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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金句： 不要怕，只要信。 —《聖經》—

每
日
更
新

……下頁續

人性光輝
在新加坡，許多國民在情人節，寫信給醫療前的醫護

人員，感謝他們的辛勞和付出。人們用#braveheartsg

（勇敢之心）作為網路標籤，藉社交媒體分享愛心和支

持信息，為前線醫護鼓舞士氣、抵銷歧視的負面影響。

在日本，人們舉全國之力，解中國抗疫之急。截至2月

7日，向中國捐贈防護口罩633.8萬個、手套104.7萬副、

防護服及隔離衣17.9萬套、護目鏡7.8萬個、CT檢測設備

一台、體溫計1.6萬個……與物資一同抵達中國的，還有

溫暖人心的詩句：豈曰無衣，與子同裳；青山一道同雲雨，

明月何曾是兩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第一架撤僑包機的華裔機師丁毓麟，了解到所在公司徵

求四名機師承擔這項特殊任務時，主動要求前往。他說：

「不能出事都由洋人去救。希望讓大家看到，四個機師中有

一個華人是自願去的。武漢當地已經彈盡援絕，這次飛行完

全出於人道救援。希望大家將心比心，誰都有需要幫助的時

候。」

在中國武漢，當所有公共交通都

停頓之後，一些志願者自動組成車

隊，冒著極大的感染風險，接送醫

護人員、運輸抗疫物資。他們一開

就是十幾個小時，卻連水也不敢

喝。超重的工作量和對個人及家庭

安危的擔憂，常使他們忍不住英雄

淚，但拭乾眼角後又依然上路！

信仰底色
1665年的秋天，隨著自倫敦寄到Eyam村裁縫手裡的一捆布

料，村民接二連三地喪生——藏在布料裡的跳蚤帶來了瘟

疫！村民求問教區牧師莫伯森(William Mompesson)，是否

應該逃離家園，尋求一線生機？牧師給出的建議不是離開村

莊，而是把村子封鎖起來自我隔離，以免瘟疫蔓延到英格蘭

北部，繼而摧毀其他城鎮和社區。

這是生與死的抉擇，村民中沒有出現染病跡象的人也決定

聽從牧師，留下來接受死亡。危難中，他們在露天舉行禮

拜。現在，Eyam村莊外還有隔離牆的遺跡，那是村民用石頭

壘起來的，確保村民被隔離在內，其他人拒之牆外。石頭上

鑽了孔，用來放用醋泡過的硬幣，他們相信醋可以消毒。周

圍村莊的商人把錢取走，留下肉和糧食.......

到了1666年8月，死亡達到高峰，344名村民已經死去267

人。名叫伊莉薩白的婦女在八天內掩埋了自己的丈夫和他

們的六個孩子。當村裡的石匠也去世後，村民只好自己刻墓

碑。1665年至1666年，這場英國本土最後一次大規模鼠疫奪

去了10萬人生命，而Eyam村的死亡率是其他疫區的數倍！英

國人至今緬懷Eyam村的人們，他們與死神住在一起，換來周

圍地區居民的

倖存機會。

只有從信仰

而來的愛能夠

戰勝死亡的毒

鉤，使人從卑

微的身軀裡煥

發出高尚的光

芒，那便是上

帝的形像。@

住在愛裡面 就在神裡面
從中國到世界洶湧的歧視和排外漩渦，試圖比病毒更具殺傷力地消滅人類社會

愛的能力，但住在愛裡面就是住在上帝裡面，上帝也住在他裡面。還有什麼力

量比上帝的慈繩愛索更強韌？

歧視的野蠻在於，歧視者試圖剝奪被歧視者的平等權益，

而不在於它由什麼種族施加或接受。在COVID-19疫情下，不

論同文同種，還是異邦異族，都不約而同地把對病毒的恐慌

轉化為對特定人群的歧視。

同文同種
事實上，即使同文同種，人也會為了自

己的利益而不吝歧視。

美國是第一個從武漢撤僑的國家，包

機卻被迫三易降落點。無論是初定的北

加州舊金山，還是之後的南加州安大略

機場，都遭當地華人激烈反對。人們藉

微信群和臉書群組呼籲，向當地政府及

CDC表達擔憂，甚至前往機場抗議。最

後，包機改降河濱縣空軍基地。

在印尼的納土納群島，民眾聚集在議會及海軍基地示威，

抗議政府將撤離疫區的公民留在此地隔離，擔心「如果病毒

擴散，就會什麼都沒有了。」納土納群島上有280人隔離觀

察。印尼總統表示，選擇納土納島作為隔離點是醫療團隊評

估後的決定。

韓國也不例外。當從武漢撤離的公民被安排在牙山市和鎮

川郡隔離後，當地民眾用擲雞蛋、飆髒話、用拖車堵塞道路

表達憤怒。官員解釋，只有這裡的設施夠大，可以容納撤回

的僑民。韓國總統說：恐懼和厭惡不是面對新病毒的武器，

我們需要信賴和合作。

2月20日，烏克蘭將武漢撤僑送到中部地區一所醫院隔離。

居民擔心病毒傳播，對著巴士點燃篝火、投擲石塊。衛生部

疫情爆發 拷問人性

策劃與撰稿：謝松齡、王麗輝、津雲、朔方、周天駒、勞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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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疫情爆發 拷問人性

表示，巴士上沒有任何乘客染病，現在不是

談論感染者，而是談論健康人。總統則提醒

另一種危險：忘記我們都是人類，都是烏克

蘭人的危險。

至於在中國，武漢人乃至湖北人在各地均

遭排擠。返鄉人員個資洩露，遭陌生人電話

辱罵；有人不敢入住酒店，而在草坪上搭帳

篷；有人想住旅館而不得，只能睡在車上；

更有人被非法拘禁——房門從外面被鎖死、

釘死、銲死，不能外出，一旦發生煤氣洩漏

等意外怎麼辦？而對返工人潮，各地祭出沒

房產一律緩進城、無房不准回、租戶不得進

社區的土政策。

異邦異族
病毒成為歧視的合理化理由。華裔或亞裔

乘客被出租車拒載；亞裔子弟在學校被攻

擊……2月4日，聯合國秘書長表示，對與

疫情相關的種族歧視及人權侵害現象深感

擔憂。亞洲人、中國人、湖北人、武漢人，

在不同地區與族群的眼中就等於COVID-19病

毒。

不管是在歐洲的意大利羅點特雷維噴泉

(Trevi Fountain)旁的酒吧，還是在亞洲

的日本神奈川縣小食店、韓國首爾市中心

食肆、越南的麵包店和峴港達南河畔飯店

(Danang Riverside Hotel)，都可以看到禁

止中國顧客的告示。《紐約時報》報導，日

本網友在推特上用「骯髒」、「生化恐怖分

子」等字眼形容中國觀光客。

在法國巴黎，有越南和柬埔寨血統的17歲

居民，在公車上遭到來自男女老少的人身攻

擊。一名乘客說：「那邊有個中國女人，她

會污染我們，她必須回家。」人們用作嘔的

表情看著她，「仿彿我是病毒」。

在德國，留學生在上學途中被人辱罵並吐

口水，因反擊而被肢體攻擊、受傷；有人在

乘坐地鐵時，被驗票員警告「你生病了，離

我遠一點」。旅德台灣人被迫發起「我不是

病毒」活動，設計生產「我不是病毒」背

袋，喚起大眾平等意識，不向種族歧視以及

病毒低頭。

自身自省
疫情，也是對公民素質、公共衛生意識的

考驗。

有些人發燒卻故意隱瞞病情「闖關」，逃

出國外後在朋友圈炫耀。一名武漢女子，自

稱21日出現咳嗽發燒徵狀，服用退燒藥降溫

後入境法國，並上傳在餐飲店大肆吃喝的照

片，被網民炮轟自私。

也有人明知已感染，卻不遵循醫囑。英國

境內第九例確診移入病例，是名帶病飛抵英

國的中國女子，未遵循英國醫療系統在住所

等待救護車的建議，自叫出租車前往倫敦一

所醫院，直接走入病人和醫護人員眾多的急

診室，導致司機歇業、急診室消毒、急尋與

其有過近距離接觸者……

這樣的事情不限於華人，俄羅斯也傳出確

診病人逃出醫院事件。可以說COVID-19新冠

病毒，從人性的劣根處催生出惡的枝椏。人

不為己，天誅地滅，已經成為天經地義的信

條，而罪性就附著在這種寧負天下人、不令

天下負我的極端個人中心裡，不分種族、膚

色、國籍、性別、階層地侵蝕著我們僅存的

良善！

怎麼辦？@

歧視，是一種具「蔭庇性」的「低成本」攻擊性表現，至少

蓄意歧視的人是這樣設想的。

希特勒大規模殺害600多萬猶太人的那段悲痛歷史，說明了

這種蔭庇性歧視的可怕。當時，那麼明顯而高調的歧視行為，

竟能那麼大幅度地肆虐，正是由於民族優越感這層外殼的蔭

庇——希特勒及其核心幕僚都認為，日耳曼人種是最優秀的。

類似的情況也曾發生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時代。即使到了20世

紀50年代，殘餘的白人優越感仍被「主流」蔭庇，讓歧視黑人

的行為繼續存在。直到民權意識覺醒，才摧毀制度性的不平等

「規範」。

在中國歷史上，女性長時間處於被歧視狀態，因為父權文化

居絕對主導地位，三從四德被廟堂文化讚揚，性別歧視被堂而

皇之地蔭庇，以致大多數女性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雖心靈受

屈卻默然接受。由於這種「合法化」的蔭庇，歧視因而具有一

種隱蔽性，不覺不察其不合理不合情之處，令歧視的成本變得

很低，歧視者幾乎不用付上什麼代價。

當然，因為蔭庇性歧視行為是低成本的，立法制止及群起反

對是可行的，因為這樣會讓歧視行為成本增加，歧視就可能減

少，但顯然地，法律制裁及反對力量並不能根除歧視惡行，這

也揭示出歧視的隱蔽性：歧視其實深藏在人性的深處，根植於

每個人的心裡！一旦環境許可，就會暴露出來。常見的言語及

態度的歧視，旁人不易察覺，卻讓被歧視者深受傷害。即如這

次源於中國卻肆虐全球的COVID-19疫情的出現，就讓一些人

「理直氣壯」地向亞裔表現出歧視行為，從「驚」而遠之，到

惡語相向，甚至肢體攻擊，不一而足。即使亞裔、華人，也彼

此歧視。

所以，解決之道不僅在於法律制裁，甚至不是站在道德高地

指責歧視，而是學習從創造人類的上帝的眼光看身邊的人。

《聖經》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在行淫時被拿的婦人，站在

人群當中，旁邊的人，從老到幼，手中都拿著石頭，預備用石

頭將這女人置於死地。很明顯地這是蔭庇性的歧視，那位男性

共犯不見了，似乎法律上沒有治死他的要求，他是受保護的。

然而，最戲劇性的一幕，是耶穌默默在地上劃字後，就站起來

對所有的人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

打她。」（《約翰福音》八章7節）。這個「先」扔出第一塊石

頭的挑戰，就徹底地把那些人的「隱蔽」揭開了：沒有人可以

扔出第一塊石頭；因為人人都曾經犯過罪。

在新約《聖經》中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使徒保羅是當時的

教會領袖，同時擁有十分優越的法利賽人的身分，但當他提

到奴隸阿尼西母時，他卻這樣稱呼他：「我在捆鎖中所生的

兒子」，「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

（《腓利門書》一章10、16節）用造物主的眼光看人，是改變

歧視惡行的最好辦法。@

歧
視
的
蔭
庇
性
與
隱
蔽
性

在冠狀病毒驚嚇全球，人心惶惶的時候，想起耶

穌基督的教導：「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

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

怕他。」（《馬太福音》十章28節）

頭髮都數過 不要怕

主耶穌在這個命令後面，祂作了解釋為什麼不要

怕：「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麼，若是你們的

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

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

貴重。」（29-31節）而在《路加福音》同樣的一段

話，主耶穌特別在前面加上了「我的朋友」（十二

章4節），這生命的主是在告訴跟祂建立了朋友關

係的人們：祂掌管一切，祂必定會看顧他們每個人

的，因為祂看他們為寶貴。有著這樣應許的人，確

實可以不怕任何惡劣的環境或凶惡的消息。在疫情

的驚恐中，認識耶穌的人可以用《詩篇》九十一篇

的這些經文來安定自己的心：「祂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祂必救你

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你必不怕黑

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

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2-3、5-6節）

可滅靈魂的 要怕祂

耶穌要祂的「朋友」不要怕奪人性命的病毒、瘟

疫，但是祂在這裡要指出的更重要的一點，是要有

所「怕」，那就是那「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

裡的」。創造主上帝清楚地告訴人：「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希伯來書》

九章27節）主耶穌再來時，祂會施行審判，按照絕

對的公義來決定人的靈魂的去處：永生，或是永

死。正因為這個末後的審判，人要敬畏、懼怕這位

審判的主，因為「世人都犯了罪」,沒有一個人能夠

靠著自己的行為而達到祂公義的要求，可以坦然面

對祂的審判。

歧視的罪根 我中心

歧視的普遍存在，正是人性墮落的一個證明。沒

有一個人從沒說過謊，同樣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從來

沒有歧視過別人;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年齡歧視、

地域歧視……應有盡有。在這次疫情中，世界各地

人們的反應，讓歧視的猙獰面目顯露無遺（見第一

版文章《疫情爆發 拷問人性》）。

歧視的根源是不以上帝為中心，而以自己為中

心，按照自己的知識、眼光和經驗來判斷別人。每

個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所造的，本該都是平等

的，有同樣寶貴的價值和地位，但是墮落的人會自

然地看自己比別人強，看低別人，以貌取人，存有

偏心。《聖經》裡記錄了一個歧視的例子，當有人

邀請拿但業來見耶穌說，「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

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我們遇見了，就是約瑟的

兒子拿撒勒人耶穌。」他不屑地說，「拿撒勒還能

出什麼好的麼。」（《約翰福音》一章45-46節）

靠耶穌救贖 不歧視

上帝完全知道人的本性，因此祂反覆地命令：

「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

（《約翰福音》七章24節），「我的弟兄們，你們

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

人。」（《雅各書》二章1節）「我在上帝和基督耶

穌並蒙揀選的天使面前囑咐你，要遵守這些話，不

可存成見，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提摩太前書》

五章21節)

如何能脫離這個與生俱來的罪？上面

的命令是對「弟兄們」、信主的人說

的，基督徒也要對付歧視的罪。不管是

誰，只有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因著敬

畏上帝，懼怕那殺靈魂的，願意謙卑順

服，不斷地被主改變，才能逐漸地脫離

這個罪。然而，能意識到歧視的可怕根

源，願意立志來改變，這完全是上帝的

恩典。求主賜給我們這個恩典，幫助我

們。@

不要怕殺身體的



1432年，一場可怕的瘟疫在葡萄牙首都里斯

本(Lisbon)爆發。那時沒有抗生素，人類對傳

染病束手無策，居民只好逃離這座城，結果把

傳染病帶到全國各個角落。男人、女人、孩

子，隨時隨地有人倒斃，街道上到處是沒掩埋

的屍體。

有些志願者留在城裡幫助病人，其中有位

主教名叫安德烈‧迪亞斯(Monsignor Andre 

Dias)。他看到瘟疫惡化，竭力要求民眾一遍

遍地呼求耶穌的聖名。他要民眾把耶穌的聖名

寫在卡片上，白天卡片貼身，夜間卡片放枕

下；又把耶穌的名字寫在房門上；特別是在口

頭上和心靈裡恆切呼求！於是，每個人都奉耶

穌的名禱告。不久，生病的民眾開始康復，垂

死的從病床上爬起，整個葡萄牙擺脫了瘟疫的

襲擊！民眾萬分感恩，把榮耀歸於救主耶穌基

督。

這不是魔術，也不是迷信，而是當人們在

禱告中向著上帝打開心靈，熱切地呼求耶穌，

祈求上帝的憐憫和醫治的大能在自己身上運行

時，他們的心態就變得不一樣了，與上帝的關

係也變得不一樣了，眼中的世界更變得不一樣

了……從流行病學和醫學角度看，禱告也

具有巨大的力量。藉著禱告，人們不再驚

惶失措，不再帶著病菌四處流竄，從而使

傳染病限制在疫區不再擴散。同時，禱告

也增強了信心，使自身抗病能力提高，加快

了痊癒的進程。於是，他們得了醫治！

「耶穌」這個名字，傳達了上帝的恩典。

當我們懷著信靠和敬畏的心，說出這名字的

時候，這兩個字就是最簡短、最有力的禱

告。不管在什麼狀況下、在任何處境中，無

論是陽光燦爛還是暗流洶湧，只要不僅出於

口，而且發自內心，隨著呼吸的節律呼求：耶

穌！耶穌！就會發現這聖名有著取之不盡、用

之不竭的能力。

現在，讓我們懷抱對耶穌的完全信心，奉祂

的聖名恆切禱告，你將會看到眼中的世界和自

己的人生都不再一樣，也會從上帝得醫治、得

安慰、得幫助、得拯救。@

出人意外的平安恩典

翻開《聖經》第一卷書《創世記》，可以看

到上帝說：「我們要照我們的形像、按我們的

樣式造人」；於是上帝就照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祂的形像造男造女；上帝賜福給人，又

叫他們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可見

普天之下的你我他，都從造物主而來，只是一

個種族——人類！

歧視無處不在

無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美洲人、

澳洲人，都只是分佈在地球不同區域的不同族

群。即使當人類背離了上帝，祂也不偏待人，

而為所有的人代贖：「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

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

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三章16節）

但人就是要找出形形色色的藉口，諸如種

族、膚色、性別、宗教、國籍、社會出身，甚

至貧富、美醜、智愚等，彼此為敵，以致歧視

無處不在，滋生在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不

是被人歧視，就是歧視他人，甚而自我歧視。

我們的環境世界觀、價值觀出了問題！把人

三六九等，又嫌貧愛富、恃強凌弱。

就像雅各所展示的：「若有一個人帶著金

戒指，穿著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有

一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也進去；你們就重看那

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位上』；

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裏』，或『坐在我

腳凳下邊。』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

斷定人嗎？」（《雅各書》二章2-4節）

所以，歧視是對上帝的冒犯——祂視每一

個人都同等珍貴，並親自教導和示範如何愛

人如己！

歧視寄生雙胞

驕傲與恐懼是歧視寄生的雙胞胎，而疫情

對生命形成的威脅，讓人深藏心底的驕傲不

堪一擊，也讓層層包裹的恐懼無所遁形。

驕傲，是看自己超出所當看的，以為有

資本和能力居高臨下，便憑可見的表象論斷

人，享受歧視帶來的「爽」。殊不知擁有的一

切終將轉瞬即逝，因人終歸不過是寄旅；而

引以為傲的一切，豈不是造物主所賜？而本

有上帝形像的基

督，卻不以自己

與上帝同等為強

奪的，「反倒虛

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

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

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二

章7-8節）

恐懼，則是沒有依憑的不安全感，尤其

是在事關生死的重大艱難時刻。COVID-19疫

情擠壓下迸發出的種族的、國別的、地域的

歧視，當可歸入此類。比如在加拿大的多倫

多，華裔所開麵館「熱乾麵1950」，因為英

文店名中有「武漢」兩字，而在網上遭到惡

意批評甚至辱罵。又有電視台記者，在推特

(Twitter)上傳自己與戴口罩的亞裔髮型師的

自拍照，並附「希望我今天得到的只是一個新

髮型」，力圖表現詼諧幽默，卻難掩內心忐

忑。

歧視根絕秘方

《加拉太書》三章27-28節這樣說：「你們

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

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

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為什麼族

裔不同、身分不同、性別不同的人，只要歸入

基督就都成為一了呢？因為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就是救恩（拯救）的記號！

「耶氐」是希臘語發音，希伯來語發音是

「約書亞」，意為「耶和華是拯救」——上

帝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在舊約

中，約書亞是一位先知，繼摩西之後帶領以

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迦南（今巴勒斯坦）。

新約中，耶穌親自來到我們中間，把全人類

帶領到應許之地——上帝的國。

耶穌基督既以救恩把我們從罪中解放出

來，就帶我們行走全新的生命之路，使我們

能夠因著祂的愛，存憐憫的心，彼此相愛，恩

慈以待，從而改變自己、改變人生、改變世

界！@

根絕歧視 愛人如己愛人如己

約拿是《聖經》記載的一位先知，教會的孩

子大多聽過他的故事，非常特別、有趣：有很

大的魚、他在魚腹中三天三夜、一天就長大的

蓖麻……

約拿這名字意思是「鴿子」。人們以鴿子傳

訊，而約拿是應傳講神（上帝）的話，可是當

神要約拿向尼尼微城傳話時，他居然乘船往反

方向逃跑了！一上船，他就到艙底睡覺，但神

使海起大風，船幾乎被毀。水手們甚是懼怕，

於是哀求各自的神明。船主找到

約拿，叫他求告神止息風浪。

船上的人掣籤，掣出約拿來。

約拿說：「我是希伯來人，我敬

畏耶和華，那創造滄海旱地之天

上的神」。他自知問題出在自己

身上，就請水手把他拋到海中，

好讓海水平靜。水手怕害死無辜

的人，還是竭力盪槳，直到無能

為力時，才把約拿拋下海去。果

然，狂浪就平息了！他們便大大

敬畏神。

神又安排大魚吞了約拿。他

在魚腹中禱告，感謝神救了他的

命。三日三夜後，神吩咐魚把約拿吐在旱地

上，再次要約拿向尼尼微人宣告祂所吩咐的

話。這次約拿不敢不從。這尼尼微是極大的

城，有三日的路程。約拿進城走了一日，宣告

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全城

的人，包括尼尼微王都悔改；於是，神就不降

禍於他們了。沒想到，約拿卻向神發怒：「我

知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不輕易發怒，有豐

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以我急

速逃往他施去。」他求神取他的命。神則問

他，這樣發怒合理嗎？約拿就出城，坐在自己

所搭棚下的蔭涼處，要看那城會如何。

為什麼約拿要發怒？原來尼尼微是當時的

強國亞述之大城，亞述時常欺壓、虐待鄰國，

包括以色列人。約拿是以色列人，神說要降災

於尼尼微，他當然樂見其成！但要他去告訴敵

人有機會悔改，他就不高興了。他知道當人悔

改，神就不降災，那他所說的話豈不成為謊

話？顏面何存？另外，以色列人以自己是神

的選民而有偏見，覺得其他民族不配得神的恩

典，因此看自己的執念大過神的心意，愛自己

的國家多過愛神，所以才會逃跑、不做神吩咐

的事。

看約拿，就像看我們自己和周圍的人一樣，

多是逃避而不是解決問題，以致問題越來越

大；又只從自己的角度，而不是從神的心意或

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遇到不合自意的事，不

論是否合理，都會發怒、投訴。雖然約拿在魚

腹裡就悔改了，但還是不明白神愛世人的心

意。我們也會在悔改後，繼續做回悔改前的

事，甚至悖逆神。我們是否能透過約拿這面鏡

子，反省自身的問題？

後來，神又安排一棵蓖麻長高，影兒遮蓋

他的頭，使他脫離曝曬的苦楚，他就很喜樂。

次日，神卻安排一條蟲咬死這蓖麻，起炎熱的

東風，日頭也曝曬約拿的頭，使他發昏。約拿

就為自己求死！神問他，因這棵蓖麻發怒合乎

理嗎？約拿認為，自己發怒以至於死都合理！

神對他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

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乾死，你尚且愛惜，

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

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

呢？」（《約拿書》四章10-11節）

神真的是有豐盛的恩典、憐憫和慈愛，不

輕易發怒。當尼尼微人願意悔改，祂就不滅他

們。神也一直等待約拿悔改，容忍他，最後以

蓖麻的例子教導他。神不但愛以色列人，也愛

其他族裔，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我們是要像尼尼微人一樣立刻悔改歸向神，還

是要像約拿一樣在經歷神的反覆教誨之後才肯

順從悔改？@

豐盛的慈愛

WWW.CCHC.ORG

歐陸版 2020 年 4 月

03專題



新冠病毒蔓延韓國，首爾市政府要求檢方，

就過失殺人罪、傷害罪和違反防疫相關法規

等罪名，對「新天地教派（以下簡稱「新天

地」）」總會長李萬熙進行調查；3月2日，89

歲的李萬熙召開記者會，為眾多患者與教派有

關向國民下跪。

緣何成為散毒罪魁？

2月18日，韓國只有31例確診，唯第31號病

患確診前，曾拒絕轉院接受檢測，並四次前往

「新天地」聚會，密切接觸166人，引爆大邱

市超級群聚感染事件；25日，韓國中央防疫對

策本部表示，當地感染病例主要與「新天地」

有關。

疫情以大邱為原點，撲向慶南、忠北、光

州、首爾、釜山、京畿、世宗、蔚山、江原

道；與「新天地」有關的病例，迅速覆蓋全韓

一半以上的行政區。在如此危急時刻，該教派

仍不願交出20餘萬成員名冊，並被質疑提供不

完整不確切信息，阻撓遏制疫情，加劇病毒蔓

延。

「新天地」成員不配合病毒檢測，迫使防疫

官員以手機定位或信用卡數據追蹤，甚至請求

市民舉報。時至3月9日，被列為大邱市第一階

段管理對象的成員中，仍有50人未依行政命令

接受採檢；完成採檢者中有4,137人確診，確

診率42.9% 。被列為第2、第3階段管理對象的

人中，亦有201人尚未採檢。

隱匿病情、拒絕檢測、保密身分等行為，無

不與「新天地」教旨相關。

「新天地」是什麼教？

「新天地」號稱其名得自《聖經‧啟示

錄》，全稱為「新天地帳幕聖殿耶穌教」，是

韓國發展最快的宗教派別之一，1984年3月14

日創立，總部設在京畿道果川市，在本土和海

外擁有近25萬信徒。教主李萬熙不打自招地誇

耀：「為什麼能做到這點呢？因為我們不是傳

統的教會。」

不錯，「新天地」絕非正統基督教會。2014

年10月，韓國基督教監理會於第31次大會上，

認定了九個以基督教為幌子的邪教，「新天

地」即名列其上；2016年4月19日，韓國基督

教聯合會協會發佈公告：「新天地」自1990年

開始就被認定為邪教。

「新天地」等級森嚴。總會長李萬熙以下，

分設四署長、七教育長、24部長；12個牧區

稱為12支派，每支派需達12,000人，宣稱滿了

144,000人天國就會來到。成員的使命是成為

「收割者（Harvester）」：打入純正教會，

籠絡人心，發展信徒，然後帶到「新天地」；

最如意算盤是騎劫教會，先臥底離間、造成分

裂，再趕走反對者，最後由「新天地」接管。

對於社會大眾，則將目標轉向更具能量的

年輕人，藉免費解讀占卜、提供個性測試和外

語課程潛移默化。一旦入會便被封閉式洗腦教

育，控制身心。人們往往放棄學業工作，甚至

離家出走。進入聚會場所須錄入指紋，成員隱

藏身分，連父母也不告知。韓國基督教電視台

(CBS)以紀錄片揭露「新天地」破壞家庭等違

背倫理問題。

「新天地」不止於禍亂韓國。英國聖公會也

於2016年向倫敦各教區發出正式警告，要求對

「新天地」的傳教活動保持警惕。韓國天主教

會同樣向各教區發佈警告。新西蘭、印度等地

基督教界也都發出提醒，中國一些地區公告取

締「新天地」。

李萬熙是什麼人？

在「新天地」官網，該教派被描述為獨

一無二的「上帝的國度」；當最後的

審判來臨時，「新天地」將有

14.4萬人靈體合一、登上天

堂；李萬熙則是與古先知、

摩西、耶穌一樣，被神揀

選並應許來拯救人類的保

惠師，也是肉身不死的永生

者......

李萬熙創設了「新天地」紀

年，1984年為元年；3月14日則是必守節

期，與《聖經》記載的1月14日逾越節、7月15

日住棚節、9月24日收割節一樣，同為預言成

就的實底。

他自我宣揚是唯一能解讀《啟示錄》的

「上帝指派的牧師」，因為「上帝奧妙的真

理是被隱藏的，所以至今都沒有人知道」。

1995年，他在《教會和信仰》月刊上自稱是

「唯一擁有神的話語的人」、「只有我們才

能得救恩」，當即被韓國基督教耶穌長老會

第80 屆總會定為異端。所有持純正信仰的基

督徒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唯有耶穌基督才是

道路真理生命，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李萬熙的自傳同樣天花亂墜，稱自己是幾

個世紀前統治朝鮮半島的古代國王的後裔；

他在某一天親遇從天而降的耶穌；他所到之

處都有彩虹同行......2014年9月，「新天

地」舉辦四年一度的世界宗教萬國和平統一

大會，邀請國際賓客，但與會者尷尬地發

現，會期與李萬熙生日相同，大會與慶生竟

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舉辦。

可查證的是，他1931年9月15

日出生於貧農家庭，參加過20

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17歲

由外國宣教士施洗；先後加入異

端教派「帳幕聖殿」、「再創造教

會」；自創「新天地」，備受爭議，多

次被控及抗議。兩年前脫離「新天地」的金南

熙，曾被李萬熙納為「靈裡的妻子」，因財物

糾紛反目成仇，她直斥李萬熙就是個凡人卻假

冒救世主，信從李萬熙的「新天地」應從這片

土地上消失。

攻擊信仰的病毒，甚於攻擊身體的病毒，

所以《馬太福音》一針見血地指出：「你們要

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

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七章15節）普天

之下的各路騙子，無論智商高下，最拿手的就

是披羊皮、幹狼事，李萬熙不過是又一個被自

己的財權色帝王夢激動得發狂，而不惜敵基督

的樣板罷了。

其實，鑑別真偽的最簡單方法，就是以耶穌

基督為標準，看他們是為人獻上生命還是使人

為自己獻出生命！「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

藜裡豈能摘無花果呢？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

子，唯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

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

來，丟在火裡。」（七章16-19節）@

韓國超級病毒傳播案 宗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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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上看到視頻「身處疫境，有種態度」，主講人沈

祖堯校長回憶2003年香港的「沙士(SARS)」情

況。

他是很優秀的醫生，連創口也不用

開，單憑手術器械就可把腫瘤和結石

取出來。他在國際上享有盛名，身在

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卻能教其他國家

的醫生。他還研發出一種一星期就可

醫好胃潰瘍的藥，連藥廠的股價都跌了

一成。他的論文刊登在國際醫學雜誌上，

手下有100位醫生、400位護士……那

時，他還未到40歲，自我感覺地球就

踩在他的腳下！

他驕傲自負，雄心越來越大，可

就在最高峰的時候，一場「沙士」完

全改變了他的人生態度。這期間，他體會到

人的無知、無能與無助。在疫情

初起，他人不在香港。待

他回到醫院，已有很多醫

護人員發燒，感染了「沙

士」。當時他戴上口罩，

穿著單薄的罩袍，為同事

們抽血、照肺……

看到同袍一個個生病，他們

的家人每天詢問病情，他很心

痛，但卻束手無策。在什麼都

做過而都無用後，他終於明

白：只能將生命交託給那位

掌管生命的神（上帝）。

於是他發出通告，請所有

基督徒同事到他的辦公室，大家一起為疫情向神祈求。他禱

告：「不要讓我們的無知，令朋友、同事、家人、病人喪失生

命。」這之後，病人開始一個一個地好起來。

神真是幽默，當我們自以為了不起的時候，祂隨時可讓我們

跌到谷底；而當我們願意謙卑，祂就會助我們升高。我從沈醫

生的輝煌到無助，明白人無論多麼風光、成就多大，也不過是

受造之物，總是有限的！

沈祖堯說到，有位快畢業的醫科學生表示，在沙士猖獗的幾

個月裡所學到的，比五年醫科生涯更多！他目睹怕死也要救人

的醫護人員，學到當醫生應有的態度——謙卑地服侍……從這

些醫護人員身上，我也想到耶穌。祂雖然是榮耀的神，但沒有

高高在上看著世人，而是甘願卑微、放下一切，降生為人的樣

子，更願順服至死，而且死在本來代表羞恥的十字架上，更從

死裡復活。

我們犯罪不認識神，過著沉淪的生活；耶穌卻願意以無罪之

身替我們死，讓我們恢復與神的關係，因著回歸神的懷抱而使

生命活得豐盛。若您現在還未接受耶穌為生命的主，也未相信

神使祂從死裡復活，期望您記得耶穌願意等您回轉。當有一天

您謙卑下來，或在無助的時候，仍然可以向耶穌祈求，祂一定

會幫助您的。@

逆轉疫境 甄美

1847年5月，一名匈牙利裔的婦產科醫生，走進奧地利醫院

內一間死氣沉沉的驗屍間，在其中一張驗屍桌旁，有五名醫科

學生在剖屍，研究一名少婦的死因，她剛生了孩子就死於「產

褥熱(Labor Fever)」。這醫生名叫Dr. Ignatius Semmelweis

（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人們叫他塞麥醫生），他問：「昨

晚有多少產婦死掉啊？」「三位！」一名醫科學生含著眼淚回

答。這情況對塞麥醫生絕不陌生，因為在這間醫院，每六名產

子的孕婦便有一名死於「產褥熱」。正因如此，婦產科內的醫

生都一邊忙著接生、又忙著替「產媷熱」的死者驗屍。160多

年前，他們並沒有今天標準的防護衛生措施。

塞麥醫生反覆研究治療記錄，他注意到每次醫生們離開產房

或驗屍間時，那只用清水沖洗雙手及用布抹乾的程序（因為那

時還沒有對細菌正確全面的認識）。他猛然想到，醫生們並沒

有任何徹底清潔的程序，假若有東西存在死屍中，又帶到待產

婦女身上，那會否就是問題的所在呢？

想到這點，他開始下令所有跟他實習的醫科學生，必須於洗

濯盆內以氯化藥水洗手，才可為另一名病人診症、治療。儘管

塞麥醫生被當代的醫科專家恥笑，他的婦產科病房卻堅持這種

洗手程序，三個月後產婦

的死亡率由往日的18%跌

到1%！

這樣神奇的預防措施，

理應被迅速廣泛採用，而

倡導者也該得到高度表

揚及被業界肯定才對。

可惜，塞麥醫生一直被醫

院的上司及專家所排擠，

因著行內人士的高傲及

妒忌，他更被醫院解僱。他後來轉往家鄉布達佩斯行醫，繼續

使用他奇特的洗手程序，再次大幅度拯救了眾多產婦得免產褥

熱。他的理論也載入醫學期刊，多番詳細論述，但是醫學界的

人士仍一直反對他的理論，並把他在婦產病房所規定的防護措

施一併取締，結果患產褥熱的死亡率重回到18%以上。熱愛以

醫學救人的塞麥醫生，大受打擊，神智瘋癲，被送進了精神病

院，最後在院內死於敗血病，終年只有47歲！

塞麥醫生一生堅持以氯化藥水洗手的防護理論，確實能夠

拯救千萬病人及產婦的性命。他提出的這

個防護措施，其實並不源於他本人，《聖

經》早在3,600年前已經記載了眾多的衛

生條例，上帝告訴以色列人要把不潔的死

屍，或有傳染病的人，跟健康的人分隔開

來，避免接觸，並教導他們如果接觸了，

就該如何作檢疫隔離，包括七天又七天隔

離觀察的原則等。

舊約的禮儀及潔淨條例，約佔舊約篇幅

的六分之一，是神救贖歷史的一部分，其

中的潔淨條例，即使以現代科學去看，也絕不過時，且滿有智

慧。這位真神，還把許多更詳盡的福音真理記載在《聖經》，

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話，指引我們認識真神及救主耶穌，盼望

我們不輕易忽略及拒絕！塞麥醫生的年代，單單堅持洗手的措

施，已令無數產婦不致因感染而死。今天，若你能虛心去認識

《聖經》整全的福音真理，不僅能在世上活得健康喜樂，生命

滿有意義，心靈得著平安，而且能得著永生，因為這是主的應

許！@

洗手不簡單 黃茂林

善惡美醜 小惠

一場全球前所未有的澳洲山火，燒出了人間

百態；一種肆虐全人類的新型冠狀病毒，顯盡

人情冷暖炎涼。

山火連天燒

澳洲的天氣乾燥異常，就在去年的九月份

開始，因連續無雨炎熱，山火爆發，多處地方

起火。政府掉以輕心，沒有及時制止，救災資

源不足，以致山火一發不可收拾。燒了好幾個

月，幸好上星期連續大雨，才把山火熄滅。到

今年二月初統計，山火大概燒毀4.7個台灣面

積，燒掉約3,000間房屋，30多人死亡，估計

有10億隻動物喪生。被稱為人間樂土的澳洲，

瞬間失色！幾個月來，山火的濃煙灰燼，鋪天

蓋地吹散到各處，我們在悉尼看不見藍天白

雲，全是灰黑色的天空，掛著一個橘紅色的太

陽！

人間有真愛

山火縱無情，人間卻有愛！在別人需要幫助

的時候，澳洲人總是義不容辭，看到消防人員

不足，民間就自組義工隊，自備救援物資，放

下自己的工作，直奔火場。日以繼夜，筋疲力

盡，永不後退！當有些火場

熄滅了，消防員和義工們立

即轉往別的火場去，繼續搏

鬥。其中有一個小鎮，房屋

燒盡，只留下一片焦土，頓

失家園的居民相擁而哭。誰

知道過了不多日，一輛輛皮卡車接二連三的駛

進這個小鎮，跳下車的是一班不修邊幅的粗漢

子，他們背著工具，穿著全套工作服，要來為

他們重建家園，是免費的，是自發性的！

原來這是一個木匠的夢想：「我沒啥可

捐的，就捐個房子吧！」若只靠自己一雙巧

手，是沒法完成的，於是呼朋喚友，傳遞

夢想，要為災民免費建築房子。想不到一呼

萬應，上萬人的建築隊伍，就憑著關愛與同

情，霎時間組織起來。他們在災民的感激聲

中開始工作，他們把「澳洲價值觀」發揮

到極致，充分展現澳洲人特有的兄弟情誼

「Mateship」。他們得到的回報是滿含熱淚的

擁抱，而許多市民知道後亦紛紛捐錢支持。

澳洲人熱愛動物。這次山火，使很多動物

被燒死，不少義工就跑到災區幫忙搶救，去悉

心照顧倖存者。澳洲慈善動物保護組織更使用

飛機，把食物輸送或空投給那些野生動物。他

們的愛心可嘉可敬！

病毒疫情重

世界的災難不斷湧現，除了澳洲的可怕山

火，還有中國的冠狀病毒。這種病毒，非常可

怕，潛伏期可達20多天，患者初期沒病症，可

以人傳人，速度很快。因疫情嚴重，國內很多

地方封城，極度需要人力物力去支援。所謂時

窮節乃現，災難當前，有醫生護士就選擇捨己

救人，深入疫區，用生命與病毒作戰，成仁取

義；有人卻選擇藉機發財，損人利己，用權勢

去草菅人命，冷血無良！

罪止災難停

上帝賦予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選擇美善，

也可以選擇醜惡，但到最後，人人都要面對

上帝的審判，沒有一個可逃脫。《聖經》警

告：「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約翰福音》五章29節）《聖經》是上帝

的話，已經給予人類很多的警告、提醒和指

引：「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

饑荒、地震。」（《馬太福音》二十四章7

節），「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

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啟示錄》六章8

節下）。上帝要人行善不作惡，災難是一個警

告，要我們醒覺，停止研發基因改造，停止製

造生化武器，禁止同性戀、墮胎等罪行。罪惡

止住，災難就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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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絲雀的悲鳴 穎文

金絲雀不僅美麗可人、啼聲嘹亮，且對空氣品質極為敏感。

若牠焦躁不安、驚慌啼叫，就意味所處環境存在有毒氣體或缺

氧，故在西方語境中，「礦坑裡的金絲雀(Canary in the Coal 

Mine)」即指危險將至。

從18世紀起，人類就用金絲雀來偵測危險氣體。1911年，牠

成為英國煤礦標配，充當瓦斯檢測員，礦工因著牠們而避免了

一次又一次礦難；直到1986年，礦工才與這個老朋友分手。在

人類面臨不易察覺的不明氣體或毒氣危險時，金絲雀依然在發

揮作用。當年日本警方搜索奧姆真理教總部時，每個小隊都帶

著金絲雀。

2月6日，傳出中國醫生李文亮去世消息時，就有人把他比作

金絲雀。其實，李醫生並不反體制，相反，他是忠實的共產黨

員。8月14日，對於香港風波，他在微博中表示：香港是中國

的香港，我也支持香港警察；五星紅旗有14億護旗手，我是護

旗手！直到在病床上，他才覺悟「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

聲音」，而成為人們眼中那個「挺身而出的凡人」。

從謠言傳播者到憂國憂民的英雄，歷史被重寫，現實被重

構。李文亮身後，湖北省政府給他記大功；中國監察委派出調

查組；報導他散播謠言的央視，讚揚他作為醫務工作者的敏銳

和敬業，感謝他在疫情防控中的努力和貢獻……魯迅先生早在

上一個世紀就指出：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

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事實上，亡國一

次，即增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

而只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

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卻只顧

歌詠那一群烈女。

龍應台也在臉書寫到：「悲傷若是一時的集體發

洩，他的死輕如鴻毛。悲憤若是深沉的社會醒覺，

轉化成巨大的改變的力量，他的死重如泰山。」從民間給李文

亮的定位：吹哨人、抱薪者、開路者，可以觀察到人們已從李

文亮的遭遇看到了自己的真實處境，所以就算抱薪者凍斃於風

雪，薪火猶在；開路者困頓於荊棘，道路已開。北京外國語大

學教授提議，以李文亮命名制定一部吹哨人法；知名法律學者

聯署倡議，將李文亮辭世之日設為國家言論自由日。

言論自由、資訊透明，確實不能當飯吃，但沒有對它們的

保障，就可能沒飯吃甚至連吃飯的傢伙也失去！政府和人民的

利益並不一致，而當政府權力無邊時，人民權利就無處安身。

1892年，德國漢堡發現霍亂，當局擔心影響城市繁榮，對初起

病例秘而不宣，結果導致病菌擴散，城裡8,000多人喪生，疫

情甚至蔓延到紐約。如果人民有渠道及時獲得真實信息，加以

理解、分析，就有做出正確選擇的機會，而不致令局面失控。

美國總統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就深明公民知情權對於

民主的重要，他宣

稱：假如只能擁有

沒有報紙的政府，

或只能擁有沒有政

府的報紙，我將毫

不遲疑地選擇後

者。當然，自由從

來不是免費的，

Freedom is not 

free，但放棄自由

同樣不是免費的，

有時甚至比爭取自由的代價更大！何去何從？

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演示過一種權衡：當一件

事發生時，怯懦的人問，安全嗎？考慮得失權宜者問，這是否

明智？虛榮者問，它受歡迎嗎？但良心會問，這是對的嗎？總

有一天，一個人必須採取既不安全，也不明智，也不受歡迎的

立場，只因為良心告訴他這是對的。李文亮，不正是如此？

金絲雀雖以啼鳴甚至生命，救人於危境，卻是被動的；所

救下的人命，亦有壽數，終會死亡。《聖經》所啟示的代罪羔

羊，卻是主動獻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

地有恩典有真理；所賜下的生命，也是永恆的——我實實在在

地告訴你們，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見死；凡接受祂的，

就有平安——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基督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全心信靠祂就沒有憂愁，也

不膽怯。@

若想要一個愛的榜樣，舊約《聖經》記載的以色列先

知何西阿，是一個極好的選擇。

救恩之愛

「何西阿」這個希伯來名字的意思是「救恩」，或

「耶和華救恩」，與「約書亞」一名同詞根，也與希臘

文的「耶穌」同義。何西阿作為先知，被揀選來服事上

帝，不僅要忠心地聽上帝的

話，傳講給百姓聽，而且要付

上代價。他是以色列歷史上作

先知說預言、服事最長時間

的，至少60年。

何西阿所生活的年代，是

主前第八世紀（相當中國的

唐朝），那是北國的耶羅波安

王死後、以色列被亞述征服之

前，國家非常混亂，君民都拜

巴力假神，全地無誠實、無良

善，起假誓、不踐前言、殺

害、偷盜、姦淫、行強暴、殺人流血接連不斷。

何西阿就在這樣的世代，於自己的生活中體驗上帝的

信息：上帝的選民離棄祂，祂忍受背叛的痛苦，堅定地

持守對他們不變的愛，等待、呼喚他們，直到領他們回

轉，最終全然歸祂。

愛的決定

何西阿的愛情故事，從上帝的話臨到他開始——上帝

親口安排他的婚姻：「你去娶一個淫婦為妻，也收那從

淫亂所生的兒女。」上帝要他娶的妻子是「滴拉音的女

兒歌篾」，隱喻這是喜愛無花果餅（獻給巴力的祭物）

的女子，即她和她父家是拜巴力的人。不清楚她婚前是

否已經行了淫行，但婚後她確實是個背叛丈夫的女人。

上帝讓何西阿預先知道她是這樣的女人，卻要他娶

她為妻，這使何西阿非常痛苦，令他羞辱，但他順服上

帝，娶了歌篾。上帝用先知與不貞妻子的婚姻來象徵上

帝與祂的百姓的關係，先知從中可以深切體會到上帝的

感受，因此他對百姓宣講話語時，言辭比其他先知都更

迫切。

歌篾生了三個孩子，除了第一個兒子清楚是何西阿親

生的，後面的一女一兒則被暗示是婚外所生。上帝讓何

西阿給他們分別命名為「耶斯列（上帝分散）」、「羅

路哈瑪（不蒙憐愛）」和「羅阿米（不是子民）」，

代表背道的以色列人，顯示上帝對背道越來越嚴厲的懲

罰。

愛的堅持

也許是何西阿太窮，沒有辦法滿足妻子貪婪的心，

歌篾越走越遠直至完全背叛，撇下丈夫兒女，跟了別的

男人。後來情人不要她了，不知她是賣身為妓或積欠債

務，而被賣到奴隸市場。何西阿又把她買回來，用銀子

15舍客勒（相當於一個奴隸

的贖價的一半）和大麥一

賀梅珥半（當時約值15舍客

勒）為贖價。

先知娶回不貞的妻子，

恢復她原先的身分，與她

立約，如上帝對百姓所說：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

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

聘你歸我……也以誠實聘你

歸我，你就必認識我──耶

和華。」這個「聘」，是上

帝付上自己的兒子耶穌基督的生命為代價而得到的（以

30塊錢被出賣），因此祂才能將舊事、舊賬一筆勾消，

如何西阿重娶歌蔑一樣，與以色列民族重新建立盟約。

當百姓回轉，恢復與上帝的親密關係，何西阿三個

孩子的名字所隱含的咒詛就變成祝福：「耶斯列」成為

「上帝栽種的」；「羅路哈瑪」變為「上帝必憐憫（路

哈瑪）」；「羅阿米」變為「上帝的民（阿米）」。上

帝還要「賜她亞割谷作為指望的門」，當年的「連累」

之谷，將變成得祝福的新希望之門。這時人的禱告都會

蒙垂聽，連土地也會回應，五穀豐登。

愛的要求

當先知何西阿贖回歌篾，並不是馬上與她恢復夫妻關

係，而對她說：「你當多日為我獨居」，要求她潔身自

愛，悔改淫行，專心與丈夫一起、歸屬於他。先知願意

耐心等待，經過一段時日的考驗，進行潔淨、訓練和教

誨，然後才完全團圓。

按照上帝的要求，丈夫對妻子說：「你必稱呼我伊施

（丈夫），不再稱呼我巴力（主人）」，即為夫妻親密

無間的關係，而非主僕的從屬關係。上帝用此來代表祂

與選民的關係，那是完全的愛，專心的愛，不能容忍心

有一點的旁騖。創造主上帝的愛是完全的，他希望我們

也以完全的愛來回應祂，如同丈夫與妻子，心心相印，

合而為一。@

    不變的愛人 津雲

古往今來，愛情是亙古不變的話題，但若仔細思想就會發現，人與人

之間的愛其實是帶著條件的！

中文小說《山楂樹之戀》，根據真實故事創作，講述上個世紀70年代

一段純真的愛情。女主人公靜秋，在中學畢業前一年，因一次下鄉的機

會，遇見男主人公老三，地質勘探隊員。由於雙方出身懸殊，他們的愛

情不被家長接受，只能偶爾偷偷見面。靜秋處在懵懵懂懂的年齡，而老

三深深地愛上了她，讓她在生活重壓之下有愛的溫暖和滋潤。

當老三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竭力隱瞞病情，不讓靜秋擔心。他也

克制自己對她的渴慕，保全她的純潔，使她今後能有完美的婚姻。分別

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老三臨終，靜秋才得以與他見面。高大陽光、活

躍好動的老三，如今形容枯槁、奄奄一息，靜秋哭成了淚人……

老三被埋在見證他們愛情的山楂樹下，他的那種犧牲的愛，捨棄自己

而成全靜秋，感人肺腑。小說被改編成電影，那個年代的樸素、單純、

真誠，打動了無數的觀眾。不過，老三對靜秋的愛，是基於他知道她愛

他，假如靜秋並不愛他，他還會那樣地付出、無怨無悔地愛嗎？這，就

需要打個問號了。

上帝的愛與人的愛不同。祂的愛從天而來，全然聖潔，沒有條件。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

明了。」（《羅馬書》五章8節）上帝差遣祂的愛子，道成肉身，降世為

人，為要尋找、拯救罪人，並為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玩過拼圖的人都有體會，快近尾聲的時候，最後剩下的一塊怎麼也拼

不上。只得返工，一塊一塊地翻找、比對，傷透腦筋。人生、愛情、婚

姻，亦好比拼圖。有位牧者說過：如果沒有把主耶穌放在生命中至上的

位置，生活就會像拼錯

了的圖，不是這

裡不對，就

是那裡不

對 ， 總

也 拼 不

出完整的

圖畫。

男女兩性

在愛情婚姻中

若不尊主為大，不

順服在祂的主權下，愛

的關係就難以持久常新，往往陷

入矛盾、衝突或危機。若雙方服從主的帶

領，就能在愛中彼此順服、彼此饒恕、

彼此建立。親愛的朋友，您拼對了那張

愛的拼圖嗎？@

愛的愛的拼圖拼圖 若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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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心情總是有點鬱結，雖然先後過了兩個新

年，但觸目所及，不論是國際層面的COVID-19疫

情，還是美國本土的總統彈劾案，都叫人牽掛。

我生於香港，長於香港，這個細小而奇妙的國際都

會，先是「反送中」亂局，緊接而來的竟是比「沙

士」還厲害的新冠病毒，怎能叫人不憂慮？加上親

友間傳來的消息，癌症或離世，痛如刀割，揮之不

去。

就在灰心難過，問題多於答案，深感無助時，

腦海中突然響起小時唱的一首聖詩《這是天父世

界》，給我適時的安慰和力量。第一節歌詞是這樣

的：「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側耳靜聽，宇宙唱歌，

四圍響應，星辰作樂同聲。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

有安寧，花草樹木，穹蒼碧海，述說天父奇能」。

《聖經》開宗明義地宣稱：「起初神（上帝）創

造天地」。這裡的「創造」是從無到有，是唯一真

正的創造。人的任何「創造」，只不過是基於神的

創造重組再現而已！神不單創造，神也繼續維持自

己所創造的，花開葉落，四時運轉，這就是詩歌中的「天父奇

能」！

創造是《聖經》真理的重要基礎，需要憑信心接受。捨棄創

造論，則只餘隨機而成之說，認為宇宙萬物開始於千億年中的

一個巧合，難道這就不需要信心來接受嗎？創造不單不與科學

矛盾，相反，創造更是科學的基礎——唯有一個有理性的設計

者，才能創造出有規則的世界，而科學就正是要探究這背後的

規則。假若宇宙是隨機碰巧而成，背後又何來規則？科學又如

何能建立？怪不得最受人尊敬的、產生最多諾貝爾得獎學者的

科學實驗室，門口都刻著《聖經‧詩篇》一百一十一篇的詩句

「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凡喜愛的都必考察」！（2節）

第三節歌詞如下：「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遺忘，黑暗勢

力雖然猖狂，天父卻仍作王。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

天父是王，宇宙同唱，衪治萬國萬方」。我們的敵人並非是屬

血氣的，乃是空中掌權者，就是魔鬼撒但。撒但最大目標就是

叫人神分隔，為此無所不用其極，按時代

文化以不同方式出現。在較落後的地區，

撒但會以巫術或泛神形式出現；在較先進

地區，則以科學物質、情慾氾濫等粉飾登

場。不論方式如何，目標都是要人遠離真

神。

《聖經》曾以「說謊之人的父」來描

寫撒但（《約翰福音》八章44節），可見

散播謊言就是撒但的主要手段。今天，講

真話說出真相的人遭受批評，甚至迫害。

相反，隨便就以謊言換取個人或所屬組織

的好處，置別人安危於不顧的，卻扶搖直

上。環顧我們所處的危機，歸根究底，不

也是源於隱瞞真相，落入說謊這圈套之中

嗎？

幸好「黑暗勢力雖然猖狂，天父卻仍作

王」！不義和困苦都是短暫的，唯有公義

和慈愛是永恆的；憂慮和眼淚是暫時的，

神的恩典和榮耀卻是永遠的！我們所處的

時空，有開始，也將有結束。那時，天父會

審判萬民，撒但勢力將被全面粉碎！

親愛的朋友，世界亂像紛紛，人間苦痛連連，唯獨《聖經》

啟示的真理，基督成就的救恩，能帶來合乎理性的解答、超越

道德的指引、安撫心靈的應許！這是天父世界，您願意重回天

父懷抱嗎？請用本版決志表跟我們聯絡！@

這是天父世界 文／魏永達

圖／Belinda

「起初神創造天地。」   《創世記》一章 1節

前陣子，不少香港朋友動起移民念頭，探討移民熱點。有人

建議鄰近的台灣、新加坡等地，喜其移民門檻不高，生活指數

較低，非大富大貴也可勉強應付；有經濟能力的則認為，澳洲

是心目中的移民首選。

的確，澳洲地廣人稀，是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之一，

集多元文化於一身。經濟上，澳洲是全球第13大經濟體，人均

國民生產總值排名世界第九，無論在生活質素、健康醫療、教

育、社會福利、經濟自由度、媒體言論自由度、公民政治權

利的保障，都名列前茅。美國一本商業雜誌《福布斯》

更把澳洲列於2020年退休宜居國的名單中，堪稱世間樂

土。

可是，近日一幅幅仿如人間煉獄的圖片，卻鋪天蓋地

從互聯網上瘋傳。圖中，人們在赤紅色的天空下，帶著

防毒面具，逃出滿目瘡痍、廢墟一般的城市。地面上，

到處都是燒焦了的動物屍體，海灘上佈滿了疲憊、正在

哭泣的人……這不是災難電影，而是在澳洲真實發生的

天災——從2019年9月開始，主要由氣候變化引發的史上

最大的森林大火。

2020年1月，除北澳地區，澳洲其餘六個州全部遭受毀

滅性火災的吞噬。新聞報道，最少5,900,000公頃土地過

火，受災面積是2019年震驚世界的亞馬遜森林大火的兩倍。悉

尼附近的災區，空氣污染已近頂級，在室外呼吸相當於吸入37

根香煙。首都坎培拉空氣污染指數達到4,650，成為全球空氣

質量最差城市。全國近五億隻動物死亡，屍橫遍野，三分之一

樹熊被燒死……

有「東方之珠」、「購物天堂」等美譽的香港，在短短半年

間成為國際焦點，人心惶惶；宜居的澳洲，在天災肆虐下，不

知何時能復原！人們不由得哀嘆：人間可有樂土？

其實，耶穌在《約翰福音》十六章33節早已明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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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我們都不

能避開世上的天災、人禍，然而耶穌應許我們可以放心。信靠

祂的人，同樣面對苦難，卻在祂裡面有平安、有盼望。

窮半生尋尋覓覓，原來平安就在耶穌裡面。祂早已為我們預

備樂土，只要相信祂、接受祂成為個人救主，承認祂的主權，

不僅有耶穌所賜的平安在這一生，更重要的是，上帝應許祂會

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參《以賽

亞書》六十五章17節），這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參考《彼

得後書》三章13節），是永遠長存的。屬祂的人將來都可移居

到新天新地，與上帝同住，這是何等榮耀的事！《啟示錄》寫

道，在新天新地裡，上帝要擦去人一切的眼淚，那裡不再有死

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參廿一章4節）……這不正

是人心一直嚮往的樂土嗎？@

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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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給我服事的機會，一開始是和老公喬宏搭

配，他被接回天家前，上帝完成他的心願，讓他

拍了第一部在戲院上演的福音電影《天使之城》。

感恩，我雖不會，也沒演過戲，卻也給了我一個角

色，演喬宏的太太，這個角色讓我這個跟他結婚共

同生活了40多年的人演，該是最合適的人選吧！我

們趕到香港，拍完我們的部分後回到西雅圖。1999

年4月14日，影音使團的負責人袁文輝弟兄，晚上

由香港打電話告訴喬宏：「好消息！《天使之城》

拍完了！」「你覺得怎麼樣？」「滿意！」「那就

好！」

第二天晚上，喬宏被上帝接回天家去了。沒想到

參與《天使之城》的演出，卻為我打開了參演其他

福音電影的

門。我經常

說：「你知

道我在某些

福音電影中有份，看時千萬別打盹或分神，不然看

完你會說：『怎麼沒有喬媽媽？』」因為我就一點

點戲，不留神就過去了。但是別看戲份少，可是都

很重要！

喬宏被接去後，除了演戲，上帝不嫌棄，還給

我很多服事的機會，也用很多恩典托住。他去的那

天晚上，我一個人孤零零地跪在床前流著淚禱告：

「上帝！你說的，你拿去的，用自己代替，從此以

後我抓住你了！明天我要面對什麼，我不知道，求

你讓我不要睡不著。」禱告完了，我抱著他的枕

頭，聞著他的味道，哭著睡著了！之前，我和喬

宏從沒失眠過，他去後的20年，也仍然沒失眠過，

並且我發現另一個恩典，就是不管去哪裡，不再有

時差。現在我將近90歲了，雖然行動有難處，但帶

給我的是祝福，很多人關心我說：「你出入一個人

坐飛機嗎？」「誰說？我沒能力包飛機，買票坐飛

機，前前後後，整架飛機的人陪著我！」並且上下

飛機，不用我走，坐著車，有人推，多方便！我申

請政府派人到家裡幫助我，人來了，問了話，回信

說我不合格！他來的時候，先問了我一些問題，過

了一會兒再問，我完全記得住。又問：「你早上記

得吃藥嗎？」「我血壓、血糖、膽固醇都不高，沒

病，不需要吃藥！」「你自己能洗澡嗎？」「當

然能了！」「誰陪你買東西呀？」「我自己開車，

不需要陪。」雖然來訪問我的是一位基督徒，他當

時就說：「看樣子，頂多批給你一個禮拜十幾個鐘

頭，有人來幫助你。」沒想到，回信說一個鐘頭都

不給。好呀，那就表示我很健康！

快90歲的人了，竟然可以這樣？這不就是上帝的

恩典嗎？@

我仍很健康 小金子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我們認識上

帝，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去尋找人生的伴侶，祂

會把這個合宜的人帶到我跟前。當然，我們知

道上帝有祂的心意，但是，是否什麼也不需要

做，上帝就會按時將這個人帶來呢？我相信未

必是這樣。除了相信、倚靠祂外，自己也要做

一些事情，應該怎樣做呢？

一般人怎麼做？
第一步：走出去、睜開雙眼去看、去找尋一

個合宜的人，找到之後就去結識他／她。

第二步：不顧一切跳進去，墮入愛河。

第三步：把全部的心思和希望放在這個人身

上。

如果不成功，就重覆上述三步曲，重頭來

過。這是世人一般的做法，也是我們在電影中

常看到的情節。也許，不少基督徒都以為應該

是這樣的。

我們當怎樣做？

1）成為一個合宜的人

上帝的心意不是要我們四處去尋找一個合宜

的人，而是首先自己要成為一個合宜的人——

要有美好的性格、美好的靈性，愛上帝，又關

懷其他人。當你自己成為一個合宜的人之後，

深信很多人都會被你吸引。

2）讓自己學習去愛人、活在愛中

不是常常問：我什麼時候才墮入愛河？而

是先學習去愛人——愛我們的家人、朋友和弟

兄姊妹……大方地去關心他人。這樣，別人就

會看到你是一個怎樣的人，且會留有很好的印

象。

教會裡一位好朋友，他女兒在我們教會當中

長大，但很長時間都找不到男朋友，她就問我

該怎樣做？我嘗

試將剛才跟大家

分享的做法

告訴她。

我問她：

妳在教會中

有否認識其他人？有

否參與團契？

有否學習事奉？

有否去關心其

他人？在我的鼓

勵下，她逐一照著去做。

正因為這樣做的時候，她就懂得怎樣

令自己成為一個合宜的、有吸引力的

人。自此之後，就有不少人追求她，

後來也結婚了。我時常都記著這件

事，也對其他年輕人說，不是只

坐下來什麼都不去

做，上帝就會帶他

／她來，而是要好好求

主幫助自己，成為一個合

上帝心意的人、合宜的

人。

仰望上帝
把你的心意告訴上帝，

讓祂去幫助成全。

好好仰望上帝，讓我

們明白這是否一個合宜

的關係。我深信，當這樣做的時候，我們

常發覺會有出人意外的經歷，上帝是會幫

助我們的。

無論怎樣，讓我們都成為一個合上帝

心意的人、一個合宜的人。@

做個合宜的人 陳琛儀

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年，去年最大的祝福也

是挑戰，就是我們從三口變成了四口之家，我也晉升為兩個

娃的媽。在媽媽回國之前，她心裡放不下的，最擔心的就是

我——她的女兒，念叨著「在國內都是兩家人千軍萬馬地帶著

孩子，你和威廉兩個人怎麼去帶兩個孩子哦！」從一個孩子到

現在兩個孩子，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從早上醒來就和打

仗一樣，得拖著兩娃準

備好出門參加各樣的活

動，中途還要趕場一樣

地準備午飯和晚飯，然

後一直到晚上，老大好

不容易睡了，小寶還要

一直哄睡到深夜，夜間

還要醒來餵奶幾次。媽

媽心疼我怎麼去挺住這

樣的辛苦，基於我們參

與在阿伯丁新建的教

會，就建議我多和其他

的媽媽們交流學習。相

對教會裡的姊妹們，

我們這還算是「小家

庭」，她們需要照顧

三、四個甚至五、六個

孩子，而且有的還在家

教育。我總結了一下和

她們交流的心得，和大

家分享：

與上帝親近

不出意外地，她們分享的一個共

同點就是，最大的「妙方」是與上

帝親近。教會裡的姊妹們大多數是

英國人，難道西方女人就是生來更抗壓嗎？當然不是，她們也

有被孩子吵得頭疼的時候、擔心孩子生病的時候，忙到想攤在

床上不起來的時候，一樣需要去面對每天的雞毛蒜皮和柴米油

鹽，但是靠著耶穌，她們有來自上帝的喜樂。

首先，明白做母親不是一件苦差，而是從上帝來神聖的呼

召，這點很重要。「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

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

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聖經‧創世記》一章28節）也是因為理解這

一點，她們願意「生養眾多」，並且相信這是

從上帝而來的祝福。

我們往往會忽略上帝才是每個孩子的創造者

和主人，我們只是孩子們的管家，所以最重要

的就是帶領他們來認識他們生命中的主，將孩

子生命中的大小事順服於主人的帶領，而不是

自己緊緊抓住。這樣的心態會使我們在作母親

的道路上更有信心和學會放下。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

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六章33節）作

母親的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憂慮。一位姊妹

分享說她在單身的時候經常無憂無慮，還笑話

那些作母親的姊妹們常常憂慮，不夠屬靈，結

果她成為母親後比誰都更操心。只有學著將一

切交託給上帝，先去尋求上帝的國和義，才有

平安和力量去面對孩子的需要。

我自己也深有感觸，如果我早上能勤快早起

來讀經禱告親近上帝，這一天就算有再難的情

況，我心裡都有平安去面對；反之，我就很容易被環境所影

響，變得急躁不安。當我們去親近上帝的時候，聖靈就會時刻

提醒我們要從屬天的角度去看問題，無論環境如何，主會給我

們足夠的恩典去盡好作孩子管家的本分。

不以孩子為中心

國內的家長帶孩子很累，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有了孩子

以後，生活的一切變成以孩子為中心。兩家的老人放棄自己的

生活，輪流上崗照看孩子，父母為了孩子放棄夫妻生活分房而

睡，大家精疲力盡都是「為了孩子」……然而《聖經》裡非常

強調上帝給家庭所設計的秩序——「上帝為首，丈夫是頭，夫

妻為中心」的秩序。孩子本來是上帝所祝福給父母的產業，卻

無形中成為了偶像。當我們以孩子為中心去做決定，就破壞了

上帝完美設計的初衷，所以家裡就亂作一團而沒有秩序。

就拿管教這件事作例子，從兩歲左右開始，孩子就會有自

己的脾氣。若是單單「尊重」他們的主意，比如孩子一哭就放

棄原本定下的規矩，就是讓他們好像風箏沒有線牽著，在空中

漫無邊際地飄盪。孩子因為家長沒有定下界線並且緊守原則，

反而缺乏安全感而更多哭鬧。當我們按照《聖經》的原則去管

教孩子，雖然當時會「打在兒身，疼在娘心」，但是長遠而言

是為了他們的健康成長。當孩子從內心明白領受家長所定的原

則，家長不用花那麼多時間精力在管教上，家庭氣氛也更加輕

鬆和睦。「我兒，要謹守你父親的誡命，不可離棄你母親的訓

誨。……因為誡命是燈，訓誨是光，出於管教的責備是生命之

道。」（《箴言》六章20，23節）

姊妹們也教我一些實際執行的主意，比如利用好冷藏櫃，

每次多做一些食物冰凍好，這樣就可以花較少時間在食物準備

上；培養年長的孩子簡單的家務能力，使他有參與感並且更有

責任心；與丈夫多溝通分享做家務或帶孩子，給自己一段時間

能參加一些固定的團契生活，與其他弟兄姊妹的連接和交流也

很重要……無論是一個還是多個孩子，無論是輕鬆還是勞累的

一天，要好好珍惜孩子的每一個人生階段，因為他們都是上帝

所祝福的禮物，並且這些日子將一去不復返。@

帶娃「妙方」
羅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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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既因兩情相悅，共譜人生愛曲，為何

婚後佳偶竟成怨偶？美國現在的離婚率超過一半，意謂每兩對

夫妻就有一對離婚收場。在我的工作裡，因婚姻問題尋求輔導

的佔一半，亦有不少子女的情緒行為個案，根源也與父母婚姻

不和有關。

婚姻需包容和尊重

人生是一個個成長階段的連接與組合，每個階段都有其角

色和承擔的責任。適婚年齡時大家尋找伴侶，希望彼此扶持，

展開人生新的一頁。事實上，許多人在心態上還未準備好就進

入這重要人生階段。悉心準備婚禮，卻未深入了解婚姻裡的挑

戰與責任。不少人都忽略了原來彼此都會把原生家庭的影響帶

進這個全新的關係裡。如果夫妻不願意包容對方的缺點，也不

願意改變自己，反過來要求對方改變來適應自己的話，關係很

容易步入負面循環——要求丶失望、埋怨丶指責丶自衛、反

擊……彼此心靈都受傷，日積月累，最後會選擇另覓出路，放

棄婚姻。超過一半婚姻會經歷這種傷痛的「戰場」而落幕。如

果有孩子，那麼孩子是最無辜的受害者。破碎家庭孩子會帶著

原生家庭創傷，父母婚姻失敗的經歷，成為他們情感世界脆弱

的地方，當進入自己的婚姻關係裡，往往發現歷史會重演。

婚姻需要彼此包容、接納和尊重，這條金科玉律、至理名言

對於在婚姻關係裡折騰的求助者而言，像是一塊插在遙遠山頂

上的指示牌。他們絕對同意這個指引，問題是知道卻難以做得

到。事實上，婚姻關係問題極為複雜。最常見的是夫妻兩人難

於忍受對方在性格和生活習慣上的缺點。而這些往往是受到上

一代家庭文化和父母影響，例如壞脾氣、不良習慣、蔑視貶抑

的言詞、負面的溝通模式、逃避責任等性格和行為；加上教養

孩子上的分歧，或者與上一代同住，更加劇夫妻關係的惡化。

更難處理的是動機不純正的婚姻，常見有因年紀或家人的壓

力、對方經濟或地位的吸引丶移民機會或身分居留問題、逃避

原生家庭或前度戀愛創傷等，雙方認識和相處的時間很短，了

解不深，因應需要而快速地跳進婚姻，所謂「閃婚」。因為沒

有真愛的共同基礎，其中一方往往不願意為改善婚姻關係盡最

大努力。

另外，亦有夫妻其中一方有性格心理問題，例如自戀型人

格、強迫症人格，或其他精神健康疾病困擾，如抑鬱、狂燥、

思覺失調等，這些都需要很長時間治療才慢慢有所改變。而配

偶因為受到長期困擾和折磨，往往沒有信心堅持下去改善婚

姻。

仰望愛的源頭

在所有的關係裡，婚姻關係似乎是最困難的，因為它是人

際關係中最親密的關係，也是唯一能衍生新生命的關係。我看

到不少夫妻不願意為對方改變自己，縱使他們曾經在婚約上向

對方許下誓言。我提醒他們，孩子會因他們有問題的關係而受

傷，我說：當你抱著剛出生的孩子時，是否有從心底承諾過會

盡最大努力保護他呢？這句話往往讓我看到父母的眼裡，閃出

一種勇氣，肯為他們心愛的兒女而奮鬥。

愛使生命出現，能使關係復甦。當在努力修補關係但感到無

力時，我常常鼓勵他們仰望那愛的源頭——永恆的上帝，從祂

那裡支取力量，堅持以正面的態度面對自己的婚姻和配偶。假

如對方是不合格配偶，那你堅持自己成為合格的另一半，生命

會影響生命；況且上帝必定幫助願意自我改變的人。在祂的慈

愛和恩典裡，神蹟屢屢出現。我親眼看過瀕臨決裂的婚姻也被

挽回的神蹟。@
「橄欖樹全人關懷」積極推動社區、家庭、教會對精神疾病

和心理問題有更多的認識，提供實際有效的關懷方法，請留意

網站olivetree.cchc.org心理輔導服務及心理健康教育講座與

資訊。

為何婚姻這麼難？ 李飛君（執照心理諮商師）

「你兒子什麼時候結婚？」我問一位母親。

她搖頭嘆息說：「我就只有這個獨子，對他寄以厚望。我不

是種族歧視，可是……到

處不是都有中國人、韓國

人嗎？為什麼偏偏找了一

個……」。

「我也反問自己為什

麼反對那個女孩？是因

為她的家庭背景？她的學

歷？當然，我認為我兒

子可以找一個更好的！其

實，我最接受不了的是信

仰不同。我兒子說他女朋

友不反對信奉基督教，

但……」

我找不到合適的安慰話

語，只能說：「愛情讓人

沖昏頭……」

我想起這位母親昔日堅

持與非基督徒結合，她的父

母也同樣極力反對，彷彿歷史重演。

「我想告訴兒子，信仰不同直接影響價值觀及孩子教養的優

先順序，會帶來極為愁苦的生活。我以前認為這不重要，現在

回頭看，我們夫妻之間的問題，追根究底都是因為信仰不同引

起的。」這位母親說。

我小心翼翼地問：「這些話，有沒有告訴你兒子？」

「你也知道，在他青少年時，我們

的關係就十分緊張，當然談不到這

些。上大學後就更難有機會詳談，開

始工作後就更沒有機會了。」她感嘆

著錯過了許多與兒子談重要議題的時

機。

聖經中的例子

信徒的孩子在交友、戀愛、婚姻

上，讓父母頭痛的例子，《聖經‧士

師記》也有記載，最被人熟知的應是

參孫及其悲壯的結局。

參孫稟告父母說：我看見一個女

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兒，願你們給我

娶來為妻。他父母說：在你弟兄的女

兒中，或在本國的民中，豈沒有一個

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禮的非利士

人中娶妻呢？參孫對他父親說：願你

給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悅她。

我相信參孫的父母一定竭盡所能地養育孩子，但參孫在情慾

上仍是悖逆，不聽從父母的教導，也不遵守上帝的話語。我知

道許多信徒的孩子從小學習《聖經》，也有讀經和禱告，甚至

也參與教會服事，可是仍有可能在結交異性朋友上做出不智的

選擇，以致與曾經接受的信仰相違背。我們絕不要以為自己孩

子從小在教會長大，就會對罪惡免疫。

當孩子堅持「我不管，我就是喜歡她／他」時，父母不能堅

持「我不管，我就是討厭她／他！」這是與孩子鬥氣，不是愛

孩子；不要把彼此關係搞砸，一旦失去了與兒女的關係，我們

就等於是把孩子推出了門外！

在潛移默化中教導

基督徒父母應該在孩子還未開始結交異性朋友之前（甚至對

兩性關係沒有太多想法之前），便為孩子未來的配偶禱告，也

要在潛移默化中給孩子教導：

第一、選擇相同信仰的異性朋友

家長要說明或舉出實際例子，讓孩子從小知道並羨慕與將來

的配偶有共同信仰、同心同行。

第二、趁早教導上帝的心意

家長絕不要認為孩子還未到談戀愛的年齡，太早教導反而挑

起他們的興趣。其實在朋友中、社交媒體或電影等媒體，早已

給他們許多似是而非的信息，不僅談情說愛，還鼓勵性行為。

建議家長儘早找機會討論，幫助孩子建立健康的兩性觀念，讓

合上帝心意的價值觀根植在孩子心裡。

三、溫暖的家是人生最大的成就

父母都會教導孩子努力學習，將來有好的工作和成就。當孩

子進入能理解家庭的重要性時，我們也必須為孩子建立重要觀

念——儘管事業有成、生活富裕，但若夫妻、親子關係惡劣，

仍然會有很大的遺憾。@

我不管 我就是喜歡她！ 文／李道宏   

圖／Ine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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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中的堅固保障
馬丁・路德為世人所熟知的，是一位基督

教宗教革命的先鋒；不大為人所知的，他也

是「聖詩之父」，因為他的提倡和推動，教會

聚會時會眾才開始參與唱詩敬拜，而不再只是

神父和唱詩班的特權。他曾說，「除了神學以

外，我把音樂放在最尊榮的地位……音樂如一

艘船，是思想傳載的工具。對基督教來說，聖

樂更是神學思想之舟。」

路德一生寫了近40首詩歌，最著名的是《上

主是我堅固保障》。德國的威登堡城的他的紀

念坊上，就刻着詩歌的歌名，也是歌中的第一

句話：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當時

的德國幾乎每位新教徒都會唱這首歌，被認為

是「宗教革命的馬賽曲」、「德國的國歌」。

曾有人稱之為「德國歷史上最偉大時期中，由

最偉大的人物所寫的最偉大的聖詩」。

這首聖詩寫於1527-1529年間，那時是宗教

改革開始10年後，路德不但要面對羅馬天主教

的追殺迫害，還有來自新教的不同派別的反

對，有虔誠的新教徒被火燒死殉道。他自己的

身體也多年受病痛的折磨，常常陷入極深的憂

鬱。100多年前曾肆虐歐洲、奪去三分之一人

口的黑死病，那些年間捲土從來，那時他所居

住的威登堡爆發了瘟疫。他自己的妻子和好幾

個孩子都被感染了，小女兒在這期間出生後5

個月就去世了。他每天出去照顧染病的居民，

加上對親人的擔心，使他心力交瘁。就在這種

內憂外患、四面受敵的情形下，他寫下了這首

詩歌，旋律和歌詞都是他創作。

詩歌的靈感來自《詩篇》四十六篇，一首頌

揚神（上帝）同在和保護的錫安詩

歌，多次重複神作他們的「避難

所」，路德在那黑雲密布的年代，

他仰望神，知道神是他的力量，是

他的山寨，沒有可懼怕的。所以他

歌唱說：

「上主是我堅固保障，莊嚴雄峻永堅強；上主是我堅固保障，莊嚴雄峻永堅強；

上主使我安穩前航，助我乘風破駭浪。上主使我安穩前航，助我乘風破駭浪。」

路德的詩歌分為四段，清晰有力地宣告：

世界充滿惡魔，人完全沒有力量對抗，但

「幸有一人挺身先登，率領著我往前方。如

問此人為誰？乃是基督我王，統管宇宙萬

方，自古萬民共仰，定能將群魔掃蕩！」

「我不懼怕，因神有旨，真理必使我得

勝。」

路德為這首聖詩加了一

個標題，「一首安慰的聖詩

（A hymn of comfort）」。

確實，在瘟疫和各樣苦難

充斥的世代，神不但是祂子

民的堅固保障，還是人的武

器，耶穌為人征戰，已經得

勝，這是患難中人的最大的

安慰。最後一句歌詞則是

「上主國度永久長」（更貼

近路德的原文的翻譯是「這國度一定留給我

們」），他以非常肯定的語氣結束這詩歌，強

調神的國必屬於祂的子民。

當我們認定有神做我們的堅固保障，不被恐

懼轄制時，我們可以得著自由，不用千方百計

地去自我保護，而是行走在耶穌所賜的、我們

已經擁有的自由裡，可以去幫助身邊有需要的

人，把耶穌裡的自由和盼望帶給世人，如同當

年的路德和他的戰友。@

聽泉

馬丁・路德

踏入2020年，新冠狀病毒疫情爆發，網絡充斥許

多資訊，人們渴求了解真相，許多網民習慣看了資

訊後，便「立即轉發」給親友。

但是，網絡上的資訊良莠不齊，有些是網

民個人意見，有些更是無良商人的欺

騙手法。短時間內被網民快速轉發，

容易引起潛在問題。

例如：在疫情初期，有市民聽信網絡

上的一些謠言，紛紛去搶購廁紙等日常

用品，導致市場的貨架被搶購一空。這種

「非理性」的搶購行動，引發社會的恐慌

情緒。另外，網上騙局聲稱能夠用平價購入

口罩，不少網民被騙了大量金錢。

面對「立即轉發」的現象，我們理應先停一停，

三思後才決定是否轉發。

第一：停一停

那些註明「立即轉發」的資料，其目的大多是為

了宣傳的作用。既然如此，我們更要停下來想想，

為什麼要「立即」呢？有什麼重要消息是要經社交

媒體來發放的？究竟發送的意圖是什麼？停一停，

幫助我們有時間去分析及了解資料，減少胡亂發送

引起的混亂。

第二：核實資料

轉發訊息之前，請先核實資料的真確性。資料

是否來自可信的報紙媒體？抑或只是網民的個人意

見？核實資料能夠幫助我們了解事實，如果核實後

發現是假消息或假新聞，則要提防，不要轉發，並

要提醒身邊的朋友。

最後，《聖經‧雅各書》一章19節提醒：「我親

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

快的聽，慢慢的說」。在「轉發」網絡信息之前，

我們應當不要著急，而是儘快多方聆聽，了解事

情。如果聽了之後，發現是假消息、假新聞、謠

言、未核實消息、個人意見、網上騙局等，請一律

停止轉發，保護家人及朋友。@

三思而轉發 文／倫永成   圖／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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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受苦了，感謝生活，那是它給你的一份

感覺；如果你受苦了，感謝上帝，說明你還活著。

人們的災禍往往成為他們的學問。」——伊索

董阿姨從香港帶來《妙美始於天上》，慷慨送我

一本。這書結集了仁幸、韋善、春妮三個特困孩子

的作品，他們成長於華恩角聲兒童村，是董阿姨在

河池兒童村服事時認識的孩子。

寫詩的仁幸自小喪父，母親改嫁，由奶奶撫養，

2008年河池兒童村成立的第一年，便在那裡生活，

可以說是與兒童村一起成長。「觀其字，如見其

人」，擅長鋼筆書法的韋善，是個不擅言詞，但耿

直善良、自省力高的小伙子。從小喜愛畫畫的春

妮，出生在一個不幸的家庭，從小跟奶奶和妹妹，

一起生活，輾轉來到兒童村。

三個命運坎坷的孩子，沒有因為自身的不足而怨

天尤人、自怨自艾，相反他們在字裡行間都流露出

對人、對事的感恩，特別感謝在兒童村待他們如自

己兒女的阿姨，讓他們在愛中成長，讓他們看見盼

望，並且一直鼓勵著他們前行，正如仁幸所說「黑

夜不代表黑暗」，這一份看見，鞭策著他在「赤裸

裸的現實」裡勇敢地生活下去，這是何等深刻的體

悟。我為他們感恩，也感謝上帝從四方八面召喚人

來關心這些特困的孩子。

因為愛，他們茁壯起來；因為愛，他們敢於尋

夢；因為愛，他們有了盼望。

「每一個孩子都是可以雕琢的寶貝，讓我們一齊

給他們一個機會，等他們還你一個神蹟！」（摘自

院監梁麗華的序言）這話深深觸動我心，相信每個

看著他們成長的人都會被仁幸的睿智懂事、韋善的

刻苦認真、春妮作畫的熱誠深深感動，我這個局外

人也不例外，我被他們的作品打動了，在追求藝術

創作求真、求善、求美的過程中，我深信他們已成

了神蹟、成了先驅，往後必然有更多在兒童村孕育

的孩子，因著他們的啟發，願意突破命運的牢籠，

勇敢向著夢想邁進！

謹從詩集裡，摘錄幾段我很喜歡的文字，與讀者

們分享：

《2018年恩友小聚》：「最奇妙的是上帝的眼

睛，在茫茫宇宙尋找他的孩子們。用以愛傳愛的

方式，讓他們相知相遇！」帶著人生不如意事十常

八九的感悟，仁幸寫道：「好在，就算軟弱，也

還有你帶給我的所有前行的勇氣。」

《存在》：「幼芽破土而出，這本身

就是一種感動。」

《妙美始於天上》：

「一抹朝靄，

一片夕霞，

妙 美 始 於

天上；一種

緣份，一份真

情，無私不圖回

報。」「我深思著親

切的或嚴肅的教誨，不

妄自菲薄，擁懷著謙卑，

徐徐前行……」仁幸雖然自小失去父親，媽媽離開

他，一直與他相依為命的奶奶也悄然離世，生活中

大大小小的波折，似乎要把他「深埋在土裡，尋求

永恆的寂靜。」幸而在低谷裡，他學會了感恩，他

深知道他是幸福的，他是被愛的，他的存在是有意

義的，因為有「你」永遠在默默支持著他前行。

《聖經》的《箴言》十七章3節寫道：「鼎為煉

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甚願這些

孩子經歷磨煉，綻放出如精金的生命力，向著標竿

直跑，繼續為夢想奮鬥！@

親愛的孩子們：
我懷著驚喜的心情寫出這封信，因為去年11月我在香港看到了你們合作的詩畫

繪本《妙美始於天上》。在我心目中，你們仍是當日我和你們在兒童村的孩子，

你們點滴的表現仍在我的腦海中浮現，現在我竟然能看到你們有如此絢爛的作

品！我為你們發出歡呼！

記得嗎？仁幸，當你第一次得到作文優異獎時，你臉上的那份喜悅，我們全

部孩子和阿姨都為你感到高興，之後我斷斷續續地知道你仍在寫作，但沒機會看

你的作品，這次我收到詩畫繪本時，我一口氣把它看完，再想想孩提的

你，到現在成長後的你，的確有很豐富但又很純樸的思想，祝願你

今後的寫作有更精采的筆尖！

韋善，自認識你，就覺得你是一個很有夢想的孩子，你

曾經告訴我，你想在音樂方面發展，積極學

鋼琴、吉他等樂器，還學唱歌，很多很

多；之後又想在體育方面發展，各樣球

類都參加，記得那次球賽兒童村贏了的

時候，全隊都歡呼，我當然與你們一起

高興。沒想到，你現在竟在書法上踏上

專業學習！書中的書法，有位阿姨一

看就讚不絕口！加油！努力呀！

春妮，自你第一天加入兒童村大家

庭，就感覺你是一個富有創意和藝術味

的小女孩，無論你畫畫，做手工藝都有不一樣

的特色。你上了中學之後，在學校的表現，還有在兒童村的壁畫，處處都看到你

的藝術才華。至今我家中還留著你隨手拾起飲料蓋而畫的一幅《最珍的角落——

家》的小畫。這次看到書中你的作品，成熟多了，不過仍有天真的孩子味，努力

加油呀！盼望你的學習會帶給你更大的突破。

本來這封信是私下寫給你們的，因為有位作者看了你們的作品，很想分享她的

心得和感受，所以我就把這封信和她一起分享了，讓我們的讀者對你們有更多的

認識，也為你們鼓舞和打氣！

愛你們的董阿姨@
（註：董美琴曾在兒童村當副院長）

在愛中遇見盼望 戴蕭佩筠 給孩子們的信董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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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8 0的

王章建長老，早年

生活在越南。在越南受

洗，在越南上教會，在越南結婚，

養育了四朵金花。因為那一場眾所周知的大迫害，他不得不舉

家在半夜出逃，搭上大船，漂流海上。

逃出了魔掌，卻找不到人生彼岸。因為附近國家的港口都拒

絕讓他們停泊，無奈之中，只能像落葉一般，隨風而去，聽天

由命。

終於，菲律賓允許他們靠岸。可是王章建想去的那幾個英語

國家，都對他關上大門。退而求其次，王章建於是遞交了去法

國的難民申請，畢竟，他在越南的時候，還學過點法文。

等待期間，王章建聽到廣播，說以色列會接收他們船上其中

100人。作為基督徒的他，神經立刻敏銳地悸動了一下，他心

裡琢磨著，莫非這是神的意思？

於是，王章建帶領全家人跪在船頭甲板上，對著藍天祈禱：

慈愛的天父呀，《聖經》啟示我們說：「天怎樣高過地，照

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以賽亞書》五十五章9節）若這是您的意思，讓我們去以

色列，我們願意完全順服。

不久，就有傳言說法國大使館官員要來，想去的趕快排隊等

接見。王章建聞訊也排到了隊列裡。誰知，來的卻是以色列領

館的官員。

每天讀《聖經》都會讀到的國家，王章建怎麼想也想不

到，自己真有如此榮幸，成為「蒙憐憫的器皿」，「被上帝所

召」，去做祂的子民。（參《羅馬書》九章24、25節）

艱難起步  從未卻步

王章建一家順利抵達以色列後，被安排在距離耶穌的故鄉拿

撒勒不足十公里的小鎮，學習希伯來語和適應新生活。趁著大

家都集中一處的時機，王章建寫信給香港宣道會，請求支援中

文《聖經》和福音資料，以便在華人當中開始崇拜和聚會。

與此同時，王章建還帶領家人與其他基督徒，向在餐館打

工的華人傳福音，讚美和分享神的大能與慈愛，常常聚會到深

夜。

不過，要在猶太土地上傳講耶穌就是彌賽亞（救世主），可

沒那麼容易。半年集中學習時間結束，華人新移民各奔東西，

所剩無幾，王章建的家庭團契，甚至想找個能伴奏唱詩的人也

沒有。

然而，神有豐富的憐憫。就在王章建感到自己無能為力，意

興闌珊之際，忽然，有對來自泰國，姓蔡的學者夫婦出現在面

前，他們是特意來參加聚會的。蔡夫人會彈琴，就這樣，敬拜

的歌聲又在王家回盪起來。

那時候，是上世紀80年代初，以色列又打了第五次中東戰

爭，從此以後整個80年代，以色列都處於四面楚歌的危險之

中。王章建雖然沒遇到多少麻煩，可路面上

就再難看見華人，建立華人教會的願

望，只能在寂寞中等待。

神有祂的計劃，人難以知

曉。這期間，有人來找王

章建，想讓他頂下經營

不下去的中餐館，就

哄他說，只要你有華

人的樣子，就是開

中餐館的本錢了；

你也不需要受過專業

培訓，會炒飯，做春

捲，再炒個青椒牛肉，

在以色列就行得通了。

王章建從來沒掌過鍋勺，

也不懂經營餐飲業，神卻默示

他接下這盤生意，創辦「欣欣中餐

館」，並且一做就做了10多個年

頭。

到了90年代，終於有越來越多

的華人湧入以色列。打工的、留

學的和旅遊的，大部分來自中

國，自然地，「欣欣中餐館」也

成為他們矚目的落腳點。

在以色列，星期五落日開始就

是安息日，星期日上午又恢復日

常工作。因此，基督教的崇拜都

會順應這個特點，將敬拜安排在

星期五晚上。這個時候，餐館也

會最熱鬧，來聚餐的客人最多。

王章建就利用這樣的機會，興旺

華人敬拜的聚會。

每逢星期五晚，他都要騰出

餐館內的貴賓房做敬拜用途，還

煮好大鍋牛肉招待弟兄姊妹們。

後來，敬拜的人數日益增加，

王章建才在餐館後面另闢

房間，建立起「海法宣道

會」教堂。

神恩同在  見證如雲

有一位叫許亮的化學

博士後到以色列當學者。

他妻子來陪讀，隨朋友到

「欣欣餐館」參加福音聚

會。不出幾天，聰明的許

妻就接受了福音，信了耶

穌。

許亮得知此事，大為

光火。他怒氣衝衝地責罵

妻子：「信上帝有飯吃

嗎？」見妻子不為所動，

許亮更發毒誓道：「要是

真有上帝，讓我生個癌症

來看看。」妻子一聽，嚇

得趕緊去捂他的嘴，但話

已出口了。

不多久，許亮果真被驗出患了晚期癌症。王章建用更體貼、

更關心的態度去探望他，撫慰他，用《聖經》的道理開導他。

許亮終於被神的真理照亮心底，明白到「信，就是對所盼望的

事的把握，是還沒有看見的事的明證。」（《希伯來書》十一

章1節，新譯本）從此，許亮變了一個人，顧不得病魔纏身，

如饑似渴地學習神的話語。

儘管信耶穌後，許亮只活了18個月，

但他一天都沒有浪費，馬不停蹄地

奔走各地，把自己從頑固不化的

無神論者，如何被神恩典感

動，成為滿懷熱情傳福音

的信徒，這個活生生的個

人經歷，用來感動許許

多多的人悔改相信。

許亮的離開，有些學

者內心動搖，表示要是

神醫治了許亮，他們都

會決志。堅強的許妻，透

過《路加福音》九章24節經

文：「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更加明白到神的主權與

永生的應許。從

此，許妻全身心

地投入傳福音的

不歸路，成為熱

情的傳道人。

王章建因此特

別感謝神，這是

神在以色列成就

的一件很大的事

工，令多人因此

得造就。

柳暗花明  福

音之春

星移斗轉，柳

暗花明，王章建

長老移居以色列

已有40載光陰。

經 歷 過 遭 受 迫

害，怒海投生；

戰火影響，艱苦營生；病魔纏身，死裡逃生；走投無路，絕處

逢生。這一路人生，雖然是在山重水復間徘徊，所幸都有神的

恩典與引領，自己藉著禱告，明白上帝的旨意，總能在看似無

路之處，找到神預備的出路。

當然，作為敬虔的基督徒，王章建長老也能在諸多艱苦歷練

中，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活出耶穌基督的榮耀。

在僅有兩萬多平方公里，狹長的小國之內，已數不清王長老

來回走過多少萬公里的路程，也數不清呼召過多少南來北往的

華人悔改相信。同時，生活在以色列，王長老也積極向猶太人

傳福音，並且巧妙地利用節假或喜慶日子，教當地人寫「以馬

內利」書法，通過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切入點，把耶穌就是救主

的好消息，講解給他們聽。這麼多年下來，還真有多位猶太人

放下偏執，歸信耶穌。

別看王長老上了年紀，他可是一位觀念領先，與時並進的開

明人。他所承辦的《號角》月報以色列版，就採用電子版，通

過電郵形式分發給當地華人讀者呢。

如今，王章建長老兒孫滿堂，孫子都已經長大成人了，但他

並沒有言退的打算，而是繼續走在神引領的福音路上，鞠躬盡

瘁，奉獻終生。@

文／南丘

圖／王長老山重水復神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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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教會傳來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在教會多年的羅

劉潔齡姊妹(Catherine Law)患了末期肺癌，想起她只是50歲

出頭，有一個幸福的家庭，疼愛她的丈夫，三名可愛的兒女，

本身是專業會計師，並有個人的事業，正值人生的黃金歲月，

還有很多夢想等待完成，很多計劃等待實現，突然間，風雲遽

變，怎不令人難過惋惜！

有次教會崇拜後，遇見Catherine，一班人圍著她慰問，她

向我們講述病情，鎮定的聲音、平和

的氣氛、堅定的神情，令我們驚異而

迷惘，她說：「我已隨時準備好見天

父。」見她的狀態，我們反而得到安

慰。

籌備追思禮拜

不久，聽到她在籌備自己的「追思禮

拜」，選定講員、經文、詩歌，預先寫

好她在病中的經歷，對生命的認識，見

證上帝在她身上的作為及拯救。

那天參加追思禮拜的人擠滿了禮堂，

許多人都流下感動的眼淚。

Catherine夫婦所屬的牧養小組組

員，為她獻唱她最喜愛的詩歌：「這一

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認識主耶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

穌……」。歌詞表達了Catherine的心

聲。

沒有一句埋怨

丈夫Anthony在致悼詞時說，感謝神賜

給他溫柔美好的伴侶Catherine，以溫和、耐心，與他一

起走過25年，對他體貼、扶持，幫助他做一個稱職的丈夫及父

親，共同建立一個美滿家庭。妻子也是他屬靈成長的榜樣。他

為Catherine獻上感恩，癌病沒有給她帶來痛楚，三年患病期

間，反而全時間照顧家人，與家人關係更親密。當妻子知道自

己患癌，沒有埋怨，沒有在他和子女面前流下傷心的眼淚，反

而安慰他們。愛妻堅定的信心，莫大的平安，滿有的把握，讓

他看到神的信實、慈愛。

回到天父懷抱

Anthony回憶Catherine患癌期間，神賜她標靶藥，一直都得

到滿意的療效，直至2019年初，癌細胞擴散至腦部。在臨終前

三星期，她突然在家中暈倒，撞向廚櫃，而被送往急診室，治

療後已漸清醒。經腫瘤科醫生診治，結論是標靶藥對腦部癌細

胞已沒有效用，原以為可以出院回家，卻再度昏迷不醒。他一

時不能接受，心裡實在很痛，那時有聲音提醒他，那是神為了

我們最大的益處而安排的，神容許任何事情發生，其中必有祂

的美意，讓Anthony學習順服，使他可以釋懷，結果Catherine

回到了天父的懷抱。

繼而由傳道人讀出Catherine自己撰寫的個人見證（詳見另

文），給眾親友及弟兄姊妹很大的提醒。

Catherine在個人見證中最後提到「這癌病真是我人生最大

的祝福」，她自言大部分時間生活的焦點都在世上的事，直至

患病才醒覺，生活才聚焦在神的國度，與神更親近。《聖經》

說：「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歌羅

西書》三章2節）她的見證值得我們每個人去思想。

Catherine在見證中也提到，痛悔過去浪費了生命，做無意

義的事；沒有神的生命，只是虛空的生命；不管人在世上有什

麼成就，得著什麼地位和享受，其最終的結果仍是虛空的虛

空。正如《傳道書》一章14節所言：「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

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Catherine面對苦難依然這樣堅強，是神的恩典，若不是有

神在她背後，她不可能活出這樣的生命，也不可能承擔這樣的

經歷，因她「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

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哥林多後書》四章7節）@

（本文為羅劉潔齡姊妹生前留下的個人見證，在其安息禮

拜上由傳道人代為宣讀）

我在家中排行第三，有兩個大姐姐和一個小弟弟。

倚靠聰明才幹

由二年級開始，我都是考第一，甚至是全級第一，我的老師

說我的同學跟我是小學生和大學生的比較。我不是那種大言不

慚的人，但私底下，我很有這種優越感，我覺得比所有人都聰

明，我大部分的人生都在倚靠自己的聰明才幹。

在悉尼大學畢業後，我回香港找工作。當時經濟低迷，我

發了相當多求職信都沒回音。幾個月後，無計可施，唯有禱告

神，最後找到我的第一份會計師樓工作。然後我開始去附近教

會，接著在六個月後受洗。這卻不代表什麼。我從來沒有獨自

靈修、默想、讀經的時間；沒多久我忙於工作、社交、拍拖等

等，所有時間都給了這世界；沒有時間給神——

過橋抽板了！

五年後，因為工作乏勁和感情創傷而移民澳

洲。神讓我在教會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他疼愛

我、盡心盡責。神賜我們三個好孩子，神真真好

憐憫，「叫孤獨的有家。」（《詩篇》六十八篇6

節）

忽略家人需要

但是，我並沒有做一個敬虔忠心的媽媽，我

忙於追求事業成功、個人成就感，甚至在宗教知

識和事奉層面上！我每天的生活超級忙——打兩

份工，自己有小生意，不停的專業進修，努力賺

錢，研究做各樣投資，同時進修神學課程，努力

事奉。屬物的世界與屬靈的神，我都希望贏得。

我基本上忽略家人身心靈的需要，我為他們做的

只是每天做頓晚餐！

但在心靈的最深處，我覺得好傷感，與人十分

疏離，更遑論與神。有一晚我在床邊跪下問神：

「主，究竟我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是否已真

正得救？如果是，為什麼我覺得好傷感及絕望？基督徒不是應

該很有喜樂嗎？！」

確診末期肺癌

幾個月後，神開始回答我的問題，我被診斷出末期肺癌，只

餘六個月壽命。我立即辭了所有工作，它們已完全不重要了。

過去三年，透過不同的傳道者，真理的聖靈透過祂純淨的言

語引導我回到真理當中。主耶穌對表面上敬虔、內心卻悖逆上

帝的人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

去吧！」（《馬太福音》七章23節）

痛悔浪費生命

我的主啊！我十分痛悔浪費了生命中那麼多年日在追風，

做著虛無、無意義的事，離棄了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

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虛空」這詞可以總結我人生的頭50多年，恩主慢慢藉著祂

的靈和話語引導我真正地認識祂，祂不停藉著大小神蹟與無數

應允的禱告堅固孩子的信心。我盼望與主耶穌永遠同在，這好

得無比！我學會去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再倚靠自己的聰明，在

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認定祂，相信祂必指引我的路。

聖靈提醒我，在神眼中千年如一日，祂原諒、忘記，且並不

記錄我們的錯處。我們向祂呼求，祂必垂聽及拯救我們——感

謝主偉大的應許！

延長三年生命

在主豐盛的恩典下，祂賜下兩種標靶藥，延長我在地上的生

命超過三年。在這段時間，主扶持我的身心靈，我可以照顧自

己、丈夫、孩子（完成高考、駕駛監督）及他們生活心靈上的

需要。主甚至讓我參加了大女兒的婚禮，和從香港來參加婚禮

的媽媽相處了多個星期！

從很小的時候，就很盼望我爸爸懂我，明白和

關心我的感受，並給我人生的指引。爸爸是一個

很忙碌的人，他為我們的生計很努力工作，改善

生活及教育水平，所以他沒有什麼餘下的時間給

他的兒女。

我常常也盼望有一個大哥哥，他很強壯聰明，

可以幫助保護我。

我成年後也一直盼望有一個滿有智慧、耐心的

導師，完全知道我的強弱點，在功課、工作、困

難的人生抉擇中指引我。但我從來都沒有遇見，

只有看一些所謂專家的秘笈。

感謝天父看顧

但我病了兩年之後，跟三位一體的神越發親近

的時候，祂打開我的眼睛，讓我看到我一直盼望

的完美爸爸、哥哥和導師一直在等我向祂呼求。

我十分感謝天父一直看顧我，在我出生以前已為

我訂下完美計劃。我十分感謝主耶穌以祂寶貴的

生命，為我付上贖罪價，每天扶持我；也十分感

激聖靈每天讓我知罪，改邪歸正，明白真理，結出果子，榮耀

神，能夠愛，服事神和人！

感謝讚美神不變的慈愛與信實！祢在20多年後拯救了我，使

我從一個假基督徒，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這癌病真是我人

生最大的祝福！@

圖片說明 :幼女受洗日合影 ;右二為羅劉潔齡

癌病是我最大的祝福 羅劉潔齡

關公關她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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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地 利
維也納華人基督教會
Erzherzog-Karl-Strasse 171, 1220  Wien, Austria
魏光民牧師 +43-1-216 8066

比 利 時
國際福音佈道會歐洲區比利時分會
及 安慰城基督教生命堂
Franklin Rooseveltplaats 12, bus 10, 2060 Antwerpen, 
Belgium 陳茂祥牧師 +32-484 148 682
比利時安特惠普真道教會
24 Lange Beeldekensstraat, 2060 Antwerpen, Belgium
陳少展牧師 +32-3-232 1573
布魯塞爾基督教生命堂
32 Rue  du Fossé aux loups, 1000 Bruxelles, Belgium
陳茂祥牧師 +32-484-148 682
比利時華人神召會
61 Rue Emile claus B-1050 Bruxelles, Belgium
陳小豪牧師 +32-4-849 64321
基督教比利時非拉鐵非教會
16 Rue Lambert Crickx, 1070 Bruxelles, Belgium 
繆志遠弟兄 +32-4-845 09660
基督教比京華人教會布魯塞爾堂
7 Rue Laurent Heirbaut 1083 Bruxelles  Belgium
鄧偉國牧師 +32-496-283818
比利時福音查經班
104 Avve Van Crombrugghe, 1150 Bruxelles, Belgium
張燕姊妹 +32-2-251 4313
基督教比京華人教會列日堂
Rue Rennequin Sualem 15 / 4000 Liège
鄧偉國牧師 +32-483-310376
根特基督教生命堂
Ledebergplein 2, Ledeberg 9050 Gent, Belgium
陳茂祥牧師 +32-484 148 682
魯汶基督教生命堂
Burgemeesterstraat 28, 3000 Leuven, Belgium
郭莉傳道 +32-485 485 932
基督教比京華人教會魯汶堂
57a Naamsestraat 3000 Leuvan Belgium
姜光宇弟兄 +32-496-283818
基督教比京華人教會新魯汶堂
6 Rue Pierre-Joseph Redouté 1348 Louvain La Neuve
崔雪梅傳道 +32-485-809569
基督教比京華人教會馬爾什堂
61 Route de Borchamps 6900 March en famenne 
Belgium  張建民弟兄 +32-496-283818
基督教比京華人教會東格倫堂
140 Maastrichtstraat 3700 Tongeren Belgium
黃珍貴弟兄 +32-496-283818

　 捷 克
捷克布拉格華人基督教會
Vinohradska 68, 130 00, Praha 3, Czech Republic
葉小敏先生 +420-724 366 368

　 丹 麥
華人基督徒國語教會
Valdemarsgade 14, 3al, 1665 Kobenhavn V
哥本哈根華人教會
Kirkegardsvej 21, Kobenharn, Denmark 2300
林國興先生 +45-3887-4570

　 芬 蘭
北歐華人基督教會赫爾辛基福音堂
Ruoholahdenkatu 16B, 00180 Helsinki, Finland
黃華姊妹 +358-50-3044070

　 法 國
基督教馬賽福音教會
29 rue du 141eme Ria, 13003 Marseille, France
夏傳道 +33-6-2714 0634
李青青姊妹 +33-6-9961 9885
圖盧茲基督教華語小組
18 Paul Vidal, 31000, Toulouse, France
Loretta Ho宣教士 +33-7-7017 7974
波爾多華人基督教團契
8 avenue Jean Jaurès, 33150 Cenon, France
白玉姊妹 +33-6-5846 8943
基督教里爾華人教會
113-115 Rue D’Arras, 59000, Lille, France
單適懷弟兄 +33-6 1065 5185 
+33-9 8643 3139
法國斯特拉斯堡華人督教團契
1 Place Benjamin Zix, 67000 Strasbourg, France
陳梧璣姊妹 +33-3-8861 0658

基督教里昂華人教會
30 Rue de Marseille 69007 Lyon, France
張曉鳴姊妹 +33-6-1432 7716
基督教巴黎福音教會
6 Rue du Vert Bois, 75003 Paris, France
周成倫長老 +33-1-4027 8499
基督教法國華人教會
26 Rue Chapon, 75003 Paris, France
林福春牧師 +33-1-4271 4052
基督教會巴黎華人恩典堂
45 rue de delizy, 93500 Pantin, France
周曉敏牧師 +33-6-4630 5514
巴黎基督教新焦點教會
1-3 Place Joinville (1 rue de Joinville), 75019 Paris, 
France     孫柯楠牧師 +33-6- 2256 4129
基督教法國溫州教會
17  Cité Joly, 75011  Paris, France
陳愛仁弟兄 +33-6-2193 8879
基督教巴黎溫州教會
28 Rue du Moulin Jolu, 75011 Paris, France
洪作明弟兄 +33-1-4357 3040
基督教巴黎中華宣道會
12 Villa d’Este, 75013 Paris, France
譚武傳道 +33-7-6907 9855
法國華僑基督教宣道會
16 Passage National, 75013 Paris, France
林庭光牧師 +33-1-4586 8320
以琳教會（巴黎）
15-17, rue de Campo Formio, 75013 Paris, France
林建荃牧師 +33-1-7246 6396
巴黎中華基督教會
40 Boulevard Massena, 75013 Paris, France
郭孔蓮傳道 +33-1-5361 1692
巴黎基督愛心教會
12 Rue Molière, 94200 Ivry-Sur-Seine, France
王俊杰弟兄 +33-6-5225 2802
李長老 +33-6-2245 4778
巴黎華人浸信會
2 bis, Rue Arthur Rozier, 75019 Paris, France
梁仁惇牧師 +33-6-6380 3110
基督教巴黎華僑教會
21 Passage Wattieaux, 75019, Paris , France
方守光弟兄 +33-6-4980 1886
基督徒巴黎聚會處
14-18 Rue D’Annam, 75020 Paris, France
戴孟春弟兄 +33-1-4366 0854
基督教巴黎華人復興教會
46 Rue du Belleville, 75020 Paris, France
林進光傳道 +33-1-4366 0482
基督教巴黎復興教會
97 Rue Julien, Lacroix 75020 Paris, France
胡小秋牧師 +33-9-5222 6393
生命之光福音中心
11 Bd. Thibaud de Champagne, 
77600 Bussy-Saint-Georges, France
鄭梁麗華傳道 +33-6-5164 3168
巴黎滿恩谷基督教華人浸信會
14 Rue des Coutures, 77090 Collegien, France
譚寬權牧師 +33-1-6017 5113
巴黎東區華人浸信會
3 Rue des Marguerites, 77420 Champs sur Marne, 
France 黃微華姊妹 +33-6-4649 6957
基督教巴黎華僑教會安東尼聚會點
3 Rue du Sud, 92160 Antony, France
丁均傳道 +33-6-6701 6816
法國巴洛雷巿華人基督教會
Bat. 4, App 42, No. 1 Rue de la Noue, 93170 Bagnolet, 
France
歐耀強牧師 +33-6-2483 0240
基督國度巴黎沙崙玫瑰
Fashion Center, 70 Avenue Victor Hugo 93300, 
Aubervilleres France, 3Eme Etage. Lot:296-297
莊少熊弟兄 +33-6-6997 8618
法國華人基督教救恩堂
102 Av Jean Jaures, 93500 Pantin, France
余督兵牧師 +33-1-4150 9527
巴黎和平復興教會
46 Rue Victor Hugo, 93500 Pantin, France
魏感羔傳道 +33-6-1406 1480
法國華僑基督教宣道會聖牧堂
65 Quai de la Pie, 94100 Saint Maur, France
黃振才牧師 +33-1-4885 7610
巴黎華人浸信會生命堂

39 Grande rue Charles de Gaulle, 94130 Nogent Sur 
Marne, France 陳涵弟兄 +33-6-0335 6399
巴黎基督教（美國）生命堂
73 Avenue de Verdun, 94200 Ivry sur Seine, France
丁業新傳道 +31-1-5846  0892
+33-7-7036 1312

歐洲外的法屬地區
法屬瓜得羅普華人教會
49 Rue des Roses, 97139 Le Raizet, Guadeloupe
王峰弟兄 +33-5-9085 8745
馬提尼克華人宣道會
Impasse Tilapia, Z. I. Lezarde, 97232 
Le Lamentin, Martinique
曹沛文弟兄 +596 (0) 696 335168
法國海外省皆因華人宣道會
69 Lieutenant Goinet 2F, Cayenne 97300, France 
Guiana 李惠祥傳道 +594-594-290376
留尼旺基督教華僑中心(南部)
30 Rue M. et A. Leblond, 97410 Saint Piere, 
La Reunion
留尼旺基督教華僑教會
223 Chausseé Royale 97460 Saint Paul La Réunion
黃聲鋒牧師 262-262-218142

　 德 國
萊比錫華人基督教會
Jacob Str. 17, 04105 Leipzig, Germany
洪立民牧師 +49-341-583 2083
柏林宣道會信望愛堂
Lehrter Str. 68, 10557 Berlin, Germany
李衍煬牧師 +49-30-8501 1040
基督教柏林華人教會
Nassauische Str. 66, 10717, Berlin, Germany
柏林愛加華人基督教會
Müllerstraße 14A, 13353 Berlin, Germany
洪立民牧師 +49-30-795 6563
德國漢堡華人基督教會
Dulsberg-Süd 26, 22049 Hamburg
吳振忠牧師 +49-40-6886 0416
漢堡基督榮光靈糧堂
Menckesallee 11, 22089 Hamburg, Germany
鄧信哲牧師 +49-40-4117 2947
不萊梅中文查經班
Kreuzgemeinde, ev-freik, Hohenlohe Str. 60, 28209 
Bremen, Germany
高弟兄 +49-421-658 6923
漢諾威華人基督教會
Gertrud-Greising-Weg 2, 30177 Hannover, Germany
宋景昌牧師、宋黃東霞師母
+49-511 6743 4071, +49-176-4515 5104
馬爾堡華人基督徒團契
Liebigstr. 15a, 35037 Marburg, Germany
基森華人基督徒團契
Loeberstr. 14, 35390 Giessen, Germany
謝慧如女士 +49-641-39320
德國杜塞道夫華人教會
Eugen-Richter-Str. 10, 40470 Düsseldorf, Germany
陳耀皇牧師  +49-176-63817189
基督教華人宣道會多蒙恩典堂
Junggesellenstr. 14, 44135 Dortmund, Germany
陳志強弟兄 +49-176-72610922
蔡文眉姊妹 +49-159-02438233
科隆渴恩華人基督徒團契
Bergstr. 47, 50226 Frechen, Germany
何世輝牧師 02234-8096921
科隆華人基督徒團契
Rudolf-Amelunxen-str. 26, 50939 Koeln, Germany
王柏牧師 +49-176-4207 0883
科隆查經班
Adams Str. 57, 51063, Koln, Germany
葉玉梅姊妹 +49-221-9853612
波恩博恩華人團契
Quellenstrasse 17, 53117 Bonn-Bad Godesberg, 
Germany
鄧滿姊妹 +49 (0)179-682 6380
美好姊妹 +49 (0)151-6731 3115 
德國特里爾華人基督查經班
Am Weidengraben 6, 54296 Trier, Germany
李傳令先生 +49-179- 916 0645
法蘭克福華人基督教會
Kirchhainr Str. 2, 60433 Frankfurt, Germany
鄧秀珍傳道 +49-69-9131 6987
達姆市查經班

Merck Str 24, Stadt Mission, 64283 Darmstadt, 
Germany  李小冬姊妹 +49-61-5171 1245
凱澤斯勞滕華人教會
Adolph-Kolping-Platz 11, D-67655 Kaiserslautern, 
Germany
楊學斌牧師 +49-176 3159 0029
德國海德堡華人福音查經班
Ladenburger Str.23, 69120, Heidelberg, Germany
葉源川傳道 +49-176-5793 3489
海德堡華人基督徒團契
Wilhelmsfelder strasse 83, 69118 Heidelberg, 
Germany  +49-6221-8930314
南德基督華人教會斯圖嘉特堂
Reuchlinstr. 32, 70176 Stuttgart, Germany
許沛賢牧師 +49-711-693 7514
卡魯華人基督教會
Am Wald 2, 76149 Karlsruhe, Germany
朱家興傳道 +49-151- 6848 6206
基督教弗萊堡中文團契
Rempartstr. 4, 2. OG, Zi.206, 79098 Freiburg, 
Germany
彭蔚泓姊妹 +49-761-384 6268
+49-176-9584 7235 
南德基督華人教會慕尼克堂
Kapernaumkirche Joseph-Seifried-Str. 27, 80995 
Munich, Germany 
恩高斯德華人查經班
Schrannenstr 7, 85049 Ingolstadt, Germany
+49-841-971 3421
梁達勝牧師 +49-89-8856 7378
德國紐倫堡華人基督聖潔教會
Eyth Str 11, 90441 Nurnberg, Germany
張凱兵牧師 +49-911-274 5860
紐倫堡華人教會
Gugel Str. 31, 90443 Nurnberg, Germany
肖硌弟兄 +49-911-787 3245
雷根斯堡華人查經班
Rotdornweg 22, 93055 Regensburg, Germany
徐雪花姊妹 +49-941-80240
魯爾區華人教會
李全凱牧師 +49-234-798 1029
蔡富麗傳道 +49-234-289 182
哥廷根華人基督徒團契
林奕勝傳道 +49-159-0102 8002
德國美因茨華人基督教會
Boppstraße 6, 55118 Mainz Germany
李鏑傳道 +49-6131-633 4972

　 希 臘
希臘雅典教會
Aristofanous 20, Athens, Greece
倪玉平 +30-693-682 9107
希臘帖撒羅尼迦教會
ΑΙΣΩΓΙΟΥ 26, Thessaloniki, Greece
張余華弟兄 +30-6938-218 865

　 荷 蘭
國際福音佈道會歐洲區荷蘭分會
Isingstraat 165A, 2522 JS Den Haag, Holland
鍾志勳牧師 +31-65065 2284
鹿特丹基督教生命堂
Donarpad 9, 3072 EB Rotterdam, Holland
鄧偉康牧師 +31-61529 2609
荷京基督教生命堂
Poeldijkstraat 8, 1059 VM  Amsterdam, Holland
黃良明牧師 +31-61296 5512
海牙基督教生命堂
Isingstraat 165A, 2522 JS Den Haag, Holland
梅子開牧師 +31-62879 0131
烏特勒基督教生命堂
Marokkodreef 3, 3564 EV, Utrecht, Holland
鍾志勳牧師 +31-65065 2284
思活路基督教生命堂
Esdoornstraat 25, 8021 WB Zwolle, Holland
鍾志勳牧師 +31-65065 2284
百合山基督教生命堂
Rozenstraat 2, 4613 AJ Bergen op Zoom, Holland
林國安牧師 +31-62955 1772
百利達基督教生命堂
Goeseelsstraat 30, 4817 MV Breda, Holland
趙麗娟傳道 +31-62454 2277
高寧根基督教生命堂
Korreweg 37, 9714 AB Groningen, Holland
張堯牧師 +31-68155 6777

恩慈地基督教生命堂
Boddenkampstraat 2, 7514 AZ Enschede, Holland
鍾志勳牧師 +31-65065 2284
安恆基督教生命堂
Geograaf 13, 6921 EW Duiven, Holland
黃良明牧師 +31-61296 5512
福臨道基督教生命堂
Zandstraat 103, 3905 EB Veenendaal, Holland  
鍾志勳牧師 +31-65065 2284 
樂華城基督教生命堂
De Hooidollen 8, 8918 HV Leeuwarden, Holland
張堯牧師 +31-681556777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安恆堂
De Rank, Groen van Prinstererstraat 5, 6828 VW 
Arnhem, Holland
蔡達佳牧師 +31(0)6-4147 9787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鹿特丹堂
Westersingel 10, 3014 GM, Rotterdam, Holland
蔡達佳牧師 +31(0)6-4147 9787
申鵬傳道 +31(0)6-1147 8888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海牙堂
Zoutkeetsingel 112, 2512 HR, Den Haag, Holland
蔡達佳牧師 +31(0)6-4147 9787
袁安耀傳道 +31(0)6-4262 8038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預特勒堂
Pniëlkerk, Lessinglaan 33, 3533 AN  Utrecht, Holland
潘紅兵牧師 +31(0)6-4103 8718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亞美斯科堂
Schuilenburgerweg 2, 3618 TB, Amersfoort, Holland
蔡達佳牧師 +31(0)6-4147 9787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代爾夫特堂
Marcuskerk
Roland Holstlaan 755, 2624 KA  Delft, Holland
蔡達佳牧師 +31(0)6-4147 9787
阿姆斯特丹恩泉宣道會
Van Slingelandtstraat 31, 1051 CG, Amsterdam, 
Holland 莊錦坤傳道 +31-20-623 6856
阿姆斯特丹華人宣道會
Wijkergouw 6, 1023 NX Amsterdam, Holland
聯絡:info.cama4u@gmail.com
溫俊文傳道 +31(0)6-4990 4076
阿姆斯特丹國語宣道會
Hof kerk 會議廳, Linnaeushof  94, 1098 KT 
Amsterdam, Holland
郭姊妹 +31-65-2715788；宣姊妹
+31-61-0843361；黃姊妹+31-61-548 
3466
安多芬基督教會
Servaasplein 3, 5614CL, Eindhoven, Holland
文均華傳道 +31-64611 6750
提爾堡基督教會
Kapel 禮堂, Beneluxlaan 101, 5042 WN, Tilburg
文文淑怡師母 +31-64112 0808
登坡基督教會
Sociaal Cultureel Centrum, De Helftheuvelpassage
115, 5224AC Den Bosch, Holland
鄧朱榮珍師母 +31-06-8110 6812
馬城基督教會
Old Hickoryplein 100, 6224 AX Maastricht, Holland
文麗芳傳道 +31-64240 5793
鹿特丹中華基督教會
Gouvernestraat 56b, 3014 PP Rotterdam, Holland
賴志剛先生 +31-10-442 5220
荷蘭鹿特丹華人基督教會榮耀堂
Lombardkade 31a-32a, 3031 AH Rotterdam, Holland
姚飛先生 +31-06-24185798
亞美里宣道會恩光堂
Prozastraat 121, 1321 GZ Almere, Holland
陳廖慧芬傳道 +31-6-27092898
信望愛華人宣道會
Antigoneschouw 33, 2726KD Zoetermeer, Holland
胡法漢牧師 +31-6-1427-5099
同心國際教會     
Dunne Bierkade 16 2512 BC, Den Haag, Holland  
周錫麟牧師 +31-6-8175 3732
同心基督教會
Dunne Bierkade 16 2512 BC, Den Haag, Holland
周袁欣欣傳道 +31-6-5091 4398
同心基督教會Delft 堂
Rietveld 118, 2611 LN Delft, Holland          
周錫麟牧師 +31-6-8175 3732

　 匈 牙 利
匈牙利華人基督教會

H-1089 Budapest VIII Ker. Koris UTCA 13, Hungary
邢凱牧師 +36-30-321 8819
程愛國弟兄 +36-30-222 1333
基督教會 匈牙利福音堂
1101 Budapest, Allomas u.2, Hungary
周茂康傳道 +36-0670 676 7576
布達佩斯基督徒之家
1107 Budapest, Màsza utca 3, Hungary
于婉娜姊妹 +36-30-933 2121
愛修園布達佩斯恩福教會
1087 Budapest, Golgota utca 4, Hungary
周永平牧師 +36-70-279 2345
邢翠玲牧師 +36-30-220 9408
布達佩斯大恩典華人教會
H-1101 Budapest, X. Ker. Szállás utca 13 瑞馬大
院內N-7號
顧忠耀弟兄 +36-30-9646889
Rev. Graham  King(英) +36-70-334 5081
布達佩斯基督教生命堂
1087 Budapest, Kobanyai ut 21, 2F, Hungary
陳寶珩傳道  +36-30-408 6398

　 意 大 利  
意大利華人教會(Bari教會)
Via.F.caduti  di servizio 53 Modugno, Bari, Italy
裘國平弟兄 +39-349-763 3900 
意大利華人教會(Lecce教會)
Viag. Aprile 7, Lecce, Italy
董秀玉姊妹 +39-328-255 3899
意大利華人教會(Catania教會)
Via iuvara 46/48 Catania, Italy
黃得蒙弟兄 +39-331-528 2066
意大利華人教會(Foggia教會)
Via Di Iuvara 20, Foggia, Italy
周建勇弟兄 +39-334-807 3735
意大利華人教會(Civitanova教會)
Via Liguria Morrovalle, Marche, Italy
張躍弟兄 +39-338-917 5694
意大利華人教會(Lamezia教會)
Via S. Bruno 45, Lamezia, Italy
戴在業弟兄 +39-334-805 1910
意大利華人教會(Latina教會)
Via monte nero 6 Latina, Italy
戴建敏弟兄 +39-333-171 8904
意大利華人教會(Napoli教會)
Via foggia 33 Napoli, Italy
裘建海弟兄 +39-333-676 7921
意大利華人教會(Palermo教會)
Via stazzoni18 Palermo, Italy
厲成翠姊妹 +39-380-699 8388
意大利華人教會(Pescara教會)
Corso umberto no 590 monte siluano Pescara, Italy
潘國秀姊妹 +39-389-134 0793
意大利華人教會(Pompei教會)
Via giuseppe verdi 263 Terzigno Pompei, Italy
姜曉斌弟兄 +39-333-918 1881
意大利華人教會(Caserta教會)
V. Di Vico 6, Casal Di Principe, Caserta, Italy
劉建飛弟兄 +39-327-458 6230
意大利華人教會(羅馬東區教會)
Via Principe Eugenio 59/63 Roma, Italy
吳蘇權弟兄 +39 348 780 5781
意大利華人教會( (Roma思恩堂)
Via Mussumelli 15/17 Casilna Roma, Italy 
吳蘇權弟兄 +39-333-436 6828
意大利華人教會(Roma西區教會)
Via Assisi 105, Roma, Italy
王傳亮長老 +39-333-345 7115
意大利華人教會(Roma伯特利堂)
Via lungaretta 124/ +1 + Roma, Italy
朱寧弟兄 +39-338-144 4887
意大利華人教會(Roma福音堂)
Via della cisternola 21 Roma, Italy
金踤華弟兄 +39-333-154 3777
意大利華人教會(Salerno教會)
Via Roma 418, Bellizzi, Salerno, Italy
吳和平弟兄 +39-089-232 030
意大利華人教會(Empoli教會)
Via Tripoli 18, Empoli, Italy
金順杰弟兄 +39-339-685 1595
意大利華人教會(Firenze教會)
Via della cupula 253 Firenzze, Italy
金祝民弟兄 +39-377-775 7999
意大利華人教會(Genova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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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法國海外省法屬瓜德羅普島(Guadeloupe)第一間華

人教會成立了，它隸屬宣道會體系，全名為「法屬瓜德羅普

華人宣道會」，已於今年2月2日舉行獻堂典禮。

當天邀請法國宣道聯會主席Michel VIGUIER牧師、歐洲宣教

總幹事簡戴德牧師、法國華人教會邱新華傳道、巴黎中華宣

道會楊俊平弟兄、《號角》歐陸版同工許薰方傳道、加拿大

蒙特利亞中南美區教會左強宜牧師、當地教會Etienne KALI牧

師，及海外省皆因(Guyane)華人宣道會，加上海外省馬提尼克

(Martinigue)華人宣道會代表、教會同工、弟兄姐妹們和受邀

的朋友們，齊心見證此一榮耀的時刻。不能參加的教會，也

一一發信祝賀，共襄盛舉。

法屬瓜德羅普華人宣道會成立來自上帝的引領。1999年，

有三個基督徒家庭，先從巴黎來到瓜島經商，由於華人在島

上都是經營百貨或超市、外賣店，當地政府規定，星期天商

店必須休息一日，而當時華人不多，更沒有華人教會可以聚

會。這三個家庭有共識，期望星期天能夠聚會，就開始在他

們的家庭聚集，讀經禱告聚會，並另用空閒時間，一家一家

探訪華人商店，傳福音，領人歸主，並邀請他們參加聚會。

2002年，教會邀請簡國慶牧師和簡戴德牧師來此正式成立團

契，開始固定聚會。期間，也有各地的牧者來，幫助教導牧

養，更有從其他海外省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搬遷到瓜島，共同

傳揚福音，領人信主，歸入教會牧養。團契當中的大人、小

孩，人數開始倍增，並於2008年向政府登記，正式成立法屬瓜

德羅普華人教會。

由於教會聚會場地不敷使用，同一年，教會一位

弟兄便主動奉獻出一個聚會場地，讓教會使用，直到

2019年12月，教會購買新堂，裝修後，才搬到目前的

新堂聚會。

上帝的恩典屬算不盡！獻堂時，眾教牧同工、弟兄

姊妹，共同向上帝表達無盡的感恩。多年來，教會同

心合一，不分彼此，齊心為福音擺上自己的時間和資

源，願上帝紀念並親自報答。正如《聖經・哥林多後

書》八章12節所言：「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

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

第一家華人教會成立於法屬瓜德羅普島 許薰方

瓜德羅普簡介

瓜德羅普(Guadeloupe)為法國的海外省，位於加勒比海小安第

列斯群島中部，東瀕大西洋，西臨加勒比海，西北為瓜德羅普

海峽，南是多明尼加海峽，屬熱帶雨林氣候，平均氣溫26℃。

1493年哥倫布到達該島，直到16世紀，則由西班牙統治。1635

年法國殖民者佔領該島，後幾度被英國奪得。1815年又重新處

於法國的統治之下。人口40萬，其中黑白混血和黑人佔90%，白

人佔5%，亞洲移民佔5%。官方語言為法語，但亦通用克里奧爾

語。法國另一個海外省馬提尼克島(Martinique)位於其南面約

119公里。1946年該島成為法國一個海外省。1977年被劃為法國

的一個大區。@



Via Walter Fillak 229, Genova, Italy
李曉慧 +39-393- 463 7648
意大利華人教會(Fucecchio教會)
V. Le G. Carducci 46, Fucecchio, Italy
楊新忠弟兄 +39-377-837 9845
意大利華人教會(Pisa教會)
Via derna13 Pisa, Italy
金東林弟兄 +39-050-554 814
意大利華人教會(Prato教會)
Via verona 11 Prato, Italy
楊利侃弟兄 +39-329-628 1870
意大利華人教會(La Spezia教會)
Via M. passano 27 La Spezia, Italy
周萬里弟兄 +39-327-064 0787
意大利華人教會(Sassari教會)
Nona Industriale-Predda Nieda 23 N.4 07100, Sassari, 
Italy 陳欣姊妹 +39-329-076 0118
意大利華人教會(Teramo教會)
Via Dell’Industria 10/C Martinsicuro, Teramo, Italy
朱靈偉 +39-366-405 2255
意大利華人教會(Bagge教會)
Via B. giuseppe 4 (打岩區) Bagge, Italy
胡克好弟兄 +39-338-723 0723
意大利華人教會(Belluno教會)
Via coldilana 20 Belluno, Italy
陳增榮弟兄 +39-333-885 7550
意大利華人教會(Bologna教會)
Via corticella 315 Bologna, Italy
邱冠民弟兄 +39-333-100 2201
意大利華人教會(Brescia教會)
Via belvedelre 20 Brescia, Italy
意大利華人教會(Ferrara教會)
Via felisatti 3 Ferrara, Italy
葉建勇 +39-333-493 8948
意大利華人教會(Forlt教會)
Via tolmezzo 6 Forlt, Italy
林良恩弟兄 +39-347-489 3308
意大利華人教會(Ravenna團契)
Via Cesarea 110, Ravenna, Italy
陳曄姊妹+39-328-181 6111
意大利華人教會(Milano教會)
Via A. F. stella 2 Milano, Italy
陳家玉姊妹 +39-380-658 8319
意大利華人教會(Mantovano教會)
Via Atene 38 P., Mantovano, Italy
吳光平弟兄 +39-335-801 3997
意大利華人教會(Padova教會)
Via bernina 18, Padova, Italy
陳王平弟兄 +39-320-011 7828
意大利華人教會(Perugia教會)
Via Alessandro Voeta 42 Ponte San Giovanni, Perugia, 
Italy  葉觀榮弟兄 +39-333-987 8168
意大利華人教會(Piacenza教會)
Via Conciliazione 40, Piacenza, Italy
鄭崇存弟兄 +39-366-254 1461
意大利華人教會(Reggio Emilla教會)
Via zatti 18 Reggio Emilia, Italy
林煥平弟兄 +39-333-189 8169
意大利華人教會(Rimini教會)
Via secchiano 28 Rimini, Italy
陳利明弟兄 +39-347-238 2480
意大利華人教會(Rovigo教會)
P.Za Riconoscenza 1a O, Rovigo, Italy
陳民光弟兄 +39-327-579 1053
意大利華人教會(Torino教會)
Via salerno 27A, Torino, Italy
王重申弟兄 +39-333-311 4513
意大利華人教會(Trento教會)
C.SO 3 Novembre 46, Trento, Italy
付仁愛姊妹 +39-331-964 8308
意大利華人教會(Trieste教會)
Via padovn 10 Trieste, Italy
胡曉葉姊妹 +39-334-399 4644

意大利華人教會(Udine教會)
Via Aquileia 63, Udine, Italy
陳新武弟兄 +39-377-880 6883
意大利華人教會(Vercelli教會)
Vic. Laponia 7/9 Vercelli, Italy
陳永恒 +39-333-206 9415
意大利華人教會(Vicenza教會)
Via Frassi Ni 10, Vicenza, Italy
麻列斌 +39-339-742 0288
意大利華人教會(Venezia教會)
Via Dante 123, Mestre, Italy
陳風雷 +39-335-804 9425
意大利Bologna留學生查經班
Via Ottaviano Mascherino 11, 40128 Bologna, Italy
李美葉 +39-335-352-617
董榮 +39-366-440-8136
基督教意大利克雷莫納華人教會
Via Antiche Fornaci 10 Cremona, Italy
葉如彬 +39-333-876-5399
米蘭華語基督教會
Via Pinamonte da Vimercate 10, 20121, Milano, Italy
黃澍春牧師 +39-02-4312 0154
米蘭基督教會
Via Luigi Varanini 6, 20127 Milano,Italy
戴懷恩牧師 +39-33-1869 5879
米蘭基督教生命堂
Via Stresa 3, 20125, Milano (MI), Italy
鄭恩惠傳道 +39 331 728 1265
普拉託基督教生命堂
Piazza San Domenico 10, 59100, Prato (PO), Italy  
丁業新傳道 +39 327 753 3773
羅馬基督徒國語團契
Piazza S. Lorenzo in Lucina 35, 00186 Roma, Italy
王之樞先生 +39-06-90018144

　 盧 森 堡
馬城教會盧森堡聚會點
5, Rue de la Congrégation,  L-1352 Luxembourg
文麗芳傳道 +352-621 303 276
盧森堡華人基督教會
14A, Rue de Mondorf L-2159 (Bonnevoie) Luxembourg 
劉克強牧師 +352-621 212 448
盧森堡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7-9  Rue Antoine Zinnen, L-2762 Luxembourg
鄧永昌弟兄 +352-621 373 441
駱歡群姊妹 +352-621 303 276
盧森堡華人神召會
13A, Rue De La Liberation, L-3510 Dudelange, 
Luxembourg 陳小豪牧師 +352-523536

　 挪 威
北歐華人基督教會奧斯陸堂
Geitmyrsvn. 7D, 0171 Oslo, Norway
陳錫大牧師 +47-9437 5063
北歐華人基督教會斯達灣格福音堂
(斯塔萬格) Sunde Bedehus, Sundeveien 29, 
4048 Hafrsfjord, Stavanger, Norway
楊國樑牧師 +47 932 90 926

　 波 蘭
波蘭華沙華人基督教會
ASEANPL 2, ul.M.Swiatkiewicz 50, 05-552 Wolka 
Kosowska, Poland 
張立新弟兄 +48-510 065238

　 葡 萄 牙
國際神學福音佈道會歐洲區葡萄牙分會
Rua Francisco Sanches 17 - Loja-D 1170-141 Lisboa, 
Portugal
陳岳平牧師 +351-963 333 777
里斯本基督教生命堂
Rua Francisco Sanches, 17 Loja-D 1170-141, Lisboa, 
Portugal
陳岳平牧師 +351-963 333 777
播道歐多基督教生命堂

Rua Papoila 6 2135-096 Samora Correia, Portugal
郭永勇傳道+351-965 333 777
波爾圖基督教生命堂
Rua Amia 698 4200-053 Porto, Portugal
陳岳平牧師 +351-963 333 777
明德路基督教生命堂
Rua B 60-Zona Industrial de Varziela  4480-620, 
Arvore, Portugal
陳岳平牧師 +351-963 333 777
亞速爾基督教生命堂
AV Alberto I Principe do Mónaco 5 AÇORES, Portugal
陳岳平牧師 +351-963 333 777
馬德拉基督教生命堂
Rua de são francisco nº 3 2-E 9000-050 Funchal, 
Portugal
陳岳平牧師 +351-963 333 777
思督堡基督教生命堂
Rua Camilo Castelo Branco 163 Loja-G 2910-450 
Setubal, Portugal
郭永勇傳道 +351-965 333 777
基督教葡萄牙華人教會
Rua Maria 18A, 1170-211 Lisboa, Portugal
郭濤傳道 +351-212 448 697
基督教Porto Alto華人教會
Rue Operario Armazem C, 2135-322 Samora Correira
郭濤傳道 +351-964 882 198

　 羅 馬 尼 亞
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
Str. Popa Rusu Nr. 22, Sector 2, Bucuresti, Romania
金和平弟兄 +40-721 088 005/+40-728 026 
089 

　 俄 羅 斯
莫斯科華人基督教會
Street 1-Th Baltysky, Varshavskaiya, Shosse, 72#--2, 
Moscow, Russia 
田鳳琴傳道 +7-(0)495-1190409

　 塞 爾 維 亞
新貝華人基督教會
Surcinska 90đ, (novi) Belgrade, Serbia 11188
項君聖弟兄 +381-63-8111-269
潘切沃華語基督教會
Semica 10, Pancevo, Serbia, 26000
項君聖弟兄 +381-63-8111-269

　 斯 洛 伐 克
斯洛伐克華人基督徒團契
俞湛弟兄 +421-9035 49918/qq2831 50597 

　 西 班 牙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巴塞羅那)
Consejo Ciento 461, Barcelona, Spain
早堂：符巨甘傳道 +34-618 604 023
午堂：季奏彬弟兄 +34-629 488 337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巴塞羅那南區堂)
C/Gran via Corts, Catalans 133 Bajo 08014, Barcelona, 
Spain   陳永飛傳道 +34-695 687 202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馬德里堂)
Gabriel Usera 36, Madrid, Spain
程建平牧師 +34-653 913 861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薩拉高薩堂)
Francisco Cidon 15, Zaragoza, Spain
裘大雷弟兄 +34-976 388 054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馬爾比亞堂)
Tales De Mileto 15Playa, Marbella, Spain
林明光長老 +34-609 509 668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瓦倫西亞堂)
Literato Azorin 5, Valencia, Spain
林桂樂姊妹 +34-615 834 460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迦斯迪勇堂)
Runda Mijares 82, Castellon, Spain
柳蘭芬姊妹 +34-964 064 185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畢爾包堂)
Juan de Garay 2, Bilbao, Spain

倪周平弟兄 +34-615 784 386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馬有迦堂)
Teniente Sureda 29A, Mallorca, Spain
朱佳慶 +34-669 450 257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特尼利菲聚會點)
Angel Quimeral 38 B2Pc, Teneriefe, Spain
林慈愛姊妹 +34-605 428 490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雷利達堂)
Alcade Porgueres 43, Leida, Spain
潘海平弟兄 +34-625 765 255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山塔羅馬堂)
La Paz 18 SC, Barcelona, Spain
張誠弟兄 +34-93 460 1715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穆爾西亞堂)
Olof Palme 10, Murcia, Spain
賈秀敏姊妹 +34-629 609 888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阿里甘特堂)
Partida Algoros 253, Elche Alicante, Spain
葉恩娟姊妹 +34-686 651 577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塞維亞堂)
Conde Negro 9, Sevilla, Spain
陳岳標弟兄 +34-605 537 882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達拉哥納堂)
Capuchino 25, Tarragona, Spain
裘成德弟兄 +34-696 406 307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馬拉迦堂)
Entre Plaza P3 N176 T0RRN0, Malaga, Spain
許摩西長老 +34-615 498 437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戈拉納達聚會點) 
Angel Barrios 10, Granada, Spain
夏作香姊妹 +34-618 986 195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瑪塔隆聚會點) 
Jaume Recoder 71, Mataron, Spain
鄭布真長老 +34-630 087 174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Cordoba)
C/Vicente Aleixandre .4    14004 cordoba
宣軍牧師 +34-695 687 074/+34-673 423 268
國際福音佈道會歐洲區西班牙分會 
C/ Las Carolinas 10, 28039 Madrid, Spain
李月雲牧師 +34-914 595 775
西班牙馬德里基督教生命堂
C/ Las Carolinas 10, 28039 Madrid, Spain
李月雲牧師 +34-629 035 717
西班牙馬德里南區基督教生命堂
C / Alguacil 8, 28038 Madrid, Spain
葉建偉牧師 +34-618 521 401
西班牙福恩城基督教生命堂
C/ Matarrosa 30. 28947 Fuenlabrada Madrid, Spain
蔣国淡牧師 +34-620 630 901
西班牙瓦倫西亞基督教生命堂
C/ Cura Femenia1, 46006 Valencia, Spain
葉永春牧師 +34-618 618 993
西班牙貝妮東基督教生命堂
Av. Europa 29, Local-7B, 03503 Benidorm Alicante, 
Spain  周長宇傳道 +34-640 292 666
西班牙愛麗甘地基督教生命堂
C/ Pintor Aparicio 9 IZ, 03003, Alicante, Spain
陳若抒傳道 +34-618 521 400
西班牙巴塞羅那基督教生命堂
C / Olzinelles, 91. 08014, Barcelona, Spain
王艷華傳道   +34-698 272 704
西班牙加納利亞基督教生命堂(南部)
Av. de Gáldar 10F, local 6. 35100 Maspalomas Gran 
Canaria, Spain  吳林濤傳道 +34-654 852 708
西班牙加納利亞基督教生命堂(北部)
C / Presidente Alvear 7. 35006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Spain  金歡傳道 +34-628 667 879
西班牙以斯拉基督教生命堂
Gabriel Usera 6, 28026 Usera Madrid, Spain 
蔣国淡牧師 +34-620 630 901
馬德里希望泉華人宣道會教會
Antonio González Porras, 25, 28019 Madrid, Spain
楊肇佳牧師 +34-656 957 418

　 瑞 典
北歐華人基督教會斯德哥爾摩堂
Skulptörvägen 26A, 121 43 Johanneshov, Sweden
沈志華牧師 +46-736004096
北歐華人基督教會馬爾摩福音堂
Stadiongatan 25, 217 62 Malmo, Sweden
柯懿文姐妹 +46-40224976
克歡斯達基督徒團契  
Ostermalmskyrkans, Lasarettsboulevarden 6, 291 33 
Kristainstad, Sweden 
蔡偉源弟兄 +46-447810522
瑞典漢姆斯達華人基督徒團契
Kornhillskyrkan, Åiderstigen 7, 30259 Halmstad, 
Sweden 潘韋礎蘭姊妹 +46-7077 34998
北歐華人基督教會哥登堡團
Krokslattsgatan 10, 431 67 Molndal, Sweden
趙素梅 +41-736-349061
哥德堡基督徒中心
Klåvavägen 20, 43655, Hovås, Göteborg, Sweden
鄭啟謀牧師 +46 0762-83 43 54 

+46 0709-39 51 00
瑞 士

瑞士洛桑華人基督教會
Temple de Sevelin, av. de Tivoli 74, 1007-Lausanne, 
Switzerland 簡國棟先生 +41-79-542-3633
日內瓦華人聖經教會
Rue de Cherbuliez 7, 1207 Geneve, Switzerland
葛道寧牧師 +41-76 580 3213
瑞士巴塞爾華人基督教會
Wartenbergstrasse 33, 4052 Basel, Switzerland
高理齊弟兄 +41-61-5342360
瑞士蘇黎世華人基督教會
Wilfriedstrasse 5, 8032, Zurich, Switzerland
網址：llramp@bluewin.ch
黃玲玲姊妹 +41-44-8101204
蘇黎世活泉教會
Laettenstrasse 22, 8172 Niederglati, Switzerland
黃宗妮姊妹 +41-44-8851212
瑞士伯爾尼華人聖經教會
Buchenweg 21, 3097 Liebefeld, Switzerland
朱彥岑弟兄 +41-786762016
樓健弟兄 +41-794839753

華人基督教機構
歐洲華人基督徒餐館福音事工使團聯會
Broederwal 161, 5708 ZT Helmond, Netherland
洪祥平牧師 +31-492 770909
荷蘭使團
洪祥平牧師 +31-492 770909 
比利時使團
Dorpsstraat  21, 1640 Rhode-st-genese, Belgium
葉紅姊妹 +32 2 38 10 733
盧森堡使團
14A Rue de Mondorf (Bonnevoie), L-2159 
Luxembourg
劉克強牧師 +352-621 212 448
瑞典使團
Fagerangsgatan 15, 52143, Falkoping, Sweden
黃錦智先生 +46-515-10906
挪威使團 Nedre Skogvei 8 I, 0281 Oslo, 
Norway
何禮強先生 +47 9228 1185
瑞士使團 Restaurant Au Canard Pékinois, Place 
Chauderon 16, 1003 Lausanne, Switzerland
簡國棟先生 +41 79-542 3633 
生命之道-文學小家協會
Rechte Wienzeile 29, Vienna, Austria
Roman Hudecek, 游雪莉 +43-01-945-5524 & 
+43-0699-1100-1136
新生命福音書局
Mercatorstraat 93, 9100 Sint-Niklaas, Belgium
鄧麗芬姊妹 +32-(0)3-7775044
捷克中文圖書館

U Rajske Zahrady 3, 130 00 Praha 3, Czech Republic
陳郁莉傳道 +420-721812324 
捷克挪亞方舟書房
Plzenska 166, 15000 Praha 5, Czech Republic
陳郁莉傳道 +420-721812324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歐洲區) 
+31-70-3881785
福音之家基督教中文圖書館
26 Rue Chapon, 75003 Paris, France
林福春牧師 +33-(0)623821151
號角歐陸版
26 Rue Chapon, 75003 Paris, France
林福春牧師 +33-1-4271 4052
禱告復興中心
24 Rue du Buisson Saint Louis, 75010 Paris, France
歐耀強牧師 +33-6-2483 0240
巴黎華人諮詢服務中心
10 rue de la Maison Blanche, 75013 Paris, France
周張潤嬌+33-(0)6277 95555/+33-(0)1737 
14381
佳美腳蹤使團
3 Rue Rene Bazin, 75016 Paris, France
張和君教士 +33-(0)6206 52938
美國天下復興中心/深度靈修學會
巴黎分會 1 allée des Charmes, 77200 Torcy, 
France  許薰芳傳道 +33-(0)6204 53350
創欣神學院法國校區
高玲玉傳道 +33-6-6969 1888
家庭更新協會(恩愛夫婦營)
法國:梁仁惇牧師 +33-(0)663 803110
德國:楊曉東姐妹 +49-173-598 8881
德國中文圖書館
Rotermundstr. 27, 30165 Hannover, Germany
何慧敏姊妹 +49-511-669380
使心踏地福音聯合事工
Ioulianou 50, Athens 104 34 Greece
孫利民 +30-690 7110 118
環球聖經公會
Roxenissestraat 26, 2729Gh Zoetermeer, Holland
蔡偉雄牧師 +31-62419 3300
恩韻音樂事工
Via Urano 6/B, 00012 Guidonia Montecelio, Roma 
Italy  吳恩斌老師 +39-07-7457 0942  
基督教意大利華人教會宣教中心
Via assisi 105 / +181 Roma, Italy
金美德弟兄 +39-320 1169 133
我心旋律事工(意大利特約代表)
Via Carducci 10, Trieste, Italy
胡忠榮先生 +39-040-348-1240
神召會福音傳播中心
3 Op. Der Nuddelsfabrik, L3424 Du Delange, 
Luxembourg 陳小豪牧師 +352-522 873
國際歐華神學院
Ramal de la Raconada 5, Castelldefels, 08860 
Barcelona, Spain
王貴恒院長 +34-936 362 106
佳音慈善服務中心(Buenas Noticias)
c/Platero Pedro de  Bares 33, Córdoba 14007, Spain
宣軍牧師 +34-695 687 074/+34-673 423 268
華人基督徒差傳協會
Box 21026, 20021 Malmo, Sweden
我心旋律事工
(歐洲辦公室及北歐特約代表)
PO Box 307, 30108 Halmstad, Sweden
潘國偉先生 +46-7077 34998

注意：本欄所列，大部份只是借用的聚會地址，不方便作為通信之用，如要寄郵件，請先聯絡教會或團契的聯絡人。
修改教會資料，請通知李美珍；電郵：mclee@cchc.org；傳真：+1-718-359-2502（美國）。 各地教會名錄，請瀏覽：www.cchc-herald.org。

歡迎刊登教會消息
《號角》歐陸版歡迎基督教會及福音機

構提供與培靈佈道有關的活動消息，請以

doc或rtf格式電腦打字，於雙月25日前電郵

至：bich@cchc.org或ineslee@cchc.org；或

傳真至：+1-718-359-2502。謝謝！

參考內容：教會名稱、活動日期、時間、

地點、活動主題及節目內容簡介、主要講員

姓名、聯絡人姓名及電話等。請勿超過200

字。本報的教會名錄已列有教會地址，在消

息欄一般不再重復。

請參加
教會聚會

WWW.CCH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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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相通
《使徒信經》表明，我們所信的的上帝，是絕對的、獨一的真神，是父、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

我信聖靈

《聖經》告訴我們：聖靈是「訓慰師」、

「保惠師」，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將神

（上帝）帶進我們的生命，並讓我們也能幫助

別人認識神。藉著聖靈的感動，我們回到神面

前；藉著聖靈的啟示，我們認識主；藉著聖

靈，得著安慰和真正的喜樂。

聖靈也是「永遠的靈」、「聖潔的靈」、

「聖善的靈」、「真理的靈」。聖靈也是膏在

主耶穌基督身上的靈：「主的靈在我身上，因

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

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

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

加福音》四章18-19節）；「耶和華的靈必住

在祂身上，就是使祂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

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以

賽亞書》十一章2節）。

我們相信，聖靈與聖父聖子同工，聖父、聖

子、聖靈都是創造者，都是救贖者，都是啟示

者。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很多信徒所說的教會，實際上是指教堂。

其實，教會既不是指一座建築物，也不是指宗

派，而是指被神從世界中呼召出來，一同跟隨

耶穌基督的人。保羅曾給教會下了一個定義：

「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蒙召作

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

穌基督之名的人。」

（《哥林多前書》

一章2節）

地方性教會(The 

Local Church)在

新約最常見的用

法，是指一群

信徒在一個地

方的聚會。早期

信徒沒有專作聚

會的建築物，他們

在家中聚會，因此在耶路撒冷有教會，在哥林

多有教會，在加拉太有教會，在帖撒羅尼迦有

教會，甚至在腓利門的家中也有教會。他們聚

在一起敬拜、交通、教導。

宇宙性教會(The Universal Church)是指歷

世歷代的聖徒，所有蒙神呼召、接受聖靈、歸

入基督的人。主耶穌基督是這個教會的建立

者，祂在《馬太福音》十六章18節說：我

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

石上；陰間的

權柄不能勝過

祂。這節經文

中，教會是單

數不是複數；

這個教會，是

獨一的、普世

性的；這個教

會是基督的身

體，基督是教

會的頭。

我信聖徒相通

聖而公之教會，讓我們知道教會是超越文

化、種族、國界，也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這個

教會聯於元首基督，而每個信徒都是基督身體

上的一部分：耶穌基督是葡萄樹，我們是枝

子。聖徒相通，就是信徒與基督相交，並在基

督裡合一的親密關係。

聖徒，在新約中是基督徒或信徒的同義字。

使徒保羅在他的書信中，用聖徒來稱呼信徒。

他寫給羅馬的聖徒、哥林多的聖徒，也給以弗

所的聖徒、腓立比的聖徒。相通(Koinonia)，

是指團契、合作等親密的關係。「都恆心遵守

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使

徒行傳》二章42節）這節經文，形容早期基督

徒一起生活、一起用飯、凡物公用的親密關

係。

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2-14節

所說：「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

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

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

體。飲於一位聖靈。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

是許多肢體。」@

以便以謝



北歐華人教會
瑞典的沈志華牧師，代表分享北歐華人教會的情形。他

說：「很高興今天來到這裡，跟你們分享一下，上帝怎樣建立

了北歐華人基督教會。北歐由挪威、瑞典、芬蘭、丹麥和冰島

組成。在1970年的末期，北歐建立了首三個基督徒團契，分別

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和瑞典第二大城市哥

德堡。因為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前總幹事經常到北歐介紹

工作，所以我們就認識了。她鼓勵我們成立教會，在1981年，

主辦了第一次北歐華人聯合夏令營。然後就是2016年的營會，

有18多個來自北歐不同地區的弟兄姊妹參加。然後就是2018年

的夏令營了。

我們專門為此做了一個視頻，這在Youtube上瀏灠的頻率很

高，你們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是介紹整個夏令營過程，非

常好、非常有水準的視頻。

瑞典是最早成立的三個團契之一，1985年，三個團契因為有

很多來往，就像一家人一樣。在COCM的鼓勵之下，我們決定成

立北歐華人基督教會。我們採用了同一個教會的名字——福音

堂，表示我們在主裡團結互助、不分彼此，一起在福音事工上

合作。三間教會是完全獨立的，但會在工作上互相合作。2002

年，北歐成立了第四間北歐基督教會。在這間教會成立的第二

年，英國有一對牧師夫婦，很願意來北歐事奉主。所以，我們

就把那對牧師夫婦，安排在挪威的第四大城市，也是挪威石油

的出產總部斯塔萬格做宣教士。然後在2009年，北歐第五間福

音堂——斯塔萬格福音堂就成立了。

在芬蘭的基督徒和華語福音教會，因為參加了夏令營和我們

認識，所以決定2010年加入，成為第六間福音堂，也就是赫爾

辛基福音堂。然後六間福音堂都派了代表，組成了北歐教會的

聯合理事會。聯合理事會需要管理和發展事工，下一代事工、

餐福還有兒童事工，都是我們十分重視的。去年我們把兩位學

生，安排到歐華神學院培訓，希望把他們培養成為同工。現

在，我們希望到丹麥的哥本哈根去，成立第七間福音堂，這

就是我們的意願。

由此可見，北歐的華人教會，是個十分進取及團結的群

體。請各地弟兄姊妹都

為他們禱告，求主耶

穌大大賜福與他們！

並祈願透過他們的努

力，北歐的福音事

工如火挑旺，讓更多

人蒙福！@

歐洲華人教會概覽
整理／《號角》歐陸版編輯部   報告代表／沈志華牧師

前言：全歐教牧暨教會領袖研討會，於2018年10月假意大利羅馬舉行。其中一個項目，是請歐

洲12個國家的代表，報告其僑居國的教會實況。這是一手資料、彌足珍貴。本報遵從大會的吩

咐，特別整理出來，供主內弟兄姊妹及《號角》讀者共享。

歐洲華人教會概覽
WWW.CCHC-HERA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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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鄉武漢封城的那個週末，我人在巴黎，正要去參加

主日崇拜，在那個聚會中，我會見到一個姐妹。這個姐妹在

巴黎一家奢侈品店工作，在歷史性的1月23日週四，她接待

了我的故鄉同胞，而且是完全「裸露接待」：沒帶口罩，更

無眼罩、防護服。

自從封城以後，武漢疫情的訊息哪是日新月異，簡直就

是張牙舞爪，鋪天蓋地！訊情以洶如滔滔洪水之勢，傳遍全

國，現在也「浪跡」多國大地！「你別擔心，我會戴口罩

的。」她很細心，猜測到我的顧慮。「用吧？」「真的有這

麼恐怖嗎？」

巴黎藥店的口罩幾乎一夜之間，被華人一掃而光，藥店

掛出「商品售罄」的牌子，都是中文的。不過，在遙遠的法

國，當下看上去，還是吃飯睡覺，風平浪靜。

到教會後，有個姐妹遞給我一個口罩，並示範正確的使用

方式。聚會中，除了兩個感冒戴口罩的台灣人，就是我的那

位奢侈品店工作的女友和我，兩人戴著藍色口罩了，其他人

都「裸臉」。聚會結束出來後，走在巴黎的街上，我仍然戴

著口罩。

小時候也戴過口罩，那是在冬天。武漢冬天濕度大，氣溫

還沒到零下就會感覺寒冷刺骨，棉襖棉褲圍巾也不夠，加個

口罩似乎就塞住了寒風長驅

直入的渠道。

「您好，女士，您穿得很

暖和啊！」我被一聲法語，

從多年前武漢三鎮的漢腔楚

調拉回眼前的巴黎。已經是

中午了，一個父親推著嬰兒

車，車把上一邊掛著裝了大

蔥和土豆的袋子，一邊是一

包嬰兒尿布，他在催趕身後

磨蹭的小女兒；一個打扮整

齊的老太太挽著身邊老頭，

應該是她先生的手臂，正在

趕去訂了座的餐館。

我從大街兩邊成排的六、

七層灰白色石砌和紅磚牆的

居民樓抬頭望去，明淨的藍天，此時仿彿如一方巨大的口

罩，把天外不明來客擋住在外。我扭過頭，一個法國人靠近

我身邊，帶著有點奇怪的笑容靠近我。我看了他一眼，沒搭

腔。

「哦，抱歉，不打擾您了，祝您今天快樂！」看我無語，

他有點尷尬的與我拉開距離。

「啊，沒事，我也祝您今天愉快！」我有點心軟，別人沒

怎麼冒犯我呀。

好不習慣，感覺喘不過氣來，原來我是戴著口罩在說話！

而放眼望去，滿大街，就我一個人鶴立雞群地在臉上「遮了

塊布」。剛才那個法國人一定是見我臉上的口罩，以為我在

「宣告」：我是個攜帶病毒的病人！我怎麼沒把他嚇跑呢？

他居然還靠近我，是好奇嗎？不怕被傳染嗎？

講到現代口罩，人們公認的發明者是德國病理學專家萊德

奇。1895年，萊德奇發現並認為人們講話的帶菌唾液也會導

致患者傷口惡化，於是建議醫生和護士在手術時，戴上一種

用紗布製作、能掩住口鼻的罩具。實踐後證明果然有效，病

人傷口感染率大為減少。各國醫生紛紛採納萊德奇的建議，

後來經過一位法國醫生改良，現代口罩就誕生了。

但是，面對風聲鶴唳的武漢肺炎新冠病毒，法國報紙和衛

生部長都在敲鑼打鼓地說：「不要恐慌！平安無事！」他們

認為，口罩對有帶菌唾液的病人有用，如果你沒生病，口罩

則沒必要戴。

從口罩發明最初的宗

旨，是攔阻帶菌唾液對

他人的危險來看，歐美

人的邏輯是，如果你生

了病，戴口罩的是你，

而不是沒生病的我！那麼按著這

樣的邏輯，一個人戴上口罩，就

等於向周圍人宣布：「我生病了！」

對法國人來說，戴上口罩的人，等於舉著標語牌昭告身邊

人：我是新冠病毒傳播者、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身在海外

的華人不能理解，這一歐美人的邏輯。對出現的一些極端案

例，比如以防範自己保護他人的本意，戴著口罩走在街上，

搭乘交通工具，結果被法國人另眼相看，甚至有在公交車上

被眾人趕下車。

1月3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宣布為國際

緊急事件後，巴黎地鐵

還是沒有人戴口罩。法

國最近又發現好幾個新

增病例，法國衛生

部又發佈新一輪警

示通告，但仍然不

減淡定色彩，通告

裡並沒有強調必須

戴口罩。

週六上午我在買菜前，進了我家附近的一家藥店。一位藥

劑師向我介紹兩款口罩，並解釋口罩主要目的，是阻止口腔

病菌噴射到他人。單層口罩幾乎沒有太大阻擋病菌的作用，

最有效的自我防護措施是勤洗手，遠離帶菌者。

走出藥店，我回頭看到藥店燈箱上的綠色的盤踞蛇影。

歐美藥店的招牌上，差不多都有盤蛇

標誌，其淵源來自《聖經》所說以色

列人的歷史。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為

奴四百年，受盡欺壓凌辱。上帝差派

摩西帶領他們離開埃及，返回流奶和

蜜的故鄉以色列。一路上得到上帝保

護的以色列人，卻心存敗壞，常常行

惡，少有感恩之心，引發上帝的憤

怒，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

們。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有如瘟疫

流行。

摩西為百姓在上帝面前認罪懺悔，

立志離棄罪行，請求上帝饒恕。公義

的上帝因摩西的代求，重新彰顯慈

愛。祂啟示摩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

杆子上；凡誠心悔改，仰望銅蛇的

人，便被上帝赦免和醫治。以色列人

便扶老攜幼，一起懺悔，凡被蛇咬

的，一望這銅蛇就活了。

目前人們焦急地期待抗擊病毒的疫

苗能早日出現，來拯救身陷疫情危難中的百姓。可是，我們

的真正盼望，不是口罩，不是在遙遙無期的疫苗上，而是要

悔改，為著國家，為著自己，回轉歸向上帝，上帝才是世界

和所有人的盼望和拯救！

上個週日，在巴黎街上，走著走著，我摘下了口罩。@

熊燕我在街上摘下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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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健康
華人喜愛的食品中，其實也有不少是超加工的，例

如火鍋湯料，根據加拿大安大略省註冊營養師程文鈿

的分析：全部都是化學劑、色素和黏稠劑；即食麵則

是因為用油炸過，所以很快熟，而且用的大多是平價

的棕櫚油，飽和脂肪含量高，容易導致心血管病；臘

腸、燻肉、火腿則含有亞硝酸鹽等致癌物質；年

輕人喜愛的瓶裝奶茶和咖啡含大量化學原料。

若要吃得健康，除了細讀食物的材料成分，

避免化學添加劑外，更應儘量自己烹調，以完

整食物(Whole Food)為首選食材，而在烹調的

過程中，儘量以蒸、煮、炆、焗為主，少煎、

炒、炸為妙。因為油燒得太熱會變質，產生化

學變化，分解成乙醛(Aldehydes)，可能會致癌

及導致心血管疾病，所以買油時要留意冒煙點的

溫度。炒菜方法應是加油入鑊，在還未起煙時入

菜炒，然後加水降溫，不讓油在高熱中變質。若要下

蒜，則將生蒜切薄片或拍碎，放置在室溫中10分鐘，

與空氣接觸，使蒜中的蒜胺酸、蒜酶轉化為蒜素，提

高抗癌功效，然後才下鑊。華人講求的是「鑊氣」，

但炒到起火冒煙的方法，對健康而言並非明智之舉。

沒有經過烹調的蔬菜是較為健康的，因為可保存維他

命、礦物質和抗氧化劑。

用哪種油也是一門學問。要選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為

主的油。如用來炒菜，則應選冒煙點溫度較高的油，

如：花生油和牛油果油。此外，華人喜歡使用醬汁醃

料，這種飲食習慣可免則免，因為醬料本身是含有很

多添加劑的。可用那些

沒有防腐劑的天然乾燥

香料，如百里香、

羅勒等。吃得小心

之餘，亦要注意運

動，這才會更加健

康。@

其實要吃出健康並

沒有我們想像的這

樣難，只要按部就

班，每個星期走一

小步，6-8個星期，我們就可以給自己

的飲食習慣來一個華麗轉身！

1.改用一個盤子來進食，以固定食

量。盤子的一半是水果和蔬菜：選

紅、橙、深綠，如番茄、甜薯，西蘭

花等，加上一點水果作為甜品、配菜

或主餐。盤子上的顏色越鮮艷，你就

越能得到使你健康的維他命、礦物質

和纖維。

2.把一半食用的穀類改為全穀，用

全麥麵包取代白麵包。仔細看食品標

籤上的材料，找那些以全麥、糙米、

碎小麥、蕎麥、燕麥、藜麥和傳

統燕麥片為主要材料的食物。

3.選用有各類含有蛋白質的

食物：肉類、家禽、海鮮、乾

豆、蛋、堅果和種籽。購買

少脂肪的碎牛肉、火雞胸

和雞胸。

4.選用低鈉的食品。

5.飲用清水：可以把一片檸檬、青

檸、西瓜加入清水中，以增加口味。

6.多吃海鮮：包括三文魚、吞拿魚、

鱒魚、螃蟹、青口和蠔等。因為海鮮含

有蛋白質、礦物質和有益於心臟的奥米

茄3。成人每星期至少要吃8安士以上的

海鮮。

7.減少攝取固體脂肪。儘量不吃有固

體脂肪，如蛋糕、曲奇餅、用牛油或人

造牛油、起酥油做的甜品；儘量避免香

腸及燻肉等超加工食物。@

寒冬喝湯最暖胃，而一碗智利牛肉湯，既有蛋白質增強體

力，又有蔬菜的纖維和礦物質幫助消化吸收。中南美洲各國都

有牛肉湯，但普遍濃稠；智利牛肉湯(Casuela de Vacuno)卻

清甜、肉和菜不煮過爛。牛肉湯最好用牛肩頰骨(Chuck)，因

這部分的肉汁甜美且經濟實惠，由於是牛會運動到的地方，肉

質較老，還有脂肪、骨頭和軟骨，適合煮湯。

在此先將牛肉湯要成功的幾項秘訣公佈於讀者：

1) 自行切肉約1吋左右，不要用來混和不同部位

的牛肉粒，因為各部位燜煮時間不同。

2) 肉塊加上食鹽和黑胡椒粉醃，用少許油煎

香，到稍微變棕色。

3) 煎香時，控制肉塊數量，過多則會出水，無

法煎香；每一塊肉的每面都要煎到，若肉塊過多，

寧可分兩次煎。

4) 小心不讓肉塊燒焦，否則湯帶苦味，若鍋

底燒焦，需切除燒焦部分，洗鍋重新再煎。

5) 若要用蒜頭、洋蔥，宜先起鍋炒熱，讓它

們發揮最大調味效果。

6) 肉湯若要弄濃稠，可加麵粉（非太白粉）」；有些人以

為開蓋煮來濃縮，卻讓材料變爛。麵粉是在熱炒蒜頭、洋蔥後

撒入，炒約一兩分鐘，然後將結塊的生麵粉拿走。

7) 先煮牛肉，後加蔬菜，因為烹煮的時間各自不同，若一

起下鍋，將導致蔬菜過

爛。

8) 牛肉若不夠熟，

不易嚼，會像橡皮筋一

樣，牛肉的膠原蛋白變

成膠狀時即成，大約小

火1.5-2小時。

9) 煮好後先去油再

飲用——可用隔油器，或在冰箱隔夜再去油。

10) 以上訣竅亦適用其他類型牛肉湯。

有了這幾個原則後，再看智利牛肉湯所需食材：牛肩頰骨

大塊6、7塊、紅皮馬鈴薯2個、洋蔥1個、蒜頭兩粒紅色甜椒1

個、胡蘿蔔1個，一吋大的玉米切塊和南瓜各備5、6塊、四季

豆一小把、香菜或牛至（或稱俄勒乾葉、披薩草Oregano）一

小把切碎、米一小碗、牛肉精2塊。

烹調過程：若有生鐵鍋(Dutch Oven)最好，因為烹煮時鍋內

溫度平均。將肉塊煎香（如上述方法2）。處理蒜頭、洋蔥、

加入麵粉（如上述5、6）。加牛肉和水，水滾後改小火（上述

7、8）。牛肉將熟時，加入馬鈴薯、甜椒、胡蘿蔔、玉米、南

瓜、米，中火煮10分鐘，記得攪動避免焦底。關火，加四季豆

悶5分鐘，讓米發大，四季豆維持綠色。加適量鹽取味。

去油後，在湯碗放入牛肉、每種蔬菜各一塊和湯，上層加四

季豆、香菜或牛至，和麵包共食，就是一份道地的智利牛肉湯

了。「喵！喵！」連筆者的兩隻貓都聞到味道了，有時我也讓

它們喝一點湯，補補身體呢，因為上帝要我做個好管家呢！@

智利牛肉湯 老饞

返璞歸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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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不僅是高纖低卡路里，還有豐富的維生

素，對健康和營養，是一種很好的食材選擇

之一。

材料：

南瓜	 半個

雞肉	 200克

西芹	 2至3條

蒜頭	 2粒切片

辣椒絲	少量

醃料：

生抽	 1茶匙

紹酒	 1茶匙

糖	 1/4茶匙

粟粉	 半茶匙

調味料：

生抽	 1茶匙

蠔油	 1茶匙

糖	 半茶匙

粟粉	 半茶匙

水	 2湯匙

麻油	 少量

做法：

1. 將雞肉切小粒後用醃料醃20分鐘

2. 南瓜和西芹切小粒

3. 西芹切粒後用滾水浸2分鐘，瀝乾

水分備用

4. 熱鑊內放入1湯匙生油，將雞粒炒

至全變色約八成熟，盛起待用

5. 鑊內放入1湯匙生油，炒香蒜片，

加入南瓜粒略炒，蓋上鑊蓋用小火

焗兩分鐘，加入雞肉、西芹和調味

料略炒至均勻，蘸上汁液後灑上少

許麻油和辣椒絲，便可上碟

小貼士：

1. 南瓜可連皮煮，如不喜歡可切去瓜皮

2. 西芹可生吃，可選擇免除用滾水浸2分鐘

的步驟

3. 雞肉之前已煮有八成熟，所以再回鑊將

調味料煮滾後便剛好熟透

4. 灑上麻油是添香，辣椒絲作用是添色@

雞肉
黃金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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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新冠狀病毒疫情嚴重，許多家庭都提

高警惕，特別注意到家居清潔衛生問題。

我在布里斯本清潔公司工作10多年，為好

幾百戶各式各樣家庭做過清潔，在這個特別

時期，我藉自己的經驗，特別提醒大家，要

注意清除隱藏在陰暗地方的污垢。

一般家庭，大家都懂得如何清除表面能見

的塵灰或骯髒物，可許多人不明白，為什麼

在容易積水的地方，如浴室、廚房，霉點很

快就能泛濫起來。

家居裡的細菌，

來源主要有兩個渠

道，一是明的、外

在的，如透過門

窗，或人員出入帶

進來，這比較容

易處理。另一個是

暗的，特別是平時

用蓋子捂住的下水

道，那裡因為陰暗

和潮濕，加上網格

或其它障礙，鉤住

髒物，使其留在裡

面，細菌因此乘機大量繁殖。

拿洗澡房的下水口來說吧，如果久未清

潔，打開蓋子時，就能聞到一股惡臭味道，

水坑裡堆滿頭髮，而髮絲又鉤住其它污垢

物，這些東西正是細菌滋生的溫床。

清潔下水道，有兩種用品推薦給大家。

第一是Domestic Cleaner，這種濃稠的清潔

劑，去污能力非常強，適用於廁所馬桶內

壁，下水道周邊和內壁，只要繞著圍壁撒一

圈，幾分鐘後，污垢可自

行除去。但，該藥水褪

色力也很強，若清潔

表面地方，需謹慎使

用。

第二是下水道清潔

劑（或顆粒）Drain 

Cleaner，這個相信大

家都會使用，要提醒的

是家裡最好常備，並不

時地倒入廚房或浴室

下水道；等到堵塞時

再用，可能為時已晚

了。@

布村潔家居清潔必讀

媒體每日不停反覆報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的消息，病例一直增加，我們應該做好應有的

衛生防護。

注重身體健康

1. 減少不必要的旅遊。

2. 肉類及蛋類必要徹底煮熟。

3. 注意營養，多喝溫熱的水。

4. 增加維生素的吸入，提高免疫力。

5. 保持足夠睡眠及運動。

注意防病措施

1. 若感到不舒服，在家休息，與家庭醫生

溝通。

2. 經常用溫水和皂液洗手，最好洗20秒以

上；或用適合作清潔雙手的酒精搓手。

3. 避免用手揉眼睛、口和鼻子。

4. 咳嗽或打噴嚏時，請以紙巾或以衣袖遮

蓋口、鼻。

5. 咳嗽、打噴嚏或擤鼻涕後，請立即洗手

或以酒精搓手。

除了以上的人為防備外，另一重要因素乃

是增強自身免疫力。我們需要放鬆心情，不要

不停盯著媒體的重複報導，引致精神緊張、焦

慮，以致影響身心靈平衡。

讓我們把擔憂化成禱告，把身體交託那掌

管一切的上帝。《詩篇》九十一篇1至7節，

《聖經》說：「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

全能者的蔭下。我要論到耶和華說：祂是我的

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

靠的。祂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

疫。祂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祂

的翅膀底下；祂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

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也不怕黑夜

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雖有千人仆

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

臨近你。」

願基督的平安帶領我們一起走過這病毒憂

谷，2020乃我們學習深度依靠上帝的開始。

@

祝君康寧 林呂寧華

海帶，又名昆布、江白菜。性味微寒、無

毒。據研究證明，海帶中含有許多有益人體

健康的營養成分和藥用成分。所以，日本人把

海帶稱為「長壽菜」，且具有「海上之蔬」、

「含碘冠軍」的美譽。從營養價值來看，是一

種保健長壽的食品。

一、海帶的營養

每100克中含有蛋白質1.2g、脂肪0.1g、

膳食纖維0.5g、碳水化合物1.6g、硫胺素

0.02mg、核黃素0.15mg、尼克酸1.3mg、維

生素E1.85mg、鉀246mg、鈉8.6mg、鈣46mg、

碘0.28mg、鎂25mg、鐵0.9mg、錳0.07mg、鋅

0.16mg、磷22mg、硒9.54μg。含藻膠酸（高

達32%）和昆布素等。

二、海帶與健康

1、 防治甲狀腺腫：海帶含碘和

碘化物，有防治缺碘性

甲狀腺腫的作用。

2、 降低血壓：海帶氨酸

及鉀鹽、鈣元素可降

低人體對膽固醇的吸

收，降低血壓。

3、 降低膽固醇：海帶含

大量的不飽和脂肪酸和

食物纖維，能清除附著在血管壁上的膽

固醇，促進膽固醇的排泄。

4、 降低血糖：海帶含60%的岩藻多糖，是極

好的食物纖維。糖尿病患者食用後，能

延緩胃排空和食物通過小腸的時間。

5、 利尿、消腫：海帶上常附著一層白霜似

的白粉——甘露醇，一種貴重的藥用物

質，具降低血壓、利尿和消腫的作用。

6、 提高免疫力：海帶能促進機體的細胞免

疫，提高免疫力。

7、 預防心腦血管病：海帶含大量的多不飽

和脂肪酸EPA，使血液的黏度降低，減少

血管硬化。

8、 消除乳腺增生隱患：海帶中大量的碘可

以刺激垂體，使女性體內雌激素水平降

低，恢復卵巢的正常機能，糾正內分泌

失調。

9、 補鈣：海帶含豐富的鈣，可防治人體缺

鈣。

10、 防癌：海帶所含的海藻酸鈉與具致癌作

用的鍶、鎘有很強的結合能力，有助將

它們排出體外。海帶提取物對各種癌細

胞有直接抑制作用。

11、 延緩衰老：海帶富含有硒，能有效清除

自由基，而自由基正是人體衰老的罪魁

禍首。

12、 減肥：海帶含有大量的膳食纖維，可以

增加肥胖者的飽腹感，加之脂肪含量非

常低，熱量小，是肥胖者減肥的食物。

13、 護髮美容：海帶中的碘極為豐富，是體

內合成甲狀腺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狀腺

素發揮作用可形成頭發有光澤。用海帶

熬成的湯汁泡澡，可以潤澤肌膚，使皮

膚清爽細滑。

三、適用宜食人群

1、 適宜缺碘、甲狀腺腫大、高血壓、高血

脂、冠心病、糖尿病、動脈硬化、骨質

疏鬆、營養不良性貧血以及頭髮稀疏者

可多食。

2、 精力不足、缺碘人群、氣血不足及肝硬

化腹水和神經衰弱者尤宜食用。

3、 瘢痕體質、瘢痕疙瘩、增生性瘢痕患者

宜長期食用。

四、慎食人群

1、 脾胃虛寒的人慎食。

2、 孕婦與乳母不可過量食用海帶。

五、食用禁忌

1、 吃海帶後不要馬上喝茶（茶含鞣酸），也

不要立刻吃酸澀的水果（酸澀水果含植物

酸）。因為海帶中含有豐富的鐵，以上兩

種食物都會阻礙體內鐵的吸收。

2、 患有甲亢的病人不要吃海帶，因海帶中碘

的含量較豐富，會加重病情。

3、 孕婦和乳母不要多吃海帶。這是因為海帶

中的碘可隨血液循環進入胎兒和嬰兒體

內，引起甲狀腺功能障礙。孕婦只要保證

每周吃1-2次海帶，就可滿足孕期碘之需

要。

4、 海帶不能長時間浸泡，一般浸泡6小時左

右就可以了，浸泡時間太長海帶中的營養

物質，會溶解於水，營養價值就會降低。

5、 乾海帶的含砷量大大超過世界衛生組織規

定人體每日容許攝入量（0.05毫克/千克

体重），煮食前將乾海帶用足夠的水浸泡

24小時，浸泡過程中換水要勤，24小時後

出水曬乾貯存備用，可以保證食用海帶的

安全。@

海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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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公

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2019-nCoV)，已列為

與SARS同等級法定傳染病。23日，疫區武漢宣

佈「全面進入戰時狀態、實施戰時措施」，市

內停止公共交通，亦暫停空中與鐵路交通，海

陸空三軍醫療隊進駐疫區醫院；至25日，中國

30個省市自治區全部啟動最高級別「重大突發

公共衛生事件」響應。

新型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是一個範圍廣大的病毒家族，目前

已知六種，包括2003年的SARS。此次新型病毒

2019-nCoV將是第七種，感染人類。疫情最早

於2019年12月出現在中國中部城市武漢，故又

稱「武漢肺炎」。

病毒遺傳代碼分析表明，2019-nCoV與SARS

關係比其他冠狀病毒更為緊密。目前，尚無針

對該新病毒的疫苗及具體治療方法，現階段使

用已有抗病毒藥物與療法。中國有醫院嘗試使

用抗艾滋藥或中醫藥。

1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WHO)通告，2019-

nCoV出現「有限度」人傳人，並向全球醫院提

供控制感染指南；21日警告全球各地醫院，

疫情可能在更大範圍內傳播；27日，坦承將

2019-nCoV的全球風險訂為「中」乃是失誤、

更正為「高」，中國則為「極高」，但仍不定

性為「引發國際擔憂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況」。

世界衛生組織2月11日將源於武漢的新

冠病毒正式命名為COVID-19：CO代表冠狀

(Corona)；VI代表病毒(Virus)；D代表疾病

(Disease)；19代表2019年。

疫情與規模

1月10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還公告：

自1月3日後未發現新病例；未發現醫務人員感

染；未發現明確人傳人證據……但至中旬宣

告確定人傳人，疫情亦呈雪崩式擴散。截至29

日，中國確診人數5,974，已超越SARS確診病

例記錄；死亡132人。

密切追蹤疫情的英美傳染病生物學家提出報

告，估計武漢地區的傳染目前只發現5.1%，並

預計至2月4日傳染人口將超過25萬。香港抗煞

專家管軼表示：「此次感染規模是SARS的十倍

起跳。我經歷過這麼多，從沒有感到害怕過，

但這次我怕了。」

感染及預防

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Jonathan Ball認為，

對任何首次發現的病毒都應保持警惕，它一旦

進入（人體）細胞並開始複制，就會開始突變

並加速傳播，因此也會變得更加危險……但人

們對2019-nCoV的了解嚴重不足。

WHO稱，尚不清楚病毒帶原者何時傳染他

人。中國認為帶原者在潛伏期就會傳染他人，

這與SARS不同也最危險——潛伏期並無症狀。

WHO估計潛伏期2-10天，中國認為是3-7天，最

長14天。各國標準隔離觀察時限為14天。

病毒可能來自動物，但尚未找到病毒宿主。

多數初期病例來自與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有

接觸者，但不確定這裡是否唯一病毒源頭。感

染途徑已知包括唾液飛沫與接觸，尚不確定是

否空氣傳染。

至於感染的首發症狀則呈多樣，中國衛生部

門發出最新警告：除了最大宗的發燒、肌肉酸

痛以及咳嗽、氣促、胸悶等呼吸系統典型症狀

外，亦存在非典型症狀，包括：消化系統症狀

為輕度納差（食量減少）、乏力、精神差、噁

心嘔吐、腹瀉等；神經系統症狀為：頭痛；心

血管系統症狀為：心慌、胸悶等；眼科症狀為

結膜炎等，並已出現所謂「健康帶毒者」，從

感染到確診均無明顯症狀。

2019-nCoV感染強度與速度已明顯增強。專

家建議：戴口罩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注意眼、

鼻、口衛生；居家和公共場所保持室內空氣流

通；勤用肥皂和溫水洗手，至少洗20秒，美國

CDC與FDA（醫藥管理局）也特別強調，免洗潔

手液並不能完全滅毒，也不確證可以防範病毒

感染；注意保暖，提高免疫力；避免與活的動

物進行無保護性接觸；避吃生冷食品，肉、蛋

應徹底煮熟；避免與任何有感冒或類似流感症

狀的人接觸。如有發熱、呼吸道感染症狀，特

別是持續發熱不退，應及時就診。

防疫面臨難題

COVID-19確認存在無症狀傳播。法國及英國

均出現無中國旅遊史民眾感染並傳播案例。世

衛(WHO)顧問預估，最終全球恐有數十億人被

感染，「除非能改變病毒傳染力，監控和遏阻

才能高度有效，否則隔離患者與接觸者均無法

阻擋病毒。」

COVID-19在沒有檢測情況下，很難與流感區

分，增加了防疫難度。感染途徑，除已知飛沬

直接傳播和接觸病毒傳染外，又新增「氣溶

膠」（帶病毒飛沫在空氣中形成懸浮微粒，吸

入後導致感染）及糞口傳播。

測試中不少感染者出現假陰現象，有病例在

第三次、第四次甚至第五次測試時才呈陽性。

美國CDC也發現，一些核酸測試得出「沒有定

論」結果。此外潛伏期難判也令人困惑，雖

標準隔離期仍為14天，但超時限者發病已非個

例。

全球頭號公敵

COVID-19被視為甚於恐怖攻擊的全球頭號公

敵。人傳人到底多容易以及感染者中有多少會

出現致命性嚴重症狀，是判斷會否成為全球傳

染病及界定死亡率的兩個關鍵因素。

2月11日刊登在美國醫學網站medRxiv的一項

臨床數據研究報告顯示：在沒有防護措施下，

每例新冠肺炎患者平均會傳染給另外3.77人。

超過「1」即意味著病毒可以自我維持，即疫

情不會自生自滅，但科學家眼下仍不清楚哪類

人是易感或非易感人群；也不清楚哪類人感染

後成為重症的風險最高；嬰幼兒感染率低的原

因亦不詳。

該份報告也推算，確診患者病死率約

3.06%，其中男性患者病死率4.45％，女性患

者1.25％，老年男性重症肺炎患者9.47%。

SARS致死率10％，但全球只有8,000人受到感

染，而Covid-19確診人數已經超過七萬！

2月13日，中國更新診療方案，將臨床診斷

（包括：發熱、咳嗽、憋氣等症狀和體徵；CT

影像和流行病史等）納入確診方式，令病例激

增14,840名，是原先單日增數的十倍！說明此

前統計存在缺陷，未納入那些等不到核酸檢測

的新冠病毒患者及死難者。

仍無對症靈丹

新冠病毒最大的危害是攻擊人的免疫系統，

很多重症病人因為呼吸衰竭而死，也有因併

發症引起的多器官衰竭而死，目前尚無特別

治療方法對付。抗埃博拉病毒藥物瑞德西韋

(Remdesivir)也未在中國傳出振奮人心的消

息，醫院仍以既有抗病毒藥物及干擾素進行輔

助治療，即發熱退燒、疼痛止痛、發炎消炎、

缺氧吸氧，為患者緩解症狀、維持生命，待病

人免疫力康復自行將病毒消除。

各國團隊都在競相開發疫苗，但世衛預估第

一批疫苗投入臨床可能需時18個月。好消息是

很多感染者症狀輕微，絕大多數可完全康復。

康復患者可獲得免疫力，雖不是長期的，但

給治療帶來一線希望。中國醫生援引抗SARS經

驗，呼籲康復者獻血，以含特免抗體血漿挽救

重症病患。當然，這類療法存在人體排斥等多

種風險，宣稱具有療效還為時過早。

力阻社區傳播

社區傳播有四個指標。首先，有確定病例

且找不到感染源。除中國本土疫區以外，日本

和台灣也已發生這種情況。進入這一階段，為

「不排除有社區感染的可能。」2月16日，日本

政府緊急專家會議指出，疫情進入「擴大感染

的初期階段」。

其次，本土病例遠高於境外移入病例。這種

情況目前已在伊朗、意大利等國發生。

再者，出現一傳十、十傳百的連續傳播。

持續人傳人，需要出現三代以上人際傳播：第

一代是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感染者；第二代

是被第一代感染者傳染的武漢人或去過武漢的

人；第三代是沒去過武漢卻被離開武漢的人傳

染；第四代是被第三代感染者傳染的人。出現

第四代感染，疫情有擴大風險。個別國家和地

區已出現超級傳染者，在中國本土疫區以外，

韓國病例暴增，令人憂慮。

最後，範圍廣泛的傳播。中國本土疫區以

外，日本疫情嚴峻，從北海道至沖繩均有感染

路徑不明確的病例出現，並已發生醫療單位的

院內感染。如果在全球多個地方開始看到持續

的社區層面疫情，則必成為全球流行病。

到目前為止，沒人知道疫情得到控制的拐點

何時到來。有人寄望於天氣，盼望夏天成為病

毒剋星，當年SARS就是這樣消失的，但同為冠

狀病毒的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卻是在夏季猖

獗的。況且，當北半球進入夏天時，南半球同

時進入冬天，那時又將如何？

醫學面臨難題，人也無法勝天，能讓我們

在時疫面前保持精神健康和意志堅強的，唯有

來自上帝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讓我們誠心地向

祂祈求：「耶和華啊，求你可憐我，因為我軟

弱。耶和華啊，求你醫治我，因為我的骨頭發

戰」、「耶和華啊，求你轉回搭救我！因你的

慈愛拯救我。」（《詩篇》六篇2節、4節）讓

我們在疫情爆發的嚴峻時刻，保護自己，關愛

他人，祈求

全能的上帝

眷顧患難中

的人們！@

新冠病毒 蔓延國際 聞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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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復活節期間我家暢遊了德法盧三國，我因為一本法文

兒童書的緣故特意在梅斯（Metz）留了一晚，而我一家人事

後也對這個安排十分滿意，在此與讀者分享是次遊歷。

不甘沉醉於昔日光輝

梅斯是摩澤爾(Moselle)河旁的一個大城。兩千多年前塞

爾特人便在此地建立市鎮，凱撒攻下哥盧地（大致是現今的

法國）後便成為境內最大的羅馬城市之一，之後為不同歐洲

皇國的首都；在12至15世紀成為獨立的共和國，也是歐洲歷

史最悠久的共和國之一。不難想像梅斯是個文化大熔爐，集

各代之大成。可是，該市居民不甘只沉醉於昔日光輝之中，

在千禧年之前便計劃開發市內的另一端來傳承文化面貌。故

此我把行程的起點定在2010年落成的梅斯龐畢度中心(Metz 

Pompidou Centre)。

文化多元的實踐

龐畢度中心的建築正

反映此市的文代多元，由

日本建築師板茂設計，他

在巴黎作資料搜集時無意發現一頂中國帽

子，便想到以帽子的形狀來刻劃這座屢獲

殊榮的建築之輪廓；而館外的園林則由法

國名師加士丁以不損害地球為原則的可持

續概念所設計。館內的展覽與巴黎的龐畢

度中心一脈相承，主要是推廣始於20世紀

的現代藝術。可是，此館更強調當代

藝術的形態，例如以整個展區來帶出

韓國簡約主義大師李禹煥的作品。這

種展覽風格帶我走出品嘗藝術的舒

適區，令我這個門外漢也能一窺當

代所提倡以不同形態來表達藝術意

念的境界。

上帝的燈籠

龐畢度中心是梅斯新設的劇場區

之核心，整區的建設預計在2023年

完成，目的是在德法盧的交匯處提

供一個以多元文化及綠化為主軸，

迎合21世紀需要的智能城市。梅市

的另一端卻為遊客提供一處極富古

典風情的體驗。雖然此市的歷史可

追溯至二千多年前，但保存至今的

文化風韻則屬於中世紀之後，其中的表表者是哥德式的聖史

提反大教堂。這座以區內常用的金黃石灰岩所建的教堂建於

1552年，乃全球使用最多幻彩琉璃的教堂，故有上帝的燈籠

之稱。幻彩琉璃出自500年間多位大師的手筆，甚至現代主義

的領軍人物夏卡爾也為此堂設計了一系列的琉璃，內容由創

世說起，提及亞當夏娃、亞伯拉罕及大衛等舊約《聖經》人

物的故事。

沿河觀光

教堂旁是同樣以石灰岩所建的市會堂及遊客中心，市會堂

外牆除了掛上市徽、區徽、國旗及歐盟旗幟外，也以德法盧

三國簡潔的大字展示國旗所代表的立國原意，即自由、

博愛、平等。從市會堂向西南走10分鐘便是世界級的阿

仙奴演奏廳以及古舊的聖保羅教堂，旁邊是裝潢華麗的

花園，往河岸走可租電艇欣賞沿岸的風光，其中的第九

教堂從河上仰望更覺莊嚴肅目。細心的遊人會發覺這座

教堂並非金黃石灰岩所造，而是由灰色的花崗岩建成。

原因是普法戰爭後梅斯所處的洛林郡以及阿爾薩斯郡均

割讓予普魯士（即往後的德國），新主人在市中心外大

興土木。為了彰顯新氣象，更以萊茵河旁的花崗岩來取

代慣用的石灰岩作建築材料。碰巧市東的河道上也有一

座名為德國堡的橋頭堡壘，可是這座巍峨

的中世紀堡壘在普法戰爭前的五百年已由

當時的日耳曼騎士興建，並非出自往後的

德國人之手筆。

寫作緣起

梅斯實在是一個多元可人的城市，文

章起首提到遊市的緣起是一本兒童書籍。

這本書是兩年前陪小兒到法國一間圖書館

時無意發現。書名大概是《給兒童認識

的法國》，每一章都簡單介紹一種法國面貌，例如地標、名

人及列代紀。地標一章介紹法國不同的地區，例如馬賽的港

口、諾曼第的海灣及波爾多的紅酒區等；也讓我看到當時從

未聽過的梅斯，而當中的地標當然是帽子形的龐畢度中心。

以史為鏡　去蕪存菁

在書中，名人一欄主要是讓兒童認識對人類文明有貢獻或

為國抗敵的法國人，包括在百年戰爭中殉國的聖女貞德、女

權學者施蒙波娃及深諳民間疾苦的文壇巨擘雨果等。列代紀

不以朝代劃分，卻以重要的事件作分水嶺，其中包括文藝復

興、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殖民主義以及殖民地獨立等。

特別值得留意的是最後兩點的插圖，前者描繪兇惡的白人欺

壓越南、北非及阿拉伯人，後者則是被欺壓的族群歡天喜地

慶祝獨立。令我感興趣的是幼童在看到這些插圖後的想法。

所謂潛移默化便是從小起塑造一些對與錯的觀念，若孩童從

書本中看到本國從前犯的錯、全球人民在得到自由與獨立後

的樂，並吸取施蒙波娃及雨果所重視的平權及均富概念，長

大後當有更大的準備來維護國旗背後那自由、博愛、平等的

初衷，並有足夠的免疫力來避免重蹈民族主義及殖民主義之

覆轍。

後記：國民教育

小兒在去年九月升上三年級，英國的學校也要讓孩童認識

身處的國度。使我有點詫異的是學校在之前的兩年主要涵蓋

埃及、希臘及羅馬的古文明，近來才提及英國從石器時代開

始的文明進程。無論是法國或英國，這類教育無疑便是近年

在香港極富爭議的國

民教育。我想若香港

要推行的國民教育能

參考英法一套中的廣

度、深度、包容度以

及從錯誤中學習的大

度，也許便不會引起

這麼大的爭議，並能

得到教育界、家長及

學生的支持吧－－起

碼我便樂於讓小兒學

習客觀求真的中華民

族史。@

不沉醉於昔日光輝的梅斯市 馬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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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料峭、艷陽光

照，蕭瑟的墓園有了綠

意，從冬眠中漸漸醒過

來。他靜靜地安睡在墳

墓裡，我依戀地坐在草

坪上，整理著送給他的玫

瑰花，呢喃地訴說著悄悄

話。夫妻雖然互不相見，卻

像心意相通，天上人間、電

波流動。他移民天國快五年

了，孤燈寂寥的日子，有無

盡的思念，也有無盡的安慰和恩典。

恃寵生驕愛抱怨

想起他剛剛離世時，我突然變得手足無措，

才知道天父（上帝）造男造女，讓夫婦相依、

各盡其職，是多麼美好！向來我在家裡，只管

購物、做飯、洗衣，再把地方打掃乾淨，就以

為是作出了「偉大的貢獻」。這時才知道，原

來還有修車、維修房子、剪草理樹、清付帳

單……這一簍筐的事情，全由他默默承擔，有

時我還不知領情。有一次他對我說：「明天要

上交通法庭。」

我板著臉抱怨：「您呀，開車就是不小

心。」

他微笑著回答：「這罰單不是我的。」

我的臉突然「唰」的全紅了，想起自己曾不

小心闖了紅燈，大概是被拍

了照，如今東窗事發！我帶

著歉意說：「謝謝！」

他安慰我說：「不打緊

的，妳的錯就是我的錯，

我會努力維護妳。」

這下子可好了，他悄

悄地走了，不帶走一片

雲。我卻掉進雲飛霧捲

的世界裡，渾渾噩噩

地過日子。有些一生

都不用做的事，如今

要從頭學起。

有 一 次 我 去 修

車，明明是前輪的

小零件壞了，卻被不良的修車公司，換

走了兩個後車胎的軸輪。我不懂得要他們裝回

去，還另外付款修前輪。結果，無端端多花了

一千美元，還把鋼質一流的德國車軸輪，換來

會生鏽的雜牌貨。這才覺悟，從前車子壞了有

他去修，是多麼的幸福啊！

2015遲來的冬天

不久之後，家裡的暖氣突然壞了，我自作聰

明，要把燃油暖爐，換成天然氣暖機。結果，

第一家公司來估價，收了五百元訂金後，把舊

暖爐拆了一半，然後銷聲匿跡。原來我受騙

了！損失金錢還事小，浪費時間才事大，找到

另一家可靠的公司時，眼看已是11月中，申請

安裝天然氣需時，美東地區，隨時都可能會下

雪，天氣若降到零下幾度，房子裡的水管就要

爆裂。

看著日漸寒冷的氣候，我天天提心吊膽。唯

一的方法，是懇求天父

的幫助，求祂在暖氣安

裝好後，天氣才降溫。

禱告之後，天氣突然回

暖，氣溫天天都在華氏60度以上，有時還高達

80度，電視、電臺都在開玩笑：「天氣那麼溫

暖，應該去海灘游泳才是啊！」

他們哪裡知道，天父在憐恤祂的女兒呢！

12月聖誕節的前一天，我家裝上了新型暖氣

機，既節能又輕巧；全屋暖氣大放時，窗外

突然瀟瀟雪雨。我鬆了一大口氣，含著感恩

的淚水跪在地上，感謝掌管萬有的天父，救

我脫離困境！2015年美東的11、12月，

在歷史紀錄上，是最溫暖的初冬之

一。

自此，我每當遇到任何挫

折，都會想起這遲來的冬

天。試想天父連天氣都

可以變幻，令我不受損

害，何況區區小事，

又何足憂慮呢？

天上人間未了情

為此，我天天吃得

香、睡得甜，什麼事情

禱告交託與天父，就不

再憂心。因為天父說過，

會扶持孤兒寡婦。我常常

想，父母和夫君，都到天堂

去了，我既是孤兒又是寡婦，

天父一定特別看顧。我要活得快快

樂樂、滿有盼望，做兒女們的信心榜樣。起

初，我對天堂的生活，還產生過不少疑問？

例如，我想到天堂裡的人，一定如天使般

可愛，萬一我那英俊的丈夫，遇上心儀的美

女，然後來個「天仙配」……那我將來到天

堂時，豈不「一売眼淚（傷心欲絕）」。但

《聖經•馬太福音》廿二章，回答了我的難

題，主耶穌說：「當復活的時候，人也不

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如此看

來，他一定不會變心。

有時我又想，我們夫婦雖然恩愛，但天長

日久，難免有些「牙齒印」，不知他在天堂

裡，會不會記恨？於是趕緊打開《聖經》，

尋索天堂的蹤影。根據《啟示錄》的記載，

新天新地是黃金街、碧玉城，那裡沒有悲

哀、哭號、疼痛……因此我可以相信，他一

定只記得我的長處，不記得我的短處。試

想，如果天堂的人會記恨，樂園裡又怎可以

樂起來？

因此我也學習，在地如

在天，刻意地在腦海

中，洗刷一切不愉

快的事情，只留

下甜蜜的回憶。

如今每逢想到

他，心裡總是

甜絲絲的，有

無限的依戀、

無限的溫暖。

記得他曾經對

我說：「我倆在

世上營營役役，

實在太累了！不如

到了天堂時，找一叢

軟綿綿的雲彩，大家相

擁而眠。」

我不知道，天上的人是否需要睡

覺？但如今柔軟舒適的床，對我的確很有吸

引力。我撫摸著他的墓碑說：「親愛的，再

見吧！復活節時，我會和孩子們來看您！」

然後，向天上送一個飛吻；幻想著他回的

飛吻，正親在我的臉龐上。@

     緣盡情未了 周簡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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