是她們最適切的講題，真是感謝讚美天父的帶領。李傳頌牧師邀請我們在他
負責的教牧培訓課中，加插一個環節，用聖經的原則來講解如何預防性病，由於他們都是本地的牧者，當中除了一位師母，其他都是弟兄，
因此我和另一位醫生在前一晚花了很多時間準備，又努力查考聖經，特別是聖經中的婚姻觀和家庭觀，而李牧師所教的課題剛好講到與家庭
有關，與我們的講題非常吻合，很感恩有機會向牧者講解這題目，結束後那些當地牧者踴躍地問了許多問題。
感謝全能的天父為我們精心的安排，帶領我們的服待，彼此配搭，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這次的短宣服待過程中，我們
有機會與劉偉嗚及梁琬瑩宣教士夫婦交通，他們已經在當地服侍六年，身體力行勞苦作工；並且他們雖然三次患上瘧疾，在危險邊緣仍然堅
持擺上為主作工，效法主道成肉身服侍，真叫我們萬分欽佩。另外，這次短宣我們最喜樂的是每天早上一起靈修敬拜，我們一起看羅馬書，
李牧師安排我們每天帶一章聖經，他每次都從經文中作總結，給我們帶來神的話語作一天的開始，晚上,又一起禱告，為當天經歷天父的信
實而感恩，全是恩典，感謝讚美主！

林安國牧師

我懷念曾湛光牧師的笑容及積極的生命，他的這些選擇帶來了美好的果效，就是麥子埋在地裡死了之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我羨慕這樣的生命！

差傳使命團契
對象：

委身在神的差傳使命、獻身宣教的基督徒

內容：

禱告、靈修、差傳信息、宣教分享

地點：

因應疫情改以網上聚會，請聯絡：info@gointl.ca

聚會日期及時間：

3月23日 / 4月27日，星期一，晚上7:30至9:00

華傳禱告會

2020 年 訪 宣 計 劃 Update

同心守望
內容：了解華傳差會最新動態，為宣教士、宣教工場祈禱。
地點：因應疫情改以網上祈禱會，請聯絡：info@gointl.ca

日期

地點

名額

內容

語言

費用

下次祈禱會日期及時間：

7月17 - 8月1日

東歐

4位

事工探討、工場探訪

英語

$1500+機票

9月29 - 10月8日

烏干達

已滿額

兒童福音營、青年領袖訓練，教牧培訓

英語

$800+機票+簽證

差傳代禱：

11月15 - 23日

泰北

餘4名額

事工探討、工場探訪

國/粵語 $500+機票

1. 由於新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原定三月底及四月初在卡加里和愛民頓舉行的華傳廿五週年感恩餐會將會延至明年舉行，下半年的慶

11月28 - 12月10日 烏干達

8位

兒童英文班、青年領袖訓練，教牧培訓

英語

3月6日 / 4月3日 / 5月1日 (星期五) ，早上9:30至10:30

祝活動現在仍然繼續籌備，請代禱。
2. 宣教士關海山、黎詠婷夫婦原定於墨西哥服侍至四月底，他們於墨西哥封關前先到美國，並且於3月23日平安回到多倫多，感謝主保守。
3. 特約宣教士黃大華、陳燕華夫婦原定於今年四月前往南美洲服侍，現在因疫情而延至下半年出發，請代禱。
4. 李傳頌牧師原定於5月初帶領短宣隊前往東非烏干達服侍，現在延至九月底出發，請代禱。

$800+機票+簽證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重生得救，有教會事奉經驗，有教會牧者推薦，並且參加本會舉辦的訪宣訓練。
2. 費用預計包括食宿及當地交通，可能因匯率及當地情況略作調整。
3. 所有短宣計劃於出發前三個月截止或額滿即止，本會保留訪宣隊最終安排及接納或否決權。
    詳情請與華傳加拿大辦事處聯絡，電話：416-756-2111, 北美免費長途：1-888-917-2111，電郵：info@gointl.ca。

加拿大通訊
奔向骨肉之親、走遍人居之地
www.gointl.ca

因應新型肺炎疫情嚴峻，華傳決定今年上半年廿五週年感恩聚會延至明年舉行，
下半年感恩聚會則繼續籌備及按實況作出調整，容後公報，敬請代禱。
會牧:

陳道明牧師

總主任:

馮永樑牧師

副總主任:

胡惠強牧師
林俊仁牧師
王欽慈牧師

資深宣教導師：林安國牧師
宣教士關懷： 何俊明牧師
何梁雙鳳師母
差傳教育：

卡加里

分享嘉賓

日 星期日

愛民頓

亞 洲 軒 Central Grand Restaurant
Shop 295, Central Landmark,
1623 Centre Street NW,
Calgary, AB

李胡美儀師母

加拿大辦事處
加拿大主任: 李傳頌牧師

晚上 時 分準時開始
聯絡: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電話:416-756-2111
北美免費長途:1-888-917-2111
電郵: info@gointl.ca

主任助理:

黃關寶瑩師母
黎夏麗娟女士

月 日 星期日
晚上 時 分準時開始

多倫多

皇 城 大 酒 家 Emperor's Palace Chinese Cuisine
10638 - 100 Street,
Edmonton, AB

聯絡：梁劍雄先生
電話：780-994-9732
電郵：leung.kh2013@yahoo.com

馮永樑牧師

2020年3-4月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病毒)自去年底在中國湖北武漢爆發開始，到今年三月十一日中國境外的病例增加了12
倍，世界衛生組織隨即宣佈新冠病毒已經成為環球大流行疫症。至三月二十九日，新冠病毒已經蔓延至全球超過200個國
家和地區，累計感染個案共721,330例，死亡人數共33,956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包括中國、意大利、美國、西班牙、
德國和伊朗，而疫情中心起初由中國武漢開始擴展至東亞地區，之後轉到意大利和歐洲大陸，現在來到美國，而美國現
時已有超過十四萬確診個案，當中以紐約州至為嚴重超過六萬宗確診個案。加拿大方面，由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確診首宗
新冠病毒疫症個案，至三月二十九日共有6,258宗確診個案，其中，以魁省至為嚴重共有2,840宗確診個案，其次是安
省有1,355宗，卑斯省及亞省也分別有884和621宗確診個案，導致安省、亞省和卑斯省在三月中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學
校停課，禁止五十人以上聚集，非必要業務停業，食肆只准外賣，全國要封閉陸、空邊境等。現在大部份國家都以圍堵
策略去遏止疫情，包括對外封閉邊境口岸、對內限制群眾聚集、保持社交距離、快速篩選懷疑病例、隔離確診患者…等，
盡量減低感染人數，確保醫療系統不至崩潰，從而達到以下四方面的目標：第一最要緊是人命損失減至最小，其次是健
康損害減至最低，還有對人民生活困擾度減至最微，最後是整體經濟打擊減至最輕。
在新冠病毒疫症陰霾下，宣教工場面對嚴峻挑戰。和很多海外教會一樣，很多在宣教工場上的教會在疫情下被迫關
閉，然而由於一些地區的互聯網絡技術問題或網絡費用昂貴(例如大部份非洲國家)，這些教會很難像其他海外教會使用
網上崇拜，唯有暫停聚會。一些工場教會即或仍維持每週崇拜，參加人數明顯減少，甚至要取消聚會；慕道者、甚至當
地信徒也避免牧者探訪;另外，現時很多國家都封關或對旅客作強制隔離，基本上短宣隊無法成行，以華傳為例，今年九
月之前的短宣隊都要取消，宣教工場教會和宣教中心的活動幾乎完全停頓。另一方面，疫情不但影響宣教士的工作，也
威脅他們的生活和健康。首先，宣教士所在地的疫情、防疫措施和醫療系統是直接影響宣教士的健康；而且當新冠病毒
疫症成為環球大流行之後，很多旅遊醫療保險對因疫症帶來的醫療開支保障便設限制，甚至不在保障範圍，這些都是差
會決定是否需要宣教士撤離工場的主要考慮因素。然而，現在疫情蔓延全球，宣教士回原居地不一定比在宣教工場上安
全，而且旅程上也面對不少風險，加上現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陸續封關，造成很多阻礙。除此之外，宣教士的現金短缺
也是另一個問題。現在大部份的宣教工場是可以透過銀行匯款或西聯匯款(Western Union)，來供應宣教士的經濟需要，
只有極少數情況，例如當地金融體系不健全、或宣教士無法開設當地銀行戶口，這樣便需要差會同工或短宣隊定期帶現
金給宣教士；類似情況便需要其他宣教士甚至本地信徒幫助，去解決宣教士的燃眉之急。

華傳國際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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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肺炎陰霾下對
宣教工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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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家 御 宴 Royale Fine Dining Banquet
648 Silver Star Blvd.,
Scarborough, ON

CANADA OFFICE 加拿大辦事處

《今日基督教雜誌》報導新加坡教會在面對疫情時，能讓全球教會效法的七件事（英文原標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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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會型態必然改變，要回到教會存在的核心使命與存在意義。
Your church’s worship will change. Hold tight to what is sacred—and hold everything else loosely.
承擔領導的責任，此時人們比平時更需要引導。
Be a strong leader. Your members will want guidance.
把握機會探索新科技的使用。
There’s no better time to up your church’s tech game.
把握機會更新教會群體的禱告生活。
There’s no better time to up your church’s prayer game.
不論怎麼做，都要預備好接受外部和內部來的批評。
Expect backlash—from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the church.
把握機會，關愛鄰舍，成為為他者存在的上帝百姓。
Love your neighbor. Good deeds will go a long way with a fearful public.
耶穌基督的好消息在各種疫情的壞消息中顯得更為重要。
Amid all the bad news in the headlines,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is more relevant than ever.

以上七點其實同樣可以應用在差會、宣教士和宣教工場，危機當前是要承擔使命，就可發掘新的契機。面對新冠病
毒疫情，華傳已經有一套應變守則給轄下的宣教士，而目前沒有宣教士需要立即從宣教工場上撤離，反而有宣教士因為
宣教工場國家封關，需要滯留在原居地延長述職。另外，亦有宣教士原本計劃下月回原居地，卻因為宣教工場國家封關
而提早離開。大部份宣教士仍然留在宣教工場緊守剛位，以電話、短訊、網絡等工具，與當地信徒保持聯繫，開解情緒
及鼓勵他們面對疫情，請繼續為宣教士禱告，疫情中對主的信心堅定，剛強壯膽面對逆境。
(註: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0/march-web-only/7-lessons-covid-19-coronavirus-churches-singapore-us-europ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