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冠狀肺炎之下的屬靈關顧隊伍： 為全球教會加力的事工模式 

Jeff Hammond 博士及他的妻子Annette  是在位於印尼耶加達的「天父愛教會」
(Abbalove Church)任長老（ 共同牧養的牧師）。 每星期天，「天父愛教會」在全
國多個聚會點牧養超過二萬五千位基督徒。 除此之外，他們在全國建立數以百計
的小組團契及門徒訓練中心。 
Jeff 博士及Annette 是來自澳洲，而且自1974年起，他們已在印尼服侍。 

我們活在變幻多端的時代。 那此被認為是「 常態」的事情已經被改變， 而且我們
常常聽到 別人提及「新常態」 的事情。 這個詞匯 現時還未清楚被界定， 而且不
同的人對這詞匯有下同的理解。 有些人視之為在社會內的國際公約， 亦有些人視
之為在經濟上、商業上、政府上、甚至宗教上將來如何運作。明顯地，新冠狀肺炎
為新的時代揭開序幕， 而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尋覓自己的方法，或者講得更明
確， 尋覓上帝的方法 來面對眼前的新現實。 

 在二月的時候， 我們開始留意到從中國武漢而來的新冠狀肺炎所帶來的全球危
機。 我們當時還未留意到這個危機是有這麼多嚴重， 但我們當時已擔心這個 病毒
會構成為全球瘟疫。 我們教會部分領袖也有這種擔心， 因而舉辦「末日與徵兆」
的講座， 而且我們特別留意在路加福音21章11節耶穌預言在他再臨之前會有瘟疫
的徵兆。 

當其中一位被邀請的講員在講座中分享信息時， 我越來越擔心有關於美國 一些國
家進行封關的措施， 討論有關「社交隔離」的安排， 以及談論到商場、商業 甚至
教會都要暫時關閉的安排。這個情況會怎樣發展呢？ 這對教會帶來什麼衝擊呢？ 
我們怎樣在失控的情況下，能夠繼續向弟兄姊妹提供適當的關顧呢？ 
當我為著以上的情況祈禱及作出思考的時候，  我的思想都轉會在2019年11月在耶
加達所舉行的世界福音聯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大會(https://jakarta2019.org/

en/)。 我被Mark McLeod邀請成為 WEA屬靈關顧隊伍的一份子。 坦白而言， 我當
時不知道要在隊伍中作什麼。 我本身已經忙於帶領講座、生命師傅小組、 以及關
顧一些受到逼迫的群體， 我當時十分不希望在我繁忙的時間表當中再加多一項服
侍。 然而， 雖然我還未完全知道這個隊伍要作什麼，但我感受到上主告訴我要支
持WEA 的隊伍。 

在大會開始時， 我與太太介紹給這隊伍的隊員認識。 他們來自哥斯達尼加、印
度、尼泊爾、美國、加拿大及菲律賓。 這隊伍的目標就是為講員及出席大會的與
會者祈禱，以及與 一起祈禱。每朝早上，我們分成不同的小隊與出席大會的與會

https://jakarta2019.org/en/
https://jakarta2019.org/en/


者一起祈禱。 我與Annette決定逐張枱去拜訪當與會者。 我們會向枱上的與會者介
紹自己是關顧隊伍的成員，告訴他們， 我們希望為他們祈禱， 希望當日成為他們
蒙福的日子， 使他們從宣講中的上帝話語中得到亮光， 能夠從聖靈的恩膏下得到
滋潤， 以及能夠從不同國家的弟兄姊妹所組成的團契之中得力。 對我們而言，這
是一個十分獨特的時光 ， 當我們和與會者一起祈禱時，也深受鼓勵。 這是一個大
開眼界的機會， 使我能夠了解參與令會的新方法，以及可以傳遞基督的愛與生
命。 
這次屬靈關顧隊伍的經歷之大， 使我決定將來在「天父愛」所舉行的大會及本土
的團契之下都會施行這個概念。這充實了教會內的代禱服侍， 只是運用更親密和
個人的方法，帶來更直接的手法及影響。 可是， 當教會的事工十分繁忙時， 我一
心希望施行這些隊伍的構想 都被押後到「適當的時候」才實行。 假若不是新冠狀
肺炎危機的出現， 這構思可以被押後成為被人淡忘的計劃。 

現在新冠狀肺炎成為了全國及全球的危機， 這是我重新想起上帝使我有深深印象
的屬靈關顧隊伍的重要性。 在世界福音聯盟大會上， 我們的目標 是所有人能夠可
以與其他人祈禱 ，或是接受他人代禱， 這也成為了我們教會 關注會友的基礎目
標。 當政府宣佈社關隔離的守則，而大型聚會受到限制， 使教會聚集會眾前來崇
拜、參加查經小組、祈禱會受到嚴重影響， 以及影響教會處理行政及其他組織上
事宜能力的時候， 這個目標就變得十分重要。 這些改變來得突然，使許多教會都
措手不及。 許多平常透過教會聚會得到安慰、支持、力量、團契、關係及生活 方
式 的教會會友， 他們也感到手足無措。在瞬間， 一切都改變了。 

當帶著祈禱的心去考慮這些事情的發展所帶來的後果， 以及注視到基督在馬太福
音25章34至46節， 就是我們怎樣對待最小的弟兄姊妹， 我們就這樣對待基督的經
文。 現在就是採取行動的時間。我在世界福音聯盟大會的屬靈關顧 隊伍所學到的
功課， 現在需要實踐出來了，而現在的需要實在緊急。教會內沒有一位會眾會被
忽略。 當中許多人平常的溝通渠道 被中斷， 許多人沒有網上的渠道，也有許多人
失去了工作。 有些主要的交通系統也被關閉， 商場關了門。教會內脆弱的一群可
能真的會面對被遺棄的危險。 雖然不是有意的，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情
況。 除非教會採取有效的方法， 這些脆弱的弟兄姊妹會感受到教會放棄了他們。 

我最關注的就是要照顧教會內所有的會眾。 保羅在哥林多教會中教導他們這個原
則： 

哥林多前書12章14至24節：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
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 設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
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 若全身是眼，從哪裡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哪裡
聞味呢？ 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個肢體，
身子在哪裡呢？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
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
是不可少的；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
著俊美；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
有缺欠的肢體，」 
教會內每一個會眾都是同樣重要，每一個會眾都是獨特的。 我們沒有將會眾區分
那些是「主要推動者」、「重要的奉獻者」及等等。 在基督的眼中， 衪以我們「怎

樣對待最小的弟兄姊妹， 我們就這樣對待基督 」的態度來評核我們！ 

我們在教會的領袖中商討此事， 我們決定在每一個堂會中設立屬靈關顧隊伍， 好
使到沒有會眾會被遺漏。 我們的行動方案包括： 
• 每一個堂會都會設立屬靈關顧隊伍， 成員包括教牧領袖、長老、小組組長及其
他成熟的基督徒。 堂會可以視乎人數的多寡，從而設立多個屬靈關顧隊伍。 

• 所有屬靈關顧隊伍必須確保堂會內每一位會眾的名字都在名單上。 這是包括恆
常出席崇拜的人士，出席小組、 查經組、 社區外展小組的人士， 以及就算一
些與教會有極少聯繫的人仕。 這個 名單資料 會幫助我們確保所有 參與教會團
契或活動的人仕， 不論他們是否為堂會的會友， 都會包括在這事工上，好使他
們不會被忽略。 

• 每個屬靈關顧隊伍都會被分成為兩人一個小組， 他們會收到一個名單而去作出
跟進， 而且他們 的責任 就是確保 沒有一人不被關心。「基督為所有人死」 在
他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在上帝的計劃中，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 因此
我們需要以相同的方法善侍他人。 每個小組的責任包括： 

• 盡量聯絡每一個人。 這包括使用互聯網、 電話、 畫情況許可的時候， 就到他
們家中直接探訪。 

• 當聯絡到這些人仕時問候他們， 了解他們是否失去工作， 他們家中各人是否健
康， 他們是否有足夠的糧食， 以及查詢他們是否有其他特別的需要是我們可以
協助他們的。 當中一些人仕是因為沒有辦法上網， 從而無法參與網上活動。 

對於這些人仕，我們會作出送上錄有網上聚會的CD 或DVD之安排，使他們能



夠 繼續保持教會團契的生活。我們都會對每一個接受探訪的人仕作出肯定： 我
們重視他們。 

• 當我們確定了他們的情況後， 屬靈關顧隊伍就會向他們分享見證及聖經話語來
鼓勵他們的信心， 而且保證教會是與他們 一起，而他們沒有被忽略，同時也花
時間與他們祈禱及為他們祈禱。 

•  之後，屬靈關顧隊伍會安排時間探訪他們，確保每星期最少有一次機會聯絡他
們 及了解他們的近況。 我們首要的任務是照顧信徒的需要， 同時亦打開心懷
去接觸其他未認識基督的人， 就如保羅在加拉太書第6章9至10節所言：「我們
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
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 下一步就是 我們將這事工推展到鄰舍中。 我們的鄰舍情況如何呢？ 是否有人
已經給他們幫助？ 他們是否健康？ 他們是否需要幫助？ 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幫
助教會的會眾向社區外展， 以及祝福社區內的人。 我們幫助教會的會眾， 他
們藉此機會與鄰舍分享， 成為了分享基督之愛的機會。 

當這個牧養策略能夠完滿地執行時， 會為教會帶來極大的振奮， 他們不只會發現 

能夠保持教會會眾的人數，而且可以鼓勵 多人信主。 可是， 有些堂會傾向放棄那
些十分困難聯絡的 會眾，偶然出席的會眾， 以及那些「星期日」基督徒，而 主動
注意哪些他們認為是「真真正正委身」的會眾身上。 他們作者決定的原因，是他
們認為沒有適當的人選 擔任跟進的工作。 這顯示出幾個有可能出現的問題：1) 每
種可能因為缺少門徒訓練或屬靈導師指導而成為主動跟隨基督的人，能夠成為以弗
所書4章12節所指的那種「各盡其職」的人，或是 2) 領袖缺乏信心讓會眾承擔跟進
的事工， 害怕 一切變得「失去控制」。 這些情況給予事工團隊一個挑戰， 就是確
保 我們在不足之處能夠作出妥善的照料，從而我們可以在所有的教會中 都能夠看
見在個別教會當中所發生的的成長。 

就如之前所言， 屬靈關顧隊伍的進一步發展， 就是特別 背景的信徒（ 擁有回教徒
背景的 基督徒）的回應，因他們發現 許多他們的「鄰居」 都在社區關閉的情況下
受苦。 我們設定額外的策略，為要確保基督的愛也能接觸到這些群體。 
• 第一步是在疫情爆發的早期， 就探訪這些社區， 用消毒噴霧及藥水將房屋的裏
裏外外進行一次消毒。 

• 第二步是我們問這些家庭可否為他們祈禱， 使他們 在這危機中得到保護。 



• 第三步是在兩星期後，再次探訪這些社區， 為他們的房屋再次消毒， 同時亦向
他們查詢有關他們健康、工作、食物供應等情況  

• 第四步是 為這些家庭提供基本的物資， 以及繼續為他們祈禱， 祈求上主監察
他們。 

結果就是屬靈關顧隊伍，從一開始時確保教會會中沒有被遺棄，使他們在靈性上及
實際生活上得到關心；擴展成為服侍整個社區的團隊。這是屬靈關顧隊伍令人感到
鼓舞的發展， 使教會成為黑暗中的亮光， 同時亦使我們 看見約翰福音3章16節的
宣告：神愛世人！ 
在過去三個月 的各團契中， 我們經歷到人對福音的回應有所增加， 而且每星期我
們都見證著有多達四十人信主及接受洗禮。 這是在堂會內推動屬靈關顧隊伍的直
接成果， 為著可以關心教會， 同時也為著關心在這困難的時代尋求答案的人。 

Jeff Hammond博士 
耶加達，印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