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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亞的疫情並不嚴重，到7月
初只有約五百宗個案，多數是外國
人傳入，本地患者以年輕人為主，
他們都不必住院。政府沒有封城，
但是取消了國慶日和勞動節的慶祝
活動。我們的教會聚會照常，但是
聚會人數明顯減少了，有時只有兩
三個家庭聚會。

車展偉夫婦 (坦桑尼亞)

烏克蘭於3月3日發現第一宗新冠肺炎個案，3月25日
政府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4月中封閉邊境，並且
實施隔離措施，要求人們在公眾場所戴口罩，學校停
課、關閉店舖及教會聚會停止，當地確診個案大約有
五萬宗，6月底政府宣佈解封。我們身處南部城市敖
德薩，有很多中國留學生滯留當地無法回國，他們也
不敢前來聚會，祈求神賜智慧給我們如何照顧他們。

李琳 (烏克蘭)

黎巴嫩自2月21日傳入疫症，至6月底達到二千宗個案
，貝魯特國際機場在關閉了三個半個月後於7月1日重
開。疫情對黎巴嫩本來疲弱的經濟雪上加霜，經濟和
醫療系統幾近崩潰，貨幣從1美元對1,500黎巴嫩鎊貶
值至1美元到10,000黎巴嫩鎊。 失業率上升至百分之
三十以上，許多人生活困苦，加上政局不穩，反政府
示威持續。

譚牧師夫婦 (黎巴黎)

阿聯酋自1月底從中國傳入首宗新冠肺炎，
確診數目不段攀升，目前全國大約有六萬
宗病例，主要發生在外勞密集的地區。3月
初政府宣佈商店停業及學校停課，並且實
施宵禁，弟兄姐妹的生意受到很大影響，
但是宗教聚會照常。我們的教會人數急劇
下降，晚間青年崇拜改在網上舉行。

施牧師夫婦、張牧師夫婦 (阿聯酋)

約旦政府對人民照顧很好，3月初發現第一
宗從埃及傳入的個案便立即封關，4月全面
封城，政府同時對人民發放生活津貼，到
目前仍然維持大約一千宗確診個案，我的
簽證已經過期，政府給予臨時簽證，故此
暫時不用出境。

趙姐妹 (約旦)

烏干達自3月中起封城，學校停課，4月
中除貸運外陸空口岸封關。7月初政府公
佈有大約有一千宗確診個案，大多數個
案是來自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跨境貨車
司機傳入。很多人沒有工作， 貧民窟中
很多人是一天工作一天吃，很多人涯餓
，有些人忍不住走回鄉間。現在已逐漸
解封，學校重開，機場有限度運作，教
會崇拜仍然停止，只有小組聚會。由於
停課，我們的孩子們終日留在家中，求
主保守平安。

董上羊、蔡佩恩 (烏干達))

烏干達總統於3月21日宣佈全國祈禱日，呼
籲民眾為世界及國內疫情禱告。3月中封城
後，全國交通運輸陷於停頓，北部物資缺乏
。4月底發生第二波蝗災，我們在北部的農
業改善計劃的農作物剛長苗便被食光了，當
地同工說9月肯定會失收，很多人要涯餓。
我們因早前述職現在仍然滯留在原居地，等
候航班重啟再回工場，請代禱。

劉偉鳴、梁婉瑩 (烏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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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疫情發展至今，全球經濟面對前所未有的大停擺，失業率瘋升。以北美為例，在疫情前
美國和加拿大的經濟持續強勁，失業率維持百分之三水平；至今年三月疫情突然來臨，兩地幾乎全國停
擺。美國和加拿大五月份全國失業率都超過百分之十三，美國超過二千一百萬人失業，加拿大則有一千
五百萬人失業。各國為挽救經濟，在疫情期間不惜動用數以百億美元來舒解民困，加上目前亞洲地區、
歐洲及北美疫情略為舒緩，經濟活動局部重開，疫情對環球經濟的影響仍未完全浮現。然而，在未有有
效藥物和疫苗出現前，加上恐怕有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疫情爆發，預期疫情後經濟下滑將會持續一段時
間，甚至出現像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另一方面，各國為控制疫情而實施的防疫措施，阻礙人口流
動與人群聚集，影響人民生活與聯繫。面對疫情陰霾及經濟衝擊，宣教工作必須作一些策略性的調整。

一、開源節流
	 首先，在節流容易開源難的原則下，差會減省成本是當務之急。差會原有購置產業的計劃，短期內
可能需要擱置。另外是精簡架構，減省人手以減少行政開支。還有要善用網絡科技來減低成本，例如以
網絡會議來減少不必要的旅費，又或者以網上電子刊物代替印刷刊物。然而，在經濟下滑的大環境下，
宣教士即使有籌款能力，也需要學習資源互補的原則，有餘的去幫助缺乏的，更重要是重新過一個簡樸
的生活，與在宣教工場的困苦人同行。

二、緊急支援
	 在疫情下，首要是將資源集中去幫助那些在宣教工場的困苦人，以解燃眉之急。今年二月中亞洲區
疫情嚴峻時期，有基督徒台商將在中國的原有生產線更改為生產口罩的醫療防護物資，運送到二十多個
宣教工場上，透過宣教士和當地教會分發。也有差會撥出應急基金，幫助宣教工場上貧窮人提供食品和
生活所需。這些救援行動不但雪中送炭，帶來美好的見證，而且對傳福音帶來長遠的果效。然而，長遠
的策略是栽培當地信徒帶領教會自養自傳，以及提升他們的經濟能力自給自足；因此除了聖經、神學和
事工訓練，也需要著重工作技能的教授，甚至提供創業資本。

三、策略調整
	 在經濟逆轉時期，差派常規專職宣教士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退休人士參與宣教的確可以帶來一
定的幫助；然而，未來需要推動更多專業的雙職宣教團隊，配合營商宣教，在宣教工場上發揮職場使命
的果效。過去很多差會在推動雙職宣教方面集中在專業人士身上，卻面對一定的困難，尤其是面對疫情
時期有很多顧慮，而且在經濟收縮的情況下，不論是差派地區或宣教工場都不容易找到工作。其實，除
了專業背景的雙職宣教士之外，也可以從事不同形式的小型企業或社會企業，目的是以耶穌基督的愛去
幫助建立社區。這些雙職和營商宣教團隊既有明確的身份去接觸社群，他們的經濟收入也可以支持整個
團隊的宣教工作，目標是改造社區邁向全人福音的使命。

	 現時疫情時期提醒我們基督徒更需要合而為一、彼此協作、互相幫助，發揮基督的精神。去年在多
倫多有幾個西差會將他們的辦公室搬到同一座宣教大樓當中，大家共用資源、分享信息、減輕成本，便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帶出美好的見證。同樣在宣教工場上，面對新常態下的挑戰，疫情後的宣教趨勢
更是嚴峻(這方面留待下一期作進一步探討)，不同的差會、教會、宣教士更需要伙伴合作，善用資源去
作成祂的工。

李傳頌

疫情大流行下的差傳策略調整

2020年7-8月



差傳代禱：
1.	黎巴嫩的經濟瀕臨崩潰，加上最近新冠病毒疫情肆虐，超過80%的人口遭受影響，許多居民面臨飢餓，負擔不起飛漲的糧食價格，	

	 當地收容了約一百五十萬敘利亞難民的情況更是捉襟見肘，華傳正在透過當地的宣教伙伴向他們提供幫助，請代禱。

2.	加拿大華傳在疫情期間與不同地區的宣教士舉辦網上祈禱會，了解他們疫情下當地的情況，為他們祈禱，七月份將會安排與柬埔寨宣	

	 教士祈禱會，請代禱。

3.	因應疫情，大部份短宣隊今年都無法成行，加拿大華傳與宣教工場聯合舉辦網上虛擬短宣服侍，目前與墨西哥宣教士籌備網上兒童聖	

	 經班，請代禱。

4.	由於南美洲的疫情嚴峻，特約宣教士黃大華、陳燕華夫婦取消了今年中前往當地的行程，現在透過網上與巴西和秘魯教會的弟兄姐妹	

	 崇拜證道、教主日學、帶領查經和祈禱會等，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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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日	/	8月7日	/	9月4日	(星期五)	，早上9:30至10:30

內容：新冠病毒自今三月中成為環球大流行疫症之後已經蔓延至全球，面對疫情威脅，很多海外教會和宣教工場都受

到影響。本課程分三講，主要是了解在新冠病毒疫症陰霾下各地宣教工場的影響，探討在疫情下的策略調整，及疫情

後新常態下的宣教格局與宣教者的參與。

	 8月9日	 第一課：	 全球疫情下的宣教反思

	 	 	 (新冠病毒疫情對宣教工場的影響、停擺下的宣教反思)

	 8月16日	 第二課：	 疫情中的宣教策略調整

	 	 	 (網絡宣教的優劣、疫情中的資源重整)

	 8月23日	 第三課：	 新常態下的宣教使命

	 	 	 (疫情後的宣教趨勢、新常態下如何重拾宣教使命)

授課語言：	 粵語

課程導師：	 李傳頌牧師

日期及時間：	 8月9、16、23日		(主日)，	早上9:30至10:40

網上免費課程，報名及查詢：加拿大華傳			416-756-2111	/	1-888-917-2111					info@gointl.ca

走出疫境、宣教無止境：網上普世差傳主日學

差傳教育

華傳禱告會

侯劍廉、簡銀馨	 (華傳駐巴拿馬宣教士)

	 我們在巴拿馬華人浸信會中服侍已七年多，自三月初新冠病毒肺炎傳入巴拿馬，巴拿馬政府於三月十三日宣佈緊急狀態，

並且實施宵禁，除了基本需要的服務之外，例如超市、銀行、電油站等，所有商店甚至餐館都要關閉了，有些員工被解雇，有

些要停薪留職。女士每星期可以外出三次每次兩小時，男士每星期可以外出兩次每次同樣是兩小時，外出只購買生活必需品或

去銀行。	同時禁止所有聚會，我們改了在網上聚會。	西文堂的弟兄姐妹用智能手機的聚會程式	Zoom	和	Google	Hangout，

中文堂的弟兄姐妹的科技感比較弱的，他們很多不用Email，很多聚會程式，都要求有電郵地址，他們就只可以用電話去聽，

但什麼都看不到，亦接收不到任何檔案。我終於找到一個聚會程式，是不須要電郵地址註冊，因為政府的隔離禁令，我們不能

親身拜訪幫助他們安裝程式，我們做了有圖片和文字的逐步安裝指示，但最終只有少部份的弟兄姐妹成功地安裝使用，而使用

時有一定的難度，我們終於放棄了網上聚會程式，改為採用他們大家都熟悉的聊天程式	 -	微信(Wechat)。	弟兄姐妹都在一個

微信群裡，群內有些弟兄姐妹已經離開了巴拿馬，去了美國、加拿大、台灣、澳洲、西班牙等地，或者搬了屋去了別的教會卻

仍在群內。	 我們用微信一起禱告、崇拜、上主日學和團契，並分享神的話語。除了Eliza和我，大概有三十二位主內弟兄姐妹

與我們一起以微信聚會。這個群組是在大約六年前設立，當時為了促進弟兄姐妹	 隨時隨地的團契相交，想不到今天面對政府

全面隔離的措施，它成為了我們保持聯繫的渠道。感謝讚美神	的供應！

	 整個疫情不但威脅弟兄姐妹的健康、家庭，經濟，也考驗他們對神的信心，他們有些努力籌算一旦重開生意之後，怎樣拼

命地賺回今天的損失。	 神在疫情中有祂的美意，叫人醒察自己的欠缺，呼籲人悔改回轉，靈命復興。	 作為牧者，我們兩人的

挑戰就是鼓勵他們信靠神。我們鼓勵弟兄姐妹禱告，每天透過微信群發出禱告信息，鼓勵弟兄姐妹隨時隨地有感而發地透過文

字和語音禱告。我們分三個時段早、午、晚指定時段有人帶頭禱告，弟兄姐妹陸續在群組中加入，平均每次約有十位弟兄姐妹

一起禱告，非常感恩。禱告的事項方面，最初有三、四方面祈禱，為了疫情中的高危人士，例如超過六十歲，或有高血壓、心

臟病等症狀的人士祈禱；為了失去工作收入的弟兄姐妹祈禱，為他們的家人求平安，也求主賜他們與家人親友傳福音的機會。

我們期望藉著禱告，使弟兄姐妹更加倚靠神、更加親近神、更加追求神的話語遵行神的旨意。現在我們重新整理為七方面每天

祈禱，為全球的疫情及各地的醫護人員及提供基本服務的工作人員祈禱；為教會主內肢體及他們的家人祈禱；為靈魂得救、靈

命復興等等祈禱。弟兄姐妹亦努力收集一些特別的需要禱告，例如巴拿馬有二十名孕婦染了新冠病毒，其中一個嬰孩出生時已

確診染病，我們便立即為他們祈禱，又例如早前有五十名患上癲癇症的兒童，在疫情當中得不到藥物，我們又立即祈禱，之後

收到信息，巴拿馬政府已為他們解決問題，弟兄姐妹都「哈利路亞」讚美主。現在從早到晚任何一個時間都可能有人在群組中

禱告，或是寫下一些禱告文，有些弟兄姐妹聽了禱告後回應「阿門」，就這樣每天有十多個禱告時刻，有時弟兄姐妹提出代禱

需要，禱告便更多。

	 除了禱告，弟兄姐妹也互相提議唱讚美詩歌，有時亦有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話語，或者分享生活經歷，或隨心而發地帶查

經。為了預防病毒，我們亦鼓勵弟兄姐妹建立個人衛生和健康運動的習慣，及在隔離期間建立一些舒緩身心靈的閱讀，分享他

們在疫情中的感受，例如我們發起了同步讀經，剛讀完了馬可福音，接著讀約翰一書，之後請他們在群組中分享他們的讀經心

得。	 現在開始了同步靈修，每天用約翰一書一段聖經做靈修經文，我們又每天寫一些靈修指引給他們，鼓勵他們養成每天靈

修的習慣。

	

	 另外，我們在群組中將一些新聞報導、政府的報告和抗疫措施翻譯成中文，讓他們了解疫情的最新發展。按新聞報道，

政府由於防疫而推出一些居家隔離措施，導致家庭暴力上升，我和Eliza在網上找到一些夫婦相處、親子關係的短文放在群組

內，又不時打電話問候弟兄姐妹、和他們一起祈禱。因此，用微信群組做這種禱告、讚美、分享經文和新聞，大家可以隨時隨

地去做，又可指定在某個時間聚集。

	

	 我們群組中崇拜、主日學和團契的，人數比疫情前在教會裡實體聚會人數不但沒有減少，偶然弟兄姐妹會邀請一些新朋友

和慕道者參加，不過聚會的人數，只能按照那次有多少人在群裡開了聲分享或自我介紹來計算，由於沒有實時畫面，誰進來了

不出聲，我們也不知道，所以我們每次都會問誰在聚會裡未出過聲，希望知道有誰參與其中。另外，微信群組的錄音留言也幫

助我們聯繫，然而它的缺點是只限一分鐘留言，以致一個三十分鐘的證道信息會被分開三十多段很不方便，我們改為將信息事

先用錄音機錄了一個音頻檔案，然後放在群組中分享。有些弟兄姐妹是講普通話，不懂廣東話的，從前在教會中會即時翻譯，

但現在不能了，因此證道信息除了音頻，也要有文字擋案，讓說普通話的弟兄姐妹知道信息內容。雖然微信群組不是聚會程

式，網上聚有很多限制和不方便，但感謝神我們是這樣做了我們仍然在有限的環境下聯繫敬拜神，假若這個病毒在十多年前發

生，我們就會非常困難。

	

	 請您們為巴拿馬的疫情禱告，求主施恩憐憫，停止病毒蔓延，醫治病者及安慰死者的家人，讓封城和宵禁令早日撤消，大

家可以回復正常生活，弟兄姐妹亦可以再次回到教會聚會。亦請為巴拿馬這個國家的經濟禱告，祈求主保守經濟早日恢復，也

祈求眾人醒覺，體會到人的有限，不能倚靠自己，唯有信靠獨一的真神。祈求主內弟兄姐妹，不以福音為恥，放膽傳福音，無

論在家中向家人，或在網上向親友勇敢作見證。祈求弟兄姐妹靈命復興。以屬靈眼睛，看到疫情之中有神的旨意，追求與神、

多禱告感恩讚美，多思想神的話語，活出基督的樣式，興旺福音。願神保守、祝福您們，平安度過這個百年一遇的疫症！

新冠病毒疫情下的巴拿馬  

同心守望



差傳代禱：
1.	黎巴嫩的經濟瀕臨崩潰，加上最近新冠病毒疫情肆虐，超過80%的人口遭受影響，許多居民面臨飢餓，負擔不起飛漲的糧食價格，	

	 當地收容了約一百五十萬敘利亞難民的情況更是捉襟見肘，華傳正在透過當地的宣教伙伴向他們提供幫助，請代禱。

2.	加拿大華傳在疫情期間與不同地區的宣教士舉辦網上祈禱會，了解他們疫情下當地的情況，為他們祈禱，七月份將會安排與柬埔寨宣	

	 教士祈禱會，請代禱。

3.	因應疫情，大部份短宣隊今年都無法成行，加拿大華傳與宣教工場聯合舉辦網上虛擬短宣服侍，目前與墨西哥宣教士籌備網上兒童聖	

	 經班，請代禱。

4.	由於南美洲的疫情嚴峻，特約宣教士黃大華、陳燕華夫婦取消了今年中前往當地的行程，現在透過網上與巴西和秘魯教會的弟兄姐妹	

	 崇拜證道、教主日學、帶領查經和祈禱會等，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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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日	/	8月7日	/	9月4日	(星期五)	，早上9:30至10:30

內容：新冠病毒自今三月中成為環球大流行疫症之後已經蔓延至全球，面對疫情威脅，很多海外教會和宣教工場都受

到影響。本課程分三講，主要是了解在新冠病毒疫症陰霾下各地宣教工場的影響，探討在疫情下的策略調整，及疫情

後新常態下的宣教格局與宣教者的參與。

	 8月9日	 第一課：	 全球疫情下的宣教反思

	 	 	 (新冠病毒疫情對宣教工場的影響、停擺下的宣教反思)

	 8月16日	 第二課：	 疫情中的宣教策略調整

	 	 	 (網絡宣教的優劣、疫情中的資源重整)

	 8月23日	 第三課：	 新常態下的宣教使命

	 	 	 (疫情後的宣教趨勢、新常態下如何重拾宣教使命)

授課語言：	 粵語

課程導師：	 李傳頌牧師

日期及時間：	 8月9、16、23日		(主日)，	早上9:30至10:40

網上免費課程，報名及查詢：加拿大華傳			416-756-2111	/	1-888-917-2111					info@gointl.ca

走出疫境、宣教無止境：網上普世差傳主日學

差傳教育

華傳禱告會

侯劍廉、簡銀馨	 (華傳駐巴拿馬宣教士)

	 我們在巴拿馬華人浸信會中服侍已七年多，自三月初新冠病毒肺炎傳入巴拿馬，巴拿馬政府於三月十三日宣佈緊急狀態，

並且實施宵禁，除了基本需要的服務之外，例如超市、銀行、電油站等，所有商店甚至餐館都要關閉了，有些員工被解雇，有

些要停薪留職。女士每星期可以外出三次每次兩小時，男士每星期可以外出兩次每次同樣是兩小時，外出只購買生活必需品或

去銀行。	同時禁止所有聚會，我們改了在網上聚會。	西文堂的弟兄姐妹用智能手機的聚會程式	Zoom	和	Google	Hangout，

中文堂的弟兄姐妹的科技感比較弱的，他們很多不用Email，很多聚會程式，都要求有電郵地址，他們就只可以用電話去聽，

但什麼都看不到，亦接收不到任何檔案。我終於找到一個聚會程式，是不須要電郵地址註冊，因為政府的隔離禁令，我們不能

親身拜訪幫助他們安裝程式，我們做了有圖片和文字的逐步安裝指示，但最終只有少部份的弟兄姐妹成功地安裝使用，而使用

時有一定的難度，我們終於放棄了網上聚會程式，改為採用他們大家都熟悉的聊天程式	 -	微信(Wechat)。	弟兄姐妹都在一個

微信群裡，群內有些弟兄姐妹已經離開了巴拿馬，去了美國、加拿大、台灣、澳洲、西班牙等地，或者搬了屋去了別的教會卻

仍在群內。	 我們用微信一起禱告、崇拜、上主日學和團契，並分享神的話語。除了Eliza和我，大概有三十二位主內弟兄姐妹

與我們一起以微信聚會。這個群組是在大約六年前設立，當時為了促進弟兄姐妹	 隨時隨地的團契相交，想不到今天面對政府

全面隔離的措施，它成為了我們保持聯繫的渠道。感謝讚美神	的供應！

	 整個疫情不但威脅弟兄姐妹的健康、家庭，經濟，也考驗他們對神的信心，他們有些努力籌算一旦重開生意之後，怎樣拼

命地賺回今天的損失。	 神在疫情中有祂的美意，叫人醒察自己的欠缺，呼籲人悔改回轉，靈命復興。	 作為牧者，我們兩人的

挑戰就是鼓勵他們信靠神。我們鼓勵弟兄姐妹禱告，每天透過微信群發出禱告信息，鼓勵弟兄姐妹隨時隨地有感而發地透過文

字和語音禱告。我們分三個時段早、午、晚指定時段有人帶頭禱告，弟兄姐妹陸續在群組中加入，平均每次約有十位弟兄姐妹

一起禱告，非常感恩。禱告的事項方面，最初有三、四方面祈禱，為了疫情中的高危人士，例如超過六十歲，或有高血壓、心

臟病等症狀的人士祈禱；為了失去工作收入的弟兄姐妹祈禱，為他們的家人求平安，也求主賜他們與家人親友傳福音的機會。

我們期望藉著禱告，使弟兄姐妹更加倚靠神、更加親近神、更加追求神的話語遵行神的旨意。現在我們重新整理為七方面每天

祈禱，為全球的疫情及各地的醫護人員及提供基本服務的工作人員祈禱；為教會主內肢體及他們的家人祈禱；為靈魂得救、靈

命復興等等祈禱。弟兄姐妹亦努力收集一些特別的需要禱告，例如巴拿馬有二十名孕婦染了新冠病毒，其中一個嬰孩出生時已

確診染病，我們便立即為他們祈禱，又例如早前有五十名患上癲癇症的兒童，在疫情當中得不到藥物，我們又立即祈禱，之後

收到信息，巴拿馬政府已為他們解決問題，弟兄姐妹都「哈利路亞」讚美主。現在從早到晚任何一個時間都可能有人在群組中

禱告，或是寫下一些禱告文，有些弟兄姐妹聽了禱告後回應「阿門」，就這樣每天有十多個禱告時刻，有時弟兄姐妹提出代禱

需要，禱告便更多。

	 除了禱告，弟兄姐妹也互相提議唱讚美詩歌，有時亦有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話語，或者分享生活經歷，或隨心而發地帶查

經。為了預防病毒，我們亦鼓勵弟兄姐妹建立個人衛生和健康運動的習慣，及在隔離期間建立一些舒緩身心靈的閱讀，分享他

們在疫情中的感受，例如我們發起了同步讀經，剛讀完了馬可福音，接著讀約翰一書，之後請他們在群組中分享他們的讀經心

得。	 現在開始了同步靈修，每天用約翰一書一段聖經做靈修經文，我們又每天寫一些靈修指引給他們，鼓勵他們養成每天靈

修的習慣。

	

	 另外，我們在群組中將一些新聞報導、政府的報告和抗疫措施翻譯成中文，讓他們了解疫情的最新發展。按新聞報道，

政府由於防疫而推出一些居家隔離措施，導致家庭暴力上升，我和Eliza在網上找到一些夫婦相處、親子關係的短文放在群組

內，又不時打電話問候弟兄姐妹、和他們一起祈禱。因此，用微信群組做這種禱告、讚美、分享經文和新聞，大家可以隨時隨

地去做，又可指定在某個時間聚集。

	

	 我們群組中崇拜、主日學和團契的，人數比疫情前在教會裡實體聚會人數不但沒有減少，偶然弟兄姐妹會邀請一些新朋友

和慕道者參加，不過聚會的人數，只能按照那次有多少人在群裡開了聲分享或自我介紹來計算，由於沒有實時畫面，誰進來了

不出聲，我們也不知道，所以我們每次都會問誰在聚會裡未出過聲，希望知道有誰參與其中。另外，微信群組的錄音留言也幫

助我們聯繫，然而它的缺點是只限一分鐘留言，以致一個三十分鐘的證道信息會被分開三十多段很不方便，我們改為將信息事

先用錄音機錄了一個音頻檔案，然後放在群組中分享。有些弟兄姐妹是講普通話，不懂廣東話的，從前在教會中會即時翻譯，

但現在不能了，因此證道信息除了音頻，也要有文字擋案，讓說普通話的弟兄姐妹知道信息內容。雖然微信群組不是聚會程

式，網上聚有很多限制和不方便，但感謝神我們是這樣做了我們仍然在有限的環境下聯繫敬拜神，假若這個病毒在十多年前發

生，我們就會非常困難。

	

	 請您們為巴拿馬的疫情禱告，求主施恩憐憫，停止病毒蔓延，醫治病者及安慰死者的家人，讓封城和宵禁令早日撤消，大

家可以回復正常生活，弟兄姐妹亦可以再次回到教會聚會。亦請為巴拿馬這個國家的經濟禱告，祈求主保守經濟早日恢復，也

祈求眾人醒覺，體會到人的有限，不能倚靠自己，唯有信靠獨一的真神。祈求主內弟兄姐妹，不以福音為恥，放膽傳福音，無

論在家中向家人，或在網上向親友勇敢作見證。祈求弟兄姐妹靈命復興。以屬靈眼睛，看到疫情之中有神的旨意，追求與神、

多禱告感恩讚美，多思想神的話語，活出基督的樣式，興旺福音。願神保守、祝福您們，平安度過這個百年一遇的疫症！

新冠病毒疫情下的巴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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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亞的疫情並不嚴重，到7月
初只有約五百宗個案，多數是外國
人傳入，本地患者以年輕人為主，
他們都不必住院。政府沒有封城，
但是取消了國慶日和勞動節的慶祝
活動。我們的教會聚會照常，但是
聚會人數明顯減少了，有時只有兩
三個家庭聚會。

車展偉夫婦 (坦桑尼亞)

烏克蘭於3月3日發現第一宗新冠肺炎個案，3月25日
政府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4月中封閉邊境，並且
實施隔離措施，要求人們在公眾場所戴口罩，學校停
課、關閉店舖及教會聚會停止，當地確診個案大約有
五萬宗，6月底政府宣佈解封。我們身處南部城市敖
德薩，有很多中國留學生滯留當地無法回國，他們也
不敢前來聚會，祈求神賜智慧給我們如何照顧他們。

李琳 (烏克蘭)

黎巴嫩自2月21日傳入疫症，至6月底達到二千宗個案
，貝魯特國際機場在關閉了三個半個月後於7月1日重
開。疫情對黎巴嫩本來疲弱的經濟雪上加霜，經濟和
醫療系統幾近崩潰，貨幣從1美元對1,500黎巴嫩鎊貶
值至1美元到10,000黎巴嫩鎊。 失業率上升至百分之
三十以上，許多人生活困苦，加上政局不穩，反政府
示威持續。

譚牧師夫婦 (黎巴黎)

阿聯酋自1月底從中國傳入首宗新冠肺炎，
確診數目不段攀升，目前全國大約有六萬
宗病例，主要發生在外勞密集的地區。3月
初政府宣佈商店停業及學校停課，並且實
施宵禁，弟兄姐妹的生意受到很大影響，
但是宗教聚會照常。我們的教會人數急劇
下降，晚間青年崇拜改在網上舉行。

施牧師夫婦、張牧師夫婦 (阿聯酋)

約旦政府對人民照顧很好，3月初發現第一
宗從埃及傳入的個案便立即封關，4月全面
封城，政府同時對人民發放生活津貼，到
目前仍然維持大約一千宗確診個案，我的
簽證已經過期，政府給予臨時簽證，故此
暫時不用出境。

趙姐妹 (約旦)

烏干達自3月中起封城，學校停課，4月
中除貸運外陸空口岸封關。7月初政府公
佈有大約有一千宗確診個案，大多數個
案是來自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跨境貨車
司機傳入。很多人沒有工作， 貧民窟中
很多人是一天工作一天吃，很多人涯餓
，有些人忍不住走回鄉間。現在已逐漸
解封，學校重開，機場有限度運作，教
會崇拜仍然停止，只有小組聚會。由於
停課，我們的孩子們終日留在家中，求
主保守平安。

董上羊、蔡佩恩 (烏干達))

烏干達總統於3月21日宣佈全國祈禱日，呼
籲民眾為世界及國內疫情禱告。3月中封城
後，全國交通運輸陷於停頓，北部物資缺乏
。4月底發生第二波蝗災，我們在北部的農
業改善計劃的農作物剛長苗便被食光了，當
地同工說9月肯定會失收，很多人要涯餓。
我們因早前述職現在仍然滯留在原居地，等
候航班重啟再回工場，請代禱。

劉偉鳴、梁婉瑩 (烏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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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顯輝牧師

	 新冠病毒疫情發展至今，全球經濟面對前所未有的大停擺，失業率瘋升。以北美為例，在疫情前
美國和加拿大的經濟持續強勁，失業率維持百分之三水平；至今年三月疫情突然來臨，兩地幾乎全國停
擺。美國和加拿大五月份全國失業率都超過百分之十三，美國超過二千一百萬人失業，加拿大則有一千
五百萬人失業。各國為挽救經濟，在疫情期間不惜動用數以百億美元來舒解民困，加上目前亞洲地區、
歐洲及北美疫情略為舒緩，經濟活動局部重開，疫情對環球經濟的影響仍未完全浮現。然而，在未有有
效藥物和疫苗出現前，加上恐怕有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疫情爆發，預期疫情後經濟下滑將會持續一段時
間，甚至出現像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另一方面，各國為控制疫情而實施的防疫措施，阻礙人口流
動與人群聚集，影響人民生活與聯繫。面對疫情陰霾及經濟衝擊，宣教工作必須作一些策略性的調整。

一、開源節流
	 首先，在節流容易開源難的原則下，差會減省成本是當務之急。差會原有購置產業的計劃，短期內
可能需要擱置。另外是精簡架構，減省人手以減少行政開支。還有要善用網絡科技來減低成本，例如以
網絡會議來減少不必要的旅費，又或者以網上電子刊物代替印刷刊物。然而，在經濟下滑的大環境下，
宣教士即使有籌款能力，也需要學習資源互補的原則，有餘的去幫助缺乏的，更重要是重新過一個簡樸
的生活，與在宣教工場的困苦人同行。

二、緊急支援
	 在疫情下，首要是將資源集中去幫助那些在宣教工場的困苦人，以解燃眉之急。今年二月中亞洲區
疫情嚴峻時期，有基督徒台商將在中國的原有生產線更改為生產口罩的醫療防護物資，運送到二十多個
宣教工場上，透過宣教士和當地教會分發。也有差會撥出應急基金，幫助宣教工場上貧窮人提供食品和
生活所需。這些救援行動不但雪中送炭，帶來美好的見證，而且對傳福音帶來長遠的果效。然而，長遠
的策略是栽培當地信徒帶領教會自養自傳，以及提升他們的經濟能力自給自足；因此除了聖經、神學和
事工訓練，也需要著重工作技能的教授，甚至提供創業資本。

三、策略調整
	 在經濟逆轉時期，差派常規專職宣教士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退休人士參與宣教的確可以帶來一
定的幫助；然而，未來需要推動更多專業的雙職宣教團隊，配合營商宣教，在宣教工場上發揮職場使命
的果效。過去很多差會在推動雙職宣教方面集中在專業人士身上，卻面對一定的困難，尤其是面對疫情
時期有很多顧慮，而且在經濟收縮的情況下，不論是差派地區或宣教工場都不容易找到工作。其實，除
了專業背景的雙職宣教士之外，也可以從事不同形式的小型企業或社會企業，目的是以耶穌基督的愛去
幫助建立社區。這些雙職和營商宣教團隊既有明確的身份去接觸社群，他們的經濟收入也可以支持整個
團隊的宣教工作，目標是改造社區邁向全人福音的使命。

	 現時疫情時期提醒我們基督徒更需要合而為一、彼此協作、互相幫助，發揮基督的精神。去年在多
倫多有幾個西差會將他們的辦公室搬到同一座宣教大樓當中，大家共用資源、分享信息、減輕成本，便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帶出美好的見證。同樣在宣教工場上，面對新常態下的挑戰，疫情後的宣教趨勢
更是嚴峻(這方面留待下一期作進一步探討)，不同的差會、教會、宣教士更需要伙伴合作，善用資源去
作成祂的工。

李傳頌

疫情大流行下的差傳策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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