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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無際愛也無涯
		 	——開放講堂開講了
鄭媛元博士 
溫哥華短宣中心代總幹事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
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
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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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起講堂，想起《後漢書·翟酺傳》：「光
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
堂，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今年的七、
八月暑期，溫哥華短宣中心舉辦「福音無際
愛無涯」開放講堂，同樣有感於海外的華人
基督徒及教會，在疫情中傳福音和宣教上的
舉步維艱。神憨吾孤弱，奇妙預備了八位博
士牧師學者，雲集講堂，通過對歷史和文化
的神學透視，讓神在祂的百姓中間復興信
仰，在宣教中去經歷神的非凡作爲。

開放——傳遞與接納中彼此相遇，因著「福
音」，也因著「愛」，在基督裡，無遠弗
屆。短宣中心將以往收費的佈道進深課程，
完全免費地向所有渴慕真道、有宣教負擔的
弟兄姊妹們開放，因爲我們知道這樣的信息
是被需要的。八位對宣教歷史和中國文化有
專業研究的講員，他們走出了神學院的教
室，走下了教會的講壇，進入網絡，以開放
的心態與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交流、分享，都
是為著一個目標：得着能力，在全地直到地
極，作主耶穌基督的見證。

歷史——祂的故事！逐波史海，知古識今，
以人見事，以事見史，以史而知人之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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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歷史，傳講的是主的故事，耶穌的福音
和基督的愛。今年「福音與中國宣教歷史」
系列的關鍵詞是「宣教士」，代表的是使命
的傳承。透過「不平等條約」看中國的福音
大門如何為祂而開；透過中國教會的建立思
想西方宣教士如何靠著神的恩典和愛神、愛
人的心，在那塊硬土上耕耘，讓福音向下扎
根，向上開花結果。本土教會的成長充满了
應許。宣教士建立的中國現代教育，開啟傳
播基督福音的坦途。期望通過瞭解宣教歷
史，思考宣教使命和宣教策略，效法歷史上
的宣教士，接棒宣教歷程。回顧的是過去，
行動的在當下，盼望的是未來。宣教之路需
要披荊斬棘，薪火相傳。

文化——與福音或敵或友，或阻擋或助力，
需要的是匡正，如何從聖經和神的視角重新
理解和面對。每個人都是在某一種文化環境
中生長，當受到福音衝擊的時候，很多人會
本能且感情化地去護衛自己熟悉的文化。向
中國同胞傳福音，是每個中國信徒心中最大
的負擔，而遇到的最大阻礙和難題正是中國
文化中抵擋福音的元素，如中國人的國民
性、儒佛道文化、民間信仰與鬼神崇拜等。
如何調解文化傳統與信仰之間的矛盾、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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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何超越文化的障礙，向同胞分享基督
信仰，傳揚福音？本期講員，他們個人的經
歷已經見證了神如何以非凡的方式施行拯
救，從科學至上的民主鬥士、從信奉民間宗
教的大仙……蒙神呼召成為牧師，從虔誠並
具有超然能力的印度教徒成爲大有能力廣傳
福音的使者，在在看到福音的大能，他們的
經驗和教導也成爲我們在傳福音的挑戰和機
遇中最好幫助。

今年開放講堂系列一的「福音與中國宣教歷
史」已經完成，感恩與近七百位各地肢體綫
上相聚。八月，繼續與您相約系列二之「福
音與中國文化」，每週五晚，一起經歷和見
證神的恩典和大能。福音無際，愛也無涯，
宣教路上，我們同心前行，成為親人同胞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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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之路 

短宣之路

本欄目與您分享短宣動向，也

特別為參加短宣中心的佈道培

訓和宣教實踐的學員開辦，與

您分享他們在接受培訓和宣教

路上的點點滴滴，見證神的大

能。歡迎短宣學員投稿。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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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之路 

離任感言:阡陌路	·	歲月歌
羅懿信牧師

踏入夏季，近日天氣真的不似預期，一向
氣候溫和的溫哥華竟錄得破紀錄差不多攝
氏五十度高溫。然而，在人生及事奉的路
上，亦不是常如預期，總是常有不同的變
化；但若相信上帝主權的介入與同在，縱
使在炎酷的阡陌路上，朝聖客仍能在歲月
的洗滌下高歌。

我已於六月向溫哥華短宣中心請辭，卸下
總幹事一職。經過多月來與董事會的商討
及協調，大家最終達至共識。因在事工理
念和方向上的不一致，雙方決定終止在機
構中的同工關係，然而此舉卻絕不會影響
日後雙方在福音及天國事工上的合作。 

回看過去兩年在短宣的歲月，既不捨、但
感恩；過程中讓我想到兩首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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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之路 

歲月如歌 
「天氣不似如期 但要走 總要飛 
道別不可再等你 不管有沒有機 
給我體貼入微 但你手 如明日便要遠離 
願你可以 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憶記 
當世事再沒完美 可遠在歲月如歌中找你」 

來到短宣中心事奉，確實不是我個人預期
的事。當日我是帶病的來到短宣，在同工
體貼入微的關切及支持下，感謝主的不單
是事工的拓展，更讓我今天離開之時，是
在身心靈得醫治下，再上征途。同工們留
給我的，是愉快的憶記，並在如歌的歲月
中，讓我找到你、妳、及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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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之路 

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義路。
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護。
萬人中唯獨，你愛我認識我，
永遠不變的應許，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這是恩典之路，
你愛、你手，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這是盼望之路，
你愛、你手，牽引我走這人生路。」

這是一首我很喜歡的詩歌，在我事主二十
多年的歲月中，成為我的寫照，亦成就了
不少神蹟。在我事奉中我從不走己路、
只走主的路;當我這樣走，所踏上的每一
程，都確實是恩典之路。誠如香港突破機
構創辦人蘇恩佩姊妹生命的起跌中常引用
著名作家冰心的一句話 -「我的生命只有
祝福、沒有咒詛」，在我生命及事奉中的
每一驛站，每當我停一停、看一看，感一
感，確實的是 - 只有祝福、沒有咒詛！ 

然而還有第三首歌，盼望此歌能成為你為
我未來事奉的禱 告，亦作為你與我對溫哥
華短宣中心未來發展的祝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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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之路 

ON	THE	ROAD	AGAIN 
「再度上路」(On The Road Again) 是鄉
謠歌手 Willie Nelson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
名曲，歌詞內容卻是我最後的離任感言及
臨別贈言： 
“On the road again

Just can't wait to get on the road again

The life I love is making music with my friends 

And I can't wait to get on the road again

Goin' places that I've never been

Seein' things that I may never see again

And I can't wait to get on the road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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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之路 

「如經上所記：上帝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
未曾想到的」(林前 2:9)。就讓我們主裏同
道再度上路，在往後歲月中繼續高歌，憑
信勇闖那未走過的路、察看上帝那更新的
作為、在阡陌縱橫中走那選上的正義路！



致謝致意

感謝天父，過去兩年帶領羅懿信牧師在溫哥華短
宣中心成為溫宣總幹事。今年六月他請辭總幹事
的事奉至本年七月底。我們多謝他在溫哥華短宣
中心的擺上，服侍，帶領和同工。在他要邁向事
奉的新里程，願天父賜福他，使用他，賜予異象
恩惠，在天國事奉上，繼續見證榮耀天父，使多
人得福。

為此從今年八月起，溫哥華短宣中心董事會已委
任溫宣同工鄭媛元傳道博士，出任代溫宣總幹
事，她將帶領溫哥華短宣中心的事工發展，繼續
服侍教會，訓練福音宣教勇士，承擔溫宣異象，
回應時代，承傳主使命。
 

溫哥華短宣中心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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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之路 

八月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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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之路 

誠邀您加入	
温哥華短宣中心	
福音義工團隊

「發揮恩賜	-	為福音齊心努力！」

誠 邀
您加入

温哥華短宣中心
福音義工團隊

「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
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腓立比
書 1:27) 是保羅在傳福音時向教
會的勉勵，今天短宣中心亦向你

發出同樣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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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之路 

感謝主的保守及帶領, 近年温哥華短宣中心的

事工急促發展，蒙主賜福多方平台得以拓展，

亦呼召了不少忠心主僕加入團隊同心為教會、

與教會一同興旺福音。同工們都為主所作及賜

下新的契機而雀躍不已。

然而作為基督身體一份子，我們盼能與你同

心、同歷、同証此雀躍, 並為福音一同打拼，

見証福音大能。故此，我們特意邀請不同恩賜

弟兄姊妹，加入我們各組義工團隊 - 為所信

的福音齊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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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之路 

目前我們需要大量義工，加入以下團隊：

• 真理報文字工作、校對

• 真理報文字翻譯（中/英文）

• 群組編緝 (微信, WhatsApp, Facebook, 

Signal)

• 課程即時語音翻譯（粵/國/英）

• 網上技術支援（網上課程、網頁)

• 文書工作（資料整理、數據分析)

• 設計創作 (平面、影音、Apps)

• 福音外展统籌、紀錄

如你有興趣與我們一起同工，請按並填妥簡單

表格，或致電短宣中心 604-273-0223 聯絡

我們行政主任劉頌恩姊妹 (Lily)，我們便會配

合你的恩賜與事工需要，加入適當的團隊。

期待與你同工，一同見証主恩大能！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hWnzIg1I7NAFQRok6as1LnaYXLOcOnmlmZEAm8dGUzsTyDA/viewform?vc=0&c=0&w=1&fl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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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
指引

我們接受網上及支票奉獻

VCCSTM成立於1993年，為一基督
教福音「培訓」及「差遣」中心矢志
與教會、機構、神學院合作與分工，
建立基督身體、訓練信徒、作基督
福音傳遞者及盛載者，回應1974年
普世教會的洛桑福音宣言 -「整個教
會，把整全的福音，傳至整個世界」
，把整全福音的彰顯 ，以基督「道成
肉身」模式與榜樣，帶進不同種族、
社羣、階層的人群。

http://www.vccstm.ca/index.php/donation/


真理
報訂
閱	

訂 閱
真 理 報
網上登記表格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2azQzWpLQkPGqlKaRWL9utbKGHs7ES7iCddkqni_bnTCR-Q/viewform?usp=sf_link 


網 頁
真 理 報

閱讀真理報網頁

http://www.vccstm.ca/index.php/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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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之路 

讀者投稿投 稿
請將文章以 Word File 形式電郵至

 editorvtm@gmail.com

本中心歡迎讀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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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工，要做好準備
何建宇博士

滾石不生苔
今日社會的意識形態鼓勵在職場上轉工的風
氣。正所謂魚不過塘不會肥，做上一段時間
便覺得工作刻板、沉悶、沒興趣，希望轉
換工場可以激活鬥志，新工作可以重啓進取
心。若和僱主、同事不咬弦，藉轉工換來新
的工作組合，重新開局，應該是不錯的嘗
試。有不滿待遇薪酬的，因不甘被當作廉價
勞工看待，遂把自己放到就業市場「拍賣」， 
價高者得，希望碰碰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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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祭司 - 職場博弈秘笈

雖然每份工作都不是完美，每個崗位都有難
處，但這正是磨練人的大好機會，若中途離
場確是可惜的。究竟去或留？英諺說：「滾
石不生苔」，要考慮的因素為何？如何作好
準備？
 

建好事業的根基
累積深厚的經驗，鍛練全面和熟練的技巧，
是建立事業基礎必需具備的硬實力。要自發
去裝備，好符合工作的要求，更藉着進修為
資歷增值。若力有不逮，不能滿足職位的要
求，僱主是沒有義務去遷就的。若缺乏與時
並進的能力，繼續尸位素餐的留守不是當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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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祭司 - 職場博弈秘笈

事業的成功是需要付代價，沒有不勞而獲。
遇上要求苛刻的工作，自己難以承擔壓力，
連家人也不易適應；如過長的工時，顛倒日
夜的輪班，沒完沒了的進修等，都是兩刃的
利劍，要想脱離這「賣身」的生涯，作取捨
和抉擇殊不容易。

僱用的條件，如工作的性質、職位的要求、
上班的安排等，不應是後知後覺的。若只為
餬口去受聘，心中卻祈望現實不會這般差
勁，個人理該承擔那一廂情願的後果。我們
要積極找尋適應的法則，既來之則安之，不
可輕易放棄，為事業重新定位，逆境自強，
這種歷練是難能可貴的。相反的，不斷的轉
工，重複面對不可預知的變數，只會減低事
業的成功率。
 
最珍貴的無形資產
為個人的前途着想，無論職場的環境和氣氛
如何，當中仍充滿正面和負面的教材，同樣
都是珍貴的參考和積極的提醒，主動學習是
責無旁貸的。沒有經過營運年度的循環，不
足以瞭解這公司、這行業的大圖畫。在職場
上與其度日如年，不如重整向度。我們上班
不需要被動、被管、被壓，而突破口在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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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祭司 - 職場博弈秘笈

習。觀察管理的方法，找出導致員工抗拒或
反感的因由。易地而處，若做了上司，我們
有甚麼新思維去改善、去變革？

瞭解工作流程和營運佈局，明白成與敗、得
與失的因由，雖然這並非工作的本份，卻增
廣自己的見識，最後要離職也不會空手而
回。學會的將成為個人的無形資產，也豐富
了自己的工作履歷，委實一生受用。
 
在數十年的職涯中，留在同一職位、同一公
司、同一行業的機率很低。轉工是必然的過
程，我們要慎密的考慮，要有充足的準備，
不要輕視做錯決定的代價。

「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
聽耶和華的話。」(摩八11)，在轉工的思維
裏，神有份參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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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消息互聯網	
2021年8月

大溫教會資料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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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教會資料及活動

誠聘國語事工牧者
加拿大愛城浸信國語教會(www.lcbc.ab.ca)

誠聘一位全職國語事工牧者，
協助主任牧師牧養國語會眾。

基本條件：
• 有從神而來全職事奉的呼召和成熟的屬靈生命
• 在北美福音派華人教會5年以上的牧會經驗
• 對發展教會小組事工有負擔和經驗
• 福音派神學院道學碩士畢業
• 國語為母語，英文能流利溝通

有意者請把 Cover Letter、簡歷、信主和蒙召經歷以及三位推薦
人的信息Email聘牧委員會主席周為熙弟兄，郵箱：info@lcbc.ab.ca。

申請截止日期為聘到合適的牧者為止。

卡加利宣道會城南堂
South Gate Alliance

誠聘

全職粵語堂帶領牧師
以粵語為主，能操流利英語; 
畢業於國際認可之福音派神學院或聖經學院; 
曾牧養北美洲教會三年以上者優先考慮。

應徵者請聯絡聘牧委員會電郵: 
sgapastoralsear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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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哥華聖道堂
誠聘 牧師、傳道

福音派道學碩士或同等學歷
具有全職牧會經驗

能講道、教導、傳福音和關顧
以流利雙語(國語及英語)溝通

有意者請將您個人蒙召見證(中英)及履歷傳送至：
ecbc@ecbc.org
www.ecbc.org

5110 Marine Dr., Burnaby, B.C. CANADA V5J 3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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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Vancouver Chinese Baptist Church

誠聘 全職行政主任 Church Administrator
負責統籌教會行政工作，帶領辦事處同工，

協助教牧同工及各部事工領袖達成教會的使命。

應徵者須具管理行政員工經驗；中英文書寫能力俱佳，
能講英、國、粵語；懂操作電腦軟件如 MS Office Suite，

Google Suite；具基本網頁管理、會計及財務常識；
有項目管理及人力資源管理經驗更佳。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址誠聘專頁。 vcbc.bc.ca

有意者請將應徵信及履歷電郵至cajobs@vcbc.bc.c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gDYE8G5xmBUvZPQqpt-dSq_yKr92to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gDYE8G5xmBUvZPQqpt-dSq_yKr92tog/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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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傳道 : 梁葵卿
牧師︓徐久明︐Arthur Howard︐朱雅恩︐茹威立︐吳欣迪

傳道︓李柏威︐宋慶文

創堂牧師︓ 孫約翰／主任牧師: 王理智

www.ecbc.org / ecbc@ecbc.org / YouTube: ECBC Burnaby

主日崇拜﹕ 粵語 8:15 am / 9:30 am； 國語 9:30 am
英語 / 少年 / 兒童  11:15 am

主日學﹕ 英語 / 少年 / 兒童  9:30 am ;  粵 / 國  11:15 am

教牧: 陳亦弘牧師,  張曉牧師,  Rev. Brandon Crain,
楊美蘭傳道,  黃偉俐義務傳道,  Pastor Phoebe Chan

5019 - 199 Street NW,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T6M2T6
Tel: (780) 483-2143 Fax: (780) 483-2640 Email: office@ec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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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中信福音中心

夏季在線課程
福音中心將於七月至九月份開辦夏季班，透過
Zoom提供56個在線視頻課程，包括：

* 48個免費課程：英語、日語、公民入籍、
          聖經、電腦/手機、文藝興趣、 
          孩童及青少年課程、專題講座、 
          粵語課程及講座

* 8個收費課程：電腦、鋼琴、健康飲食、 
          投資理財

所有課程均需預先報名，並提供電郵地址，以便
通知上課細節。

詳情瀏覽：www.ccmgospelcenter.org
查詢：ccmsgc@gmail.com 或 
    206-972-2477 (留言)

http://www.ccmgospelcenter.org
mailto:ccmsgc%40gmail.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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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治文使命宣道會社區關懷組

汽車換季小貼士 (粵語講授)
主講：CC Chan 陳忠文先生
日期：8月28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30至12:00
形式：現塲或網上Zoom
費用：全免
截止報名日期：8月26日
報名：communitywecare.ca
查詢：604-248-1885 或
    community@cacweb.ca

溫哥華華人宣道會 ESL 英語班

下學期將於2021年9月3日開課，以視頻形式授
課。分啟蒙班、初班、中班及高班。
每年學費$50，不包括課本。

報名截止日期：8月15日
查詢：604-874-7612
電郵：vcac.esl@vcac.ca
地址：3330 Knight Street, Vancouver

http://communitywecare.ca
mailto:?subject=
mailto:vcac.esl%40vcac.ca?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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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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撰文簡略，不超過200字，詳情
可在查詢時進一步說明。原則上每條信息限登一期，特
別情況例外，請把刊登信息於出版前一個月的20日發到
VancouverTruthMonthly@gmail.com（即要刊登在三月
份的信息於二月二十日前電郵到上述地址）

列治文基督教培英中心

日常生活英語會話班
日期：9月13日至10月25日 (逢星期一，三）
時間：上午9:00至11:00

地道日用廣東話班
日期：9月13日至11月22日 (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1:15至2:45

**以上課程均提供網上或課堂面對面授課**
報名或查詢：604-821-1262
網址：www.puiyingcentre.org

http://www.puiyingcent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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鶼鰈情深 鶼鰈情深 

一粒麥子的死，	
永不止息的愛	
——	懷念摯愛的丈夫張武偉牧師

張李小碧師母 (At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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鶼鰈情深 

2019年5月2月 (星期四) 我出門上班前，
曾不經意地叮嚀：「Tom，今天你去接
女兒放學吧。」怎會想到這句話，竟然
成了我倆訣別的對白！那天，我的丈夫 
Tom (張武偉牧師) 在地上的生命畫上了
句號。

結婚25週年		溫馨甜蜜
我和 Tom 是1994年7月結婚的，那年
剛好25週年。1996年我們從香港移民來
加拿大。我們有三個兒女，全家人一直
在主裡面相親相愛、和諧美好、幸福快
樂，凡認識我們的人都能感受到我們家
庭的溫馨和甜蜜。

Tom 曾一邊在 FIDO 擔任 General 
Manager，一邊在神學院讀神學。有一
晚，他的書桌上一邊是一大堆的功課，
一邊是工作的貨單。突然有聲音臨到
他：『Tom，你要選擇我？還是選擇這
批貨？』他靜下心來，回應神：『我選
擇祢！求祢為我預備。』當 Tom 與我分
享他蒙呼召的經歷時，我真的好開心，
完全願意支持他。Tom 擔心家庭的經濟
狀況，我對他說：你去吧，相信神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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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開路。他把房子賣掉套現，全時間
攻讀神學三年，帶著我們全家人經歷全
然順服、存心信靠的日子。 

坦白說，要作一個好的牧者一點也不
容 易 ， 要 作 一 個 好 的 師 母 更 加 不 容
易。2009年5月1日，Tom開始在頌恩堂
牧會事奉。Tom 知道全時間服事佔去他
很多時間，因而經常無法陪伴或出席孩
子們的活動和表演，深感愧疚；為此一
有機會，無論身體有多疲累，他還是堅
持要去接送孩子，關愛照顧不減。

作為師母，我的內心裡卻有滿足的喜
樂，每當看見被牧養的羊群生命得以轉
化，我就感到牧師所有的付出都非常值
得。Tom 和我也一直在禱告尋求神的心
意，想清楚知道人生下半場該怎樣走。
他計劃報讀三藩市 logos 神學院教牧學
博士課程，期望日後能致力神學教育，
培訓更多優秀傳道人。作為妻子的我，
也願意全力支持及陪伴他走信心之旅。

然而，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祂的
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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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生死離別		信心堅定
通常禮拜三 (教牧休假日) 我都會陪同 
Tom 一起開車過境美國，拿取網購的書
籍、購物、加油等。出事的前一天，他
因為身體不適而沒有外出。禮拜四他獨
自開車去美國過境取書，不曾想過回程
加拿大途中，在和平拱門 (Peace Arch) 
加美邊境關卡準備排隊過關檢查之際，
被一輛以超時速120公里的汽車，從後
面猛力撞上來，引致著火爆炸，Tom 當
場被天父接去。如此沉痛的打擊，叫我
怎承受得了？全家人陷入驚恐、傷心、
無助！我和孩子們都問神，為甚麼將一
個只有54歲的忠心僕人接去？為甚麼把
一個愛家庭的好丈夫、好爸爸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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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逐一問三個孩子：「你們可
有埋怨神、惱恨神？」他們都說沒有，
也表示不會放棄基督信仰。兒子還引用
羅馬書8章35至39節的話來表明心迹：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
無論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們與神
的愛隔絕……』

在兩天後的主日，老大 Solomon 和老
二 Benjamin 都依原定安排，分別在教
會崇拜中司琴和領詩。當時，我十分感
動，也很多謝丈夫多年來對孩子的言傳
身教，使他們對神有堅定的信心。同樣
地，我亦對哀痛激動的會友說，我們沒
有怨憤、也不會離棄神，希望他們不要
看見牧師遭不幸，就對神失去信心。

化作多人祝福		震動生命
在亡者身份鑑定的那段時期，我常常幻
想 Tom不在那輛車裡，他隨時會再出
現在我的面前。可惜現實是殘忍的。很
長一段時間，我不能睡覺，只要閉上眼
睛就會出現汽車被燒毀冒著黑煙的新聞
場面，想著他烈火燒身的痛苦，無法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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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一位師母來安慰我時，和我分享一
段經文：摩西第一次遇見神的時候， 
「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出埃及
記3:2)。是的，Tom 的肉體確實被燒毀
了，但他的精神，他對家人、對教會、
對弟兄姐妹們的愛，他的教導是不會被
燒毀的，仍在存留。我知道一個人肉體
的死亡不是終結，是回到天父的懷中，
我確信將來會與 Tom 在天家再聚。耶穌

地產買賣
物業管理
經驗
誠信
效率

John Lam
林文光
604-671-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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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
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
人必永遠不死。」(約翰福音11:25-26)

感謝神，用祂的話語開啟我的眼睛，讓
我能看到更多。約翰福音12章24節：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
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深覺因著牧師的
離去，很多人的生命受到震動，那種震
撼力不單在溫哥華，更延伸至加拿大各
地、香港、臺灣、美國，甚至曾前去四
次宣教的中國高州，以及溫州神學院受
牧師牧養的弟兄姊妹。更多人開始思想
人生的意義，神有甚麼計劃和心意在其
中；求神繼續動工，讓這粒死去的麥
子，可化作更多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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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造的人
王小洪

四格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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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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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看為好．我看為好
Rev. Amos Tam

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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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想回望過去，更想看見未來，
卻忘了當下的美好。

神創造萬物時都看著是「好的」(創一)
，也說明萬物的限制也有神的美意。我
們都有限制，無能力回望太多過去，也
不能預測未來，這也是好的！

我們若能夠回望自出生後每分每秒的過
去，我們只會思慮過去的得失。若我們
能夠超越時空看到未來，但又無力改變
未來，我們只會因著停不下來的思慮而
活得沮喪。細心一想，我們的思慮又豈
能叫世界少轉動一秒，或叫天上下一滴
雨。但我們對神的信心，能讓我們看見
神在當下每一刻都作工：祂正用權能的
命令托著萬有 (參希伯來書一 3 )。

Good

Good
G
oo
d Good

G
ood



502021年8月 50目錄

漫畫 

沒有神的命令托著，一朵小花或一隻螞
蟻也不能生存。沒有神的命定，空氣不
會存在，世界會失去地心吸力，地球和
太陽會脫離引力。沒有神托著我的生
命，我身上沒有一個細胞可以正常運
作，我也不能思考，我的心靈也只會敗
壞。

我們可以看不到過去與未來，但我們必
須看到神正在當下與我同在。神期望我
們用心享用當下一刻的生命，並懂得看
為好！

Good

Good
G
oodGood

Good
Go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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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傷的蘆葦（十一）
王輝

【編者按】這是一位在以色列打工的主內
弟兄的見證，一個孤獨的靈魂，在冷酷的
世界中不斷地尋找出路，卻不斷被壓傷。
王輝，來自東北的一個小山溝，自小家
境貧寒，卻生性聰明，希望靠求學改變命
運，卻因身爲弱勢群體而被殘忍剝奪了保
送大學的機會，生命從此如墜入深淵。雖
然信了主，無數次痛苦地呐喊：“主啊，
救我！”但卻一直在抑鬱症的煎熬和酗酒
的捆綁中苦苦掙紮。王輝弟兄願意再次撕
裂自己的傷口，把不堪回首的經歷以敏銳
的反省，深沉的情感，坦誠真實地寫出
來，以見證壓傷的蘆葦，主不折斷，將殘
的燈火，主不熄滅。本文為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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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前，我媳婦同益鄉教會詩班排練節
目。一個晌午，媳婦帶我去了教會。排練
開始前，大家都聚在值班室的屋子裡。有
個弟兄從我身邊走過去，又突然轉頭回
來，探過鼻子來嗅我，接著就開始大叫起
來：“王輝又喝酒啦！王輝今天又喝酒了！
哈哈，你們看看！” 大家的眼睛齊刷刷的
看過來，我的臉當時就覺得火燒火燎的，
無地自容。

本來我是想來教會，求神來幫助我，沒想
到當頭棒喝。想當初，我在教會裡，弟兄
姊妹們都圍著我轉，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認
為我是未來教會的獨一無二的帶領者，被
人尊敬著，圍繞著，親昵地叫著我的名
字，願意聽我講的信息。如今，我卻變成
了這個教會最可有可無最被人不齒的人，
甚至我坐在那裡，很多人從我面前走過都
根本無視我的存在。看見一個弟兄熱情地
走過來，我站起身來伸出手打招呼，人家
卻直接走向我身後的人，對我不理不睬。

都說家是最溫馨的港灣，在那裡有關心，
有在意，有包容，有接納。雖然這麼多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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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沉迷於酒精不能自拔，但我自己肉
身的家、我的父母、我的媳婦對我還沒有
放棄，還一直在等待著我能從酒精深淵裡
走出來。

教會是我屬靈的家。是的，我今天成了這
樣的一個人，我怨不得社會對我的鄙視，
怨不得朋友親人對我辱駡，我覺得他們都
不懂我。我心裡認為，教會是應該接納我
這樣的罪人，應該給我更多的愛和關懷。
即使不能給我這些，但總不要像世界那樣
在我傷痕累累的身體上再撒把鹽，在我本
就心灰意冷的絕望裡雪上加霜吧。

事實和你期待的總是向背而去。那天下
午，教會弟兄姐妹對我的那種態度深深撞
擊著我的心靈。但同時，我也看到了，我
在這個世界存在的日子真的不多了，也就
是說上帝給我悔改的日子不多了。

聖誕節前幾天，我身體越發的虛弱，每天
早晨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嘔吐。我覺得我
的精神最後的支撐點也快坍塌了。當我在
這個世界所能依靠的身體的健康沒有了，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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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這個世界所依靠的堅強的意志力沒
有了，那麼前面的路就必須選擇了！要麼
繼續這樣的日子，我行我素，沉淪墮落，
早點死去；要麼真正地悔改信主，靠著上
帝的恩典，徹底戒斷酒的轄制。

路，何去何從……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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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發光
家路

今年6月下旬，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承認北
韓嚴重缺乏糧食, 稍早有報導指，北韓去
年接連遭受颱風洪水災害，今年糧食缺口
可能達到13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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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BBC中文網6月20日報導指，北韓對
外封閉，很難獲得凖確信息。但是，缺糧
最清晰的一個表現是基本食品價格的上
漲。從北韓境內搜集信息的「每日北韓」
網站說，2月，一公斤玉米的價格飆升到
3137北韓幣（約2英鎊)，去年同期的價格
大約為1500北韓幣。

另外也有南韓媒體報導稱，北韓的食品價
格已經飆升，一公斤香蕉的價格高達45美
元。香蕉是高糖的能量水果，這也從側面
折射出北韓主糧缺乏的情況。

而據各方數據分析，北韓主要大米產區
2020年的大米收成同比大減至少25%以
上。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2021年6月上旬發布
的一份報告，預計北韓今年將缺糧86萬
噸。這相當於北韓全國2個多月的糧食消
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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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糧農組織警告說，北韓需要通過糧
食進口和人道主義援助填補糧食產量和消
費量之間的差距，否則北韓有可能在2021
年8月到10月就出現饑荒。

在北韓約有40萬基督徒，而他們若被發現
會被判處死刑。如果你沒有立即被殺，你
將被帶到政治罪犯的勞教營中。這些不人
道的監獄條件惡劣，信徒們很少能活著。
你的家人也會受到同樣的懲罰。據報導，
金正恩擴大了監獄營地系統，現時在朝鮮
集中營大約有35萬人是基督徒。

北韓秘密信徒指，在冬天所有物件結冰，
根本沒有東西可吃，他們在村裡每天都捱
餓，大人小孩都營養不良，每戶家庭都沒
有暖爐，連可用生火的柴都沒有。

北韓有教會興起「聖米」的觀念，即是鼓
勵信徒將家裡的一些米留起來，送給比自
己處境更艱難的人，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並且抓緊機會與他們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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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米」運動甚至在勞改營裡盛行，有被
關在勞改營裡的基督徒，在惡劣的監倉環
境中，仍留下部分米送給囚友。其中一名
基督徒海雨表示，她會把米分給病人，有
時候還替他們洗衣服。

海雨堅稱，縱使環境怎樣可怕仍要在獄中
傳福音，而且帶領了5個人信主，「我努
力把所知道的都教給她們，而我在勞改營
裡連一本聖經都沒有。到了星期天和聖誕
節就會避開警衛的視線聚會。我們通常就
在廁所裡舉行簡短敬拜。我把聖經經文和
一些詩歌教給她們，而我們就幾乎無聲地
唱這些詩歌。我們6個人都從勞改營中活
了下來，因為我們彼此照顧。」

感謝神，在黑暗中願意有人繼續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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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的故事
林社森 
短宣中心粤語事工傳道

我的人生上半場
我們每人都有一個未完的故事，未到終點前誰
也不知道故事的全部內容。

在未信主之前，我在香港從事金融外滙工作，
雖然收入頗豐，但找不到人生真正的意義，也
不相信人死後有將來。所以立定志向，努力賺
錢，努力去玩，每天過着的是燈紅酒綠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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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因為兒子讀書的問題，和積累了一些
財富，在四十歲之齡移居溫哥華。本想提早退
休過著休閒生活，不料1998年的金融風暴，令
我損失不菲，只好再度尋找工作機會。在這期
間，才有機會靜下來思想人生的問題。在舊同
事引領之下開始參加教會聚會。聖經上說：「
尋找的，就尋見」，因真理是可以辨明的。經
過一年多的辨正，靠著神的恩典，在1999年與
太太一起信了主，找到人生真正的意義。

那時，我剛加入了一財務機構工作。該公司的
老闆，是温哥華短宣中心「天國帶職宣敎團
契」創始人之一。信主後，因著生命的改變，
由每天只懂活在酒色財氣當中，變成了一個戒
煙戒賭，又充滿平安喜樂的人，就很有傳福音
的強烈負擔，也感覺職場是最大的福音禾場，
因很多人不願意去敎會，但一定要去工作。很
自然地，我就參加了這團契，實踐及推動帶職
宣敎，將福音帶進職場。同時，香港的家人，
因看見我生命的改變，也願意去認識主耶穌。
靠著神福音的大能，家裏有二十多人信了主，
有些更是在長途電話裏和他們決志的。哥哥信
主後，更放下銀行的高薪厚職，成為傳道人去
服侍街邊的露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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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上，靠著神的恩典，我也引領了許多同
事及客戶認識了主耶穌。在寫字樓裏，也有定
時的團契，來彼此幫助和為在工作中要面對的
困難和挑戰代禱。

我的人生下半場
在2005年，因肺炎感染而要做開刀手術，幾乎
要死。康復後，倍感生命的無常，就更希望在
還有生命氣息之時，可以出來全職事奉神。

直到2009年，神呼召我去念神學裝備自己。對
於這個年紀不少卻讀書不多的我，實在是一件
又大又難的事，且也不知道有沒有全職事奉的
機會。但也憑信心地面對挑戰，神也差派了很
多天使來幫助我去完成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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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將修畢神學課程前，短宣中心邀請我全職
去推動帶職宣教，在2013年我成為「職場事
工」同工。原來只要順服神的帶領，凡事都可
能。但想不到的是，在2019年開始，患上失
眠，經中西醫診治，也沒有起色，致使體力每
況愈下，唯有提早退休！但心中也向神質問，
為甚麼祢讓我有全職事奉的機會，卻不給我健
康的身體去工作？醫生告訴我，可能因我年青
時已透支了大量體力及沒有好好保養身體，致
使現在沒有體力支持工作壓力，而導致失眠。

無奈地，只好多休息及多做運動，享受退休生
活。意想不到的是，在今年5月份羅牧師邀請我
回短宣中心作部份時間粵語傳道。經過一年多
休息及運動後，感覺體力恢復了不少，經禱告
後，決定再上征途。神讓我可以從新事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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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既興奮又擔心，因疫情期間，全部訓練
都要在網上舉行，自己需要更多學習及適應。
但我深信，神的恩典一定夠用！

故事雖未完，但回顧一生，已令我十分驚嘆神
奇妙的作為！我不知道再可以事奉多久，但我
知道神早已掌管我的「未完的故事」。「所
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主耶穌施恩寶
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希伯來書四章 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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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良好關係的秘訣
李耀全牧師/博士 
列治文華人宣道會主任牧師

恩愛是典型的賢妻良母，陳孝忠夫妻相親
相愛，結婚多年終於有了小朋友小强。婆
媳本是和諧相處。但因小强是他們唯一兒
子，故此婆婆也十分愛惜他，天天如常上
門「幫手」！恩愛初時不以為然，後來發
覺婆媳二人管教孩子方法南轅北轍各有不
同，她曾善意提醒，婆婆卻堅持己見，認
為她憑豐富的經驗永遠是對的！不幸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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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忠卻站在他母親的一方，認為孝敬父母
是聖經的教導，並視孝敬等同凡事順服父
母！結果夫妻關係一落千丈，每天便爭吵
不休！

我們先要了解家族是一個家庭關係的系统
(system)，由不同家庭成員組合成為副系
統 (sub-systems)，交叉互連在一起，
代代相傳，彼此影响。例如夫妻是家庭的
核心，三代的核心家庭直屬在上有雙方的
父母，在下有夫婦二人的兒女。每二人或
以上可以成為不同的副系統，例如父母二
人、夫妻二人、孝忠恩愛與小强、婆媳等
都是不同的副系統。若要維持和諧關係便
要設立合宜的界線 (boundaries) ，善用家
庭關係的規則，調節各成員的互動關係，
一起又分別地去體會「你、我、他 (們) 」
的需要與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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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陳家需要家庭輔導，處理家庭角色、
三代互動關係及教養原則等。輔導要由恩
愛和孝忠開始，再加奶奶在過程中。可能
在肯定奶奶在他們家庭的重要性之同時定
下界線、規則與時間表，約法三章，彼此
尊重協調。關鍵人物是作為丈夫又是 (母
親的) 兒子的孝忠的角色，要用諸般的智
慧調息婆媳之間在所難免的張力，盡量配
合今日時代的處境與養育之新模式。

從靈性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檢討聖經的
婚姻觀與家庭觀，和兩者間之相關性。太
初神為亞當創造了夏娃是為他預備「相配
的幫手」(創2:20)，而亞當便讚歎神的傑
作，美麗的配偶(創2:23)。創世記的作者
如此注釋：「因此人要離開父母，和妻子
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2:24) 家庭關
係原是由夫妻二人為核心，兒女長大後便
要「離開」父母，建立自己的家庭，傳宗
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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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離開」(leave) 不是「離棄」
(abandon) 乃是為「連合」(cleave)，而 
「孝敬」(honour) 不是「盲從」(submit) 
乃是為「敬重」(respect)。建立自己的家
要同時守「孝敬父母」之誡命與蒙福途徑 
(出 20:12)，兩者不是彼此排斥。另作為長
輩也要謹記養育兒女的責任不需要延續到
孫兒的一代，該多為
孫兒代禱，放手享受
弄孫之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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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這一路（十一）
Joy

聖地遊記

第十天 之二
2016 10 13

又錯過去「那裡」
下午一點回到旅館，第三次計畫去主升天的
地方，也是祂二次回來的地方看看，並且與
耶路撒冷道別。明天就要離開了，還沒有去
過那讓我深深惦記的地方。
 
沒有力氣爬上橄欖山，時間也不多了，決定
乘計程車去。好不容易等到一輛空著的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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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當司機聽說我要去的地方，立即告訴我
很抱歉，他不能送我，因為那是穆斯林的地
盤。他解釋說，穆斯林會砸猶太人的車。顯
然，他是猶太人。
 

耶路撒冷治安很好，但平靜下掩蓋著尖銳的
宗教及民族矛盾，衝突隨時可能一觸即發。
街上荷槍實彈的猶太士兵不僅是提防外來武
力，也是抑制本地猶太人和穆斯林隨時的衝
突。
 
市區車流極快，我又疲倦不堪，加上不知如
何辨認穆斯林開的車，結果第三次計畫又沒
有實現。遺遺憾憾地往回走，知道再也沒有
機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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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雅法門，老城最富盛名的城門，也是我
在耶路撒冷經過最多的地方，留戀之情又一
次湧上。我坐在城門斜對面小廣場的休息椅
上，望著老城，望著橄欖山方向，陷入離
愁。
 

三個亞裔人，拿著樂器及譜架過來，他們在
我旁邊的空地上坦坦然然地拉開架勢，又
念，又拉，又唱。他們念的語言我不懂，但
我知道，他們在朗誦聖經。他們演奏的音
樂，唱的歌我懂，那是我熟悉的聖樂和讚美
詩。我不由地與他們同唱起來，我們彼此對
望，會心地微笑。他們來自韓國，他們在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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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湧出喜樂。似乎聽見主說：不比你去
「那裡」更好嗎？
 
丟失眼鏡帶來的福氣
晚上九點，終於拿到了配好的眼鏡，不知何
故，他們耽延了。當那長著大鬍子、身穿黑
長禮服、頭戴黑寬簷禮帽的猶太老闆親自將
眼鏡送到旅館前臺時，我正好踏進旅館門
廳，時間一分不差。
 
老闆顯然是個虔誠的傳統猶太教信徒，他的
那身著裝及外貌，對比于周圍的環境，簡直
像是兩個時代的相撞，亦或像是王子下訪貧
民。由於氣溫高，「各國代表們」都著夏
裝，短褲背心，拖鞋跑鞋，黑的白的花的皮
膚，應有盡有。而這位眼鏡店老闆，不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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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正裝、嚴嚴實實，且氣宇軒昂。我試戴了
眼鏡，他誇我做了恰如其分的選擇，顯然也
很欣賞自己的手工；我感謝他服務周到，做
工精緻，買賣雙方都很滿意。
 
他走後，前臺接待女孩立即告訴我，她的眼
鏡也是在這家眼鏡店配的，“他們做的很好，
很有名。” 那女孩不禁跟我誇獎，笑盈盈
的，似乎我們倆都中了同一個大獎。耶路撒
冷是大都市，有許多家眼鏡店，大都設施現
代，裝修精緻，但這個陳舊、狹窄，只有一
間小臥室大小門面的眼鏡店卻是非常知名。
我一錘定音選了這家眼鏡店，並因此看到了
亞伯拉罕旅館，不僅配了最好的眼鏡，更是
掀開了以色列之行的另一頁。
 
每一步，都是在不知情中邁出的。而祢，天
父，我相信，鋪好了我腳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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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
王文賢傳道

微聲

有苦自己知
每個人心裡，都有些難以表逹的往事和感受。
小時候，我聽過爸爸說：「有苦自己知，其他
人那明白得那麼多！」

我爸爸，生於潮州，活在文革年代。因著祖父
是財主，有點家底。當年視為被批鬧的對象。
爸爸9歲時，祖父安排爸爸及叔叔偷渡來香港，
希望能有更好的生活。可惜當年少不更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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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損友騙去錢財，最終得靠勞力來打工，幸好
還能糊口，養妻活兒。

在我眼中的爸爸，是一位膽小怕事，又喜歡在
家中逞強的大男人，所以我也不太懂得與他溝
通。但心裡還是知道他是一個顧家的人，對他
仍然有份敬重。媽媽常對我們說：「你爸想與
你們談話，但又不懂得表逹！」

不懂表逹的，又何止是爸爸，作為子女的我
們，也不懂得如何與他溝通。一直都是禱告求
主幫助打破這份隔膜。而我們知道要真正改變
關係，不是單單溝通技巧。神說：「先求祂的
國和祂的義，這一切都會加給你。」

的確，唯有神才能改變，才能使我們一家的關
係更親密。

全家歸主帶來的改變
全家歸主是我自信耶穌之後的夢想，說這是夢
想，是因為我們所認識的爸爸，返教會也只是
應酬式的「活動」， 要他信耶穌，對我們一家
來說，真的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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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夢想在2020年10月11日成真，爸爸正式決志
信耶穌，也是全家歸主的日子 。

記得2003年考慮入讀神學時，我向神提出條
件：如果可以的話，我想神先叫我家人，特別
是爸媽信耶穌，讓我可以放心也得到支持。那
時神對我說：「你先走上這條路，之後你會見
到家人相信我。」

神是好信實的，結果，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
第三學年，因為應實用神學科教授要求，我們
要分組向福音對象傳福音，那次我媽媽決志
了，而弟妹也在不同的時候決志受洗加入教
會。我們一家人也多了分享自己的心底話，也
學會了主動多與爸爸溝通。隨後幾年，爸爸願
意放棄拜祖先、偶像，甚至乎有一次回鄉，在
阿爺阿嫲祖先墳前，說自己會跟仔女信耶穌，
以後不能再拜他們。我們三姊弟心裡總相信他
是信的，只是一個不返教會不祈禱的長者。

2020年，爸爸身體真的不如以往，明顯蒼老
了，畢竟已是位八十多歲的長者。他多了向我
們提及身後事安排，也分別向我們三姊弟提起
一些他的想望，我們也很開放地談談死亡，他



772021年8月 77目錄

微聲

們在喪禮想著什麼衣服，穿什麼鞋等等，都有
談談。

我爸是傳統的潮州人，雖然沒有什麼財產可留
下，但在他心裡，最重要的物品仍然想留給男
孫，但又怕我們兩姊妹介懷，故特別約我們二
人商量，分享他的心事。

我和妹妹真心不會介意，我們三姊弟的感情一
直都很好，我們向爸保証，我們會守護我們的
家，請他放心。我們直接和爸爸說：「我們最
掛心是你是否信耶穌，這個決定以後我們可否
在天堂再見。」我問爸爸：「不如返媽媽的教
會，請傳道人幫你做一個決志祈禱，好嗎？」
之前我們有邀請他跟我們祈禱，但他總是說心
裡信，這次，他說好。就這樣，2020年10月11
日，在傳道人高姑娘帶領下，我們一家捉住爸
爸的手，見證爸爸終於開聲認信，接受耶穌是
他生命的主。我們的信心還是很小，以為爸爸
信了耶穌，也不能強迫他返教會聚會，因不能
要求太多。但神在我爸生命的工作，是出乎我
們意料之外，他不單沒有缺席每一次的崇拜，
而且他的生命越來越喜樂，少了擔心和恐懼。

因為曾被批鬥，爸爸說常活在恐懼之中，深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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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門外的聲音，也對權貴及有權勢的人特別
害怕，但自卑令他對著家人則要逞強。小時候
我們不知道爸爸這些經歷，總認為他對別人好
但欺負自己人，是欺善怕惡。這些年間，爸爸
從少言，不懂表逹自己，到他願意去分享自己
的生命故事，讓我們明白他的心事，體諒到他
的恐懼，聽到他心裡的微聲。我們一家的關
係，又再更加親密。

以下是我父親接受灑水禮當天的見証，願榮耀
歸於神：
「我出生潮洲，自小按家庭傳統拜祖先和民間

宗教。廿多年前，因著姨仔 (太太的妹妹)，開

始認識一班基督徒，也因教會的弟兄姊妹的愛

和熱誠，曾出席過教會的聚會。當時雖不認識

耶穌，但感受到教會的愛。隨後，看見子女，

太太也相繼信主，自己也曾想到有一天也會隨

著家人信主。近年，開始思想人死後的事，太

太常告訴我，基督徒死後會永遠與耶穌在一

起，去到天堂，一處美好的地方，更重要是一

家人能夠永遠在一起。我聽後，也很想得到這

個福氣。在家人的邀請下，來到五旬節教會(九

龍堂)，在高姑娘帶領下，我明白耶穌為我的罪

而死，我知道並相信祂是唯一的真神，成為基

督徒，永遠跟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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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是我，也要理性面對
秋霖 
溫哥華資深戒毒社工

社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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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筆者都在討論疫情處
境下人的面對態度，多多少少有點離身、隔
岸觀火之感，彷彿與己無關。在這數星期發
生的事，卻讓我看到不一樣的看法，自己無
論做了多少預防措施，亦不等於 “沒有中招” 
的可能性。

數日前看到一條短片，是發生在烈治文市一
條隧道出口的交通意外，汽車鏡頭拍到對頭
一部車突然衝破行車分隔欄，先撞向前面一
部車，接著撞到有攝錄的那部車，只見鏡頭
翻倒，聽到有幼兒聲音，然後斷片。看過此
片段後，筆者不斷反省，開車司機如常駕
駛，不料對頭車突然越線衝至連撞兩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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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無犯錯，卻承受嚴重車禍後果! 我代入車
主去想，不禁要問： 
“何以是我 (受害人) ?”，“我做錯了甚麼嗎?”

疫情期間，面對外在環境波濤洶湧海嘯壓
境，但同時我們又似乎如常地吃喝工作生
活，似乎沒有甚麼特別要做。其實我們是處
於一個高風險位置，病毒可能忽然臨到你或
我身上。有些病毒感染途徑或許可以追溯到
源頭，但是大多數情況都是難以百分百肯
定。假如，萬一自己或家人感染了，那怎麼
辦？萬一是我，也要理性面對。

甚麼是理性面對? 首先是調整心情。萬一是
我，不是去埋怨誰傳給我？抱怨為何是我？
自責我做錯了甚麼？這些反應是普遍的，可
以說是人之常情，沒有對錯。我們要理性面
對，首先要冷靜問自己，我該做甚麼才不會
將病毒傳開去? (對別人負責)；第二，我該接
受甚麼治療? (對自己負責)；第三，家人朋友
可以怎樣幫我? (善用支援，不怕失面子)。

萬一感染了，就是 “病人”，便當求診，接受
治療及測試，抽血取樣本服藥等等。從已有
例子得知，絕大部分病人都是靠自身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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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病毒。以加拿大為例，5月15日星島日報
資料顯示，累積總確診人數132萬，治癒人數
122萬人，死亡人數2萬4千9百人 (即1.5%)
。這告訴我們感染了新冠病毒，並非不治之
症，98%的患者可以痊癒。而死亡因素多出
現在高齡人士，65歲以上，以及住院舍長
者，可以理解的此群組多有其他長期病 (糖
尿病，高血壓，肺病，肝臟等等)，自身免疫
力弱，加上在院舍內萬有一個外界傳入，便
容易內部交叉感染。

從現況可以理性地去看，萬一有感染徵狀(
發燒，咳嗽，失味覺，咽喉痛、鼻塞、呼吸
急促、肌肉酸痛、嚴重疲勞)，便採取理性
行動：(1) 立即去檢測；(2) 能夠在家自我隔
離，便盡量不去醫院(避開高傳染率地區，減
輕醫療人員壓力)；(3) 在家如能自住一室，
安排有自用餐具衣物，盡量不共用 減少內部
傳播)；(4) 均衡飲食，包括運動，休息，有
穩定情緒及對外聯繫(網絡接觸視像傾談等
等)，讓身體的免疫力對抗病毒。從例子看，
大多數人自我隔離兩星期，症狀消失、食慾
恢復、精神恢復，這就是好了。再做一次檢
測確定是陰性，便可放心。作為家人，也要
作出理性配合，盡量採用預防傳播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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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安慰患者的心情。未曾打疫苗的，亦鼓
勵去接種，增強身體抗疫力，建立群體抗疫
力。

新冠病毒為全球帶來浩劫，也迫使人類思考
新常規的生活方式。<在家工作> 已經是很多
行業的新趨勢，重新檢視 <消費心態> 的生
活方式，而抗疫三寶 (口罩、洗手、距離) 已
經成為生活新常規。我們已是活在一個急速
變化的時代，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社會是不
斷急速變化。我們該怎樣生活呢?

在萬變的世代，我們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察
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參羅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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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的性善與自由
盧維溢牧師

事事關心

電影《浪跡天地 Nomadland》(也被翻譯為：
遊牧人生) 的導演趙婷在接受奧斯卡獎項時揭露
她對人性的一點感受，同時也揭露她追求自由
和世事真相的熱衷。

趙婷在領獎時談及年幼時父親教她背誦『三字
經』，並且當場說出它的第一句：『人之初，
性本善』。這六個字對她有很大的影響，直到
現今她還是深深相信：“儘管長大以後，發現有
時候事實正好相反，但無論我走到世界哪裡，
我總是會在相遇的人身上發現良善的一面。” 

這六個字也許值得基督徒去思考這位生長於中
國大陸的女士對人性的觀感。她曾經先在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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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學教育，之後轉去美國的大學進深學業，
繼而發展電影藝術的事業，且已經在美國定居
了十多二十年。惟最近被人揭發她曾於2013年
向一份電影雜誌《FILMMAKER》透露為何定
居美國：“在我成長的年代，中國是個充斥謊言
的國家，有很多我在小時候吸收的資訊，最後
發覺都是假的，從此養成叛逆的性格。”

她既然談到人性，基督徒不能不提出聖經對神
原本的創造和人之犯罪的啟示(創世記 第1至3
章)。我們都知道神原本所造的人是美善的，
只可惜人類的始祖因為想得到與神同樣的智慧
而墮入魔鬼的圈套，後果是失去了與神本來的
密切關係，而去追求那種不受神所管理的「自
由」人生，以致不能完整地領略祂的美善。雖
然神所賜予的良善本性沒有完全喪失，人仍然
擁有是非之心 (羅2:15)，但一般人的良心已經
受到地上法律和社會風俗的影響而不能達到神
所要求的完美水平，要尋求完美唯一的途徑就
是接納耶穌基督的救贖恩典 (約14:6；羅3:23-
25)。

由於罪惡在一般人心裡和思想上的操控，無論
這樣的操控是透過喜歡或是畏懼它 (罪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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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上所追求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因為
一個人追求的個人自由許多時候卻成為對他人
的冒犯 (例如暴露身體、公眾吸煙和嘈雜聲音)
。所以，要處理人際間由於表達自由而產生的
衝突，社會需要合情合理的法律和執法人員去
調解當中的衝突。不過，正因為罪惡的轄制，
沒有一種世上的人類制度或法律是完美或滿足
所有人的要求，於是，我們唯有退而求其次，
取那比較多人都可參與的政治制度以尊重和容
納眾多人的意見，這種制度就是歐美世界過往
三、四百年發展出來的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其實是對人性有切實認識而建立的，
它建基於人容易濫用權力這個觀念，若缺乏他
人去制衡濫權的行為可引致極大禍害。它雖然
也有其缺點 (辦事效率比起專制獨裁的為低)，
但它肯定有較大空間去達致真正平等的法治、
容納不同人的見解、尊重新聞自由、保護個人
的生活自由的權利、在公眾領域的言論自由等
等一般人都需要的權利。 

許多人很幼稚地以為法治、平等、自由是不需
要民主制度的存在就能自動地運作。從人類過
往四五百年歷史事實證明，缺乏民主制度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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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可能有以下幾項：個人產權的保障、平等
作公職的機會、行動自由(例如出入自己所居住
的國境)、宗教言論以及組織和集會的自由、批
評政府的權利。

社會若沒有民主制度，一般人不會有平等、公
正的法律保障，因為在專制獨裁的社會裡，政
府官員是在法律之上，多數時候他們不會被法
律制裁，所謂法治只不過是法律被政府官員用
來統治人民的工具而已！民主社會並非完美，
仍然會受制於撒旦 (魔鬼) 的影響 (試探和牽引)
，但一般人在民主社會的法庭是容易受到法律
的平等對待，因為法官是活在法律之下，同樣
受到法律的制裁，與專制極權的政府有重大區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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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專制或獨裁的政府，民主制度下的社會比
較容易使政府的權力受到制衡，政府官員一旦
被發現濫用權力也會受到法庭權力的制裁。有
了這樣的法庭功用，其他官員就不敢明目張膽
地貪污受賄、或隨便將公帑和公眾資源肆意分
配給與自己有私人關係的人。獨裁或專制之下
的法庭就相當不同了，法庭不敢公平審判高層
政府官員，甚至不敢接受處理這種案件！

『人之初，性本善』這六個字提醒華人基督徒
思想信仰對社會制度的檢討，怎樣作「入世」
的基督徒，而非只懂得講一般人以為是空中樓
閣的「出世」信仰觀念。在實際生活上回應人
的困難處境，引導人在艱苦遭遇中經歷神的美
善，這是基督徒作福音見證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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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十誡的倫理意義
李錦綸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哥華)神學教授 /候任教務長

同道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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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十誡的用意
十誡是以色列民族得以生存的「定海神針」，也
曾經是西方文化裡的倫理因子。

從社群立法的迫切性看，十誡的頒布是在出埃及
後剛滿三個月發生的，給予剛離開埃及的一個新
群體該如何生活有個明確的規範。然而這不是一
般性的生活守則那麼簡單，這是當耶和華兒女的
生活指標，因為耶和華要使以色列歸給自己做子
民，十誡是上帝自己的要求，在一定程度反映著
祂作為立法者的本性特質，不再是各人任意自定
規矩（auto-nomy），而是齊民的統一規範，然
而最終目的不是轄制人，乃是保護生活在上帝真
理中的自由。

十誡頒布就形式上看，是上帝與以色列之間的公
開立約，在此約定中彼此相屬，十誡的篇幅相當
簡明，讓所有的人都能明白而遵行，從而在生活
中「體現」（embody）上帝兒女的特質。

文字背後的精神
上帝的誡命以文字方式傳達的好處，顯然是在於
能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讓每一代的以色列民
通過學習可以世代相傳；然而，單就文字本身只
能做為行為指標（schema)，背後必須預設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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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力量，否則文字將變成死的條文，也就是教
條化的律法主義問題所在。

如果把十誡內容分為以上帝為對象和以人為對象
兩大部分，那麼我們不難發現人在遵行誡命的同
時，必須面對善與惡兩種力量：正當的愛與自戀
的慾望。從開頭的第一誡提出該「愛慕」的首要
對象是耶和華，這成了後兩誡的依據，以此為基
礎貫穿所有關係；並且在第五誡提出以父母親其
權柄表徵，作為人對上帝的愛慕延伸至所有人際
關係的指標，因此愛慕上帝的同時也愛慕上帝在
地上的代表，從而伸展到所有其他的人。最後的
第十誡則提出人對於自身的貪戀需要時有「儆
醒」，作為越軌的防範機制，總結了第六到第九
誡所提出對傷害他人的禁戒性警告。

對社會生活的涵義
第四誡特別之處，除了是跨越了以上帝為對象與
以人為對象的兩大範疇，還有的是說明了甚麼才
是做為上帝兒女的正常生活。跟長年無休的埃及
奴隸生活構成強烈對比，在工作與休息之間的分
配反映出負有「自主責任」的生活態度，自主地
對上帝的自由敬拜，自主地為自己、家人、他人
及上帝創造的生命，保留當被賦予的自由空間，
這也是愛的具體表現。並且經過每週一次定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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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參與的經歷，在個人生命中不斷深化這種從愛
上帝而得自由的價值觀，結果不但影響個人，也
在群體的共同落實中給整個社會環境帶來自由空
間，也就是充滿「社交恩惠」(social grace）的
生活文化空間。

《路得記》的故事為我們透視的，就是一個遵行
耶和華律法的社會氛圍。從人的生存需要而外
逃，又最終一無所有被迫回歸原居地的拿俄米，
在絕望中找到希望，不光是路得這名外族女子因
信靠上帝而被伯利恆人所接納，同時表明了那些
沒有生產能力的人也得以在別人收割的日子得到
照顧（莊稼不被收割凈盡），因而也從社交恩惠
而獲得生存空間。這不只是律法的制度性要求，
也是安息日精神的具體呈現，是當地人因遵行上
帝律法「樂意而為」的事，而波阿斯只是其中的
表徵性人物而已。在今日的「自由」社會中，反
而越來越難感受到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愛與關懷，
因為過去社會原有的基督信仰因子，在極度世俗
化的潮流中已快被蠶食得體無完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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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實體宣教：你和我的見證
盧健恆牧師

自從疫情開始，互聯網就成為我們與外界接
觸的最主要途徑。曾經有人講笑地說：「我
們可以不帶銀包出街、甚至足不出戶，但卻
不可以沒有網絡和手提電話！」因為所有的
資料和資訊都已經在手提電話之內，當然也
包括與外界接觸的互聯網。

一下子教會生態盡都改變：崇拜、團契、祈
禱會和其他所有聚會都變成網上聚會。大家
都可以不離開家中就可以將教會搬到自己的
家裏，非常方便。甚至可以選擇全世界首屈
一指的牧師和講員來聆聽他們的教導，而且
一日可以參加多次聚會，對我們的屬靈生命

見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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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有非常大的幫助。對於很多人來說，這
個安排是非常完美的。不單沒有停止聚會，
而且屬靈知識又可以不斷增長，或許這種網
上聚會的安排就成為在疫情中另類的祝福。

對於以上的論點，我個人已經聽了不下數十
次，慢慢地好似變成了一個主流意見，認為
網上聚會將會成為教會的新常態。從某一個
角度、特別是從學習的角度來說，網上聚會
的確縮短了地域界限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因為有時好的講員和教導是可遇不可求，而
透過在網上的聚會又可以擴闊了我們學習的
視野和方法，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連我自
己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都在網上上了相當多的
課程，獲益良多。但這是否就是我們信仰的
全部呢?

認識身邊未信主的朋友，特別是在疫情當中
受影響的人，我就更體會到我們信仰的真實
性。這個真實性不單只是從純正真理的學習
中得到，也要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將這些真理
應用出來才能夠切切實實的體會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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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日子有不少未信主的朋友都會向基督
徒問及他們如何度過這一段留在家中的日
子。他們要問的不是那些大家都一同經歷的
事情：例如如何留在家中及打發時間，這些
都是每一個人每一天都經歷的。他們實際上
想問的問題是我們一班基督徒在這逆境中如
何自處？為何我們還有這一種對未來的盼
望？因為對於未信主的朋友來說，這個逆境
已經糟糕到極，是沒有盼望的。但看見我們
一班基督徒在這逆境中仍然抱著盼望、仍然
在疫情中幫助弱勢社群、仍然在經濟困難中
為有需要人士送贈口罩和代他們購買日常用
品。對他們來說是匪夷所思的！我相信這一
點就足以令到未信主的朋友都能夠感受到我
們一班信主的人內裏是有一樣東西是他們沒
有的，而這一種東西又不是在我們額上寫上
「基督徒」三個字就可以表明出來，反而是
透過我們日常的生活行為和如何活出基督徒
的樣式才能完整地表現出來。這一種內裏的
東西其實就是神自己，藉著我們日常的生活
將衪自己向世人表明出來，亦是我們信仰當
中最吸引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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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一想之前的論點：認為網絡就是一切，
也是知識的泉源。我沒有否定它的價值。但
只要一停電，或網絡出現故障，這個泉源就
會中斷。大家看看最近美國德州和台灣停電
的事情就可以明白，過份依賴網絡並不能保
證我們的屬靈生命有所增長。我們的頭 （即
知識）可能越來越大，但我們的手和腳 （即
行為）卻越來越短，漸漸變成了屬靈怪嬰。
不但自己不能自我成長，也不能感染其他
人。難道這就是我們的神想我們要作的嗎？ 

馬太福音5:13-16 是一段我們非常耳熟能詳
的經文：
13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
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
人踐踏了。 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
上，是不能隱藏的。 15 人點燈，不放在斗
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
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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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強調的是如何向身邊的人作鹽作
光，沒有強調知識增長一事，更沒有提出只
留在家中，享受所謂的自我成長，而沒有對
外的行為。我要重申一點：我並不反對知
識，也認為知識是必須的，因為有正確的知
識才能夠帶出正確的行為，但單單有正確的
知識而沒有行為，這個亦都不是上帝所悅納
的。

所以若從宣教角度來看，請大家繼續在網上
學習，增進知識，但不要忘記要將所學到的
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因外面的人仍
然等待有人能夠將上帝的盼望向他們實實在
在並實體地表現出來。我相信這才是最重要
的。

互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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