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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年中的宣教〉 曾錫華牧師
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部副教授及跨越

文化研究博士課程主任（部份時間）

	 今天我們活在一個不穩定、不清晰、多元複雜的世界中，再加上新冠
病毒全球大流行，宣教事工，特別是到遠方，跨越多重障礙的海外宣教事
工，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有人說我們今天正活在一個宣教「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的時
刻，或稱為「大重設」（Great	 Reset）時代，一切都在改變，並且很多是
向負面方向發展，例如：全球疫症，經濟不景、奉獻減少、事工範圍可能
收窄、香港教會中國化、移民潮、國際空間減少等。
	 展望面前，情況實在未許樂觀。在面對困難和欠缺的時候，我們是否
應該先關心自己的需要和問題呢？先照顧自己及關心本土需要是人最自然
的反應，誰會在這樣的時刻，選擇將有限的資源和人力投放到遠方，那些
陌生、果效不確定又代價不輕的宣教事工呢？
	 也許很多人不會這樣做，但上主會！主耶穌說：「25我對你們說實
話，在以利亞的時候，天閉塞了三年六個月，遍地有大饑荒，那時，以色
列中有許多寡婦，26以利亞並沒有奉差往她們中任何一個人那裏去，只奉
差往西頓的撒勒法一個寡婦那裏去。」（路4:25-26）。

荒年中的宣教
	 以利亞是以色列其中一位最偉大的先知，對很多人來說，他最偉大的
工作也許就是在迦密山上戰勝四百五十位巴力先知（列王紀上18章），讓
以色列全民知道耶和華才是真神。但他花最多的時間及行最大的神蹟，不
是叫死人復活，卻是在西頓的撒勒法寡婦那裡，就是主耶穌也特別指出以
利亞是奉差遣往西頓的撒勒法一個寡婦那裏去的（路4:25-26）1。
	 這是一件舊約少有記載的宣教工作。用今天的話說，以利亞是一個逃
避政治逼害及旱災的宗教難民，但他卻也因此成全了向外邦寡婦作見證的
宣教使命。所以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跨文化、跨地域和種族的宣教行動。

1.	 路4:25-26，「25我對你們說實話，在以利亞的時候，天閉塞了三年六個月，遍地有大饑荒，那

時，以色列中有許多寡婦，26以利亞並沒有奉差往她們中任何一個人那裏去，只奉差往西頓的

撒勒法一個寡婦那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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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頓是在以色列北面一百多哩的海岸城市，那裡的人是拜異教神明巴
力的。事實上，以色列人拜巴力的風俗
及信仰也是因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耶洗
別，也就是以色列王亞哈的王后，而傳
入的（王上16:31-33）。	

一個宣教屬靈反擊戰：王上16:21-34
 以色列王暗利和他的兒子亞哈都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他們引入偶像崇拜，敗壞了百姓的信仰，使以色列人陷入罪裏。」。但亞
哈犯的罪比他父親更重，因他「…娶了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耶洗別為妻，
去事奉巴力，敬拜它，32又在撒瑪利亞建巴力廟，在廟裏為巴力築壇。亞
哈又造亞舍拉2，他所做的惹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發怒，比他以前所有的以
色列王更嚴重。」（王上16:31-33）
	 從政治上來說，亞哈娶「耶洗別」是一件明智的事，西頓是地中海
和以色列之間的國家，兩國當時更有共同的敵人，就是北面的敘利亞。亞
哈娶「耶洗別」就讓西頓王謁巴力成為他可靠的同盟。但從屬靈的角度
看，亞哈迎娶耶洗別，是同時引入了巴力崇拜，讓以色列人陷入拜巴力的
罪中。亞哈跟隨所羅門王的例子，不單為巴力建廟立壇，在廟內也設亞舍
拉，「地土之母」的偶像。因此亞哈王除了敬拜耶和華以外，自然也會參
與巴力和亞舍拉的敬拜偶像禮儀。
 為什麼會有旱災呢？經文沒有直接說明，

但以利亞是突然出現在亞哈夫婦面前，宣
告旱災的來臨，然後就消失了，「…以利
亞對亞哈說：「我指著所事奉永生的耶
和華－以色列的神起誓，這幾年我若不禱

告，必不降露水，也不下雨。」」（王上17:1），但先知並沒有給他們一
點回應或求情的機會。顯然先知宣告的是神的審判與懲罰，而不是警告。
看來神已立意要用旱災來嚴懲亞哈和以色列民。
	 當上主差遣以利亞到西頓的撒勒法的寡婦那裡去的時侯，整件事又
有了深一層的意義，因為西頓就是「耶洗別」的來處，也是巴力敬拜的基
地！這真的是一場宣教的屬靈反擊戰，結果上主的救恩臨到撒勒法的寡婦
和她的兒子，最後那「婦人對以利亞說：『現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華
藉你口所說的話是真的。』」（王上17:24）

2	亞舍拉就是「地土之母」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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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亞和旱災（王上17:1-24）
       因為「巴力」理應是掌管豐收及風雨的神，所以以利亞所宣告的旱
災是直接挑戰這外來的神明。但這旱災也是對以色列民隨從耶洗別拜巴力
和偶像的懲罰，因為長期的乾旱帶來難以形容的破壞、苦難和死亡。因此
我們可以想像以利亞在當時絕非受歡迎的人，他除了要面對亞哈和王家的
追捕以外，可能很多人也希望將他除之而後快，因此他必需逃亡及隱藏起
來。
 神首先將先知藏在一條流入約旦河的小溪旁，神也神蹟地利用烏鴉每
天早晚為先知帶來餅和肉。當小溪的水也乾了以後，神就要先知向北跑一
百多哩路，到地中海旁的西頓的撒勒法去，並且在那裡使用一個貧窮的寡
婦來供養他。

 在這段經文中，發生了三個神蹟，是我們在荒年中宣教必需學習的。

一、 烏鴉供養先知的神蹟（王上17:1-7）：
      	 上主首先吩咐先知躲在約旦河東邊的基立溪旁，接受烏鴉一天兩次的
供養。「…供養你。」（王上17:4,9）是主題，以利亞不能自食其力，而
要接受別人供養，對他來說可能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我已吩咐烏鴉
在那裏供養你。」（王上17:4），烏鴉在猶太人眼中是不潔的鳥類，加上
烏鴉也吃腐肉，這些對以利亞也會是莫大的挑戰。但他順服接受上主的預
備，順服是宣教必需有的特質。
      以利亞第二個挑戰就是等候的挑戰：「過了些日子溪水乾了，因為
雨沒有下在地上。」（王上17:7），以利亞是一直等待，直到耶和華有新
的吩咐來到，他才離開那地。宣教需要學習「忠心可靠、等候到底」的功
課。以利亞「等候供應顯信心、山窮水盡見忠心」，這也是我們今天必需
學習的功課。

二 、 「 寡 婦 家 中 罈 內 的 麵 沒 有 用 盡 ， 瓶 裏 的 油 也 不 短 缺 」 的 神 蹟                                      
（王上17:8-16）
     	 上主吩咐以利亞「…到西頓的撒勒法去，…我已吩咐那裏的一個寡婦
供養你。」（王上17:9）難道上主不能吩咐一個有經濟能力的人照顧先知
嗎？但假若這樣的話，先知和這個寡婦就不會經歷這神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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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年中會有很多我們不能完全理解的事情發生，我們要知道受苦的不
單是我們，其他人也有需要和欠缺。我們不可以有「被害者的心態」，自
怨自艾、埋怨人、埋怨神。這個神蹟的發生，讓我們看到先知和寡婦是彼
此幫助的，因著兩者信心的配合，神蹟就發生了。我們不要忽略自己的需
要也可成為別人的祝福，別人的需要也可成為我們的祝福。神藉先知的需
要將恩典賜給西頓撒勒法的寡婦和她的兒子，同時神也藉寡婦的欠缺和困
難將恩典賜給先知。

三、寡婦的兒子死而復活的神蹟（王上17:17-24）：
       寡婦的兒子死而復活是先知以利亞憑信心及不放棄祈求回來的！												
雅5:17，「以利亞與我們是同樣性情的人，他懇切地祈求不要下雨，地上
就三年六個月沒有下雨。」信心是宣教的動力，也是宣教的基礎。荒年也
是我們操練和運用信心的好時機。
       對缺乏信心的人來說，困難和欠缺是放棄的藉口，但對有信心的人來
說，卻是上主彰顯大能的時機。

結語：	
      「以利亞」一名是由神的兩個名稱聯合而成的，就是「神」及																							
「耶和華」（Elohim	 and	 Yahweh）。字面是“Yah	 is	 El”，可以翻譯成													
「耶和華是神」。先知以利亞善用個人的苦難和困難來成就上主的心意和
使命，因為他確知「耶和華是神」，在祂沒有難成的事。
      願我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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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場世紀瘟疫-新冠病毒使全球超過兩億多人感染，五百多萬人死
亡！你有何感想？不論大家有何見解，讓我們透過宣教學者萬傑森(Jason	
Mandryk)撰寫【病毒傳播與福音傳播】(Global	 Transmission,	 Global	
Mission)	1	反思作者提出的「更大的視野：社會文化問題」及「走進未知的
領域」2給我們的提醒和鼓勵！
	 作者指出疫情下全球化遭受巨大打擊！誠
然，基督徒在全球化影響下，宣教工作確實是
可以火速推進；但對於第三世界、少數民族、
弱勢社群來說，全球化對他們壞處多於好處。
現在疫情影響全球，封關及禁足令等措施，令
航空業、旅遊業、飲食業等都需要停止或是減慢一切經濟活動；過去以享
樂掛帥的，此刻，讓大家靜下來想一想生命的意義何在?或許也是我們基督
徒一個好機會，與人分享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主耶穌曾對門徒說：「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
呢？它不再有用，只好被丟在外面，任人踐踏。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
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
家的人。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把榮耀
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5:13-16)
	 耶穌使用比喻提醒我們在世人面前當盡的本份，特別在這艱難的時

刻，我們要讓有需要的人得到幫助，防止腐敗
的事情發生：因為在疫情下，自私自利、仇恨
心理、極端思維都在激增；我們要為這世人禱
告，求主阻止一切罪行，寬恕我們！此外，在
疫情影響下，不少人失業，承受極大的心理壓
力，產生許多家庭暴力，甚至殺人或自殺等！

我們要多點留意及關心身邊的人，隨時隨地伸出援手幫助別人渡過難關。

1.	 https://hkacm.net/i_globaltransmission/

2.	 作者的編排是「走進未知的領域」為首，之後才是「更大的視野……」；只是本人選取後者為先

與大家分享。

疫情下的反思-實踐宣教使命及大誡命 司徒寶媚牧師
香港浸信會差會教育 

及拓展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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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需要可以說是沒有窮盡，但有一些
是刻不容緩的，就是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醫療器
材-氧氣機或呼吸器；不少國家面臨醫療系統崩
潰，很多重症感染者沒法得到適當治療，生命
危在旦夕；較為富裕的基督徒可以提供協助，
奉獻金錢，由相關機構購買醫療用品、安排運
送到有需要的地方。總的來說，我們是世上的光，要照亮一切黑暗之地，
讓人看見我們的好行為，感受到基督徒的愛，終有一天，聖靈的工作使那
人認罪悔改，相信和接受耶穌為救主及生命的主。
	 此外，作者也提及在疫情下，越來越多人運用社交媒體生活，不論是
購買日用品、各式各樣物品都可以在網絡上處理貿易；就是連教會生活都
在線上進行，包括崇拜、團契、小組活動、查經、主日學、祈禱會等；在
疫情緩和下，雖然可以實體，但有感染風險，有人會選擇線上聚會；教會

生活已不可能完全恢復往昔模樣，網絡世界或
社交媒體已是不可或缺的了；我們應該如何善
用？求主幫助我們有智慧地運用社交媒體傳揚
福音，讓世人都認識救主耶穌基督！讓萬國萬
民都來敬拜讚美這位創造主、生命主！

個人反思
1.	在這世紀瘟疫中，你對神有甚麼新的發現？
2.	你認為自己可以怎樣在疫/逆境中實踐宣教使命及大誡命？
3.	假如你體會到自己的生命短暫，你認為自己需要作出怎樣的調整，去善
用這段日子呢？分享異象。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許多的反省，本人鼓勵各位瀏覽網
站：https://hkacm.net/i_globaltransmission/！在文章結束前提出的反
思：「禱告是最後一著？」指出疫情期間代求是無法遏止的，線上禱告活
動倍增，很多人在網絡上尋求禱告資訊，發動全球禱告運動，可以說掀起
了代禱浪潮的宣教新模式，而代禱也是我們最佳的宣教策略！盼望我們一
齊努力，回應神在這疫/逆境中要我們好好為主作見證！榮耀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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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二年，因着疫情的蔓延及世情的轉變，封城、封關帶來地理及國
界的限制，宣教工作及訪宣體驗都要暫停。面對許多急速的變化及不確定
性，何時才可恢復訪宣行程？差傳之路該如何走下去？
	 路加在使徒行傳第一章，將差傳使命與神會賜下大能的聖靈這應許連
結起來，復活的主應許祂的追隨者「聖靈
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
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
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這是
我們熟悉的耶穌基督所託付的大使命。然
而，我們大多忽略了1章8節是耶穌回應門
徒提問「何時」（徒1:6）的下半部分，
耶穌的回應要從一章7節開始「父憑著自
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和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對於門徒有關「何
時」的問題，耶穌的回應是「所定的時候和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因為這是父神憑著自己的權柄而定的。或許，今天我們要問的，不是疫
情下「何時」才可恢復訪宣行程，而是要讓我們歸向神，順服神主權的帶
領。
	 在使徒行傳的敘事中，福音傳到外邦人的過程，並不是按人們預先定
下的「時間表」來進行。司提反的故事（徒6:8-8:3），可以說是使徒行傳
的分水嶺，1在此之前使徒傳講耶穌基督福音的地方都是在耶路撒冷，直到
司提反被捉拿及殉道，及耶路撒冷的教會遭受大迫害，門徒就分散，「那
些分散的人往各地去傳福音的道」（徒8:4）。	其實，司提反並不是第一個
被捕的耶穌基督的跟隨者，在之前有彼得和約翰被捉拿，並送到議會前被
查問（徒4:1-22），然而這次事件卻沒有引發耶穌基督的跟隨者向各地去
傳福音的道。

1.	 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著，胡宏志譯：《使徒行傳》，（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	

2016），頁75。

差傳，就是回到起點 許建昌先生
本會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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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腓利與埃塞俄比亞太監相遇的故事
（徒8:26-40），主的使者對腓利提出一個近乎
不合理的命令：「『起來！向南走，往那從耶
路撒冷下迦薩的路上去。』那路是曠野。」（
徒8:26）曠野是荒涼的、無人居住的地方，那
裡會有人在等著聆聽福音嗎？然而就在那裡，
腓利遇見了埃塞俄比亞的太監，對他傳講耶穌
的福音。埃塞俄比亞太監的信主，我們看見是
腓利順服主的權柄，是聽從主的使者的命令的
結果。保羅在往大馬士革途中發生的生命改變的故事（徒9:1-19），也是
神主權所造成的。保羅原是逼迫教會，卻將福音帶到外邦人當中，甚至遠
至羅馬作主的見證，為教會帶來極大的貢獻。2

	 使徒行傳第一章，路加也記載了
門徒對耶穌的回應，值得我們效法。他
們聚集禱告（徒1:12-14）。今天宣教
工作及訪宣體驗都暫停了，看似甚麼事
情也不能作，或不知從那裡開始恢復。
門徒被耶穌命令要作見證直到地極，他
們第一個反應不是去計劃如何開展，他
們第一個反應是禱告，他們聚集同心合
意地恆切禱告（徒1:14）。聚集等待和
禱告，是今天我們要做的事情。
	 使徒行傳記載了耶穌基督的跟隨
者，他們聚集禱告，他們藉著福音大能
衝破重重障礙、跨越所有困境，3	 每一
個轉折點，我們見到的是神的主權帶領
著故事的發展。這叫我們相信神主權的
帶領，即使是面對眼前疫情帶來的困境，神必定帶領我們經過。

2.	 曾思瀚著，吳瑩宜譯：《耶穌的群體：使徒行傳新視野》（新北：校園書房，2013），頁201。

3.	 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著，陳永財譯：《牧養，就是回到原點》，

					（香港，基道，2018），頁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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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小弟參與教會國內潮南/潮陽訪宣已有一段時間，自從2020年因應疫
情暫停已接近兩年了，回想在內地與家鄉（潮陽及潮南）教會交流、分
享，實在很感恩，亦十分珍惜！得知內地教會資源不多，傳道人也很缺
乏，但上帝也在不同鄉里教會興起弟兄姊妹在教會裏
事奉，亦以不同方式裝備更多信徒，起來服侍教會，
實在感恩！
	 每次當訪宣隊去到不同教會時，當地長執及弟兄
姊妹都很熱情接待我們，在兒童聚會的服侍中，小朋

友都很可愛也很期待參加聚會，
看見小朋友一代一代成長，也有
很多參與教會的服侍，心中十分
感動，實在感謝主！「...那神聖	
，真實的，拿著大衞的鑰匙，開
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
能開的..」（啟3:7）

 		 我們都不知道疫情如何發展，往後情況怎樣，也
面對很多人離去，但知道上帝無處不在，無論在世界
各處，祂都要與祂的兒女同在，並帶領我們一同去渡

過各種境況，讓我們不再問上帝的公義何時彰顯，而是存忍耐到底的心，
等候主的帶領，按時做當做的事，因為我們不是倚靠勢力，也不是倚靠才
能，乃是倚靠上帝的靈而行！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與三一的上帝！誠心所
願！

	 「趁着白日，我們必須做差我來的那位的工；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
做工了。（約9:4）」
	 新冠肺炎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習慣。從商業經營，到社會交往，個人生
活，都帶來巨大的改變。疫情讓我們學習了什麽功課？該如何檢視生活的
過去，用來迎見未知的將來，才不致浪費了這次揮之不去的疫情？

存忍耐到底的心　等候主的帶領  吳梓漢執事
國內工場訪宣隊員

趁着白日　加緊做工  李美娥執事
國內工場訪宣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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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而生的「隔離與限聚令」政策，網絡成為生活主導，工作、上
課、出版、購物、銀行、會議、崇拜、資訊、診
治、佈道等，網絡形成廣泛的覆蓋。	 新冠肺炎
把世界推向高尖科技的網絡時代，同時把宣教事
工推至無限期停滯的境界。疫情阻隔了訪宣事奉
的道路，撲熄了對遠方傳福音的火焰，冷卻到不
能再燃燒下去的地步。
	 在疫情下，不但提醒我們，工作可以隨時失去，生命可以隨時消逝，
很多實體宣教事工也在抓不住的情况下難以推動。
	 以上一切都見證了聖經說	 :「趁着白日，我們必須做
差我來的那位的工；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			
（約9:4）	
	 每天撕下的日曆，過去更換的年曆，見證生命就在
疫情中慢慢流逝。求主幫助我們趁着白日，加緊做工，因
為黑夜來到的時侯，已不能做工了。
	 讓我們懂得珍惜、曉得把握時機事奉，懇求神國度的計劃在我們生命
中擴展，好叫我們在神賜的年日中不再虛度

	 疫情前，幾乎每年都會到泰北工場服侍。去年3月，我們也曾計劃到
當地，無奈因為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肆虐，及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我們短
宣計劃一延再延，至今也未能成行。
	 在主裡，我們是一家人！我與其他關心泰北工場的同工、兄姊一樣，
時刻記念當地的同工、弟兄姊妹及學生；同樣，當地的弟兄姊妹也時刻關
心我們香港教會的情況。當疫情相繼在兩地爆發，我
們會彼此關心兩地的情況，互相問
安，也關心大家的防疫物資是否足
夠等。終究不在當地環境，資訊也
不是太足，有時會透過致電互相關
心，知道彼此平安才安心。
	 感恩，「恩福之家」在疫情期
間師生都平安，而且藍老師及文先傳道更曾帶領「恩福之家」的學生預備
膳食，供應支援當地受隔離的學生中心，在困難的時刻，願意回應他人的
需要，作美好的見證。

泰北工場訪宣隊員分享 吳燕梨姊妹 
泰國工場訪宣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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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爾聽到藍老師分享當地的困難與需要，就盼望疫情快過，我們短宣
隊可以早日成行，再到泰北，親身關心他們的需要。於網絡平台臉書上，
眼見學生一天天健康長大，開心之餘，也代表我們可以在中心見面的日子
越來越少，因為學生隨時要離開中心外出升學或工作，我更希望可以把握
學生畢業離開中心前，藉我們短宣的活動，堅固他們對神的信心與信仰。
	 疫情，不但令遠方的泰北工場不能前往，而且近的潮汕工場也不能
去，讓我更深切明白，一切都不是必然，短宣的機會瞬間失去，盼望弟兄
姊妹與我都珍惜每次可以參與短宣的機會，更讓我們時刻裝備自己身心，
隨時為神使用。

12月份 差傳雙月刊：代禱專頁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去，把所聽見、
所看見的告訴約翰：就是盲人看見，瘸子行走，

痲瘋病人得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聽到福音。
（馬11:4-5）

1. 「見證主的奇妙作為」
約翰的宣教工作曾經是果子纍纍，當時，耶路撒冷、全猶太和
全約旦河地區的人，都到約翰那裏去，承認他們的罪，並且在
約旦河接受他的浸禮。（太3:5-6）可惜，約翰被囚禁在監裏，
不能繼續宣教的工作，自己亦要面對種種的艱難和痛苦。聖經
記載「約翰在監獄裏聽見基督所做的事，就派他的門徒去，問
耶穌：「將要來的那位就是你嗎？還是我們要等候另一位呢？
」（太11:2-3）聖經沒有題到約翰為什麼向耶穌提出這些問
題，我們亦不作猜測。耶穌沒有責備約翰，因為祂知道約翰的
處境。耶穌卻吩咐約翰的門徒向約翰見證衪的作為，藉此鼓勵
及告訴約翰祂所行的神蹟是應驗先知以賽亞預言彌賽亞的作為
（賽35:5-6、26：19、61：1），正如馬太福音11章4-5節所
述的。弟兄姊妹！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在這兩年內，確診人數
超過二億人，死亡人數亦超過五百萬，人心惶恐不安，極需要
救主耶穌的福音帶來的平安、喜樂和永生的盼望。雖然我們未
能往外地傳福音或出外訪宣，我們卻可以繼續與人分享個人或
他人經歷主的見證，讓更多人認識救主耶穌的作為。深願聖靈
充滿我們，使我們得著能力，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202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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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懇求聖靈充滿教會」
A. 國內事工

• 求主記念潮南仙港、神山、仙城，與及清遠連山吉田、永
和的需要。

• 求聖靈充滿牧者與信徒，使他們得著能力，為主作美好的
見證。

• 在疫情中，牧者與信徒同心合意禱告，經歷主所賜的平
安。	

B. 泰國清邁恩福之家
• 求主記念藍福秀姑娘、周文先傳道在清邁「恩福之家」學
生中心的需要和事工發展。

• 求聖靈充滿牧者與信徒，使他們得著能力，為主作美好的
見證。

• 在疫情中，牧者與信徒同心合意禱告，經歷主所賜的平
安。

C. 德國工場
• 求主記念宋景昌牧師師母和教會的事奉人員的需要和事工
發展。

• 求聖靈充滿牧者與信徒，使他們得著能力，為主作美好的
見證。

• 在疫情中，牧者與信徒同心合意禱告，經歷主所賜的平
安。

D. 為緬甸求平安
• 求主記念所有緬甸人的需要，並使他們得著救恩所賜的平
安與永生的盼望。

• 求主記念恩盈中心的需要，並保守中心各人平安與健康。
• 求主記念文燦潤牧師師母在泰緬邊境的服侍、需要和事工
發展。

• 求聖靈充滿牧者與信徒，使他們得著能力，為主作美好的
見證。

• 在疫情中，牧者與信徒同心合意禱告，經歷主所賜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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