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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
的國。」 

（ 約翰福音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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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活著而活著，還是為永恆而活著？

伊亞姆村民自願隔離、捨命，阻擋了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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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懿信牧師 
溫哥華短宣中心總幹事

地  點

大會

遊走於「柯羅諾斯」與「克洛諾斯」之間

驟眼看文章題目，或許令你

大惑不解。是旅行遊記？

是愛情信箱？是寫作技巧？抑或是

人物介紹？何謂「柯羅諾斯」？又何

謂「克洛諾斯」? 

其實此兩乃古希臘 文在 描 述時

間概 念上的字，「柯羅諾斯」就是 

CHRONOS - 串流之時，而「克洛諾

斯」便是KAIROS - 時中之刻。使徒

彼得提醒信徒 - 「親愛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

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後

書 3:8) 彼得叮囑我們，不可忘記「千

年」-「柯羅諾斯」，也不可忽略「克

洛諾斯」，因我們的主是行走並行

動於兩者之間的主。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活在「克洛諾

斯」- 時中一刻 Kairos 之中，著眼關

注都是當下的事 - 活在當下、活好

當下。但在 Kairos 以外，我們又會否

過著只活於 Chronos「柯羅諾斯」串

流之時中的生活？只有前者，我們過

着的便是「今宵有酒今朝醉」，或是

「餐搵餐食餐餐清」的營運生涯。

然而若只有後者，又只會落入「懷緬

過去常陶醉」或「胸有成竹手無筆」

的不設實際。唯有如我們的主行走

於兩者之間，才是真正的活着、無悔

的活過、及切實的活現。

同守「連儂牆」

短宣中心不希望只有營營

役 役的營 運 生涯，亦不

甘於單有口號式空想的不設實際，

因我們確信短宣中心的主 - 耶穌基

督乃是「自有永有」卻又是「道成肉

身」的主，是那「太初之道」卻又「

住在我們中間」活現恩典真理的上

帝。故此我們要知道我們的 「克洛

諾斯」 卻不只注目於 Kairos, 認清

短宣的 Chronos, 卻不是空談「柯羅

諾斯」。

故此於約七個月前，短宣中心眾

同工董事們便作了一個為期個多月

的「柯羅諾斯」Chronos 回顧，透

過溫哥華短宣中心27年的歷史，及

各人生命中的獨特經歷 - 「克洛諾

斯」Kairos，來看清上帝多年來在我

們中間工作的脈絡，來糎定今天祂

給與短宣中心的「位份」及「機會」。

誠如末底改對身處外邦的以斯帖王

后所言：「焉知你得了這位份，不是

為現今的機會嗎？」(以斯帖記4:14) 

我們要察 Chronos, 驗 Kairos!

我們透過：恩賜性格分析，瞭 解

上帝賜予我們隊工的獨特性；個人

及機構的歷史時序，明白上帝在我

們走過路途上的烙印；S.W.O.T. (

強、弱、機、危)的探討，正視我們

的實況。這些分析一星期復一星期

地，在同工董事們同心禱告、坦誠

分享、並在笑聲及淚水的溶合下，建

成了短宣中心的「連儂牆」，盛載着

我們一個又一個的「克洛諾斯」，及

我們起過1/4世紀的「柯羅諾斯」。

我們守住了，但我們也守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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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建祭壇」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

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

就枉然警醒。」(詩篇 127:1) 我們守望，是因我們確信過

去看守着短宣中心的 - 是耶和華；我們認定，建立我們

將來的，也不是任何人，仍是耶和華！故在「連儂牆」建

起來後，我們便在短宣中心 - 建祭壇。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

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

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

喜悅的旨意。」(羅馬書 12:1-2) 「連儂牆」的建

立，為的是要「察驗」(test and approve) 那遊走

於「柯羅諾斯」與「克洛諾斯」之間、短宣中心

的主，祂那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我們開始每星期一次的守望查經祈禱會，

在每週同工事工會議之先，一同研讀上帝的話

語，並在禱告中聆聽祂對我們的教導、啟示、

及指引，切實地落實「如此理所當然的事奉」- 

把身體全然獻上、降服主前；當作活祭、聽從

主命！當我們如此行，我們看見一個又一個的

神蹟、一次又一次的機會、一頁又一頁展開的藍

圖！

攜手「展藍圖」

2019年年底，在建立「連儂牆」後、在不

斷「建祭壇」時，上帝向短宣中心「展藍

圖」。在Chronos中，我們清楚溫哥華短宣中

心秉承短宣運動的異象及核心價值 - 「短期

訓練、長期宣教」及「訓練佈道人、燃點佈道

熱」，繼續緊守我們的「位份」，把握現今的機

會 (Kairos)，作「訓練」(Training) 和 「差遣」

(sending) 中心。

在聖經真理的啟示下，我們定立了「4C 藍圖」- Core, 

Causation, Content, Coverage, 確信並持守：Core 福音的

核心源頭乃耶穌基督 (馬可福音1:1)；Causation 福音的對

象果效乃 - 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的得自

由 (路加福音4:18)；Content 福音的內容方法，是充滿恩

典與真理的道成肉身 (約翰福音1:14)；及 Coverage 福音

的終極行動 - 滴注真理、宣告得勝、恢復健康 (馬太福音

9:35)。

隨著藍圖的展現，
溫哥華短宣中心新的使命宣言亦隨之誕生：

「為時代把脈、為真理發聲、
   為天國拓展、為神家復興」

回首「真理報」

短宣中心真理報一直本於「以真理為軸、為真理發聲」之使命，從

1993年9月5日導航版及同年10月5日之創刊號發行後，27年風雨無

間地服侍著北美華人教會及社群。隨着短宣中心在遊走於「柯羅諾斯」與「克

洛諾斯」之間的主，於我們中間的帶領及展開藍圖下，作為短宣中心服事教

會及社群的「真理報」，亦將於下一期發行革新號，以新的形象，配合新的內

容，繼續及更大的「為時代把脈、為真理發聲、為天國拓展、為神家復興」！

在「柯羅諾斯」Chronos 中，我們看見那「創始」的主，及與我們一起走過

的你。而在今天的「克洛諾斯」Kairo，我們看見位份機會、「成終」的主、亦看

見你。誠邀你與我們，緊隨那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一同遊走在 - 「串

流之時」及「時中之刻」之間。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

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仰望為我

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

(希伯來書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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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緋雲博士

活道浸信會

(全職/部分時間)

(部分時間)

(全職)

(full/ part-time)

(full time)

粵語堂教牧同工
Chinese Ministry

English Ministry

(part time)Children Ministry

英語堂教牧同工

兒童事工傳道

福音派神學院畢業，蒙神呼召，有心志在教會擔任牧養/教導/栽培者，

請電郵履歷到以下電子郵箱。

Please send resume by email to: recruit@lwcbc.ca 

誠聘
Hiring

溫哥華活泉宣道會
Vancouver Fountain Alliance Church

     誠聘   主  任  牧  師 

有意者請將履歷電郵至：
vfountainall iance@gmail .com

畢業於國際認可福音派神學院碩士或同等資歷；
中英文良好，能操粵、英語。認同及支持宣道會

信仰及體制，具北美牧會經驗。

资格与要求：
（1）有敬虔生命和均衡与健康的生活方式
（2）赞同和支持“门诺弟兄会信仰宣言”
（3）精通国语，懂英语，公认神学院硕士毕业（或同等学历），
          两年以上带领牧会经验
（4）有教导牧养、传福音恩赐与热忱，带领推展教会事工 

西北温国语颂恩堂现聘请主任牧师

西北温国语颂恩堂聘牧委员会

有关本堂的更多信息，请阅本堂网页: www.nspgmc.org
有意者请将简历和求职信寄到:  nspgmc@gmail.com 
抄送杨万金弟兄：wanjyang@gmail.com
教会电话：778-340-7789

列治文浸信会福音堂
<诚聘> 主任牧师

列治文浸信会- 福音堂是美南浸信会在大温地区
Richmond市的国语教会。现聘请主任牧师一名

要求：
1．敬虔生命与健康的家庭生活
      以及认同并实践 浸信会信仰告白
2．精通国语，英语流利
3．良好的神学装备与扎实的圣经基础，
      至少五年以上牧会经验

更多了解本堂，请阅本堂网页www.fuyintang.org

有意者请将个人资料和简历email至
rgbcforchrist@gmail.com

列治文浸信会福音堂
聘牧委员会

我們看科學的事實，我們
讀聖經，我們可以得到

智慧，建立正確的人生觀。知道自
己的「來龍去脈」，知道世事的前因後果，叫我們人生有
方向，有道路，有標準。

看到今天的世界，到處有天災人禍，道德敗落，黑白不
分(更是黑白顛倒)，我們也可以明白原因，盼望未來。未
來是什麼呢？那要看我們現在的選擇。

科學的事實告訴我們，未來是沒希望的。一方面，我們
的遺傳基因愈來愈多破壞。另一方面，我們的環境也愈
來愈污染，甚至保護地球的磁場，也在走下坡(1000年前
大概比現在高40%)。但是聖經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選擇
上帝的愛，我們有榮耀的盼望，我們將有完美的身體，也
將有完美的環境。

「但我們照祂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彼得後書三章13節)

「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
變成不死的。」(哥林多前書十五章53節)

我們的前途如何，要看我們的選擇。這選擇是完全個
人的，沒有人可能替我們作這選擇。你要作你的選擇，
我要作我的選擇。

我作我的選擇並不是盲目的，你也應該如此。我不是
迷信，你也不要迷信。

我們每天都在作選擇，事實上，我們每時都在作選
擇。我剛剛才作了選擇：我要不要喝點飲料？我的選擇
是：「要」。那麼我要喝什麼？我的選擇是：「椰子水」。
為什麼我作這選擇？因我有科學數據：「我買的椰子水
糖份少，而冰櫃裏有一瓶還沒喝完的椰子水」。你說我
這選擇合理嗎？

我沒有選擇喝牛奶，因為過去的「實驗」告訴我，喝了
牛奶，我的肚子不舒服，我會肚子疼，或「一肚子氣」，覺
得肚子脹。大規模的科研告訴我們，華人十之八、九有同
樣的問題。基於這些科學事實，我選擇不喝牛奶。你說
我的選擇合理嗎？

但是，我們成人多數不適合喝牛奶，不一定是退化，可
能是設計之一。科研的數據告訴我們，孩子五歲之後開
始少消化奶糖，可能是造物主的設計，因為小嬰兒不能
吃成人食物，只能喝奶，所以小朋友有足夠的消化奶糖
酶素(lactase)。五歲之後，一般可以吃成人食物了，所以
也不需要那麼多的奶糖酶素。但是，如果每一年出生的
嬰兒，奶糖酶素不斷減少；今年出生的嬰兒，酶素比去
年出生的少(依此類推)，那麼，很可能是退化。

是的，如果我們的智慧高點，知識多點，我們作正確的
選擇的可能性也會高點。如果我們全知全能，那麼所作
選擇必定不會錯。誰是全知全能？只有創造宇宙的那位。
因此，當我們由科學的事實看見聖經啟示的造物主真是
造物主時，最聰明的選擇就是選擇跟從祂。

在我讀研究院的第一年，我有了足夠的證據讓我知道
聖經是可信的之後，我跟自己說：「最有智慧的選擇，就
是選擇比我的智慧高出無限倍的宇宙創造主來指引我
的前途」。是的，我的選擇是合理的，我也希望你作同樣
的選擇。

那麼，我們的前途如何呢？你我的創造主告訴我們，
因為始祖錯誤的選擇，選擇自己作主，因此一切都不再
理想了。人沒有造宇宙，如果強要自作主張，強要自我為
主，結果就是不理想，結果就敗壞。

聖經告訴我們，罪就是不理想;因此，有罪，就敗壞，
罪的工價就是死。有人以為自己無罪，那是不了解罪的
意思。罪就是不理想，人達不到創造主的標準，這就是
罪。一個在人看來十分「好」的人，在全善全美的創造主
看來，是否100 分？若不，他就是罪人。我知道我不但沒
有達到創造主100%的標準，我連自己良心的標準也達不
到！「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 (雅
各書四章17節)

人看人，是看外貎，我們在人看來可能十分好，但是
上帝是看內心。我們的言、行、思想，都必須是達到上帝
100分的標準，才叫無罪。怎麼辦呢？上帝知道我們血氣
的生命是做不到的，所以祂讓我們可以成為新造的人，
是照著上帝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為要給我們
新生命，上帝自己為我們成了贖罪羔羊。

當我們的主救主耶穌基督，父上帝的兒子，聖子為我
們死在十字架上時，祂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無罪的為我
們成為罪，叫我們可以選擇信祂而得赦免。耶穌死後第
三天復活了，證明祂真是那位生命之主。

「這福音是上帝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論到祂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
的，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上帝
的兒子。」(羅馬書一章3-4節)

我們今天選擇是否接受上帝要賜與我們的新生命，怎
麼接受呢？我們要同意上帝的善惡標準。當初，始祖要
自己分別善惡，自以為是，自作主張，中了那惡者魔鬼的
詭計。魔鬼是那不順服上帝的天使，天使是服役的靈，
應該是順從造他們的上帝，但是這些抵擋上帝的天使不
但自己不順從上帝，也誘惑人類不要順從上帝。

魔鬼先要人不知也不了解上帝的話，所以魔鬼先問始
祖，「上帝豈是真說」。然後，當始祖開始懷疑上帝的話
和上帝的愛時，魔鬼的第二步是，「不一定」。第三句「你
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創世記三章1-6節)

人，既然不是創造者，那裏知道善惡的標準。就如
我沒有造我的身體，那裏知道該吃什麼！我沒造我的
汽車，怎麼知道這汽車是用氣油、柴油、酒精、汽水、
電……？造車者告訴我該用什麼燃料，我就該順從，不
要自作主張！

以前如果用錯了，現在就要承認錯，請車廠幫忙。同樣
的，以前自作主張，現在要承認錯，這就是認罪。不再以自
己為主人，要以宇宙的真正主人為主人，轉換方向。以前
照自己的意思，現在順從上帝，這就是悔改，悔而改之。

親愛的天父，祢造了宇宙，祢造了我。對不起，我以前
自作主張，以自己為主，思想言行達不到祢的標準，我有
罪了。感謝聖子耶穌基督，為我的罪，從天降世，為我被
釘死在十字架上，義的代替不義的，無罪的代罪羔羊。
我承認主耶穌為我而死，罪的工價乃是死。主耶穌死
後，埋葬，但第三天從死復活。我承認，祂的復活也叫我
可以得到復活永恆的生命。我誠懇的邀請主耶穌基督作
我的主宰，救我脫離永死，作我的主人，我要一生順從
祂。感謝祢也賜我聖靈，內住我心，指引我的道路。我要
熟讀祢的話，遵從祢的話。祢也一定照祢的話賜我永生
─祢的生命。我在世上也因祢的話就有智慧，有正確的
價值觀和人生觀，可以活得有平安有喜樂有愛。感謝祢
的大愛，我因耶穌基督的救恩，所以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禱告，阿們(意:這是實在的)。

我們真誠邀請主耶穌基督作個人的救主，一生順從
祂，我們的思想行為遵從祂的話(熟讀聖經就知道祂的
話)，不但今生有智慧，有保護，有平安，有喜樂，享受祂
的愛。而且，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是榮耀的，我們是有
盼望的。這盼望不是妄想，不是一廂情願，也不是一種的
「可能性」，而是確實的。因為主耶穌是創造主，祂是全
能全知的，祂說會成就的就一定會成就。

當初，上帝對我們的始祖說：「必定死」。就是必定
死。我們的身體，必定死，我們的環境，必定敗壞。這不
是「妄想」，這不是「一廂情願」，這是必然的。現今的一
切，必然在敗壞的轄制之下。

同一位創造主告訴我們，在祂裏面有新生命，是勝過
死亡，勝過敗壞的，這也是確實的。所以這榮耀的盼望
不是妄想，不是幻想，而是確實的。叫做「盼望」不是「
但願如此」的妄想，而是一定會發生的將來，叫做「盼
望」是因為還未得到而已。

聖經一直告訴我們耶穌基督要降世，祂生在哪裏，嬰
兒時要逃往埃及，又從埃及回應許之地。祂成長的地
方，祂做何事，祂的死，祂的復活……更告訴我們祂的再
來。第一次是為了成就給我們的救恩，再來是做王，引
進新天新地。我們的身體，現在雖然還在敗壞的轄制之
下，那時就要得贖，勝過罪的結果，就是勝過死亡。耶穌
再來時，會復興萬物，回到當初上帝創造萬物的情況。「
上帝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十分好)，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六日」。

人的罪帶來死亡(聖經所說的)，不是死亡帶來人類(
進化論所說的)。耶穌必定再來，復興萬物。過去，歷史
上有洪水的審判，我們到處看見歷史留下來的事實─水
成岩，化石等。將來有烈火的審判。現在，雖有人笑話洪
水，笑話主再來。但是，有一天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
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
(彼得後書三章1-13節)。今天，我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
怎樣敬虔！

主耶穌愛每一位，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悔改。捉住
還有機會時，趕快信主，趕快引人歸主！「所以你們當悔
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這樣那安舒的日子，就必
從主面前來到。主也必差遣所預定給你們的基督耶穌降
臨。天必留祂，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使徒行傳三章
19-21節)

榮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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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義

為活著而活著，還是為永恆而活著？

再看電影《活著》觀後感
我喜歡看一些被稱為經典

的電影作品。一部電影作

品之所以被稱為經典，首先、是因為

透過電影作品，可以反映出人性與

社會的本質，進而、透過其本質，喚

起我們對人性的思考和社會存在的

思考，更進一步，激發人們活出生命

的意義，促使社會生存環境表現出

積極意義。由余華同名小說改編，張

藝謀導演，葛優、鞏俐主演的電影《

活著》可以稱之為這樣的經典。電影

以主人翁福貴的一生為主線，向觀

眾展示人活著的盲目，活著的艱辛，

不得不活下去的無奈。

• 活著就是為了活著

福貴的父親罵他是“王八蛋”，他

以“王八蛋”回應他父親。“王八蛋”

是中國人對像縮頭烏龜一樣無所作

為活著的人，類比似的咒罵。這些人

沒有活著的目的，他們只是為了活著

而活著。為了能夠活著，他們或是遊

手好闲，或是苟且偷生；為了填滿每

個無所事是的日子，他們有時會偷鷄

摸狗，有時會吃喝嫖賭，而福貴和他

的父親，則是坐享祖輩的基業，以賭

博為打發生活的手段，不做死不罷

休的主兒，直到傾家蕩產。然而，這

只是福貴苦難的開頭，時逢社會改

革，被社會潮流捲入後的掙扎。活著

對於他，有時就是一種奢侈！

• 活著是如此之艱難

只得隨波逐流地活著，更像一場

被命運開的玩笑！福貴雖然因賭博

而傾家蕩產，但因此而逃過被作為

地主鎮壓槍斃的厄運；他窮困潦倒，

被迫走鄉串社以賣藝為生，卻因國

共內戰，混迹於國共兩軍之中，雖九

死一生，但最終還混了一個“參加過

革命”的美名。 活著本身就是活

著的理由，然而只要是活著，就 難

免經歷一場又一場的悲劇！沒死在

戰場，卻因“大煉鋼鐵”，斷送了獨

生兒子的小命；“文革”混亂再次雪

上加霜，被革了命的醫院裡由“紅衛

兵”充當醫生，直接把他的女兒送進

死亡。

如果說，因吃了七個饅 頭而被 撐

死的老教授是自作自受，那麼、他的

青年時的伙伴春生，在生與死之間

的遊離，讓人覺不出活著有任何的

快感，就連福貴對他的鼓勵的話語

也 覺 得 那 麼 蒼

白：“不 想 活 也

得活……活下來

不容易，日子還

長著，可是 不管

怎麼著，也得熬

著，也得受著。”

難道熬著、受著

就是活下去的理

由？

• 活著，是活著群體的集體困惑

電影最後一組鏡頭讓人痛苦而心

酸。福貴為女兒 遺腹的外孫買了一

群鷄娃，放進過去放皮影的箱子裡，

孫子好奇地問：“小鷄甚麼時候長大

呀？”福貴回答：“很快就長大了。”

孫子接著問：“長大以後呢？”

福貴傻眼了，他不能把小鷄最 終

任人宰割的事實，告訴年幼的孫子。

為了給他帶來活下去的盼望，他像所

有的成年人一樣，給孩子編造出一個

童話似的謊言：“小鷄長大了就變成

鵝，鵝長大了就變成羊，羊長大了就

變成牛。”童話並不能幫助聰明的孩

子逃避現實，孩子接著問：“那麼，牛

長大了以後呢？”福貴終於語塞了，

因為就算是鷄變成了牛，也改變不了

任人宰殺的厄運，正如一直都在任

人宰割的自己。老婆的話，似乎幫他

跳出了死局，她說：“到那個時候，

饅頭（孩子的小名）就長大了！”雖

然轉移了孩子的觀注點，卻留給觀

眾不得不自己回答和面對的思想空

間： 難道人長大了，就能逃出像鷄、

像鵝、像羊、像牛，最終走進死亡的

結局？

電影反映的時代，時代正在促使

人們對自己生存的反思：甚麼才是人

活著的真實目的和真正的意義？而唯

物主義的無神論，只能使人活著的

意義，變得像動物一樣消極。

• 為了活著而活著的死局

動物因為為了活著而活著，所以，

活著的方式和內容，就是活著的全

部意義和最大追求。為了逹到這一目

的，它們弱肉強食，不擇手段。在這

種生存環境，道德和良知沒有任何

存在的意義的，它只會削弱動物的競

爭本能，降低動物的生存意識；如果

偶爾有所良善的表現，只能是飽足

得不能再飽之後，向弱小的動物分

一點殘羮，就如獅子為野狗留下的

骨頭。說到底，這些吃它們殘渣的動

物，可能就是它們下一餐的主食。這

就是動物世界的普遍法則，動物活

在這樣的世界，也只能順服這個規

則，為活著而活著。

自古以來，人們都把人與神的關

係放在生命中的重要位置，因為人

是屬神的生命。神賦予其道德良知，

並且引導人在生命正道的追求中尋

找永恆。人因為與神的關係而使生

命充滿永恆的意義。自唯物論粉墨

登場，人生存的永恆意義也隨之強

行被阉割。當人活著只是為了活著的

時候，人就無可避免地還原其動物

本能。所謂貪腐也只是弱肉強食的

一種手段，貪污腐敗、以權謀私更是

必然的動物本能。強制性的遏制只

可能是一種高級動物的短期行為，

任何的理性在人的動物本能面前，

都顯得極其的軟弱無力。

為了用理性 來

抵抗人的動物本

能，人們虛化了一

種共產主義理想

來取代人們的信

仰，以 期 使 人 活

得比動物更加高

尚。現代 北 朝 鮮

的人 民 生 活，和

柬埔寨堆集成山的白骨，到現在依

然向這所謂的“信仰”表達出無言的

控訴。

聰明的人於是隨機應變，他們把

金錢抬高成偶像的地位，使人在物

慾的敬拜人醉生夢死。卻不知，金錢

撕去了人們最後一層包裝，使絶大多

數人在金錢無休止的貪婪之中，還

原成為鷄，又由鷄變成了鵝、由鵝變

成了羊、由羊變成了牛，成為任人宰

割的對像。又使極少數的人一夜之間

由牛變成狼，由狼變成了虎，由虎變

成了惡魔，對大多數的存在肆意宰

割，無情掠夺，把人們的生活環境變

成動物世界，人因此也只能為了活著

而活著。

• 活著，不如說是為死而活著

人真的是因為活著所活著嗎？如

果我們只是動物的一種，為甚麼我

們有思想、有意識、有精神、有超然

身體的靈性體驗、有靈魂存在的意

識和感受呢？為甚麼我們的祖先自

古以來就有強烈的敬天意識，並在

中華文化中形成一以貫之的傳統？

為甚麼世界各個民族與文化之中都

有對神的敬畏與崇拜，並形成指向

創造宇宙萬物獨一真神的信仰與宗

教？

縱觀世界，人類所有的文化與文

明，把人生的意義都指向神的創造。

人因為被神創造而與神建立起生於

神的父子深情。在這種情感中的認

知，不僅包括我們的肉體來自於神用

泥土的創造，更包括我們的靈魂直

接被神賦予。所以，我們繼承了神的

生命形象，有著神良善恩慈的本質，

更因為來自於神的屬靈生命，我們並

不局限地活在肉體之中，我們更鮮活

地活在靈性的世界裡。因此，我們能

感受到神的存在，從大自然中明白神

的心意，通過聖經讀懂神的話語，經

過思想明白神的啟示，並且活在神

的天國——這天國，包括現今生命

存在的國度，包括永恆中靈魂存在

的天國。

既然如此，那麼為甚麼世人都像

福貴一樣，以為活著為了活著呢？這

是因為與神的隔絶，人因不認識神

而主觀否定神的存在，客觀局限在

狹窄的思維。如果我們消除了與神這

樣的隔離，便會使我們靈魂的生命

得到甦醒，看見神的榮耀，明白生命

的意義，從神的心意來定義我們的

電影《活著》劇照：男女主人翁由葛優和鞏俐飾演

人生，從永恆的角度來定位我們的生

命。

而產 生我們 與 神 真正隔 離 的原

因，是我們的狂妄和私慾，狂妄和私

慾藉著我們的意念，在無限的貪婪

之中惡性膨脹，使得我們或是滿腦

的情慾和淫念，或是嘴吐惡語和穢

言，或是心懷嫉妒和憤恨，或是自以

為是的驕傲與自大……。這些不怕

神、不敬神、不感謝神的惡心，就是

人生命中的罪，它像一團籠罩在我們

生命中的黑暗，使我們不得見神聖潔

中的光明，把我們卷入到魔鬼的營

中，成為撒旦的俘虜。魔鬼撒旦藉以

在我們中間稱王，在地上物慾和金

錢建造它的王國，甚至藉著地上的

權柄，以各種方式阻擋我們去尋求

神的光明，仰望神的榮耀，使我們徹

底與神的恩典隔絶。

與神隔絶的結果就是死，不僅今

生的活著是為了死，死後還有審判，

因與魔鬼撒旦為伍的罪行在地獄接

受永火的煎熬。

• 活著，我們可以為永生而活著

 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使我們

突然發現，死、原來可以隨時發生;

死、原來如此任性;死、原來這般的

容易。一個人走著走著，一倒地就死

了；一個人說著說著電話，一倒地就

死了。“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

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林前十五55

）？”神的僕人幫我們問蒼天，神的

使者幫助我們問上帝；神藉著聖經

給予了我們最終的回答：

“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得勝（林前十五57）。”

神愛我們這些被祂親手創造和養

育的兒女，為了讓我們知道祂，回轉

向祂，相信祂，得到祂，祂自己在永

恆的計劃之中，藉著一個童貞女，取

了人的樣式來到我們當中，祂 就是

耶穌基督，向我們彰顯天國的真理，

報告蒙恩得救的消息，傳遞靠著信

靠和跟隨祂就能得救，得到永恆生

命的寶貴福音。只要我們“人心裡相

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

得救（羅十10）”。

接受這來自於天上的真理吧，真

理告訴我們，我們不是為了活著而活

著，我們更不是為了死而活著，我們

是為了永生而活著，為了與神同在直

到永遠而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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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燦民牧師

主的啟示（啟示錄第一章）

《啟示錄》是使徒約翰晚年在拔摩海島，從

主耶穌所得的啟示——在《新約》中，除四福

音書外，本書記載主耶穌最多的教導——那

時正值羅馬王豆米仙逼害的日子，上帝以此

啟示，安慰屬主而受苦的人終必勝利，主必再

來，建立祂的國度。本章作者說明(一) 寫書目

的：「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上帝賜給祂，叫祂

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的眾僕人，祂就差

遣使者，曉諭祂的僕人約翰」（1節）。而全書

佈陳的方式是：「所以你把所看見的（一章4至

20節），和現在的事（第二、三章），並將來必

成的事（第四至廿二章），都寫出來」（9-18節）

。(四) 所受的命令（19, 20節）。

教會異象（一）（啟示錄第二章）

在本章中主耶穌親自對七間教會中的四間

教會說話：(一) 以弗所教會（1-7節）——主耶

穌稱讚他們勞苦忍耐，卻責備他們離棄了起初

的愛心，勸告他們回想，應許他們生命樹的果

子。(二) 士每拿教會（8-11節）——主稱讚他們

至死忠心，勸告他們盡忠，應許他們生命的冠

冕。(三) 別迦摩教會（12-17節）——主耶穌稱

讚他們堅守主道，卻責備他們容忍假師傅，勸

告他們悔改，應許他們嗎哪及一塊寫上新名的

白石（與他們立約）。(四) 推雅推喇教會（18-29

節）——主耶穌稱讚他們末後所行的善比起初

的多，責備他們被假先知所迷惑，勸告他們堅

守，應許他們得權柄制伏列國，又賜他們晨星（

「晨星」代表基督）（22:16）。

教會異象（二）

在本章中主耶穌親自對七間教會中的其中三

間教會說話：(五) 撒狄教會（1-6節）——主耶

穌稱讚他們少數自潔，卻責備他們有名無實，

勸告他們儆醒，應許他們穿白衣（象徵得到救

贖之人的純淨與聖潔）、保留生命冊上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眾使者面前認他的

名」（5節）。(六) 非拉鐵非教會（7-13節）——

主耶穌稱讚他們見證主道，勸告他們遵守主的

道，應許他們免去試煉，並作上帝殿的柱子（

他們的地位永遠堅固），又得新名。(七) 老底

嘉教會（14-22節）——主耶穌沒有稱讚他們，

倒是責備他們不冷不熱，故此勸告他們發熱

心，應許「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

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20

節）。（啟示錄第三章）

敬拜圖畫（啟示錄第四章）

「此後（教會時代之後），我觀看，見天上

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

說，你上到這裡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

你」（1節），「以後必成的事」以讚美主開始，

是一幅敬拜的圖畫，約翰被聖靈感動看見上帝

坐在寶座上（2節），在寶座上的，帶有恩典（「

碧玉」）、愛和血（「紅寶石」）、應許和安慰（「

虹」），寶座有二十四位長老圍坐，他們聖潔（

「身穿白衣」），已得勝了（「頭戴金冠冕」）。

上帝的威嚴從寶座發出（5節），寶座前毫無污

穢（「玻璃海如同水晶」），又有服侍祂的四活

物（參結1:5），同時，這敬拜在莊嚴的氣氛中進

行，「因為上帝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祂的

旨意被創造而有的」（11節）。

羔羊揭印（一）（啟示錄第五章）

《啟示錄》從第四章以「上帝的造化大工」

為敬拜主題，到第五章則轉入以「上帝的救贖

大工」為 敬拜主題。而第五章要注意的地方

是：(1) 書卷（1節）——有人認為是記災難的、

或記始祖亞當所失之權列、或是救贖書，或是

上帝永世的計劃，或是戰書，總之是與救贖及

審判有關。(2) 約翰哭的原因（4節）——因若

沒有人能開書卷，證明人因為罪惡沒有能力揭

開，那計劃也就不能成就了。(3) 我又看見寶座

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

過的，有七（「七」在猶太人，只是「完全」的意

思，不在意於數目）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靈，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6節），正表明主耶穌

的救贖大工。

羔羊揭印（二）（啟示錄第六章）

本章記七印中之六印，「印」是指災難。(一) 

第一印（1, 2節）是虛張聲勢（「有弓無箭」）的

假基督（與《馬太福音》第廿四章出現的次序

相同）。(二) 第二印（3, 4節）「紅馬」指戰爭「

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被此相殺」。(三) 第三

印（5, 6節）「黑馬」指饑荒。(四) 第四印（7, 8

節）「灰馬」指死亡。(五) 第五印（9-11節）是異

象，指聖徒呼喊伸冤。(六) 第六印（12-14節）

，指自然界的變亂，風雲變色，天地改容。結

果地上的人都害怕審判者，情願被山壓死（16

節）。可見當那日災難來臨時，是可怕到極點

的，人縱使被山壓死，靈魂仍要受審判，可說

是走投無路了

僕人額印（啟示錄第七章）

在未記述第八章的第七印開始之前，作者先

在本章加一個插段，以補充上文，這是作者「

回筆」的技巧，也可引導讀者往下看。本章記

「大災難中的傳道人及信徒」。「風」（1節），

表明審判和災難要來，但「叫風不吹在地上，

海上和樹上」是為了「地與海並樹木，你們不

可傷害，等我們印了我們上帝眾僕人的額」（3

節），這印額的十四萬四千人（12x12是完全的

數目），乃指以色列入在大災難中的工作，他們

的工作帶領了「許多的人……從各國各族各民

各方來，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一同敬拜讚美

上帝（9-12節）。他們工作的結果，使敬拜者得

到上帝賜給最大的安慰（15-17節）：事奉、覆

庇、不饑不渴，牧養、生命水……。

開第七印（啟示錄第八章）

《啟示錄》第八章接續第六章記述第七印，

此印一開，大事要發生了（「天上寂靜」1節），「

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

同升到上帝面前」（4節）。事實上，第七印是包

括了七號：(一) 第一號（7節）吹起就有末世的

武器（「雹子與火攙著血」）臨於地，植物遭大

毀滅。(二) 第二號（8, 9節）吹起就有末世的武

器（「彷彿火燒著的大山」）臨於海、海中事物

遭大毀滅。(三) 第三號（10, 11節）吹起，天然

災害來臨（「茵蔯」——苦味極濃的植物，生

於巴勒斯坦地）。(四) 第四號（12, 13節）吹起，

日、月、星暗了三份之一。現今世界各地的氣候

都變幻莫測，世人已感到所帶來的災害。



單親 的 母 親 值 得 我 們 敬

重，但是有一些祖母更

是特別值得表揚。我最近重新發現近代有留下歌聲的

男高音，天生的恩賜莫可比馬利奧蘭沙（Mario Lanza）

。可惜38歲就過世了，妻子在幾個月之後也去世了。留下

四個孩子，自然是由婆婆瑪利亞蘭沙（Maria Lanza）照顧

了。她自己也是歌唱家，瑪利奧就是她教出來的。雖然四

個孩子都帶到成年，但是現在還存活的只有大孫女以利

沙（Elisa），其他的都中年就去世。

今天在不少中國的家庭，孩子們很多都是祖母帶大

的，原因各有不同。一位最叫我欣賞的祖母是在河南省

一個不太富裕的小鎮。這位祖母只是我的孩子的歲數，

可是她女兒在17歲時就跟一個18歲的男孩發生關係，生

了一個女孩子。兩位年輕人一走了之，就是婆婆愛心撫

養這個可愛的女孩子。我第一次遇見她的時候，她只有

五歲，背聖經，我所用的接受主的禱告文，背得滾瓜爛

熟，字字清楚，還很溫馨地叫我做太爺！這些年頭她還

陸續地，透過微信音頻背聖經給我聽。

新約聖經裡面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提摩太，就是敬

虔的祖母和媽媽帶大的。「奉神旨意，照著在基督耶穌

裡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我親愛

的兒子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

耶穌，歸與你。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

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

裡。為此我題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

再如火挑旺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

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摩太後書1：1-7）

小弟兄提摩太

提摩太是保羅最親的乾兒子，也是保羅的好同工。關

於他的父親，《使徒行傳》只說是希臘人，也不知道有沒

有信主。「保羅來到特庇，又到路司得。在那裡有一個門

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猶太婦人的兒子，他父親卻是

希利尼人。」（16:1）但是教會對他的評價卻是：「路司得

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稱讚他。」（16：2）《提摩太後書》就

告訴我們，他基本上是婆婆和媽媽帶大的。

保羅第一次的宣道旅行帶的年輕人，是巴拿巴的表弟

馬可，但是馬可想家，半途而廢。現在神叫他看上了提摩

太。這孩子雖然被同城的弟兄稱讚，但是從聖經的記載

看，他給大家的印象好像有一點先天不足，後天不良。第

一，他年輕。《提摩太後書》4:12說：「不可叫人小看你

年輕。」第二，所以他有自卑感。保羅就需要不斷地提醒

他要剛強，不要膽怯。第三，他的身體又不好，明顯不是

太健康，胃口又不好，又常常生病。《提摩太後書》5:12

說：「因你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

稍微用點酒。」有些人想要用這一節聖經來支持他們酗

酒的習慣。我多數是問他們，他們是什麼病？

所以提摩太給人的印象是瘦瘦小小，體弱多病，木訥

不言，害羞沒膽。那麼保羅找一位這樣的小伙子來當他

的主要同工，還要面對那麼多又凶又會狡辯的假師傅，

幹嘛？自然這是神透過保羅的揀選。

保羅的錦囊妙計

第一個勸勉就是：剛強。原因是神給我們的心就是「

剛強、仁愛、謹守的」。所以一定要依靠神。第二，要熟

悉聖經。《提摩太後書》3:14說：「但你所學習的，所確信

的，要存在心裡。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保羅為什

麼知道提摩太能夠做得到？「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

經。」（3:15）第三，要效法保羅的心態，清潔的良心。《

提摩太後書》1:3說：「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

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

原因何在—心地單純

「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

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提

摩太後書1:5）他的婆婆和媽媽大概沒有什麼資源本事

來栽培他，但是她們所有的，就是一顆赤子之心，無偽之

信。今天侍奉主的人，多麼的需要有一顆這樣的心！所以

在《腓立比書》中保羅見証提摩太說：

「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挂念你們的事。別

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但你們知道提

摩太的明証，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我像兒子待父親

一樣。」（2：20-22）

神的家正是需要這種的人，單單純純地侍奉主。在提

摩太的背景裡，是誰教導他成為這樣的福音工人的呢？

是他的婆婆和媽媽。

偉大的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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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學德

伊亞姆村民自願隔離、捨命，阻擋了疫情蔓延到全國

導讀：蒙佩 森牧師說：“走

的話未必能活，誰也不知

道自己有沒有感染上溫疫﹔但不走

的話就會死，哪怕沒感染的人也很

容易被感染。但我們願意試一試，因

為善良需要傳遞下去，後人們要記

住善良。” 

自從武漢封城後，看到兩三篇文

章寫到了一個小村莊的故事，村裡

人為了防止溫 疫蔓延，自願隔離，甘

心捨命。

我不知道幾個村民的名字，但也

許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基督徒，

或者，清教徒。他們的牧師叫蒙佩

森。

在他們做出決定的那天，蒙佩森

牧師在講話中引用了《約翰福音》上

的一段話：“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

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15:13）

這是耶穌當年在走上十字架之前

說的話。 

這個故事發生在英國，那是360年

前的事，那一年是1666年。 

英國那個村子叫伊亞姆（Eyam，

中文又譯為：伊姆，亞姆），坐落在

英國中部德比郡的山谷內，位於曼

徹斯特東南側大約35哩。居民大都

是開採鉛礦的礦工，開採出來的鉛

供應英國南北的需求。因此，英格

蘭政府就把連接南北的交通補給點

設在了伊亞姆村，它成了英國南北商

人的必經之路，不過，英文裡沒有“

九省通衢”這個詞。

 據歷史學家估計，村子裡當時的

居民在350到800人之間，多少年來

他們一直平靜地生活在那裡，過著

普普通通的日子，直到那一天，1665

年之夏，一切都被改變了。溫疫——

黑死病傳播到了伊亞姆。

村裡有個裁縫叫亞歷山大・哈德

菲爾德（Alexander Hadfield），他收

到了倫敦商人寄給他的一包布料樣

品，萬萬沒有料到，包裹裡面有跳

蚤，跳蚤帶著溫疫的病毒。 

大災難開始了！

不到一周，哈德菲爾德的助手喬

治・維克斯（GeorgeVickers）就染病

身亡，成為村中的第一個鼠疫受害

者。 …… 

 讀這些故事時，我已經被打動了，

但沒有想寫的沖動，直到今天早上，

我讀B B C的中文新聞，突然發現了

一篇文章，題目叫——“伊姆村：隔

離黑死病的寧靜村莊”，是埃莉諾・

羅斯（Eleanor Ross）在2015年 12月 1

日寫的。讀後深深感動。

 接著順藤摸瓜，上谷歌查閱了多

篇文章，發現了另外一個關鍵的文

章，它也是出自於英國廣播公司新聞

（BBC News），發表於2016年11月5

日，題目叫“Eyam plague: The village 

of the damned” （伊亞姆溫疫：該

死的村莊。）

還有油管上的好幾個視頻，最著

名的就是這個——“Eyam plague 

-the story”，整整十分鐘。它們提供

了好些新的資料。於是我要寫了。

 小愛德華・庫珀（Edward Cooper 

Jr.）成為鼠疫的第二位受害者，他於

1665年9月22日去世。溫疫席卷了整

個社區。從1665年9月至12月12日之

間，有42名村民死亡，到1666年春

天，許多村民要逃了。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兩年前，1664

年4月開始擔任這一教區的牧師威

廉・蒙佩森（William Mompesson）

站出來了。那一天是1666年6月24日（

一說5月），村子裡舉行了一次公開

會議，蒙佩森牧師告訴他的教區居

民，伊亞姆村莊必須封閉，禁止任何

人進來，也禁止任何人出去。

 這意味著讓被溫疫感染的人在

這裡坐以待斃！可以想象，要說服村

民，蒙佩森牧師將面臨著多麼大的

困難。並且，可能是由於某些宗教觀

點不同的原因，村民們不喜歡也不

信任蒙佩森牧師，這些村民中的大

多數人一直是克倫威爾及其清教徒

政府的支持者。 

為 了 說 服 村 民 ，蒙 佩 森 牧 師

請 他 的 前任 托 馬 斯・斯 坦利 牧 師

（Thomas Stanley）來幫忙。斯坦利

牧師是清教徒政府的支持者，深受

村民的歡迎，自兩年前被撤職後，據

歷史學家，伊亞姆博物館主席肯・湯

普森說：“斯坦利一直被流放到村子

邊緣。”

湯 普 森 說：“但是，他們同意 會

面，他們制定的計劃非常了不起。”

據蒙佩森牧師妻子——凱瑟琳・蒙

佩森（Catherine Mompesson）的日

記，當蒙佩森牧師說服村民的時候，

斯坦利牧師就站在他身邊。這個畫

面深深感動了我。這就是牧者。

凱瑟琳還寫到，在會議期間，人們

對蒙佩森牧師的計劃的明智性產生

了許多疑慮。但是，在斯坦利牧師的

幫助下，剩餘的村民勉強同意了該

計劃。

斯坦利曾說過：“隔離（Cordon 

sanitaire，直譯為設立警戒線）是處

理鼠疫的最有效方法。” 

蒙佩 森牧師說：“走的話未必能

活，誰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感染上

溫疫﹔但不走的話就會死，哪怕沒感

染的人也很容易被感染。但我們願

意試一試，因為善良需要傳遞下去，

後人們要記住善良。”這段話被刻在

伊亞姆村中央空地的紀念碑上。

上帝本為善！ 

蒙佩森牧師說：“如果你們同意留

下來，自願地選擇死亡，我將竭盡一

切所能幫助你們減輕痛苦，並與你

們生死與共，絕不分離。”

他告訴兄弟姐妹們：“我寧願犧牲

自己的生命，也不願看到附近的社

區荒涼。”

這就是對耶穌所說的兩個最大誡

命的注釋：愛上帝，愛鄰如己。

我想，正是這樣的愛打動了人心。

伊亞姆的基督徒也願意像他們的牧

師一樣，跟隨主耶穌基督的腳步，為

朋友捨命。這朋友就是他們的鄰居，

那些生活在附近村莊的村民。 

這次會議還作出了另外兩個重要

決定：第一、每一家的死者，由自己

掩埋﹔第二、在溫疫期間，禮拜天的

主日崇拜 從教 堂內轉 移到教 堂 外

面，露天崇拜。

就這樣，會後，在距離村莊大約半

哩的地方，村民們用石頭壘起了一圈

圍牆。他們並在上帝面前立誓，寧死

也絕不跨過這道牆。

就這樣，260多（一說267）位上帝

的兒女死在了牆內，他們只留下了一

塊塊墓碑。…… 

三百多年過去了，那堵牆的遺跡還

在，那些墓碑還在，它們雖然無言無

語，但日日夜夜沒一塊石頭都在訴

說著信仰、盼望和愛，訴說著由耶穌

之愛而產生的偉大勇氣。

對，作家布魯克斯從中看到了最

珍貴的“勇氣”：“人類最需要的是

勇氣，勇敢起來，終將迎來新生。”

她依據伊亞姆村民的故事寫了一

部小說：《奇跡之年》，翻譯成中文

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

發行。

伊亞 姆的 南邊有一口蒙 佩 森 井

（Mompesson’s Well）。村民們在那

段圍牆的岩石塊上鑿出一些孔，把

用醋泡過的硬幣放在孔裡。他們相

信醋可以給硬幣消毒。周圍村莊的

人會把錢取走，然後留下一捆捆肉、

糧食和小飾物作為回贈。我沒有看

到一個資料說有人偷錢，或者，囤積

食物，或者，哄抬物價。

1666年 8月，天氣炎熱，溫 疫達到

頂峰，有時，村裡一天內會死去五

六人。蒙佩森牧師在信件中如此描

述：“空氣中流動著‘悲傷與死亡’

的氣味。” 

幾篇文章中都記載了一個故事：

就 在 8 月 ，就 在 短 短 的 八 天

裡，伊麗莎白・漢 考克（E l i z a b e t h 

Hancock）先後失去了丈夫和6名孩

子。一次又一次，就像其他的村民一

樣，把繩子綁在死去親人的腳上，

拖著他們走出家門，走出村莊，把親

人在埋葬在家庭農場附近。 

 那就是視頻中一再展現的那塊教

堂之外的墓地吧，隻有七塊墓碑，一

塊塊地立在那裡，幾百年的風雨後，

碑文上我看到最清楚的文字就是一

個個的：“1666”！

“1666”！

漢考克是這場溫 疫中的唯一幸存

者。有誰能想象她的感受！主啊，她

可曾從你那裡得到少許的安慰。 

也是在這最恐怖的8月，1666年8月

22日，蒙佩森牧師和妻子凱瑟琳在

附近的山丘上散步。那時，因著幫助

村民，凱瑟琳已經感染上了鼠疫，那

天，她對丈夫說：“我聞到了空氣中

的甜味。”當時，那是鼠疫患者在死

前聞到的味道。

第二天早晨，27歲的凱瑟琳永遠

離別了人間。她的墓地至今還留在

伊亞姆。看著這些文字，我一再想，

在這樣艱難的日子裡，蒙佩森牧師

如何安慰那些垂危者，那些死者的

家人？

也 許 他 會 說 ：“ 親 愛 的 弟兄 姐

妹，天堂裡沒有溫 疫。” 也許他會

說：“為了大陸不再沉陷，我們甘願

成為一個孤島，與大陸隔絕。” 也

許他會說：“就是痛苦與死亡，也不

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離。”我不知

道。

不過，蒙佩森牧師在信件中流露

了自己的心聲。現任教區的牧師邁

克・吉爾伯特（Mike Gilbert）說：“

讀蒙佩森的信時，他一定以為自己

快死了。他在信中寫道：‘我是一個

快要死的人’”。他又寫道：“我要將

要在痛苦不堪中死去，任何人對此

都無能為力。”

吉爾伯特說：“盡管蒙佩 森很害

怕，但他還是堅持那樣做。絕對有

天堂的希望促使他們能夠繼續走下

去……’” 

那村民們會說什麼呢？也許墓志

銘道出了他們的心聲——為了避免

傳染給5歲的女兒，礦工荷若夫婦把

自己關在地窖內，在他們的墓碑上

刻著：“親愛的孩子，你見証了父母

以及村民的偉大。”

醫 生寫給回娘 家的妻子的臨 終

之言：“原 諒 我 不 能 給 你 更 多 的

愛，因為 他們需要我。”牧師威 廉

寫的是：“希望你們把善良傳遞下

去……” 

瑪格麗特・布萊克威爾（Margaret  

Blackwell）是幸免於溫疫的少數村

民 之一，她 的 直 系 後 裔 普 蘭 太 太

說：“盡管面對如此可怕的絕境。但

是 每 個家庭 都 對上帝有強烈的信

仰，他們不懼怕死亡。”

秋天到了，從 9到10月，伊亞姆的

疫情才逐漸趨緩。1666年11月1日，20

多歲的農場工人亞伯拉罕・莫爾滕

（Abraham Morten）成為最後一個

死於黑死病中的遇難者。

溫疫突然沒有了。

就這樣，260多位伊亞姆人的自我

犧牲，阻擋住了鼠疫蔓延到英國全

國，使成千上萬的英國北方人免於黑

死病的滅頂之災。(文字資料綜合多

篇網絡文章, 照片轉自網絡)

伊亞姆村瘟疫博物館（圖片來源Eleanor Ross）

“為阻止瘟疫擴散,他們選擇自我隔離!”《生命季刊》

在石匠去世後，村民們隻好自己刻墓碑
（圖片來源：Eleanor 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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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聘主任牧師 

詩人體味世情，感受人生苦短，成敗有何分別?

山河依舊，日出日落;人漸老矣，白髮蒼蒼，歷

盡滄桑。哀哉! 沒有出路。詩人拿壺酒來寄託悲情，把心

靈醉倒。古今詩人墨客，英雄豪傑，大多如是逃避，如此

無奈!

感謝  神!我們認識  神，見“凡事都是虛空” (傳道書十

二:8b)。“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傳道書

十二:7)。傳道者叫我們: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所說:我毫

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臨近之先），當記念你的主。”  “... 

…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因為

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  神都必

審問。” (傳道書十二: 1; 13 - 14)

基督徒有  神永恆的愛，有未來的盼望。又何需借酒消

愁，豈不是愁更愁嗎? . . . . . . 有了人生的目標，了悟人生

的意義，活在永恆的愛裏，就會如鷹反老還童。

願  神 “堅立我們手所作的;我們手所作的，願你堅

立。” (詩篇九十: 17b)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禱， 阿們。

The poet imbued with the reality of life 
is moved. He laments the bitterness and 

brevity of lif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failure”?

Mountains and rives remain; the sun rises and 
sets, the man (poet) is gradually aging. Alas! The 
gray hair having experienced through the storm 
of life has no exit to escape. The poet carouses 
and gets intoxicated in alcohol. Through the ages 
till nowadays, the poets and scholars, heroes, and 
many would try to escape in the same way.  This 
is not endurable.  

Thanks to God! We behold,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 (Ecclesiastics 12:8b). “. . . The dust 
returns to the ground it came from and the spirit 
returns to God who gave it” (Ecclesiastics 12:7).  

The Teacher says, “Remember Your Creator in 

the days of your youth, before the days of trouble 
come and the years approach . . . .”  “. . . Fear 
God and keep his commandments, for this is the 
whole duty of man, For God will bring every 
deed into judgement, including every hidden 
thing, whether it is good or evil”(Ecclesiastics 
12:1; 13-14).

Christians have God’s eternal love and hope. 
There is no need to get drunk to bid good 
riddance to sadness. Otherwise, sad will become 
sadder. If we know th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life, and imbibe in it, we shall live in the eternity 
of love like eagle being rejuvenated.  

“May the fear of the Lord our God, establish 
the work of our hands for us—yes, establish the 
work of our hands” (Psalm 90:17b).

In the name of Jesus I pray. Amen.

臨江仙
楊慎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濤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Translation of the above poem by Yang Shen in Ming Dynasty:

The Yangtze River rushing towards the East as though many past 

heroes were washed away by the wavy currents. “Right” or “wrong”; 

“success” or “failure” is only momentary. And

The mountains still remain as green; and the twilight crimson.

The grey-hairs (the woodcutters and the fishermen) in the work 

environments are used to watching the beautiful autumn moon, and 

enjoying the spring breeze.

Now, we cheerfully meet and carouse with bottles of wind they’ve 

brought.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i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o talk about—

all are matters in our ironic laughter. (Yang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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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名字翻譯小史(續31)

梁立己
結論 (3)
 (接續上期)

以下有六個『神名結合名』用『亞』和一個用『瓦』。顯然【和合

本】譯者不知道這『亞』和『瓦』其實是同一個Yah『雅』名字，

否則他也會用『雅』。既然是同一個字，那這些『亞』和『瓦』都應該更改回『雅』，以合乎翻譯

原則，求和諧一致。

•	 Ahiah	亞西亞	–	Brother	of	Yah	兄弟	of	雅	改作					亞西雅

•	 Elijah	(Elias)	以利亞	-	Whose	God	is	Jah	他們的神是雅	改作					以利雅

•	 Jeshaiah耶篩亞	–	Salvation	of	Yah	救贖	of	雅	改作					耶篩雅

•	 Josiah	約西亞	-–	Supported	of	Yah	支持of雅	改作					約西雅

•	 Obadiah	俄巴底亞	–	Servant	or	worshiper	of	Yah	敬拜雅的	改作							俄巴底雅

•	 Uriah	烏利亞	-	My	light	is	Yah	我的光是雅	改作					烏利雅

•	 Dodavah多大瓦	–	Beloved	of	Yah	所愛的	of	雅	改作					多大雅

以下有十一個『神名結合名』用『約』和四個用『耶』。同一道理，要合乎翻譯原則，既然是同

一個Yah『雅』字，便都應該更改回『雅』，以合乎翻譯原則，求和諧一致。

•	 Joel約珥	–Yah	is	El/God	雅是神	改作					雅珥

•	 Joab約亞	–Yah	is	my	father	雅是我父	改作					雅亞

•	 John	約翰	–	Yah	is	gracious	雅是高尚的	改作					雅翰

•	 Joshua	約書亞	–	Yah	is	Savior,	Yah	is	my	Salvation	雅是救贖	改作					雅書亞

•	 Jehoiachin	約雅斤-	Yah	is	firmly	established	雅之成立	改作					雅雅斤

•	 Jonathan	約拿單	–	Yah’s	gift	雅的禮物	改作					雅拿單

•	 Joseph	約瑟	–	Yah	has	increased	雅已升	改作					雅瑟

•	 Jochebed	約基別	–	Yah	is	glory	雅之榮耀	改作					雅基別

•	 Jehoshaphat	約沙法	—	Yah	is	judge雅之公正	改作					雅沙法

•	 Jehosheba	約示巴	—	Yah	is	my	oath	雅是我誓	改作					雅示巴

•	 Jehozadak	約薩答	–	Yah‘s	Righteousness	–	雅之正義	改作					雅薩答

•	 Jabin	耶賓	–	Yah‘s	son	雅之子	改作					雅賓

•	 Jehoiada	耶和耶大	-	Yah	knows	雅知到	改作					雅和耶大

•	 Jesse	耶西	—	Yah	exists	雅之擢升/褒揚	改作					雅西

•	 Yehoshua	(Joshua,	Jesus)	耶穌	–	Yah	is	Salvation	雅是救贖	改作					雅穌

以下有九個『神名結合名』都是用Yah作字尾，但譯者並未有把『雅』的語音放進去，因此都

應該加回『雅』的名字，以求和諧一致。

•	 Jeremiah	耶利米	–	Yah	exalts	擢升/褒揚雅	加雅					耶利米雅

•	 Nehemiah	尼希米–	Yah	comforts	安慰-雅	加雅					尼希米雅

•	 Ahaziah	亞哈謝	–	Vsion	of	Yah	有遠見的雅	加雅					亞哈謝雅

•	 Amaziah	亞瑪謝	–	Strength	of	Yah	力量	of	雅	加雅					亞瑪謝雅

•	 Pelatiah	毗拉提	-	Yah	has	delivered	耶威之拯救	加雅					毗拉提雅

•	 Pekahiah	比加轄	-	Yah	has	observed	耶威之觀	加雅					比加轄雅

•	 Jedidiah	耶底大	-	Beloved	by	Yah	耶威之愛	加雅					耶底大雅

•	 Shecaniah	示迦尼	–	One	intimate	with	Yah	與祂親熱-雅	加雅					示迦尼雅

•	 Hezekiah	西希家	-	Yahweh	has	strengthened	耶威之強壯	加雅							西希家雅

3.3） HalleluYah 也是 一個『神名結合名』（Theophoric phrase）
聖經另一個『神名結合詞』（Theophoric	 phrase），嵌入了Yah的短名，便是希伯來慣用語	

(phrase)	 『Hallelu-Yah哈利路亞』。字首『Hallelu哈利路』是讚美的意思，字尾Yah，便是Yah-weh

的短名『雅』。

【詩篇】和【啟示錄】均有記載世人呼喚『哈利路亞』	 ，也印證了【新約】裡也有Yah-weh名

字的存在。【和合本】譯者也用心良苦，每逢『哈利路亞』出現，他們都特別譯本裡用括弧表明

是讚美耶和華的意思，例如：

『哈利路亞（就是要讚美耶和華的意思）』(啟示錄19: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原文是哈利路亞；下同〕」（詩篇104:35）

「願罪人從世上消滅！願惡人歸於無有！我的心哪，要稱頌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原文

是哈利路亞；下同〕！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詩篇104:35

－105:1）

不過，和合本譯者，似乎只知道哈利路亞是要讚美耶和華的意思，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不知道『哈利路亞』字首和字尾的結構。倘若他知道Yah字尾是Yahweh的短名，他一定會語音翻

譯成『『哈利路耶』。因為此『耶』便是耶和華和耶穌同一個『耶』。而他語音翻譯所有『與神結

合名』時，也會用『耶』來處理。但68個『與神結合名』，他大多數他用『雅』音，只有四個名字用

『耶』音。這四個『與神結合名』便是Jabin	耶賓	–	Yah‘s	son雅之子，Jehoiada	耶和耶大	-	Yah	

knows	雅知到，Jesse	耶西	—	Yah	exists	雅之擢升/褒揚，Yehoshua	(Joshua,	Jesus)	耶穌	–	Yah	is	

Salvation	雅是救贖。

這也顯出【和合本】譯者也不知道所有『與神結合名』的結構。倘若他知道其中字首或字尾

是Yah的名字，他也會貫徹統一的用『耶』音來處理所有的名字。

耶和華，耶穌，哈利路耶，三個詞彙要貫徹統一是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如今【和合本】的『哈

利路亞』是『亞』，導致有些信徒聯想不到『亞』便是耶和華和耶穌的『耶』。也導致如今有些信

徒誤以為『哈利路亞』是讚美『主』，或讚美『神』的意思。非也。在翻譯學的立場來說，這是錯

誤的翻譯。希伯來文『讚美』是Hallelu，『主』是adonai，Hallelu-adonai才是讚美『主』。『神』是

el，Hallelu-el才是讚美『神』。『Yah』是『雅』神的短名，HalleluYah，便是讚美『雅』。

倘若神想我們說『讚美神，讚美主』，他大可以在聖經裡說明『Hallelu-el	 或Hallelu-adonai』

。但神在聖經裡說明是HalleluYah	 	 讚美『雅』，祂的短名。信徒們也好應份清楚知道『	 哈利路

亞』的正確意思，好待每次呼喚或歌唱『哈利路亞』的時候，能以真實的知識來敬拜，不會空喊

口號。	呼喚神的短名『yah』，是多麼的親切溫馨，錯過了有多令人惋惜，多令神失望。

3.4）同一篇文章裡，人名要和諧
美國總統Trump雖然有兩個音譯，但在同一篇文章裡，應該只選用其一，『川普』或『特朗普』

。倘若選用『特朗普』，那當提及以他命名的建築物Trump	 Tower時，也應該用同一個音譯，『特

朗普大廈』，否則，譯成『川普大廈』，便可能誤導讀者，因為他們聯想不到『川普大廈』原來是

以『特朗普』命名的，還以為是兩個不同的人。

同理，以上清楚說明了，父神Yah-weh，兒子Yeh-oshua，和Hallelu-Yah，三個Yeh都是同一個神

的短名『Yeh』。因此，三個語音翻譯，理應是同一個字，同出一轍，互相印證，慕求合乎翻譯原

則，貫徹，統一，和諧。

倘若譯者選用yah『耶』的語音，那便是『耶和華，耶穌，哈利路耶』。選用yah『雅』，便是『雅

為，雅穌，哈利路雅』。如此類推，其他68個『神名結合名』（Theophoric	names）也該配合全部用

『耶或雅』，符合翻譯原則，貫徹統一，和諧一致。

因為父神Yehweh與兒子Yeh-oshua的字首同樣是『Yeh』，翻過來華語『雅為，雅穌』便剛好父子

同姓，子隨父姓，是一個美麗的巧合，不但合乎翻譯原則，也合乎中國人的倫理文化。因此，倘

若父神Yahweh語音用『雅』，那兒子Yeh-oshua便要改為『雅穌』，不應保留從前的語音『耶穌』。

4）今天改作『雅為，雅穌』是太遲了嗎？
其實，神的名字一直有變遷，精益求精。公元635年，唐太宗貞觀九年，大秦國（當時的羅馬帝

國總稱）景教（聶斯脫里派Nestorian，又稱亞述東方教）的大阿羅本（Alopen	 Abraham）率傳道

團到長安，是最早到中國的基督教派。

敦煌發現一卷景教手寫經文，《序聽迷詩所經》又稱《移鼠迷師訶經》（Book	 of	 Jesus	

Messiah）》。經文記載：『天尊噹使涼風曏一童女，名曰末艷。涼風即入末艷腹內，依天尊教。噹

即末艷懷身。為以天尊使涼風伺童女邊，無男夫懷妊。令一切眾生見無男夫懷妊。使世間人等

見即道，天尊有威力。即遣眾生信心清靜回曏善緣。末艷懷后產一男，名為移鼠。』經文裡的『

天尊』便是上帝，『涼風』是聖靈，『末艷』是瑪利亞，『移鼠』便是當時『耶穌Yesus』的語音翻

譯，『迷師訶』便是希伯來文『』（Messiah）的語音翻譯。古波斯語『移鼠迷師訶』（yiso	 msiha）

便是耶穌彌賽亞，耶穌基督	（Ιησούς Χριστός	/	Iēsous Christos）。

其後，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又發現景教手寫本《一神論》，推算是該教入唐後不久寫成的（公

元641-642），因此是景教最古老的經典。此書耶穌語音翻譯「翳數」，可見日後的『移鼠』，已是

作了更改。

Yahweh本譯作「序娑或序婆）」[ix]；「序」應從「予」得聲，中古音為「ĭo」，像今天英語中

的	 yo。「婆」讀「ba」（佛經讀音）。所以「序婆」當時讀作「yo-ba」，此係音譯自敘利亞語之

Ievha（Yahweh）[x]。原文：『爾時，彌師訶說天尊序婆法云︰異見多少，誰能說？經義難息事，誰

能說？天尊在後顯何在？停止在處其何？諸佛及非人，平章天阿羅漢，誰見天尊？在於眾生，無

人得見天尊，何人有威得見天尊？為此天尊顏容似風，何人能得見風？〕』

說到這裡，有些信徒會覺得難以接受：『我們中國人呼喚『耶和華，耶穌』迄今已差不多有兩

百年歷史，經已深入民間和人心，怎可能摒棄此名字的優良傳統，改叫『雅為，雅穌』？』回答此

問題，可考慮以下四個因素：

4.1）傳統也不一定是好事
人類歷史當中，有些傳統是不合乎人道和情理。例如奴隸制度，販賣丫鬟，童養媳，冥婚等，

都是不道德的傳統，這些傳統不應秉承，更應廢棄。面對著真理，傳統要讓步，在真理面前，傳

統要屈服。

4.2）『耶穌』只用兩百年，『移鼠』卻用了七百年
『耶穌』語音，自晚1822年道光年間開始，迄今只是源用了拘拘兩百多年的光陰。反觀景教，

公元635	來華，公元755年，景教徒伊斯協助郭子儀平安史之亂，被賜紫衣袈裟，景教發展興旺，

宋元兩朝亦有中興，直到明朝1368年，朝廷驅逐所有洋教才終止，在中國共有七百年貢獻。1539

年，馬丁•路德在他的《宗教會議及教會論》（Von	 den	 Konzilli	 und	 Kirchen）肯定了景教的地

位，明確地否定景教為異端的流言。

耶穌的名字的語音翻譯，一直在演變，精益求精。最初譯為『移鼠』，隨後也曾譯作『翳數』，

摩尼教（又稱牟尼教、明教）譯作『夷數』、東正教又譯作『伊伊穌斯』。這些名字在中國源用了

七百年。

從歷史和傳統的角度來看，『移鼠』『翳數』『夷數』等，用了七百年還可以改，那『耶穌』只

用兩百年，當然不成問題。況且，在神的國度和人類歷史當中，兩百年只是一個很短的時間，談

不上甚麼傳統。

4.3）『耶和華』也只用一百八十年，『序娑』卻用了七百年
同理，Yahweh	 名字的語音翻譯，同樣一直在演變：公元635年的序娑，1822年耶賀華，1823年

爺火華，1854耶和華，1872年爺華，1946年雅瑋，1968年雅威，1979年雅魏，1992年亞衛，耶威，雅

巍，雅偉，雅赫維，永為，雅為。相對起來，耶和華的日子也不算長，也談不上甚麼傳統。

4.4）十四個理由支持語音神名Yah 『雅』
筆者之前在真理報發表過十四個理由，支持父神名字由『耶和華』改稱為『Yahweh』，這裡不

在贅述。

展望
【四字神名】（Tetragrammaton	 	 的英文語音翻譯已塵埃落地，約定為Yehweh，西方學術（הרהי

界大體統一接受了，並廣泛應用。如今，華人教會對神Yehweh的名字也民智漸開，但還未有統

一的語音翻譯。2019年，聖經考古學者Nehemia	 Gordon和團隊卻考證了神名發音是Yehovah。是

耶非耶，神的名發音是Yahweh，或是Yehovah，當代華人神學家也應作慎重研究和判斷，以正視

聽。

在此文脫稿之際，香港【漢語聖經協會】卻正在完成翻譯【新漢語譯本-舊約】的工作。據說，

此譯本把神的名字『耶和華』全部刪掉，改以『上主』代替。【和合本-新約】保存了唯一有耶和

華的名字的章節，見於啟示錄19:1的括弧裡：『此後，我聽見好像群眾在天上大聲說：哈利路亞（

就是要讚美耶和華的意思）！』但經已出版的【新漢語譯本-新約】卻經已把【和合本】裡此括弧

（就是要讚美耶和華的意思）刪除了。此新譯本的翻譯如下：『這些事以後，我聽見好像有一大

群人在天上大聲說：哈里路亞！』看來，在此新譯本裡，神的名字會蕩然無存。

聖經翻譯應當怎樣處理神的名字呢，是保留，刪掉，篡改，更換，用Yehovah語音，還是用

Yahweh語音，用『耶』或『雅』，如何取捨，何去何從呢？怎樣才做就信徒，取悅神心意呢？當代

漢語譯者，正在處於這個聖經翻譯的轉折點，創造歷史的時刻。

綜合以上25個語音翻譯神名字的歷史，總括有如下15個嘗試或建議：計有公元635年的序

娑，1822年的耶賀華，1823年的爺火華，1854年的耶和華，1872年的爺華，還有雅瑋，雅威，雅魏，

亞衛，耶威，雅巍，雅偉，雅赫維，永為，雅為。Jehovah（耶和華）這個暫時合成字（hybrid	word）

的歷史任務經已完成，當功成身退。當代學者必會深思熟慮，約定俗成，在以上15個語音當中選

其一個，又或者另覓新的語音，未為不可。目的是給神名Yahweh或	 Yehovah一個統一的漢語音

譯，以表尊重，並在『雅為，雅穌，哈利路雅』和68個『神名結合名』（Theophoric	 names）全部取

得和諧，合乎翻譯原則，避免同一個基督宗教，同一個真神，卻出現多個華語名字，混淆視聽，

既不榮神，也不益人。

今天，這個歷史任務便落在當代聖經譯者的肩膀上了，可謂任重道遠，影響彌深。【論語】：『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為父神正名，此歷史任務，信徒匹夫有責，每個神的兒

女，當務之急，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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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短宣中心國語事工主任

鄭媛元博士

自西徂東 恩澤中華

我是在移民加拿大之後信主

的，之前在中國竟從未聽

見過福音。記得在讀研究生的時候，

同門中一位韓國留學生，經常提起教

會，但當時的感覺似乎那是他們的專

利和特權，與我們是沒有任何關係

的。信主之後發現身邊有很多弟兄姐

妹在國內時已經信主，或者家中長輩

就是基督徒，從小就跟著父母或祖

父母去教會，這讓我好生羡慕，也因

此對中國的教會歷史產生了濃厚的

興趣，基督教是怎樣傳入中國的？若

說基督教是『洋教』，泱泱之中國如

何有那麼多人得以聽信福音，得享救

恩？

耶穌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

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馬太福音7:7）。神似乎格外垂憐，知

道我的心思意念，竟打開一扇門，使

我有機會去專門研究中國基督教的

歷史，確切地說，是基督教傳入中國

的歷史。徐展長卷，暢遊其中，讓高考

時最不喜讀歷史的人，興趣盎然地

穿越時空，追尋歷世歷代先賢們的

腳蹤，看福音的火種如何在神州大地

燎原。而在在遇見的，是掌管歷史的

神！大唐貞觀昌盛，宰相房玄齡於西

郊親迎經河西走廊跋涉而來的波斯

傳教士阿羅本（Alopen），待如嘉賓，

唐太宗更是『翻經書殿，問道禁闈，

深知正直，特令傳授』，使景教『法

流十道，寺滿百城』，大秦流行中國

景教碑至今仍立于西安碑林。元軍鐵

騎踏足之處，從亞洲的一端開闢了一

條寬闊的道路遠至歐洲，軍隊過去之

後，沿著這條大道，拉班掃瑪出使西

方，蒙高維諾進入了大都，創立中國

天主教第一個教區，教堂三座，信徒

三萬，可見其盛況。明末海禁，耶穌

會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上川

島臨終前，面對此生無法踏足的那塊

陸地，發出『岩石啊，何時為我主裂

開！』的呐喊時，遠在義大利有一嬰

孩誕生，他的名字叫利瑪竇，成為了

日後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創者，“

有明中國開教事，當以利瑪竇為第一

人也”，並開“西學東漸”、“中學西

傳”之先河。康乾盛世，為我獨尊，康

熙大帝因『利瑪竇規矩』引發的禮儀

之爭而禁教，雍乾嘉道之時代，為中

國宣教史上最悲慘之時代，而兩次鴉

片戰爭卻讓中國緊閉的國門為主打

開，三千年未有的一大變局中，傳教

士不僅把福音帶到中國的廣袤大地，

也啟動和參與了晚清中國現代化的

歷程，傳教士對晚清中國產生的衝擊

和挑戰，使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倫理

觀念發生了自上而下的裂變……因為

有了基督教宣教歷史的加入，歷史於

我，不再枯燥乏味，中國的歷史也不

再只是簡單的農民戰爭或王朝更替，

中國大地風雲變幻，歷經磨難，但教

會和福音卻生生不息，直到今日。

我個人博士期間的研究主要是聚

焦近代西方傳教士，特別是 新教 入

華及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在中國的傳

播。從中國史學的研究角度，十九世

紀鴉片戰爭直至民國的中國近代歷

史，充滿著動盪和變數；從基督教在

中國傳播歷史的研究角度，這一時期

是繼明末清初天主教之後的又一個

發展高峰期。新教傳教士（Protestant 

Missionaries）在與中國社會的互動

中，立志改變中國的教育，拯救中國

的文化，希望進而改變中國人對基督

福音的誤解。哈佛學者費正清曾坦

言：在十九世紀的中西關係中，新教傳

教士是被研究的最少而又最有意義的

人物，然而“中國學者不情願研究外

國特權時期教會之於中國的貢獻”。

這似乎是上帝加在基督徒學者和信

徒身上的責任，而如果不是用上帝的

視角去看這段歷史及其中發生的事

情，去思想『不平等條約』或『文化侵

略』這類富爭議的話題，則必陷於戰

爭、屈辱與挨打、侵略與反侵略 的所

謂『主旋律』中，而不能看清這段歷

史時期之於中國、於中國人民、於中

國教會之重要。這段時期是特殊的，

傳教士們懷抱著傳播福音拯救靈魂

的神聖目的來到中國，卻在中國近現

代歷史上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和社

會變遷中，成為這段歷史的參與者和

見證者，承擔起書寫中國近代歷史的

引領者（leader）、闡釋者（interpreter）

和記錄者（recorder）的三重角色，

成為近代中國教育、文化、社會、醫

療等各個領域改革的參與者和主要

推動力量。可以說對傳教士的研究，

事實上是對我們自己歷史的研究和

反思。正如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1928年的斷言：“未來的

歷史學家將發現, 在華傳教是過去三

個世紀中最重要的運動之一”。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史可知人

之所是。宣教先賢們不但是真理的宣

告者，也是文明進步的先驅者，因著

他們前赴後繼的努力，才有億萬同胞

得著福音的救恩，即使在最黑暗的時

刻，教會的光從未熄滅，山上之城矗

立不倒。今天，中國的基督徒接棒的

時候到了，而我們首要應當做的，就

是要瞭 解那段歷史，不能忘卻那段

歷史。如何向中國我們自己的同胞傳

福音，需要我們坐而學並起而行！弟

兄姐妹們，主耶穌大使命言猶在耳，

預備好我們自己了嗎？

課   程   名   稱 內   容   簡   介日     期 地     點

溫哥華基督徒 短 期宣教 訓 練中心2020年上半年 培訓 課程

•個人佈道基本法  •如何開口及應對
•如何講救恩   •如何使用傳福音工具
•傳福音難題處理  •跟進及陪談 •傳福音實習

•福音難題   •主題式見證
•陪談/跟進與栽培
•福音家訪/跟進新來賓

•個人佈道基本法  •如何開口及應對
•如何講救恩   •如何使用傳福音工具
•傳福音難題處理  •跟進及陪談 •傳福音實習

•傳福音概論   •救恩講解
•福音工具
•打開福音話題

•宗教比較與佈道策略

•宣教歷史
•宣教先賢
•如何向中國同胞傳福音

2020年3月28日 - 6月20日
逢星期六  

早上10時至下午4時

2020年5月2日 - 5月 30日   
逢星期六

晚上7時至9時30分

2020年4月4日 - 6月27日
逢星期六

早上10時至下午4時

2020年6月6日 - 6月 27日
逢星期六

下午2時至下午4時30分

2020年5月5日 - 6月16日      
逢星期二

晚上7時至9時30分

2020年5月23日 - 6月20日      
逢星期六

下午2時至4時30分

2020年4月10日 - 5月15日      
逢星期五

上午10時至下午12時30分

三個月基礎個人佈道課程 (國語)

基礎個人佈道訓練 ~ 單元三  (粵語)

三個月基礎個人佈道課程 (粵語)

基礎個人佈道訓練 ~ 單元一  (粵語)

進深個人佈道訓練單元一 (粵語)
盧健恆牧師

溫哥華浸信會信友堂

門諾會沐恩堂

短宣中心

列治文以馬內利堂

溫哥華浸信會懷恩堂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短宣中心

•認識長者~身、心、靈和社交需要 
•有效溝通~同理心、有效聆聽 
•程序設計~時間管理、主題建立、探訪須知 
•問題處理~如何理衝突和特殊需要

進深個人佈道訓練單元三 ~ 恩澤中華 (國語) 
楊愛程博士 │ 真理報總編輯 │ 教育學博士│ 
神學研究碩士(宣教史) 
鄭媛元傳道 │ 短宣中心國語事工主任 │ 
哲學博士 (中國基督教歷史)   │ 基督教事工碩士

關懷長者事工訓練                                                                 
楊林鳳儀傳道 │ 短宣中心副總幹事 │ 
心理及輔導學士 │ 社會企業碩士 l   道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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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祭司
何建宇

編者按:隆重推介何建宇博士加入本刊專欄作家行列！從今年6月份開始﹐何

博士每期都會撰寫本欄文章﹐必能為各教會在職場服侍的弟兄姊妹提供大

有益處的指導和建議﹐敬請關注。何博士曾任「公義樹」董事會主席及董事﹐

他不但是公司行政教練、企業策略導師﹐也兼任神學院及聖經學院客座教

授。他具有學術、工程研究、企業管理及環球經營經驗﹐先後獲工程學士及

工程管理博士﹐是特許工程師及工程學會院士。他早年埶教於香港理工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移民加拿大後開發室內數碼無線通訊制式﹐為這一技術領域

的先驅﹐其後又創立數碼無線電上市公司。何博士曾獲加拿大「卑斯省100名

最具影響力華人」的榮譽﹐「安永會計師加拿大太平洋區創業家候選人」﹐加

拿大「英女皇鑽禧勛章」。何博士著有《營商有價》一書﹐並有合著《樂在工

作：基督徒的工作觀》、《基督教商業倫理導論》

職場博弈秘笈

不能失敗的文化

今日的社會被效益主義充斥，成功的定義傾側在財

富、事業、名聲、權位方面，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賞罰分

明。人的尊嚴建立在成功上，抗拒接受失敗的文化，人

的價值觀影響個人對面子和形象的執著，進入低抗逆能

力的世代，商業不能面對失敗，個人沒有韌力去嘗試。當

不能承受打擊，個人或企業便輕易中途而費，不能成大

器。

在這大氣候當中，面對不能失敗的文化，上班一族何去

何從呢？

失敗成功一線之隔

愛迪生是偉大發明家，他醉心工作，費寐忘餐。他用了

多年時間去發明電燈泡，可惜經過一萬多次的嘗試，包括

應用數千種不同的物料，數千款不同的組合方式，仍然未

達至目標。他的助手都氣綏，不想再抖纏下去，勸他放棄

好了。愛迪生說：「過去的嘗試，並不是失敗，而是朝向成

功當走的一萬多步驟，就快到終點了。」

「便利貼」(Post-it Note)風行全球，是因其突破性的功

能，成為3M最成功的產品之一。這技術是怎樣來呢？1968

年公司的科學家席佛(S. Silver)硏發一種超強黏膠，因黏

性離原來的目標規格甚遠，硏究失敗，最後該項目被擱

置。1974年一位工程師傅萊(A. Fry)在工餘將這黏膠與隨

手拿來的黄紙結合，遂發展成為3M成功的產品。

以上兩個例子都有共通之處，展現失敗並非事情的終

極，失敗只是一個進程、一個轉折點。這旅程的關鍵，就

是人可以把失敗敲定為終局，也可用失敗作跳板達至成

功。個人的心態可以擺脱失敗，積極進取尋求解決方案，

以破斧沉舟的堅毅，樂觀相信必有出路。

愛迪生有勇氣敢試敢闖，視失敗為成功的踏脚石，因

撇除了不可接納的萬多個方案，遂使成功路越來越明

朗。傅萊沒有失敗的觀念，新發明的黏膠並非是失敗的

物料，只有待找出配對的應用，即時逆轉歷史編出成功的

故事。

失敗的心魔

社會風氣和文化一直祟尚完美的表現。父母要求子女

考試要得到100分，才可出人頭地；公司要求員工樣樣達

標，力圖成為行內的翹楚；管理層為確保公司投資達到

回報的目標，鞭策下屬定額、定時的跑數。管理標竿為員

工表現定下極具挑戰的準則，為成功和失敗定分界。

面對這充滿壓力的大時代，一般公司自然要順應時下

的趨勢，施行「結果主導」的管理，偏重以結果和成績去

作評核。僱主著緊業務的生存和盈利，面對失敗的打擊，

他們缺乏耐性，甚或急功近利，不能承擔挫敗的後果，故

不能容許公司失誤；守著慣性的保護主義，對營運患得

患失，削弱開放、客觀和改進的態度。僱主的營商宗旨和

文化，主宰領導公司的方向和路線。

作僱員的總是被動多於主動，皆因公司多採取指揮和

控制的管理模式，上司要求下屬服權，依從指令、遵守紀

律去執行。固有觀念把人的自由意志拑制，使人恐懼不

敢冒進，抗拒變革，結果走不出自己的安舒區。要求僱員

自決、自發上進，遇上失敗也可逆向而行反敗為勝，並不

是等閒的事。再者，僱員沒有得到上司的授權，難有機會

重温失敗的檔案，若自發去跟進，也未必有足夠資源的

支持。

失敗的深遠意義

愛迪生的一萬多個實驗結果，席佛的黏膠公式，它們

都蘊藏着無比的心血，代表深厚的經驗，花費不少時間

才達至的成果。按着某觀點和角度去衡量為失敗，有可

能是過早蓋棺論定。若註銷這些檔案，便是前功盡費了。

為何不把資源循環再用？失敗的經歷可以很寳貴，成為

日後發展的指引，發掘可行的解決方案。愛迪生的堅持

促使電燈泡面世，傅萊對席佛的公式鍥而不捨，出現峰

迴路轉的成就。

體現失敗是個人難得的學習機會，如習武的說，未被

打敗過又怎能領悟到一山還有一山高的哲理？未作檢討

又如何理解對手的強勁、自己落敗的根由？從逆境作自

省，比較在順境中垂手可得的收獲，更顯為珍貴。得勝是

因為曾經失敗，自己卻不甘心放棄，敬業樂業，這就是人

成就的秘笈！

接納失敗並非是羞恥，反要明白這是祝福的途徑。若

沒有失怎會有得，沒有犯錯怎能重尋正確之途，沒有失

準又怎知道達標？自己釐清成與敗是主觀或是客觀的概

念，從而努力去融和矛盾，進取更新。

成功是有規律的一門科學，硏究指出有積極的態度就

有積極的人生，就會培養出成功的規律。在職場，決定

成功的要素簡單可分為兩方面：「態度」和「技巧」。態度

是指積極、努力、信心、決心、意志力等，技巧是指知識、

經驗和能力等。成功的人當中有80%靠態度，13%靠技

巧，7%靠其他。

按3M的行政指標，席佛的計劃早已宣告失敗而被終結

了。難能可貴的，這公司文化一直都是鼓勵學習、支持創

意發展，那研究檔案和黏膠的樣本早已妥善封存，並開

放給相關的技術人員作參考。有文獻記載傅萊對那黏膠

產生濃厚興產，好學的態度推動他用工餘時間去翻查記

錄和研究資料，好奇地把樣本塗在黄紙上，把原已失敗

的研究起死回生。

失敗乃成功之母，從失望中吸取教訓，從挫敗中孕育歷

練。職場不是坦途，成功並非偶然，在事業任何階段、職

位高低、職責輕重，都要擁抱頑強的鬥志，永不言棄的

精神，經得考驗生命成長，提升對逆境的免疫能力。成功

的定位究竟是眼前的成績、抑或一生有屬靈價值的成就？

「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

美意。」(腓二13)成功是心意與目標的追求。

迎向失敗的勇氣



“污鬼離了人身，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尋求安歇之

處，卻尋不著。於是說：‘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裡去。’到

了，就看見裡面空閑，打掃乾淨，修飾好了，便去另帶了七

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都進去住在那裡。那人末後的景

況比先前更不好了。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 

【太12:43-25】

恐怖的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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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若萱

社區服務顧問

聖 城 滄 桑 錄  6
余玉書何文輝（編寫）

科士蘭   海景
預售永久福地   雲石陵   室內/外骨灰靈位

可分期    百年計劃
代辦先人移民

歡迎國、粵、英語查詢
李玲玲

Ling Ling Lee
604-880-8338

李崇信
Arthur Li

604-889-2338

海瑞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

清官，他生活極其儉樸，

為官清廉正直，不畏權貴，老百姓稱

他為“海青天”，真可謂高風亮節，

名垂青史。

然而這位名垂青史的道德模范，

為自己身邊至親的人打造了一個真

實的地獄。海瑞太嚴苛太傲氣了，他

不但用最高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也

要求別人，不能夠容忍任何他看不

順眼的人和事。海瑞前後娶有三妻

二妾，第一個妻子被他休了，第二個

妻子被他趕出家門，第三個妻子暴

死家中，一個小妾被逼自盡。海瑞前

後育有二子三女，全部早夭，無一例

外。

想不到吧！人世間道德實踐的結

果不是天堂，而是地獄。假如歷世

歷代中國人的清官夢成真，我敢說

他們決不會生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

裡！

地獄空蕩蕩，惡魔在人間。惡魔不

但遊蕩在貪官污吏奸夫淫婦中間，

也深深扎根在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

心裡。

耶穌曾經設一個比喻說，一個人

如果把污鬼從心裡趕出去，打掃乾

淨，空閑著，那個鬼就會帶來另外七

個更凶惡的鬼住進來。耶穌是在警

告法利賽人，他們守律法，好行為，

但是他們心裡沒有神，所以他們的罪

惡遠勝於稅吏和妓女。稅吏和妓女

誠然與污鬼為伍，然而法利賽人的

心裡，充滿了驕傲和自義的惡鬼。

當今邪惡的世代也是如此。站在

人本主義的道德至高點上，人們把

真神驅逐出境，騰出空間讓給狂妄

自大的魔鬼，開通了奔向地獄的高速

列車。

感謝神，耶穌基督已經死而復活，

祂住在眾聖徒的心裡，輾壓來自陰

間地獄的一切權勢。讓我們靠著主，

靠著住在心裡的聖靈，謹慎自守，儆

醒禱告，彼此切實相愛，在這彎曲悖

繆的世代，忍耐等候基督榮耀的再

來！

所羅門王一手策劃建造的

聖 殿，一共花 費了七年

時間才建成。其中，希蘭王提供了大量技術及材料（

香栢木料）的支援；木料漂浮在地中海，往南漂至約

帕，再經陸地，運至耶路撒冷：“我們必照你所需要

的，從黎巴嫩砍伐樹木，紮成筏子，浮海運到約帕，

你可以從那裡運到耶路撒冷。（代下二：16）”

聖殿共分三個部分，面向旭日東昇。內廊，長約90

呎，寬約30呎，高45呎；正面向東，建有15呎的長廊，

中央竪立了兩根銅柱：“他製造兩根銅柱，每根18

吋，周圍12吋。”（王上七：15）

聖殿其餘三面則建了一系列的房室。聖殿建成之

日，所羅門在“住棚節”那天，下令將約櫃及會幕中

的一切器具，全部由錫安運來，各安其所；“以色列

眾長老來到，利未人便抬起約櫃，祭司利未人將約櫃

運上來，又將會幕和會幕的一切聖器都帶上來。所羅

門王和聚集到他那裡的以色列全會眾，都在約櫃前

獻牛羊為祭，多得不可勝數。（代下五：6）” 而 神親

自降臨，成為整個獻典禮的高峰。

可是，直到今日，這所高貴的聖殿遺址，卻爲回教

的“奧瑪清真寺”所霸佔，號稱“尊貴的聖所”，這所

圓頂岩石清真寺，是公元691年，由烏曼葉王朝哈里發

阿布都馬立克賓馬爾旺（Abd Ei Malikbin Marwan ）

捐建的。雖然多次修改，仍保持當年的原貌。其美麗

壯觀的圓頂，堪稱耶路撒冷的地標，從四面八方任何

一個角度觀看，都會被其耀眼的光芒所震懾。金光耀

目圓頂，據說都是燒熔的黃金，由約旦國王所捐贈。

一、你在驚奇

        你在等待

        你在觀望

        我的聲音似乎很遠

        我的聲音似乎被切斷

        你感覺你已進入迷途

二、好吧，我問......來我這裡吧！

        尋找我

        尋求我的忠告

        將寶貴的時間與我共度

        然後你看見，你就能尋到我

        然後你看見，我們就會再次成為朋友

        然後你看見，我們就會同感一靈

        同一思想，同一目的，同一行動

三、這值得嗎？

        與我共度時光？

        你的神，你的創造者，你的生命

        你的存在？

        這些時間不寶貴嗎？這些時間不重要嗎？

        思想這些事吧，

        我相信你會看到我的觀點，

        我相信你會明白我為何現在向你說這些話

四、與我同在即使隻是有限的時刻，

        就能改變情況，

        與我多化一些在一起的時間，就能改變生命！

        不但你自己的生命，還有許多你愛的人之生命！

         這值得嗎？

         改變一個人的生命向好？

         拯救一些人脫離永恆的地獄？

五、是的，這些與主同在的寶貴時刻是必要的

        為的是你靈命的成長

        為你對我（聖靈）和耶穌的委身

        我們愛你，我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們

        讓我們在彼此的幫助和信任裡聯合

        讓我們在勝利中聯合

        讓我們幫助並醫治

        令別人自由，喜樂，得救，得保証

        與主聯合直到永久！阿門

我在 這裡 指引你（聖靈 的 話 語）
童若萱 譯自 Ernest Burgess 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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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開年，新聞報導了來

自全世界的消息：澳大利亞山

火延燒、西班牙大暴雪、菲律賓火山

噴發、東非蝗災，繼之而來的就是中

國武漢的新型肺炎……，我們身為

地球的一份子，没有一人能够置之度

外。當你看到肆虐的瘟疫，人生的無

常，你的心是否驚慌、抱怨、懼怕？

而如若不幸，病毒真的找上了你，你

的心情又會是如何？憤怒？恐懼？還

是慌亂？

自有疫情以來，每天面對眾多訊

息和分享，其中一篇標題為「一位感

染者的心聲」的見証，最為感動我。

作者講述了如何先處理了自己的情

緒，再去幫助那些受苦的病友看見

基督里的盼望，滿滿都是神的恩典

與安慰。文分四段，從第一段：「剛

開始我不相信自己被感染」；到第二

段，「我被上帝丢棄了嗎？」；第三段

小標題是「衪帶我走出死蔭的幽谷」

；第四段是「我用自己的經歷，激勵

同室病友戰勝病魔」。這樣一個真實

的案例，給了我們如何面對那不請自

來的風暴、如何從否認到接受，從抗

疫到戰勝的一個最佳榜樣。

作者一開始的否認心態，正是一

般人遇到重大失落時的第一反應，

接著而來的是憤怒情緒，她問了一個

千古名句：「為什麼被感染的是我？

而不是别人？」因為她是一名基 督

徒，所以她接著問：「難道是我的信

仰出現問題，所以神給了我這樣的疾

病嗎？」她看著周圍躺著這麼多的病

人，死亡的氣息正撲面而來，她感到

心驚肉跳，無數的想法在心裡翻騰：

「上帝啊！祢是不是丢棄我了？祢是

不是不管我了？為什麼祢要把我一

個人扔在这個地方？」她向神發出一

個又一個的抱怨苦情。

正在絕望的谷底掙扎的時候，牧

師發來訊息，對她說：「當然不是，

是神要讓你看見祂的榮耀。」又給了

這句經文:「衪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

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希五：8）。

牧師開導她：「神是愛妳的，想讓你

通過苦難，學會順從。我們現在有

慣性思維，所以一直是順從環境，順

從眼前的世界生活。神通過這樣的

苦難要在我們心裡面打造順從應許

的心。」當她跟牧師確認了神的心意

之後，原本紛亂的心緒，開始平靜下

來，已經不再害怕了。  

當她正式確診後, 病毒似乎得此

信號，更加瘋狂地攻擊她的身體。高

燒之外，關節疼痛，無法正常呼吸，

更没有食慾，看到食物就想吐，身體

極度虛弱。作者說自己一度沉浸在身

體的疼痛裡忘記了神、忘記了話語、

也忘記了僕人。但神卻没有遺棄她，

牧師 和師 母 一直 給 她發聖 經的 話

語，並打電話來安慰她、叮囑她說：

「妳是健康的、完全的。既然躲不掉

病毒，就跟它痛痛快快打一架。妳别

被它欺騙了，病毒讓妳不想吃，妳偏

要吃；病毒讓妳不想喝，妳偏要喝。

堅持三天，胃口恢復了，妳就戰勝它

了。」久旱逢甘霖，神的話語迅速地

澆進了她乾渴的心靈，她開始強迫自

己吃飯喝水，最初很難，但她告訴自

己：「不能被病毒欺騙，一定要吃下

去，吐了我再吃。」

她也告訴照顧她的護士和鄰床的

病友：「雖然看不見它，我一定要打

敗這個病毒」。她堅持了兩天，就感

覺身體發生了變化，竟然有了吃東西

的慾望！一旦食慾恢復了，體力也開

始恢復。到了第六天開始停藥，讓自

身的免疫力來殺死病毒，她真的熬

過了最難的時刻。她眼含热淚地感謝

神：「是衪帶我走出死蔭的幽谷」。

更奇妙的事，還發生在她轉到輕

症病房時，左床住了一位好像很有

背景的病人，既罵病友的咳嗽，又惡

狠狠地瞪人家接電話，病房裡很壓

抑、沉悶。她心中不禁暗暗禱告：「

神啊！讓我脱離這樣的惡鄰吧！」没

想到當天晚上就跟她發生了衝突，原

因是護士給作者插氧氣管時，不小

心碰到了左床病人的氧氣管，她立

刻從床上跳起來罵護士，然后又轉

過來警告作者：「不准你晚上咳嗽，

聽見了嗎？」作者忍不住了，坐起來

笑眯眯地看著她說：「大姐，死亡面

前人人平等，你没有驕傲的資本，對

不起，今天晚上我不僅會咳嗽，還會

打鼾呢！」

就是這樣好的、正確的回應，讓一

個自私的人，因著聽見了真理而改變

了態度，再也没有欺負别的病人了。

先是其他病友開始跟作者靠近，甚

至對她敞開心門；後來「左床」也主

動跟她說話了。慢慢地，大家都成了

朋友，全病房的人都和她一起聽福

音見証，她也用自己的經歷激勵大

家，要用信心戰勝疾病。 

在這個受苦的實例中，讓我們看見

在受患難時，務必來「禱告」，我們

要明白神在我們受苦時也與我們同

在。既然神與我同在，我就跟衪說話

呀！無論抱怨「主啊！為什麼是我？」

或祈求「主啊！求祢賜給我一碗麵條

吧！」不住的禱告，讓我們安息在神

的同在裡。所以在苦難中定睛耶稣，

知道衪是苦難的主，祂為我們的苦

難負責，心中就有了盼望。每當神向

大地或人類發怒，我們相信「祂的怒

氣不過是轉眼之間，祂的恩典乃是

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

必歡呼」( 詩三十：5) 。

當我們被神差遣，我們就可以用

同樣的盼望去安慰其他受苦的人，

我們的任務就是在苦難中，用我們

的生命，與人分享福音的盼望。使徒

保羅指出：「我們在一切患難中，衪

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

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林

後一：4）。當一人在受苦的時候，心

裡面充滿著對神的盼望，全世界都

會聆聽他的聲音。就如上例中的主

角，因她那源源不絕的盼望，讓整個

病房都聆聽到了福音中的盼望。榮

耀歸給有豐盛的慈愛、賜各樣安慰

的父神！

福音中的盼望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衪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哥林多後書一：4）

親愛的阿爸天父：
我們讚美祢，祢不僅慈愛，而且是至高的掌權者。每一個困

境都是觀看祢作為的大好時機。謝謝祢，透過這些苦難、試
煉，堅固我的信心，賜下安慰，也在我的裡面生出忍耐及盼望，
並教導我用同樣的盼望去安慰其他受苦的人。主啊！我們要為
現今世界各地所發生的災難及疫情獻上禱告，一切都是祢所允
許的，為要使我們看見我們需要祢，也預備我們的心聆聽祢的
話。我們要來稱頌祢，因為當我們選擇信靠祢，祢便使用這些
事，為我們成就永遠的榮耀。我這樣禱告、感謝、稱頌是奉耶
稣基督的聖名，阿們！



華人基督教會崇拜聚會

白石華人門諾教會 梁正文 2:30pm (國) 3487 King George Blvd., Surrey 604-229-9690
加略山教會 司提反麥當勞 9:00am (國) 10:30am (國) 16293 - 104 Ave., Surrey 604-583-5955
門諾會活石基督教會 陳治仁 2:00pm       (Cloverdale United Church 內)17575 - 58A Ave., Surrey 778-320-3808
信望愛教會 林鎮平 10:30am (國) 15110 Thrift Ave., White Rock 778-294-9250
信道會素里迦南堂 袁宇宣 10:15am (國) #101-8484, 162nd Street, Surrey 604-716-4465
素里中國福音教會 皮友來 2:15pm (國) 16870 - 80 Avenue, Surrey 604-961-8357
素里浸信會信友堂 洪予健 9:00am (英, 國) 15964, 88 Ave., Surrey 604-588-8279
素里浸信會救主堂 李傳慶 4:15pm (國,英) (St. Luke Lutheran Church內) 10177 148th  Street, Sry 604-727-5588
素里恩惠堂 崔　博 2:30pm (國) 6230 - 120 St.,  Surrey 604-619-5688
素里基督教堅信堂 郭棟材 11:00am (粵,國) 17400 - 60 Ave., Surrey 604-418-4620
素里華人宣道會 楊寅光 9:30am (英) 11:00am (粵,國) 15421-110th Avenue, Surrey 604-930-9933
素里華人浸信會  9:30am (英) 11:00am (粵,國) 8590 - 160th St., Surrey 604-597-8608
素里路德會信心堂 張唯恩 10:00am (國譯粵) 11:10am (英) 7086 - 124 St., Surrey 604-594-4033
素里聖道堂 王立言 3:00pm (國) 10330 - 144th St., Surrey 604-438-3222
拿撒勒人會素里華人教會  2:00pm (國) 9012, 160 St. (90 Ave) Surrey 778-926-9012
傳福堂 唐安琪 星期六10:30am（國） 14625 108 Ave., Surrey 604-306-6108
亞寶斯福基督教錫安堂 陳于志 10:30am (英) 10:30am (粵, 國) 35199 Delair Rd., Abbotsford 604-852-9354
奧根湖區華人浸信會 葉敬德 10:00am (粵, 國, 英) 1025 Rutland Rd., N. Kelowna 250-491-0910
智理華華人宣道會 姚易良 10:45am (國) 9210 Williams Street, Chilliwack 604-791-1759
楓樹嶺國語頌恩堂 謝瑞龍 2:30pm (國) 301-20450 Dewdney Trunk Rd, Maple Ridge 604-291-0600
中華基督教長老會 陳佳友 9:30 (英) 11:00 (粵, 英) 1:30 (國) 816 North Park St., Victoria 250-384-4911
域多利華人宣道會 潘國偉 8:45(英)10:25(國)11:35(粵) 2845 Gosworth Rd., Victoria 250-592-5566
域多利華人神召會 黃良善 9:30am (國, 粵) 11:00am (英) 2215 Dowler Place, Victoria 250-386-1523
納乃磨華人宣道會 吳東生 1:45pm (國, 粵)  1609 Meredith Road, Nanaimo 250-585-5522
陽光海岸伯特利浸信會中文堂 申魁健 10:00am（國） 5717 Mermaid St, Sechelt 604-968-0135
維多利亞中華循道會 周群生 １:30pm   1780 Feltham Road, Victoria 778-433-9513
維多利亞以馬內利浸信會 王家旭 10:30am (國, 英)  2121 Cedar Hill Cross Rd., Victoria 250-885-0791

卡加利, 愛民頓, 溫尼辟, 沙省
卡加利靈糧堂 王小桔 2:30pm (國, 英) 12777 Candle Cres., SW Calgary 403-201-6008
卡城主恩福音會  10:30am (粵) 401 - 9A Street, NE Calgary 403-261-3610
卡城東北播道會  9:15am (粵) 11:00am (英) 3125 Catalina Blvd. NE Calgary 403-280-0682
卡城保惠基督教會  11:00am (英, 粵, 國) 5300 - 53 Ave, NW Calgary 403-860-1713
卡城宣道會城南堂 區保其 9:15am (國) 11:45am (粵) 1436 James Mckevitt Rd, SW Calgry 403-254-1030
卡城恩理基督教會 馮開泰 10:15am (國) 14640 - 6th St., SW Calgary 403-808-0847
卡城彩虹基督教會 鄭　藝 9:30am (英) 11:15am (國) 5336 Lakeview Dr., SW Calgary 403-452-8872
卡城基督徒聚會堂 張炳銓 11:00am  (粵, 國, 英) 2504 - 16th St. SE Calgary 403-269-9393
卡城基督教華人神召會 徐志光 主日 10am (粵, 英) / 週六 11am (國) 127 - 2nd Ave, SE Calgary 403-263-6059
卡城華人門諾會 劉純仁 9:30am (英) 11:00am (國) 1237 - 28th St. SE Calgary 403-248-5988
卡城華人宣道會  9:30am(英,國) 11:00am (粵) 150 Beddington Blvd, NE Calgary 403-274-6923
卡城華人宣道會沐恩堂 胡家亮 10:30am (國, 粵) 12:00(英) 1212 - 1st  Street, NW Calgary 403-614-2331
卡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 蔣顯輝 9:30am (粵) 11:15am (國,英) 6600 Country Hills Blvd NW Calgary 403-239-2990
卡城華人信義會頌恩堂  2:00pm (國,粵) 210 - 10th Ave. NE Calgary 403-276-5808
卡城華人浸信會 黃嘉漢 11:00am (粵, 英) 3907-44th Ave. NE Calgary 403-590-4349
卡城華人播道會  9:30am (英, 國) 11:00am (粵) 1706-20th Ave, NW Calgary 403-282-0288
卡城聖公會牧愛堂  3:00pm  (粵) #504, 30 Ave., NW Calgary 403-619-6988
卡城新生命國語播道會 李　鈞 9:30am (國, 英) 4712 - 21 Ave. NW Calgary 403-247-9255
卡城豐盛生命靈糧堂 劉平品 10:00am (國) 20 Hawkside Road NW Calgary 403-719-9641
加拿大福音信義會豐盛堂 周彼得 9:30am (粵, 國) 1432 - 19 Street, NE Calgary 403-389-8145
南卡城華人播道會  9:30am (粵, 國) 11:00am (英) 340 - 39 Avenue, SE Calgary 403-243-2770
基督教銘恩堂             Laurence Hiebert  9:30am (粵) 11:15am (英) 3/F, 4/F, 116 - 2nd Ave, SW Calgary 403-252-7790
溪水邊浸信會 熊　健 10:30am (國) 700 - 77th Street, SW Calgary 403-991-8912
衛道浸信會 郝洪琦 11:00am (國, 英) 635 Northmount Drive, NW Calgary 403-988-8333
豐山浸信會 關家壽 星期六 4:30pm (國, 粵) 128 Tache Avenue, NW Calgary 403-275-5456
豐盛華人浸信會 陳忠正 3:30pm (國) 40 Mackenzie Blvd, SE Calgary 587-917-2817
三一國語浸信會 聶書全 3:30pm (國) 12404 - 140th Avenue, Edmonton 780-231-9167
生命更新浸信會 楊　威  2:30pm (國) 1751Towne Centre Blvd, NW, Edm 780-433-4124
西草地基督教會 徐博泉 1:00pm (國) 9333-199th Street, Edmonton 780-729-7962
使徒聖經教會/西南國語堂 林約翰 9:30am (粵, 英) / 2:00pm (國) 16415 - 83 Ave / 10710 - 19 Ave, Edm 780-952-8811
恩福浸信會 岑廣河 9:30am (國) 11:00am (粵, 英) 1204 Ellwood Road, SW, Edmonton 780-437-8552
愛之路浸信會星光國語教會 杜衍忠 11:00am (粵, 英) 10603 Ellerslie Road, Edmonton 780-437-5433
愛城宣道會活泉堂 楊思威 9:30am (國, 英) 9015-132 Avenue, Edmonton 780-478-1494
愛城宣道會城北堂 徐匯強 9:30am (粵) 11:00am (英) 5108 McLeod Rd., Edmonton 780-478-1443
愛城宣道會城南堂 陳明中 9:30am (國, 粵) 11:30am (英, 兒童) 6508 - 31 Avenue, Edmonton 780-463-1527
愛城信義會新生堂 張瑞權 10:00am (粵) 7:30pm (粵) 10927 - 94 Street, Edmonton 780-422-4869
愛城浸信國語教會 林信偉 9:30am (英) 11:00am (國) 5011 - 122A Street, Edmonton 780-435-2980
愛城國語信義會善牧堂 時岱 黃家旭 2:00pm (國) 10815 - 76 Avenue, Edmonton 780-988-9778
愛城基督生命堂 謝國樑 10:30am (粵) 10759-96th Street, Edmonton 587-590-7629 
愛城基督教恩傳堂 謝偉光 3:30pm (粵, 英) 1559-80th Street, Edmonton 780-469-0653
愛城華人宣道會 聞偉雄 8:15粵 / 9:30粵,國 / 11:00英 5019-199 Street NW, Edmonton 780-483-2143
愛城華人浸信會 聶書全 11:00am (英, 國 , 粵) 11112 - 109 Ave., Edmonton 780-426-0891
愛城華人基督教福音堂 王乃基 9:30am (粵) 11:15am (國, 英) 8810 - 65 Avenue, Edmonton 780-465-2314
愛恩浸信會 招鴻基 2:00pm (粵, 英) 12404-140th Ave., Edmonton 780-481-1464
點城華人協和教會  11:00am (粵) 10152 - 96 Street, Edmonton 780-422-8027
門諾弟兄會華恩堂 陳伍六 2:30pm (粵,國) 333 Alexander Ave. Winnipeg 204-228-8341
華人播道會主愛堂  1:30pm 500 Lagimodiere Blvd. Winnipeg 204-254-7045
溫城國語教會  11:00am (粵,國) 11:00am (英) 1010 Riverwood Ave, Winnipeg 204-284-7903
溫城華人宣道會  9:30am (英, 國) 11:00am (粵) 261 Colony St., Winnipeg 204-772-0917
溫城華人信義會  1:30pm (國) 200 Dalhouise Dr., Winnipeg 204-290-0400
溫城華恩堂南區分堂 陳伍六 星期六 7:00pm (國)  1771 Pembina Hwy, Winnipeg 204-228-8341
沙城華人基督教會 柏楊 2:15pm  (國語) 2810 Louise St., Saskatoon, SK 306-713-3575
急流鎮華人宣道會 李梁鳳霞 1:30pm  (粵語) 298 Battleford Trail, Swift Current 306-773-3665
雷城華人宣道會 偉斯達 9:30am (粵) 11:15am (國, 英) 3010 Arens Rd. E., Regina 306-789-0877

美國西雅圖
北臨海華人基督教會 羅　凱 10:00am (國, 英) 2200 F Street, Bellingham 360-734-6707
西雅圖北區證道堂 丁哲甫 3:00pm (國) 1:30pm (英) 6215 - 196th St. SW, Lynnwood 425-778-1647
西雅圖台語基督教會 劉富敬 10:00am (台) 12:00 (英) 333 NE 76th Street, Seattle 206-522-8084
西雅圖台灣基督教會 卓仁重 2:00pm (台) 2:00pm (英) 5019 Keystone Pl., N. Seattle 206-632-4020
西雅圖東區華人宣聖會 羅國滿 10:00am (粵) 232, 5th Avenue S. Kirkland 206-659-8578
西雅圖神的教會 孫名昌 10:30am 355 N. 104th Street, Seattle 206-778-6090
西雅圖信望愛靈糧堂 余大器 10:30am (國, 英雙語) 605 E. Sunset Way, Issaquah 425-898-7650
西雅圖恩惠堂 張四維 11:00am  (國, 粵, 英) 538 NE 127th Street, Seattle 206-524-8977
西雅圖基督的教會 曾金臺 10:00am (擘餅) 11:00am (國, 英) 1616 North 192nd St., Shoreline 206-546-5186
西雅圖華人宣道會 陳校慈 8:30 (粵) 10:00 (英) 11:30 (粵) 2803 S. Orcas St., Seattle 206-725-0771
西雅圖華人信義會 周以賽亞 11:00am (國, 英) 6553, 40th Ave. NE, Seattle 206-524-7631
西雅圖華人浸信會 Dick Sipe 9:30 (英) 11:00 (粵) 5801 Beacon Ave. S. Seattle 206-725-6363
西雅圖播道會華恩堂 老洪奔 10:30am (粵, 國) 22727 Hwy 99, Edmonds 206-226-4777
西雅圖證道堂 崔勝洪 9:30am (英, 粵) 11:00am (國) 651 NW 81st Street, Seattle 206-789-6380
西雅圖證道堂東區分堂 王紹雄 9:30am (國, 粵, 英) 1:00pm (國) 17360  NE 67th CT., Redmond 206-789-6380
西雅圖靈糧堂 許世芬 10:00am (國), 10:00am (英) 1331-118th Ave SE #150, Bellevue 425-454-2165
宏恩華人宣道會 黃健恆 11:00am (粵, 英) 24711 - 94th Avenue S., Kent 425-525-9637
東區基督教會 彭動平 10:30am (國, 英) 3615, 164th Pl. SE Bellevue 425-747-0889
南區證道堂 林承安 10:30am (國, 粵) 1031 Monroe Ave., NE Renton 425-639-5683
真光基督教會 彭約翰 2:30pm (國, 英) 22116 SE 51st Pl, Issaquah 425-392-0501
恩福浸信會 譚光昌 10:45am (粵) 12800 SE Coal Creek Parkway, Bellevue 425-829-9055
華人美南浸信會 吳志忠 10:00am (粵, 國, 英) 925 S. King St., Seattle 206-447-9529
湖東基督教會 李攀 9:30am (英) 11:00am (國) 5241, 116th Ave. NE, Kirkland 425-891-0016
聖公會聖使徒堂  11:30am (粵, 國, 英) 15220 Main St., Bellevue 425-644-1613
奧林匹亞華人基督教會 周涵鍔 10:30am (國) 2306 - 26th Ave., NW Olympia 360-688-7018
西雅圖華人神召會 阮佩美 10:30am (粵,英） 4205 S. Graham St., Seattle 206-721-1030

溫哥華, 本拿比, 列治文
中國福音教會溫哥華堂 王心毅 3:30pm (國) 1296 West 67th Ave., Vancouver 604-365-2031
主恩堂 湯紹源 9:30am (粵);  11:15am (國, 英) 2396 W. 8th Ave., Vancouver 604-732-1835
台灣長老會大溫迦南教會 謝榮爵 10:00am (國)  1901 E.41st Ave/Victoria, Vancouver 604-321-7781
自立中華基督教會 劉傑文 9:15 (國) 9:30 (英) 11:00 (粵) 華埠片打東街三百號  300 E. Pender 604-254-4219
西北溫頌主堂 潘士宏 9:30am (粵)  11:30am (英) 185 East Keith Rd., North Vancouver 604-985-8322
西北溫基督教頌恩堂 鄭彼得 9:45am (粵, 英) 515 West Windsor Rd., North Van. 778-340-7789
西北溫國語頌恩堂 張家洲 11:15am (國) 515 West Windsor Rd., North Van. 778-340-7789
西區浸信會 曾李麗冰 10:00am (粵)  11:30am (英) 8506 Ash Street, Van (Marine Dr) 604-266-5602
門諾弟兄會頌主堂 李振光 8:30am (國) 10:00am (粵, 英) 3215 School Ave./ Kingsway & 41st 604-434-8227
門諾弟兄會頌愛堂 譚家麟 9:30am (英) 11:00am (粵) 505 Nanaimo St./夾 Pender 604-255-5381
門諾弟兄會真道堂 梁國雄 2:00pm (粵, 英) 6060 Culloden St. 夾45th Ave., Van. 604-224-1022
門諾會沐恩堂 鍾利名 11:00 am (粵, 國) 11:30am (英) 1720 Graveley St., Vancouver 604-254-2772
門諾會救恩堂 蘇國忠 9:30am (英) 11:00am (粵) 唐人埠 375 E. Pender St., Vancouver 604-688-0877
使命浸信會 呂宇俊 11:00am (粵) 4798 Gladstone Street,  Vancouver  604-655-6636
活泉宣道會 馬勵文 11:15am (英, 粵) 101 East 24th Ave. 近緬街 604-879-6111
活道浸信會 鄭文尉 10:30am(粵,英) 2105 West 33rd Ave., Vancouver 604-261-1612
安提阿教會 白恩拾 2:00pm (國) 3101 East 22nd Ave, Vancouver 604-440-3504
南溫哥華基督教頌恩堂 梁美蓮 9:30(英)11:15am (粵) 7:15pm (粵) 611 E. 50th Ave., Vancouver 604-325-5300
宣道會福群堂 曹傑明 9:20am (英) 11:00am (粵) 626 E.58th Ave.近菲莎街 604-325-2719
信道會溫哥華迦南堂 吳族軒 9:30am (英) 11:00am(國粵) 6311 Prince Albert St., Vancouver 604-321-8077
浸信會信望愛堂 羅國強 9:30am (國,英) 11:30am (粵) 6261 Cambie St. Vancouver 604-879-8500
浸信會福音堂西區分堂 姜　平 3:00pm (國) 3320 Crown St. Vancouver 604-233-1356
浸信會懷恩堂 鄭伯遜 10:00am (國, 粵)11:30am (英) 6825 Kerr St., Vancouver 604-436-0670
基督教主愛堂 黎志宏 9:30am (粵) 11:15am (英,國) 645 E.47th Ave., Vancouver 604-322-5651
基督教頌恩堂 羅志明 8:30 (粵)10:00 (國,英)11:30am (粵) 2855 E.1st Ave. Van. 東一街商場對面 604-255-6199
基督教衛理公會衛理堂 陳芳福 2:00pm (國) 5745 Wales St. /夾 E. 42 Ave, Van. 604-722-6560
華人神召會 伍志雄 9:30am (英) 11:00am (粵) 215  E.18th Ave., 夾Main街, Van 604-876-1221
華人會幕浸禮堂 戴衛理 10:00am (英) 11:00am (國, 英) 804 East 14th Ave., Vancouver 604-520-3799
華人福音教會 鄭振民 11:00am (英, 粵譯) 690 N. Slocan St. / 夾Wall 街 604-255-8292
華人禮賢會 歐玉珩 2:00pm (粵) 1920 Argyle Drive, Vancouver 604-879-1161
菲沙崙教會 陳永豐 9:15 (粵) 9.15 (國) 11:00 (英) 3330 S.E. Marine Drive., Vancouver 604-451-5449
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謝大立 2:00pm (台)  2733 W.41st Ave., Vancouver 604-266-0820
溫哥華華人長老會 黃鼎盛 9:30am (英)11:15am (國粵) 6137 Cambie St., Vancouver 604-324-4921
溫哥華華人宣道會 唐福文 8:00/11:15(粵) 9:30(英)11:15 (國) 3330 Knight St., Vancouver 604-874-7612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黃心朗 8:15粵/9:40英/9:40國/11:15粵 7474 Culloden St., Vancouver 604-325-6314
溫哥華華人播道會  8:15 (粵) 9:45 (英) 11:15 (國, 粵) 3295 East Broadway, Vancouver 604-254-1242
溫哥華信義巴色崇真堂 余錦文 10:00am 客,國,粵/11:30am 英 2575 Nanaimo Street, Vancouver 604-255-5988
溫哥華信義會新生堂 教會幹事 9:00 (國) 10:20 (粵) 11:45 (英) 6215 Main St./夾46th Ave. Van. 604-324-6110
溫哥華國語禮拜堂 鍾保羅 10:30am (國) 1656 Semlin Dr./ E.1st Ave., Van. 604-255-9622
溫哥華浸信會信友堂 洪予健 2:30pm (國, 英) 6858 Fraser St., Vancouver 604-327-1313
溫哥華渥烈治信義會 朱邦娟 10:00am (英, 國) 585 West 41st Ave., Vancouver 604-261-2442
溫哥華福源堂 謝瑞璇 10:30 (國語 / 英語) 3075 E.56th Ave./Kerr, Vancouver 604-433-1181
溫哥華靈糧堂 林嗣季 9:15am (粵) 1920 Argyle Drive, Vancouver 778-379-1920
路德會和平之君堂 姜子楨 10:00am (英) 11:15am (粵) 3022 East 49th Ave., Vancouver 604-430-2900
聖公會牧愛堂 梁永康 9:00am (英) 11:00am (粵) 189 W. 11th Ave., Vancouver 604-872-1884
聖公會聖路加聖馬提亞堂 方文傑 11:00am (粵, 英)  320 E.15th Ave. (夾Sophia) Van. 604-876-4320
慈恩紀念華人協和教會 高一峰 10:00am (英) 11:30am (粵) 3519 Cambie Street, Vancouver 604-876-7114
瑪寶區浸信會 蕭余佩雲 9:15am (國, 粵) 8010 Osler St. Vancouver 778-838-8108
UBC 區校園浸信會 宋旭春 9:30am (國, 英) 4397 W.12th Avenue, Vancouver 604-221-8508
大溫哥華聖道堂 王理智 9(英)/10:45 (國譯英)/10:45 (雙語) 5110 SE Marine Drive 604-438-3222
中國福音教會本拿比堂 岳升昌 10:00am (國) 本拿比麗晶廣場二樓中信中心 778-358-8878
主愛基督教會 陳英明 10:00am (國) 1030 Sperling Ave., North Burnaby 604-910-1818
本拿比自立中華基督教會 馬振國 11:00am (粵) 11:00am (英) 6580 Thomas St., Burnaby 604-299-1170
本立比華人宣道會 潘熙遠 8:00 (粵) 9:30 (英) 11:15 (粵/國) 8611 Armstrong Ave., Burnaby 604-524-3336
本立比華人播道會 林海鴻 10:00am (英) 11:30am (粵) 6112 Rumble Street, Burnaby 604-431-6969
本立比頌恩堂 嚴國樑 8:30 (中) 10:00 (英) 11:30 (中) 3883 Triumph Street (近Ingleton) 604-298-8277
本尼比基督教神召會  10:15am (粵) 11:30am (英) 5209 E. Hastings St., Burnaby 604-291-0104
門諾弟兄萬民教會國語堂 劉培哲 2:45pm (國) 8255 - 13th Avenue, Burnaby 778-891-4326
門諾弟兄會威靈頓堂  8:30英/10:00英譯國粵/11:30英譯國粵 4812 Willingdon Ave., Burnaby 604-435-5544
信心方舟基督教會  2:00pm (國) 5855 Imperial Street, Burnaby 604-438-8325
迦南生命泉浸信會 余雙承 週六 2:30pm (國) 5825 Nelson Avenue, Burnaby 604-288-9008
國語頌恩堂 謝瑞龍 8:30 (國) 10:00 (英) 11:15 (國) 380 Hythe Avenue, Burnaby 604-291-0600
溫哥華華人信義會 洪迪生 9:30am (粵) 1005 Kensington Ave., Burnaby 604-299-4977
愛加倍教會 阮迦勒 10:30am (國) 6650 Southoaks Crescent, Burnaby 778-837-0959
基督教天恩 堂 蘇偉林 10:45am（粵） 3895 Albert Street, Burnaby 604-559-3895
生命頌基督教會 李梅芳 週六 7:00pm (粵) 613 Queens Avenue, New West 604-446-2714
八福教會 邱　誠 3:30pm (國) 9280 No.2 Road., Richmond 604-522-8308
平安福音堂 劉君堯 10:00am (粵, 英) 11:30am (國) 8280 No.5 Road, Richmond 604-231-9990
同在堂 陳貽強 8:45 (閩/英) 10:15 (國) 11:30 (英) 7600 No.4 Road, Richmond 604-276-8250
列治文中國福音教會 羅華慶 3:30pm (國) 10311 Albion Rd, Rmd (No.4 Rd) 604-301-9092
列治文門諾會平安堂 黃偉光 11:30 am (粵) 11571 Daniels Rd., Richmond 604-278-9848
列治文使命宣道會 曾國雄 週六7:30pm 粵/主日 9:30粵/11:15 國,英 3360 Sexsmith Road, Richmond 604-248-1885
列治文城北宣道會 余丹白 8:15 / 9:30 / 11:00 (粵) 9:30 (英) 9140 Granville Ave., Richmond 604-244-7004 
列治文恩典宣道會 談子明 9:30 am (國) 11:00 pm (粵, 英) 11371 #3 Road, Richmond 604-272-5243
列治文浸信會福音堂 宗成明 3:00 pm (國) 6340 No.4 Road, Richmond 604-233-1356
列治文救世軍教會 趙永諒 10:00am(國/英） 8280 Gilbert Road, Richmond 604-277-2424
列治文基督教頌恩堂 蕭乃傑 11:00am (粵, 英) 260-6391 Westminster Hwy, Rmd 604-303-5831
列治文基督教會 汪德偉 10:00am (國) 11:30am (英) 4F - 5900 Minoru Blvd., Richmond 604-800-1543
列治文華人協和教會  11:45am (粵, 譯國) 8711 Cambie Road, Richmond 604-276-1789
列治文華人宣道會 李耀全 週六11am (粵)/主日9am(國英)11am(粵) 10100 No.1 Rd., Richmond 604-271-9333
列治文華人浸信會 崔世光 11:00am (粵, 英) 10311 Albion Rd, Richmond 604-274-1311
列治文華人播道會 何國然 10：45am(英);11:10am(粵) 8040 No.5 Rd., Richmond 604-231-0511
列治文聖公會牧愛堂 安宇洪 1:30pm (粵) #340-7000 Minoru Blvd., Richmond 778-859-1943
列治文聖道堂 古維基 3:00pm (國) 8280 Gilbert Rd., Richmond 604-362-0659 
列治文路德會三一堂 張唯恩 9:30 am (國),11:00am (英) 7100 Granville Ave., Richmond 604-278-6827
列治文門諾弟兄會真理堂 陳耀棠 9:00am(英)9:30am(國)10:30am(粵) 10200 No.5 Rd., Richmond 604-275-1893
列治文迦南堂 陳仕敏 10:00 (粵) 11:15 (國) 6:30pm (粵) 列治文公衆市場二樓中信中心內 604-786-9867
基石堂浸信會 司徒春偉 11:00 am (粵, 英) 7890 No.5 Rd., Richmond 604-303-9181
聖公會以馬內利堂 伍德賢 8:30/11:00am (粵, 國語傳譯) 7451 Elmbridge Way, Richmond 604-214-0321
閩南堂 蔡偉峰 9:00am (國, 英) 10:45am (閩, 英) 12200 Blundell Rd., Richmond 604-273-2757
歌鄰基督教會 周振傑 11:00am (粵) 7171 Minoru Blvd., Richmond 604-214-8243
豐盛浸信會 楊望侯 10:00am (粵) 5240 Woodwards Rd., Richmond 604-720-2050
Broadmoor 浸信會 David 王 10:30am (國) 8140 Saunders Road, Richmond 778-855-8878

高貴林, 素里, 溫哥華島
三一華人基督教會  10:00am (英) 11:30am (粵) 125 Kyle St., Port Moody 604-461-9696
三聯市浸信會信友堂 洪予健 11:00am (國) 1415 Noons Creek Dr., Coquitlam 604-249-0765
信道會三聯市迦南堂 林聰祺 9:30am (英) 11:00am (國) 3433 Coast Meridian. Rd.,  Pt. Coq. 604-942-2120
恩典浸信會 孫偉鴻 10:15am (粵) 1160 Lansdowne Dr., Coquitlam 604-720-8363
恩典福音教會 馮　林 4:30pm (國) 3151-York St., Port Coquitlam 604-724-8989
高桂林華人浸信會 劉文翰 2:15pm (粵) 5:00pm (英) 3433 Coast Meridian. Rd.,  Pt. Coq. 604-944-1690
高貴林宣道會 趙恩泉 9:00(國) 10:15 (英) 11:30(粵) 3129 Ozada Ave, Coquitlam 604-945-5850
高貴林國語教會 孫波濤 3:00pm (國) 1198 Falcon Drive, Coquitlam 604-928-5225
高貴林聖道堂 劉慧娟 10:30am (國, 英) 2606 Kingsway Ave, Port Coquitlam 604-474-0300
高貴林愛加倍教會 徐摩西 10:00am (國) 2860 Dewdney Trunk Rd., Coq 778-316-2190
高潔林華人播道會 郭　奇 10:00am (粵) 10:00am (英) 3180 Flint St., Pt. Coquitlam 604-941-3687
高潔林自立中華基督教會 蔡健強 11:00am (粵, 英) 1933 Como Lake Ave., Coquitlam 604-931-2311
慕迪港頌恩堂 萬得康 8:30(粵) 11: 30(國, 粵) 10:00(英) 2622 St. Johns St., Pt. Moody 604-939-8281
三角洲浸信會  3:30pm (粵, 國) 6897 - 120 Street, Delta 604-597-8608
陽明山華人神召會 劉先中  1:30pm (粵, 國) 7696 - 112th St, Delta   778-953-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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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免費為加西地區教會和福音機構提供服務，

由於資訊繁多而版面有限，敬請撰文盡可能簡

略，詳情可在查詢時進一步說明，原則上每條限

登一期，特別情況例外。本刊人手短缺，請用戶

盡可能用電子郵件發稿vccstmtm@gmail.com，可免重

新打字之勞。聯絡電話：604-273-0223。

中信小城宣教祈禱會

將於3月27號星期五早上9：30 舉 行，邀請

Karen 姊妹分享「如何在教會組織小城宣教團

隊」，誠意邀請你出席參加。 地點本拿比中信

中心麗晶廣場二樓，查詢電話604-877-8606 內

線242  Dorothy Ho。

溫哥華基督教潮語團契福音聚會

將於 3月21日 (星期六)下午1：00時在溫哥華

華人浸信會(7474 Culloden St, Vancouver)舉行

福音聚會。歡迎各界潮州籍人士多攜帶親友自

由參加。專題講座  :靈修;負責  :陳楚華;查詢電

話:604-839-8990(方太)。

中國神學研究院「生命之道查經」
十二先知(上)

三個上課地點：1. 溫哥華華人宣道會;2. 列治

文華人浸信會;3. 高貴林宣道會;上課日期 : 3月

至6月;網上報名：https://w3.cgst.edu/WOLP/;查

詢詳情：604-562-3728（曾簡苑華）。

中華福音神學院溫哥華學區
（國語授課）

課程: 一般書信 （二學分, 謝品彰牧師）;時

間：3月1日  （週日）6:00 pm-9:00 pm; 3月2-6日（

週一~週五）6:00 pm-10:00 pm; 3月7日  （週六 ) 

9:00 am - 5:00 pm; 

課程: 中國教會史 (二學分, 姚西伊博士);時

間:3月13日（週五）6:00 pm -10:00 pm; 3月14日（

週六）9:30 am- 5:30 pm;3月16-20日 (週一~週五) 

6:00 am -10:00 pm;

上課地點：信義會巴色崇真堂(2575 Nanaimo 

St., Vancouver);報名及查詢：李權德弟兄（778-

228-7382）;電郵：cesvancouver@gmail.com;網

址：http://wp.ces.org.tw/vancouver。

建道神學課程
《中國教會歷史》

講師 : 陳智衡博士（哲學博士，現任香港建

道神學院中國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中國文化

研究系主任，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課程內容：本課程旨在介紹基督教在華的

傳播歷史，並敘說基督教會如何在動盪的中

國尋索其自身的身分和使命,將集中在近代與

更正教部分。粵語授課。地點：本立比宣道會;

時間：3月30, 31日, 4月1, 2, 6, 7日(7-10pm) 及4月4

日(9:15am-5:30pm);詳情請與Walton Pang（604-

442-5990，waltonpang.abs@gmail.com）或Eva 

Wong（778–996–4015，evawongbac@gmail.

com）聯絡。

MOSAIC移民與難民服務免費活動

有為持工作許可證人士而設的英語會話小

組、長者會: 回春功和達摩十八式、氣功、編織

小組等等。MOSAIC是一個多種語言的非牟利

機構，全心全意為移民與難民提供安頓與融

入社會所需的各種服務。地址：5575 Boundary 

Road, Vancouver﹔查詢請電Carolyne Lee 604-

254-9626 ext 1010﹔傳真604-254-3932﹔電郵: 

clee@mosaicbc.org﹔網址：www.mosaicbc.org。

跨越社區服務中心
免費英文文法語句輔導班

目標群體:八年級到十年級學生; 時間: 逢星

期三午3:30-5:00; 地點：110 - 5751 Cedarbridge 

Way, Richmond; 報名電話: 604-366-6012。

免費小學四年級到七年級功課輔導班

目標:給予小學四年級到七年級的學生功課

輔導和人生導師; 時間： 6月8日前（逢星期一）

及5月28日前（逢星期四）下午3：30-5：00;地

點：110 - 5751 Cedarbridge Way, Richmond;報名

電話: 604-271-7600。

烈冶文基督教培英中心課程

1. 日常生活英語會話班 3月3日至4月23日 （

逢星期二，四）上午11:00-12:30。2.實用英語

班 3月4日至4月17日 （逢星期一，三，五）上午

11:00-1:00。3. 日用會話生字加強班 3月10日至5

月7日 （逢星期二，四）下午12:45-2:45。4. 英語

拼音發音班 3月13日至6月5日（逢星期五）下午

1:15-3:15。5. 英文口語加強班 3月13日至6月5日 

（逢星期五）上午9:00-11:00。

報名或查詢：604-821-1262

西雅圖福音中心免費學習班招生

1. 成人英語班: (a) 英文發音進深班：3/6至

5/15 (4/10休息)，週五下午1:30-3:15; (b) 英文發

音班：3/19至5/28，週四下午1:00-3:00; (c) 英文

會話班：4/1至5/20，週三上午10:30-下午12:15

。2. 兒童中文班 (六歲或以上)：3/7至5/30(4/4休

息)，週六下午2:00-3:30趣味漢語拼音班，2:45-

4:30中文初級班。 3. 新址感恩奉獻禮：4/4(六)

下午2:00，會後有茶點款待;地點：677 S King St, 

Seattle, WA 98104 206-624-0988。

從心開始家庭事工

從心開始家庭事工將於4/18至5/23舉辦爸媽

親子英文班，每週六早上10:00 至11:30。對象為

4至18歲孩子的父母，透過學習英語，幫助父母

與孩子溝通，藉著體驗活動與討論，學習正面

的教養方法，培養合作、負責和自律的孩子。

以國語和英語進行，同時設有兒童手工班。 

地點在西雅圖福音中心: 677 S King St, Seattle，

報名: fothfm.com/ba-ma-class，查詢:206-624-

0988。

《ICBC汽車保險新例》免費講座

由於ICBC最近進行改革，及調整保費，究

竟它何時生效？對現有及新的保單持有人有何

影響？折扣如何計算？又油價持續上升，那麼，

應該選購汽油車、油電車抑或電動車才是明

智之選呢？我們特邀相關的專業人士，為您娓

娓道來，俾能助您〝防止跌入〞這汽車保險新

例的陷阱中而招致極大的損失，與及提供〝慳

得就慳〞的購車導引。時間：3月15日下午2：30;

地點：溫哥華華人浸信會（7474 Culloden St., 

Vancouver）;報名及查詢604-325-6314或參閱網

址：www.vcbc.ca。

4月份單身基督徒團契的活動

內容：討論與人相處的溝通方式。時間：4月4

號下午2：00;地點：7487 19Ave. Burnaby; 報名電

話：604-575-0688 Sarah 或 604-239-0120 Lucy, 

或加入微信群 ywdsyh1357, 驗證信息請注明是

單身基督徒。歡迎主內單身的弟兄姊妹踴躍參

加。

菲沙崙教會粤語福音外展事工
『春季晵發課程』

簡介：透過一系列專題講座，給参加者提供

一個探索人生意義及信仰的機會;費用：晵發

課程費用全免，晚餐歡迎自由奉獻; 4 月 2 日 

至 6 月 25 日，逢星期四晚上 6 時 45 分 至 9 時 

30 分舉行;地點：菲沙崙教會 (3330 S.E. Marine 

Drive, Vancouver);報名或查詢，請致電教會辦

公室：604-451-5449，或傳真：604-451-5424

溫哥華華人宣道會各項活動

1) 溫哥華餐飲業團契（國/粵語）:內容：康

樂棋、乒乓球、像棋、足球機、電子遊戲、卡拉

OK、專題講座及茶點﹔對像：國/粵語餐飲業

群體。2) 國語讚美操: 逢星期三上午10：30至11

：45在本教會舉行,歡迎所有人士參加。3）啟發

課程  (國/粵/英語) ,內容包括: 晚飯、講座、甜

品、小組討論:逢星期二晚 6:30-9:00;地址：3330 

Knight St, Vancouver﹔查詢：604-874-7612。

慈恩紀念華人協和聯合教會
「關愛星期五」(粵/國語) 聚會 

 聚會內容:早、午餐供應、詩歌、祈禱、講道、

影音、運動、養生保健、分享等﹐有早餐及午餐

供應﹐歡迎任何有興趣的成年人士參加。時間:

逢星期五早上10:30am至下午1:30pm

3月6日:逆境自強：脫綑

3月13日:以諾遊蹤: 憑信起航

3月20日:聖經實地：耶利哥城

3月27日:啟示錄：以弗所

地址：3519Ca mbie街夾西19街﹔免費專車

接送:請依時在星期五早上10:10am在(登利維

街)協和門430 Dunlevy Ave & Pender前集合，

或自行坐公車(33、15、25) 或乘Canada line-

King Edward前來3519 Cambie Street & W19;電

話：604-876-7114。

溫哥華信義會新生堂免費課程
園藝福音班

導師：陳鈺祥先生(粵語);內容包括春日亭

園護理、善用廚餘、環保防蟲害、植物生理病

徵、肥料的應用、適時種植--瓜、果、豆、菜、

報春花、玫瑰、山茶、杜鵑、大麗花、薰衣草、

香草等等。費用全免，歡迎報名參加。時間：(

逢星期三)上午9:45至 11:45;地點：6215 Main 

Street (& E.46th Avenue), Vancouver;報名請電

(604)889-5783;查詢請電604-324-6110 與Ken 

Lau聯絡。

溫哥華聖樂團新樂季練習

逢星期一晚上七時半，地點在1920芬蘭教會 

(1920 Argyle Dr, Vancouver BC)﹔歡迎有合唱經

驗基督徒參加試音。查詢電話：604-200-0867

或登網頁：http://www.vancouveroratorio.org。

3月份恩雨之聲恩雨同路人節目簡介 

逢星期六下午7:00

AM1470 電台播出

本月會訪問來自溫哥華的鄧永威，他分享搜

「神」記，如何經歷神的帶領；又訪問成明道，

上帝如何帶領他走人生的路；鄧啟耀牧師分享

他的信主經過及中國文化；李時雄如何由律師

成為牧師，最後一周會分享前往ARUBA宣教

的經歷。請按時收聽恩雨同路人節目。恩雨同

路人更在澳洲、加拿大多倫多、卡加利、愛民

頓及美國三藩市播出, 詳情請電恩雨之聲 604-

244-3767。

三
月

中神研究院「生命之道查經」：十二先知(上)

1 日起 華福神學院溫哥華（國）:一般書信

15 日 《ICBC汽車保險新例》免費講座

27 日 中信小城宣教祈禱會

30 日起 建道神學課程：《中國教會歷史》

四
月

2 日起 菲沙崙教會：『春季啟發課程』

4 日 單身基督徒團契的活動

18 日起 從心開始家庭事工：爸媽親子英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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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雅

王小洪

止息瘟 疫
的 秘 訣

遙言・謠言

洪順強牧師

現今通訊軟件很多，信息

傳遞的速度是以秒計

的。有一次我和先生在住家附近散

步，遇到了可愛的黑熊，就用手機隨手照了幾張熊熊的

倩影，從臉書帳號發佈出去後，不一會兒先生和我住在

澳洲、美國、加拿大和臺灣的親朋好友們紛紛按讚，相

隔千萬里的人似乎近在咫尺，且幾乎沒有時差！

同樣地，若在社交平臺發佈新鮮事，很快地這信息

會被轉傳出去，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不管

這新鮮事是真或假，總是有人會不察，隨手一按就轉

傳到自己的各個社交群裡。有時原本是沒有根據的事，

數小時後就成了熱搜的話題。有些人收到帖子後，自行

消化，將帖子加上「註解」，加油添醋後轉傳出去，結果

「被加工」傳出去的信息與原本發言者的原意相差甚

遠。

亂傳話的後果有時是不堪設想的。想當初，耶和華

神明明白白地對亞當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

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世記二16-17)，夏娃卻用

自己理解的方式，加油添醋地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

子，我們可以吃；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

『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創世記三

2-3)

「不可吃」變成「不可吃，也不可摸」！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

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創世

記三2-5)

哇，原來蛇看出夏娃希望自己像神一樣知道善惡喔？！

結果怎樣？夏娃不僅吃了，還給在一旁的丈夫亞當吃！

兩人吃完當下「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

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做裙子。(創世記三

7)

亞當和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死了沒？似乎沒

有，但他們的靈與神隔離了，成了「活的死人」！

如果我們是亞當和夏娃，當聽到蛇對我們說當如何如

何便能「如神一般」時，我們會如何回應呢？

最近「新冠病毒」疫情嚴峻，而且網路上流傳的不實

留言氾濫，引起很多揣測與議論，甚至是恐慌。現在互

聯網很便捷，找資訊也相對簡單快速，所以懇請弟兄姐

妹們在轉發帖子之前「先求證」，消化後再轉發。「謠言

止於智者」！

這世界已經夠亂了，求神憐憫赦免，保守賜智慧，讓我

們能用神所賜的智慧，幫助自己，也幫助別人平安渡過這

「非典型時期」，且不要在不知情下，成為傳播錯誤訊

息的主體。

過去 幾 個 月 世 界 各 國 人

心 惶 惶﹐因 為 害 怕 不知

道 甚 麼時 候 2 019 冠 狀 病 毒（簡 稱

COV ID-19）會侵襲到自己地方的

人、家人甚至自己。很多地方的口罩

供應短缺﹐到處都有人不斷採購﹐

有人竟因為排隊買不到口罩時哭起

來﹐世界頓時好像昏暗起來﹐人失去

了內心的平安。然而﹐主耶穌在二千

年前曾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

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

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聖經約翰福音14:27

） 過去至今千千萬萬的人因耶穌所

賜的得到平安﹐為甚麼二千年前的

耶穌能帶給世人平安？請看以下分

享。

耶穌是 神與人同在

神所創造的天地在起初時是十分

和諧的﹐沒有病毒、沒有災難、沒有

痛苦與死亡。聖經說：「　神看著祂

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創世記1:31

） 但當人類的始祖不聽 神的話﹐離

開 神去滿足自己的私慾而犯罪後﹐

世界就變得不和諧。始祖當時知道

自己的過犯後躲避 神﹐聽見 神的聲

音就害怕﹐從那時候開始人感受到

沒有平安。為甚麼？因為人離開了生

命的源頭﹐人與 神因罪有所阻隔﹐失

去了 神的同在。沒有 神的同在等於

失去了安全感﹐ 神愛人把人放在伊

甸園裡﹐本來受到 神同在的保護看

顧﹐但人離開了 神的安全網﹐於是

人感受到不平安。

人無論在任何的環境中都需要有

依靠﹐創造主（ 神）本來是人最好

的依靠﹐因為祂是無處不在、無所不

知、更是無所不能的 神。人離開了祂

後卻去找不同的假神去信靠﹐羅馬

書1:23說他們「用必朽壞的人、飛禽、

走獸和昆蟲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

壞的 神的榮耀。」且看今天世人不

敬拜獨一創造主﹐拜神拜到滿天神

佛可見﹐結果是沒有找到真正的平

安。聖經給人一個很重要的出路﹐約

伯記22:21說：「你要認識 神（真神）

，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但

如何能夠認識真神？真神是無限的、

是屬靈的，是我們看不見的。

耶穌的出現就是答案﹐聖經介紹

祂說：「祂是 神榮耀的光輝，是 神

本體的真象，常用祂大能的命令托

住萬有。」（希伯來書1:3）又說：「祂

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存在。」

（歌羅西書1:17）約翰福音1:1直接介

紹祂說：「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

道就是 神。」耶穌就是真神﹐是大家

從新約聖經的開頭四卷福音書可以

認識的﹐祂竟然曾經正如祂的門徒

約翰所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

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

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

即 神的本質）的榮光。」

舊約聖經多次多方的預言耶穌的

來臨﹐主的使者報喜訊說：「必有童

女懷孕生子；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

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 神

與我們同在」。）」（太1:23）耶穌是 

神、祂要與人同在﹐人有了 神的同

在就有平安。耶穌說：「我留下平安

給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

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

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約翰福音14:27）因為耶穌是 神，才

能說出這樣的應許﹐世界雖然動盪﹐

但祂仍然在掌管。雖然我們不明白

COVID-19是怎樣發生的﹐但追溯創

世記的源頭﹐始終是因為人出了問

題﹐ 神吩咐人好好「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

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1:26），人卻

使到這個世界被污染﹐人的免疫能

力也因此被降低﹐故此世界便比較

容易產生病毒及有人被它感染﹐人

也沒有平安。

耶穌得勝了死亡

也許你會問：耶穌如果是 神與人

同在﹐為 何祂並沒有消滅細菌、苦

難等不好的東西？有關問題﹐大家可

以到真理報網站www.globaltm.org

的“問得好”專欄看看其中解答﹐這

次解答是特別針對人為甚麼沒有平

安的。

聖經羅馬書5:12說：「罪藉著一個

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所以

死就 臨到所有人。」人失去了真神

不單失去了安全感﹐更失去了生命。

聖經說：「罪的工價就是死」（羅馬

書6:23），始祖把死亡的基因帶進人

類﹐人面對死亡就沒有平安﹐因為人

害怕死帶走了自己所愛的一切﹐包括

財產、親友、技能、成就、配偶兒女

等。還有﹐人也害怕在死之前要面對

各種的痛苦﹐無論是肉體的痛苦、心

靈的痛苦都不是好受的。

然而﹐耶穌曾對門徒講論祂會為

人預備天家（即天堂）﹐會差派 神的

靈來安慰人﹐叫信靠祂的人不用怕

也不用憂愁﹐祂並且說：「 我將這

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

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

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翰福音16:33）歷史的耶穌的確已

經勝了世界﹐祂雖然被冤屈受害受

死﹐但祂死後三天復活了﹐祂得勝了

罪惡與死亡。祂曾說：「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

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

死。你信這話嗎？」（約翰福音11:25-

26）人只要知道死後可以到天堂去﹐

在地上盡管要面對種種苦難，但那

都是暫時性的﹐總會過去﹐這樣人

因不怕死亡，就有平安。其實﹐即使

沒有信仰的人﹐當他們不怕死時﹐甚

麼都不怕﹐內心也會有一定的平安。

如今耶穌能 帶 給 信 靠 祂的人有永

生﹐這豈不是更使人有把握去面對

COVID-19嗎？我們當然希望這次病

疫盡快能被控制﹐也不希望有更多

的人因此而死﹐但人如果沒有耶穌

所賜的永生﹐即使病好或者是沒有

病﹐人仍然是要面對不同種類死亡

的威嚇﹐結果都是沒有平安。

親愛的朋友﹐聖經福音書中提及

有關“永生”的經節有幾十處之多﹐

人生命的寶貴在於其永恆性﹐問題

是死後去哪裡？耶穌十分看重人得

永生﹐耶穌說：「我又賜給他們（信

靠祂的人）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

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約

翰福音10:28）祂要人得永生，永遠與 

神同在﹐而不是永遠與 神隔絕，死

後最終到地獄去。祂愛世上每一個

人﹐希望人能夠悔改歸向 神，接受 

神救贖的大愛。約翰福音3:16-17說：

「 神愛世人，甚至把祂的獨生子（

耶穌）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

至滅亡，反得永生。因為 神差祂的兒

子到世上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

是要使世人藉著祂得救。」你得救了

沒有？信耶穌的人仍然要盡力去防

疫去救災﹐但卻不怕病毒的入侵﹐因

為心中有真正的平安！

耶穌為甚麼
能帶給世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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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同釘十字架
（受難節有感）

主說：我為你死在十架上，
你卻不肯為我餓一頓飯...
我說：主啊，餓的滋味已不好受，
您卻為我去嚐了死味？ ！

今天是受難節，
我在靈裡與您相交...
您邀我同行在聖城的“苦路”上，
背負著您量給我的十字架...

走完 “苦路15站”，
我丟掉我的十字架，
被死亡的恐懼嚇跑！
您在十架上輕喚我...
我抬頭驚嘆：主啊！因何您要為我受死？ ！
主說：今天被釘的是我和全世界基督徒的 ”老我“
今天和我同死的是全人類的罪！

當主耶穌說 ”成了“的時候，
我跪倒在十架前哀哭...
當主耶穌嚥氣，幔子裂開，
天陰降下雷雨之時，
我哭喊：主啊！我願我的 ”老我“ 死不復還！
主啊！我願我的 “新我” 三日內與您一同復活！ ！

油畫: 馴服的小羊（尹麗婭 作）

單傳航

新疆基督教史
兼地區簡史

七、宣教進行曲第一樂章結束

接續上期3、巴富羲醫生的故事

編者按：從《新疆基督教史—

兼地區簡史》中，細心的讀者

可以看到基督教由西向東，最

終傳播到東亞的“足跡”，是

對“中國基督教史”非常寶貴

的補充。作者以嚴謹的史學

論述方式附有大量詳細腳註，

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得不予

省略，需要作深度研究的讀

者可去原文網址查核：中國基

督教理學協會http://www.

ccta2009.com

圖3-30 麥籽落在地裡 巴富羲的侄孫

Philip Fischbacher 攝影提供

左圖3-28 右圖3-29 瑞典宣教團體翻譯的喀什噶爾—維吾爾語《聖經》，

1950年開羅出版

1939年，從南疆撤到印度的瑞

典宣教士們在工作的同時，表

達了返回新疆工作的決心。他們認

為，“宣教委員會應該專門留出幾

年的時間，看是否有機會讓曾經在

東突厥斯坦工作過的宣教士們返回

去。”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選擇在印度

的邊境地區工作，就是為了將來能

夠方便返回新疆。

[176] 此時，瑞典宣教士們仍然在

印度繼續進行著一項重要的工作：

喀什噶爾維吾爾語《聖經》的翻譯

工作。在 新疆的時 候，在最初《聖

經》維吾爾語版本翻譯的基礎上，

瑞典宣教協會委任通曉希伯來語、

希臘語、阿拉伯語和維吾爾語的兩

位在喀什的瑞典宣教士，古斯陶・阿

爾伯特（Gustav Ahlbert）和奧斯卡・

赫曼森（Oskar Hermansson），共同

承擔翻譯整本聖經的工作。1938年，

在兩次大迫害的間隙，已經在莎車

被判死刑的奧斯卡・赫曼森成功逃

離，歷 經 風 險，將 整本《聖 經・新

約》譯本帶到印度。

前面提到過，最後三名瑞典宣教

士是於1938年8月撤離進入印度的，

其中就包括另外一名聖經譯者古斯

陶・阿爾伯特。1943年，阿爾伯特去

世。此後，在語言造詣相當深厚的維

吾爾族基督徒那耳・路加博士（Nur 

Lu ke）的大力幫助下，赫曼森繼續

翻譯聖經的工作。1946年，在赫曼

森的監督下，聖經公會出版印刷了

整本維吾爾語聖經（採用喀什噶爾

書面語言，瑞典宣教士稱為東突厥

語《聖經》）。鑒於無法回到新疆，

瑞典宣教士們希望這些《聖經》，能

夠通過漢族基督徒們在新疆境內發

送。[177]

[178] 1943年，在印度滯留的瑞典

宣教士們接到來自新疆的信，告訴

他們新疆的旗幟已經由“紅五星”

換回“白日”了，美國和英國已經在

迪化設立領事館。上面我們提到，

這時盛世才已經開始投靠南京中國

政府，公開反蘇反共了。蘇聯人被趕

走，中國共產黨人被處死或囚禁。信

中還說，政府已經規定基督教的星

期天為法定休息日，而不是伊斯蘭

的星期五。看來，形勢一片大好。於

是，有宣教士寫信給瑞典宣教總部，

建議派遣宣教士重返新疆。

[179] 1946年夏天，奉瑞典宣教總

部的差遣，瑞典宣教士莫恩（Moen）

和羅本茨（Roberntz）前往新疆，考

察重新回到新疆宣教的可能性，這

次考察於1947年夏天結束。他們所

帶回來的消息有好有壞。最壞的一

條消息是，宣教士們重返南疆的希

望渺茫﹔而最好的一條消息無疑是

令人驚喜而感到意外的，那就是，漢

族基督徒開始在烏魯木齊、哈密等

地建立教會，並積極地從事宣教拓

展活動。

[180] 1946年12月，在美國駐迪化

（烏魯木齊）領事館的幫助下，莫恩

和羅本茨獲得許可前往喀什噶爾考

察。故地重游，感慨不已。他們看到

的是，四處宣教機構駐地已經成為

廢墟，殘留的房屋成為倉庫或者兵

營，宣教機構的財產被破壞或沒收，

最值錢的印刷廠已經被當地政府使

用。宣教士個人的大部分財物也是

如此結局，只有少部分存放在英國

領事館。（注：英國領事館同時還充

當瑞典領事館。）

[181] 兩位宣教士向喀什噶爾政府

提出，希望能重新在這裡開展宣教

工作，被完全拒絕。不僅如此，那位

喀什噶爾地區的行政長官是維吾爾

族，已經連任20年了，極端仇視基督

教宣教工作。他還在此時誣告兩位

宣教士，導致省政府發電報命令莫

恩和羅本茨立刻返回迪化。經過兩

人的要求，新疆政

府主席張治中將軍

許可他們從南疆離

境，穿越喜馬拉雅

山脈 進 入印度。他

們向瑞典首都斯德

哥爾摩的總部匯報

說：“ 如 果 政 治 形

勢不 改 變，回來是

沒有用的，而 政 治

局勢變好的可能性不大。”

面對這樣的現實，感嘆半個世紀

的宣教成果被連根拔出，宣教士們

實在難以接受這樣的現實。宣教機

構的秘書帕耳瑪爾（Palmaer）表達

了他們共同的心聲，稱這是“上帝奇

怪的安排”。[182] 他們都無法理解，

也不明白上帝的計劃和安排，只是

痛心疾首地在問：主啊，這是為什

麼？

上帝很快就讓他們看到了上帝的

答案。就在兩位宣教士離開喀什噶

爾之前，1947年春天，他們收到了一

封來自陝西省鳳翔縣“西北聖經學

院”的信，信封上寫著：“喀什噶爾

瑞典宣教機構負責人收”。[183] 信

中說：

“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學院的一些老師和學生
已經感受到了主的呼召，並組
建了‘遍傳福音團’，目的是將
福音傳到東突厥斯坦和中國西
部其它地區。經過幾年的禱告
和準備，我們發現派出首批宣
教士的時候到了。這個夏天（
指1946年），已經有兩位年輕
弟兄出發了，現在已經到達青
海省。我們希望元旦後能夠派
出一些年輕的姊妹，預計明年
（指1947年）六月有一組人能
夠到達喀什噶爾。”

可想而知，這封信對此時充滿失

望的兩位 瑞典宣教士 是 何等的鼓

勵。但是，從此以後，瑞典宣教士們

再也沒有聽到這些中國宣教士們的

消息。[184]

這樣，基督教在新疆宣教的接力

棒，傳遞到了中國漢族教會的手中。

安吉



每一天的信靠
不知 不 覺己

經 來 到

2020年的三月。在過

去這兩個月裡，我學到了一個很好的

功課。

因為我有一星期走三次森林的習

慣，所以對天氣的變化很在意。我

們都希望在晴天時健行，不然健行

完一身濕漉漉的很不舒服。所以我

幾乎天天都在看氣象報告。

溫哥華在今年一、二月的氣象報

告總是令人失望，下雨，下雨，再下

雨，沒有一天是晴天。但是非常奇

妙，每一次 到了要 健 行時，不但無

雨，還有陽光。健行之後，太陽公公

也收工。

再回去看氣象報告時，跟昨天報

的又不一樣了。彷彿天父要我學習

一個功課，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

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楊主編要退休了，我也要跟他一

起從《真理報》退休了。他希望我寫

一些感言，我很感謝當年被邀請，參

與了這個文字事工；也很高興可以

暫時在這方面休息，因為我還有其

他的文字事工，有時忙起來真的不

知道要寫什麼。

《真理報》的稿子有截稿的時間，

每次我就在算楊主編何時才上班，

我就可以拖到那天才交稿。他休息

到週二，我有時就在週二的半夜寫

完寄給他，這樣他週三上班就可以

收件，我也算完成任務。

寫文章最痛苦的時候是不知道要

寫什麼。平時覺得什麼都可以寫，好

像順手拈來就是一篇文章；但是一

坐下來，那些想法都不翼而飛。還

好這是服事，沒有材料就向“上級”

要—禱告，是寫作的中心。因為我希

望知道天父要我寫什麼，而不是我

想寫什麼。有時候聖靈感動的，我

還不想寫，因為有時覺得太私人了。

但是只有一個感動在那裡，不由得

我不寫，順服之後就很容易了。

服事，是一種學習。一是學習聆聽

神的聲音，二是對自己的挑戰。有時

幫主編墊一下英文稿，還要負責翻

譯。年輕時很喜歡這樣的工作，可是

年紀大了，有時己經感覺很累，還是

要硬著頭皮，把答應的事做完。所

以，可以從這個工作上退下

來，真是神的恩典。

也為《真理報》的轉型感

謝神，每一個時代都要迎合

其趨勢。不說現代人的閱讀

型式都在電腦或手機上，興

趣也在變，要想辦法在這個

不喜歡閱讀的時代把福音

用文字傳出去，真是一個很

大的挑戰。願天父賜下智慧

和感動，讓文字事工可以成

為一代又一代人的幫助。

人生的路就好 像每天的

天氣一樣，有時候讓你沒得

選擇，但是天父知道我們的

需要。以前我經常要為天氣禱告，求

神賜下好天氣。現在不為這事禱告

了，在天父的訓練之下，我己經全然

明白“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

詩138:8)，神所求於我的，便是每一

天的信靠。在收工之前，與大家共

勉，因為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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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盧美馨

舟子

青少年精神病患與醫療助殺

加拿大聯邦政府於2016年

6月通 過 醫 療 助 殺 法 案

C-14，英文為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簡稱為MAID。接受醫療助

殺的資格是必須滿18歲、有政府醫

療保健計劃、能自作決定、其病情或

傷殘狀況不會轉好或復原、並可合

理預測病者是瀕臨自然死亡。此外，

法案通過時留下條款，乃司法部長

及衛生部長要展開獨立檢討覆核以

下三項，以作出研究，報告要於法案

獲皇家蓋印正式生效後第五年之始

（即今年六月）交與國會兩院委員

會覆核，由委員會再推薦國會。這三

項是：(1)容許病人預先簽署助殺同

意書、(2)為精神病患者施行醫療助

殺、(3) 為成熟兒童施行醫療助殺。

另一方面，魁省一名傷殘人士認

為 助 殺 法 例 過 嚴，以 違 反 人權的

理由向法庭作出挑戰，去年九月魁

省高等法院為此案作出裁決，以法

例規定病人必須在「可合理預測正

瀕臨自然死亡」（natural death has 

become reasonably foreseeable）才能

接受醫療助殺屬於違憲，法庭給與

政府六個月時間決定是否上訴。但

總理杜魯多於1月13日宣佈決定接

受法庭 裁決，不會上訴，司法部長

David Lametti亦表示會在六月前對

醫療助殺法案作出更大的修改。聯

邦政府對此進行網上民意諮詢，諮

詢已於 1月27日截止。

據CTV News報導，由2016年法案

通過至2018年底，已有7,949人因醫

療助殺死亡，現在政府又要考慮把

成熟兒童和精神病患者加入有資格

接受死亡的行列，到時加拿大會因

此失去多少無辜枉死的生命將是難

以估計。即使現在法例還未修改，

已有質疑在醫療助殺下的枉死者，

一名卑詩省智利域精神病患者Alan 

Nichols被兩名醫生注毒死亡就是一

個令人心碎的例子。

Alan Nichols 十二歲那年因為割

除腦部良性腫瘤而失去聽覺，後來

患上了憂鬱症，可幸在藥物治療下他

可以完成學業，並維持工作。Alan一

向與父親同住，他的生活起居亦由

父親照顧，但自從2004年他的父親

離世後，Alan的生活也開始出現問

題，Alan停止服藥，情緒有時不受控

制，因為他喜歡獨居，他的兄弟就每

星期來探望他，給他買食物等日用

所需。

去年6月16日，鄰舍見他閉上窗簾，

久不出外，於 是 通知警方，警察入

屋發現他十分瘦弱、缺水和神智混

亂，於是把Alan送進智利域醫院，

並通知他的兄弟。Alan初期要求出

院，但他的家人認為Alan留院治療

比較適合，然而想不到在7月22日，

他們接到醫院的電話，通知他們四

天後醫院醫護人員會為Alan安排醫

療助殺，消息突然而來，猶如晴天霹

靂，令他們無法接受。據Alan家人指

出，院方並沒有告訴他們作此決定

的原因，縱使他們苦苦哀求，卻制止

不了，因為已有兩名醫生為Alan作了

評估，一名是心理醫生、一名是精神

科醫生，他們認為Alan理智清醒，可

以自己作此決定，Alan的家人多次

追問，醫院卻以私隱為理由拒絕讓

他們知道Alan的醫療記錄。

根據現有法例，接受醫療助殺的

人必須患上嚴重病患，情況變壞不

能逆轉，身體和精神痛苦無法用其

他方法減輕，並瀕臨可預知的死亡，

而且病者必須思維清晰可做決定，

家人不得干預。但Alan的家人表示

Alan並不合符這些標準，他非瀕臨

死亡，也非頭腦清晰可自作決定。

但無論他們怎樣為Alan爭取存活的

機會，院方都不理會，結果，在7月26

日早上十時，Alan的家人看著醫療

人員為Alan注射了三針毒物，就把

Alan的命取掉了！認識Alan的家人

和鄰舍都知道Alan是思覺失調不能

自作決定，但兩個不認識Alan的醫

生卻由Alan作出這個死亡的決定。

再回看今日，小杜的自由黨政府正

是要向社會中一些最須要受保護的

人：就是兒童、精神病患者可自己作

出死亡的決定，想起來怎能不令人

心寒？

根 據 加拿 大心理衛生 組 織的 數

據，加拿大每年在五個人中就有一

個經歷精神問題或病患，精神病一

般發病期是在13 – 30 歲的青少年

階段，而精神病者中很多都有自殺

輕生的念頭，這病癥在患抑鬱症的

人中最為普遍，自殺佔死亡個案的比

例是：15 - 24歲佔24%、25 - 44歲佔

16%，少年至中年期的死亡個案中，

自殺是首要的死因。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精神病是可以治療和有機會康

復的，只要家人、朋友或病患者能及

早發現，令病者盡快求診。越早開始

治療，病者對藥物的療效會有較好

的反應，也康復得更好更快，青少年

可以漸漸恢復學習能力、或投入社

會工作，有些甚至可以組織家庭。（

請參考Early Psychosis Intervention

網頁）

    青少年成長要面對很多的挑戰，

對於身體精神有病患的青少年更不

容易。我深切盼望從政者能仔細研

究這些數據，以致在這方面有更深

入的認識，能把資源投放在精神治

療與預防，例如：增加心理精神健

康的醫療設施，培訓更多精神科醫

生、醫護人員和各類治療師，加強學

校輔導員及教師在精神健康上的知

識，也在這方面教導學童對心理衛

生有正確的觀念。政府應該做的是

全面防止自殺，而不是為思想未成

熟的青少年或兒童、情緒不穩定的

精神病患者及有自殺傾向的人提供

醫療協助自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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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三國古文明探秘
阿根廷 - 巴西 - 秘魯

2020年12月1日
(13天)

遊覽阿根廷首都【布宜】感受「南美小巴黎」的市内氣息
● 暢遊巴西熱情之都里約熱內盧，漫步於世界聞名的
    科帕卡巴納海灘
● 登峰世界七大奇景的巴西里約之耶穌山及面包山
● 暢遊世界三大瀑布之一 - 伊圭蘇大瀑布(阿根廷、巴西
    兩邊不同景觀)、參觀世界第二大伊泰普水電站
● 遊覽世界七大奇景印加帝國遺蹟 - 空中迷城馬丘比丘
● 特別安排乘坐印加高原列車，一路熱帶雨林風景讓您嘆為觀止
● 獨家安排住宿天空之城”馬丘比丘”溫泉小鎮一晚, 
    有充足時間觀賞世界奇景!

以色列: 跟隨主耶穌腳蹤, 印証聖經史實!
           登上五大聖山. 加利利遊湖. 在花園塚守聖餐. 
           走十架苦道. 死海暢泳

約旦: 三大奇景: 騎馬進入七大奇景之一的 皮特拉古城
                        乘坐吉普車風馳南 沙漠月亮谷
                        走進1000多年的 格拉森古城 探秘
                        在 尼波山 遠眺迦南, 安曼城堡 遠眺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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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霖

非理性思想六十九:

喜樂不分富或貧

上期說到「復和是條雙程

路」,充滿正能量的人願

意先行出一步,釋出善意,為的是讓

彼此關係更和諧,更加造就雙方成

長,不要讓過去的傷痕成為阻礙關係

發展的絆腳石。充滿正能量的人,在

自己的人際關係當中會有積極的流

露,也會顯現於生活上的實踐,例如在

工餘時間當義工,運用自己的知識、

時間或金錢,回饋社會上較為弱勢的

一群。 

筆者有機會參加在溫哥華一福音

機構主辦的「危疾關顧訓練課程」,

之後參與實習探訪,觀察到有不同原

因導致的傷殘病患者的處境,當中有

不少的病是無法根治,終身需要接受

治療。每個人都有不同故事,聽後多

少總有一些傷感,問到何以會發生在

其身上。當然,沒有答案,或是說沒有

人能夠給予滿意的答案。苦難,有誰

可以解釋它何以會出現在這人身上?

然而,令筆者難明的,是這些處於人

生逆境的承受者,他們卻仍然是每日

安然度過,平淡中感到平安。

原來有人探訪和無人探訪的心情

感覺差別很大。知道將會有人來探

時,早兩三天前已經有預備,或是梳洗

整理儀容換靚衫,甚至事先張揚告訴

家人院友或職員,因為有人來探訪所

帶來的喜悅的期待,是沒法用金錢衡

量的。事實上,若那位院友經常有訪

客,他也會受到職員更多關注,無形中

也受到更多的關顧,困難也有機會處

理解決。最令筆者感動的,是在探訪

時雙方的傾談、問候、交流,提供資

訊,或是分享個人經歷,就是一個互

動互相施受的過程(a mutually give 

and take process),不一定是探訪者給

予對方甚麼好處,很多時更是被訪者

給予的鼓勵。探訪所帶來的喜樂,不

是用金錢多少來判斷,喜樂不分富或

貧。

人 若是 跳出自我中心, 放眼去看

周圍的人,會看到「比上不足,比下有

餘」,若能把自己小小力量去扶助一

個人,已經是對那位的大鼓勵。正如

聖經有說,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

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

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我相

信正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一句良

言,使心歡樂,得到安慰。若能做到彼

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眾人得

益,社會和諧。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

事,也要顧別人的事。盡量去勉勵灰

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施與受皆得

到好處。

一位前公關一 哥退而不休,為晚

期病危者圓臨終願望。據HKET（香

港網報）於2020年1月29日的報導,曾

是香港迪士尼的公共事務掌舵人盧

先生,三年前已屆64歲的他決定在職

場上全身而退,因想趁有時間及精力

幫助有需要的人,他用150萬元的退

休金,在2018年成立了「基督為本基

金」,主要服務晚期病危人士,完成在

世最後心願。

原來這個決定是源自他在迪士尼

工作的體驗：他見到有些病童來樂

園探訪卡通人物,他們來到時面帶病

容、精神一般,但當他們見到米奇老

鼠、高飛狗等,面上即流露燦爛笑容,

十分開心,好像忘記病痛,當他們離

開時面色紅潤,精神抖擻。他覺得好

神奇,所以決定為病者做一點事。基

金成立至今,已為40多位晚期病危人

士圓夢。其實人在臨終時,金錢已變

得不重要,反而他們只想跟喜歡的人

相聚,願望就是這麼簡單。能夠為臨

終病患者提供一個心願得償的機會,

不單使病者開心,更令其家人親友有

個難忘的美好時刻,彼此同得安慰。

盧先生的「基金」行動,激發起漣漪

效應,帶來臨終者更多喜樂回憶,也

是正能量的擴散。

筆 者在 數年 前 有 機 會參 與一 個

「生命禮讚派對」(life celebration 

party),是為一位患上罕見絕症的少

年,在臨終前舉辦一個派對。那位醫

務社工聯繫各界親友及社會人士到

場見證慶祝,特別邀請數位消防隊員

喬裝星球大戰角色,場地也滿佈星球

大戰道具裝飾,讓那位星球大戰粉絲

少年圓其心中夢想,和星球勇士合照

開派對。那日,我的既為他開心喜悅,

感覺到很多人對他的關懷愛心,但同

時又眼淚盈眶。內心的喜樂與哀傷

並存的感覺,至今難忘。我感覺到,那

少年當時是喜樂蓋過病痛。那個生

命派對,不單令那少年喜樂,他的父

母家人被支持關顧,更令每位與會者

皆感受到人間有愛,充滿正能量。

正能量不是神秘或神奇力量,而是

每人都有的,就是把人的善良本性發

揮出來,猶如燃燒著的燭光,照亮身

邊人,增添喜樂,減少怨恨。我們每個

人每日都可以由美麗笑容開始,熱誠

的眼神,自然的打招呼,合宜的支援,以

至參與義工行列,捐贈物資給更有需

要的人,成立基金作更長久有計劃的

支援,等等,都是正能量的表現。期盼

各位讀者都繼續在不同崗位上發揮

正能量,光照我們的城市,暖化每個人

的內心。

香港歌手許冠傑有一首歌曲「

快樂」最能表達此種正能量情,

特別與大家分享:

快樂是陽光普照的清晨快樂
是流水美妙的音韻

快樂其實分分鐘把您等只要您識得點去搵

快樂是尋找天際的星辰快樂是回憶沙灘的足印

快樂其實邊一位都有份不管您是富或貧

朋友愛父母恩,每刻溫暖在我心

豁達滿足仁愛施恩快樂便常共您相親

快樂是離開都市的煙塵快樂是回家往浴缸一浸

快樂是一首好歌嘴裡哼一張晚報一杯香檳

快樂是賢妻給我的精神快樂是兒子親暱的一吻

快樂長伴我這一生皆因我是快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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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維溢

謠言與肺炎病毒

新冠肺炎疫情籠罩下的本地華人商場格外冷清

最近一個月，因為新型肺炎病毒禍及

全球，引致關於病毒擴散的謠言滿

天飛。當中受害的，包括大溫哥華地區一間酒

家，被人大量在手機的社交媒體上廣傳(筆者

也親手收到)，告知它因為疫情的影響而結業。

幸而，主流和中文的傳媒都給予援手，為該酒

家當天闢謠，盡了他們的職責，盼望這樣闢謠

能夠有所補救吧！

其實在過往一個月，整個加拿大都有不少

人曾經辯論:究竟疫情在加國有多嚴重?我們在

公眾地方是否應該帶口罩?不過，我在這次專

欄想談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在心態上面對肺

炎疫情，以及在實際上如何處理種種的相關資

訊?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在準備去台灣三

個星期的旅程，所以當你讀這篇專欄時，我本

人已經身在台灣作一些教會事工。早前三個

星期，我和妻子多次為這次旅程祈禱，藉此聆

聽上帝的聲音。感謝主，我倆都得到平安的應

許，讓我們期望自己的信心能夠鼓勵和教導當

地基督徒面對現今的疫情。於此，我也希望如

下的分享能夠激勵讀者們，並且使讀者能經

歷內心的平安。

談到疫情，我們不能不思想16世紀開始的改

革宗神學所高舉的上帝權柄，正如舊約(民數

記、撒母耳記、詩篇)記載:疫情可以是上帝允

许的，如果病毒蔓延不止，基督徒相信上帝有

更高更美善的心意，不會因此埋怨上帝「袖手

旁觀」而離開祂。疫情的正面作用是讓信徒能

夠因為真心信靠神的權柄而安心，好像使徒

保羅在《腓立比書4:6-7》指出的「出人意外的

平安」，這是因為信徒懂得上帝透過聖經《诗

篇90:12》揭示個人壽命的奧秘：「求你指教我

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

心。」

疫情使我們反省、檢討自己過去的人生歷

程，重新肯定繼續活下去的人生方向，而不是

只祈求過以往那種正常生活。撒旦很希望人們

被恐懼所捆綁而失去了仁愛、喜樂、和平，但

上帝的心意是叫疫情使人們回歸祂的路途而

看到永生，上帝的心腸與撒旦的是截然不同

的。

我祈求這次疫情使中國人明白、實際領略基

督的真和愛，無論是對信了主或者還未信的人

而言。

論 到實際 上處理關於肺炎病 毒的種種資

訊，有三方面值得讀者大家思量。

第一，我深信上帝的心意是帶人們脱離、厭

棄世俗的虛假，叫人們追求和重視真相，以致

不惜一切努力，去了解病毒的起源和整個疫情

爆發的來龍去脈。不是由於要「秋後算賬」而

懲罰一切須要負責任的人事，乃是藉此避免和

控制將來再會發生同樣疫情的可能性——求

真是任何事上應該抱著的負責任態度。

第二，疫情迫使我們在實際生活，特別在飲

食喜好上遵行神的教導。例如聖經《利未記》

第十一章很清楚警告我們不要隨便吃某些生

物，無論是陸上動物、水裡生物、空中飛鳥。吃

者不單是「自討苦吃」，更可能禍及無數的其

他人。這次疫情的起因，雖然還沒有鐵證如山

地證明起於吃了野味(蝙蝠)而是據稱武漢P4病

毒研究實驗室的意外，恐怕這疫情的真相甚至

幾年內也難確實，但2003年香港的SARS「非典

型肺炎」疫情，很多人得到的訊息使他們相信

病源是由吃野味引起。而且，很多人曾經因吃

過奇怪的野味而生病，導致感染其他人也同樣

生病，這是不爭的事實。那些沉迷於追求新口

味享受的人，值得檢討自己這種「特殊嗜好」，

不應該再累己累人，為人類的幸福著想吧!

正如聖經多處警告，人們很容易追求某些慾

望。所以，上帝借用疫情來破壞罪的慾望：驕

傲、貪婪；內心的、眼目的、口舌的慾望。在上

帝眼中，這些都是罪。

第三，疫情可以成為榮耀基督的見證機會，

因為基督徒無論身在任何處境都可以傳揚和

彰顯神的美意。筆者最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

在中國大陸，有些基督徒在街頭上與一些陌生

人談話，兩方面都戴著口罩來談論關於信耶穌

的事，特別有意思。盼望這次街頭經歷，令這

些被傳揚福音的聽眾心裡建立了信仰里程碑，

是明白聖經所講之永生的起點吧。

惟願這次COVID-19肺炎疫情也成為全球華

人基督徒見證神榮耀的好機會。大家在這議

題上請多祈禱，求神彰顯祂的榮耀，好讓基督

徒不是與其他人一樣，只困於恐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