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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镇遥
《麦子》主编

过去三个多月，疫情危及人们的生命和
生计。美国民生经济遭受很大的冲击，
百业萧条，许多人失去了收入来源，进
而促使美国多地爆发反种族歧视示威
和暴力骚乱。种族问题在美国不是新鲜
事，因为疫情而失去健康、失去工作，
人民难以维持生活，对社会、政府的不
满与愤怒也会随之而来。

美国今天的情况，其实也是对世界带来
警示意义。各国的经济都深受疫情之
困，伴随而来的是社会矛盾的加剧，随
时也有可能陷入冲突事件的窘境。

疫情确实为许多国家带来民不聊生的境
遇，我们在生活与生计上或许也面对困
难，在教会生活上也一样面对挑战。主
耶稣说过祂二次再来之前，世上各种灾
难一直增加。（路21：7-11）在疫情
水深火热的日子中，我们是否心绪烦躁
而怨声载道？

初代教会的信徒人数增加，逼迫也增
加，但是教会的扩展也非常迅速。初代
教会圣徒不畏艰难与死亡，在监牢里仍
然持守信仰，把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见
证出来。

无论是信仰上的患难，或是天灾人祸，
我们的信心或多或少都受到动摇。保罗
在传福音的旅程中受到诸多苦难，但
他一点也不孤单，因为他得到各地教会
的支援与鼓励。“神所赐的有使徒，有
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
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
体。”（弗4：11-12）基督的身体得
以建立，不是只有保罗的责任，每位基
督徒都应当各尽其职。

来到后疫情的世界，我们都要学会适应
新常态，包括教会的事工也需要进行调
适和更新。教会必须在世界中扮演举足
轻重的角色，而这个教会也包括了你和
我，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林
前3：16）

主耶稣的教导：“你们要谨慎，恐怕因
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
的心。”（路21：34a）让我们心存忍
耐，在患难中持守信仰，彼此激励与互
相扶持，在信心与爱心上共同持有美好
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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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敬虔生活
———谦卑与顺服

文／郭进吟牧师

主题故事

针对这个主题，要写什么呢？当然是要写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
课题。有关疫情中的敬虔生活，这范围也不小啊！就让笔者在此
谈谈有关谦卑与顺服的敬虔生活吧！

“疫情”：疫有情吗？如果有情，所带来的应该是祝福，怎么会
是恐慌与不安呢？疫情影响全球，造成人心惶惶，死亡和感染人
数依然节节攀升，这正是告诉我们“疫无情”。今天疫虽无情，
但世间可以有情，教会可以有情，让弟兄姐妹以爱为伴，同心挺
过这艰难时刻。透过这场“疫无情”，愿我们更深地认识、经历
上帝，更愿意谦卑、顺服上帝。

让我们一起从列王记下5章1-17节，来探讨有关元帅乃缦面对大
麻疯疫情的事件。

A. 本来的生命 

元帅乃缦是谁？他本来生命的常态是如何？

“亚兰王的元帅乃缦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藉他使亚
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疯。”（王下五1）

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乃缦的生命拥有五个层面：
 地位：他是元帅／军长／Commander ，名望阶级的顶层。 
 性格：为尊Highly regarded／有文化／有教养的人。
 权势：为大／大人物（A great men）。
 胜利：得胜Victory，他带领亚兰人脱离外族的统治。
 勇敢：他也是大能的勇士（Valiant Soldier）。

乃缦的身份是当时许多人所敬佩，所追求的。乃缦得着了这一切，
他活在很满足的生活中。

我们满意自己的生活吗？相信我们若懂得知足，知恩感恩，那么生
命必会有更多的满足。人人也有自己的原生家庭，但这一切都要学
习去接纳，就如神学家尼布尔的祷文：“亲爱的上帝，请赐给我雅
量从容的接纳不可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改变应该改变的事，并
赐给我智慧去分辨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
（Lor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 I cannot change,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 I can change, and wisdom to separate the 
difference.）

1 “疫情”此名词意思为疫病发生和流行的情况。疫病是指流行性传染病。
 疫情组词：控制疫情；疫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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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生命遇到的冲击 

生命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也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就如乃缦
一样，他遇到的是大麻疯，而我们面对的是疫情。

圣经说，乃缦长了大麻疯，导致他需要被隔离，成为不洁，并且这
大麻疯在当时是无药可治的传染病。

因着这事，乃缦家中那从以色列掳来的小女子给乃缦的建议是去找
以色列的先知。“于是，乃缦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
前。”（王下五9）

那时乃缦的态度如何？（王下五10-13）由于以利沙先知是透过仆
人传达信息，使得乃缦发怒。什么原因使他发怒呢？骄傲使他发怒
（王下五11），自高使他看轻上帝的方法（王下五13）。可见骄傲
是要不得的事。

C. 改变的生命 

乃缦要做的，就是谦卑自己，听先知的话；但他的骄傲使他不愿意这
么做。他看轻先知的指示，认为那方法太简单。人的理性有时以为越
复杂的道理越有效；乃缦就是这样，他预期医治大麻疯需要“做一件
大事”（王下五13）。而以利沙要他简单地“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
（王下五10），他反而不肯顺服了。其实上帝的救恩也是这样，只需
要人用单纯的信心来接受，就得着，例如上帝叫“凡被蛇咬的，一望
这铜蛇，就活了。”（民二十一9）上帝安排“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约三14-15）。圣
经又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
人却为上帝的大能。”（林前一18），“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
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
是上帝的智慧了。”（林前一21）。

后来他经仆人的鼓励，乃缦才愿意听从先知的话，在约但河中沐浴七
回，他的肉就必复原。乃缦成为一个新人，有新的皮肤和一颗新的
心。乃缦痊愈重点有两方面：
 他摆脱了骄傲的心
    乃缦得着医治以后，绕行了两天的路程回去感谢先知，态度谦卑、
    并自称“仆人”。（王下五15）
 他顺服先知的指示
  “于是乃缦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
      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王下五14）

疫情也带给我们要活出新常态的生活，期望谦卑和顺服成为我们新常
态中重要的敬虔生命的操练，因为谦卑乃是基督徒最基本的美德之
一。谦卑是美德之母，骄傲是众恶之首。谦卑的英文为“Humility”，
源自拉丁文的“humus”，意思是“土地”。

谦卑，就是扎根在我们存在的土地上，脚踏实地，回归本位。真正的
谦卑是建立在“我是谁”这个真理上。谦卑这种美德，不仅涉及我们
与上帝的关系，也涉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这种美德，需要我们自觉
而深刻地操练与培养。顺服表示对上帝的敬畏及对他人的尊敬。人有
了谦卑的个性，就自然顺服上帝及顺服权柄。只有谦卑的人才能虚心
寻求真理，最终达到认识上帝、顺服上帝，得到上帝的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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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见证的生命 

乃缦过去只是从被掳的小女孩口中听说了上帝的事，现在却
亲身经历了上帝，所以他承认地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
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王下五15）

是的，新约圣经也是如此强调：“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
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徒四12）

今日我们已经从主得着了新生命，我们也需活出见证的生
命。追求敬虔生命，在谦卑与顺服上的操练，必帮助读者们
活在蒙福的日子里。也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圣经说：“败
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箴十八12）

文／林崇恩牧师

疫情中的敬虔生活

因着“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的缘故，政府实
行“行动管制令”（MCO）后，打断了我们日常生活的
习惯和程序，包括教会生活，尤其是教会实体聚会如主
日崇拜和团契小组等都被逼马上暂停。对于教会不能实
体聚会，而被逼换成线上聚会的模式，这确实突破了许
多教会的传统，让教会似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对
我而言，这未必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成为一面镜子让基
督徒反思自己的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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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一）：再思敬拜的心态

对我而言，上帝藉着这次的疫情考验我们对主敬拜的心态。
尝试回想每场的线上崇拜，你是“观赏”崇拜，还是“投
入”崇拜？你是“浏览”崇拜，还是“专心”崇拜？耶稣对
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
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祂，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祂。上
帝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约4
：23-24）主耶稣清楚说明天父要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祂。
所谓“心灵”，在原文是“灵”（spirit）的意思。这“灵”
不是指圣灵，而是指那位敬拜者的生命或属灵生命。我们都
晓得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进上帝所造之人
的鼻孔，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就是指有生命
的人，代表人是活生生而不是死的。换言之，以心灵来敬拜
上帝是指以生命力来敬拜上帝，不要像死人一样，只有外壳
而没有生命或没有“心”在敬拜。

另外，所谓“诚实”，在原文是“真理”（truth）的意思，
而“真理”是指上帝的话语。换言之，以诚实来敬拜上帝，
不单要以虔诚和诚恳的心，更是要合乎真理或以上帝的话语
为基础和中心来敬拜上帝，而不是以传统或经验或习惯等等
来敬拜。因此，主耶稣给予敬拜的教导，乃是要我们以生
命、以上帝的话语、以真理来敬拜上帝，这才是真正敬拜天
父的人。

因此，不论实体或线上崇拜，我们对主敬拜的态度应当是一
样的，那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千万不要因着线上崇
拜的“方便”，我们就“随便”地敬拜主。反而，我们应当
在没有实体崇拜之下检讨我们信仰的生活，尤其是对主敬拜
的心态。

反思（二）：再思爱人的生命

成为基督徒都晓得，主在大使命中的吩咐：“要爱人如己”，但是如
何在这疫情中活出“爱人”的生命呢？在“行动管制令”之下，人人
都被提醒需要守在家中，即使出门，也要与人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与
人交谈或接触等等。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又该如何活出“爱人”的行
动呢？主耶稣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流浪在外，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
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太25：35-36）从主耶稣所说
的，提醒我们要活出爱人的生命，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嘴上，而是以行
动、付出和牺牲来帮助这群有困难的人。

因着疫情，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健康和家人等，导致人人活在惧怕和
无平安的情况中。不但如此，全球经济也大受影响，导致许多人失业
和生意倒闭，因而活在忧虑和恐惧中。值得感恩的是，看见许多的教
会和弟兄姐妹们都愿意以行动，甚至出钱出力地关怀和帮助这群有需
要的人。其实，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并不多，只要一个行动，一个关怀
做在众人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试想想，在这次的
疫情中，你如何活出爱人的生命呢？

盼望我们仍然能在疫情中继续活出敬虔的生活及生命，甚至藉着这次
的疫情成为调整我们信仰生活的机会，特别是活出爱神（敬拜）和爱
人（关怀）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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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智淳传道

回顾疫情期间，在行动管制令（MCO）严格执行后，大多数的
人被迫从日常的工作忙碌中进入休息及冬眠的状态。各种各样
的实体工作／聚会模式都停止了，人人需要在家远程工作／上
课。这个新常态无疑开启了一些行业／组织的全新运作模式，
同时也间接地断绝了大部分无法避免与人实体接触的行业前
景。两个多月的停止实体操作，让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开始浮
出水面，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关注，其中以贫穷的课题居多！

尽管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的援助金，重新振兴经济的各种政策来
帮助贫困者（大马公民）及中小型企业，但无可否认，这些措
施对已燃起的经济危机大火只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尤其
是那些不涵括在这些措施的受益群体之内的各国居留者（先不
论合法或不合法），因着手停口也停。这些人在饥寒交迫的情
况下，为了继续生存只能铤而走险，从而引发了各样的社会治
安问题。

事实上，教会在疫情期间，对贫困群体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组织了义工团队来协助分发食物、生活消耗品、必备物资

等等。当然也有弟兄姐妹们私自执行了许多美好的扶贫行动，这
些都是极美的事，值得赞赏及鼓励大家继续保持这份委身。

有一点值得我们去思考：贫穷的问题和贫困的群体在国泰民安的
时期（这里主要是指疫情爆发前）难道就没有吗？答案其实非常
肯定，贫穷问题和贫困群体一直都存在，只是因为疫情让他们完
全浮现在大众眼前。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裕，总会有活在贫穷线
以下的群体，关键是有没有人去发现这个现象及关怀这些群体？

在生活压迫之下的这些群体，可能就会成为各种社会问题的潜在
原因。令人难过的是，更多时候我们只看见他们所引发的各种问
题（特别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社区治安问题），却没注意到这些
问题的真正本质：贫穷！

以下有三个例子，可以帮助大家对贫困者的生活有些了解，请大
家尽量把自己代入例子中的角色，记住那种感受，并思考你可以
怎么做来摆脱困境：

你是一个没有工作准证的外籍人士，没有任何学历，
甚至连最基本的马来语都不太会说。这些年，你在马
来西亚过得还算可以，因为还是会有老板以极低的薪
水聘请你工作。几年前你和一位同乡结婚了，你和她
生了5个孩子（1至7岁），太太现在又怀孕了。因为疫
情的关系导致你这两个月没有任何收入，接下来的日
子可能也没有办法工作……

敬虔者的怜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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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大马公民，中学后就辍学，基本上没什么擅长的领域。
和丈夫结婚后就不再工作，虽然丈夫的收入也不高，但还是
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你生下了三个孩子，几个月前丈夫
因为酗酒、吸毒和家暴而被警方逮捕，目前还在监牢里。疫
情期间，最小的孩子因为发烧而入院检查，被诊断为很严重
的肝脏疾病，你过去的一点点储蓄基本上也因为这孩子的病
情都花光了。现在，这孩子急需一笔钱治疗，不然就会有生
命危险。你到处求告亲朋戚友，基本上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
而无法给你太多帮助……

你今年13岁，生在一个单亲家庭，父亲在你出生前就已经离开，
母亲在你7岁后基本上也没什么管你了，每天就是酗酒，甚至很多
时候会因为喝醉酒而打你，有一次若不是你及时逃出家门，她差
一点就把你打死了！你没有机会上学，虽然有家，却一点也不想
回去！你几乎每天都在商场中游荡，羡慕地看着别人享受天伦之
乐和自在地消费，自己却……

以上三个例子或许看起来有点极端，
却是许多社会边缘人的真实写照！我
们抚心自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怎
么做？当我们设身处地去思考：偷
窃、抢劫、欺骗、行乞、卖淫等违法
行为虽然不是唯一的选择，但可能是
他们最容易的选择。要解决这些社会
问题，其实并非只是把这些犯法或有
碍市容的人抓起来或赶走，更需要解
决的是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完全无
法摆脱的贫困！

回到我们的信仰，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关注贫困群体！无论是旧
约的律法或新约耶稣基督及祂的门徒们都有在回应贫困者的需要：

旧约圣经中的律法强调要照顾弱势群体，任何人都不可以对贫困的
人施加任何经济压力：例如借钱给贫困者不可以收利息，也不可以
硬性规定他们给什么东西为抵押；如果收了抵押的物品，无论是借
钱者家里的磨石还是他们的外衣（生活的必需品），必须在当天就
归还（不管对方是否已经还钱！），免得对方挨饿或冻死。换句话
说，旧约的律法其实是非常人性化的，所谓的“借”其实是另一种
形式的“给”。除非对方真的有能力偿还，否则借出的人不可强迫
另一方“还”。

新约圣经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不但斥责滥用律法的人（藉由律法
来压迫贫困的人，甚至藉由律法来赚钱的人），祂还以身作则地告
诉跟随他的人要如何对待有需要的人。耶稣基督的行动一直都是不
求任何回报的医治、赶鬼和教导。祂的门徒们也以祂为榜样并效
法，善待所有需要的人。

圣经实在地告诉我们：上帝透过对人的行为规范，彰显了祂对人的爱！

那圣经给我们什么提醒呢？我们对需者应该如何作出回应呢？

我们可以从经文的记载来看耶稣基督的行为模式：耶稣基督“看见”有
需要的人，就对他们“动了慈心”，“马上采取行动”（供应、医治、
赶鬼），接着才“教导上帝的爱和价值观”。我们甚至可以看见，受益
的人如何回应，其实根本就不在耶稣基督的考量之内。

2
A

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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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今天的教会，我们可能正面对两个问题：

我们会因为个人的忙碌或其他各种原因而对有需要的群体“视而不
见”；不是我们不愿意回应，而是忙碌让我们根本看不见／体会不到
这些需要，所以我们无法回应。在疫情期间，当我们被迫停下所有忙
碌时，我们才开始看见这些需要，盼望这个看见及我们的回应并不会
因着疫情的告一段落而消减。当我们回到忙碌的生活后，依然保持这
份能够看见需要的目光，那才是真正的效法基督的敬虔。

受关怀者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成了我们关怀行动的最终目的／利益
（关怀成了交易——我帮助你，你就要信耶稣），我们就不知不觉地
忘了“动慈心”才是耶稣基督给予需者帮助的最原始原因。无可否
认，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以荣耀耶稣基督的名为目标，但我们必
须明白并非只有对方信靠耶稣基督才是唯一荣耀主名的方式。反观耶
稣基督自己，祂从未在意受益者的回应，只是单纯地怜悯所有人并做
好自己该做的事，相信祂并跟随祂，只是人的自然反应。因此，我们
当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别让“结果”取代了“慈心”。

盼望我们在回应贫困者的需要这件事情上，并不是抱着“为做而做”
或“带有目的性地做”的心态。更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继续保持“看
见需要的目光”，并且愿意委身以行动来回应这些需要，那教会自然就
会成为所在社区的光和盐，也自然地彰显主的爱，荣耀主的名！

敬虔的生活不单只是我们的行为举止，更包括了我们做事的出发点及心
态。求主恩待及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效法耶稣基督的一切，而非只是单
纯模仿祂的行为。

主赐福！

1

2

文／ 张永孝

疫情中的敬虔生活

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确实带给世界突如其来的破坏和惊
骇，人们还不知以为然！3月份，首相慕优丁宣布全国

行动限制令（MCO）后，许多人还懵懵懂懂，大家以为那只是
短暂几天的行动限制。岂知这样一呆，就呆上了几个月。原本
每天早出晚归，挣钱养家的上班族，都被约束留在家中；孩子
们也无法上学，犹如学校假期般兴奋地留在家中，家里顿时热
闹了起来。阿公阿嫲看到孩子、媳妇、孙子们都在家，真是喜
乐却上心头，享受天伦之乐也！

我的家庭也不例外，行动限制令前，大女儿和外孙已从砂拉越
诗巫前来吉隆坡。他们等待夫婿的到来，再一同前往新加坡邮
轮渡假。万万没想到行动限制令这样一颁布，各地都被封锁，
邮轮之旅也泡汤了。上帝就是这么奇妙的安排，让我有此机会
可以陪伴三个孩子和外孙同住三个月，享受无与伦比的天伦之
乐！可惜的是，大女儿和她的夫婿却分开两地，但他们仍能借
着线上视频每天联系。在这三个月期间，我捕抓了好多外孙的
视频和照片供留念，这些都是天父上帝赐予的莫大恩典哦！哈
利路亚！

去年圣诞节，当我拿到新市堂2020年的《灵程笔录》时，我即
刻在委身宣言中签下了大名，立志在2020年追求敬虔的生活：
出席每个主日崇拜、做笔记、每日读经与祷告，爱他人如同自
己、积极向人传讲耶稣基督并委身带动教会复兴、报读装备课
程以丰富自己的灵命、忠心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另外，我自
己还增添一句 “我当趁可寻找上帝的时候，寻求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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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限制令期间，我们虽然无法履行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主日
学、祷告会和团契活动等等，但是上帝特别恩待我们，使我们可
以在每星期天的早上10时, 全家大大小小一起坐在客厅参加线上崇
拜，一起敬拜上帝，聆听上帝仆人所传讲的信息。我甚至还代表牧
师在家中分派圣饼和圣杯，与家人连线教会同领圣餐。

我和太太也响应教会每逢星期三晚上8时的线上祷告会。我们在
ZOOM的平台上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唱诗歌，聆听牧师的信息，
一起在线上为各祷告事项向天父上帝祈求。夫妻俩同心合意地参与
祷告行列，是何等的甜蜜！我们无须像往日那样忙碌：太太赶着预
备晚餐，我到轻快铁站接孩子下班回家，然后再快速地开车到教会
参加祷告会。这样的线上祷告良机，让好多平时无法在晚上出门的
年长弟兄姐妹，有机会一同参加线上祷告会，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
事！

每早醒来后，我就按着《灵程笔录》中所拟定的读经计划，每天领
受天父上帝的灵粮。之前上《门徒》课程的时候，导师鼓励我们拿
一本圣经来做阅读笔记。现在有了手机，我们可以拥有多本电子
圣经版本了。今年，我开始使用英文版圣经“NKJV”（New King 
James Version），期待从不同版本的圣经来获取灵粮，让灵命茁壮
成长，成为天父上帝所喜悦的人和样式。虽然我很多时候无法从英
文版圣经领会，但手机版圣经就是有这个好处，马上可以换去新标
点和合本来阅读，再换回英文版本。如此一来，我可以获取来自不
同圣经版本的理解、领悟和收获。

由于朋友们都在线上，我尝试使用圣经和上帝的话语来勉励他们。
有一次，我在一个“WhatsApp”群组中发出一则短短的福音信息，
一位群友就毫不客气地在群组中指责，大发牢骚。我的心里受到委
屈，越想越气，因为这是我所设立的群组，我有权决定要发放什么
信息。当时的我很想把她踢出去，但我忽然从“WhatsApp”里储存
的一则信息中看见一段经文：“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
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
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徒11：23-24）。

这段经文提醒我应当学像巴拿巴，一样的心志，恒久靠主！我
后来决定不把她踢出群组，并在群组里当众向她道歉，请她原
谅并多多包涵……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在家中，我和妻子每天晚上都邀请孩子们一起读经。短短几句
的寒暄问暖后，我们一起以“主祷文”来开始，过后，我就做
个开始祷告。我们每天晚上都会诵读圣经其中的一章或是一段
经文（每日顺序读着），然后我就和大家分享我的领受和看
见。太太偶尔也会补充、提问并给予纠正。最后，人人轮流祷
告，太太作结束祷告。如此日复一日，我们天天在家中诵读天
父上帝的话语。

在这个行动管制令期间，感谢天父上帝特别的恩待和安排，
给予我有机会在家中为着家庭成员庆祝生日。四月份庆祝太
太——慧心的生日，五月份庆祝外孙——绍宇和小女儿——孔
玲的生日，六月下旬庆祝我自己和儿子——孔铭的生日。这些
都是天父上帝的安排、供应和赐福！

但愿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多多地赐福予大家！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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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主爱的小孩

疫情中活出敬虔

敬虔就是要向神献身，以至能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疫情期
间，我们因为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攀升或不实消息而感

到忧虑和焦躁不安，但因着神丰盛的恩典，大家更珍惜彼此，关
心身边人，学习把焦点放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感谢主让我们能
够好好安静下来，反思并悔改，督促自己操练敬虔的生活。我们
重新审查自己是否在生活的每个层面都与神同行，讨神喜悦？神
期望我们如何生活？行动管制令虽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
也显明了神的心意。

过去，每当我们受人勉励去崇拜、事奉或参加装备课程时，我们
常常回应：“我没有空啊！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许多基督
徒总是以“等我有空了”才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其实上帝并非不
知道我们忙碌，祂希望我们在忙碌中，学习放下手上的工作，来
听祂的道，跟从祂作门徒。

现今社会，撒旦设下了许多陷阱来诱惑人们犯罪，如钱
财、权力、地位、成就等等。人人梦想快速致富，获取
更高、更多的物质需求，迷失在这五花八门的世界里。
我们有办法抽出时间去看戏、购物和娱乐自己，但在回
应耶稣的呼召而跟随祂，我们总是说“没空”。

把敬虔“活出来”是基督徒的本分。在实践敬虔的过程
中，我越加发现自己的不足。恢复正常生活后，我是否
会面对更多的试探？我能否继续坚定着一颗渴慕主的心
呢？行动管制令期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安静自己，也
了解人的生命是非常的软弱。各种线上研经课程、网络
宣教等等都让我们不受交通、行动的限制来与主亲近，
我们能够在线上与弟兄姐妹彼此扶持，甚至也能向非信
徒传福音。我们要把握时机，时时装备好自己，预备自
己在恢复正常生活后，继续坚守自己在基督里的灵命成
长，持守主日，学习不缺席主日崇拜，把敬虔“活在”
生命中。

操练敬虔要求人委身，依靠圣灵更多的认识神，结出圣
灵的果子。我们是否预备好自己，向神委身呢？在思考
这问题时，我们谨记：“唯独敬虔，凡是都有益处；因
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前4：8）“然而，敬虔
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前6：6）即使生活
忙碌，我们还是要抽出时间，放下手上的工作，跟随基
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言语、行为和思想上，常常
遵守耶稣的教导，活出门徒当有的生活样式，因为主耶
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约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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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管制令期间，我依旧像平常一样地生
活，不敢承认自己有多敬虔。在这疫情

中，我反而有机会停下脚步，创作几首诗歌，也
参与录制诗班的合唱。我只能说每一天的恩典都
是够用的，在缺乏时，上帝总是派天使来供应我
所需要的。

深信上帝要我们在这个疫情中更加经历祂的同
在，而不是活在病毒的恐惧当中。基督徒的生命
是有盼望的，上帝的爱是超越疫情和死亡。

虽然这个新常态难以适应，但在疫情中，我们
仍然要继续敬拜赞美那位掌权的神！亨利马太
（Matthew_Henry）说：“我们每天都该为自己
最后的那日作准备”，或许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
生什么事情，但深知上帝掌管我们的每一天。因
此，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每一天活着都是神的
恩典。

我一直想读圣经很久了……我在失落的时候一直想
读圣经，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一次读经时总

是受到干扰，旁人会叫我去做其他事。我每天早上都赖
在被窝里爬不起来，错过了早晨灵修与读经的时间。

读经要有恒心，必须耐心读。在行动管制令期间，我才
开始养成读经的习惯。生活中有许多开心与不开心的日
子，读经让我明白上帝的话语，思考其中含意。藉由祷
告，不开心及烦恼的事可以放在一旁，丢到九霄云外
去。

圣经自有黄金屋，每一次读经都让我体会神的大爱，祂
指引我生活的点滴。我立志持守读经的好习惯，让神的
话成为我生活的灯塔。

文／ 刘志聪

疫

情

中

的

敬

拜 疫情中敬虔读经 文／ 杨庆盈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
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
歌3：23）在大学课业繁重的期
间，我也抽出时间去包装医护人
员的医用装备。希望更多的基督
徒能够站出来为主作见证，影响
这个社区并帮助更多有需要的
人。愿一切荣耀都归于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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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ormal for humans to face hopelessness and inescapable 
burdens in life. But as Christians, whether young or old, we should 
know that God is always with us, helping and guiding us in all ways 
possible. As Christians, we should manifest this love of Christ in our 
daily lives knowing that even the smallest actions could bring great 
changes. A recent experience has allowed me to understand this.

A Hug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ch created a global health 

crisis, a Movement Control Order was 
implemented, and Malaysia, along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was under 
a lockdown. Because of this, online 
church services were arranged, so 
that Christians could continue with 
their worship every Sunday. On Palm 
Sunday of 2020, as my family and I were 
watching the online service, something 
unexpected happened which disrupted 
the harmony in the house.

Midway through the praise and worship 
session, my mother suddenly asked me: 
“Why aren’t you singing along? What 
Christian are you if you are not even able 
to worship God openly?” But I couldn’t. I 
have always felt uncomfortable singing 
in front of my parents, and I had no idea 
why. Despite my efforts, not a single 
peep came out from me, and the longer I 
stayed silent, the more impossible it was 
for me start singing along. My mother 
became furious and started punishing 
me both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She was terribly upset that I could not 
worship God openly and freely and 

Text／ Anonymous

was worried about my spiritual life. 
After many rounds of scolding and 
punishment, I sat down once again, 
attempting to sing. 

Sitting there, I remained silent. 
Suddenly, a scene flashed across my 
mind – where my mother came to me 
to give me a hug. I vowed to myself 
that if the scene really happened, I 
would surely sing as I did not want 
to let her or God down. But I deeply 
doubted that a hug would be possible 
at a time like this. A few minutes after 
that scene, my mother suddenly 
got up and headed towards me. I 
braced myself for what was to come. 
Pinching? Caning? Scolding? But it was 
none of these. Instead, I was greeted 
by a warm embrace of love. My mother 
hugged me tightly and explained 
to me softly as to why she was so 
angry and apologized for hurting me 
physically, emotionally, and mentally. 
She added that she meant well, but 
used the wrong approach, and it was 
only through prayer and God’s help, 
that she managed to calm down and 
think thing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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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aces were flooded with tears, and 
my heart was finally opened to feel 
the love that my mother had been 
showering upon me all these years.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this hug, I 
deeply experienced God’s love – God’s 
unending love, grace, and mercy.

With my heart filled with endless 
gratitude, I told myself that I must 
sing. Alas, after a few minutes I still 
failed. Despising myself for being so 
stubborn, I figured that a reminder 
of love would help me. I glanced at 
my mother’s face once again and was 
suddenly filled with a certain joy and 
relief. In the end, I managed to sing 
out loud. Even though it was not a 
perfectly euphonious sound, but God 
(and my mother) did not mind, for that 
was not important.

Ever since that incident, I felt much 
closer to my mother, and I was able 
to view things from a more optimistic 
perspective. Just a simple motherly 
hug could have such a great impact, 
what more if it was a hug from God? 
When situations seem hopeless and 
helplessness descends upon us, God 
is always there to give us hugs and to 
light up our pathway. A hug was all 
I needed. One small hug but with a 
huge impact. 

“God will make a way,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He 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but he will 
make a way for me [us].”  
(from Don Moen Lyrics)

新市堂纪事
疫情送温情   27
粮食救济行动   28

一根菜● 一份爱   30
线上启发课程   30

2020.4 ~ 2020.6 74

10-23/5/2020      文／周凤涓

灵市旧区（PJ Old Town）巴刹一带由
于出现26宗冠病确诊病例，政府根据
卫生部长的建议，决定在该区实施加
强行动管制令，封锁该地区14天，即
从5月10日至23日。

八达灵新市堂历年来都与灵市旧区的
居民保持联系，举办过无数次的布道
会与福音聚会。介于这次的管制令，
布道委员会积极召开了线上会议，商
讨如何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委员们根
据过去出席福音聚会的居民名单，逐
一打电话慰问他们，了解他们的家庭
情况、人数及他们的需要，并把他们
的住址清楚记录下来。

疫情送温情

当中两位组员负责联络承包商，按
着拟定的预算及各家庭的需要，把
蔬菜、水果及干粮等食品整齐地装
入箱子里，并在5月16日早上8时30
分前往灵市旧区，与当地维持治安
的负责人员接洽，按着标签将30份
援助品逐一地送到了居民的家中。
期望这些援助品能帮助他们得到身
心上的舒缓和安慰。

由于疫情没有扩散的迹象，政府宣
布该地区的管制令得以在5月21日
正式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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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堂动态

16/4 - 30/6/2020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有许多家庭面对困难，三餐温饱成了问题，
尤其是外劳和难民群体。感谢上帝的恩典使八达灵新市堂为生活
面对困难的群体施予援手，为主基督赢得更多的人。恳求父上帝
使用这些服事成为福音的管道！

“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
上了。”（太25：40）

社会关怀与宣教委员会发起“粮食救济行动”，30位弟兄姐妹积
极响应，付诸行动的信心，在各自居住的区域采购粮食，发送至
受困家庭。

虽然行动管制已经结束，但这社会关怀服务仍然进行，以照顾一
些疫情后失去生活生计的家庭。在此呼吁并鼓励弟兄姐妹一起奉
献并参与抗疫，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粮食救济行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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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我对神的事非常感兴趣，我渴望更多的认识和经历。我不敢
说我的生命有多苦，但心理上时常受压力、恐惧、负面和

控告等所压迫。我感谢神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软弱和渺小，就
如保罗所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
庇我。”（林后12：9b）信仰是不是只给弱者的一种心灵寄托？
其实，信仰是透过爱来接纳弱者，神是那么温柔、满有恩典的。
只有骄傲自大的人不需要神，也不易从自身彰显神的荣耀，因为
他／她会把荣耀归给自己。

我对神的经历始于大学时期。有一晚，父母开车送我回金宝大学
宿舍，在离开前，父亲带领我和母亲一同祷告。母亲听见除父亲
外，还有其他人一同祷告的声音，但我却是听不见。母亲后来询
问我的伯父——莫牧师有关此事，我们都相信那是天使一同祷告
的声音。那事以后，我向神祷告说：“主啊，我要经历祢，不管
发生什么事，我要经历祢。”

我曾经在大学时期哭着跟神说：“祢到底有否听我的祷告、我的
呼求？为什么我祷告了那么久，祢都不回应？”我崩溃地怀疑神
的真实，感觉自己就像在跟墙壁讲话。然而，神开始安慰和回应
我，祂说只要我能听得见，那创造耳朵的祂便听得见。那事不久
后，我的祷告便蒙应允。回想起来，神拖延应允我的祷告是有目
的，祂要我先学习信心的功课，再应允我的祷告。

小信中顺服  莫壮施

新市堂动态

行管令期间，蔬菜物流首当其冲，菜农面对心血骤然滞销。八达灵
新市堂为疫情冲击下的困境农民、运送司机与失业家庭，协助蔬菜
运送服务，也解决因疫情而无法出门购物的弟兄姐妹。新市堂于5月
3日和6月2日移交“一根菜●一份爱”活动所得之销售盈余致“得胜
儿童之家”。活动已在5月12日行动管制令结束。

八达灵新市堂于6月22日开办“线上启发课程”，让学员在疫情
期间可以继续学习，了解基督信仰。7位弟兄姐妹担任小组组长，
带领讨论。此课程有21位弟兄姐妹和慕道友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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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保护者

在上红本《门徒》课程的期间，我换
了几份工作。第一份是自己喜好的工
作，是有关心理学、催眠学术的领
域；第二份是经由朋友的介绍，有关
人事部的工作；第三份是神亲自为我
预备的工作，一位员工培训者。

第一份工作是在妇科诊疗所的辅导部
门，当时的我尝尽了各种压力和恐
惧。由于领导在工作前没有给予完整
的工作培训，导致我在混乱中摸索。
除了要完成极大的工作量，我还必须
承担工作范围以外的其他事务。很多
人告诉我要学习在这现实社会中容
忍，从中成长。我也告诉自己在社会
工作都是辛苦的，为着自己所向往的
工作，为着可以有学习的空间，我愿
意忍耐和取舍。

我每天至少要去库房20-30次，寻找
病人的病史。库房位于诊疗所的尾
部，是一个小房间，排满了比我身高
高出1.5倍的铁架子，铁架子间只有
极窄的通道。每一次进去库房，我都
感到害怕，只要我转个身，感觉有一
个人影闪过。当我在翻找病史之时，
我感觉背后有人在盯着我。我时不
时转头张望，希望所看到的是我的同
事，更希望什么都没看到。整个诊疗
所里只有库房让我感到害怕，每天早
晨，我都不情愿地到库房工作。

一天早上，我和同事们坐在柜台闲聊。
桌上的儿童玩具突然掉了下来，我们悟
着了几秒钟，空气中弥漫着安静又毛骨
悚然的气氛。就在此时，一位同事打破
了肃静，说：“别理它，那种东西是有
的，但是我们不犯它，它不犯我们。” 
只见另一同事默默地把玩具捡起来，大
家继续嬉笑打闹。这事以后，每当我要
去库房翻找病史，我便更加害怕了。

隔天早晨灵修时，我忍不住大哭，向上
帝诉说我内心的恐惧：“主啊，祢是我
的上帝，我的牧者，祢保护我好吗？我
真的非常害怕。”接着，我开始述说我
想要怎么样的保护：“每次我进入库
房，求祢保护我在祢的翅膀荫下，让我
不至于受伤害，不至于害怕。”随后，
我打开手机里的《荒漠甘泉》，此刻，
我又忍不住大哭了，因为经文写到“我
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
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太23：37b）”我心里甚是激动，因
为神此刻回应我的祷告不是一天两天或
一年两年的时间，而是即刻的。我赞
美主，因为祂是活的，祂听得见我的祷
告，也回应我的祷告。祂应许祂会保护
我。

后来，我再次踏入诊所的库房，恐惧已
经消散，库房成了我祷告、赞美神的小
房间。每一次进去，便提醒了我上帝的
保护，那在我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

患难、高压中，神是安慰

经历着工作巨大的压力和慌乱，我有时感
觉不到神的同在，因为我心里一直没有平
安。我觉得神让我孤军作战，让我处在一
个众多非信徒同事的诊疗所工作。医生时
常要求临时加班，我被迫放弃到教会崇
拜，导致我有大概两年的时间没去教会。

在一次会议中，一位医生分享了她曾经历
的奇事。一位孕妇被诊断腹中胎儿由于不
能长出肾脏而将面临流产或在产后夭折，
该孕妇见过数位医生，得到的答复都相
同，她心里非常难过。她在亲友的鼓励和
陪伴下到教会仰望和依靠神。几个月后，
医生因为好奇这位孕妇的状况，便打了电
话去慰问，得知她的宝宝健康出生。这位
信奉佛教的医生感到非常的惊叹，因为这
对她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心存感恩，
因为上帝藉着这位非信徒医生口中的见
证，给予我深深的安慰，深印在我心底。
神让我看到，在非信徒中依然有祂的见
证。

当我还伤心着神为何把我独自一人
放在非信徒群体中时，神让我在诊
疗所遇见了一位神学生。交谈中，
我得知她是陪伴友人去看诊。这事
再次点燃了我激动的心情，神好像
在告诉我：“你不要惧怕，因为你
不是一个人。”神的安慰是在心灵
忧伤、心灵枯干，渴望被充满和渴
望被滋养的人中更为彰显啊！

在不断地经历神与因生活沮丧的交
错当中，我更明白了我们每一天都
需要灵里更新，每一天都需要神所
赐的吗哪。人不能靠着一天的恩
典、一天的经历就过基督徒的一
生；人需要每天不断地经历神，不
停地更新，就像葡萄树与枝子般，
我们与神需要连接，因为枝子需要
从根而来的养分，枝子才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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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应许永不改变，永不落空

教会牧者和长辈常说我们要紧
紧抓住神的应许，以至于我们
不会在困难中失去信心。我时
常抓住神的其中一个应许，就
是“神必与我同在“。但我很
难感受到神的同在，在这困苦
的深渊中我想不起神有什么应
许，我被眼前的大风浪蒙蔽了
双眼，脆弱得抓不住应许了。

在一个加班的星期日，我向医
生请求提早半小时至一小时离
开，计划到教会崇拜，但医生
以其他基督徒没有这样的要求
而拒绝了我的请求。我当时非
常气愤，觉得在这里工作的时
间不自由。当我开始意识到工
作影响我的信仰生活时，我内
心痛苦不堪，不断抱怨。

我为着独自进入非信徒群体而抱怨；为着领导
层不同意个人信仰而网开一面感到愤怒；为着
不能再到神的殿去而难过。我哭了，这次哭了
很久，几近崩溃，脸上难以露出一丝笑容，我
的内心苦透了。当晚，男友带我去用餐，我差
点对着桌上的云吞面失声痛哭，幸好我及时把
情绪吞回肚子里去，否则旁人可能要用异样的
眼光看着我的男友，以为他在欺负女生。

回到家，我按耐不住内心的苦楚，泪眼汪汪地
预备《门徒》功课，当天的主题是“安慰”，
神又即刻与我说话了。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在
灵程上离上帝多远、无论遭遇多么悲惨、或流
了多少辛酸泪，上帝仍与我们同在。“我往哪
里去躲避祢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祢的面。”
（诗139：7）神提醒了我祂应许的同在是永不
落空的，祂也告诉我即使我已经遍体鳞伤，已
经脆弱得抓不住神的时候，神会抓紧我，因为
我们的关系是相互的。

神亲自引领我们

我开始思考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我
想要的：安息日仍然工作；生活
以工作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
心；工作非常压力；未受训练而
在前线工作的狼狈；因工作地点
偏远而与朋友失联。我不断思考
从前跟上帝不断祷告而得来的工
作为何如此不顺利，到底是哪里
出现了问题？上帝若不愿意我投
入这份工作，祂大可不让我当初
得 到 这 份 工 作 ， 祂 既 允 许 我 得
到 ， 却 把 各 样 重 担 加 在 我 肩 头
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还可
以离开吗？当时，辞职的想法让
我内心觉得舒坦。

工作了一整个星期，又来到了周末。这
天，哥哥带我去了附近的卫理公会晚堂崇
拜，我很期待上帝能透过讲台信息（或诗
歌也好）告诉我该怎么选择。唱完歌，听
完道，我心里没有任何感动，也感受不到
神跟我说话。散会后，牧师与传道们前来
打招呼，在聊天过程中，我才发现该女牧
师拥有心理学背景。之前，有位传道曾建
议我咨询这位女牧师的意见，原来这位女
牧师就出现在我眼前。我感到惊讶，上帝
让我在这里工作的第一次崇拜中就遇见了
她。

我试着把我的近况和纠结都告诉这位女牧
师，希望她能够理解并帮助我。我们聊
了一小时多，所得的结论：如果觉得不适
合，就不需要再继续，毕竟压力极大影响
睡眠和导致肩膀酸痛，这也是不健康的；
那里有许多非信徒，甚至我的医生也试图
影响我停止去教会，我能确保自己有一天
不会掉入试探，同流合污吗？不管我的决
定如何，走，要为了神而走；留，就要为
神而留。

与牧师聊了后，我决定辞职，虽然我的工
作是有一年的契约，我必须作出赔偿，但
我心里是舒畅、平安的。我依然不清楚神
在我身上的旨意，但是接下来怎么样，我
会继续地顺服。我很感谢上帝的带领，虽
然祂给予我们自由意志去做任何决定，但
是祂依然掌管一切，圣灵做引领的工作，
我相信遇到这位女牧师是上帝引领的确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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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我的牧者

递 交 辞 职 信 后 ， 在 等 待 的 过 程
中，我心里也开始混乱，不知是
什么原因让我觉得很不平安。脑
海中不断出现许多的话，让我非
常地挣扎。这一份工作是我向神
祷告求来的，我却被摔得焦头烂
额。我是否做错了什么神所不喜
悦的事，以致祂降罪于我？我所
学习的催眠术是不是神口中所说
的邪术，所以上帝降怒于我？神
知道我必顺服祂，如果祂没允许
我得到这份工作，我不就不会接
触催眠术？我在接受这份工作之
前，神曾三次藉着经文、朋友的
口和传道的口向我说：“当刚强
壮胆的去！”难道这一切都是撒
旦的声音吗？

我好害怕，我怀疑我所以为的回
应是否真的来自神。我不断尝试
揣 测 我 的 心 底 ， 每 一 次 回 应 我
祷告的声音是来自神吗？神在哪
里？祂与我同在吗？为什么我的
内心充满了恐惧、控告，而不是
平安。神不是能赐人出人意外的
平安吗？为什么当我越祷告，出
人意外的恐惧却越发钻进我的内
心。

当晚，一位偶尔联系的好友联络我，
说他和他女友想来探望我。突如其来
的探望，莫非又是神差来的天使？好
友的女友帮助我学习辨认哪些话是来
自撒旦的控告，撒旦的目的乃是要使
人远离神，“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
人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呢？……”（罗8：33-35）她也教
导我在无法辨认神的声音的时候，使
用诗篇23篇做宣告。我要宣告“耶
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我是神的羊，神是我的牧人，我宣告
我能认得祂的声音，祂也认得我的声
音。没有任何控告，可以使我和神的
关系被隔绝。人的信心果然是在最困
难、最软弱之余，可以藉着神的话被
建立，彰显神的大能。感谢主再次赐
下祂的话语，让我在风浪之中定睛于
祂，而不再定睛于风浪的反复卷席。

神的旨意

离职后，因着神的引领，我有幸进入一
位朋友在职的公司，在人事部里工作。
工作了一个月，也渐渐上手。我心里不
知从何而来的想法，感觉我只是暂时在
这公司工作，不久便会离开。我尽我所
能完成不停涌入的工作量。

我与朋友成为了同事，一起共患难；我
们在午餐时间一起享受不同的美食、喝
奶茶；我们放工后一起到商场购物、聊
心事。渐渐的，我们从朋友成为了很好
的朋友，但好景不常，我接到了新公司
的聘请。那是一份符合我的专业领域的
工作，而且有更高的薪水、更好的坏境
以及更好的福利。

在接受聘请之前，我考虑了许多，不想
放弃与朋友一同工作的甘甜时光，却又
想起了从前已经知道即将离开的心理准
备。当天在阅读《荒漠甘泉》的灵修经
文：“……起来，我们已经窥探那地，
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
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延迟……
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
俱全，一无所缺。”（士18：9-10）这
时，我明白了神明确的指示。所以，我
又交了辞职信。

朋友劝告我之前的每份工作时间都很短
暂，除了影响简历，下一家公司也可能
会对你失去信心。但是，我想到神的工

作不如常人所为，再不可能的事，在祂
绝无难成。我心里深深地感谢主，因为
祂愿意亲手为卑微的我做打算。

但下一秒，负面的思绪涌上心头，既然
神能为我预备更适合的工作，那神当初
为何又让我进入这第二份的人事部工作
呢？神有什么旨意吗？男友时常提醒
我，亚伯拉罕在不知道神的旨意，甚至
还不知道神要他去哪之前便顺服了。因
此，在不知道神旨意之前，我愿意顺
服，因神必定有祂的美意。

某天早上，朋友告诉我她那熟悉风水的
母亲鼓励她去认识基督教，她妈妈觉得
她跟基督教很有缘，同时因我们要好的
关系，她也对基督教稍感兴趣，甚至问
我如何购买灵修版的圣经来阅读。

我再次看到神用非信徒来完成祂的事
工，神的工作真的不是我能测度的。
此刻，神回应了我的问题：神的旨意
是 什 么 ？ 我 相 信 神 因 为 爱 我 这 位 朋
友，藉着我把福音带给她。教会开办
了《Alpha》课程，朋友渴望的心像
找 着 宝 藏 一 样 ， 无 比 雀 跃 ， 她 更 称
《Alpha》是她再忙都要去的课程。她
还未决志信主，邀请阅读这篇文章的
您，为着我的这位朋友祷告，愿主有一
天打开她的心，愿意成为神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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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福分

我如今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这里拥有温柔和谦卑的上司、搞
笑风趣的同事，薪水是前份工作的138%。我仍然相信我的故
事还没有结束，我会继续活在主的引领中，继续地顺服。我感
谢主此刻的祝福，当我质疑神的旨意时，《门徒》课程刚好研
读约伯受苦的一篇。在《约伯记》里，即使约伯没有埋怨神，
但对于他的询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神依然没有回答。
“我知道祢万事都能作，祢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
语，使祢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
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祢听我，我要说话；我问祢，求祢指
示我。”（伯42：2-4）神对约伯的质问，使约伯自卑，不再
质问神降灾的旨意，乃要相信神的作为。

之后，神便赐福于约伯，甚至比先前有的更加倍赐予。论苦
难，我的不及约伯，但我相信神会不断赐福于我。主，我感谢
祢！ 2020年4月20日晚，忽然接到噩耗，

心情顿时晴天霹雳，难以接受。我
们敬爱的培荣兄，安息了！心里一直在
问：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内心烦乱，思
维无法集中，彻夜难眠。一想到这位好
兄弟突然离我们而去，我的眼泪忍不住
脱眶而出。

培荣兄是我的好兄弟、好导师，很多事
情我都得请教他。圣经有不明白的地
方，他都会不厌其烦地一一为我解答并
指点我。培荣兄是个很好的聆听者，每
当我受委屈而向他倾诉时，他总是安慰
我，教导我要倚靠神，为对方祷告，因
为“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
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
：44）“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
盼望，凡事忍耐。“（林前13：7）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
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来11：8a）

他往哪里去，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神和他同去，这就
够他放心了。他对于所得的应许，虽然不很清楚，但
是他对于赐应许的应许者，已经够清楚了。……光是
欢欢喜喜地和主一同出发，冒着信心的险，还不足
够；还当把你自己所计划的路程表撕得粉碎。没有一
件事会照你所意料的实现。……你的向导知道怎样引
领你前进。

（取自《荒漠甘泉》4月16日）

没错，培荣兄总是以经节提醒我，我很
感恩。由此可见他心中有神，他对耶稣
基督坚信不移，圣灵充满了他，他把神
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

培荣兄对神虔诚，对人真诚，他默默为
教会付出，参与短宣从不落人后。凡有
兄弟姐妹健康欠佳的，他经常去探访、
关怀，给与針灸。培荣兄有颗善良的
心，乐于助人。他时常邀请非信徒朋友
出席乐龄团契的聚会，他所做的一切都
为荣耀神。

培荣兄的言行举止使我铭记于心。他的
骤然离去，相信很多兄弟姐妹都会流下
不舍的泪。我们感谢神，赞美神，因为
耶穌基督的救恩使我们有永生，所以我
们会在永恒里再相会！

 容瑶娟

培荣兄，
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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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0年3月4日傍晚，外子突然呼吸困难，胸口疼痛，身体无
力，吓坏了我和儿子。

我们见他顿时苍白的容颜，即刻载他到附近的医院急诊室。

医护人员开口第一句就问外子近期曾否出国？外子不敢掉以轻
心，诚实地回答：“Balik dari Taiwan.”（2月29日）

我心想遭了，外子是否感染新冠病毒？

医护人员带着外子去做检测：验血、测量体温、抽唾沫样本。
过了一会儿，就被通知必须送往中央医院隔离。我看着外子上
了救护车，心里不停地祷告。

翌日清晨4时，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外子打来告诉我说他的
检测反应呈阴性。感谢主，外子随后就被转换到普通病房，但
需要隔离，不准探访。

我们以手机联系，外子说医生每天都替他注射抗生素，没有服
药。外子在中央医院住了5天，直至病情稳定，于3月8日出院。

二

岂知出院后三天（3月11日），外子又
投诉呼吸困难，我又紧张了一回，话不
多说载了他到医院去检查。

急诊室医生为他做了许多检测：X光扫
描、心电图、验血等，好不容易捱过了
一个上午，医生最后决定让外子住院治
疗。

外子住院时，我不顾医院是个高风险感
染地区与否，决心每日去探访并照顾外
子。

外子在医院第七天，医药报告显示一切
良好，心电图和心脏没问题，肺积水也
减轻了。于是，外子在3月17日出院。
感谢主，外子康复了，赶在行管令实施
的前一天出院，否则就麻烦了。

三

4月29日，外子发烧，胸口闷，没胃
口。主啊，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又
赶紧载他到医院。这一回的检验结果：
外子的肺部再次积水，需要住院。

医生在这疫情的非常时期，很细心地
为外子治疗，抽出了肺部630毫升的积
水，外子的身体也舒服了许多。感谢
主，外子复原得很快！

虽然三次入院，但因着神的怜悯、保守
和医治，我们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我把荣耀归于上帝，因为上帝为外子做
了最妥当的安排。

 莱姐

一波又一波
感恩再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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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月，中国武汉爆发了
新 冠 肺 炎 。 二 月 ， 一 艏 名 叫 

“钻石公主号”的大邮轮被隔离，
皆因船上的大部分乘客感染了新冠
病毒。此病毒随后扩散至全球，多
国遭殃，闹得人心惶惶。

我和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热爱旅
游，尤其是乘搭邮轮周游列国更
是我们的最爱，因为不需天天换酒
店，悠哉闲哉。我们曾到过15天
的北欧各国与苏联、12天的地中
海、17天的北美洲，14天的圣地
以色列，其他的还有台湾、印尼和
泰国。

2019年中，我们报名了澳洲的邮轮之
旅，并在12月付完所有旅费。来到2020
年二月，有13位团员取消了这趟邮轮之
旅，除了怕受病毒感染，也有数位是因为
糖尿病与高血压的缘故而退出。最后，剩
下11位团员满怀信心登上这趟邮轮之旅。

在此之前，我们向神祷告，求神指引。倘
若神不开路，就让澳洲政府下通令，禁止
我们入境。2月22日，11位团员在家人的
陪伴与祷告下，启程飞往澳洲。

我们不住祷告，全心仰望神，将生命交托
给主。我们在旅程中也谨慎行事，注意卫
生与安全。在马航班机上，只有我们11位
团员戴上口罩。

信心之旅
不要怕，只要信

 Dianna

在上帝的带领下，我们平安抵达悉
尼机场。机场的检疫当时还不严
格，望眼过去无人戴口罩，所有机
场旅客都顺利通关。悉尼夜景亮
丽，灯火璀璨，晚饭后我们下榻酒
店，看着13位团员的空房间，觉得
好可惜。

次日，我们在悉尼市半日游，参观
了歌剧院、海港大桥，也到Bondi 
Beach海滩散步，从国王街到唐人
街，人山人海。午餐后，我们前往
悉尼港，登上“探索梦号”邮轮，
展开了7个晚上的邮轮海上之旅。

“探索梦号”邮轮只有三分之二的
乘客报到，因为疫情，好多人都取
消了。除了侍应人员，乘客们都不
戴口罩。在自助餐厅内，侍应生除
了脸部防护罩，他们也戴上手套为
你领餐。

邮轮宽敞，舒适惬意。海上行程一
点也不无聊，精彩的舞蹈表演、现
场音乐演奏，节目表演安排得非常
丰富。中西餐任由选择，无论国际
或道地美食，应有尽有。

邮轮抵达了塔斯马尼亚，我们上岸
到Hobart市，参观了鲍鱼厂，鲍鱼
面积犹如人脸般庞大。接着，我们
也参观太平洋最大的生蚝养殖厂。
我们路经亚瑟港、伯尼等地方，游
览塔斯马尼亚沿岸壮丽的风景和雄
伟的洞穴。此外，我们也登上摇
篮山国家公园，它是由几亿年前的
冰川作用而形成的群山，成为世界
自然遗产中的一员。这群山环绕着
因冰川融化，水流入低地而成的湖
泊，远处望去像是一个摇篮。回到
新南威尔斯，我们途经伊登，欣赏
海湾美景，看到了海豚和海鸥，不
由惊叹上帝的美丽创造！

我们感谢神赐下平安的旅途，从塔
斯马尼亚返回悉尼再返回家乡，都
是上帝的看顾与保守。祂抚慰我们
不安的心，告诉我们：“孩子，放
心去吧。不要怕，只要信！”我们
能够健健康康地回来，全都是神的
恩典。我们深信只要是神的许可，
祂绝不会让我们遭受任何的伤害。
我们11人赞扬神的大能，一切荣耀
都归给至高至上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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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有人过度恐慌，有人过度自信，有人选择漠
视，有人压抑自尽。当世界各国陆续爆发严峻的疫

情，仍然还有许多人选择无视及忽视大流行病毒的危险。

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成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疾
病，许多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陆续封国封城，并禁止人
群聚集。美国维吉尼亚州（Virginia）也下令禁止10人以上的
聚会，不过当地有一位著名牧师宣称“上帝比病毒强大”，
违反封锁令照常佈道，结果他被确诊感染病毒，于复活节前
夕去世！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祂是全能神。已
故牧师宣称“上帝比病毒强大”，毫无疑问，这是肯定句，
也是信心的表现。然而，当他罔顾禁令照常佈道，他所展现
在人前的是对病毒的无知与自身骄傲的显露，这和信仰不相
符合。当我们选择漠视国家领袖所颁布的居家令，试问我们
还会遵守上帝的诫命吗？最终这位牧师为自己的行为交付了
性命，这印证了圣经所说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
倒之前。”（箴 16：18）

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疫情重区，为了防
止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在社区扩散，美国
迟在3月中旬才开始实行封锁措施。美
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指责无视世卫
组织及国内官员的多次谏言，错失了最
佳防疫时间。在每日确诊与死亡病例节
节上升的时候，美国境内有数州市民上
街示威，高举“宁愿死于冠状病毒，也
不要失去自由”的海报。

宁死不屈（隔离令）也要力争自由活
动，这究竟是什么思维逻辑呢？笔者
还真的想不通。难道暂且牺牲自由，遵
守“居家令”，维持社交距离，这要求
过分了吗？政府下达禁令旨在切断传染
链，减少国人受病毒感染。为何上街示
威与反“隔离令”的声浪越来越高昂？
为何西方人无法坦然接受禁足令呢？

上帝给我们有选择的权利，祂赋予我们
最大的自由去做决定。圣经《传道书》
提到在自由的当下，我们需要为自己的
选择负责，因为上帝将按各人的行为与
选择来施行审判。（参阅传11：9）美
国人在高唱自由万岁的当儿，却无视已
有数十万同胞因这病毒丧命的警示，难
道在疫情当下，失去自由比失去生命更
叫他们痛苦？生命变得如此微不足道了
吗？这难道不是等同于藐视造物主所赋
予的生命吗？

上帝允许病毒的存在，祂允许禁足令的
下达，若我们依然选择忽视，继续捍卫
自由，违反禁足令，难道这不是直接挑
战上帝的权威吗？

位于南美洲的巴西，该国总统反对“禁
足令”，倡导“巴西不能停摆”的宣
传，发出和世界各国与世卫组织相反的
呼吁，近日还开除在政策上与自己意见
相左的卫生部长。截至4月21日，巴西
确诊人数居南美洲之首。

一国之首是人民的表率，他所做的一切
须以国人的利益为优先考量。在疫情严
峻的紧急状态下，为何巴西总统选择稳
固国内经济而罔顾国人的生命安危呢？
连他本人在政治聚会中也不戴口罩，难
道世卫组织的警告和全球病毒感染的数
据还无法说服他展开国内的防疫措施
吗？

巴西总统的傲慢与无知的态度，将会对
巴西社会带来严峻的考验。他的国民会
因他的言论，对疫情反应迟钝而丢失性
命。倘若还不及早实行社交隔离，摆在
眼前的将会是更多生命涂炭的情景。

在疫情中，一国之首应发挥人性当中的
正义，当机立断在合适的时机做出正确
的决定，将个人利益和政治仕途先放一
边，优先考虑的应是自己的国民安危。 

疫情下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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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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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郑淳怡  
出版 校园书房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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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2011年4月 初版

文化讲道学
——向怀疑世代
传讲基督

上帝子民的宣教使
命——关于教会宣
教使命的圣经神学

作者 Timothy Keller 
译者 许文静 
出版 校园书房出版社 
版本 2018年10月 初版

作者 郭伟联
出版 德慧文化 
版本 2018年10月 初版

智慧之书
——一年的箴言
灵修日程

情.慾.线：神学、
文化与伦理析论

箴言是上帝的智慧之书，讲述了如何活出一个人的日常
生活以及做出以上帝为中心的选择。在这一年的灵修日
程中，从箴言书不同的经文裡，作者每天提供给读者一
个既新鲜又发人深省的功课。向来以学识渊博著称的凯
勒，不仅是揭开箴言中丰富的洞见与艺术般的诗体，也
引领我们走向生命的异象：道德、实际、公义。《智慧
之书》是一本读者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来回味的，
来跟上帝和他人滋养更深、更满足的关係。此书跟凯勒
的《耶稣之歌》（以诗篇为主的灵修日程）一书是绝佳
的配搭。

香港教会一向积极回应性道德的问题，反对同性恋、
反对离婚与再婚；性则被约化为不可踰矩的道德教
条，却不明白它其实是文化的问题、政治的议题，更
是灵性与神学的课题。一直以来，香港教会欠缺一套
能从文化、历史、圣经、身体伦理等多角度作思考的
性神学，本书的出现，正能补足这方面的空缺，值得
大力推荐。
——赵崇明（香港神学院神学及历史科副教授）

身为21世纪的讲道者，你还缺少一件：理解今日的世俗
文化，然后还要挑战它。

本书认为，对人心讲道和对文化讲道有所关联，因为文
化叙述深刻影响个人认同、良心和对现实的理解。今天
的教会，不是太抗拒文化，就是被文化牵著跑；教会的
讲道，不是太拚命正确解经，就是太热衷生活应用。然
而“讲解圣经”与“改变生命”，“接触文化”与“挑
战文化“，这些都不是相互对立的，而该在同一场讲道
中同时展现。教会不效法这世界，但本书要帮助教会的
心意能随之而更新变化，为要讲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旨意。

上帝子民因何存在？上帝子民在世上应该如何为人处
事？作者从整本圣经来探讨整个宣教使命任务，包括
创造、救赎、以及新天新地，让我们深知我们应前往
何方，并催促、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透过全面研读整本圣经，作者让我们看到，正如以色
列人被呼召与差遣进入世界，为神的恩典作见证，我
们也是上帝所爱、拣选、救赎、塑造、并且奉基督之
名被差遣进入世界的百姓，也要回应上帝对祂子民的
呼召，要以上帝所希望的方式来影响这世界，向人张
口见证上帝对全宇宙的救赎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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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教会

复兴乃是基督徒恢复当初的爱，罪人觉悟过去的光景而悔改。先知哈巴谷预言

以色列即将被据，眼看神的惩诫就要临到他的国家，忧心如焚，发出痛苦的呼

喊：“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

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三2）

复兴是神真实地向人显现；是人的心向着这位全能的神，完全苏醒过来；是人

全然地把自己的身心灵委身于祂，要祂来掌权；是人开始火热地爱上这一位

神，渴望圣洁地活在祂的面前。

您爱基督吗？也想得到复兴吗？那您一定也爱教会，为她祈祷，为耶稣的羊群

淌泪；切不可离开教会，在一旁站着观望。教会是主耶稣用自己的宝血为我们

建立的（林前六19-20），所以对于凡蒙主耶稣救赎的信徒，教会就是属他自

己的。我们都是主的教会，那么，我们对自己的教会当作什么？

主题：
75期

徵 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