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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第十三安息捐在印度東北部的迪馬普爾邦（Dimapur）曾經協助那加蘭
（Nagaland）復臨學校籌建了男女宿舍。您可以在我們的臉書頁面上下載上述照片和
其他關於第十三安息聖工計劃的照片：bit.ly/fb-2mq。

親愛的安息日學主理：

本季我們主要報導的地區來到南亞分
會，該分會包含四個國家：不丹、印度、
馬爾地夫和尼泊爾；其總部位於印度的胡
蘇爾。南亞分會負責的地區有14億人口，
其中包括160萬名復臨信徒。當地每872人
中約有一名是復臨信徒。要向14億人口傳
福音是一項巨大的挑戰，唯有在上帝的幫
助下才能完成。為了達成這目標，南亞分
會已選定了即將接受本季第十三安息捐協
助的11項聖工計劃，詳細內容請見本頁資
訊欄。
如果你想讓安息日學課程更活躍，
可參考我們為每一則見證所提供的照片、
影片及其他資料。你可點擊網站見證故事
旁的資訊欄。若需聖工焦點地區――印
度的觀光景點照或其他照片，建議你可
至pixabay.com或unsplash.com的圖片庫搜尋
可供使用的照片。你也可以至網址：bit.
ly/childrensmission下載《兒童聖工消息》季
刊，或至網址：bit.ly/adultmission下載《聖
工消息》社會青年季刊，或至網址：bit.ly/
missionspotlight下載聖工焦點影片。此外，
你也可至bit.ly/bank-coloring-page下載為兒童
聖工預備的捐款罐著色紙。另外，你也可
以訂閱並追蹤我們的臉書：facebook.com/
missionquarterlies。若你需要我個人進一步協
助，你可以透過電子信箱：mcchesneya@gc.
adventist.org聯繫我，感謝您鼓勵教友們關注
《聖工消息》！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
主編

聖工計劃：
2020第四季的第十三安息捐將協助南亞
分會在印度各地進行下列聖工計劃：
‧協助安得拉邦的拉迦那嘉蘭
（Rajanagaram）迦瑪中學（Garmar
Academy）籌建男生宿舍。
‧協助安得拉邦的拉士東巴達
（Rustumbada）弗列茲復臨大學（Flaiz
Adventist College）籌建五間教室。
‧在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則（Amritsar）
建造教堂。
‧在賈坎德邦的蘭契（Ranchi）建造教
堂。
‧在北方邦的瓦拉納西（Varanasi）協
助復臨學校建造宿。
‧在北安查爾邦的魯爾基（Roorkee）
協助魯爾基復臨大學大樓進行第二
階段改建。
‧在卡納塔克邦的卡納達（Kannada）
中部和薩凡納加爾泰米爾（Savanagar
Tamil）建堂。
‧在卡納塔克邦的阿澤姆訥格爾
（Azam Nagar）當地的復臨英文高中
籌建兩間教室。
‧在泰米爾納德邦的坦賈武爾
（Thanjavur）湯馬斯紀念高中（E.D.
Thomas Memorial Higher Secondary
School）籌建男生宿舍。
‧在喀拉拉邦的蒂魯文南特布勒姆
（Thiruvananthapuram）協助當地復
臨中學籌建實驗室和圖書館。
‧在馬哈拉斯特拉邦的阿恩德
（Aundh）協助斯派塞復臨大學
（Spicer Adventist University）籌建校舍。

Southern Asi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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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真神
印度│10月3日 潔雅希拉．梵克塔許（Jayasheela Venkatesh），34歲

九年前，潔雅希拉居住在印度的中南
部，她的生活十分窮苦。

於是潔雅希拉就請教會的牧師為他們
祈禱。他向耶穌禱告後，這個嬰兒就康復

她的丈夫梵克塔許一直設法在找水泥

了，潔雅希拉心裡想也許她已經找到了真

匠的工作，她則留在家中照料4歲大的兒子

正的上帝。之後，每當她的三個孩子生病

和2歲的女兒，她每天都會在家中，朝簡陋

時，她都會請求牧師為他們禱告，孩子們

的供桌上供奉的三個石像照片膜拜。

的病情都會好轉，從此不必去醫院了。

她閉上眼睛喃喃自語說：「請賜我

但後來牧師去世了，潔雅希拉心煩意

們今日所需的食物，我們家中一分錢也沒

亂。因為她所有的需要都是依賴牧師的祈

有。求至少賜我們今天的食物。」

禱。

每到星期五，從日落直到日出時分，
她和丈夫兩人都會對著偶像禁食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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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她三個孩子同時都病了，她
不知該怎麼辦。她能向誰求助？她的教會

儘管他們對神明非常忠誠，他們的

在牧師過世後暫時無人領導，底下又有兩

祈禱卻沒有得到回應。家中的糧食依舊匱

個人為了誰做領導彼此相爭。她不知該如

乏。有時候某個善良的鄰居會送給他們一

何向耶穌禱告。她很害怕。她一邊流淚，

些蔬菜，但其他時候他們一家人就只能挨

一邊拿起《聖經》試讀。她只上學到小學

餓。潔雅希拉想知道為什麼她的神明不眷

四年級，但她卻想方設法的去明白這些真

顧她的家人，於是她開始尋求其他神明，

理。她拼命地研究有關耶穌的信息。她讀

希望他們能夠回應她的祈禱。

經時驚訝的發現，耶穌是在第七天的安息

有一天，她注意到一所基督教教堂在

日敬拜的，不是在星期日。她去了她的教

星期日做禮拜，她和丈夫帶著兩個孩子一

堂，而此時這個教堂已選擇了一位新的牧

起去參加敬拜，她想找到真正的上帝。

師。

突然，她遇到了醫療上的危機，她生

她問牧師：「星期六在《聖經》中

下了一個呼吸困難的女嬰，就連醫生也束

被稱為聖日。那為什麼我們要在星期天崇

手無策。他說：「我們救不了她！」

拜？」

人還是一個沒受過多少正規教育的婦人。
「妳被魔鬼附身了，」他很不客氣地

印度

牧師並不喜歡這個問題，特別發問的

見證補充：
‧請在Facebook上下載照片（bit.ly/fb2mq）。

厲聲回答，「耶穌早已廢掉了所有法律，
不用擔心。」
潔雅希拉接受他的回答，但之後她
在教堂禱告聚會上聽到一個12歲的女孩在
背誦〈十誡〉，她聽到女孩重複說著第四
條誡命，「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出埃及記20：8）
之後，牧師稱讚了那個女孩記住了
所有誡命。潔雅希拉心想，如果耶穌廢除
了〈十誡〉，為什麼牧師又認為背誦〈十
誡〉如此重要？

聖工焦點：
‧根據傳統教導，使徒多馬曾經向印
度人傳講福音，並在南方建立了基
督教會。歷史證據表明，自第四世
紀以來，印度就已經有基督徒。
‧復臨教會教義傳入印度的時間不
明，也無法確認宣教從何時開始。
但在1890年，先賢哈斯克爾（S.N.
Haskell）和梅根（P.T. Magan）就展
開了他們的環球宣教使命之旅，他
們曾經從加爾各答穿越印度來到孟
買。

過了不久，潔雅希拉拜訪了牧師的
家，並且看到他家牆上掛著〈十誡〉。現

如今，潔雅希拉和她的丈夫是忠心的

在她真的很困惑，她心想，如果〈十誡〉

復臨信徒，並在鄉下的新家中設立了家庭

不再有效，那為什麼牧師還要把它掛在牆

教會，家庭生活也不再像以前那麼窮苦，

上？這是她人生當中第一次向耶穌禱告。

在最近的一個安息天，有15位村民在家庭

她說：「耶穌，請告訴我真相。」

教會將自己的心完全獻給耶穌。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個夢。她夢見
自己正在參加田徑比賽，然而正在奮力跑

潔雅希拉相信上帝透過指引她的方向
來回應她的祈禱。

時，有人突然阻止了她。她醒來時對自己

本季第十三安息捐的一部分將幫助在

無法完成比賽感到沮喪。她瞬間無法入

班加羅爾（Bengaluru）建兩個教堂，班加

睡，她禱告說：「耶穌，我在比賽中不斷

羅爾是距離潔雅希拉家最近的大城市。感

跑著，但現在我不知道該走哪一條路？請

謝您為聖工計畫慷慨奉獻。

告訴我方向。」
Southern Asia Division

幾天後，有一個七年未見的親戚與她
聯絡。他告訴她，他加入了一個教會，而
且這個教會是遵守〈十誡〉的，包括安息
日。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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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命在旦夕！」
印度│10月10日 庫貝拉（Kubera），31歲

我的父母在印度內陸深處的一個村

復並帶著孩子回家，母親從幾位患者那裡

莊長大，兩人都來自非基督教背景，結婚

聽到護士的祈禱，她明白是耶穌拯救了她

後，他們搬到了大城市――班加羅爾，我

的性命。

父親在那兒擔任員警。
母親第一次懷孕很不順利，剖腹產手
術後，醫生說她可能沒辦法活下來。

她決心敬拜耶穌，但她不知道該去
哪個基督教教堂，父親直接帶她去了基督
復臨安息日會，儘管他不是信徒，但他熟

每個人都很難過，但他們很愛這個

悉城裡各種教堂以及禮拜方式，他的一

剛出生的嬰兒。他是一個健康、漂亮的男

位朋友告訴他，復臨教會是唯一完全遵守

孩。

《聖經》中耶穌教導的教會。父親堅定地
一位病人還說：「你的寶寶很可愛。

你能把他給我嗎？」
醫生說：「我會領養他，因為你活不

說：「這是真教會，妳必須去這裡敬拜耶
穌。」在接下來的14年中，母親又生了七
個孩子。

了。」
但是一位基督徒護士薩拉（Salara）告
訴母親不要放棄希望。
她說：「有一位神名叫耶穌。如果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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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相信耶穌基督，那麼一切都會好起來

如今，她的長子是印度區會的會長，
第二個兒子在愛爾蘭當牧師，第三個兒子
是班加羅爾的牧師，另外三個女兒則擔任
教會學校的老師，她最小的兩個兒子是熱
心的教友，而我正是最小的那個孩子。

的。」

按醫生所說，母親生下第一個孩子

「我不認識那位上帝，」母親虛弱

後本來是活不了的，但是透過祈禱和對耶

地說。「但你能為我祈禱嗎？能幫幫我們

穌的信仰，她不但活了下來，還生下了八

嗎？」

位忠實的復臨信徒。今天，像我一樣只有

母親沉沉地睡去，就在她沉睡時，薩
拉按手在母親的頭上，開始向耶穌祈禱。
令所有人驚訝的是，母親在三天後康

一個名字的母親卡瑪拉瑪（Kamalamma）
是一個高齡72歲的健康祖母，擁有八個孫
子。

忘上帝的話：「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
嬰孩，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
記的，我卻不忘記你。」（以賽亞書49：
15）由於她的信仰，我的大家庭如今依然
與耶穌同行。
本季第十三安息捐的奉獻中，一部分
將幫助班加羅爾――即庫貝拉和他母親居

印度

在我成長時期，母親總是提醒我不

見證補充
‧請人以第一人稱方式來分享故事。
讓他以「我」的角度來分享這個見
證，這是一個31歲、住在印度，名
叫庫貝拉（Kubera）的人的故事。
‧在YouTube上觀看Kubera：bit.ly/
Kubera-Mission。
‧在Facebook上下載照片：bit.ly/fbmq。

奉獻預備。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撰稿

聖工快訊
‧印度是世界第二大英語國家；僅次
於美國，印度人口中約有10％的人
能說流利的英語，在接下來的十年
中，這一比例有望增加四倍。
‧印度的電信行業是世界上增長最快
的。2017年時印度就超越美國，成
為僅次於中國的全球第二大智慧手
機市場。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體之
一。
‧印度有超過30萬座營運的清真寺，
遠超過世界上任何國家，甚至穆斯
林國家。
‧班加羅爾（Bangaluru）當地有超過
25個湖泊，這些湖泊不僅為城市提
供水源，也帶來安逸、寧靜和休閒
娛樂去處，它們是大型動植物生態
系統的家園，其中包括百合花、山
雞尾（jacana）、織鳥、翠鳥和蕨
類植物。
‧班加羅爾（Bangaluru）於1905年成
為印度第一個電氣化的城市，這是
在卡瓦裡（Kaveri）河岸希瓦納薩
穆德拉（Shivanasamudra）水力發電
廠的幫助下完成的。

Southern Asia Division

住的地方，籌建兩個教堂。感謝您為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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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蹟嬰孩
印度│10月17日 倪嵐．達里爾．約書亞（Neelam Daryl Joshua），34歲；
達里爾（Daryl），39歲；倪肖恩 Neshaun，３歲

我們很想要一個孩子。
結婚兩年後，我跟我的丈夫達里爾

下次檢查時，放射科醫生對此表示擔

說：「我們一直沒有生育，要不要去詢問

憂。他說：「狀況不太對勁，我認為這胎

醫生原因？」

兒可能活不了！」

達里爾同意了，儘管他並不想去。

於是醫生給了我們另一個建議，那位

在醫院我們將問題告知醫師，我告訴她：

醫生建議我們拿掉孩子，達里爾和我傷心

「我一直無法懷孕，妳能幫助我們嗎？」

欲絕，我們為此祈禱。「上帝，我們一直

她同意了，但是達里爾卻說：「你知
道，我們一直沒有為這事禱告過，沒錯，
這樣的情形已經兩年了，但是我想先祈禱
然後再回來。」

在服事祢，請祢告訴我們該怎麼做，」達
里爾說。
達里爾打電話給他的雙胞胎兄弟，他
在印度其他地方擔任小兒科醫師，他推薦

醫生問我們要禱告多久？達里爾是

了另一家醫院。在新的醫院裡，一名醫生

個牧師，他說要一個月，所以我們開始為

又做了檢查，她卻說：「我覺得胎兒看起

此祈禱，不料我竟然懷孕了，我們非常興

來很正常，現在就要看看我們能不能延長

奮！我趕緊去看醫生，她也證實我懷孕

懷胎的時間。」

了，但是她警告說，胎兒看上去很小。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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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週再回來檢查。」

「但是不用擔心，若飲食正常，寶寶
不會有事的，」她說。
我一直定期去做檢查，五個月後，

「這樣做成功的機率有多少呢？」達
里爾問。醫生回答：「你是一位牧師，你
相信禱告的力量，努力祈禱吧！上帝手中
有大能！」

醫生卻說胎兒沒有正常生長，我和達里爾

於是我被安排住院。醫院工作人員每

都非常擔心。「別擔心，我會開給妳一些

小時都要來檢查一次胎兒。那天晚上，一

藥，幫助胎兒增重，」醫生說。

位年輕的醫生巡房時向我們走來，「妳和

在下一次回診時，我的體重增加了，
但是胎兒的體重還是一樣，醫生說：「過

丈夫看上去是很幸福的夫妻，你們為什麼
如此擔心？」他問。我們告訴他原因。

庭，但是他相信耶穌。「我可以為你祈禱
嗎？」他問。
他低下頭祈禱：「上帝，如果祢都能
讓太陽靜止不動，那麼就一定可以在這個
牧師家庭的生活中創造奇蹟。」
他的祈禱使我們充滿信心，相信上帝
會有所作為。
兩天後，醫生對此表示關心。她說：

印度

他說他出生在一個非基督徒的家

見證補充：
‧請一位女性以第一人稱敘事方式，
為來自印度一個名叫倪嵐的34歲女
性做見證。
在Facebook上下載照片（bit.ly/fbmq）。
聖工快訊：
‧印度是一個國家，從1858年開始由
英國管理，直到1947年獲得獨立。

「胎兒很小，但請放心，我們會全力以
1.5磅（680克），嬰兒開始哭泣時，醫生
非常高興，她把他放在呼吸機上，她不知
道能給我們什麼保證，只說：「我們會盡
力而為。」
安息日下午，附近一所醫學院的復臨
信徒學生們來為我們唱歌，我們真高興。
我們相信上帝會盡一切努力挽救這個
孩子的性命。
看到這麼小的嬰兒身上有這麼多管
子，是件很難受的事，我們沒辦法碰他，
只能唱歌和祈禱。
「別沮喪，上帝會看顧你的，」達里
爾和我唱歌。
在三天內，孩子的體重下降到1.3磅
（600克），醫生很為將挽救孩子生命計畫
進行的手術擔憂，我便請一位來訪的復臨
醫生為此祈禱。
他祈禱說：「上帝，我不知道這個嬰
兒能否活下來，但祢是創造奇蹟的上帝，
如果這是祢的意願，請增加這個嬰兒的體
重，讓他活下去，願這個孩子成為祢的見

證。」第二天，嬰兒體重增加了0.35盎司
（10克）。從那以後，他的體重每天都在
增加，三個月後他的體重達到3.5磅（1.6公
斤）時，醫生宣佈他可以回家。「您的小
寶貝已經住院了一段時間，我認為他已經
準備好回家了！」她說。
另一位醫生驚訝地發現嬰兒還活著。
他說：「這是你們祈禱的結果。這確實是
上帝的手在動工。」
我 們 將 男 孩 命 名 為 倪 肖 恩
（Neshaun），在希伯來語中意為「奇
蹟」，我們希望他永遠不會忘記他是一個
奇蹟，我們已經把他獻給上帝，願將來
有一天他能擔任牧師為主服事。詩150：6
說：「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
要讚美耶和華！」。倪肖恩的每一口氣都
證明他對主的讚美，讚美主！
本季的第十三安息捐將幫助倪嵐居住
的班加羅爾市建兩座教堂，感謝您慷慨解
囊。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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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嬰兒在安息日的早晨出生，他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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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頭來的醫治
印度│10月24日 桑廸普．科卡（Sandeep P. Kolkar），35嵗；
拉米亞（Ramya），29嵗；艾尤許（Aayush）7嵗

一位公立學校老師聽到一對復臨教夫
婦在她學校辦的健康研討會後，把他們帶
到一邊談話。
她說：「我的婆婆現在正因為嚴重的
背部疾病而受苦。你們有什麼治療她的方
法嗎？」
這位老師艾莎（Aisha）邀請了這對夫
婦去她婆婆家，桑迪普和拉米亞剛完成醫
學院培訓，這是他們首次舉辦在學校的健
康研討會，他們希望根據《聖經》和懷愛
倫的著作在印度各地舉辦健康講座並推廣
自然療法。

著。「讓我們嘗試一下，妳同意在五天內
停用所有藥物嗎？」桑廸普告訴婆婆。
舒班吉同意，治療就開始了，拉米亞
早晚都為她進行水療和按摩，為她預備新
鮮的蔬菜汁為飲食。
第三天，舒班基站了起來，這是她幾
個月來第一次走路，她不禁喜極而泣。
她說：「我的兒子和兒媳讓我自生自
滅，因為這個病，他們不再照顧我了。」
「妳只管向上帝禱告，祂一定會把他
們帶回來，」桑迪普說。
舒班吉不是基督徒，她的房子位於一

這對夫婦去見那位年邁的婆婆――舒

個非常保守的非基督教地區。事實上，如

班吉時，發現她躺在床上。她已經在治療

果鄰居看到任何人拿著《聖經》出現在社

上花了很多錢，但毫無幫助，現在她臥床

區，他們一定不會坐視不管。
桑廸普禱告後，給了舒班吉一本母

二

獨居。她的兒媳以前和她住在一起，但不

語的《聖經》，他說：「每天讀一頁《聖

二
○

斷地照護她讓他們心生厭倦，於是她和舒

經》，向耶穌禱告，祂會把你的兒子、兒

班基的兒子並孫子一同搬走了。

媳婦和孫子帶回家。」

年第四季聖工消息南亞分會
○

不起，也無法站立或行走，而且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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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廸普翻閱了婆婆厚厚的一堆醫療
記錄，拉米亞檢查了她裝滿藥瓶的袋子，

經過五天的治療，婆婆再也沒有疼痛
了，她身體很好。

他們無奈地看著對方，他們不知道該怎麼

十天後，她給桑廸普打電話。

辦。他們剛剛完成學業，從未在嚴重患病

她說：「孩子，你告訴我每天閱讀

的人身上嘗試過自然療法，他們為此祈禱

《聖經》並祈禱後，我的兒子就會回來，

桑廸普瞭解到，她每天讀經讀三頁
――早上一頁，下午一頁，晚上一頁，就
像遵行醫生的處方一樣，她希望藉此儘快
讓上帝回應她的祈禱。

印度

但是他還是沒有出現，已經10天了。」

見證補充：
‧請至YouTube觀賞桑迪普和他家人
的影片：bit.ly/Sandeep- kolkar。
你可至臉書下載照片（bit.ly/fbmq）。

「繼續祈禱吧，上帝會施行奇蹟
的，」桑廸普說。
三天後，舒班吉的媳婦傳給桑廸普一
條簡訊。
「我現在住在岳母家，」她寫道。
他們一家團聚了！如今，岳母定期讀
《聖經》，她會寄給桑廸普和拉米亞《聖
經》經文，她也不斷在祈禱。
桑廸普和拉米亞欣喜若狂，「這是一
個很好的開端，」拉米亞說。
「她是我們的第一個病人，」桑廸普
說。「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應付她的病情，
醫學培訓只教導了我們基本原則，但上帝
以說不出的方式帶領我們，這真是個奇

聖工焦點：
‧據傳統說法，印度的宣教工作正式
展開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893年，當
時來自美國的兩名販書商人威廉．
倫克（William Lenker）和斯特魯普
（A.T. Stroup）來到了清奈（原名
馬德拉斯，Madras），開始在印度
的主要城市，以會說英語的居民為
對象，向他們販售復臨教會的訂閱
書籍。然而，倫克隨後就回報了在
印度不同城市中，有一些正在工作
的復臨信徒。
‧印度沒有國教，但它是四大宗教的
發源地：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
錫克教。印度大約有80%的人口是
印度教徒。

蹟！」
他隨即引用懷愛倫的書――《醫療佈
道和健康教育的呼召》（A Call to Medical
Evangelism and Health Education）補充道：
「醫藥佈道士為人身體作工時，上帝也同
時在人心中作工。」（原文第12頁）本季
第十三安息捐一部分將在班加羅爾籌建兩
座教堂。班加羅爾是距離桑迪普、拉米亞
Southern Asia Division

以及他們7歲的兒子艾尤許居住地最近的大
城市。感謝你預備慷慨奉獻。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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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難忘的夢
印度│10月31日

拉什米．拉維．錢德拉（Rashmi Ravi Chandra），32歲

我出生在一個非基督教家庭，是六個
女兒中的長女。
作為一個年輕女性，我非常受基督徒
生活吸引，過了不久，我愛上了一個復臨
教會的男人，名字叫拉維，我把我的心獻
給耶穌，後來我們就結婚了。

氣的高個子男人。
「你為什麼去復臨教會呢？」他指著
我說。「那個高個子是妳的神明，妳必須
拜他，不應該去找耶穌。」
高個子男人很生氣；我太害怕了，不
敢看他，我低下頭哭了起來。

我們結婚後，過了近三個月的幸福生

過了一會兒，一個穿著白袍的人從後

活，然後我生病了，我時常昏厥，大白天

面走近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

也會突然昏倒。我的父母認為我是被魔鬼

看不到他的臉，只能看到他的衣服。我感

附身，因為我信了基督教，背棄了他們的

覺到他的觸摸，輕柔而溫暖。

宗教，儘管如此，我父親還是建議我去找
一位復臨教會的牧師為我禱告。
拉維和我去拜訪同樣住在我們城市
――班加羅爾的一個牧師，他按手在我的
頭上。

「不要害怕，我就在妳身旁，」他用
溫柔悅耳的聲音說。
他指著那個穿黑衣服的高個子男人
說：「現在妳可以看他的臉了。」
他的手穩穩地搭在我的肩膀上，我
終於能夠直視那個身穿黑衣的暴怒男子，

二

繼續過基督徒的新生活，請在祢的事工中

他的臉因對我的憤怒而扭曲著。第二天早

二
○

大大的使用她，把一切邪惡的勢力都除

上，拉維和我回到牧師的家裡，向他講述

去。」

這個夢。「是主耶穌把祂的手放在妳肩膀

年第四季聖工消息南亞分會
○

他禱告說：「主啊，如果祢願意她

12

那天晚上，我丈夫睡得很安穩，我卻

上的，」牧師說。

做了一個讓人不安的夢。我夢見一群穿著

我們一起祈禱；從那天起，經常昏

黑袍的人圍在我身邊，其中一個比其他人

厥的毛病就停止了。我很希望說我的生命

高大很多，他對著我大吼大叫，一個穿著

在一剎那間就有了改變，但改變是需要時

黑袍的男人緊緊抓住我的手，指著那個生

間的。結婚前，我的性格很固執，即使我

於腦海，比如很重視和家人一起參加傳統
宗教節日，卻不認為安息日很重要，但在
那場夢之後，我的丈夫和牧師開始為我祈
禱，漸漸地，我就放下了一些事情，不在
安息日從事平常的日常活動。
然後我又做了另一個夢。我聽見一個

印度

把心交給了耶穌，我的文化傳統仍然深植

見證補充：
‧請一位女士以第一人稱分享，以第
一人稱身份介紹來自印度一位名叫
拉什米的女子的見證。
‧在YouTube上看拉希米的影片：bit.ly/
Rashmi- chandra。
‧在臉書下載相關照片（bit.ly/fbmq）。

溫柔的聲音說：「千萬不要犯罪，妳很快
就要接受審判了！」那聲音很愉悅，儘管
說出的話很震撼，但我並不害怕。
我半夜驚醒，把夢告訴了丈夫。「那
一定是聖靈，撒但從不談論審判，妳要當
心！」他說。
在那個夢之後，我虔誠地省察我的
生活，在上帝的幫助下，我變得不那麼固
執了，我開始常常祈求上帝幫助我戰勝誘
惑，丈夫也經常和我一起禱告，我開始參
加教會的宣教活動。
如今我們有兩個兒子，一個10歲，一
個6歲，他們在教會裡參與音樂事工。我

聖工快報：
‧1915年7月，南印度培訓學校在印
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的哥印拜陀
（Coimbatore）設立。在接下來的27
年裡，這所學校先是搬到了班加羅
爾，然後又搬到了現在的浦那。
‧上 述 學 校 的 校 名 曾 更 改 多 次 ：
1937年改為斯派塞學院（Spicer
College），以紀念先驅威廉．斯派
塞（William Spicer），1943年改為
斯賓塞佈道學院，之後1955年改為
斯派塞紀念學院（Spicer Memorial
College），2014年成為斯派塞復臨
大學（Spicer Adventist University），
這是距它最初設立約一百年後。

是政府雇員，但我在星期天工作，而不是
星期六。我的願望是能夠為非基督徒作見
證，很高興我有兩位同事表示他們很有興
趣來我的教會。我為這兩個夢感謝上帝，
藉著這些夢，我意識到耶穌一直與我同
在，我下定決心把我的一切都獻給祂。
本季第十三安息捐一部分將在班加羅
Southern Asia Division

爾籌建兩座教堂，謝謝你預備慷慨奉獻。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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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井裡得救
印度│11月7日 希拉瑪．多萊拉傑（Sheelamma Dorairaj），66歲

希拉瑪的丈夫由於胃痛，不幸在醫院
去世，年僅30歲。
20歲的希拉瑪獨自帶著5歲的兒子住

可以靠乞討生活。」
說罷，村民們便送她回到她的村莊和
她姐姐家。

在他們的家鄉貝拉里村，該村莊位於班加

希拉瑪不想留下來，她想展開新的生

羅爾市以北300公里處。她悲痛地摘下金

活。一個月後，她坐火車帶著拉朱到班加

耳環、項鍊和鼻環，把這些全交給了她姐

羅爾，但她在城裡一個人也不認識，也沒

姐。

有親戚朋友。在火車站，人們看到了這位
「我要去拜訪一個人，請替我照顧好

兒子――拉朱，直到我回來，」她說。
但希拉瑪並不打算回來。她走到附
近的一個村莊，跳進一口深井裡，希望被

可憐的母親，就勸她回村裡去。
「妳還年輕，」其中一人說。
「妳還有小孩，」另一人說，「班加
羅爾不是個安全的地方。」

淹死。然而有人從井裡打水，看到她在水

但希拉瑪不想回去。「我不會回去

裡漂浮，失去知覺。村民們一湧而上去救

的，」她說，「我離鄉背井來到這裡，我

她，一個男人用繩子把自己垂降到井裡，

不想回去。」

用籃子把她吊了起來。

有一個人力車的車夫願意讓她免費搭
車，他把她送到了一間天主堂後就放她下

二

衣服。當她醒來時，他們七嘴八舌、生氣

來。希拉瑪坐在教堂大樓前，哭泣著向她

二
○

地質問她：「妳為什麼要在我們村裡這樣

的眾神祈禱，在附近地面上，她發現了一

做？」其中一個說。「妳可以在妳自己的

張印有耶穌照片的明信片，她雖然不是基

村子裡自殺，」另一個人說。

督徒，但她認識耶穌。

年第四季聖工消息南亞分會
○

村民們生火讓她取暖，給她換上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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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當中有人認出了希拉瑪，知道她
生了一個兒子。
「妳既然有兒子，為什麼還要自殺
呢？」有人問，「如果是因為窮，妳至少

「祢一定要幫幫我，」她對著明信
片說。過了一會兒，一個女人從教堂裡出
來，把米飯和咖喱給希拉瑪和她的兒子
吃。「回到妳的村子去吧，」她說。

「來找我們幫忙的人很多，我們幫不
了妳，」女人說。
希拉瑪正和那個女人說話時，一個路
人停下來問她為什麼哭。聽到她的事情，
路人邀請她去她家，幫她找了一份管家的
兼職工作。
在她清潔過的房子其客戶之中，有
一個客戶是復臨教會的牧師，他們很快就
成了朋友。有一天他問她：「妳會讀寫
嗎？」
知道她不會，他便開始教她字母，
她慢慢地開始讀《聖經》，並在安息日時
去教堂，她把心獻給了耶穌。這位牧師在
搬到孟買後，另一位牧師幫助希拉瑪在斯
派塞復臨教會學校找了擔任門房的工作，
之後她在那裡工作了34年，直到2004年退
休。
「我很開心，」希拉瑪說，「我來自
名不見經傳的地方，但上帝指引我該去哪
裡，帶領我去祂的教會，我讚美上帝因祂
賜福我，我的生活因祂而美好。」
本季第十三安息捐的一部分將幫助在
印度的班加羅爾，為希拉瑪目前人數已過
多的中卡納達復臨教會籌建新教堂。感謝
你預備為第十三安息捐慷慨奉獻。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撰稿

見證補充：
‧觀 賞 希 拉 瑪 的 見 證 ， 請 至
YouTube：bit.ly / SheelammaDorairaj。
‧你 可 在 臉 書 下 載 見 證 相 關 照 片
（bit.ly / fb-mq）。
‧欲下載印度的聖工焦點和快訊，請
至網址：bit.ly/SUD-FACTS。
聖工快報：
‧印度大約有190萬英里（300萬公
里）的道路，使其成為世界上僅次
於美國的第二大道路網絡。
‧在婚禮期間，印度人會用金盞花來
裝飾婚禮，象徵著幸福和好運。
‧班加羅爾有「印度矽谷」之稱。許
多跨國公司已經在當地建立了他們
的商業中心，使大量的IT工程師和
外籍人士進駐這座城市。
‧生命線快車（Jeevan Rekha Express）
是一種透過印度鐵路巡迴的醫院列
車，它深入偏遠的農村地區，那裡
的人們幾乎得不到醫療服務。這列
火車有兩個手術室，五張桌子和一
個六張床的恢復室。火車上還有眼
科檢查室、牙科檢查室、實驗室和
Ｘ光室各一間。另有一個員工隔
間，裡面有一間廚房和一間有12張
床的宿舍。醫務人員在此進行骨科
和眼科手術，並為唇顎裂和燒傷進
行修復手術。此外，醫務人員也在
列車上進行癲癇篩查、免疫接種、
營養評估並農村貧困人口健康資訊
宣傳等服務。

Southern Asia Division

給我一份工作，」希拉瑪回答。

印度

「我是個寡婦，我還有一個小孩，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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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安靜的聲音
印度│11月14日 威爾伯．佩雷拉（Wilbur Pereira），44歲

威爾伯．佩雷拉發現自己竟和一個30
年來都沒見過的表親同坐在一輛車裡。
當他們去印度中南部參加一個婚禮
時，威爾伯的妻子打電話來問候他。
「太好了，讚美主！」威爾伯突然說

威爾伯越來越相信，他兒時的教會
所教導的已經偏離了《聖經》。某個星期
六，他告訴妻子南茜，他不想再和她一起
去教堂了，「我不會再和妳一起去了，這
是一個崇拜異教信仰的假教會，」他說。

道，這話讓表哥沃爾特驚訝地看了看他，
在印度，基督徒是少數。

那天晚上，南茜打電話給威爾伯的家
人，請他們說服威爾伯和她一起去教會，

「你是信什麼教的？」他問道。

但威爾伯不為所動。但與此同時，他也不

威爾伯解釋說，自童年起，他每個星

知道接下來該去哪個教會。

期天都去一個基督教教會，但他已不再相
信其中的許多信仰。

早上，當他去一家商店採買、預備
做午飯時，他還在考慮該去哪個教會，突

「一切都是異教信仰，」威爾伯說，

然，他聽到一個男子以安靜的聲音說話。

「《聖經》明明說，『除了我以外，你們

「給你表弟打電話，」那個聲音說。

不可有別的神』，但教會卻拜馬利亞、眾
聖徒，和許多偶像，我如今正在尋找真

威爾伯沒有理會這個聲音，繼續往前
走。

理。」

「給你表弟打電話，」那個聲音又吩

二
○

接近真理了。總有一天，上帝會帶領你去

這次威爾伯停下腳步。

真正的教會。」

「給你表弟打電話，」那個聲音再說

年第四季聖工消息南亞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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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別擔心，」沃爾特說。「你已經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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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禮上，宴席只有素菜，威爾伯很

咐。

了一次。

失望，因為他沒有看到豬肉，回到家裡，

威爾伯立刻拿出手機給沃爾特打電

他又開始尋找真理，他在家鄉班加羅爾參

話，跟他說了他與妻子之間意見分歧後，

觀了幾個非基督教的禮拜場所，他知道上

他問他堂兄平時去的是哪一個教會。

帝就在某處，他想找到祂。

「我都去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教
威爾伯看過復臨教會的標誌，但他對
這個教會一無所知。
沃爾特在那一週特別為他安排了三天
的查經課，隔週的星期六，威爾伯去了商
業街的復臨教會英文堂，他特別喜歡安息
日學的學課時間。
但南茜很反對威爾伯的新信仰，每天
都和他爭執，但她卻驚訝地看出，他的生
活方式慢慢有了改變，她很樂見他不再抽
煙喝酒，看到他會提前一天預備安息日的
食物，也使她很驚訝，她更不明白為什麼
他突然不再吃雞蛋和乳製品，而是把它們

印度

會，」沃爾特回答。

見證補充：
‧觀看威爾伯的見證，請至YouTube：
bit.ly/Wilbur-Pereira。
‧你可以在臉書下載見證相關照片
（bit.ly/fb-mq）。
聖工快報：
‧印度每日發行的報紙超過4700種，
以300多種語言出版。
‧印度的國家象徵動物是目前瀕臨絕
種的孟加拉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極為醒目
的泰姬陵圓頂以一層竹制鷹架覆
蓋，用以躲避敵軍的轟炸。

給年幼的兒子吃。
威爾伯解釋說，他想在所有的行為上
都榮耀上帝，包括守安息日，把自己的身
體當作上帝的殿。她不得不承認他的健康
狀況比她好得多，她因肩頸痛不時地發作
而苦惱。

過程中，她得知了有關安息日的信息，她
立刻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我再也不會在安息日工作了，即使
因此失業了，我也不會改變，」她說。
如今，威爾伯和南茜都是全職的醫務

當復臨教會組織了一個免費的健康診

工作者，在印度向人們傳授健康知識。威

所時，威爾伯邀請南茜和他一起去，學習

爾伯說：「我們幫助有需要的人，向他們

一些關於健康的資訊，她因一位醫生描述

傳授健康原則，讓他們有機會認識那位真

身體和精神健康之間的聯繫而感動，這對

正的偉大醫師！」

她來說是個全新的思考。回到家後，她高

本季的第十三安息捐將在班加羅爾籌

興地給朋友們打電話，告訴他們診所的情

建兩座教堂，該城市是離威爾伯現在和家

況。

人的居住地最近的大城市，謝謝你預備慷
下個安息日，她雖拒絕了丈夫帶她去

慨奉獻。

教堂的邀請，但她第一次允許威爾伯帶著
Southern Asia Division

兒子一起去。這個男孩很喜歡安息天的兒
童班，孩子們在教堂裡的故事時間，以及
之後的聯誼聚餐。那天晚上，他急切地把
看到的一切都告訴了母親，南茜的好奇心
被激起，她要求查經。幾天後，在查經的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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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查經的三次攻擊
印度│11月21日 阿爾卡．馬圖（Alka Mattu），36歲

在印度的阿姆利則（Amritsar），參孫

與我一同禱告的朋友，耶穌在這裡，主的

牧師正在阿爾卡家的一間大臥室，替她和

靈降在我們身上，要打敗魔鬼。魔鬼啊！

另外14個家庭成員查經，他們研究的主題

我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祂的

來自〈啟示錄〉。

血，我求告祂的大能來責備你。我奉耶穌

他站在房間的一頭，手裡拿著一本
《聖經》，對一屋子坐在床上和地板上的
家人說話。
「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

沙西帕爾跪了下來，老人慢慢地、平
靜地說：「謝謝你，耶穌。」
魔鬼走了。

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

「阿們，讚美神！」參孫牧師說著，

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啟12：9）

領著全家一起唱起歌――《神就是愛》

阿爾卡的岳父沙西帕爾這時從地板上
跳了起來，惡狠狠地走向牧師。
「你為什麼要傳講耶穌？我在這個世
界上很強大，」他眼中燃著怒火大吼。
參孫牧師覺得眼前是一個想嚇唬他的
惡魔。他想起約壹4：4說： 「因為那在你
二
二
○
年第四季聖工消息南亞分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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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求，命令你從他裡面出來！離開！」

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不要害怕，讓我們跪下祈禱吧！」
他告訴這一家的人。
沙西帕爾拒絕跪下，繼續吼叫。參孫
牧師把手放在老人頭上，直視他的眼睛。

（God is so good）。
過了一個星期，參孫牧師又開始讀
經，讀啟12：11，「弟兄勝過牠，是因羔
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
死，也不愛惜性命。」
當他說這些話時，阿爾卡16歲的兒子
――約翰，開始像獅子一樣咆哮，然後又
像驢子一樣鳴，像狗一樣吠，最後像蛇一
樣發出嘶嘶聲。
「我不要牧師來這裡祈禱，不要在我
家裡提及耶穌的名，」他說。

他說：「魔鬼啊，你已經被釘死在加

參孫牧師意識到這個惡魔和上星期

略山上十字架的耶穌打敗了，耶穌的血洗

的是同一個，但這次他帶著他的爪牙回來

淨了我，你不能控制我，你沒有權柄管轄

了。「不要害怕，讓我們禁食祈禱！」他

說。這家人一連三日在白天禁食，不吃不
阿爾卡家裡查經。約翰笑著和家人一起跪
著祈禱；這次他沒有咆哮、也沒有喊叫或
吠叫，更沒有發出嘶嘶聲，而是安靜地握
住牧師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頭上。
「請為我祈禱，我全身無力，我的心
很沉重，我的頭也受傷了，」他說。
參孫牧師為他祈禱，約翰再也沒有發
出動物的嘶叫，但事情還沒有結束。
接下來的一週，參孫牧師從弗6：
10－18中，向他們讀到基督徒需要穿上神
所賜的全副軍裝與魔鬼爭戰。阿爾卡的丈
夫蘇林德一邊讀，邊轉向約翰吼道：「你

見證補充：
‧觀看YouTube上阿爾卡的見證，請
至網址：bit.ly/Alka-Mattu。
‧在臉書下載見證相關照片（bit.ly/
fb-mq）。

印度

喝。第三天，一個星期五晚上，牧師回到

聖工快報：
‧旁遮普邦是一個與巴基斯坦接壤的
印度聯邦，是錫克教團體的中心。
‧阿姆利則以生產頂級羊絨圍巾和木
制棋盤及棋子而聞名。
‧旁遮普一詞由兩個波斯語組成，
panj（5）和 b（水），意指它是
由五方的水或河流（比阿斯、傑納
布、迦蘭、拉維，和薩特累季河）
滙聚而成之地。

內心的那些惡魔在哪裡？你身上已經沒有
惡魔了，他們現在在我裡面！」
參孫牧師請全家人下跪；禱告之後，
他要求全家人打開《聖經》，讀〈詩篇〉
第23和91篇。
「這是魔鬼的最後一搏，」他說。
後來，他帶領全家唱歌：「有耶穌在
我家裡，快樂、快樂家！」
蘇林德也跟著唱了起來。鬼就離開
他，再也沒有回到他們家去。
阿爾卡和她的家人從前信奉另一個
世界主要宗教，他們在信仰上走了很長的
路，他們還在學習耶穌的恩典和公義。
「請為我所有的家人祈禱，尤其是
Southern Asia Division

為我的母親，希望她能接受耶穌，」阿爾
卡說。本季第十三安息捐一部分將幫助建
造一個更大的教堂，以取代在印度阿姆利
則、阿爾卡原本破舊擁擠的教堂。感謝你
預備慷慨奉獻。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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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醫無法自癒
印度│11月28日 巴恰．辛格（Bagicha Singh），70歲

巴恰‧辛格一生都在印度一個小村莊
的神龕裡，供奉著樹木和偶像。
他相信他的神明是有力量的，並相信
他們一定可以使他成為一個富有的巫醫。
人們源源不斷地、湧入他位於蒙德里庫姆
拉村的家求醫；巴恰什麼都有，除了一樣
東西：他缺乏內心的平靜。

巫醫拒絕和他說話。
「我不想禱告，我覺得我的巫術比你
的上帝更有力量，」巴恰說。
參孫卻沒有因此萌生退意，他還是為
他禱告了。
在拜訪結束不久後，巴恰的健
康狀況開始惡化，他被送往賈朗達爾

然後他病倒了；他經常嘔吐，覺得頭

（Jalandhar）的醫院，這座城市大約有1百

暈眼花，頭部的劇痛使他倍受折磨。他想

萬人，開車90分鐘就能到，一名醫生為巴

用巫術治癒自己，但似乎對別人有效的咒

恰進行了檢查，並說他患有腦瘤。

語在他身上並沒有絲毫效果。他在許多醫
生身上花了一大筆錢，但是卻沒有人能幫
他，他為此傷心地哭泣。
「我要死了，活不成了，」他向家人
哭訴道。
他的巫術生意因此受到影響。有一段

「如果我們不做手術，你很快就會
死，」醫生說。
但是手術費用很昂貴，巴恰在巫術方
面雖然賺了不少錢，但他在這幾年尋求治
療的過程中已經耗費甚多，現在他和家人
只湊得出手術一半的費用。
參孫聽說巴恰住院了，就來探望他。

二
○

絕他們，他說：「我不能醫治你們、因為

巴恰感到很絕望，當他看到參孫時，他振

我也病了。」

作了起來，他轉向站在旁邊的醫生。

年第四季聖工消息南亞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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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人們還繼續向他尋求幫助，但他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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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的兒子打電話給一位全

「耶穌來了，祂能醫治我，」巴恰

球宣教先鋒傳教士，請他為他的父親禱

說。參孫請求醫生允許為他禱告，醫生同

告，那位傳教士在鄰村領導一個復臨教

意了，他含著淚祈禱說：「親愛的上帝，

會。於是這位先鋒傳教士――參孫．索尼

以耶穌的名，請醫治巴恰先生，使祢的名

（Samson Soni）便去了巴恰的家，但這位

得榮耀，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到了第二天，醫生再一次做檢查，讓
他打電話諮詢專家的意見，專家卻找不到
腫瘤，醫生震驚之餘想起了參孫的禱告，
他仔細地詢問了巴恰。
「腦瘤在哪兒？」他問道，「你信的
是哪一個上帝？」巴恰高興地笑了。
他說：「我過去常常沉迷於巫術，但
這位全球宣教先鋒為我禱告，向我彰顯了
耶穌，現在我相信耶穌。我相信是耶穌治
癒了我的腦瘤，耶穌是透過全球宣教先鋒
找到我的。」
下一個安息日，巴恰在鄰近村莊的
復臨教會找到了參孫。「你的耶穌醫好了
我，」他說，回家後，他把自己的故事告
訴了家人和鄰居。
「我得了醫治，也從我的邪術中得解

見證補充：
‧巴恰的名字（Bagicha）的意思是
「花園」。
‧在YouTube上觀看巴恰的見證，請
至網址：bit.ly/Bagicha-Singh。
‧在臉書上下載照片（bit.ly/fbmq）。

印度

他吃驚的是，這次沒有發現腫瘤的痕跡，

聖工快報：
‧阿姆利則是哈爾曼迪爾．薩希卜
（Harmandir Sahib，俗稱金廟）的
所在地，是錫克教最神聖的場所
和主要朝聖地。最早的寺廟是在
1570年代由錫克教宗師拉姆．達
斯（Ram Das）所建。1830年，瑪
哈拉賈．蘭吉特．辛格（Maharaja
Ranjit Singh）將其翻修，並在圓
頂鍍上220磅（100公斤）的黃
金，之後它就被普遍稱為「Swarn
Mandir」，或「金色寺廟」。

脫，你們也必須去教堂才能得到耶穌的醫
治，」他說。
因為巴恰的見證，許多人開始在安息
日來到教堂。大約有50人向參孫傳教士查
經，其中近一半的人在2018年9月接受了洗
禮，包括巴恰和他的三個家人。其他人則
繼續學習《聖經》，還有更多的人也加入
了他們。
今天，巴恰是教會忠心的教友。他
說： 「請為我禱告，使我對主忠心，為耶
穌第二次再來做好準備。」
Southern Asia Division

巴恰和他的25名親朋好友，是由離他
們村莊最近的復臨教會牧師――參孫．古
拉姆施洗。本季第十三安息捐的一部分將
幫助他們建造一個更大的教堂，以取代參
孫牧師在阿姆利則破舊擁擠的教堂，感謝
你樂意慷慨解囊。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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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在房裡！
印度│12月5日 參孫．古拉姆．馬西赫（Samson Gulam Masih），48歲

古拉姆對上帝有很多疑問。
他年幼時，他和父親一週當中會在不
同的兩天去參加禮拜；一天爸爸會帶他去

在小屋內，古拉姆祈禱並讀《聖
經》；他研讀〈但以理書〉和〈啟示
錄〉。

參加傳統家庭的聚會，但在星期天爸爸則

他一再禱告，希望能見到耶穌。

會帶他去許多不同的基督教教堂聚會。

「上帝，我想見祢，請祢顯現在我面

爸爸無法決定要在哪做禮拜，有一次

前，」他祈禱著。

他在閱讀家中的聖書時驚訝地說：「這本

一天晚上，當他坐在泥地上祈禱讀

書裏提到耶穌的次數，似乎比我們自己的

經時，他感覺到有人在房間裡。他抬頭一

先知還多！這是為什麼？」

看，竟看見一隻獅子！他定睛注視著牠，

這個家庭創造了自己獨特的宗教――

牠也伏身下來瞪著他。

一部分屬於傳統宗教，一部分是基督教。
當古拉姆逐漸長大後，他開始越來
越喜歡基督教，他渴望認識更多，他想要

古拉姆嚇得魂飛魄散，想慢慢地從野
獸面前退去，這時他卻聽到一個男性的聲
音對他說話。

親眼見到耶穌，「耶穌，我想面對面見
祢，」他祈禱著。
他趁著年輕決定離開家，搬進一個叫
二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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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克瓦爾的偏遠村莊，住在一個茅屋裡；
他想花幾個星期獨自研究《聖經》。
當地的村民們不是基督徒，而且非常
迷信。他們注意到古拉姆舉止安靜、行為
良善，他某次為一個生病的村民祈禱、而
村民因此康復之後，他們就給他起了個綽
號叫「聖人」。村民們把他尊為聖人，每
天早晚都帶著食物來到他的小屋。

「別怕，把你的手放在獅子身上，沿
著牠的頭一直撫摸到牠的尾巴，」這聲音
說。
「我做不到！獅子會咬死我的！」古
拉姆喊著。
「但是，你不是一直在祈禱，希望能
見到我嗎？」那聲音又說。
「我祈禱的，是希望自己能見到耶
穌，」古拉姆說。
「耶穌正是『猶大的獅子』，」聲音
說著，「去，撫摸那頭獅子。」

印度

古拉姆的確曾在啟5：5中讀到耶穌是
猶大的獅子，他很害怕，但他不敢違抗，
他舉起一隻顫抖的手，放在獅子的頭上，
獅子沒有動。慢慢地，他的手還在顫抖
著，他撫摸了獅子，從牠的頭直到尾巴。

見證補充：
‧觀看YouTube上參孫的見證請至網
址：bit.ly/Samson- masih。
‧你可以在臉書下載見證的相關照
片（bit.ly/fb-mq）。

當他從獅子身邊走開時，獅子自顧自地搖
著尾巴，把地上塵土都攪得揚了起來，然
後就踱步走進漆黑的夜裡。
到了早上，一位村裡的婦人帶著早
餐前往小屋。她看到獅子的足跡就停了下
來，她放下食物，衝回村子。「聖人死
了！」她哭著說，「他被獅子殺死了，我
看見有腳印進入他的小屋。」
村民們紛紛跑向小屋，他們卻發現古
拉姆坐在地板上讀《聖經》，自從獅子離
開後他再也沒有移動過，當村民們聽到他
的經歷時，每個人都很驚訝，他們祈求想
多瞭解他的耶穌。
後來，古拉姆認識了安息日的真理，
他成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牧師，他在家
鄉――印度北部的達蘭科特巴加，成立了
一間復臨教會，他有五個兒子和兩個女

聖工快報：
‧「印度」這個名字源自印度河。
大約在西元前3300年，人們在富
饒的印度河流域定居，印度河流
域的一部分位於現代印度，使印
度成為世界上最古老、也是至今
尚存的古代文明。
‧印度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郵政系
統，擁有超過15萬個郵局，是中
國的三倍；其中有一個漂浮在斯
利那加達爾湖的郵局，位於一艘
船屋上，上面還包括一個集郵博
物館。
‧印度料理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歡
迎，但因地區不同差異很大。這
種多樣性往往只有在印度當地的
餐館才看得見，慕名而至的食客
通常期待享用某些著名菜色：
如印度豆子湯、咖哩角、饢餅
（naan）和坦都里烤雞。

兒，於1999年去世，享年90歲。
他最小的兒子――現年48歲的參孫，
為父親遇到獅子的見證讚美上帝。
「上帝樂意成全我們心中的願望，」
他說。
Southern Asia Division

這一季第十三安息捐其中的部分奉
獻，將有助於在阿姆利則建造一座新教
堂，參孫．古拉姆．馬西赫曾在那裡擔任
牧師，感謝你們樂意慷慨奉獻。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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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基督的世界之旅
印度│12月12日 布里傑許．庫馬爾（Brijesh Kumar），27歲

布里傑許．庫馬爾發現自己在印尼首

幾個小時後，地平線上出現了一塊陸

都雅加達找不到工作。「一定有我能做的

地，船靠岸後，乘客和船員立即被扣留。

工作，你能幫我找嗎？」這位23歲的印度

他們在密克羅尼西亞的雅浦島登陸。

男子對一位提供住處給他的印度朋友說。
布里傑許離開印度，是希望自己能在

月。美國員警和聯邦調查局探員對他們進

2014年償還因學費欠下的債務，他的父母

行了盤查。有不同基督教教派的神職人員

曾為此向朋友借錢，但那些錢在他畢業前

帶來了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並向他們傳講

就用盡了，現在借款人要他們還錢。

耶穌。布里傑許從來沒有聽說過耶穌，他

布里傑許的朋友不知道哪裡有工作
可以找，但他把布里傑許介紹給一個聲稱

也不感興趣，他想成為難民，但密克羅尼
西亞當局卻想驅逐他回到印度。

可以用兩千美金為他們換得美國難民身分

幾個月過去了，來拜訪他們的人逐漸

的人，但布里傑許身上只有一千美元，他

減少。當局為臨時搭建的帳篷發放了防水

想把這筆錢寄給他的父母，但他後來又認

油布，食物越來越匱乏，布里傑許失去了

為，有了難民的身分，他應該可以賺到更

所有的希望，但後來一個牧師卡雷梅諾帶

多錢。於是，他把錢交了出來，對方承諾

著一個大集裝箱出現了。布里傑許和其他

會在一週內讓他坐上前往美國的船。

人看到裡面裝滿了食物和衣服，都忍不住

二
○

一艘小船，船上還有18名印度人和16名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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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六個月後，他登上了爪哇海岸附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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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傑許和其他人被關在船塢裡六個

哭了！卡雷梅諾牧師時常來探望他們，大
家會聚集在他周圍聽他講話。

泊爾人，他們都在尋求庇護，這艘船由兩

「為什麼其他的神父和牧師都走了，

名印尼人負責管理。這趟航程很可怕；兩

你還來幫助我們？」一個問。他回答說：

天過後，船上的食物就都吃光了！再過兩

「因為耶穌比我更愛你們，祂想救你們，

天，連飲用水也沒了！布里傑許在航行時

賜給你們自由。」

悄悄收集雨水來喝。到了第七天，船長警
告說他們的燃料就快用盡了。

他說他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牧師。
在四周的人不斷詢問下，他才勉強承認他

其實也是能不吃則不吃，這樣他們就有食
動流淚。同一天，9名尼泊爾人向耶穌獻出
了他們的心，他們搭起一個特別的帳篷作
為教堂，並開始守安息日。
布里傑許注意到尼泊爾人開始改變，
他們過去常和印度人搶麵包，但現在他們
很友好，也常互相分享。某個安息日，一
個尼泊爾人邀請布里傑許到帳篷裡做禮
拜。在裡面有9名尼泊爾人歡迎他，為他和
家人並他的未來祈禱，布里傑許在他們親

見證補充：
‧在YouTube上觀看布里傑許的見證，
請至網址：bit.ly/Brijesh-Kumar。
‧在Facebook上下載照片（bit.ly/fbmq）。

印度

物可吃了，被困的船員聽到這裡也不禁感

聖工快報：
‧2018年，瓦拉納西遭遇乾旱，當地
居民舉辦了一場由兩隻假青蛙組成
的婚禮，以此取悅印度雨神因陀
羅。印度神話中說，如果野生青蛙
遵循人類的婚禮成婚，就可以帶來
降雨。

切愉快的陪伴下心裡平靜很多。他接過了
一本《聖經》，開始閱讀並祈禱。
一位尼泊爾朋友告訴他，如果他以

虔誠的復臨信徒，另一個印度人也成為復

耶穌的名向上帝禱告，他的禱告就會得到

臨信徒，在印度經營一家服裝公司，其他

回應，他決定試一試。「親愛的上帝，我

人則和布里傑許失去了聯繫。他說：「我

把所有的負擔和問題都放在了耶穌基督身

想和別人分享主，因為上帝在我一無所有

上，我奉耶穌的名祈求，阿門！」他禱告

的時候拯救了我。」

說。

本季第十三安息捐的一部分將幫助
當他睜開眼睛時，他覺得自己像是在

瓦拉納西（Varanasi）復臨教會學校建新的

天空中飛翔。他從脖子上摘下珍愛的護身

宿舍，為布里傑許和其他人提供教室和住

符，把它扔進了大海，他決定跟隨耶穌。

宿，他們訓練工人傳福音。謝謝你預備慷

布里傑許放棄了他的難民身份，被送

慨奉獻。

回印度。他在離開印尼兩年半後，才抵達
新德里機場。
今天，布里傑許立志成為全球宣教
先鋒，他正在斯派塞復臨大學（Spicer
Adventist University）受訓，預備成為牧
師。透過他的查經，在過去的兩年裡，他
Southern Asia Division

已經帶領四個人歸向耶穌，還有更多的人
正在為洗禮做準備。他的父母，在他還在
雅浦的時候設法還清了債務，也正在查
經。布里傑許至今仍與當初那9名尼泊爾人
保持聯繫，他們如今都在尼泊爾，也都是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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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去愛
印度│12月19日 安吉莉娜娜．辛格（Anjleena Singh），25歲

安吉莉娜娜．辛格在14歲時暗自下定
決心，她不會喜歡牧師。那一年，她的母

師，遇到有人提及「牧師」這個詞時，她
的內心就充滿了憤怒。

親病倒後被送往一家很遠的醫院，她因為

幾年過後，一天有位阿姨打電話來。

嚴重的腎臟和膽囊感染必須接受治療，父

「你知道我們這個城市有個教會叫基督復

親和母親留在了醫院，把安吉莉娜和她10

臨安息日會嗎？」她問道。「有一個年輕

歲的弟弟羅尚（Roshan）獨自留在他們位

的牧師，他拜訪了我們家，到我們家來見

於戈勒克布爾市（Gorakhpur）的家中。孩

見他吧！」

子們必須自己去上學，鄰居則幫忙送食物

安吉莉娜不想見牧師。

給他們。

「不，我不喜歡牧師，」她說。

後來，安吉莉娜得了黃疸病，住進
了離家不遠的醫院，她感到很孤獨。她想
起了遠在他鄉住院的母親，她記得她們家
每個星期天都會去教堂，她很希望有人來
拜訪。「親愛的上帝，請派個人來看看我
吧，」她每天都祈禱著。

幾天後阿姨又打電話來，再次邀請安
吉莉娜去見牧師。
「我不想見到任何牧師，也不想去任
何教堂，」安吉莉娜說。
這時阿姨打電話來，告訴了她一個不
幸的消息：她的丈夫去世了。她打電話通
知家人來參加葬禮，她請安吉莉娜將他的

二

10天後，爸爸媽媽來到了醫院。媽媽

死訊告知復臨教會的牧師，並邀請他來為

二
○

痊癒了！於是安吉莉娜的父母便把她帶回

家人祈禱，於是安吉莉娜打電話給牧師，

家。

他名叫普拉廸普．辛格，他不但為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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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沒有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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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女孩得知在母親住院期間，教

人祈禱，也從《聖經》中鼓勵他們。

會裡也沒有人去醫院看望母親。沒有任何

安吉莉娜的母親很喜歡這位牧師，便

人從他們的教會來探訪過，就連牧師也沒

邀請他去她家拜訪，她有很多疑問，她和

有。她感到非常失望和生氣，決定再也不

父親與牧師一起談了三個小時，他們一起

去教堂了！她決心從此以後再也不相信牧

禱告後，便邀請牧師第二天再來，牧師則

邀請他們一家在安息日時去教會。
安息日都去了教會，他們感覺這個教會很
不一樣，於是他們要求查經。三個月後，

見證補充：
‧普拉迪普牧師今年28歲。
你可在Facebook上下載見證相關照
片（bit.ly/fb-mq）。

印度

於是父親、母親和弟弟羅尚到了下個

他們三個人都受洗了，但安吉莉娜拒絕加
入他們。
洗禮後，牧師仍每週在她家中持續進
行查經，當他來訪時，她就會去另一個房
間，一直等到他離開，儘管她關了門，她

聖工快報：
‧瓦拉納西是印度主要的宗教中心，
是印度教和耆那教七大聖城中最神
聖的，在佛教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
作用。

還是能聽到他們的討論和祈禱。
一年半過去了。一天，安吉莉娜突然
對媽媽說：「給牧師打個電話吧！我想查

帶到祂面前。另外，有五名親朋好友在看

經。」

到她生活的轉變後也接受了洗禮。

每個人都很震驚。
「這怎麼可能呢？我們已經祈禱了一
年半！」母親說。

「現在我認為牧師是好人，」她說，
「我愛牧師，尤其是我丈夫。」
安吉莉娜也很喜愛復臨教會的教育。

牧師認為安吉莉娜是在開玩笑，但是

成為復臨信徒後，她參觀了附近瓦拉納西

他仍然安排她查經，於是安吉莉娜在2017

的復臨教會學校，看到孩子們在學習《聖

年歸主。

經》，她對此印象深刻，便也鼓勵她的親

受洗幾個月後，安吉莉娜再次讓她的
父母大吃一驚。
「我想嫁給復臨教會的牧師，我想成
為牧師的妻子，」她說。
她的父母很擔心牧師會怎麼說，他們

戚讓孩子到這所教會寄宿學校就讀。到目
前為止，她已經介紹了6個孩子到該校就
讀，這所學校正是下週即將募集的第十三
安息捐，計劃捐助的對象之一，謝謝你的
慷慨奉獻。

小心翼翼地把女兒的願望告訴了牧師，他
們不知道的是，普拉迪普牧師三年來一直
在為娶妻一事祈禱，但他從來沒有考慮過
安吉莉娜。但是，當他知道她的願望後，
他不能拒絕。「我很樂意接受她成為我的
Southern Asia Division

妻子，」他笑著說。
普拉迪普牧師和安吉莉娜在2018年10
月結婚。今天，安吉莉娜在她丈夫牧會、
位於戈爾哈普爾的的教堂裡，擔任護士和
女執事，她很高興上帝使用她的生命把人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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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祖父的攻擊！
第十三安息特別見證 印度│12月26日
卡哈爾．坎諾吉亞（Kajal Kannojiya），14歲

祖父是一個善良、溫和的人，他會給
5歲的孫女卡哈爾講故事，並和3歲的孫子
尼尚在地板上玩耍。
但在他出了事故之後，一切都變了。

它們撿起來朝我們扔呢？」父親說。
「我們需要另想辦法，而不是依賴我
們的神明，」祖母說。

一次，祖父從印度納羅里村的食品市場回

這家人對他們供奉的石雕神像失去了

家途中，突然滑了一跤倒在地上，他雖然

信心，但他們一直試圖找到治癒的方法，

事後還能站起來，但他善良、溫柔的本性

最後他們從村子搬到了瓦拉納西這個大城

卻消失了。尼尚想和他一起玩時，他尖叫

市，為祖父尋求治療的方法。卡哈爾很高

起來；當卡哈爾過來要他講故事時，他朝

興能和她的父母、祖父母和哥哥搬進一個

她扔石頭，他會在房子周圍像瘋子一般亂

租來的小房間，她滿心盼望祖父能痊癒，

跑，還會爬上屋頂跳下來，然後又反覆如

能再一次給她講故事。

此。他日夜不停地哭泣，每個人都不敢靠
近他，連祖母也不敢，他只要一靠近，卡
哈爾就躲起來。
爸媽和奶奶曾經帶爺爺去最大的醫院
看診，他們也曾找過巫醫，巫醫答應會驅
二二○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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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的神明不能阻止爺爺把

除邪靈，他們還替爺爺開藥，但這一切都
沒有什麼幫助。

爸媽開了一家小洗衣店，他們在那裡
洗衣服、熨衣服，也在空間時帶著爺爺不
斷地探訪許多名醫。
一個星期天，爸爸媽媽決定去一個
基督教的教堂。母親說，有一位顧客堅持
說，教堂的牧師可以透過向他的上帝祈禱
來幫助祖父，她的父母都不是基督徒，但

卡哈爾既傷心又難過，她很懷念過去

他們願意向新的神明祈禱，只要祂能幫助

聽祖父講故事的日子，爸媽和奶奶也很痛

祖父，母親說卡哈爾和弟弟年紀太小，不

苦，他們不喜歡爺爺從屋內的小神龕裡把

能去教堂，只能和祖母、祖父待在家裡。

石頭神像拿起來，朝他們扔去。
「為什麼我們的上帝不能幫助爺
爺？」母親問。

做完禮拜後，母親告訴祖母，牧師已
經為祖父和其他家人祈禱過了，她和父親
打算下個星期天再去教堂祈禱。

當租給他們僅一間房之住處的房東得
祖父時，衝突爆發了！他很生氣地把這家
人趕出去。
「你們儘管上教堂信耶穌，但你們不
准住在我的房間裡，」他說。
由於找不到另一個更便宜的地方住，
這家人只好回到了他們在村子裡的家。
爸媽很沮喪，因為他們越來越喜愛耶
穌，但是他們的村子裡沒有教堂，他們全
家每天都聚集在一起敬拜耶穌，父親禱告
說：「主啊，如果祢是慈愛的神，請指示
我們該往哪裡去。」
隔週的星期六早晨，母親聽到甜美的

見證補充：
‧故 事 的 敘 述 者 不 需 要 將 故 事 背
熟，但他／她必須對見證熟悉，
就不必照稿唸內容。
‧見證主角的母親名叫Kanchan
Kanujiya，36歲；父親名叫Pramod
Kumar，40歲。
‧見證主角的母親是教會司庫，同
時她也負責教導孩童閱讀，這
是教會開辦的課程之一；有八個
人因她過去三年的工作而歸向耶
穌。
‧ 想 在 Yo u Tu b e 上 觀 看 卡 哈 爾 的
見證，請至網址：bit.ly/KajalKannojiya。
‧你可以在臉書下載見證相關照片
（bit.ly/fb-mq）。

印度

知，他們的父母正尋求耶穌的幫助來治癒

音樂在空中飄蕩，她走進他們家外面的院
子，看到對面的一間房屋裡有人在唱歌。
禮拜結束時，她問牧師。

「那邊發生了什麼事？」她問一個鄰
居。

「你們為什麼要在星期六做禮拜？所
「他們在做禮拜，」鄰居回答說。

有的基督徒都在星期天做禮拜，但你們這

「我們以前沒看過有人在那裡做禮

些人卻在星期六做禮拜，這是為什麼？」
她說。
「讓我用《聖經》來告訴妳，」牧師

天做禮拜呢？」
「我不知道，」鄰居說，「但他們的
確是在做禮拜。」
就在那時，另一個鄰居離開了她的
家，無意中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來吧，我帶妳去那間房子看看，」
鄰居吉拉說，她是復臨教會教友。
吉拉把母親介紹給復臨教會的牧師，
牧師邀請她和其他家庭教會的人一起做禮
拜。她同意了，但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是在
星期六做禮拜，而不是在星期天。

說。
那一週，父親、母親和祖母三人開始
學習《聖經》，從創世開始，上帝就將第
七日視為神聖，且定為聖日。他們三個人
都信了耶穌。
不幸的是，祖父的病一直沒有痊
癒。他去世時，這家人正在努力學習《聖
經》。
雖然卡哈爾從未聽過祖父講過別的
故事，但她很高興能有一本自己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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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母親說，「他們為什麼不是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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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裡面的故事比祖父講過的更好，今
天她14歲，和12歲的弟弟一起在瓦拉納西
的復臨教會寄宿學校學習《聖經》，這所
學校亦將接受本季第十三安息捐資助，擴
建學校現有的宿舍。
「我喜歡唱歌、學習《聖經》還有
在學校祈禱，」卡哈爾說。「有了更大的
宿舍，就能有更多的孩子一起唱歌、學習
《聖經》和祈禱。」
感謝您的慷慨捐獻，它們將用來協助
卡哈爾在瓦拉納西的學校，以及其他在今
天印度境內即將進行的第十三安息聖工計

14歲的卡哈爾和父母以及12歲的弟弟尼尚，在印度瓦拉納西復臨
學校合影。

劃，感謝你幫助印度寶貴的人民得以聽到
耶穌如何改變生命的故事。

安德烈．麥克切斯尼撰稿

未來第十三安息日聖工計畫
下一季第十三安息捐將協助歐亞分會進行下列項目：

‧在位於俄羅斯圖拉市的扎奧克斯基（Zaoksky）復臨大學校園內，興建兩層樓的
新校舍，將做為幼兒園、小學及高中的課室。
‧在位於烏克蘭布查（Bucha）的烏克蘭復臨高等教育中心校園內，興建三層樓的
新校舍，將做為幼兒園、小學及高中的課室。
二
二
○
年第四季聖工消息南亞分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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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理資源
請記得下載免費為您提供的《聖工焦點》影片，它是特別為南亞分會地區所製
作的聖工報導。請至網址：bit.ly/missionspotlight下載或瀏覽。你也可以在bit.ly/bankcoloring-page下載可供列印的聖工存錢罐圖片庫，讓孩子們著色並使用。

網路資訊
下列資訊可供您在預備安息日學分享時使用。若想獲得更
多關於本季聖工焦點地區的文化和歷史資訊，您可以到下
列網站上查詢相關國家的資料。

二○二○‧第四季
THIRD QUARTER‧2020

南亞分會

網站
bit.ly/BhutGov
bit.ly/LPBhutan
bit.ly/GovIndia
bit.ly/AIYIndia
bit.ly/MaldGov
bit.ly/USNMaldives
bit.ly/NepalGovt
bit.ly/WelcomeNepal

復臨教會網站
南亞分會
東北印度聯合會
東南印度聯合會

bit.ly/SDASUD
bit.ly/SDANEIU
bit.ly/SDASEIU

設立捐款目標策略有助於大家將注意力集中在世界宣教
工作上，並增加每週的聖工捐。為你的班級每週的任務設定
一個目標，再以此目標乘上14，為第十三安息捐設立雙倍捐
目標。
記得提醒安息日學的教友，位於全球各地的教會運作有
賴於我們每週的安息日學佈道捐，而第十三安息捐的四分之
一將直接幫助南亞分會的聖工計畫。在第十二個安息日，可
向教友宣導雙倍捐，並強調本季第十三安息捐的目標即是用
來協助聖工計劃，並在安息日學結束時結算捐款總數且予以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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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政府網站
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
印度: 政府網站
在你身上冒險（Adventure in You）
馬爾地夫: 政府網站
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尼泊爾: 政府網站
歡迎來到尼泊爾（Welcome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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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AFGHANISTAN

1
2
廷布

THIMPHU

3
4

5
6

7
8
3

10
11

南亞分會 SOUTHERN ASIA DIVISION
聯合會
中東印度
東北印度
北印度
中南印度
東南印度
西南印度
西印度
安達曼和尼科巴群島
東喜馬拉雅
尼泊爾
馬爾地夫
合計

聖工目標

教會
2,595
218
468
255
459
238
257
1
12
26
0
4,529

教友
987,901
53,429
182,399
78,032
133,158
37,533
124,853
303
762
9,349
0
1,607,719

人口(千)
111,490,349
44,294,444
849,685,362
68,155,847
78,166,665
35,106,432
184,034,499
411,404
817,000
29,718,000
428,000
1,402,308,000

本季第十三安息捐將協助南亞分會在印度各地進行下列聖工計劃：
❶在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則（Amritsar）建造教堂。
❷在烏塔蘭恰爾邦的魯爾基（Roorkee）協助魯爾基復臨大學大樓進行第
二階段改建。
❸在北方邦的瓦拉納西（Varanasi）協助復臨學校建造宿舍。
❹在賈坎德邦的蘭契（Ranchi）建造教堂。
❺在馬哈拉斯特拉邦的阿恩德（Aundh）協助斯派塞復臨大學籌建校舍。
❻在卡納塔克邦的阿澤姆訥格爾（Azam Nagar）當地的復臨英文高中籌
建兩間教室。
❼協助安得拉邦的拉迦那嘉蘭（Rajanagaram）迦瑪中學籌建男生宿舍。
❽協助安得拉邦的拉士東巴達（Rustumbada）弗列茲復臨大學籌建五間
教室。
❾在 卡 納 塔 克 邦 的 卡 納 達 （ K a n n a d a ） 中 部 和 薩 凡 納 加 爾 泰 米 爾
（Savanagar Tamil）建堂。
在泰米爾納德邦的坦賈武爾（Thanjavur）馬斯紀念高中籌建男生宿舍。
在喀拉拉邦的蒂魯文南特布勒姆（Thiruvananthapuram）協助當地復臨
中學籌建實驗室和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