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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境中，家長要小心保護家人健康，又要顧及工
作和經濟需要，且要照顧子女在家中的學習，難免承
受著額外的心理壓力。與此同時，兒童及青少年子女
也經歷著非比尋常的心理壓力，甚至可能產生各種情
緒及行為困擾。難怪最近有不少家長抱怨，孩子變得
格外有 LED 問題（Lazy 疏懶、Emotional 情緒化、
Defiant 不服從）。家長在處理孩子問題時，其實不
只是單單著重他們的外顯行為和症狀，也要了解孩子
們的內在困擾，以能更有效地解決問題，並且維護良
好的親子關係。

困擾成因及表現

（一）6-12 歲兒童的情緒反應是很個別的，但普
遍是受到身邊的成年人及環境壓力所影響。疫情中較
多出現的異常表現，包括暴躁、多哭、一些較為幼稚
的行為、過分擔心、憂愁、恐懼、失望、不能集中注
意力、不願意參與以前喜好的活動、出現不能解釋的
頭痛或別的疼痛等。

（二）13-17 歲青少年子女的困擾表現也不少，成
因也是多方面的。例如關係上産生的緊張，背後原因
包括有：起居作息產生的磨擦、青年人爭取更多個人
空間產生的矛盾、親子雙方對自己和對方負面情緒的
承載量、應對環境壓力衍生的衝突。

青少年子女可產生的心理健康症狀，包括專注力下
降、焦慮、抑鬱、多疑、煩躁，甚至較嚴重的自殘、
自我封閉、沉迷網路遊戲、菸、酒、毒品等。其他可
能因素包括腦部分泌失調、解難能力不足、應對壓力
的態度和認知力不夠。此外，也可能跟青少年在暴風
期爭取自主權，在父母威權管教下的反抗，以及代溝
和東西文化差異有關。

如何改進親子關係

家長可以和子女講些什麼？聆聽些什麼？做些什
麼？如何針對子女內心安全感的需要，幫助他們紓緩
心理壓力？

1.	 需要清楚記得，家庭應該發揮的功能，包括成為
家人的堡壘、供應站、加油站、運輸站。不要把
自己的負面情緒，在有意或是無意間發洩在孩子
身上。

2.	 不要只注重孩子的學業，要著重生活的平衡，每
日儘量安排好日程，儘量保持正常生活規律，兒
女也要知道父母在家也有工作的時段。

3.	 善用機會表達父母的愛與關懷，如：細心詢問和
聆聽、觀察有聲無聲的表達和興趣、儘量了解和
進入孩子的世界、讓他們知道家人要一同面對這
疫情。

4.	 給每日的生活加添姿彩，如大家有溝通、笑容／
歡樂、相聚／玩耍、飲食／運動，讓兒女適當地
負上責任／家務／提議、加上適當的獎勵和檢討。

5.	 培養信仰的生活，如研讀《聖經》、唱詩歌、一
起祈禱、看錄影再一起分享討論。

6.	 父母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榜樣，因為兒女都在觀察
父母處事待人的態度──如何解決困難、面對疫情；
對工作、對
兒女的態度
如何，有否
常常表達感
激和讚賞？

7.	 家長和孩子
溝 通 說 話
時，應多用
「我亅，少
用「你亅。
切記邀請多於命令、詢問多於質問、避免「持續
性」斥責。

8.	 傾聽孩子心聲時，要耳聽眼觀，留意子女情緒表
現的軌跡、專注，以身體語言表達願意聆聽他們
的心聲，表示好奇心，和明確地表示尊重子女的
看法。要避免：打岔糾正、表現不耐煩、妄下判斷、
強迫孩子。

9.	 家長可多做的事：調節家庭氣氛的活動（一起運
動、家庭遊戲、開開玩笑）；親子合作活動（家
務分配、平均輪動）；愛的語言（鼓勵、小獎賞、
優質時間、服務、肢體接觸）；示範或邀請共同
尋找解難的方法。

10.	平時家長在親子關係上，其實都要擔起四個角色
──供應者、保護者、教導者、輔導者。如今在疫
情中，更應用多一些輔導相關的技巧，去扶持子
女，共渡疫境。@

疫情下的親子關係
吳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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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需要不斷地選擇，選擇需要信心，信心需要冒
險，冒險需要勇敢。摩西的一生就是這樣：信心引導
他做出勇敢的決定；他的決定成全了神（上帝）的旨
意，也造就了成他人生事業的高峯。

摩西母親的名字「約基別」，希伯來文之意就是「耶
和華是榮耀」。摩西從小受母親影響，他一生的禱告
就是「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

在世人眼中，摩西似乎是悲劇性英雄。

一個手無寸鐵的人，在埃及法老王至高無比之極權
的統治下，能從法老手中搶走他極需的 200 萬奴工；
在各種宗教偶像林立的環境中，排除各種宗教而獨尊
耶和華為獨一至高無比的真神；面對一大群冥頑不
悟丶心中只知貪圖世上享受丶名利權位丶自私自利丶
常常為他製造麻煩、使他徹夜難眠的群眾，能獨排眾
議、孤單獨行、將自己曝露在生命的極端艱難和危險
中，甘之如飴地完成一生的使命——帶領同胞邁向人
生更完美境界。

他所付出的，是放棄世人夢眛以求的人生高峯：在
一人之下丶萬人之上的尊榮地位和豐裕生活以及前途
無量的人生；他所得到的，卻是人的毀謗丶咒罵丶威
脅丶叛逆，最後卻因一時的疏忽而功虧一簣，雖遙見
即將踏入的豐盛之地，卻客死異鄉，終生遺憾。

在人看來，摩西類似兩個悲劇人物：荷馬史詩中的
西西弗斯 (Sisyphus)，從人生成功中突然跌入最無奈
結局，天天推那永遠會跌下來的石頭上山；希臘悲劇
裡最典型的命運悲劇人物俄狄浦斯 (Oedipus)，出生
時被丟在荒野、為牧羊人所救、成為國王的養子，卻
在毫不知情下「 弒父娶母」，最後自刺雙眼、終生
漂泊四方。

在上帝眼中，摩西卻是看似失敗、實則永享尊榮的成
功者。

摩西一生專一跟隨上帝，至死忠心地順服祂所賦予
的使命，任勞任怨、謙卑忍耐、鞠躬盡瘁、毫無怨言。
在上帝看來，他卻是失敗的成功者：看似失去今生的
成就，卻得到永恆的尊榮——離開世界時，上帝親
自為他主持漫山鋪滿芳香花草丶最高貴的安息禮拜：
在 耶 穌 登 山 變
像 時， 是 舊 約
上帝律法的代
表 者； 在 上 帝
兒 女 中， 是 對
上帝信心的佼
佼者丶信心的
偉 人； 將 來 在
上帝永恆國度
裡， 有 他 存 到
永遠的冠冕丶
榮耀為報賞。

摩西一生充滿從上帝來的異象和使命；為要完成這
一使命，他奉行三不主義：不肯為得世上的名利地位
而放棄他的信仰；不願為享受暫時罪中之樂而失去上
帝永恆的賞賜；不怕王對他殺身之禍的威脅，也要順
服那位看不見的天上的真神。一如《 希伯來書》的讚
許：「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他寧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
之樂。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
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
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十一章 24-27 節）@

摩西 — 失敗的成功者
陳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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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長在關係異常複雜的家庭，母親的自殺令他也
埋下了輕生的念頭；然而，上帝不但挽回他的性命，
還讓他成為街頭表演歌手，單憑一支吉他及一把聲
音，走遍了 17 個國家 39 個城市，以唱歌維持生活。
回港後，他仍在街頭獻唱，竟被 ViuTV 選中他的歌
曲，作為開台電視劇的主題曲，後更成為旗下的合約
藝人及創作歌手。現時他最大的心願是，出一張福音
歌曲光碟。

曾被「鬼壓」　呼求耶穌施救

跟黃劍文聯絡上的時候，他正隨《美麗傳奇》團
員在紐約展開佈道工作；而事實上，他本身的經歷，
就是一個美麗傳奇，他成長過程中的遭遇，也非比尋
常。

「14 歲的時候，玩了兩次碟仙後，開始感到被『鬼
壓』，為求平安，我仿效家人去佛寺參拜觀音，但試
過很多方法仍不管用。直到那次在宿營裡，聽老師講
述他也有過被『鬼壓』的經驗，但信耶穌之後，就再
也沒遇到這些事，我請他分享有關信仰的事，但當時
聽了卻不相信。怎料，當晚睡覺時又是動彈不得，這
次我重復喊叫：『主耶穌，求你救我！』之後，就再
沒被『鬼壓』了。」這個經歷讓黃劍文相信，耶穌是
真的。自此，他開始返教會，接觸基督信仰。在單親
家庭長大的他，感受到教會充滿愛和關心，逐漸融入
這個大家庭、參加詩班，很是開心。

「母親在我四、五歲時再婚，可惜後父對我們不
太好。記得有一次，他拿刀要斬母親，阿姨叫我去報
警，後來警員前來，解決了事情。事後，我很想為這
個家庭多做一些，於是決定到台灣參加歌唱比賽，但
那時教會和弟兄姊妹並不支持。」黃劍文因而離開了
教會，也逐漸遠離上帝。

母親自殺　萬念俱灰尋死

在歌唱比賽之後，黃劍文眼見在台灣沒什麼發展，
便回港參加《香港超級巨聲》歌唱比賽，當年他 26
歲。「就在那段時間，母親自殺，我感到很痛苦！萬
念俱灰的我，三天三夜也睡不著覺，於是離家去朋友
處留宿。一天，趁他們外出，我獨自走到陽台，意欲
要俯身躍下去。當時，我感到上帝對我說：『你還有
家人、朋友，你年紀尚輕……』我呼喊：『主耶穌你
要救我，我好痛苦』。」此刻，他想起了所信的耶穌。

某天，黃劍文在赤柱碼頭遇見一名三、四十歲的女
士，得知她是基督徒，於是邀請她一起讀《聖經》，
對方還為他流淚禱告。事後，他敞開地將家中的事細
細傾訴，結果在她的安慰下，心中的大石逐一落下，
他覺得是上帝透過這陌生人釋放了自己。之後，黃劍
文回復了教會生活，不斷追求，閱讀屬靈書籍。他坦
言：「期間，我仍有參加歌唱比賽。縱然再次回台灣
參加比賽仍然失敗，但是夢想仍在，我知道可以在別
的地方發光發亮。」

街頭唱歌　走遍 17 個國家

2011 年，黃劍文抱著 Working Holiday 的心態去
了澳洲，嘗試在那裡
展開新生活，原本打
算 在 農 場、 咖 啡 店、
餐館找工作，卻從沒
想過會在街頭唱歌。
他 說：「 澳 洲 街 頭 表
演是合法的，感謝上
帝，獻唱時很多人走
來鼓勵我，說十分欣
賞我唱歌，上帝讓我
明白，我的存在是有
意義的。在澳洲逗留
了一年半，我的生活
費用全部由街頭唱歌
而來，每天平均唱兩、
三個小時，每月唱 24
日左右，大約可以賺到兩萬元港幣或以上的收入，算
是很不錯，同時也售賣自資發行的個人原創音樂專
輯，深受當地華人歡迎。」

後來，黃劍文用了四年時間，去了 17 個國家 39
個城市，以唱歌維持生活，讓他親身經歷到，天父養
活小麻雀的承諾與供應，同時，藉著唱歌也間接把福
音種子撒了出去。

四年多前，在歐洲收到婆婆病重的消息，擔心不
已，匆匆回港之後，他每天三次到醫院探望，為她禱
告，並教她在不舒服時，自己可以向耶穌祈禱。「我
特意跟她講我的見證，包括上帝如何阻止我自殺、怎
樣帶領我走遍世界每個角落、養活及幫助我。兩天之
後，表姐告訴我，婆婆願意接受耶穌做救主，並決定
將家中所有偶像丟掉。更想不到的是，一年前婆婆跟
公公一同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我流著淚感恩，因為
這是我多年來的盼望，上帝終於實現了我的夢想。」
黃劍文坦承，這是上帝給他的一份大禮。

上帝恩賜　創作福音歌曲

從數年前開始，黃劍文開始在香港的街頭唱歌。
「有一次，在我唱歌的時候，有位女士買了我一張唱
片光碟；一星期後來電告訴我，她是在 ViuTV 電視
台工作的。她說有一部新劇集，想用我的歌曲《遠
走》，作為開台劇《瑪嘉烈與大衛系列•綠豆》的主
題曲，真是喜出望外……」後來，黃劍文更成為該台
的合約藝員、歌手及主持。

今天，黃劍文也是「美麗
傳奇」的義工，隨隊去不
同國家作音樂佈道。他認
為，與弟兄姊妹同心服事、
互相學習、彼此感染、同
心同行，是一個很好的體
驗，享受很大的喜樂。現
時，他最大的盼望就是，
用上帝給他的恩賜，創作
福音歌曲，出一張福音光
碟，將這些歌曲獻給祂、
榮耀祂。

黃劍文曾譜寫出一首屬於自己
的歌，每句歌詞都是他心中所想，每段樂韻都是他心
意傾訴，十分感人；然而，上帝將他的生命故事化成
美麗傳奇，更是動人心弦。@

夏蓮娜

黃劍文　一個美麗傳奇

黃劍文 (Kimman) 的生命，就是一個美麗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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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兒童中心線上活動自四月開始，我們透過網絡每
週一次，為孩子們精心預備了八週的品格課程，就是聖
靈所結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 溫柔、節制。我們在線上做遊戲、唱歌讚美，也
透過神（上帝）的話語，造就、鼓勵、安慰，並勸勉孩
子們。在最後課程結束前十分鐘，在視頻中分小組一起
分享和禱告。要結束的時候，孩子們都覺得時間過得好
快，捨不得離開。

在這兩個月的活動中，我們看到一些孩子有改變，更
懂得禮貌，也更多參與，和大家一起來跳舞和唱歌。每
一次活動的前一天，我們都會打電話和父母、孩子聯絡，
保持很好的關係。

我覺得在這些課程中受益的不僅是孩子，老師和義工
也一起學習和成長。上課需要操作電腦，需要各項技能，
有時會帶來挑戰，老師和義工需要高度合一的配搭，才
能使活動進行流暢和順利。這樣的教學給我們很好的機
會，學習配搭，操練我們一起服事的專心、耐心和同心。

感謝主！讓我們在幫助小朋友學習建立屬神的品格，
與他人建立關係的時候，也使我們為人師的先學習、操
練愛心和耐心，建立良好的關係。

角聲兒童中心線上活動

活動對象：12 歲以下兒童

活動時間：每週六下午 2:00-3:00

活動方式：ZOOM 視訊軟件

報名請掃描二維碼或點擊鏈接：https://forms.gle/
aLWLUmkqvkWBT8av6

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繫：

角聲福音廣場兒童事工

Janie Zhang 626-695-1044

Email：shuqian@cchc.org

Vicky Liew 347-605-1111

Email：vickyliew@cchc.org

角聲兒童中心線上活動

https://forms.gle/aLWLUmkqvkWBT8av6
https://forms.gle/aLWLUmkqvkWBT8av6
mailto:shuqian@cchc.org
mailto:vickyliew@cch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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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疫情緣故，我們失去了很多自由的空間，生活
方面亦受到影響，甚至有時心情也會很惡劣，所以應
當來到天父面前，支取力量和安慰。

介紹《天父必看顧你》這首詩歌
給大家。作者是 Stillman Martin，
他在哈佛大學畢業不久，就被按立
成為浸信會的教會牧師。

1904 年某天，他應邀到紐約一間
神學院負責講座，而第二天主日則
要到鄰近的教會講道。就在星期日
那天早上，Martin 牧師發現他的太
太 Civilla Martin 突然病倒，而且病
得很嚴重；他心裡有點焦慮和不安，所以打算去電教
會，告之因為太太重病，不能過來講道。當他正拿起
電話之際，九歲的兒子就對他說：「爸爸，難道你不
相信，當你不在家的時候，我們的天父仍會看顧媽媽
嗎？」Martin 牧師聽了這句說話之後，很是感動，
於是就出去講道了。

當 Martin 牧師回到家裡的時候，兒子就拿了一張
紙給他，原來是他太太寫的一篇詩詞，描述神怎樣看
顧她，怎樣加能力給她的感受；牧師看後，便走到鋼
琴旁邊，很快就譜出曲調，那就是這首由 Martin 夫
妻合作而成的詩歌《天父必看顧你》。

是的，在任何時間天父都知道你我的需要，所以在
我們聆聽這首詩歌的時候，當以禱告的心情來領受神
帶給我們的鼓勵和安慰。

天父必看顧你

1.	任遭何事不要驚怕，天父必看顧你；

	 必將你藏祂恩翅下，天父必看顧你。

2.	有時勞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顧你；

	 危險臨到，無處躲藏，天父必看顧你。

3.	凡你所需祂必供應，天父必看顧你；

	 凡你所求祂必垂聽，天父必看顧你。

4.		無論你遇何種試煉，天父必看顧你；

	 軟弱疲倦靠祂胸前，天父必看顧你。

副歌：

天父必看顧你，

時時看顧，

處處看顧，

祂必要看顧你，

天父必看顧你。@

Youtube 影片（加拿大號角製作）: https://youtu.
be/FtqyvFhFu_E

天父必看顧你
吉中鳴



WWW.CCHC-HERALD.ORG6 美味人生
2020 年 7 月 24 日

旅遊到智利，竟然可以吃到華人傳統油條、白
粥……

最近旅遊到智利，認識一位來自廣東肇慶的廚師，
經營中餐館廿載，近年來受到上帝呼召出來做傳道，
一邊經營幸福酒家，一邊向講粵語的同胞傳揚福音。
他和妻子鶼鰈情深，同甘共苦。坐在他們的食堂享受
他們用心烹調的美食，真可一解鄉愁。

少華煮食不油膩，不過鹹，配菜細緻，不僅合當地
人喜食「地中海美食」的口味，還能將一些傳統華人
食品發揚光大。譬如他製作的炸薯條，智利客戶稱它
為 Papa China（即中式薯條），堪稱幸福酒家的名
食。它和一般西方人的薯條不同，因為是特選乾身硬
朗的土豆，去皮切條油炸前，加上新鮮雞蛋，撒上生
粉和些微味精和鹽，用大火油炸，吃來脆香。薯條冷
後，仍舊脆口。

一天，少華煲了白粥，配上新鮮油條，還有一些故
鄉小菜，太令人感動了！在地球的南半球，竟然可以
吃到華人傳統早餐，我幾乎淚流滿面！就好像上次他
的岳父，知道我們很懷念母親的台山湯圓，特別用了
一天的功夫，煲雞湯、
搓湯圓、加上臘腸、蘿
蔔、蝦米、瘦肉……讓我
們享用，我邊吃邊流淚
一樣。

少 華 又 選 了 一 日，
特別示範油條的作法。
海外華僑能自製油條，
就可以自行解饞了。油
條要用高溫，炸好後讓
油滴下，只借用高溫、
儘量讓食物吸入最少的
油，這是保持香脆、減
少卡路里的方法，切勿
在低溫，或在油的溫度
降低時，讓油重新浸入
食品。

油 條 配 方： 麵 粉
1kg、 鹽 13-16g、 糖
12g、水 550-600g、油
條膨鬆劑 20-30g、酵母
10g、發粉 5-6g。將所
有的乾性原料混合均勻
後，再加入水和成麵糰。
靜置 20-30 分鐘，再揣
麵一次。常溫（攝氏 25
度）下放置 2-4 小時，
揣麵時加一點點油。麵
糰切成方形（如圖示），
兩片相疊，再用筷子輕
輕壓在重疊後的四方形
麵糰上方，同時將兩角
捏圓，再開始油炸。若
麵糰隔夜再炸，韌性更
好！

我 們 一 同 嘗 試 麵 糰
先放冰箱，隔夜再捏成
形油炸，和當日油炸的
差 別。 發 現 隔 夜 再 炸
（麵發酵更久）的油條
韌性高，當日就炸的油
條偏脆，視個人喜好選
擇。脆口的像南美油條
Churrito， 韌 性 高 的 是
華人習慣的油條。

油條配白粥是廣東人
食法，配豆漿則是北方
人或台灣永和的食法。
豆漿做法可用豆漿機，
或手工製作。豆漿加糖
較為常見，豆漿加「醋」
形成蛋花狀，則為鹹豆
漿做法，可依個人喜好，
加上榨菜、蝦米、白胡
椒、香油等調味。

華僑遍佈全球，帶著
一招半式闖天下，和同
胞共聚懷鄉解饞，都是
主耶穌教導：「愛上帝，愛世人」的表現——愛上帝，
表示對上帝造我為華人的感謝；愛世人，是與人分享、
施比受更為有福的實踐。@

幸福油條
老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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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訂 立
遺囑者故世，
後人找不著遺
囑，按法律要
求會推論沒有
訂立遺囑甚至
自己撕毀遺
囑，法庭將用
無遺囑情況處
理遺產，結果
很可能與立
遺囑者意願不
同。那麼，遺囑應該收藏在哪裡？

遺囑收藏處所

一般來説，可以存放在律師樓、居住所在地的政府
遺產法庭、自認安全的地方。

※律師樓

有些人擔心，如果律師離世、結業或搬遷，存放在
律師樓的遺囑會否找不著了？一般情況是不會的，因
為很多律師樓都是合夥人制，一合夥人身故，另外的
合夥人會通知已故律師之客戶取回遺囑；如另外的合
夥人願意，也可讓該類客戶繼續存放其遺囑在該律師
樓內。

如果律師樓結業，一般會通知客戶去取遺囑；或
如客戶同意接受律師樓介紹的律師，客戶也可向律師
樓要求，直接將遺囑送去被推薦的新律師辦公室內存
放。至於搬遷，律師也要發出搬遷通知，讓客戶自己
選擇遺囑要否繼續存放在律師樓新址內。

※政府遺產法庭

取回時，要經過特定程序，費時費力。

※自己收藏

不少華人喜歡收藏在保險箱內，但可能引起不必要
的麻煩。如單獨擁有保險箱，過世後誰也不能在沒有
法庭批准下開啓該保險箱。有人因此與配偶共同擁有
保險箱，卻忽略了當銀行得知其配偶之一身故後，共
同擁有該保險箱的另一配偶會立時失去再接觸該保險
箱的權利。綜上種種，筆者認為遺囑存放在律師樓內
最妥當，被遺失的可能性最小。

醫療保健代理文件

 醫療保健代理文件 (Healthcare Proxy )，指定某
人在自己無能力作出醫療決定時代其決定，所以存
放處亦極為重要。律師一般會為客戶多訂立幾份正
本，一份客戶存放，一份交由家庭醫生，其他正本可
在有需要時，例如在手術前，先提交給醫院保存。 
 
準備法律文件固然重要，而當需要這些文件時，能夠
及時找著派上用場同樣重要。@

遺囑應該收藏在哪裡？
李兆樑律師、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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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初， 筆
者接獲遠自中
美洲巴拿馬的
羅金愛、李金
勝夫婦來電問
安，關心我在
新冠疫情中如
何，並分享巴
京教會暨她們
家三個兒女的
近況。

2010 年 6 月中，筆者曾與潘牧師、徐松玉中醫師
聯袂去巴拿馬短宣，探望金愛、金勝夫婦，並應邀在
巴京教會暨巴拿馬播道會、中南美洲聖經學院傳福音
作見證。

時光倒回到 2000-2004 年，金勝陪金愛來休士頓
基督教衛理醫院做下巴整型手術十次；每年春秋來，
停留一至兩個月，由筆者夫婦接待他們夫婦。金愛、
金勝在巴拿馬開雜貨店，有一越獄出來的搶匪路經雜
貨店而進入勒索錢，搶匪是擔心金愛會報警，怕又要
關入監獄，在離開時慌亂中拿長管槍擊中金愛的下
巴。在後面睡午覺的金勝聽到槍響，趕緊跑出來，見
金愛倒在地上，趕緊報警暨叫救護車。當天晚上巴拿
馬全國電視新聞報導此宗槍擊案。搶匪當天就被警察
抓到，繩之以法。

接下來，金愛在巴拿馬進行了八次手術。面對這
突如其來的打擊，讓金愛自卑、失去喜樂，心中充滿
憤怒與咒詛。當地華人教會牧師、師母等去醫院探訪
她，安慰鼓勵她。

金愛曾因疼痛難安、睡不著，而在醫院廁所想自
殺，正要用刀片割腕時，金愛聽到有聲音說：「為什
麼要自殺呢？你可以求告我啊！你禱告我後，不是可
以睡覺嗎？」（金愛後來才知道：是親自聽到主耶穌
對她說話。）

後來，金愛又看到天空有一片白雲如毛毯，上面寫
著：「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
們得安息。」金愛信主後讀《聖經》，才知道此句話
是出自《馬太福音》十一章 28節。

金愛來美國十次做手術，筆者夫婦陪伴金愛進出醫
院，全程照顧，也為金愛在全美《號角月報》「愛心
匯點」發起募捐醫療款，籌到一萬元。休士頓本地華
人教會與社區愛心人士也募集到一萬元。全部手術費
用共花費 20 萬。金愛說：「感謝上帝憐憫與恩典，
感謝巴拿馬、加拿大、美國和香港的基督徒愛心捐
款。我母親在中國廣東花都，聽到有那麼多的基督徒
愛心捐款幫助我，母親也很受感動哩！」@

想念遠方的你
潘思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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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聽古典音樂，連續兩個月單單吃包菜……
其實每天都是恩典。

非常高興居家令兩個多月後，終於解封。6月 3日
那天，第一次搭電梯下樓去動車子出門，太久沒開車
了，連收音機電台的設置都差點忘了。要出門是因為
平常服用的藥快吃完了，得去藥房領取，不好意思麻
煩別人太多，而且看別人出入都平安沒事。我們七樓
的老先生曾受感染，而 4月中就沒陽性反應了。不過
我仍是有所擔心。

待在家幾乎每天都聽古典音樂，幸好聽得「內耳長
繭」尚未聽厭，可能是從小時聽慣了吧。連續兩個月，
單單吃包菜也甘之如飴（不是喜歡，而是沒有選擇）。
感謝上帝的保守、看顧、供應，我們夫婦二人幾乎是
獨居老人，也挨過了這艱難的時段。老太太在 1月、
2月都曾住過醫院，而這居家段時間卻沒特別狀況，
真的看到有上帝保守眷顧。

我自己右眼的黃斑病變，蒙主保守，都持平沒變
壞，算是用自調的雞尾酒療法吧——每天服用 20 單
位的葉酸 (Lutine)，加輕度按摩，又用熱毛巾敷，以
促進血液循環。我遵醫囑常用方格自我檢測（看方格
沒變扭曲，若有，我一定會去看眼科）。鄰居和弟兄
姊妹們都常常關心，確保我們沒有缺乏。感謝上帝！
也感謝大家的關心代禱支持，期待很快恢復正常。

疫情還沒完全過去，但太多東西已經都不一樣
了——人與人保持距離、許多人失去工作、虛假訊息
氾濫、憤怒和邪惡言行層出不窮、超市物價上漲……
我不免感到沮喪。不知公路旁邊的野花還艷麗招展
嗎？真希望能多些出門，接觸更多陽光，令心境開
朗！不過回想起來，其實每天都是恩典，每過一天就
更近見主面那一天。作為基督徒，我會遵循《聖經》
教導，儆醒禱告，預備自己的心。

媒體報導仍然天天有人感染，所以我也沒敢隨意下
樓出門。依然感謝大家給我的支持關心照顧，感謝上
帝的保守眷顧。願上帝祝福我們每一位！@

每天都是恩典 恆夫每天都是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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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逆境、挫折時，人有擺脫困境和超越困難的
生存能力。

疫情使人懂得兩件事——其一、人不是萬能。現
代人說 4G改變了生活，將來 5G可以改變社會。然
而萬萬想不到，人肉眼看不見的病毒就可以改變全世
界，讓所有人關閉在家裡。其二、人類必須有反思悔
改的逆商（逆境商數），面對逆境、挫折時，擺脫困
境和超越困難的生存能力。

人的逆商高低比智商和情商的高低更為重要！考
門夫人說：「上帝有時把祂的兒女放在極端困難的處
境中。」使徒保羅說：「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
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
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上
帝），凡事都能作。」（《腓立比書》四章 13 節）
很喜歡一首詩歌，歌詞說：上帝「應許，生活有力，
行路有亮光，作工得息，試煉得恩助，危難有賴，無
限的體諒，不朽的愛。」

親愛的朋友：你是否遭遇煩惱和痛苦？雖然不懂上
帝為什麼會這樣對待你，但總要相信：上帝允許發生
的事總有其原因。《聖經‧傳道書》七章13節：「你
要看上帝的作為；因上帝使為曲的，誰能變成直呢？」
現在全世界的疫情有所改善，但是並沒有完全結束。
在這場疫情中，上帝察看世間的人性狀況。我們相信
上帝會公義地審察，在疫情中每個人都有祂的賞賜和
恩惠。我們都要以基督所賜的平安的心等待著！@

逆境中學習和反思逆境中學習和反思
杜長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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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擔心外出有被感染的風險，但想到前線醫務工
作者的辛勞、大家面對疫情擔負社會責任的熱情，我
也毅然決定要參與捐贈餐飲，慰問當地的醫院和老人
護理中心的前線工作人員。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病毒 (COVID-19)
改變了每個人的生活。

隨着 3月 21 日伊州的居家令生效，我們一家開始
了從未經歷過的宅家的日子。我自己害怕被感染，不
敢到超市購物；人們恐慌性地搶購各種生活用品和肉
類蔬菜，使得很多東西都供不應求。這一切都讓我這
個家庭主婦不禁擔心起來——居家令期間，一家四口
一天三頓的口糧要怎麼解決呢？原來西郊不少華人家
庭也面對同樣的困境。於是大家組織起來建立了「菜
籃子團購群」，經由網上訂購肉類蔬菜。

口腹得裹，但每天看著新聞報導，疫情日益嚴重，
感染個案的數目節節上升，人心不免惶惶。《聖經》
說得好：「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馬太福音》六章 27 節）我們不應該只著眼於自
己的需要，而是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去承擔一份社會

責任。菜籃
子群裡的幾
位有心人發
起了慰問前
線醫務工作
者的行動。
在短短的幾
天之中，我
們召集了 70

多位的熱心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共認捐了近
$4,000。我們建立了一個微信群——西郊抗疫愛心
群。大家在群裡踴躍發表意見，最後決定以捐贈餐飲
的形式，慰問當地的醫院和幾家受疫情影響最大的老
人護理中心的前線工作人員。方案定好了，就馬上聯
絡幾家目標機構。受捐贈方一旦回覆，確定了日期，
我們在群裡 24 小時內就收集捐款，直達到所預算的
金額。接下來，就是採購和送餐的任務。志願者迅速
地在指定的時間内組隊分工。

雖然擔心外出有被感染的風險，但想到前線醫務工
作者的辛勞、大家面對疫情擔負社會責任的熱情，我
也毅然決定要參與其中，負責採購的工作。第一次的
採購，是要送給一家老人護理中心的45位工作人員。
為了減少團隊人員之間的接觸，我一個人負責到大型
超巿購買一些水果零食和飲料。這是居家令開始後第
一次去超巿，心裡還是有點緊張，但確信自己做好了
防護，也在購物期間和其他人保持社交距離，就不必
要有多餘的擔憂了。我順利完成了當天的採購任務，
把大家的這份心意送到了老人護理中心。有了第一次
的經驗，第二次、第三次的採購便更加順利。

短短一個
月的時間，
我們順利地
把餐飲送達
了一家醫院
和三家老人
護理中心，
也購買了一
些急需的食
物捐贈到當
地的兩家食物銀行。《聖經》教導我們「要愛鄰舍如
同自己」。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日子裡，我們也可以
更多地看到我們周圍的人的需要，伸出我們的援手，
把愛傳遞出去！@

齊抗疫 愛社區
陳敏華


	2020-0724-All-Menu
	2020-0724-NY_Web-Pg01-F4
	2020-0724-NY_Web-Pg02-LW3
	2020-0724-NY_Web-Pg03-L3
	2020-0724-NY_Web-Pg04-H5 links
	2020-0724-NY_Web-Pg05-V2
	2020-0724-NY_Web-Pg06-DL2
	2020-0724-NY_Web-Pg07-M3
	2020-0724-NY_Web-Pg08-TX7-3
	2020-0724-NY_Web-Pg09-TX7-5
	2020-0724-NY_Web-Pg10-TX7-6
	2020-0724-NY_Web-Pg11-Chi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