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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向大家致以热烈的问候。
随着我们进入 2022 年 6 月份，我国正处在自 2022 年 4 月 1 日以来的过渡地
方流行病阶段。自 2020 年 3 月 18 日实施第一个行动管制令（MCO）以来，
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从那时起，马来西亚人民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封锁，以
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卫生总干事丹斯里诺西山医生说，在地方流行病过
渡阶段期间，社群需要学会在对日常生活干扰最少的条件下与新冠病毒共
存，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来保护自己，家人和社区（《星报》，2022 年 4 月 1
日）。
在这里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否认为新冠疫情是不必要的
干扰，它扰乱了您的计划并导致您打算做的任何事情产生混乱？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我们的生活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打乱了。过去
的两年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具有挑战性的，令人不安的，充满焦虑和
不确定的。我们所有人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经历了干扰，这是我们从未
想过会发生的事情。
当然，我们必须对那些患有新冠肺炎的人表示同情。确实，我们与那些因
新冠肺炎而失去亲人者感同身受。当然，救济穷人、帮助老年人和有需要
的人应该包括在我们的反应策略中。但是，我们决不能从纯粹的人道主义
角度来思考。我们绝不能把上帝排除在外。我们必须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
疫情所带来的干扰。我想和大家分享三个教训。
1 干扰和护理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 1：14 中写道：“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
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和合本）。 我们在
这里看到，逼迫促使神的护理，以完成神对外邦人的救赎计划。主借祂神
圣的护理在当前的大流行病掌权，并重新调整我们与祂的旨意的对齐方向。
我之前在一个晚上的灵修中写过，新冠疫情呼吁我们回到我们的基本信仰 ：
一种昂贵，不方便和不舒服的信仰。 当然，不舒服是痛苦的，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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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一个净化的礼物。 在不适的火焰中，我的祷告是，神的灵在牧邻浸
信会中诞生了一个更坚韧的子民，一个有宗旨可持久的教会，并重新依靠
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生死关头的唯一盼望和安慰。
2 干扰和前进
在新冠疫情中，主呼召我们以更具创新性和创意性的方式做祂的事工，这
与我们过去一路来所做的不同。对牧邻浸信会来说，在 2021 年将生命献给
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和主的 110 人中，有 78%（85 人）的救恩来自幸福小组
的传福音系统。假如不是新冠疫情促使我们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谁会通过
在线平台如视频会议(Zoom)，视频通话甚至电话进行了传福音事工？
使徒保罗在监狱里创意性地分享了福音。在腓利比书 1:12-13 节，他写道：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
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委内瑞拉传教士 T.J.巴赫说： “如果我们要等到所有可能的障碍都被消除后再
为主做工，我们永远不会尝试做任何事情。”
3 干扰和增长
主在疫情期间的护理使我们睁开了眼睛，让我们看到了当我们活在新冠病
毒中时如何处理教会事工。我们真的想在属灵上回到过去的样子吗？我们
真的想回到过去办理教会的方式吗？我们通过省察以前的方式，就是分配
能量和资源方面来鉴定优先次序的做法是否正确？我们是否重新评估了我
们教会门徒训练的可靠性，以及我们传福音和宣教的途径所产生的那种成
果？如果我们以新的热诚和新的能量在我们众会堂中重新委身于建立活力
和社群的话，不仅在可预测的和繁荣的季节里，而且在冷淡的和不确定的
季节里都是可持续的，那会怎么样？
有了这个领悟，我们劝勉牧邻浸信会的会友在封锁期间花时间增加宁静机
会，祷告中增加亲密感和对圣灵的依赖。对于牧师和领袖来说，我们相信
在封锁期间改变步伐是一种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放慢脚步，
以加深我们的耐心，增加我们的事工寿命。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还需要管
理我们的会友，特别是年轻一代，在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地基上扎下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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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这样他们的心中就有坚定的敬虔承诺和对我们主的忠诚，就像那些
专心地、忠实地服侍我们的天父的人们一样。
牧邻浸信会作为一个教会，以英语和华语提供晨祷灵修，无论是书面的，
还是通过在线平台，建立在线教会崇拜，在国土上建立小型祈祷小组，并
组织门徒训练课程。实际上，牧邻浸信会和它以社区为基础的事工在整个
疫情期间为穷人，弱势群体和流散的社群提供了食物。
我们的计划可能暂时已经改变了，但这可能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最好的事
情之一，让我们与上帝的计划保持同步，而上帝的计划并没有改变。
我想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向 2020 年 3 月 18 日的第一个晚上的灵修，这是国家
行动管制令（MCO）的第一天，以遏制冠状病毒的传播。那天晚上灵修的
经文是：歌罗西书 1: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
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和合本)。
要理解这节经文，我们必须特别考虑歌罗西书 1 章的上下文，及一般上顾及
歌罗西书全文。在旧约的特免中，外邦人必须成为犹太人的皈依者，才能
分享以色列的祝福。但在新的时代，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因信耶稣基督而靠
恩典得救（罗马书 10：12-13）。使徒保罗向歌罗西基督徒解释了神在教会
中将犹太人和外邦人联合起来的奥秘（以弗所书 2：11-22）。
想象一下这段经文对新信徒的意义。他们曾经置身于神的约之外，现在他
们就是祂教会的成员，神的家人。他们曾经在黑暗的领域里，现在他们处
于神奇妙之光的国度里。他们以前不是子民，现在他们是神的子民（彼得
前书 2：9-10）。他们曾经没有盼望，但现在他们有了荣耀的盼望，因为基
督住在他们里面。基督在他们里面就是荣耀的盼望。
在 2020 年 3 月 18 日灵修的应用部分，我敦促所有牧邻浸信会群体在封锁期
间，我们有时间反思并重新捕捉我们“初恋”的兴奋。对于许多基督追随者来
说，我们可能已经把我们的救恩视为理所当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
我们已经屈服于恐惧、忧虑和自我保护的文化。让我们悔改，更新我们与
主耶稣基督的爱之约，并再次在我们的心中激发起来，认识荣耀的盼望，
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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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的灵修以祷告结束，为此我在这里为大家重印：

阿爸父啊，我们高举祢的名，雅威-Elohim，为“造物
者神”，高过我们自己和这个国家。愿我们和家人以及
所有马来西亚人民都承认并尊崇你为天地唯一的创造者。
耶和华啊，我们今天晚上（2020 年 3 月 18 日）回到祢
面前，承认我们的自以为义、自力自主和偶像崇拜的心。
请饶恕我们，因为我们更新了与祢的爱之约，拥抱祢为
主，并恢复我们得救的喜乐。我们宣告基督在我们里面
是荣耀的盼望，并赋予我们权力，活出如盼望的子民，
并在这段时间内将盼望的信息传给其他马来西亚人。
主啊，我们恳求祢怜悯这片土地，我们恳求祢的恩典洁
净这片沾满新冠肺炎的土地，医治那些感染新冠肺炎的
人，并将马来西亚人民的心回转向祢。
阿爸父啊，我们祈求祢的国度来到马来西亚，祢的旨意
就行在这片土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奉耶稣至高的名
祷告。阿门。
最后，我相信神在这样的时刻把我们带到了这国度。我相信，这全世界的
警钟的敲响是给大家千载难逢的机会。愿我们从神的角度看干扰，并继续
在干扰中服侍，无论祂通过创意性的方式把我们安置在何处，即使我们在
未来的日子里面临越来越多的干扰。
愿众人转向主耶稣基督，找到的不仅是暂时的帮助，而且是永恒的救赎。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
么益处呢？（马可福音 8：36）愿我们被圣灵赋予能力，在这段时间里给他
人带来医治和救恩（使徒行传 4：31）。
耶和华的名要受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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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邻浸信教会讲道时间表: 2022年六月
牧邻浸信教会：2022年主题：去，使人作主的门徒(马太福音28:19-20)
主要经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日期

讲章题目

经文章节

SS2
SPC

哥打
白沙罗
KDC

蒲种
PC

仁嘉隆
JEN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11:30am

11:30am

10am

10am/11:30am

线上

讲道副题: 基督的门徒-以崭新的角度从希伯来书看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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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餐

我是=我是 约翰福音
真葡萄树 15:1-8

黄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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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添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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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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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经文

19

名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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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经文

预录

刘俊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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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育仁
牧师

预录

预录

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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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碧玲牧师 (预录)

李梅缘
姐妹（华）
李梅缘
姐妹（闽）
杨紫仪
姐妹（华）
李梅缘
姐妹（闽）
林恩泽
主任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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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华）
黄主恩
牧师（闽）

陈正桓
传道

羅碧玲
牧师
刘俊亚
传道
黄育仁
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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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 Local Churches 各堂会地址
SEA Park (English, Mandarin, Cantonese) / 东南亚花园 (英,中,粤)
107 & 109 Jalan SS2/6, 47300 Petaling Jaya.
Subang (English) / 首邦 (英)
1 & 3 Jalan USJ 3C/3, 47600 Subang Jaya.

Sibu

Puchong (English) / 蒲种 (英)
20 Jalan PPU 3A, Pusat Teknologi Sinar Puchong,
47150 Puchong.
Puchong (Mandarin) / 蒲种 (中)
4F-04 IOI Business Park, No. 1, Persiaran Puchong Jaya
Selatan, Bandar Puchong Jaya, 47100 Puchong.
Kota Damansara (English, Mandarin) / 哥打白沙罗(英，中)
26 & 28 Jalan PJU 5/16, Dataran Sunway, 47810
Kota Damansara.
CBC Kota Kemuning (English) / 甘文宁镇(英)
2-1C Jalan Anggerik Vanilla Q31/Q, Seksyen 31,
Kota Kemuning, 40460 Shah Alam.

11.30am ( Sunday )

CBC Kinrara (Tamil) / 金銮镇 ( 淡)
25-1 Jalan DU2/1, Bandar Kinrara 6, Puchong, 47180
Puchong.
CBC Jenjarom (Mandarin) / 仁嘉隆 (中)
11 Jalan Bacang 17, Taman Seri Jarom, 42600 Jenjarom.
Sibu, Sarawak (English) / 沙捞越诗巫（英）
Covenant CBC / 圣约牧邻浸信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