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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啟 行 動  簡  訊

直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份 ， 全 球 共 有 五

百二十萬人感染新型冠狀病

毒，死亡人數達三十四萬。

為了減少疫情蔓延，各國實

行 封 城 令 以 及 家 居 隔 離 。

工場探訪受阻

自印尼在三月份有大規

模疫情爆發，每天有三位數字

的增幅。由於醫療較鄰近國家

如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落後，所

以死亡率是亞洲區最高。印尼

雖然不是全國封城，但交通往

來已降至低點。以往從新加坡

到巴淡島的船運每天有二十多

班，但從三月份開始已降至兩

班，而且所有旅客還需要進行

十四天的家居隔離。這樣對宣

教事工也有影響，有一對探討

巴淡島工場的夫婦，因而要取

消行程返回香港，另待出發時

機。

人心虛怯

以往巴淡島依靠新加坡遊

客成為旅遊勝地，但現在街道

上非常清靜。店舖大多關門休

息，而且學校全面停課，加上

在齋戒月，政府部門只是半天

工作。

雖然政府不斷呼籲市民

外出時必需帶上口罩，但到目

前為止，在巴淡島仍買不到外

科口罩，所以現在很多人都使

用布口罩。可是，當地的布口

罩，並不像香港的那些，可以

加廚房紙在布口罩內，更沒有

防水的作用。這裡的布口罩，

正是名副其實的用一塊薄薄的

布造成的口罩而已。 

現時不但經濟活動停頓，

印尼另一挑戰更是來自醫療糸

統，因為缺乏醫護裝備，很多

前線人員正面對生命威脅，而

且口罩供應缺乏，導致居民更

是足不出戶，深恐成為另一個

意大利。

聊勝於無

面對經濟停頓，失業率攀

升，印尼並沒有像其他國家般

推出直接金錢援助，只透過減

稅、減電費來保助小企業或失

業人士。對於貧窮人士，政府

採取食物援助方案，那就是送

出米糧，以保存生命最基本的

所需。但這只是短期援助，並

不長久。所以印尼政府另一策

略是把全國感染的疫症患者集

中在巴淡島鄰近的加蘭島，並

把原在島上的舊式越南難民營

改為醫院，集中治療。此舉嚇

怕了巴淡島居民，更是對政府

怨聲載道。

毋 懼 疫 情

勤 作 主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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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淡島不像香港大多數家庭有WiFi網絡，公眾場

所更缺乏免費WIFI網絡服務，所以只有家庭環境較好

的孩子能繼續網上學習。對部分貧窮的孩子來說，停

學便等於停止學習。

另外，當地同工有每周一次的青少年團契，也

因疫情取消聚會，但她堅持每天透過手機送上經文，

並鼓勵孩子恆常禱告，不要疏懶下來。因為孩子們手

機數據有限，所以不能為他們做直播或送出有意義的

短片，所以在此刻同工真誠的關心致為重要！想到此

處，真的覺得香港孩子很有福。

有當地教會姊妹靠售賣早餐作主要經濟來源，但

疫情下因人人在家工作，減少了出門，對她的生意打

擊沉重。香港在同類情況下出現快餐外送機會，但巴

淡島小型商舖沒有相關的Apps，也不流行網上點餐，

所以姊妹也有心理準備，隨時關掉店鋪。

剛巧我們同意資助宣教士在社區作慈惠工作，宣

教士便利用機會向姊妹訂購飯餐。第一次因會派送一

百支洗手液給窮人，所以向她訂購了一百盒飯餐。第

二次因有幾百份口罩，便向她訂購了二百份飯餐，更

也祝福了姊妹的弟弟，因為也向他訂購了二百份小甜

點。 當貧窮戶收到這些禮物時，真是喜上眉梢呢！

1. 停學、停課、停聚會，但不停關心！ 

2.  停銷售、卻另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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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淡島的上半年是雨季，天氣比較濕熱，有同工因長期載

口罩容易疲倦，所以沒有參加第二次出隊派發物資。正當宣教士

惆悵怎樣招募更多人來幫助發送物資給窮人時，竟然來了兩位天

使。一位是在六月份才上班的幼稚園助教，她願意以義工身份提

早兩周來幫忙。另一位是受資助讀書的青少年，他有禮貌也有愛

心，他還立志將來要做傳道人呢！

前文提到印尼缺乏口罩，有香港姊妹在中國找到供應商，主

動聯絡我們是否有需要，那真是美好的消息。起初宣教士還擔心

口罩是否能平安寄到巴淡島，會否中途被人掉包或扣留等。感謝

主，一切平安送到宣教士手上，並不缺失任何一件！口罩真的很

重要，因送飯餐給窮人時，他們一定會追問：「還有口罩嗎？」

感謝主賜美好心腸的姊妹，她寄完第一次後再問我們是否還

需要？當然有！另外，差會也答應再供應口罩，有這些美好的配

搭，我們前方的宣教團隊就能更有力去服侍！團隊精神真的很重

要！

我們資助的孤兒院約有三十多位孩子，正是成長階段，營

養食品對他們身心靈非常重要。因為疫情，少了海外短宣隊的探

訪，也少了物資和愛心關懷。我們透過宣教同工適時送上白米、

食油、雞蛋、麵粉、米粉、麵、麥片及麵包等食物，希望孩子能

感受到我們的關懷，相信自己還是被記念的人。

3. 有工人退出，反而來了更多幫忙！

5. 不要遺下他們！

4.  這裏缺乏，那裏供應！

我們支持在香港服事的兩位印尼宣教士，因為要遵守「限

聚令」，不能繼續在白田中心舉行崇拜聚會。感謝主，在艱難時

候，主感動兩位弟兄姊妹送出兩台手提電腦給他們使用。

我靠著語言翻譯機，竟然也可一天便教導如何剪接影片，實

在太奇妙了！另外，我送給他們無線咪，作錄音用途。他們竟然

一口氣制作了六七條講道短片，講員表情豐富，聲音也清晰。我

更留意到即使他們在戶外錄制，也全然投入，絲毫沒有羞怯，真

的全然為主擺上了！

6. 有心有力、何懼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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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Hope Updates

&
 7. 齊 心 努 力，為 校 耀 真 光！

我們感謝香港靈糧堂幼稚園總校長曾建樂女士擔任 Light & Hope 學校的義務顧問。曾

校長有豐富及寶貴的辦學經驗，因此我們為她作了訪問錄影。她分享她的幼兒教育異象和學校

的發展見證，內容感人，使我們深深體會到基督教教育培訓十分重要。我們會安排巴淡同工作

翻譯配上印尼語，為學校的老師、校長及所有員工作培訓用途。將來我們也會繼續為同工們提

供基督教教育裝備，並汲取曾校長的成功經驗，提升我們的辦學質素，使學生在基督裏全人成

長，成為家庭的光，給社區帶來盼望。

我們祈望將來可以找到更多有恩賜又願意幫助印尼小孩認識真神的弟兄姊妹們，為我們錄

影並作當地的寶貴教材。有感動的，請直接聯絡我或者Ru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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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同工健康：印尼還在疫情

高峰期，求主保守宣教士、

同工及學校所有員工身體健

康。

2. 社區防疫：在我們幼稚園

的地區已被政府發出紅色警

告，因這區是現時最多確診

者的地區。所以每日都會看

見有十多輛警車及軍車在巡

邏，提醒人民不可以集會及

到人流多的地方。那些執法

人員更會在人流多的地方拘

捕那些不聽勸告的人士。現

在宣教士居住的地區及幼稚

園的地區都已成為紅色的高

危地帶了！求主保守巴淡社

區平安，促使防疫工作盡善

盡美。

3. 社會經濟：全球經濟正

在衰退與蕭條的情況中，當

然印尼也不例外，而且受到

嚴重的打擊，造成了失業率

極高。現時，多處地區的治

安欠佳，因為不久以前在多

處監獄有爆發疫情，所以有

一大批囚犯逃跑出來了！加

上，穆民的開齋節臨近，他

們需要錢過年。因此，發生

盜竊、搶劫及小偷的事情愈

來愈多，齋戒月及開齋節是

全年犯罪率最高的日子。求

主保守我們的宣教士和當地

同工出入平安，又求主賜政

府智慧振興經濟。

4. 愛心濟貧：求主繼續供應

我們資源，讓我們提供防疫

物資和營養食品給巴淡島的

貧民，並藉愛心行動分享耶

穌的愛和永生救恩。

5. 學校發展：求主感動教

育局官員盡快查訪Light & 

Hope 學校，並順利發出教育

牌照，讓我們招募新生，準

備開學。

6. 團隊精神：求主保守學

校團隊在主內合一，不分彼

此、合作無間，同心配搭服

事主。

7. 團友守望：求主施恩看顧

青少年團契的 Ika ，保守他

對基督信仰的堅貞。因他的

父母相信了異端「耶和華見

證人」，對他造成困擾及壓

力。求主攔阻那惡者透過異

端迷惑人心。

PRAYER
This is the confidence we have in ap-
proaching God: that if we ask anything 
according to his will, he hears us. 

                    1 John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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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啟 行 動    The Solar Act Organization
www.solaract.org
www.facebook.com/ruden.carrie7

如果你有感動在經濟上支持我們的事工，請把奉獻存入下
列銀行戶口：

匯豐銀行：  110-3138663-888

支票抬頭請寫：更新教育事工有限公司

或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Ministries Limited

(支票背面請註明‘光啟行動’)

並寄回： Room 7B, Block 4, Peridot Court, 9 Yu Chui 
Street, Tuen Mun, H.K.

本機構是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如需要免稅收據，
請提供收據抬頭人及聯絡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