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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環顧身邊人，在這「一制式」的後電腦時代，

不知多少仍知道何謂 Ctrl (Control鍵) + Alt 

(Alternate鍵) + Del (Delete鍵) = Reset 重啟 

- 這沿用數十載的電腦鍵盤操作制式。今天在

講求效率及便捷的時代，或許「二制式」已嫌

多，更遑論三及更多步驟程序才能達致「功

能」(Function) 成效的運作。對現代人來說這

可能確實有點不切實際、費時失事!

然而，2020年對我們來說，是不切實際、費

時失事嗎？或許經歷過今年，讓我們有機會反

思何為實際？費時又是否一定會失事？抑或世

上仍有「費時得事」的實際？面對2021年的

歲首，真理報編輯們為大家邀請了不同嘉賓，

與大家談談當今世上 - 國家、社會、教會、

個人的種種實況，看看我們過去費了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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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展望來年如何能不失事而得事。

各筆者們將在此真理報雙月特刊中，以五大篇

幅 - 「修己身」、「齊神家」、「彰天國」

、「治社稷」、「平天下」篇，分別探討、分

享、及展望如何在 - 個人修為、教會使命、

短宣事工、社會關係、國際形勢上，藉放下操

控 (Control)、接納替代 (Alternate)、勇於去

掉 (Delete)，來準備、步儲、迎接2021年的

「重啟」(Restart)。

今期特刊撰稿嘉賓陣容鼎盛，盡錄如下：

• 「修己身篇」- 司徒永富博士 (香港鴻福堂

集團行政總裁)、余漢傑博士 (英國保誠保險

公司資深營業總監)、招秉恆先生 (中國國內

網紅、歌手、餐廳老闆)、黎穎俊先生 (加拿

大中文電台節目監製、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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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神家篇」- 梁海華博士 (加拿大華人

神學院溫哥華院長)、徐久明牧師 (溫哥華

聖道堂中文事工牧師)、Pastor Diana Ran 

Zhao (Vancouver Joy Fellowship)、盧健

恆牧師 (Open Door Ministry)、胡志偉牧師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 「彰天國篇」- 羅懿信牧師 (溫哥華短宣中

心總幹事)、鄭媛元博士 (溫哥華短宣中心事

工主任)、陳潔冰傳道 (溫哥華短宣中心粵語

事工牧者)、Pastor Wayne Kwok (溫哥華

短宣中心英語事工牧者)

• 「治社稷篇」- 陳心田博士 (加拿大資深時

事評論員)、楊林鳳儀傳道 (香港關懷無家者

協會總監)、李英傳道 (溫哥華晨曦福音戒毒

姐妹之家)、盧維溢牧師 (加拿大基督徒社關

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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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天下篇」- 趙錦榮議員 (加拿大國會議

員)、胡志偉牧師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

事)、王礽福傳道 (榮光敬拜事工發起人)

盼集合眾人之力、藉各人從上而來的洞見，叫

我們都能得悉上帝對我們在這年頭的心意，同

步走過20、重啟21，一起放下操控 (Control)

、接納替代 (Alternate)、勇於去掉 (Delete)

，穩步邁向「三制式」的 2021！



修己身篇

7		 從疫情學到的三堂課
  司徒永富博士
  香港鴻福堂集團行政總裁

16	誰關心我城
  余漢傑博士
  英國保誠保險公司資深營業總監

19	Restart	重啟
  招秉恆
  國內網紅、歌手、餐廳老闆

28	RESTART:	Ctrl+Alt+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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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從疫情學到的三堂課
司徒永富博士
香港鴻福堂集團行政總裁

2020年可以說是絕不平凡的一年，新型冠狀

病毒已經影響我們正常生活好一段時間了，不

少人經歷了一輩子也沒有想過會遇到的東西：

沒有想過各國有封關的可能、全球九成的航班

會被取消、不少人被禁足留在家裏、病毒導致

全球數以百萬計人死亡、世界經濟大混亂、大

量企業倒閉、失業抑鬱飈升等。

無怪乎一些人指出，除了沒有出現軍事衝突之

外，上述的情況跟爆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

沒有多大分別。我們面對的浩劫有如「森林大

火」，經濟秩序瞬間被改變，生活秩序也在「

洗牌」，改變到怎樣的「新常態」還是沒有答

案。面對此畫面，既陌生又無奈。究竟逆（

疫）境要叫我們學到什麼。對我來說，至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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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很重要的三堂課。

1. 黑天鵝、灰犀牛隨時出現

黑天鵝事件指非常難以預測，且不尋常的事

件，通常會引起市場連鎖負面反應甚至顛覆，

慣常思維模式的徹底顛覆。在發現澳大利亞

之前，17世紀之前的歐洲人認為天鵝都是白色

的。所以歐洲人沒有見過黑天鵝，“所有的天

鵝都是白的” 就成了一個沒有人懷疑的事實，

一直到人們在澳大利亞發現黑天鵝，歐洲人的

想法因此一百八十度翻轉，黑天鵝也變成了不

吉利的象徵，像是我們所說的烏鴉一樣。這種

翻轉會造成人們心理很劇烈的震盪，也就是

說，人們所習慣相信的信念、所樂觀看待的

事件，有可能是錯的。新冠狀病毒 COVID 19 

的出現、病毒的擴散導致近全球七千萬人口確

診和超過一百六十萬人死亡，以致多國封城、

大部分飛機停駛、商旅停止、酒店旅行社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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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入、零售行業重創、大量失業人口湧現等，都

是始料不合的「黑天鵝」出沒現象。

黑天鵝比喻小概率而影響巨大的事件，而灰犀

牛則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灰犀

牛體型笨重、反應遲緩，你能看見牠在遠處，

卻毫不在意，一旦牠向你狂奔而來，定會讓你

措手不及，直接被撲倒在地上。牠並不神秘卻

更危險。可以說，灰犀牛是一種大概率危機，

在社會各個領域不斷上演。很多危機事件，與

其說是黑天鵝，其實更像是灰犀牛，在爆發前

已有跡象顯然，但卻被忽視。香港在去年下半

年經歷大規模的社會事件，以致其間接疊著的

中美貿易角力、及後到現在社會普遍彌漫負面

情緒，一浪接一浪的事件，就如愈走愈近的灰

犀牛，讓我們不只手足無措，更是目定口呆。

無論是黑天鵝還是灰犀牛都在挑戰我們的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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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EQ）和適應能力（adaptability)。是的，

突如其來的問題或挑戰出現時，當驚魂浦定

後，我們會試著尋找解決方法，走出自己的舒

適圈，從而破繭而出。另一個重點是，處境會

迫我們學習去接受，尤其當下環境的挑戰，大

到單靠一己之力甚至既有知識經驗無從應對

時，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和處境對話，簡單來

說就是放下自封，但是不放棄面對，只有不斷

地去學習，甚至行步見步，才能帶來轉化。

在我中學的時候，有一位老師曾告訴我如何去

發現內在本能具備的適應和潛在能力，有三種

方式。第一是透過認識和學習，所以基礎教

育、上學是很重要的。第二要着手去做、去體

驗，不用顧慮太多，放手去做就是了，就如游

泳、駕駛、騎單車，你會發現：我從沒想到自

己有這樣的能力，我是做得到的。例如：在疫

情中被逼在家工作、用 zoom 開會、網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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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習等。透過實踐和經驗，我們總會有所學習、

成長、有新的發現。第三是透過問題、挑戰或

是障礙去成長。當我們鼓起勇氣去面對艱難，

走過後我們會發覺內在能力又提昇了，當然，

身處泥濘的日子，的確一點不好受。以我生意

面對的挑戰為例，其實疫情的衝擊不及社會事

件，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同事用「

血與淚」的經歷走過空前艱難的半年，（按：

我公司大部分店舖均在大量運輸系統網絡經

營，其時交通運作備受影響。）當接續疫情挑

戰時，同事們都能沉著應對，然後慢慢找到新

點子穩住局面。我的感受是，現在的「肌肉」

要比之前更強壯呢，我們都在艱難中成長了。

2. 學習謙卑

面對挑戰和困難，有些人會選擇進攻 (fight)

、有些人會選擇逃跑(flight)，但有沒有想過，

其實可以甚麼都不做(freeze)，呆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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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在面對病毒，被迫投降、住手、休息的日子，

我特別體會聖經兩段的經文，就是詩篇 46:10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和雅各

書4:15「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

以活着，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

是的，在風和日麗的日子，我們以為一切都是

可以計劃的，一切盡在掌握，大地盡在自己腳

下，幾乎把自己當成神。一場病毒，向我們宣

告我們是人不是神，我們有時連「小強」(編

者註: 香港人對蟑螂的別稱）都不如，疫情教

導我們要學習謙卑，我們不能控制和我們懂的

事實在太少了。

曾經看過一個短文，說新冠肺炎，專治「不

服」：疾控專家當初認為它傳染性不強，它就

比流感強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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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有些政府說不用戴口罩，人民也抗拒口

罩，它就用日培一倍的確診數字逼人四處

搶口罩；

有人認為病毒只針對老病弱者，它就連嬰

兒都能感染；

有信神的自信有神保佑，它就令教主公開

下跪；

你自信一齊玩一齊聚餐沒有問題，它隔天

就令你後悔參加了派對.....

面對這種病毒，人類唯一的勝算，是懂得

恐懼，懂得謙卑。

停下來，人的確要歸回原點，要變得謙卑一

點，不要一直自以為是，以為憑一己之力大到

可以改變世界，事實卻是恰恰相反，面對力不

能抗的大環境，我們連「小強」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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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追求真正的免疫力

某天，在茶餐廳一角看到一個小牌匾，上面寫

著：「一埸疫情，讓我們明白：未來拼的不是

學歷、不是權力、不是實力，拼的是免疫力。

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面對艱難處境的當下，不少人還是一臉茫然地

在問：為什麼會有疫情？為什麼會有眾多的艱

難接踵而至？為什麼上帝容許這一切苦難發

生？可能理智上我們可以找到不少論述，甚至

神學解說，但客觀的事實我們已身處其中，

似乎我們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如何回應，與

處境對話。正如意義治療大師弗蘭克（Viktor 

Frankl ）的一句名言：「人不該問生命的意

義是什麼，而是要先認清，是生命對他有何期

待（或譯作：追問）。」然後他續說：「面對

這個追問，我們不能以說話和沉思來答覆，而

該以正確的行為和作為來答覆。到頭來，.....

完成生命不斷安排給每個人的使命。」* 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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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話說，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斷和現狀處境對

話，透過愛的意義、受苦的意義、生命的無常

去扭轉人生在面對不同處境的態度。

充滿挑戰的一年很快就要過去，最近接觸得最

多的一個名詞就是「新常態」，意即自新冠肺

炎疫情爆發以來，我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變

化。我們不得不改變一些以往的生活方式和習

慣，甚至處事態度和思考方法，以應對變幻無

常的環境。是的，我們被選擇身處極具挑戰性

的時刻，我們應如何以基督精神來回應這世代

的需要呢？「主說：「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

家，主人派他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

呢？」（路加福音 12:42）讓這句聖言提醒我

們，也讓我們繼續追求成為忠心有見識的好管

家，活好當下，尋索回應時代的呼喚，迎向面

前林林種種的「新常態」。

*弗蘭克《活出意義來》，光啟文化，1967。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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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關心我城
余漢傑博士
英國保誠保險公司資深營業總監

2020年初，因為鼓勵一位115公斤的同事減

肥25公斤，所以和他一同參加了健身教練課

程，調節適量飲食，減少碳水化合物，增加

大量運動，同事成功達到了90公斤，我也順

便減掉8公斤。我跑了人生第一個半馬，這算

是今年最 “落地” 的『修身』，今年踏入60

歲，認真地把12個不同服事機構的職位減掉至

兩個，開始了計劃剩下來的20年可以做點什

麼？

經常在不同場合碰到一些老朋友，都會講『得

閒飲茶』，不過大多數沒有兌現，今年趁著疫

情，大部分人都在家工作，不能到處旅遊，不

可聚集會面，我安排了一個節目名叫『完尾的

約會』，我列出在我生命中不同時段對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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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有同事、朋友、家人、事奉夥伴，單

對單，假設是在世最後一次見面，免得突然離

開世界時遺憾沒有一一道別，每一個約會一同

回想如何第一次在生命中相遇？從哪一刻開始

惺惺相惜？感謝對方如何曾經在自己人生的影

響，向對方講出我多年藏在心底裏很想說出的

話，拜託對方身後為我做一件事，懇切詢問可

以為對方效勞一件事，最後預演我在靈柩內聽

對方說出的臨別一句話。做了十多個約會，發

現上帝在我們的生命軌跡中，安放了不同的天

使，人生旅程中遇上，實在多姿多彩，引領邁

向一個要完成的人生目的。

其實過往三十年，每年我都會為自己做一個

年度回顧及展望，就是一個 “control”，控制

自己不要沉迷自己喜愛的事情包括過度忙碌工

作，控制自己也不要沉迷因循苟且的事奉，

反而每年要找 “alternative”，就是跟以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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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以往有進步，有改變的出路，當然要 

“delete” 删掉浪費自己時間的事情，戒除不

良的習慣包括拖延、懶惰、悲觀、每年必須有

少少進步，每年少少修身。

祈求上帝帶領我這個人能夠在自己服務的工作

崗位努力，在事奉的崗位盡忠，照顧家庭，服

事教會，關心社會，熱愛國家， 盡上可盡的

義，2021新一年迎接新開始，“restart”！祈

禱求主，來年繼續讓我節制飲食，鍛鍊身體，

找到在工作專業上的位份，在事奉上最適合的

崗位服侍，繼續修身。

温哥華華人信義會 Vancouver Chinese 
Lutheran Church (VCLC)

誠聘牧師 - 不忘蒙召初心 委身教會事奉
申請人應徵條件:
1. 認可神學學位 (信義會道學碩士優先)
2. 認同及支持信義會信仰
3. 最少5年牧會經驗
4. 流利廣東話及英語, 懂國語

發展多元文化年輕人事工
培養基督靈性生命
傳承下代 
傳揚福音 
服事社區

聘請詳情: www.facebook.com/vancouverchineseluthe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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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Restart	重啟
招秉恆
國內網紅、歌手、餐廳老闆

有點受寵若驚，身在北京的Bing大叔，很榮

幸收到遠在溫哥華的短宣中心及真理報的邀

請，為大家在20年終21年始撰寫文章。但阿

爸天父竟然委派我寫 “修己身” 的文章，對我

這自覺嚴重缺乏自律的人來說，不是搞笑而是

明明的當頭棒喝！天父用心良苦製造我面壁靜

思過的機會。

在大陸流行一句話：“重要的事說三遍”。有

一段經文天父從年頭一直提醒我到年尾。第

一次是金句卡，塞在香港宣道會北角堂新春

崇拜的紅包裏給我；第二次是上周六12月5

日早上自己的靈修經文；然後周日淩晨又透

過 Zoom，在參與加拿大夏城華人基督教會

（自己受洗歸主的母會）50周年慶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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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由教會德高望重91歲高齡的長老親口朗讀出

《箴言》3章1-10節。我們一代又一代離開 

Halifax 的弟兄姊妹，每一位都曾經憑信心領

受過這段臨別贈言：

我兒，不要忘記我的法則；

你心要謹守我的誡命；

因為它必將長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數與平安，加給你。

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

要系在你頸項上，刻在你心版上。

這樣，你必在　神和世人眼前

蒙恩寵，有聰明。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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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

這便醫治你的肚臍，

滋潤你的百骨。

你要以財物

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

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

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

我老套，必須以神的話語為大前提，不然一切

分享只是蒼白的人間小學。有注意到神的訓誨

後都是應許嗎？（注意下劃線上的經文）還是

挺接地氣的，這層次還沒上達天堂境界，都是

人活在地上的生活錦囊。要修身就請記住並行

出來，上帝是信實的，祂的話絕不會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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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這麼一大段的前言後，我得遵從總編的格式要

求寫下去，以 Retart “重啟” 為主題，電腦語

言中的 Ctrl+Alt+Del 為內容骨幹，這順服對

一向自由風格的大叔來說也算是修己身的功課

吧！

Ctrl，Control：既然說修己身，我就真說修

身吧！從前年的體重80kg、到今年疫情間的

85kg、以至前兩天上磅的數字竟然是歷史性

的87kg，晴天霹靂呀！必須禱告神求一套瘦

身計畫了；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禁食禱告。別

笑，難保這是神督促我親近祂的手段，重點是

敬虔的心加上力行。無論禁食和禱告都是實戰

操練，必須先定下目標和時間表。什麼是敬

虔？是義無反顧的信靠神而去實踐。我說的當

然不只是減肥，是相信你所祈求的神是信實，

愛你超乎你所想所求的。



2312/1月 己身 神家 天國 天下社稷

修己身篇 

禍從口入，同時也禍從口出。雅各書說：“舌

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

界，能污穢全身……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

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雅各

書 3:6-8）今年你犯了多少次無建設性反而具

破壞性的舌戰或攻擊性言論，無論用口還是文

字？我有不少，先向上帝自首。對香港人來說

去年開始黃藍對峙，今年挺川與反川之爭更廣

及全球。驚歎聖經的實在，人類歷史已經踏入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的階段了。

那難道我在任何場合都要封嘴嗎？斷乎不是，

誠聘

全職中文堂主任牧師
- 以粵語為主，能操流利英語,通曉國語更佳
- 畢業於國際認可之福音派神學院或聖經學院
- 曾牧養教會五年以上，其中最少三年任職堂主任
- 具北美牧會經驗者優先考慮

應徵者請將履歷以電郵傳遞至 careers@vcefc.org 聘牧委員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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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但切忌不順眼就破口大罵，絕不給魔鬼留地

步。我想你也領教過與一些親友甚至弟兄姊妹

的關係決裂，暫時惡劣得難以修補。Be still 

and know God is God 交托給神就好了，耐

心等候神的作為。但每次發聲必須記住 “以耶

穌的心為心”；“用愛心說誠實話”，不確定是

真實的不說，真實而沒有愛心的更不說，兩者

缺一不可。無益的吵架，只會讓撒旦笑著取漁

人之利，別上當！

Alt，Alternative：我一生中有過無數次的改

變，疫情所致滯留香港8個月後，原本為北京

市中心推廣文化消費區的工作就丟了。說顧問

合同改為專案合作，不就是敷衍嗎？這時勢國

家限制出入，我等負責國際市場的當然無甚利

用價值。事實上我也不想再緊張一份天天上演

宮鬥劇的差事了。原先以為可以為更多有內涵

的藝術家尤其主內藝術家建立一個優良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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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藝術平臺，但執行起來有諸多的限制與困惑。

幸好狡兔有三窟，我除了文化中心的推廣工

作，還有音樂和旅遊俱樂部的推廣工作可做。

在大陸，即使不做國際市場，因地大物博各州

各省的風景、文化各具特色，所以本土旅遊市

場同樣是巨大的。去年開始我是一家國際旅遊

俱樂部的會員，它的特色是透過線上線下的分

享，成功推薦志同道合愛好旅遊的人士加入俱

樂部，就可獲取收入。當初求問神能否加入，

就是看重它的模式非常適合織帳篷的傳道人養

生，我的介紹人便是一個傳道人太太。只因過

去太忙碌無暇兼顧，沒想到我所推薦的一位退

休姊妹，一年間做到風生水起，建立了百多人

的團隊，反過來問我為何不幹。大叔又豈有不

動心之理呢？

我曾經當過電影評論人、模特兒、演員、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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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創作人、餐廳老闆、散文作家、歌手、電臺節

目主持人、文化推廣工作者...許多工作甚至是

重疊交織的。我不是幸運，而是上帝信實。耶

穌說：我來了，是要叫羊（或譯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 10:10)。“耶和華

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詩篇 23:1)

不只是一節經文，是歷世歷代屬神的人的共同

體驗。開辦餐廳的16年歲月裏，我試過幾乎身

無一文，但竟然又當上新一家餐廳的合夥人。

神奇的事太多不能盡錄，從來關鍵是我們有沒

有以神為我們的牧者。

換湯不換藥，我知道自己每個角色都是從神來

的，為要在不同領域上見證、榮耀祂。馬太福

音 6:33：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

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轉變，往往是考驗我們

是否信靠神的時候；也是神要賜福予我們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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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Del，Delete：我已經在擔心總編要 delete 我

的部分內容了，已經遠超過約定的一千字。那

我只好草草說幾句：删除無謂的上網時間吧！

很多實體事情仍然需要你關心的。疫情狠狠改

變了地球人的生活習慣，但不要允許這大黑洞

把你全部吸進去。這虛擬世界很狡猾，色情、

暴力包括言語暴力、金錢、名聲、似是而非的

道德觀將你漸漸同化於無形。箴言書的作者所

羅門王大概是聖經中形容為最有智慧的人，但

可以斷言他絕非最偉大的領導者，也許他以為

自己能把持得住而不斷與外邦女子通婚，但最

終將許多的偶像引進到以色列當中。

Restart？神的工作從來沒停斷過，我們的生

活受打擊、停擺時神的工作正在進行中。要重

啟的是我們不是神。沒有異象，民就放肆。你

知道新一年神要怎樣用你，你又做好自身的準

備了嗎？這不知道就去問。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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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RESTART:	Ctrl+Alt+Del	
走過20・重啟21

Reijen 黎穎俊
加拿大中文電台節目監製、DJ

相信大家也認同2020是很特別的一年。有誰

能想像在一年前的今天，我們現在的生活模式

會變成這樣？或許當時我們聽過很多關於這

個病毒的 “謠傳”，但始終遠在太平洋的另一

端，仿佛離我們很遙遠。但當確診數字在全球

上升成為日常，驚恐臨到每人當中，再加上不

同的政治氣候，我聽見身旁最多人說的話是：

「2020快點過去吧！」但我心想2020的過

去，2021的來臨，真的代表現在的一切都會

過去，重回我們疫情前的正常生活嗎？

相信2020給我們的學習功課是 - 不是所有

東西都在你控制 (Control) 範圍內。還記得

2020年的1月中，正是我放年假的時候，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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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台辛勞工作了整整一年，是時候「放大假」回

港探望哥哥一家了。每年也很期待這個「充

電」時刻，當然也希望和很久未見的親戚和

老死（編者註：老朋友之意）敘敘舊，去不

同的地方購物等等。但正所謂計劃追不上變

化， 回港後一星期疫情便開始轉變，後兩星

期也困在哥哥的家裡！心想：打工仔最注重的

Annual Leave，就這樣浪費掉嗎？由於當時

口罩很短缺，不想隨便浪費。每天的日常變成

和家人一同上網「撲口罩」和購買日用物資等

等（但通常都不太成功)！當時在溫哥華的弟

兄姊妹和同事都說很同情我的經歷，但其實我

想說是 - 雖然「天氣不似預期」，但我很感

謝神給我這一段奇妙經歷。老實說，我跟姪女

和姪子見面的次數，若以我每次回港的次數為

一次的計算，真的一隻手的手指數量也數得

盡。但今次的「困局」，使我可以和分別4歲

和1歲多的他們天天玩樂，是我出乎意料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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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嚮往。再加上疫情令哥哥和嫂嫂也留在家中工

作，使原本預期不能多見的旅程變成天天互

動，可算是神的恩典。或許很多事情都在你控

制範圍以外， 但你能在 “以外” 的事情找到

神的恩典嗎？放下 Control，細心觀察自己生

命裡的人和事，或許能更加感受神的恩典。

而在控制範圍以外的另一個層面，便是尋求其

他方法 Alternative。這基本上也是2020年活

著的主題。試想想如果在教會和工作上不尋求

改變，或許最終也會被自然淘汰。還記得疫情

開始在溫哥華爆發的時候，教會也要閉門並停

誠聘

全職設施維修員
- 有設施維修相關經驗
- 有修理大樓輕微破損經驗

全職行政主任
- 負責管理教會行政工作
- 有工商管理學位／文憑
   或同等學歷
- 中英文講寫流利

全職堂務員
- 主要負責教會清潔工作
- 有兩年或以上堂務經驗
- 曾在教會、學校、政府等
  機構大樓服務更佳

應徵者請將履歷以電郵傳遞至 hchwang@telus.net 
教會人事部主席汪漢忠弟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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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止實體的敬拜。教牧、同工、領袖和執事們都

承受不少突如其來的壓力。因為這沒有什麼經

驗之談可言。感謝神給教會一班忠心的影音部

弟兄姊妹不斷努力、改進，再加上事奉團隊的

配合，讓我們這個 Alternative（由最初的線

上崇拜到現在的錄影崇拜）可行。而團契小組

只是停了一個月也變成了網上聚會。我作為敬

拜小組的領唱，2020 的事奉很有挑戰。因為

社交距離的關係除了和司他（編者註：教會司

吉他）外，整年也只是和其他隊員合作過一

次。在現場只對著事奉人員領唱，感覺也是怪

怪的，但這都是必需的。而最近一次因為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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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數字高企而決定的錄影崇拜，感謝神能讓我在

電台工作上學到的聲帶剪接混音技術，完完全

全運用在製作敬拜的當中。而在自己工作上，

因為一些變動而接觸了不同的崗位。例如多了

一個關於動物的新節目等等。但對於一名沒

有很多飼養寵物經驗的我來說，也只能努力

地憑信心面對，現在這「新」節目也做了大

半年了！實行不同的 Alternatives 不一定會

一帆風順， 還可能碰很多的壁，而踏出你的 

Comfort Zone（舒適圈）也是必然。而當神

呼召你行 Alternatives 的時候，你有信心神

會像足印的故事和你一同經歷嗎？

我們都是小信的人，特別在一些不在我們控制

範圍內的事情。或許很多人在 2020 覺得神

很沉默，但我深信神是掌管所有的神。只是祂

的時間不是我們預期的時間。當我們希望在

2021 Restart 的時候，我們需要 Delete 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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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身篇 

的疑惑。你有沒有想過神希望透過 2020 給

你什麼功課？或許當我們在混亂中好好停下來

回顧並親近神，才能知道祂的美意。我相信這

也是基督徒生命在世的大功課。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

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 

5:16-18)

其實「2020年快點過去吧！」的中心思想是

盼望，期望明天會更好。而你知道誰掌管明天

嗎？希望我們一同 RESTART：Ctrl+Alt+Del 

走過20‧重啟21，讓身旁的人看見我們與神同

行，與眾不同的生命，使更多人認識主耶穌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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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神家篇 

疫情中的省思
徐久明牧師
溫哥華聖道堂中文事工牧師

英國詩人拜倫說：各種的悲劇是以死亡作結

束；各種的喜劇則是一結婚就結束。所以現今

許多家庭婚姻的不幸福，對社會造成極嚴重的

影響。

2020年伊始，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

疫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而這個疫情，除了使

得人們被迫面對生命的死亡，也可能要面對婚

姻關係的死亡。因著疫情導致的婚姻變化席捲

了全球，隨之而來的經濟壓力和環境隔離，很

多夫妻因長時間相處，導致家庭內部衝突不

斷。人在遭遇難以解決的困難時，容易變回原

始的狀態。原始狀態容易讓人缺乏克制，導致

衝突發生。在衝突時，人往往用自己擅長的部

分作為武器，女性天生言語系統比較發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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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常表現為爭吵發洩，男性則可能出現動手家

暴的問題。有些家庭夫妻之間的爭吵，是小從

雞毛蒜皮，大到房貸車貸，任何事情都能引爆

家庭「戰爭」；有的夫妻共處一室，但缺乏溝

通，一個玩遊戲，一個刷視頻，成了最熟悉的

陌生人；又因社交環境改變，越來越多的婚外

情因疫情而被發現。因疫情令社會總體的交往

減少，家庭交往增多，這讓婚外情難以再藉助

外部交往活動做掩護而曝光。換句話說不是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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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導致了婚外情增加，而是疫情令婚外情更容

易被發現。澳大利亞負責家庭事務的律師事務

所近期接到關於離婚的諮詢電話數量暴增，其

中近一半的離婚原因涉及家庭暴力；法國警方

報告，疫情期間，全國範圍內的家庭暴力事件

上升了約30%；意大利政府不得不徵用大量

旅館房間作為家暴受害者的臨時庇護所，並撥

款打擊家庭暴力。

雖然「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很多的家庭問題，

但是感謝神，對基督徒而言卻是神給信徒生活

中的考驗和家庭關係的恢復。因為教會注重對

信徒夫妻關係的教導，反而在這段期間聽到很

多美好的生命見證。有一位弟兄因在家上班，

以往因工作的忙碌沒有充分的時間與妻子、女

兒交流，如今藉此機會每天都可以有時間和

她們談心和一起讀神的話語，拉近了彼此之間

的距離，改善了夫妻及親子的關係，也與神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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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親近。一對夫妻彼此雖熱心愛主，因彼此

工作的關係卻少有機會分享與溝通，也時有

衝突，正因疫情都在家工作，使他們每天都有

時間分享與溝通並一起靈修讀神的話語。他

們深深的感受到前所未有甜蜜，夫妻關係也更

親密，與神的關係更緊密。他們常講工作太繁

重夫妻之間的關係及與神的關係都受到影響，

沒想到神用疫情使他們能改善彼此的關係，每

天都活在喜樂中，這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差

別。諸如此類的事在眾教會中都不勝枚舉，

因此感謝神，「新冠肺炎」看是帶來可怕的災

實習傳道 : 宋慶文︐梁葵卿
牧師︓徐久明︐Arthur Howard︐朱雅恩︐茹威立

傳道︓吳欣迪︐李柏威

創堂牧師︓ 孫約翰／主任牧師: 王理智

www.ecbc.org / ecbc@ecbc.org / YouTube: ECBC Burn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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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短時間就奪走人的生命，讓人看到生命的

脆弱。其實對基督徒而言，卻是極大的祝福，

雖然大家都無法去教會聚會，而是用視頻在主

日敬拜主，但神卻讓我們能透過zoom的功能一

起查考聖經，一起談論蒙福的家庭夫妻關係、

親子關係。打破教會的圍籬，無遠弗屆，更可

以用來向近處及遠處的人傳講福音領人歸主。

當疫情開始時對教會要推動的工作突然受阻，

但神卻讓我們看見有新的思維、新的方法、新

的視野來面對這新的挑戰。2020年很快就要

結束了，回溯過往我們在福音事工上所用的方

法，在後疫情時期因著新的趨勢，教會應以新

的形態、新的方向來完成主所托負我們的大使

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

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 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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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團契（Joy	Fellowship）的
Ctrl+Alt+Del

Pastor Diana Ran Zhao
Vancouver Joy Fellowship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介紹一下我們的

教會 —— Joy Fellowship（喜樂團契)。Joy 

Fellowship 於 1974 年成立於溫哥華，在疫情

開始之前，我們的主日會眾約有120人，其中

60% 以上在身體或精神上存在各種不同程度

的殘疾，其餘則是他們的朋友，家人及看護

者。

毫無疑問，突如其來的瘟疫為我們帶來了很大

的挑戰。

首先是技術問題。現代科技使得許多教會的

生活得以延續，但不得不說，它對我們的會

眾並不友好。在疫情開始時，我們只有5%



4112/1月 己身 神家 天國 天下社稷

齊神家篇 

的會眾懂得如何使用智能手機。在過去的一

年裡，牧者們變身 “技術支持”，花了很多時

間去教那些一輩子沒有用過智能手機的人使

用 facetime 或是 zoom，一些人可以勉強學

會，而另一些人則最終只能完全依靠看護者。

另一個挑戰則是，他們的生活無法自主。作

為弱勢群體，探視受到嚴格限制。那些住在

group home（政府設立的殘疾人福利機構）

或是養老院裡的會眾，幾乎一年沒有走出過自

己的院子。當教會開始使用 zoom 和電話進

行敬拜和團契時，他們融入教會的程度，完全

取決於看護者多大程度上可以提供支持（如幫

助他們收郵件，連接 zoom 或是放敬拜視頻

給他們等）。至今，很多會眾還是只能通過電

話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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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controls we need to let go.

在這樣的背景下，Covid-19 教會了我們放棄

對說教他人的執著。當然，我們還會竭盡全力

把道講好，因為宣講真理是本份。但這段經歷

讓我們意識到，真正使會眾靠近神的並不是宣

講，而是用心的傾聽和交流。

疫情之下，我們開始了 “電話主日學”。每個

週日，志願者們通過 zoom 或是電話，聯繫

到其他會眾，向他們問安，讀靈修材料給他

們，最後一起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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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偉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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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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主日學轉移到電話上的時候，我們發現靈修

材料的作用十分有限。對於許多智力和聽力受

限的人，缺乏互動的宣讀令他們感到吃力和沮

喪。此外，還有一些人使用 group home 的

公用電話，沒法長時間的佔用。在有限的談話

時間裡，我們常常會選擇放棄靈修材料，轉而

去聊聊他們的生活，告訴他們外面發生了什

麼，或是一起回憶過去，為他們禱告，讓他們

知道我們關心著他們，對他們的幫助遠遠勝於

長篇大論的講道。

What alternative we can consider？

第二件事我們學到的，是對 “小事” 的關注。

這也是我們願意永遠保留的。

當教會活動停擺時，我們的生活被各種小事充

斥，如準備禮物，生日探訪，照顧老人，電話

問候和禱告，或是窗外的短暫探訪。我們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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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近距離的走近他們的生活。知道了他們的

一日三餐，認識了家裡的貓貓狗狗，分享著一

個個家庭的雞毛蒜皮。而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同

時，一些姊妹正在各自的家裡準備聖誕禮物。

每個人都會收到不同的聖誕禮物。沒有人會收

到自己過敏的食物，閱讀障礙的人不會收到

書……。都是小事情，卻讓我們感受到我們的

教會是一個有愛的群體。也是因著這些小事，

我們更多的認識了這些殘疾人的家人和看護

者，成為了美好的見證。就在這艱難的一年

裡，我們經歷了小事情的大價值。如果教會是

天國在地上的體現，那麼天國的美善埋藏於

此。

What we can delete?

最後，誠實地說，我們什麼都不想删除，希望

保留過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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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講道，敬拜還是團契，想要將這些特殊

的朋友融入教會生活，面對面的互動是至關重

要的。試想，失去了視力，聽力，行動能力，

以及語言能力，甚至學習能力，zoom 可以為

我們帶來多少互動？冰冷的智能手機真的會比

握手和擁抱更讓我們覺得被接納麼？當我們無

法自己拿起電話，去聯繫其他的弟兄姊妹，只

能被動等待他人關心時，我們又多大程度上能

感受到自己是教會中的一份子呢？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失去了十幾位弟兄姊

妹。聽到他們即將去世的消息，卻無法探望和

道別。我們想念可以自由見面的日子。相信在

重啟之後，我們會格外的珍惜每一個擁抱，每

一刻的陪伴，每一次手拉手的敬拜，我們曾經

以為這些是理所應當的，Covid-19 讓我們看

到了這一切都是何等的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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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行動
盧健恆牧師
Open Door Ministry

2020年絕對是北美洲的基督徒所經歷最前所

未見的一年：差不多大半年時間不能夠在教會

當中聚會。連我們最重要的兩大節期：復活節

和聖誕節，我們都不能相聚。對於很多基督

徒、特別是一些「資深的基督徒」來說，這個

是極大的「迫害」，因為好像沒有崇拜就沒有

了基督徒的信仰活動，同時又不能向人和自己

表明自己的信仰。

但今次教會的 “Reset”/ 關門又正好要我們反

思何謂信仰和何謂信仰活動。究竟信仰活動與

基督徒生活、甚至與神和人的關係是否有必然

的聯繫呢？如果沒有回教會聚會是否就等於我

們不是基督徒嗎？是否不回教會就不能向人表

明我們的信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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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我和大家分享幾個我的看見：第一，我一

直經常的說神沒有在我們的額上刻上「基督

徒」這三個字是有衪的原因的。若有「基督

徒」這三個字當然外觀上不一定美觀，但外人

一定看見，一定知道我們是基督徒。

聖經

馬太福音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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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2:12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

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

為，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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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以上的聖經的教導我們就知道，神要我們

作的，不是要我們憑外表叫人認出我們是基督

徒。相反，神要我們在地上以行動去表明我們

是跟隨神的人。在疫情當中，其實差不多每一

個人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經濟上也有很多

損失。很多人失去工作，甚至失去求生的能

力。

但這正正是神的家向外展示好行為的時候：

環顧世界各地，有不少教會在最貧窮和最有

需要的時候，仍然愛護教會內外的弟兄姊妹

及鄰舍：有的在缺乏下仍送上口罩和清潔手

液、當人有需要的時候送上一個飯盒或為其

購買生活所需品。教會沒有好像一些團體一

樣要登上報紙或製造一張不能存款的大支票

讓人看見。各弟兄姊妹只是默默的耕耘，不

問收穫。甚至被人誤會以為我們集體聚集、

散播病菌。但我們沒有介意，因我們服事的

對象從來都不是那些指指點點的人，而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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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正等待接受幫助的人。

另一個體會就是教會是否有顏色區分呢？各人

的領會、成長和接觸環境各有不同，各人自然

有不同的見解和體會。物以類聚，各人自然會

選擇一些較為適合自己的教會去參與聚會。

但是時局多變、民眾也有撕裂。有人贊成教會

為免分裂，所以不要討論社會議題；也有人認

為教會應該靠邊走，牧養他們選定的群體；亦

有人認為教會要分色牧養。我認為三個都不是

長遠解決問題的方案，因為當你進入神的家，

你就是神家裏面的人，亦都是教會裏面的肢

體。你有你的作用、我也有我的作用。你有你

的看見、我也有我的看法。縱使大家意見不

一，但我們仍是肢體，連於元首基督 (以弗所

書4:15)。我們甚至可能覺得自己在屬靈上和

看法上都絕對合乎聖經，所以不用理會反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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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人的想法。覺得其他人離經叛道，可以拋

於教外。若我們這樣行，我們和外面社區和政

治團體又有什麼分別呢？

二零二一年普及神學證書課程一月至五月科目

基督教教育的實踐與推行
(廣東話)
楊朱麗娟師母
一月 9,16,23 (周六上午)

五經導論 (普通話)
曹傑明牧師博士
二月27,三月6,13
(周六上午)

關顧事工 (廣東話)
魏健智博士
三月19,20,26
(周五晚上+周六早上)

後現代倫理 (廣東話)
楊慶球牧師博士
四月9,10
(周五晚上+周六上、下午)

平信徒神學 (普通話)
楊慶球牧師博士
四月16,17
(周五晚上+周六上、下午)

新約基礎 (廣東話)
曹傑明牧師博士
五月15,22,29
(周六上午)

歡迎弟兄姊妹修讀證書或旁聽,學費為$120一科,旁聽費$80一科;
全職教牧及配偶、教會幹事、福音機構同工均可免費登記旁聽。
另設有五人及十人小組報名優惠,疫情期間所有科目均於網上進行。
報名或查詢請致電 778-251-5678 或電郵 info@ccstvan.ca

本校郵寄地址: P.O.Box365, 186-8120 No.2 Road, Richmond BC V7C 5J8
校舍: 8971 Beckwith Road, Richmond|網頁: www.ccstvan.ca

CCST Vancouver現為亞洲神學協會會員、
卑詩省認可頒發神學學位院校、加拿大認可慈惠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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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13:34-35 教導我們 -- 我賜給你們

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

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

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就

是因為我們是神家裏的人，我們就要彼此相

愛！對的，這個愛有相當的付出，也有相當的

犧牲。很多時愛也不是出於心甘情願的。但這

就是我們的宿命：我們選擇跟從主耶穌，我們

就要學主耶穌一樣愛一些不可愛的人。主耶穌

憐愛出賣祂的猶大，愛他到底。我們也要在這

個沒有愛的世代彰顯愛。我並不是說這是容易

做的事，有一些人我也是愛不下去的。但在這

個後疫情的時代，我們就應該為着基督和教會

的緣故嘗試去愛一些不可愛的人、愛一些和我

們意見不一樣的人。原因只有一個：因為大家

都是神家裏的人。既然我說自己是神的門徒，

我的責任就是效法我的主耶穌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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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契機、轉機
梁海華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哥華院長

誰會想到極之微小的新型冠狀病毒，竟然將全

世界翻轉！全球確診和死亡人數每天激增，封

關和封城相繼出現，經濟重創，疫情讓全世界

都慢下來。藉此短文，反思嚴峻的疫情對教會

和牧養的衝擊，讓這危機轉化成為一個契機，

帶來教會更新的轉機。

1. 領袖角色的轉移：由權力領袖至僕人領袖

 原來「小」的影響力是可以那麽巨大，這豈

不是聖經所教導似非而是的真理嗎？人性有

一種傾向就是重大輕小，在一些所謂小事上，

苟且隨便，敷衍塞責。聖經說：「人在最小的

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

義，在大事上也不義。」(路16:10) 耶穌為「

小孩」祝福 (太19:13) 、看重那窮寡婦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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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錢」的奉獻 (可12:42-43)、強調芥菜種那

樣「小的信心」(太13:31-32)、賞賜那些服事

「弟兄中一個最小的」(太26:40)、教導門徒

「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

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可10:43-44) 

耶穌以身作則活出

「小」的真理，祂

本是至尊榮、至偉

大的上帝，但衪卻

活出至虛己、至卑

微的樣式，並且「

存心順服，以至於

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腓 2:8) 衪

說：「人子來，並

不是要受人的服

事，乃是要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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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10:45）

耶穌的言談身教樹立領袖美好的榜樣，不是要

爭上位、爭做大，乃是從「大」權力領袖虛己

成為一個「小」僕人領袖，甘願付出、犧牲和

愛去服事更多的人。  

2. 教會觀的轉移：由狹窄的教會觀至廣濶的

國度觀

這新型冠狀病毒帶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教

會實體的崇拜、團契...等被迫暫停，教堂關閉

了，但教會仍在！因為教會的原意不是一座有

形的建築物，乃是在基督裡蒙救贖的群體。在

疫情下，教會已經不再局限在四幅牆之內，乃

在多元化的廣濶網絡平台上。

若能放下狹窄的教會觀，不只單顧自己教會的

發展，乃是以擴展神的國度為中心，必能影響

社區和世界。再思大使命的核心信息：「使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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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作主的門徒」，擴濶屬靈的視野，努力推動

普世差傳和本地福音事工。

3. 教會使命的轉移：由傳揚福音至培訓門徒

疫情攔阻了實體的聚會，但卻不能使人與基督

的愛隔絕（羅8:35-37)。通訊科技能夠幫助

人克服社交距離的障礙，但令人產生彼此關懷

的意願，卻不是先進的科技，乃是在基督愛裡

的彼此相愛、相交和分享。

昔日跟隨主的門徒，「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

民」(徒4:13)，他們沒有現代化的資訊科技，

也不懂植堂大計。然而，他們卻能翻天覆地，

廣傳福音，建立教會。因為這些「小民」倚靠

聖靈的能力，專一信靠主，「主與他們同在，

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徒 11:21) 今天，

教會的使命不單是傳揚福音，理應是培訓門

徒；孕育一羣專一信靠主的「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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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牧養模式的轉移: 由事工導向至建立人導向

面對疫症的衝擊，全球都關注確診和死亡的人

數，努力搶救確診的人。耶穌在世所關注的

是人，「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太 

9:36)；「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

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可 3:14)。耶穌

的事奉就是要建立人，衪要建立一羣委身的門

徒，遵從大使命，訓練別人成為門徒的人。

教會所關注的也應該是人，人比任何方法都重

要。神不斷地尋找更好的人，完成祂的工作，

不論是摩西、約書亞、保羅…..。教會要不斷

地成長和增長，就要培訓屬靈領袖。健康的屬

靈領袖才能建立健康的教會，健康的教會就是

增長的教會。當我們建立人，神就建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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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奉模式的轉移：由個人事奉至團隊配搭

若今次抗疫成功，這不是單靠一己的努力，乃

是全球齊心配合的成果。活在西方個人主義澎

湃的社會，聖經却強調羣體的重要性。「我們

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弗 4:7，12) 

聖經指出信徒都有不同的恩賜，彼此配搭，各

盡其職，建立教會。團隊的配搭是帶著異象和

使命，信靠神的能力，努力實踐大使命，擴展

神國。團隊配搭的事奉是會帶來美好的果效，

信徒得到造就和建立，並且一同快樂和感恩，

教會也會漸漸地增長。(弗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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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教會的想像
胡志偉牧師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一場新冠肺災，持續接近一年帶來全球停擺，

各項正常運作也要被迫調整。教會的正常營

運，無可避免地也受到極大的衝擊。與其等待

有朝一日可以如常聚會，教會領袖需要更新想

像，看待現今時勢為難得「重新啟動」的時

機。

由「地區聚集」轉為「流散群體」

疫情一來，暴露了現存組織的脆弱性，也考驗

堂會組織的應變能力。突發災難，教會正常聚

會因著各地政府的「限聚令」或「禁足令」，

要作出改變，由實體出席轉為線上觀看。

當我們重新理解「教會不是場地」，所有堂

會於疫情下一旦連線上網，其影響範圍不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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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本地了。舊有思維是信徒移居流散往另一城

市，我們建議這些信徒落地生根，投入當地教

會生活。現今範式轉移，尖沙咀或烈治文堂會

已把崇拜節目無遠弗屆傳送到信徒家中；這些

信徒又可繼續以流動通訊程式與原有組員保持

交往。

網絡年代加速了「世界是我的牧區」(約翰衛

斯理名言)，教會領袖重新定位其堂會的地區

性，卻不局限其牧養擴展至全球任何角落。我

們的羊在哪裡，堂會的關懷與宣教就伸延到那

處。

由「專責事工」轉為「整全使命」

不少華人教會把歐美教會的專業分工，不適當

地全盤照抄，結果帶來是各自為政、資源爭

奪、果效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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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把「差傳」、「佈道」、「社會關懷」、

「款待」、「院牧」等事工分割，各有各做，

互不干涉。疫情蔓延下，這些人為界限、部門

分工已失掉意義。當東南亞某個貧困地區族群

欠缺抗疫物資，美加華人教會為此捐贈，這是

「差傳」，也是「社會關懷」。當有海外留學

生或外地員工因為隔離政策而未能歸回原居

地，有堂會安排信徒家庭提供膳食或短宿，這

是「款待」，也是「佈道」與「社會關懷」。

耶穌的「整全使命」，從來不用「出師有名」

，也不玩弄語言遊戲。是時候，我們不再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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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對象歸類劃分，乃尊重每個生命，按著對方

具體需要而提供服事，並非照著堂會議程的次

序運作。

教會領袖要告別「見樹不見林」的專業思維，

宏觀大局，靈活應變，才能適應疫災後的現實

世界。

由「營運節目」轉為「自養自傳」

過往廿年，不少牧者與信徒的理想教會為「優

質聖殿」模式。只要聖殿越起越宏偉，節目有

質素有吸引力，就能保證客似雲來，奉獻不

絕。

 

疫情導致「優質聖殿」模式失效。等人來的堂

會已變得不合時宜了；當然堂會可把原有聚會

轉移網上，仍想以吸引節目作招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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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聖殿」只會助長消費文化，養成大量安

心做旁觀者的信徒，並非立足於新常態下的基

督門徒。真正經得起考驗的、且能代代相傳的

教會是建立獨立思考、並能不斷學道的基督門

徒。

迎向亂世挑戰的門徒，不再以安於現狀，只顧

本身安危為優先考慮。盛世信徒以堂會為其信

仰身分之所屬，亂世思維則透視「營運節目」

的堂會導向只會產生平庸宗教消費者。災難後

倖存的是能「自養自傳」的堅實信徒群體。

這三個想像帶來未來教會新的一頁！

God Bles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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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删除、替代
羅懿信牧師
溫哥華短宣中心總幹事

踏入2021年，溫哥華短宣中心「重啟」的

第一炮便是我們 VCCSTM 網頁的「更新」

。然而要成就更新，卻必須重啟；要達至重

啟，便須經過「删除」(Delete)、「替代」

(Alternate)、及「放手」let go of “Control”

。原定更新後的網頁是希望能與今期真理報一

同面世的，但在急於更新之時，我們卻忽略了

重啟需時。要删除舊網頁，「放手」把舊資料

輸送、及「著手」把新資料輸入新的替代網

頁，原來絕非一時三刻之事。此發生於年底的

事，讓我們看見短宣的神，祂要更新我們的事

工，然而祂卻用了一段相當的時間，讓我們在 

2020 年似是停擺之時，以「放手」、「替

代」、及「删除」來重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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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 ...

年初當疫情開始漸趨嚴重，中心不得不決定要

停下日常的運作。作為一培訓及差遣中心，最

令同工們頭痛的，便是如何繼續培訓、怎樣出

隊佈道。過去我們一直堅持不能作網上培訓，

因缺乏互動交流；培訓與出隊街頭佈道必須並

行，否則便不夠全面。這一切過去的堅持，在

今年疫情下迫使我們不得而已地要「放手」。

另一個我個人在事工上要學習「放手」，便

是副總幹事 Pastor Carol 的離職。仍記得 

Carol 跟我分享她的心跡、上帝的呼召、及清

楚的印証後，在我們一起的禱告中，我明暸

這的確是出於神，亦在禱告中把 Carol 交託

主，求主祝福她回港後充滿挑戰的事奉，然而

我口非説我心。在一年多與 Carol 美好的事

奉及配搭下，我真的不願「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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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 Chok 王歌手林峯的一首歌「愛不

疚」當中的一段歌詞，當下猶如一警世箴言，

縈繞於心泛溢腦海：「放手 - 放開所有 ... 放

手 - 豁出所有 ... 放手 - 已經足夠」。

基督教頌恩堂
Pacific Grace MB Church

基督教頌恩堂乃一隸屬門諾兄弟會之福音派教會，具穩固之
差傳事工及植堂歷史，牧養粵、英、國三個語言群體。現誠聘主
任牧師，負責帶領教會、制定策略、指導執行、激勵會眾同心擁
抱使命與願景。應徵者需具10年或以上相關經驗，持認可神學
院MDiv學位或同等學歷，有北美牧會經驗優先。詳細徵聘內
容見： https://pgmbc.com/hiring-senior-pastor

聘請主任牧師 (全職)

有意者請將應徵信連同詳細履歷、三位咨詢人之姓名及其聯
絡資料，於2021年1月31日前電郵spsc@pgmbc.com或註明

「機密」郵寄至：
     Pacific Grace MB Church 基督教頌恩堂
     2855 East 1st Avenue, Vancouver, BC
     V5M 1A9  
     Canada   
     Attn: Senior Pastoral Search Committee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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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

當實體的培訓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必須暫時 

「删除」，當佈道團每週定期的佈道事工因

安全為由必須停止，當每月出版的真理報不能

付印及派發，這一切短宣中心恆常、甚至乎

習以為常的工作都被迫「删除」，隨之而來便

是一份強烈的不安及徬徨，更甚的是一份身

份危機。當一切的擁有 (possessing) 及行動 

(processing) 都被删除後，我們不得不問一

個問題 -「我是誰？」短宣的終極召命及核心

價值究竟是什麽？我們的存在意義又是什麼？

當接受了 Pastor Carol 將要離開短宣中心的

事實後，隨之而來即時的想法便是 - 要盡快

找一個替代，好讓事工得以繼續。然而要找另

一個 Carol 又談何容易？Pastor Carol 在短

宣中心出任副總幹事的數載，她所涉及的工作

實在是遠超副總幹事範疇 - 領導、培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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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宣傳、牧養、文字、影音等 ... 。當我嘗

試接觸一些有潛在可能的人選，在禱告中求問

神之際，慢慢地祂給我看見，在副總幹事一職

上，此時此刻，祂要作的，非找替代，而是「

删除」。

「删除」D.E.L. 從來都不易，但若沒有甘

於放手的删除，就不會有替代後的更新與重

啟；因 D.E.L. 所須的乃是果斷的「決定」 

D-ecision，勇敢的「走出」E-xit，及甘心的

「捨去」(L-et Go)。

替代 ...

2020年三月後，短宣中心年中再沒有開過實

體的課程，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接一個的網上培

訓，提供基礎佈道、進深培訓、職場事工、

及多個外展平台課程，受訓人次遠超我們歷

年的數字，超過300人，而學員亦來自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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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包括中國大陸。因不能走到街上作佈道工

作，取而代之的，是驅使同工更多思想開拓不

同的佈道工具與方法，如網上佈道、電話佈

道、App佈道工具開發等。真理報亦在革新及

轉戰數碼化後，取而代之大幅度增加讀者群，

並與網站發展連成一線。這一切的「替代」，

絕非人心所能籌算、亦非人意所能支配。

當明白上帝「删除」副總幹事一職的心意時，

我心更是大惑不解 - 為何上帝祢更新我們的

事工，卻不賜下人去承擔工作？神的道路原來

真的高過人的道路，神的意念真的超過人的意

念。原來祂帶領 Pastor Carol 離開，是在「

删除」後有所「取替」，然而不是一個替代

品，而是整個短宣中心的團隊重整、及架構更

新，以配合事工的發展。在沒有副總幹事一職

下，新架構卻由三位主任同工 - 事工主任、

行政主任、及創作主任，帶領着他們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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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總幹事一同探索及推動中心的事工及發展。

原來神在此事上，是「删一替三」。

大家都很熟識一節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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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

短宣同工今年深深的感到 - 若不是耶和華啟

動重啟，短宣的人便枉然删除；若不是耶和華

替代更新，中心的人便枉然放手。

更新 ...

撰文之始提及短宣中心2021年重啟的第

一炮，便是網頁的更新。其實當中亦標致

著溫哥華短宣中心在 Ctrl + Alt + Del 後

的 RESTART。行文之末，盼以筆者為新 

VCCSTM 網站首頁介紹溫哥華短宣中心的文

字，邀請大家與我們一同踏上上帝為我們預

備、並帥領着我們走上的一條「更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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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溫哥華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VCCSTM ...

VCCSTM 成立於 1992年，為一基督教

福音「培訓」及「差遣」中心 (Training 

and Sending Cen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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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enger) 及盛載者 (embodiment)

，回應1974年普世教會的洛桑福音宣言 

(Lausanne Covenant) -「整個教會，把

整全的福音，傳至整個世界」(The whole 

Church brings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把整全福音的彰顯 

(manifestation of the holistic Gospel)

，以基督「道成肉身」(Word became 

flesh) 模式與榜樣，帶進不同種族、社

羣、階層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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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香港短期宣教訓練中心三十多年來 

「短宣運動」的異象 - 「短期訓練、長

期宣教」，VCCSTM 提供三類不同的培

訓課程 - 1. 基礎佈道課程、2. 進深佈道

課程、3. 福音外展課程，以每單元4-6

課、每課2-2.5小時的設計，希望能為大

家提供度身訂造的持續訓練，以至信徒不

單能有傳福音的技巧，亦能找到個人的福

音召命 (vocation)，長期專注投入服侍被

召的福音未及的群體及對象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誠邀大家與我們同行，同心回應主耶穌給

我們的大使命，去使萬民「作主門徒」(

太28:19)，經歷聖靈同在同工，在近處遠

處 -「作主見證」(徒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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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的馬其頓呼聲
鄭媛元傳道
溫哥華短宣中心事工主任

看不見的時候，主向我要信心；
暴風雨的夜裡，主向我要歌聲。
被傷害的時候，主向我要饒恕；
在孤單的曠野，主向我要得勝。
我說：主啊，我不會，你知道我心裡憂愁……

十年前在我服事最艱難的一段時間裡，我聽見

了這首詩歌《看不見的時候》，它曾經陪伴我

度過了那段日子。當時覺得黑雲壓頂，力不能

勝，後來才明白神的美意：鼎為煉銀，爐為煉

金，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箴言17:3）

2020年，疫情從年初到年末依舊揮之不

去；2021年是否還是要一直生活在這樣的隔

離狀態中？沒有人知道。2021年的世界，我

們會迎來屬靈的復興和覺醒，還是邪惡和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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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權信仰將遭遇更嚴重的逼迫？走筆至此之

時，只能承認我不知明天將如何。唯一堅信的

是，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

坐著為王，直到永遠。（詩29:10）

所以，我們不能停下腳步，不能忘記屬天的身

份和職責。正因為看不見，正因為是在曠野，

神才向我們要信心，要得勝。不是憑著我們自

己的勢力和才能，乃是要倚靠神的靈，方能成

事。（撒迦利亞書4:6）

回首2020年，短宣中心也經歷了淬煉，靠著

神的保守和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各項事工

得以順利開展。

我們把所有的課程轉到網上，才發現地域的空

間限制被打開了，世界各地更多的肢體加入到

我們的個人基礎宣教佈道的訓練課程當中，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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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人數有增無減。

不能像以往一樣舉辦社區嘉年華，去夜市傳福

音，卻讓我們更加關注到了一些有特殊需要

的群體和家庭，如自閉症兒童，創傷後壓力

(PTSD），抑鬱症……

沒有辦法去到海外宣教了，我們就拿出更多的

時間來關注本地的青年人、留學生、長者及無

家者，帶著基督的愛走近他們。

沒有辦法帶著學員們去街頭、去商場公園出

隊實踐，催逼著我們去尋求新的路徑。電話

佈道、行區禱告（Pray Walk）、網上初信栽

培……每一次的『加油站』，傳福音的心志被

激勵，傳福音的腳步不會被攔阻。

隔離，居家辦公，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去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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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職場祭壇』的建設中思考如何向近

在身邊的人傳福音；在『宗教比較與佈道策

略』的學習中，為萬國、萬族、萬民禱告，祈

求福音臨到；在『基督教在中國的宣教歷史』

的遨游中，在歷代宣教士前赴後繼的佳美脚蹤

中，看見上帝書寫的救贖歷史，思想福音使命

的傳承。

History，人類的歷史是祂的故事。2021年會

是怎樣的一年，我們不知道，但也知道，所需

要的是仰望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的主。尋求

聖靈的帶領，與聖靈同工，等候主給短宣的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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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頓異象。我們將繼續在信心中履行使命，完

成神的託付。我們願攜手更多的同路人，向著

標杆直跑。

《看不見的時候》這首歌的最後唱到：我就聽

主對我說，『黑夜我走過，我能分擔你的憂

愁；死亡我已勝過，我能擔當你的軟弱。』惟

願我們聽見馬其頓的呼聲時，我們可以回應：

主，我在這裡，請差遣我！惟願神的計劃和旨

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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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rning	the	Basics
Pastor Wayne Kwok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VCCSTMTC)

Having a kindergartener and a preschooler 

at home, as parents, one of the most often 

asked questions in our house for this past 

year has got to be: “Did you wash your 

hands?” Coming home after school, “did 

you wash your hands?” Knowing they just 

come out from the washroom after using the 

facilities, “did you wash your hands?” “It’s 

dinner time… did you wash you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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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washing is one of the many things we 

have paid a lot more attention to this year in 

2020. It has become part of the new normal 

that we are all still growing accustomed to 

day by day, along with wearing masks, air 

hugs, WFH (work from home) and Zoom 

meetings. As we gaze back on the year 

that passed, there were many significant 

headliners aside from the Coronavirus. 

Although the wonderful news that dolphins 

returning to the Venice canal was a hoax, nor 

did any elephants got drunk on corn wine and 

crashed a tea garden, the economic slowdown 

brought about by the pandemic did reduced 

pollution worldwide that the Punjabis could 

see the Himalaya, and Hongkongers can see 

from Central across the Victoria Harbour to 

Avenue of Stars against a clear blue sky. 

Nevertheless, 2020 was a year of loss. With 

a death toll of 1.57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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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is article, we all 

know someone who died too soon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I, too, lost a close family 

member in Toronto from this virus. 2020 was 

a year overshadowed by loss, disorientation, 

and chaos. We lost many heroes:  Chadwick 

Boseman, Kobe Bryant, Ruth Bader Gin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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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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in Hui, Irrfan Khan, John Lewis, J.I. 

Packer. We learned to comprehend insecurity, 

frustration, loneliness, despair. We continue 

to fight for ideologies including democracy, 

equality, dignity. We seem to have succumbed 

to injustice, systemic racism, social 

distancing. Above all, we look eagerly towards 

the things that give us hope: iPhone 12, CERB, 

and toilet paper. Undeniably, the year 2020 

has turned normality upside-down. We have 

learned to bake sourdough bread, and to cut 

our own hair. We discovered the flexibility 

of working from home and the convenience 

of Doordash. We mastered the scholar’s 

mate after watching Beth Harmon plays. We 

respond to the uncertainties of everyday life 

with: “This is the way.”

Life in the midst of a pandemic challenges 

us to the core of our existence. We ask the 

hardest question of all: What does it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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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human? What makes us human? What 

is the one trait that differentiates us from 

animals? Is it as in the Genesis account God 

breathed into Adam the breath of life that 

ultimately makes us human?

As the recently resurfaced quotation from 

anthropologist Margaret Mead said, 

“...in the animal kingdom, if you break 

your leg, you die. You cannot run from 

danger, get to the river for a drink or 

hunt for food. You are meat for prowling 

beasts. No animal survives a broken 

leg long enough for the bone to heal. A 

broken femur that has healed is evidence 

that someone has taken time to stay 

with the one who fell, has bound up the 

wound, has carried the person to safety 

and has tended the person through 

recovery. Helping someone else through 

difficulty is where civilization st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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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ry to our belief 

in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e mechanics 

in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the very fabric 

that differentiates us 

from animals is our 

capacity to give, to share, to be selfless. Only 

when we reflect the nature of our creator in 

our outpouring of selves to others, that we 

are most human. Henri Nouwen echoes this 

when he said, “What makes us human is not 

our mind but our heart, not our ability to think 

but our ability to love.” Instinctively we know 

this! We salute the everyday heroes in each 

of our communities. We honour the front-line 

workers who selflessly put their own lives at 

risk in helping others. They are the ones who 

exemplify our humanness in these critically 

dangerous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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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s Christian, are the salt and light of the 

world (Matt 5:13). We are to amplify life when 

all things seem futile; we are to give hope 

w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only sees darkness. 

When social distancing and self-quarantine 

reshaped the normality of our society, 

we have to redefine our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ty to continue to shine light in the 

darkness. We ought to rethink our approach 

to ministry to continue to demonstrate love 

and care towards those in need. We must 

relearn our basic connections as human 

beings to embody the Gospel in our own lives. 

In the wise words of Eugene Peterson, 

“Love cannot exist in isolation: away 

from others, love bloats into pride. Grace 

cannot be received privately: cut off from 

others it is perverted into greed. Hope 

cannot develop in solitude: separated 

from the community, it goes to se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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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 of fantasies.” (Eugene Peterson, 

Reversed Thunder, p.43)

None of us imagined we all needed to relearn 

“how to properly wash our hands”, but the 

year 2020 has proved to us otherwise. None 

of us imagined all that is needed to bring the 

worldwide economy to a halt is something 

in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but this virus has 

proved to us otherwise. If there is any take 

away from 2020 as this year nears its closing, 

I believe it is a loud reminder that we are 

but mere fragile humans. For a lot of us, the 

arrival of the vaccine seems to be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is dark tunnel, especially 

when Canada has secured 76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 from Pfizer, and Dr. Bonnie Henry 

hinted at a more sociable summer. If so we 

the vaccine is the true deus ex machina and 

should be named “Obi-wan” as that seems 

to be our last hope. Moreover, if we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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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ing to normalcy means operating as we 

were in the pre-COVID era, then we have not 

learned anything and 2020 was a waste. God 

has already pressed the pause button in our 

busy lives. If we do not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rethink, relearn, and reimagine from our old 

ways of living, the next time God intervenes 

so heavily might not be as pleasant as 2020. 

As such, I am convinced it is divine planning 

that VCCSTM launches our English ministry, 

Engage Beyond, in 2020–a year when we 

rethink, relearn, and reimagine missions. I am 

excited with anticipation to witness what God 

has planned, to participate and journey with 

our Lord in these unsettling but grace-aboun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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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裝待發
陳潔冰傳道
溫哥華短宣中心粵語事工牧者

收拾行裝的藝術

外遊是溫哥華的華人普遍活動。回想一月時我

往英國參加外甥的畢業典禮，難得與家人一起

旅遊。六周的行程，期間轉機數次，航空公司

只容許我寄存一件行李，相信你和我一樣，預

備行裝更花心思。

整裝待發

行程的目的、細節、必備物品、在行李限尺限

重的要求下，收拾行裝便是一種智慧。我從溫

哥華出發，首先回到温暖的香港探望父母，接

著卸下夏衣換上冬裝，等待向冬季的歐洲出

發。

到了英國，一月的天氣仍然寒冷，幸好我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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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的一個暖杯。在行程緊湊時，手中的暖

暖咖啡，寒冷時、喝一口、悠閒時、在車上、

在街上，杯不離手！暖入心的感覺真爽。如果

你也喜歡在寒冬手裏拿著一杯咖啡，我想你會

明白我的感受。每天早起，我必然在房裡先清

洗我的暖杯，才帶到酒店的餐廳，盛載香濃的

咖啡。盛載完咖啡，再淸洗我的暖杯，預備盛

載清水。接著下一行程，我又收拾行裝，因地

方淺窄，在洗手間內清洗暖杯時不留神把杯掉

進坐厠裡。行李箱內沒有更能清洗的工具，便

到附近葯房買了消毒火酒為杯消毒，拿起杯

來，嗅到酒精的味道，打算再清洗，洗了又

洗，清洗完的暖杯仍不想用。無奈地我把這隻

美麗的暖杯收回行李內，還是到附近的商店購

買另一隻水杯。行李箱每件貼身衣物和用具，

清潔是必要的。反思我是一個罪人，對清潔也

有一定的要求，尚且不能接受一隻不完全清潔

的暖杯，何況我們聖潔的天父，祂又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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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潔淨的器皿呢？

我們要警醒常自潔、願成為天父所用的小杯、

隨主而行。器皿必然要潔淨，才能盛載福音、

必常潔淨才被神所悅納。正如第二屆世界福音

洛桑會議的宣言《洛桑信约》中，為福音齊心

努力。然而，感到歡欣是，福音即使是放在我

們不完全的器皿裏（一隻暖杯)，神看仍然是

寶貝。願意大家重新奉獻自己，借著聖靈的能

力，將這天國福音顯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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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聖靈仍借著聖經說話，福音佈道工具也與

時並進。聖靈使我們看見上帝的旨意，面對疫

情期間人與人的連繫交流，速度奇快並非你我

可以想像，省卻了交通上的時間，除了時差-

你我零距離。

機遇如何把握？傳福音的工具也延伸至網上，

短宣中心分享如何透過電話或網絡，我們關心

鄰舍，分享見證。讓我再看見要收割的未得之

民，何其遼闊，傳福音者盛載著聖靈的能力、

傳遞福音的大能。 讓我們懷著同理心，不願

一人沉淪，但願人人得救，透過今天網絡發展

的機遇一日千里，何不先裝備，透過教會和信

徒静待主用！

「卸下」、「盛載」、「傳遞」

享受一個悠長旅程的關鍵莫過於出發前的預

備，回天家的路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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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遊前收拾行裝也必然先倒空行李箱，騰出空

間。同樣，傳揚基督的人也必須謙卑地倒空自

己，以基督的愛和真誠去服事別人。作神的

器皿，必先「卸下」老我、脫離罪我，才能

「盛載」福音「傳遞」至萬邦。作「傳遞」

天國訊息的僕人，首要並非能言善辯，經文

背誦如流，而是儆

醒、「自潔」，成

為潔淨的器皿、合

乎主用。提摩太後

書二章21：「人若

自潔、脫離卑賤的

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

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才能盛載著耶穌基

督給我們的大使命，去使萬民作衪的門徒（馬

太福音二十八章19節)，途中經歷與神同工、

在遠在近、作主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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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洲返回溫哥華，我也轉換了身份，由客旅

轉變成了短宣的傳道身份。這話實在有點不

妥，想了一想、我突然清晰了我的錯誤。讓我

糾正一下，不是轉換了身份，而是在既有的身

份上添加了另一個身份。因為你和我都原是客

旅，寄居在地上，天國才是我們的故鄉，因耶

穌基督的愛，我們藉祂得著回天家的道路。在

途中我們不斷整理行裝，先倒空行李箱「卸

下」才能「盛載」，再踏上「傳遞」福音的旅

程，效法基督的愛，福音傳遞使全地聽見主聲

音，彰天國與主同行。

親愛的弟兄姊妹，不要看重眼前的挑戰或疫情

或苦難，這一切無阻我們與基督的愛。你的行

裝整理了嗎？卸下憂愁、往上仰望，甚願被主

「修剪乾淨，為要結更多果子。」約十五:1-2

。福音是從上而來，主的恩典必夠我們使用，

既然行裝整頓，恩典的糧草足夠，普世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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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軍合一、邁向前、不歇步，彰顯天國大能，

成就祂的國度。

願至高之處榮耀頌讚歸與神，願地上平安歸與

祂喜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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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全球民生經濟的新冠疫情
陳心田博士
加拿大資深時事評論員

2020年應該是筆者出生後環球民生經濟遭受

最大打擊的一年！

自從爆發了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迅速

地蔓延至世界各地。直至2020年12月中，全

球確診數字已超過六千八百萬，同期死亡數字

超過一百五十萬。又因為疫情關係，旅遊、航

空及傳統零售餐飲等行業都遭受無情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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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影響個人就業和收入。疫情及經濟衰退不

斷威脅着我們，讓人擔憂焦慮。

儘管包括輝端（Pfizer）在內的幾間藥廠已經

研發了新冠疫苗，實情是病毒可以變種，疫苗

功效仍然有待驗證。即使全球疫苗接種計劃最

終順利落實，又可以成功壓制疫情的散播，今

後的經濟狀況亦應該不再一樣。首先，新冠疫

情將互聯網經濟推快了幾年。由於要減低病毒

傳播，2020年眾多活動被逼改為網上發生。

以筆者為例，近大半年所有大學授課均在網上

進行。將來在疫情逐漸消退後（希望這天可以

早點到來），改變了的生活習慣並經濟模式未

必會完全回復疫情之前狀況。究竟會怎樣衝擊

傳統企業營運模式？如何影響傳統職位的多

寡?一切仍然是未知數。不過在職場工作或營

運生意的你我，都要具備轉型的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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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及2008年美國

金融海嘯的教訓，今次多國政府透過貨幣及財

政政策作出短期救市方案。為求刺激經濟，各

大央行普遍採用低利息及寬鬆的政策，期望透

過減低個人及企業的借貸成本激勵消費與投

資。信貸良好、坐擁高盈利和豐厚資產的公司

在如斯環境下可享低借貸成本，但眾多需要現

金週轉的中小企業卻未必受惠。明白到貨幣政

策之局限，政府嘗試加大公共支出，援助無法

受惠低利息政策的一羣。誠然貨幣及財政政策

起到穩定經濟、減少企業倒閉及紓緩失業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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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作用，但非常可能換來長遠政府債台高築、

資產價格大幅上漲等長遠後果。政治領袖及政

府官員需在「短期救火」的同時考慮未來長期

經濟政策方向，尤其幫助國民適應轉營中的經

濟環境。

2020年全球經歷新冠疫情的衝擊，許多以往

看似熟悉穩妥的常態變成無法掌握。深盼慈愛

並滿有能力的上帝，帶領我們前面的道路。 

馬太福音6:33-34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

要加給你們了。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

天當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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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Control，Choice，Cancel		
新冠、掌控、另選、删去

盧維溢牧師
加拿大基督徒社關團契

2020年在北美洲和世界各地可算是劃時代的

一年，因為新冠肺炎病毒 COVID-19 在不少

方面改變了全球人類的生活方式，肯定是第二

次世界大戰以來，單一原因卻能導致整個世界

的生活節奏差不多慢下超過 50% 的景況，雖

然個別國家的放緩程度各有不同。

對於基督徒和一般人來說，也許這次疫情逼我

們放下過往的一些思維和工作方式。

西方國家不少人以為有政府正常辦事，持續改

善的生活條件是一定可掌控（Control）的，

而經濟繁榮是理所當然的發展！然而今年3月

以來，所有世上大城市和歐美發達國家都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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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增的失業率，一些工作和商店突然間在人間

蒸發了，最明顯就是餐飲、航空和旅遊業。

再者，需要放下的掌控思維是只要有需要就一

定有辦法獲得滿足：有病就一定馬上得到醫

治! 歐美人民以為只要足夠的錢財資源，什麼

病都一定有藥物可以控制。現在，不少人以為

得到疫苗接種就短期內使疫情受到控制或甚至

消失，這是一廂情願的盼望而已。

你若問我，肺炎疫情產生什麼另類選擇

(Alternative /Choice）呢？我的答案是：它

迫使很多工作上需要的會議改為在網上舉行。

這個意想不到的工作方式的進步也令到不少人

和行業機構得益，特別是那些需要在家裡照顧

小孩或老人的員工。但是，對航空公司來說，

這個選擇卻非好事，因為它使很多私人和政府

機構的公幹旅程成為歷史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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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社會上的工會和利益團體，2020年也改

變了他們的訴求行動方式和削弱了其力度，以

至不能見到期望的效果。因為疫情的禁制法

令，他們減少了很多現場的請願行動，例如酒

店業和餐飲業的員工，他們曾經在市內廣場示

威集會，但由於社交距離的規定，削弱了他們

的意志，令現身示威現場的人數不足以促使政

府和僱主重視他們的訴求和社會大眾的同情或

支持。不過，他們可能透過網上請願彌補實體

示威的不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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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問：2020 年在北美洲有什麼社會運動被

大力推動、成為頭條新聞的？壓倒性的回答

是：Cancel Culture。Cancel 這個字很多時

與 Delete（删去/除）是同一意思。這個運動

的目的是删除過往歷史文化的錯誤，其推動者

強調社會存有系統性不公義，例如種族主義在

北美洲的羞恥、錯誤行為。它本來是對的意

念，白人政府過往的確以不公義的政策和法律

壓迫黑人、原住民和其他種族人士，該運動指

出這種錯處是合理的。然而，問題在於其行動

的手法過分破壞、排斥和威嚇性，他們破壞一

些在公眾地方的設備和人像(例如加拿大首任

總理的銅像)，指斥不能再把這些歷史人物看

作國家英雄，聲稱那些人像代表白人種族主義

者，更以各種威嚇性方法遏制批評他們的人，

逼使批評者不敢再在公眾領域出現。Black 

Lives Matter 也是這個運動的一份子，其領

袖猛力推動要删除警察於社會的存在價值，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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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警察代表不公義的權力。Cancel Culture的

領袖並且鼓吹學術界的歷史學者要删除過往不

光榮的白人文化，要改寫自從1492年哥倫布

發現北美洲之後關於種族問題的歷史！

那麼，基督徒於2021年的開始，可在社會問

題上扮演什麼角色呢？我的回答是：信徒可透

過教會外展事工，更可連同幾間同一心志的教

會組織起來，參與在社區中促進種族和睦關係

的活動，重整（Reset）在這方面的眼界。基

督徒抱著為了榮耀天父的緣故，須要在社會上

扮演『使人和睦』的角色，活出主耶穌所期望

的『八福』氣質。

盼望教會領袖再思考：榮耀上帝最有力的方式

是教會人數眾多嗎？還是在世上彰顯基督的

真、善、美才是更有力的見證？希望大家在信

仰觀念上能重新定位（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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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誡命
楊林鳳儀傳道
香港關懷無家者協會總監

《耶穌信經》(The Jesus Creed）作者Scot 

McKnight 指出，在《馬可福音》12:28-34

中，耶穌吩咐信徒除了要盡心、盡性、盡力去

愛神之外，還需要愛人如同自己，而作者認為

愛人如己是靈命成長歷程的指標，而耶穌一生

就是活出基督教信仰的榜樣，聖經說：「就比

一切燔祭和各樣祭物好得多」。

2020年我們面對著史無前例的疫症，人心惶

惶，經濟急劇下滑，教會聚會暫停，各人自顧

不暇，可能遺忘了鄰舍的需要，教會也「沒

辦法」履行1974年《洛桑信約》提及的社會

關懷的責任。信約第5條講到基督徒的社會責

任：「我們在此表示懺悔，因我們忽略了社會

關懷，有時認為佈道與社會關懷是互相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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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儘管與人和好並不等同於與上帝和好，社

會關懷也不等同於佈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

於救恩，我們還是確信：福音佈道和社會政治

關懷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

而社會關懷是愛人如己的實踐。

相信很多教會都會在經費中預留一部份作為慈

惠基金，讓有緊急需要的人申請，筆者認為這

是社關1.0。若教會能夠進一步成立社關部，

推動一些信徒去關心、探訪未信的鄰舍，為他

們舉辦特別聚會、派發物資，這是社關2.0。

假若教會視自己是社區的一部份，是福音的載

體，社區人士的需要是教會的責任，成為社區

教會，這是社關3.0。在初代教會，信徒關心

孤兒寡婦生活所需、為人醫病趕鬼，18世紀

William Wilberforce 孜孜不倦地為廢除奴隸

制度而奔走二十餘年等等，均是履行大誡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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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

在實踐社會關懷時，教會需要删除「計算」與

「冷漠」。筆者鼓勵教會不要將對方會否、是

否信耶穌成為社關的考量與目的，筆者認識不

少露宿者或基層表示，有些信徒要他們聽一次

福音，方會給他們一盒飯，漸漸地，他們會有

兩極的反應：為了敷衍信徒，就假裝相信；另

一種反應是不屑對方的「福音施捨」而不願意

信主。除此之外，教會可減少以計算有沒有資

源去做社關，要相信神是供應一切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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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冷漠」是另一點需要注意的。德蘭修女

說過：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若信徒宣

稱自己是愛的群體，那麼，骯髒、吸毒、出賣

肉體為生…都不能使信徒與他們隔絕，而耶穌

在世時，就是天天與這類人在一起，沒有一點

嫌棄。

Alternate

在2020年教會在社關方面都各出奇謀，

破框服侍，例如：有英國牧師在住宅區唱 

Amazing Grace；有人在路邊放一個冰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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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由人取需要的食物；武漢教會在封城時派口

罩、為住客買菜；香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循道衛理教會在山邊為市民建木屋成村等等。

教會需要的是彈性，立時回應社會需要，有時

候，這些想法是由下而上，或許，特事特辦就

沒辦法通過月會、執事會、財政預算…，耶穌

每天的服侍，均沒有經過長老、門徒的批准。

Control

社關最重要的 Control 是由聖靈帶領，不要

熄滅聖靈的感動。耶穌常常看見人的需要，就

憐憫他們，耶穌不時問對方有甚麼需要，願意

去聆聽並有回應行動。社會關懷是神的管道，

將愛、祝福、神的屬性等等，讓人看見並經

歷。

願眾教會按社會關懷的 FN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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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女性的逃城
李英傳道
溫哥華晨曦福音戒毒姐妹之家

2018年10月，晨曦姐妹之家在溫哥華成立

了。

晨曦姐妹之家，是台灣晨曦會在溫哥華成立的

一家福音戒癮機構，專為吸毒、吸煙、酗酒、

網絡等捆綁的女性預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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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的人們在多元化的生活和工作中，受

到不同的壓力，有些人無法面對現實，就以吸

毒、吸煙、酗酒等逃避問題。近半個世紀，毒

品已透過各種方式和管道散佈在全球各地，幾

乎每個國家的海關都設下嚴密的入境查檢關

卡，但仍然無法阻止毒品入侵。

2018年10月17日，加

拿大通過了19歲以上

的人合法使用大麻。

很多年輕人認為大麻

不是毒品，導致吸毒

人口比率越來越高，且有年輕化趨勢，造成

許多家庭和社會不安。毒品成為魔鬼敗壞人

的工具，“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

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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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劉民和牧師在溫哥華教會中呼籲：福

音戒毒在這個世代的角色更顯重要，可以成為

堵住家庭、社會破口的一個福音機構。我們知

道所有令人上癮的東西，不論是煙、酒、毒

品、網絡等…背後都有黑暗勢力捆綁人，罪人

靠自己的力量根本無法勝過。吸毒者，何處靠

岸？

溫哥華晨曦姐妹之家不止是一個戒毒戒癮的機

構，「福音戒毒」才是晨曦最大的特色，晨曦

最核心的存在目標是：「傳福音領人歸主」。

戒毒戒癮是這項事工要達成的任務之一，但它

真正的中心是耶穌基督的救恩，就是帶領人活

出基督的生命。當一個人有神的話日益印記在

心版上，她就會逐漸離棄這世界迷惑人的罪中

之樂，樂意戒除在神眼中看為惡的事，她們會

渴慕去做在神看來為善為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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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晨曦35年的歷史告訴我們：福音戒毒是

一條正確的路，但也是一條艱難的十字架的道

路，需要人願意委身捨己，背起這個十字架前

行，挑戰必然很大，路途必然艱難。劉民和牧

師帶領晨曦同工團隊秉承福音的異象，拯救人

的靈魂，挽回許多破碎家庭，見證福音本是神

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每一個吸毒者的

靈魂，主耶穌都看為寶貴，祂親自尋找拯救。

溫哥華姐妹之家，憑著無比堅定的信心與愛，

就開始了福音戒毒事工。只要上門求助的，來

一個收一個，根本沒問她們吸什麼毒？有沒有

精神問題？有沒有攻擊行為？全然沒有考慮！

因為我不懂毒品的危害性，所以也不怕。就

像亞伯蘭為了救羅得，帶著318個家丁去與遠

征的得勝軍爭戰，神使他獲勝。神還安慰他

說：“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 是的，

神也是這樣成為我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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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過去兩年多的經歷，的確，神是晨曦姐妹

之家的盾牌，主的愛釋放罪的捆綁，基督的真

理保護凡投靠祂的人，罪惡的時代正考驗我們

的信心、愛心與決心，但義人必因信得生。

溫哥華晨曦姐妹之家，遵循台灣晨曦35年的

原則和經驗，幫助女子戰勝罪惡，出死入生。

女孩子們剛進來時，都是全人破壞——精神、

心理、身體，就像活在地獄裡的鬼魂一樣，無

助、不可自拔、無望、被毒品牢牢的捆綁、轄

制、為了滿足毒癮而不斷作惡，傷人害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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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毒癮不過是靈魂中毒的外在病徵，敗壞整

個生命的罪，才是真正戒絕的致命之毒。

福音戒毒不但要戒她們肉身的毒癮，最重要的

是要透過福音改變她們的生命。戒毒是手段、

方法、過程，目的是引領她們相信耶穌基督，

接受祂的救恩。因此，晨曦的福音戒毒其實是

拯救人靈魂的工作，是世上高貴聖潔的工作，

也是世界之聰明人、卓越者、社會聖賢、有權

勢者都不能做的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

兩年來，晨曦姐妹之家，不論是戒毒方式、戒

癮成果，你都會驚訝發現，當神進入一個人的

心，當神的話語在人的心裏扎根後，自然而然

的外顯行為竟是這般動人，她們在神的恩典中

成為新造的人。

感恩神給我機會，服事這群女孩，過程雖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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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的，但卻是有意義、有盼望的。讓我親眼

看見神的恩典，神行的奇跡，使這些吸毒的女

孩得以浴火再生。從她們身上感受到神奇妙的

作為，若非聖靈做工，焉能讓浪子回頭，使這

些女孩得著充滿盼望的新生命。

願神繼續賜我愛心、耐心、

更賜給我屬靈的智慧，

管理、幫助更多的女孩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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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Alt-Del	=	RESTART	
走過20	重啟21	平天下耶?

趙錦榮議員
加拿大國會議員

引言

小弟在政壇的日子非常短淺，不能跟許多在這

方面有豐厚成就與歷練的前輩比較。以下只不

過是我在這新冠肺炎顛覆世界的一年，也是我

作為Steveston-列治文東國會議員首年，和

2020庚子年說句再見的感受和分享。也許或

多或少能幫助大家了解到我們國家加拿大面對

廿一世紀迎向大大小小不同的機遇，挑戰及障

礙。希望給大家有點腦震盪，對話，辯論的機

會，以致能產生鐵和鐵磨出刃來的後果，讓大

家可以更有效向你的民意代表反映及提供這些

有建設性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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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使命

你知不知每次國會開會之前都會頌讀以下一段

禱文？你不知道也不出奇，因為這是每天在國

會電視直播啟動之前的一刻，國會大堂內進行

的一個儀式。頌讀這段禱文之後，大家會有一

個短時間去默想，然後才正式開始電視直播及

開展當天國會的各樣辯論及其他事務。

“Almighty God, we give thanks for the 

great blessings which have been bestowed 

on Canada and its citizens, including the 

gifts of freedom, opportunity and peace 

that we enjoy. We pray for our Sovereign, 

Queen Elizabeth, and the Governor 

General. Guide us in our deliberations as 

Members of Parliament, and strengthen 

us in our awareness of ou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s Members. Grant us 

wisdom,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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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e the blessings of this country for 

the benefit of all and to make good laws 

and wise decisions. Amen.”

「全能的上帝，我們感謝加拿大和其公民獲得

的豐厚祝福，包括我們享受的自由，機會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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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禮物。 我們為我國的君主，伊麗莎白女

王和總督祈禱。 求祢引導我們作為國會議員

的審議工作，並加強我們對我們作為議員的

職責和責任的認識。 給我們智慧，知識和理

解，以維護這個國家的福祉，造福所有人，並

製定良好的法律和明智的決定。 阿們。」

就是這簡單的禱告常常提醒我，作為立法者我

們最終的目標，是維護整個國家所有加拿大人

的福祉。 同時就算是在國會的政治領袖亦不

是對宇宙萬物，對加拿大的國策完全清楚透徹

地明瞭和了解，亦需要外加力量，就是禱文中

全能的上帝，給我們智慧叫我們謙卑。當然民

主制度，問責和回應市民訴求，是必須的也是

基本的。但如何可以掌握到選區居民的意願，

那就不是一項科學方程式的議題，亦不是軟件

的程式預先作出處理不同情境的考慮，必須抱

著一個開放的心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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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l (Control) 對我來說，就是一種腳踏廿一

世紀實情，堅不離地的意志，基於國家民眾長

遠的利益考慮，聯絡天地線的智慧， 以致能

知有所為和知有所不為，亦能有信心地決定事

情先後優先次序。

天下未平乎？

曾被認為颱風也打不掉的加中關係，近兩年因

為孟晚舟以及多位加拿大公民在中國受到的不

公平拘捕控告及對待，以及香港反送中運動之

後引發的一連串風波，而跌至谷底。於我看來

這並不是利益分配不均的簡單原因。事實上是

由於中共掌權下的中國，已在多方面觸碰到加

國一向平實低調的國人神經，也超出了咱們立

國以來專崇的價值底線。自從我上任後一直有

對這些議題，作出堅定而不含糊的表態。如小

先知彌迦提醒以色列人，耶和華上帝對他們的

要求是什麼？「行公義，好憐憫」，為受欺

壓，受逼迫的人發聲也本是基督徒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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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我們向世界推銷我們尊崇的普世價值，民

主制度的各樣好處，彷彿加拿大天下已平，我

們已經活在烏托邦裏了。這又與現實是否相符

呢？在短短一年我在國會觀察到的，一個像加

拿大一樣的民主制度是好是壞，仍然完全取決

於她的國民對這個國家事情的關心與參與。

試問世上哪一個國家掌握世界能源業的牛耳，

不論在石油蘊藏量，天然氣的開採，或是核能

發電的基要鈾元素，都是世界無雙，得天獨

厚。但卻純粹因意識形態，老遠地從南美洲，

西非洲，阿拉伯半島，輸入自已工業重鎮所需

的石油？

又有哪一個國家，執政者用人唯親，公器私

用，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以大灑金錢解決，就

算是先花掉數十年世世代代的未來金錢，也不

足惜。為的就是要穩住自己今天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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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的腐敗無能，反對黨當然會窮追猛打。

但若國民對在渥太華發生的事情不聞不問，傳

媒也不盡以報導，一些政客便可趁新冠疫情機

會以半生不熟的爭議性議案，罔顧小數弱勢社

群的生死，來尋求自己一己的政治利益。在此

種情況下，加拿大民主問責制度的實踐，距離

理想仍有一段非常長遠的路。在我看來這就是

我們加拿大天下不平，亦需要人去監察督導與

公開政府的貪污腐敗政績，讓國民有機會作出

了解和將來明智的決定。

若我們加拿大人不打理好自己的家園，以為國

家會自動導航，國務會管理妥當，結果落得亂

七八糟，國庫一窮二白，花盡了未來錢又賠上

了國家團結統一。那麼我們怎樣對得起，連管

理自己家的權力也被褫奪的人，怎樣展示給世

人一個成功經驗，民主典範呢？

Alt (Alternate) 我們面對的不是死路一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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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活路可走。我們既要在防範外國勢力滲透，

又要應付欺凌政權在影響，威脅加拿大，改變

國民生活之時，還要必須努力將焦點放在如何

能負責任地改善民生。所謂「物先腐而後蟲

生」，就讓我們尚有轉機的時候，向政府問

責，讓加拿大重回正常康莊的大道。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自問我是一個對己對人都有頗高期望的人，因

為知道政壇風雲變幻，能在這時代能為大家做

些事情的時間非常有限。亦因如此，過去一年

對自己和對我辦公室的同事，都有很多的新事

務要達成，新嘗試要挑戰。成功的，當然我會

對我的隊友表示稱讚和感謝。但無可避免地也

不乏對自己及他人反映了失敗的自責和抱怨。

怎樣平衡辦公室的預算？怎樣善用政府給議員

的資源令納稅人的金錢能夠得到最大的服務回

報？怎樣不辜負選民的期望？凡此種種都成為

了給自己無形的壓力，加速了負能量和挫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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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惡性循環。

作為政治人物的生活，是少有人明白的。在疫

情下作為新上任的民意代表，他的心情就更加

沒人能想象和理解。武漢肺炎席捲全球，新冠

病毒引致數以萬計加國人失去生命，無數的員

工被裁掉，小商店永久關上，窮一生積蓄所建

立的事業在短短一年內銷聲匿跡，不少人亦因

此產生嚴重的心理病和尋求自殺的傾向。眼見

這一切，心同感受，但能夠提供的協助往往力

不從心，而自己卻無法給予直接支援，心中很

不是味兒。

如何面對自己過去的成就，失敗的挫折，無能

為力的無力感？

Del (Delete) 使徒保羅在寫給腓立比信徒的書

信就提供了我一個答案，那就是忘記背後，努

力面前的跑。要把過去成功與失敗，驕傲與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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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通通都 delete。低著頭朝著我的目標，「

服務社會為人群」，繼續努力幹。

但願我們把握作為21世紀在加拿大華裔基督徒

的身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繼續努力 Cntl-

Alt-Del，行公義，好憐憫，作鹽作光。陰沉

的日子終會過去，陽光普照的那一天將會重

臨。願以耶利米哀歌 3:22-23 共勉。

「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

是因他的憐憫不至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

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The steadfast love of the Lord never 

ceases; his mercies never come to an end; 

they are new every morning; 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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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重啟，而是打開新局面
王礽福
榮光敬拜事工發起人

很多人都期望疫情過後，世界重啟。問題是：

疫情是否改變了世界結構？我們能夠好像剪接

菲林般，把2020年（或2020-2021年）剪走

丟掉，再跟疫前的世界無縫交接嗎？

《復仇者聯盟4》的「救世」其實帶給世界新

災難，故事說魁隆使用無限寶石使宇宙生命消

失一半；五年後復仇者聯盟終於變回那消失一

半的生命。問題是：當大家在哀鴻遍野後生活

了五年，年長了五歲，突然間那消失的一半生

命重現，青春如昔，且沒有這五年的遭遇。你

想想，彼此間認知的衝突、人際的張力有多可

怕？可惜續作《蜘蛛俠：決戰千里》把這一切

難題都矇混過去。

穩定的生活使人失去想像力，甚至失去對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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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悲共感。每當動盪出現，只期望動盪快點

過去，然後「回復正常」。小動盪當然不太影

響社會結構，一旦動盪過於巨大，世界結構從

此重組，「回復正常」的心態反倒帶來另一種

災難，而這種心態較可能出現在沒有受疫情太

大衝擊的人身上。他們有足夠的條件把自己「

冰封」起來，只要疫情不致天長地久，待疫苗

接種普及後，他們隨時預備好東山再起。然

而，對另一群曾經滄海的人，世界還一樣嗎？

人生不是Marvel式的漫畫世界，不可能矇混

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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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各地的情況不一樣，有些地方可以很快恢

復舊觀，但有些地方你只能嘗試打開新局面。

我身處的香港，算是全球疫情控制得最好的地

方之一，但天災遠不及人禍。在2019至2020

年遇上四九以來最觸目驚心的政治動盪，愈百

萬人即將移居海外，流徙的港人將改變海外華

人的生態嗎？1949-2019年這七十年所形塑的

香港社會已告一段落，之後是另一段香港歷史

（有人稱之為「二次回歸」）。那會重演四九

之後的上海故事嗎？（你知道當年上海發生過

甚麼事嗎？你知道有些人整天說上海將超越香

港，而事實上上海至今還未回復四九前的水平

嗎？上海要超越香港，只能等香港淪為第二個

四九後的上海，政治、經濟、法律、文化都給

打到稀巴爛，而這指日可待。）

可怕的是，對2019-2020年香港到底發生何

事，竟出現了兩種相反的「史實」及「史觀」

，人心的分崩離析已在所難免。有些人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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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在2019之前的香港，只覺得是其他

人「搞事」、「不順服」、「人心不足」，希

望他們迷途知返，卻漠視政權所展露的不公不

義以至邪惡，最終這些人更可能助紂為虐，為

各種彎曲悖謬的事背書。這種人所謂的和平，

其實是維穩——維持既得利益者可以繼續獲利

的社會結構，卻忽略弱勢者的不安與不平。

生命自己會找出路，根本不用擔心疫後世界如

何「重啟」。但如果你以為「重啟」就等於一

切回復舊觀，回復過去的獲利模式，「明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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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那麼你就顯然漠視所謂「停擺」時期

並非真箇停擺，世界仍在運作，只是許多人在

受苦。這些苦難一旦傷筋入肉，是不會因「重

啟」就能復元。過去我們以為世界是「一條直

路向前奔」，其實世界有許多可能的軌跡，如

今它已走了另一條無法回頭的路，未來已經跟

我們過去想像的不一樣。我們只能在這個基礎

上，放棄過去的想像，思考如何打開新局面。

真正扯我們後腿的，往往是那些「冰封者」一

直想用那「過期的想像」，要求大家走一條不

復存在的前路。可以預計很多衝突與矛盾將由

此而來。但我們也要明瞭，新局面不一定更

好，但一定更新、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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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歲首年終，相信大家今年的新年願望都離不開

「重啟」。然而我們心想的「重啟」- 重回疫

情風波前的「正常」，又是否上帝正在呼籲並

渴求的「重啟」- 回歸祂創造本相應有的「常

態」？經過嘉賓們多方多角度的論述，在「結

語」中，我昐望能留給大家的，不是一個「重

啟方案」，而是一個「歸本問題」- 重歸上帝

原意本相！

請按圖進入結語視頻

https://youtu.be/yFIDM3sHsz4
https://youtu.be/yFIDM3sHsz4


大溫消息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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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教會資料及活動

中信福音中心

冬季在線課程

福音中心將於一月至三月份開辦冬季班，透過

Zoom提供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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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興趣、孩童課程、專題講座、粵語課程及講

座

9個收費課程：電腦/視頻、電子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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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cmgospelcenter.org

報名或查詢：ccmsgc@gmail.com /

                  206-972-2477(留言)

http://www.ccmgospelcen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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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教會資料及活動

加拿大中信全國長者關顧事工

加拿大中信希望照顧人數不斷上升的銀髮族，透

過 <耆樂無窮—活出圓滿人生系列> 的專題或健

康講座，與長者一起正面認識、明白和學習怎樣

有創意的過退休生活，甚至無畏無懼地看人生的

終結，讓步入年長的您在一個充滿鼓勵、尊重和

愛的環境裡繼續發揮生命潛能，享受耆樂無窮的

生活！

第一講：接種 COVID19 疫苗的利與弊

日期：一月十六日（星期六）

時間：西岸上午11:00／草原中午12:00／

    東岸下午2:00

對象：歡迎60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形式：網上講座

費用：免費

詳情及報名：604-877-8606

        caring@ccmcanda.org

        www.ccmcanada.org

人數有限，報名從速！

http://www.ccmcana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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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教會資料及活動

列治文基督教培英中心

現於2021年為社區提供以下課程：

1. 日常生活英語會話班

日期：1月20日至3月3日（逢星期一、三）

時間：上午9:00-11:00

2. 日用會話生字加強

日期：1月12日至3月2日（逢星期二、四）

時間：下午12:45-2:45

報名或查詢：604-821-1262

地址: 101-8580 Cambie Road, Richmond B.C. 

網址：www.puiyingcentre.org

**以上課程均提供網上視像或課堂面對面授課** 

http://www.puiyingcent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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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教會資料及活動大溫教會資料及活動

溫哥華華人宣道會 ESL英語班

日期：2021年 1月 11日至 4月 15日

初班/中班：(逢星期一、四) 下午 1:30 - 3:00

高班：(逢星期一、三) 晚上 7:30 - 9:00

形式：視頻形式授課

費用：$50，不包括課本

報名或查詢：604-874-7612/

                  vcac.esl@vcac.ca 

地址：3330 Knight Street

         Vancouver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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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到

vancouvertruthmonthly@gmail.com

大溫教會名單
http://www.globaltm.org/images/Van/Van-
ChurchList.pdf

http://www.globaltm.org/images/Van/VanChurchList.pdf
http://www.globaltm.org/images/Van/VanChurch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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