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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目前有大約一萬三千人確診
感染，政府自3月起實施宵禁，餐
館及商店禁止營業，人民每星期只
准出外購買必需品兩至三次每次最
多兩小時，教會聚會停止，改用微
訊群組作網上連結及聚會，並且每
天有三個時段在群組上輪流禱告。

侯劍廉、簡銀馨 (巴拿馬)

目前，哥倫比亞已經有超過一千宗
感染個案，首都波哥大自3月中封
城後，市內很多地方有軍警駐守，
公車停駛，出外購物極不方便，教
會聚會停止，餐館禁止營業，弟兄
姐妹的生意大受影響。

張舜娥 (哥倫比亞)

與宣教士
疫境同行

拉丁美洲

古城的疫情雖然沒有大埠的嚴重，
但是確疹個案每天都在增加，餐館
生意大受影響，打擊初信者的信心
，弟兄姐妹都足不出戶，只有在網
上與里約教會連結崇拜。

張應就 (巴西-古城)

自2月25日聖保羅市確疹巴西首宗
新冠病毒之後，疫情每天都在增加
，巴西全國有超過五十萬人確疹，
單是聖保羅有近十萬人染病，然而
政府沒有實施隔離政策，人民生活
如常，但華人餐館生意下跌嚴重，
醫療物資缺乏，教會也改以網上崇
拜。請為秀珠禱告，她每星期要到
醫院洗腎四次，最近心臟血管也出
了問題。

李楚帆、莊秀珠 (巴西-聖保羅)

奈市很多店舖關門，弟兄姐妹面對疫情都相當彷徨，他們當
中有家人感染，但感恩症狀輕微不必住院，我們與里約教會
不但在網上作聯合崇拜，也把握機會繼續做領袖訓練。

江從星 (巴西-奈市)

李東略、李納眞 (巴西-奈市)

自2月底起福音中心已停止聚會，
當地店舖照常營業，但生意轉差。
3月底墨西哥政府宣佈封閉美墨邊
境，4月中當地醫院出現病毒爆發
，死亡個案上升。

關海山、黎詠婷 (墨西哥-蒂華納)

5月進入秋涼，疫情在巴西相當嚴
峻，市政府仍然比較寬鬆，黑幫控
制的貧民窟反而嚴格不准外人進入
。部份餐館、商店照常營業，但生
意大跌，教會聚會停止，我們三個
分堂每星期作聯合網上崇拜和祈禱
會。

陳偉泉、楊愛珍 (巴西-里約)

(CANADA)

(加拿大)

墨西哥自2月中發現第一宗新冠病
毒個案，至5月已經累積超過九萬
人感染。3月22日政府禁止酒吧、
夜店的營業，同時宣佈封閉陸路邊
境。4月中墨京市政府宣佈局部封
城及分區宵禁，但是很多人沒有遵
守封城令，教會照常聚會。當地很
多人失業，治安轉差，有信徒店舖
被搶劫，政府宣佈6月重啟經濟。

武軍、愛琴 (墨西哥-墨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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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病毒)自三月十一日成為環球大流行疫症之後，已經蔓延至全球超過

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至五月中累計全球感染個案已經超過四百五十萬例，近三十萬人死亡。在這期

間，為了控制疫情，全球超過一百個國家和地區頒佈隔離政策，進行全面或局部封鎖的「禁足令」甚或

「封城」以阻止群眾感染，佔一半世界人口約三十八億人受到停擺影響。面對疫情威脅，很多海外教會

和宣教工場上的教會都被迫關閉，實體聚會被迫停止改以網上聚會。在這期間，有差傳機構聯合不同差

會和宣教士舉辦網上研討會，了解在新冠病毒疫症陰霾下，各地宣教士在宣教工場的情況，本文匯集這

幾次研討會的資料，從各位講員中集思廣益，探討在疫情下未來的差傳使命。

疫情下的文化衝擊

現在大部份的資料都認為新冠病毒是自去年底在中國湖北武漢開始，在疫情初期，華人甚至亞裔人

士有時被人聯想到新冠病毒，一些不禮貌甚至帶歧視的言論偶有發生；但是隨著疫情蔓延全球，這些針

對華人或亞裔人士的事件也逐漸減少，反而各民族在抗疫的方法上有時會出現一些文化差異。例如：在

抗疫期間，亞洲地區普遍鼓勵民眾戴上口罩預防感染，相反西方人普遍對口罩比較抗拒，他們普遍認為

有病才戴口罩，寧願保持社交距離；在日本有宣教士說當地信徒埋怨西方宣教士不戴口罩。這也難怪，

從電影上東方傳統俠客是蒙面，而西方俠士是蒙眼。然而，在非洲的華人有口罩也不敢戴，因為當地很

多人沒有能力購買口罩，因此華人戴口罩很容易成為搶劫目標。疫情也衝擊一些傳統觀念，例如打招呼

時，西方傳統握手、拉丁美洲傳統擁抱和中東傳統的親嘴等等，都在疫情下成為禁忌。還有，在疫情時

期本來就不適宜群體聚會和聚餐，但是有個別文化以聚餐作為群體社交便面對挑戰，例如在巴基斯坦有

宣教士表示以往每星期都有幾次與當地房東一家十多人一起吃飯，作為建立友誼、傳福音的機會，現在

疫情期間這些邀請卻成為難阻。

停擺下的宣教反思

一直以來，差會的工作主要是推動差傳、籌募經費、差派宣教士、短宣支援等；但是，自從疫症發

生以來，這幾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停滯不前，因此需要作宣教反思。首先，從危機處理上

去反思，誠言這次是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對上一次是1918至1920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然

而，世界各地都曾經發生疫症、政治事件或地區性衝突，導致宣教工作停頓、宣教士撤離等。事實上，

宣教工場的危機時有發生，差會一方面衡量到宣教士的處境和安全，從而制訂一些危機處理守則；另一

方面，宣教工場在危機事件發生後如何應變、宣教工作又可以如何延續下去呢？以目前的疫情為例，在

停擺下雖然有些工作可以在網絡上進行，然而很多宣教工場沒有這方面的準備，導致很多宣教工作都停

頓下來。況且，過去很多宣教工作的重點是放在宣教士身上，在疫情下宣教士的接觸層面減少了，需

李傳頌

全球疫情下的
差傳使命

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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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委身在神的差傳使命、又願意鼓勵別人參與的基督徒

內容：禱告、靈修、差傳信息、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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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	/	7月27日，星期一，晚上7:30至9:00

差傳使命團契

關黎詠婷	 (多倫多證道浸信會美麗徑堂會友)

	 去年8月我和丈夫KK從墨西哥蒂華納	(Tijuana)	作兩個月短宣，主要是作兒童夏令營和工場體

驗。回來後，我們夫婦經過禱告後，覺得應該再去了解工場和尋求神的旨意，於是我們在11月再次

踏上Tijuana為期半年的宣教之旅，作為尋找在當地作長期宣教事工的方向驗證。過去數個月來，我

們除了專注事工的運作，也學習溶入當地文化及生活。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偶然遇到困難，同時也

經歷到神的供應、看顧保守、信實、同在和引領；並且學習到屬靈的功課，認識自己和認識神更深。

神的供應 : 　
	

	 這次再啟程往墨西哥和上一次一樣仰望神的供應，憑信心前往，當時距離出發只有兩個月，我感到有點惆悵，心中想要不

要延遲出發，丈夫鼓勵我將這個考驗交托神。感謝神，在衪沒有難成的事，神感動很多弟兄姐妹關心我們的需要，衪透過不同

的渠道，例如未信主的親朋好友、海外的信徒、本地的弟兄姊妹和神學院的同學等，來參與經濟上的支持成就這件事；而且在

工場上的生活所需，神的供應實在豐豐足足，比所想所求的還要多，感謝讚美主！

神的看顧保守 :　
	

	 初到工場時，我們遇上當地停水供應，出外買大水桶而迷路，我們又不懂西班牙文，無從問津，正在徬徨之際聽到後面有

聲音叫我們，原來是我們的鄰居。感謝主，神差派天使來引領我們回家。另一次是參與一個外展活動中與福音對象外出時，	

回程時天黑路暗，加上拖著疲累的身軀，偶一不慎便趺到崩牙，手瘀腳踵。感恩沒有頭破血流，性命仍保。再者，疫情期間我

們仍然堅持到商場、餐館、超市探訪，沒有被感染病毒，全賴神的看顧保守。後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快速擴散，一些國家為了

自保而採取封關措施嚴禁出入，墨西哥亦不例外，我們原來計劃四月底回加拿大，當時華傳的李傳頌牧師於3	月中已提醒我們

要提早離開，但是墨西哥政府於3月20日突然宣佈於24小時內關閉美墨邊境，當時我們來不及離開，十分徬徨；感謝神，透

過在美國教會弟兄姐妹的幫助，使我們最終能夠安全地從陸路邊界來到美國，之後再從美國回到加拿大，這全是神的恩典！

神同在和引領：　

	

	 在事工方面，感謝神，在去年的聖誕聚會中有8人決志信主，之後我們便開始初信栽培成長課程，堅固初信者的信心，讓

他們能夠在神的話語中扎根成長。在疫情初期查經班仍然繼續，也有信徒和慕道者参加，及至疫情嚴峻所有人都留在家裡，我

們改以網上聯繫，堅固他們的信心。另外，我們到達墨西哥不久便開放主恩之家，來者能夠接觸福音，聽講信息真理，在不同

的興趣班學習，也有遊戲娛樂，彼此學習互相服侍。11月至1月期間平均有	 20人出席，疫情爆發初期，雖然出席人數大幅下

降，但是神仍然引領新朋友來到認識衪。我們也在1月份開始嘗試團契聚會，每次有兩三個家庭參加，由於參與人數不多，大

家在聚會中可以更親密地，開放地互相彼此了解、彼此學習、彼此代禱。

	 總結在這近半年的宣教過程中，神讓我們學習到屬靈的功課，認識自己在工場上事奉的能力和恩賜，也更多認識神，學習

跟從祂。此外，這次宣教旅程帶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操練信心、忠心、堅持、恆切禱告、與主同行、信靠順服等。在這裡

衷心感謝所有與我們同行的禱告勇士，感謝大家在經濟上，心靈上和禱告上的支持。“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

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以賽亞書55:8）。感謝主讓我們又一次切切實實的經歷神！

宣教路上經歷神�宣教路上經歷神�

差傳代禱：
1.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自三月中開始肆虐加拿大本土至五月中已經兩個月，目前全國有超過六萬五千宗確診個案，死亡人數也累積超過四千人，其中以東岸安、	

	 魁兩省至為嚴重，對經濟及日常生活大受影響；然而最近疫情有舒緩的跡象，各省政府也準備逐步放寬限制及重啟經濟，求主保守。

2.	華傳加拿大辦事處在疫情期間面對嚴峻的經濟壓力，然而宣教士和同工仍然緊守崗位，請代禱。

3.	為駐巴西聖保羅宣教士李楚帆、莊秀珠禱告，秀珠最近發現心臟有兩條心管閉塞，暫時無需做手術，但是她本身有腎衰竭要定期到醫院洗腎，加上目前巴西	

	 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肆虐，請代禱。

4.	特約宣教士江從星傳道於今年三月初開始在巴西里約服侍，主要是教會領袖訓練，在疫情期間更用網絡展開男士天空的事工，求主使用他堅固當地弟兄姐妹	

	 的信心，保護他們免受感染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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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祈禱會日期及時間：	5月1日	/	6月5日	/	7月3日	(星期五)	，早上9:30至10:30

華傳禱告會
同心守望

要當地信徒去承接工作，宣教工作的重心也轉移到他們身上，故此訓練當地信徒是刻不容緩的。還有，過去差會的宣教項目著

重施與，教會出人、出錢、出技能去支持這些項目；然而，在疫情下可以預期有一段長時間的經濟下行，宣教項目固然大受影

響，更重要是如何調整這些宣教項目，從施與(Giving)到授予(Empowering)，使當地信徒能達到自給自足。

新常態的差傳使命
	

	 目前，新冠病毒蔓延全球，在世界各地的防疫措施下改變了世人的生活模式，這種改變預期會延續一段時間，形成後疫情

的新常態生活模式，在新常態下差傳使命也需要有所調整。首先，全球在疫情大流行下，具備網絡條件的宣教工場都以網上進

行宣教工作和聚會，這種既遠且近的網絡宣教平台成為當前急務，有宣教士表示他們的網上聚會多了些慕道者參加，過去一些

沒有來聚會朋友也參加網上崇拜；事實上，在疫情期間更多人思想有關人生的問題。然而，網絡上(Online)的工作不能代替網

絡外(Offline)的關係，因此，使用網絡宣教同時要配合個人接觸。在疫情期間，面對的工作當然受到限制，但是仍然可以透過

社交媒體、電郵和電話等，來保持聯絡建立關係。另外，這次疫情亦提醒宣教士和差會，對本地同工的栽培和承接工作的重

要。在疫情下，一時間出現林林總總不同的網絡培訓課程，需要過濾選擇；然而，這些知識傳遞，若再加上宣教士的導引作經

驗實踐，更能事半功倍。最後，在新常態下要重新思想整全福音的宣教使命(The	 Wholistic	 Mission)。疫情期間導致經濟下

滑，除了傳福音，很多人也需要緊急救助，若能夠加上長期的支援或技術訓練，達到自力更新的果效。例如：華傳在烏干達北

部的福音中心，有一個社區農場，幫助當地人作農耕培訓。

	 新加坡聖約播道會門訓領袖導師曾金發牧師說：“這世界有一種病毒遠超過人類歷史以來已知的所有病毒，這病毒就是

罪，而且這種病毒絕對沒有免疫力，它感染了百分之百的全人類世人，無一倖免，沒有希望，唯一能解決的是這世界需要救

主、需要救恩。”(註)		這是我們在疫情中持守的宣教使命。

(註: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0/march-web-only/7-lessons-covid-19-coronavirus-churches-singapore-us-europ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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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委身在神的差傳使命、又願意鼓勵別人參與的基督徒

內容：禱告、靈修、差傳信息、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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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	/	7月27日，星期一，晚上7:30至9:00

差傳使命團契

關黎詠婷	 (多倫多證道浸信會美麗徑堂會友)

	 去年8月我和丈夫KK從墨西哥蒂華納	(Tijuana)	作兩個月短宣，主要是作兒童夏令營和工場體

驗。回來後，我們夫婦經過禱告後，覺得應該再去了解工場和尋求神的旨意，於是我們在11月再次

踏上Tijuana為期半年的宣教之旅，作為尋找在當地作長期宣教事工的方向驗證。過去數個月來，我

們除了專注事工的運作，也學習溶入當地文化及生活。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偶然遇到困難，同時也

經歷到神的供應、看顧保守、信實、同在和引領；並且學習到屬靈的功課，認識自己和認識神更深。

神的供應 : 　
	

	 這次再啟程往墨西哥和上一次一樣仰望神的供應，憑信心前往，當時距離出發只有兩個月，我感到有點惆悵，心中想要不

要延遲出發，丈夫鼓勵我將這個考驗交托神。感謝神，在衪沒有難成的事，神感動很多弟兄姐妹關心我們的需要，衪透過不同

的渠道，例如未信主的親朋好友、海外的信徒、本地的弟兄姊妹和神學院的同學等，來參與經濟上的支持成就這件事；而且在

工場上的生活所需，神的供應實在豐豐足足，比所想所求的還要多，感謝讚美主！

神的看顧保守 :　
	

	 初到工場時，我們遇上當地停水供應，出外買大水桶而迷路，我們又不懂西班牙文，無從問津，正在徬徨之際聽到後面有

聲音叫我們，原來是我們的鄰居。感謝主，神差派天使來引領我們回家。另一次是參與一個外展活動中與福音對象外出時，	

回程時天黑路暗，加上拖著疲累的身軀，偶一不慎便趺到崩牙，手瘀腳踵。感恩沒有頭破血流，性命仍保。再者，疫情期間我

們仍然堅持到商場、餐館、超市探訪，沒有被感染病毒，全賴神的看顧保守。後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快速擴散，一些國家為了

自保而採取封關措施嚴禁出入，墨西哥亦不例外，我們原來計劃四月底回加拿大，當時華傳的李傳頌牧師於3	月中已提醒我們

要提早離開，但是墨西哥政府於3月20日突然宣佈於24小時內關閉美墨邊境，當時我們來不及離開，十分徬徨；感謝神，透

過在美國教會弟兄姐妹的幫助，使我們最終能夠安全地從陸路邊界來到美國，之後再從美國回到加拿大，這全是神的恩典！

神同在和引領：　

	

	 在事工方面，感謝神，在去年的聖誕聚會中有8人決志信主，之後我們便開始初信栽培成長課程，堅固初信者的信心，讓

他們能夠在神的話語中扎根成長。在疫情初期查經班仍然繼續，也有信徒和慕道者参加，及至疫情嚴峻所有人都留在家裡，我

們改以網上聯繫，堅固他們的信心。另外，我們到達墨西哥不久便開放主恩之家，來者能夠接觸福音，聽講信息真理，在不同

的興趣班學習，也有遊戲娛樂，彼此學習互相服侍。11月至1月期間平均有	 20人出席，疫情爆發初期，雖然出席人數大幅下

降，但是神仍然引領新朋友來到認識衪。我們也在1月份開始嘗試團契聚會，每次有兩三個家庭參加，由於參與人數不多，大

家在聚會中可以更親密地，開放地互相彼此了解、彼此學習、彼此代禱。

	 總結在這近半年的宣教過程中，神讓我們學習到屬靈的功課，認識自己在工場上事奉的能力和恩賜，也更多認識神，學習

跟從祂。此外，這次宣教旅程帶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操練信心、忠心、堅持、恆切禱告、與主同行、信靠順服等。在這裡

衷心感謝所有與我們同行的禱告勇士，感謝大家在經濟上，心靈上和禱告上的支持。“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

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以賽亞書55:8）。感謝主讓我們又一次切切實實的經歷神！

宣教路上經歷神�宣教路上經歷神�

差傳代禱：
1.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自三月中開始肆虐加拿大本土至五月中已經兩個月，目前全國有超過六萬五千宗確診個案，死亡人數也累積超過四千人，其中以東岸安、	

	 魁兩省至為嚴重，對經濟及日常生活大受影響；然而最近疫情有舒緩的跡象，各省政府也準備逐步放寬限制及重啟經濟，求主保守。

2.	華傳加拿大辦事處在疫情期間面對嚴峻的經濟壓力，然而宣教士和同工仍然緊守崗位，請代禱。

3.	為駐巴西聖保羅宣教士李楚帆、莊秀珠禱告，秀珠最近發現心臟有兩條心管閉塞，暫時無需做手術，但是她本身有腎衰竭要定期到醫院洗腎，加上目前巴西	

	 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肆虐，請代禱。

4.	特約宣教士江從星傳道於今年三月初開始在巴西里約服侍，主要是教會領袖訓練，在疫情期間更用網絡展開男士天空的事工，求主使用他堅固當地弟兄姐妹	

	 的信心，保護他們免受感染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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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祈禱會日期及時間：	5月1日	/	6月5日	/	7月3日	(星期五)	，早上9:30至10:30

華傳禱告會
同心守望

要當地信徒去承接工作，宣教工作的重心也轉移到他們身上，故此訓練當地信徒是刻不容緩的。還有，過去差會的宣教項目著

重施與，教會出人、出錢、出技能去支持這些項目；然而，在疫情下可以預期有一段長時間的經濟下行，宣教項目固然大受影

響，更重要是如何調整這些宣教項目，從施與(Giving)到授予(Empowering)，使當地信徒能達到自給自足。

新常態的差傳使命
	

	 目前，新冠病毒蔓延全球，在世界各地的防疫措施下改變了世人的生活模式，這種改變預期會延續一段時間，形成後疫情

的新常態生活模式，在新常態下差傳使命也需要有所調整。首先，全球在疫情大流行下，具備網絡條件的宣教工場都以網上進

行宣教工作和聚會，這種既遠且近的網絡宣教平台成為當前急務，有宣教士表示他們的網上聚會多了些慕道者參加，過去一些

沒有來聚會朋友也參加網上崇拜；事實上，在疫情期間更多人思想有關人生的問題。然而，網絡上(Online)的工作不能代替網

絡外(Offline)的關係，因此，使用網絡宣教同時要配合個人接觸。在疫情期間，面對的工作當然受到限制，但是仍然可以透過

社交媒體、電郵和電話等，來保持聯絡建立關係。另外，這次疫情亦提醒宣教士和差會，對本地同工的栽培和承接工作的重

要。在疫情下，一時間出現林林總總不同的網絡培訓課程，需要過濾選擇；然而，這些知識傳遞，若再加上宣教士的導引作經

驗實踐，更能事半功倍。最後，在新常態下要重新思想整全福音的宣教使命(The	 Wholistic	 Mission)。疫情期間導致經濟下

滑，除了傳福音，很多人也需要緊急救助，若能夠加上長期的支援或技術訓練，達到自力更新的果效。例如：華傳在烏干達北

部的福音中心，有一個社區農場，幫助當地人作農耕培訓。

	 新加坡聖約播道會門訓領袖導師曾金發牧師說：“這世界有一種病毒遠超過人類歷史以來已知的所有病毒，這病毒就是

罪，而且這種病毒絕對沒有免疫力，它感染了百分之百的全人類世人，無一倖免，沒有希望，唯一能解決的是這世界需要救

主、需要救恩。”(註)		這是我們在疫情中持守的宣教使命。

(註: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0/march-web-only/7-lessons-covid-19-coronavirus-churches-singapore-us-europ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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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目前有大約一萬三千人確診
感染，政府自3月起實施宵禁，餐
館及商店禁止營業，人民每星期只
准出外購買必需品兩至三次每次最
多兩小時，教會聚會停止，改用微
訊群組作網上連結及聚會，並且每
天有三個時段在群組上輪流禱告。

侯劍廉、簡銀馨 (巴拿馬)

目前，哥倫比亞已經有超過一千宗
感染個案，首都波哥大自3月中封
城後，市內很多地方有軍警駐守，
公車停駛，出外購物極不方便，教
會聚會停止，餐館禁止營業，弟兄
姐妹的生意大受影響。

張舜娥 (哥倫比亞)

與宣教士
疫境同行

拉丁美洲

古城的疫情雖然沒有大埠的嚴重，
但是確疹個案每天都在增加，餐館
生意大受影響，打擊初信者的信心
，弟兄姐妹都足不出戶，只有在網
上與里約教會連結崇拜。

張應就 (巴西-古城)

自2月25日聖保羅市確疹巴西首宗
新冠病毒之後，疫情每天都在增加
，巴西全國有超過五十萬人確疹，
單是聖保羅有近十萬人染病，然而
政府沒有實施隔離政策，人民生活
如常，但華人餐館生意下跌嚴重，
醫療物資缺乏，教會也改以網上崇
拜。請為秀珠禱告，她每星期要到
醫院洗腎四次，最近心臟血管也出
了問題。

李楚帆、莊秀珠 (巴西-聖保羅)

奈市很多店舖關門，弟兄姐妹面對疫情都相當彷徨，他們當
中有家人感染，但感恩症狀輕微不必住院，我們與里約教會
不但在網上作聯合崇拜，也把握機會繼續做領袖訓練。

江從星 (巴西-奈市)

李東略、李納眞 (巴西-奈市)

自2月底起福音中心已停止聚會，
當地店舖照常營業，但生意轉差。
3月底墨西哥政府宣佈封閉美墨邊
境，4月中當地醫院出現病毒爆發
，死亡個案上升。

關海山、黎詠婷 (墨西哥-蒂華納)

5月進入秋涼，疫情在巴西相當嚴
峻，市政府仍然比較寬鬆，黑幫控
制的貧民窟反而嚴格不准外人進入
。部份餐館、商店照常營業，但生
意大跌，教會聚會停止，我們三個
分堂每星期作聯合網上崇拜和祈禱
會。

陳偉泉、楊愛珍 (巴西-里約)

(CANADA)

(加拿大)

墨西哥自2月中發現第一宗新冠病
毒個案，至5月已經累積超過九萬
人感染。3月22日政府禁止酒吧、
夜店的營業，同時宣佈封閉陸路邊
境。4月中墨京市政府宣佈局部封
城及分區宵禁，但是很多人沒有遵
守封城令，教會照常聚會。當地很
多人失業，治安轉差，有信徒店舖
被搶劫，政府宣佈6月重啟經濟。

武軍、愛琴 (墨西哥-墨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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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病毒)自三月十一日成為環球大流行疫症之後，已經蔓延至全球超過

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至五月中累計全球感染個案已經超過四百五十萬例，近三十萬人死亡。在這期

間，為了控制疫情，全球超過一百個國家和地區頒佈隔離政策，進行全面或局部封鎖的「禁足令」甚或

「封城」以阻止群眾感染，佔一半世界人口約三十八億人受到停擺影響。面對疫情威脅，很多海外教會

和宣教工場上的教會都被迫關閉，實體聚會被迫停止改以網上聚會。在這期間，有差傳機構聯合不同差

會和宣教士舉辦網上研討會，了解在新冠病毒疫症陰霾下，各地宣教士在宣教工場的情況，本文匯集這

幾次研討會的資料，從各位講員中集思廣益，探討在疫情下未來的差傳使命。

疫情下的文化衝擊

現在大部份的資料都認為新冠病毒是自去年底在中國湖北武漢開始，在疫情初期，華人甚至亞裔人

士有時被人聯想到新冠病毒，一些不禮貌甚至帶歧視的言論偶有發生；但是隨著疫情蔓延全球，這些針

對華人或亞裔人士的事件也逐漸減少，反而各民族在抗疫的方法上有時會出現一些文化差異。例如：在

抗疫期間，亞洲地區普遍鼓勵民眾戴上口罩預防感染，相反西方人普遍對口罩比較抗拒，他們普遍認為

有病才戴口罩，寧願保持社交距離；在日本有宣教士說當地信徒埋怨西方宣教士不戴口罩。這也難怪，

從電影上東方傳統俠客是蒙面，而西方俠士是蒙眼。然而，在非洲的華人有口罩也不敢戴，因為當地很

多人沒有能力購買口罩，因此華人戴口罩很容易成為搶劫目標。疫情也衝擊一些傳統觀念，例如打招呼

時，西方傳統握手、拉丁美洲傳統擁抱和中東傳統的親嘴等等，都在疫情下成為禁忌。還有，在疫情時

期本來就不適宜群體聚會和聚餐，但是有個別文化以聚餐作為群體社交便面對挑戰，例如在巴基斯坦有

宣教士表示以往每星期都有幾次與當地房東一家十多人一起吃飯，作為建立友誼、傳福音的機會，現在

疫情期間這些邀請卻成為難阻。

停擺下的宣教反思

一直以來，差會的工作主要是推動差傳、籌募經費、差派宣教士、短宣支援等；但是，自從疫症發

生以來，這幾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停滯不前，因此需要作宣教反思。首先，從危機處理上

去反思，誠言這次是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對上一次是1918至1920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然

而，世界各地都曾經發生疫症、政治事件或地區性衝突，導致宣教工作停頓、宣教士撤離等。事實上，

宣教工場的危機時有發生，差會一方面衡量到宣教士的處境和安全，從而制訂一些危機處理守則；另一

方面，宣教工場在危機事件發生後如何應變、宣教工作又可以如何延續下去呢？以目前的疫情為例，在

停擺下雖然有些工作可以在網絡上進行，然而很多宣教工場沒有這方面的準備，導致很多宣教工作都停

頓下來。況且，過去很多宣教工作的重點是放在宣教士身上，在疫情下宣教士的接觸層面減少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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