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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金句：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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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7

清明節與復活節，是最令人想起「生」與「死」的節日。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這是唐代詩人杜牧的名作。他以淺白而

寫實的手法，活畫了春寒料峭、煙雨迷濛，人們往來掃墓，

被「死亡」的悲傷和陰影包圍，因而情緒低落，欲要藉酒消

愁的情景。

但聖徒保羅談到死亡時，卻沒有悲傷，還充滿了希望：「基

督已經從死裡復活……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

裡眾人也都要復活……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

你的毒鉤在哪裡？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

謝神（上帝），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死亡，是每個人肉體生命的終結，古往今來，無人倖免。

但無論是清明節或復活節，都道出了人有靈魂，人的肉體死

了之後，靈魂卻仍然活著，靈魂生存的境地有兩個──地獄

與天堂，這是所有宗教都認同的。雖然，不同的宗教，憑著

不同的想像力，對這兩個地方有不同的描述，但大致來說，

天堂是美善的樂境；地獄是罪罰的煉獄。

中國的民間宗教，

對地獄有恐怖的描

寫，香港及新加坡的

虎 豹 別 墅， 就 用 塑

像、浮雕等工藝，把

民間傳說對「十殿閻

羅」、「十八層地獄」

的想像及描述，轉化

成立體的形象，展示

在世人面前，所要傳

達的訊息和《聖經》

及大部分的宗教相同，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當然，在世上說過謊的人，到了地獄，舌頭是否真的被割

掉？作姦犯科的人，是否真的會被大石碾身？這些事活人不

能證實，死人不能說話，卻具有「警世」作用。為何？因為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的心裡，因為神已經

給他們顯明。」（《羅馬書》一章 19 節》）

因此，人的靈魂有「通天」的感覺，

明白「善惡」，知道「死」不是一了

百了；潛意識裡明白，人離世之後，

等待著的是「審判」；這就是為什麼

人怕「死」。如人死真的如燈滅，能「涅盤

滅度」，無意識地永遠歸於沉寂，人又何懼

死亡？事實上，人人談「死」色變，除非確

信死後靈魂可以到天堂樂境，享受永遠的福

樂。

掌管天地萬物的真神，不是人「想像」出

來的，而是自有永有，把祂的創造規律、管

治模式、律例典章、生命流程……向世人啟

示。讓人順服遵從，而得著祂的賜福。 《啟

示錄》不但有天堂、地獄的描述，說到「永

生」與「永死」，還說到《生命冊》，這是

主耶穌以自己的寶血塗沒了世人罪孽的表記；凡接受祂救恩

的人，名字都記在《生命冊》裡，他們都「不至滅亡，反得

永生」！

有關「復活」與「死亡」；有關「地獄」與「天堂」，最

好是看《啟示錄》廿至廿二章。看不懂的地方，可到附近的

基督教會，向牧師請教。@

遊走在「天堂」與「地獄」之間

清明節快到了，這讓我想起一些往事。

我先生生於一個大家庭，可是家裡沒有一個人信耶穌。

那一年除夕，我們從廣州驅車數小時趕回粵西老家，跟家

婆見了面、問候了幾句，還不到半小時她竟撒手人寰。家

人在家擺設靈堂，在阿媽遺體前跪拜。五歲的兒子悄悄地

問：媽媽，我們要跪嗎？

兒子從小聽著《聖經》故事成長，在他心目中，我們只

能跪拜上帝。眼前的事不僅讓他、也讓我不知所措。我只

能心裡默默地為他們禱告，盼望有機會給家裡人傳福音。

後來每到清明，家人都希望我們回去給阿媽掃墓，因為我

既不想跪拜又怕得罪家人，便找藉口推託。

終於有一年清明節，我禱告了很久，鼓起勇氣跟先生回

老家掃墓。一家三代三十多人輪流在墳前跪

拜，輪到我的時候，我當著全家人的面，和

顏悅色地斗膽宣告：我是基督徒，除了天父

上帝以外，我不能跪拜任何別神，包括阿媽

（家婆），雖然我和你們一樣想念她。如果你們願意聽，

我很樂意在阿媽墳前為家人禱告。

沒想到，家裡最有話語權的二哥竟然同意了！我用輕柔

有力的聲音，為家人因為不認識上帝而犯下的無知之罪，

請求上帝饒恕；每個人都在認真聽。晚上，一家人圍坐在

一起吃飯，二哥特別在阿爸和所有大人面前，感謝我在阿

媽墳前為家人禱告贖罪祈福。後來，先生的阿爸和姐姐都

信了主，又相繼過世回天家。

現在，我們開始在微信上向家人傳福音，深感難度甚大。

清明節來臨之際，我們依然祈求上帝預備家人的心，盼望

他們早日悔改歸向主！@

清明節往事 區路得

清明節 (Qingming Festival) 的日子雖每年不同，但與春

節、端午節、中秋節等以農曆計算的節日不同，是據公曆計

算——依地球自轉與環太陽公轉的變化而定，確定出現在

冬至後 105 天，春分後 15 日。其時，生機復甦，萬物皆顯，

潔齊清明，故得名「清明」。

慎終追遠

清明節的首要主題是掃墓祭祖。到祖先墓前上供祭品，焚

香打掃。清人潘榮陛在《帝京歲時紀勝》描繪：清明掃墓，

傾城男女紛出四郊，提酌挈盒，輪轂相望。這一傳統表達的

是「慎終追遠」之意。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

敬。出自《論語 ‧ 學而》，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

矣。」直譯為：謹慎地對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遠的祖先，

自然會培育出忠厚老實的百姓。

慎終追遠還有一層引申意，即為：謹慎地思考人生於天

地之間的意義。這也是本期《號角》將清明節與復活節「相

提並論」的目的——信從創世之主，才是真正慎終追遠的

永生之途，因祂原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祂

的復活，戰勝了死亡的權勢與毒鉤：「復活在我，生命也

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

永遠不死。」 

斷鷂放災

踏青郊遊，

是 清 明 節 的

第 二 主 題。

《 帝 京 歲 時

紀 勝 》 也 記

載， 掃 幕 的

人們也「各攜紙鳶線

軸，祭掃畢，即於墳

前施放較勝。」紙鳶，

就是風箏。人們在清

明節放風箏，不僅因風力適宜、墓地空曠，更有祈求祖先保

佑的含義：人們將災禍病情寫在風箏上，將之放飛，待其高

飛空中即剪斷線絲，象徵災禍病情隨風箏消逝而去，所以稱

作「斷鷂放災」。自然，這只是人們的心願。飛得再高再遠，

風箏終是飄回大地。

現在，清明節將臨，本該春和景明、天清氣朗的大地，卻

因源於武漢的新冠病毒令全球人心惶惶！病毒侵襲人的身

體，恐懼吃掉人的理智。對死亡的恐懼來自對死後的不確定

性：是灰飛煙滅？還是另有去處？有人去算命，想推測出端

倪；有人用盡一己之力想擁有再多一點，好像把一切能抓住

的都緊緊抓在手中，未來就多了把握。

事實上，再多的金錢地位權力，都不見得可以阻止死亡降

臨；再多的大米、口罩、衛生紙，也不見得可以阻止不安對

內心的蠶食。這個時刻，只有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聖經》啟

示，能以屬天的應許，鎮定驚惶恐懼的人心，上帝與我們同

在，才是主復活賜給我們的把握！

川普總統將 3 月 15 日定為全國祈禱日，呼籲美國人民向

上帝虔誠地祈禱，團結戰勝疫情，因為在美國，我們不崇信

政府，我們崇信上帝！「我們的開國者在獨立宣言中，四次

提到我們的創世主。我們的貨幣上印著『我們相信上帝』。

我們將手放在左胸上，效忠宣誓時說『上帝之下的國度』。」

讓我們切切照著上帝的吩咐去行：「又說：『你若留意聽

耶和華——你上帝的話，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留心聽我

的誡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

在你身上，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出埃及記》

十五章 26 節）@

生機復甦 感悟人生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記載：當婦女們去看耶穌的墳墓時，主

的使者從天上下來，對她們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

那釘十字架的耶穌。祂不在這裡，照祂所說的，已經復活了」！

　復活的救贖主，是人生根本的盼望——當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

來的上帝，照在我們心裡時，雖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

不至失望；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死亡——因為耶

穌基督已經勝了這世界！
緣盡情未了

疫情下的愛心



新冠狀病毒在全球肆虐，許多人活在死亡的陰影下。

在這時候再思「清明節」及「復活節」的意義，相信可

讓我們在這恐怖的「疫流」中，找到力量與盼望。

「清明節」是由「飲水思源」的信念而來的，由於相

信我們的先人是帶著美善動機去養育我們的，我們才會

有所感恩，有所懷念。誠然，懂得「飲水思源」的人，

一定會有一個快樂的人生。快樂，是因為我們相信先人

們的養育之恩，確實是有著「美善的動機」。

「飲水思源」的心意是與生俱來的，讓我們可以因為

感念恩典的「根源」而心生歡樂，即如當我們看到一棵

茂盛枝葉，結果纍纍的大樹時，想到那竟然是由一粒小

小的種子而長成，我們不可能不感到萬分驚訝——那確

實是很奇妙的事。但如果我們能進一步追溯那更遠的源

頭，那麼，我們就不單驚訝而矣，還會充滿了感恩，因

為明白那是出於創造宇宙萬物的神（上帝）的一個美善

的動機。

事實上，這樣的美善動機到處都是，只是我們習以為

常而忽略而矣。例如呼吸一口新鮮空氣，那是分分秒秒

都可以體會的奇妙；平日不以為意，但經過這次「疫情」，

我們應可以體會，能夠舒暢地呼吸一口新鮮空氣也不是

必然的，就會自然地向那創造宇宙萬物的神心存感恩，

這樣，我們的喜樂會更大！喜樂，不單是因為那新鮮的

空氣，更是因為那「美善的動機」。不過，這些觸目皆

是的奇妙創造，是需要用一個感恩而良善的心去體會的。

清明節是帶我們用感恩的心去「飲水思源」，而「復

活節」卻是帶我們用信心去領受創造的神為我們預備的

「永生」，和永生帶來的復活的「盼望」——這盼望是

我們在「疫流」中得力量的源頭。這個復活的盼望，不

單是每年一次的「復活節」的提醒，而是到處都可以看

到的事實：每年這個時候，我們會看到枯枝復活了，地

上枯萎了的植物復活了，毛毛蟲帶著美麗的身體復活了。

更重要的是，即如「飲水思源」是與生俱來的感恩情

操一樣，「盼望永恆」也是與生俱來、幫助我們探索永恆的本能。《聖

經》的《傳道書》三章 11節說：「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

將永生安置在人心裡」。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看到日落的美景時，我們

會有著那種「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無奈感。然而這種無奈感其

實是好的，可催促我們去了解及得著神為我們預備的永遠生命。事實上，

「永生」並非是一種猜測或希望。復活節之所以是一個充滿喜樂的節日，

就是基於耶穌基督復活這個歷史的事實；而最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個重

大的盼望，只需要我們順著內中的呼喚，用簡單的信心去回應，就可以

得著了。@

「
疫
流
」
中
的
盼
望

華人的清明節和西方的復活節兩個日子很近，這樣

的安排，應是上帝的美意，引領我們思考不可分的死

亡和永生。

清明的雨

清明時節，想到天氣，可能受杜牧的名詩《清明》

影響，以為總是雨紛紛的。其實根據過去60年氣象

數據統計顯示，中國江南地方的雨日最多的長沙也只

是65%的概率有雨，而北方這個季節大多是晴暖乾

燥的，下雨的概率不到 20%。然而，無論有雨或無

雨，對在這個節期悼念、緬懷親朋的人來說，雖未必

如杜詩所說的「路上行人欲斷魂」，但臉上的眼淚

和心裡的哀傷和思念，確實會讓日子顯得「雨紛紛」

般的陰沉灰暗。帶來隔絕和黑暗的死亡，如果必須直

面，一定是清明的雨遠遠不能形容的。

耶穌的死

2,000多年前在以色列，也有這樣的一個直面死亡

的日子，歷史上的一個獨特的星期五，是猶太人的逾

越節前一天：行了許多神蹟奇事的耶穌，猶太人以為

祂是他們久盼的民族的救主，可以把以色列拯救出羅

馬統治，不料33歲的祂卻被門徒出賣，判了十字架

死刑，被釘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各各他山上。那時，

跟隨祂的人幾乎都四散了，只有祂的母親馬利亞、

一個門徒和幾個婦女在刑場上守著。從午正到下午

三點，耶穌斷氣的時刻，遍地都黑暗了，人們也被

淚水和絕望籠罩了。一位久經沙場的行刑的羅馬軍

官，從未見過任何人那樣死去，他抬頭望着掛在十字

架上的耶穌，帶淚說，

「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馬可福音》十五章

39節）。

黎明的光

耶穌的屍體被取下

來，用布包好，放到了

一個新墳墓裡，門口放

了大石頭，士兵把守

著。過了安息日，星期

天的大清早，太陽剛出

來的黎明，三個婦女急不可待地到了墳墓那裡。他們

在路上時還擔心「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

（《馬可福音》十六章2-3節），抬頭卻看到墓門已

開，進去發現耶穌的身體不在那裡。她們驚慌地去報

告了門徒們，彼得和約翰跑來看了，又走了。有放光

如閃電的天使向婦女們顯現，說，「不要害怕，我知

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祂不在這裡，照祂

所說的，已經復活了。」（《馬太福音》廿八章5-6

節）不願意離開的抹大拉的馬利亞一個人留在墓外哭

泣，身後有一人問她找誰，為何哭泣，她以為那是看

園的，但是當那人叫她名字時，她認出那就是耶穌……

復活的主

復活的耶穌，仔細叮囑馬利亞：「你往我弟兄那裡

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

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那天晚上耶穌親

自來到門徒聚集的地方，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還把祂有釘痕的手和被刺的肋旁指給他們看，他們看

見主，就喜樂了。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翰福

音》廿章 17-21 節）就是這些門徒和後來親眼見到

復活的耶穌的 500多人，還有無數的沒有親眼見到

卻相信復活的耶穌的跟隨者，把勝過死亡的永生的福

音傳遍了全世界。

今天，在病毒驚嚇全球的時候，願從死裡復活的耶

穌，祂的「願你們平安」，進到每個聽見的人的心裡，

得著勝過死亡和罪惡的能力和盼望，得著永生。@

雨後的復活黎明
WWW.CCHC-HERA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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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一詞的定義，若從生物學角度來看，

是指生命死亡後再復生。在基督信仰裡，復活則

分別有身體和靈魂兩種含意。

靈魂復活

又稱靈命甦醒——在人們願意信主的那一刻，

開始同基督連接起來，聖靈進入內心，成為上帝

的兒女。這樣的復活，發生在每一個基督徒的生

命中。

在《聖經》記載裡，使徒保羅的經歷就極富戲

劇性。在《加拉太》書二章，他表明：「我已經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

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誰能想像得到，當他還叫掃羅時做了什麼？逼迫

基督徒！

因為他是猶太人，從出生就具羅馬公民身分，

又受教於名師，比許多同歲的猶太教徒更有長進，

而把逼迫基督徒當作嚴守律法、事奉上帝。見證

耶穌的司提反殉道時，掃羅就在現場，且為殺害

司提反的兇手看守衣裳，又為司提反受害而歡喜。

他還要去大馬士革抓基督徒，但在路上看見大光，

眼睛立刻失明了。

當時，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什

麼逼迫我？」掃羅說：「主啊！你是誰？」主說：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後來，上帝差派大

馬士革城內的亞拿尼亞來見掃羅，為他按手禱告，

使他眼睛復明、受洗、被聖靈充滿。

掃羅在耶穌生前並未見過耶穌，他信主是因為

復活的主向他顯現。信主以後，他成為外邦人的

光，冒著生命危險傳講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使聽

的人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上帝。

正如使徒行傳所說：「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

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

（九章15節）

身體復活

《使徒信經》也宣告：我信身體復活。保羅則

在《哥林多前書》告訴信徒：「我如今把一件奧

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

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

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

我們也要改變。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

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十五章51-53節）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仰，基督徒相信即使肉身生

命消逝，靈魂也會歸入上帝的國，直至主耶穌再

次降臨，故將身後的紀念稱為「安息禮拜」——

以上帝為中心的敬拜，透過主的話語、祈禱、唱

詩，使人獲得安慰和盼望；藉著已故信徒的信仰，

見證天父的信實與慈愛。親人縱然不捨，但不會

過分哀傷，因明白死亡只是暫別，將來必定在天

家重聚。

這也是為什麼對基督徒而言，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認識主耶穌基督！講道家和神學家鍾馬田

(Martyn Lloyd-Jones)，1939 至 1968 年擔任西

敏寺教堂牧師，他認為「重生」是基督信仰的最

重要教義。1981 年 3月 1日，當他的生命進入

盡頭，已失去言語能力時，不想別人再為他的康

復祈求，而在紙條上明確地寫道：「別阻止我進

入榮耀。」

沒有永生盼望的人，喪禮總是令人傷感、不安

和恐懼的，因為死亡就是終結與永別。對於基督

徒，榮耀的天家卻正是盼望所在：「從此以後，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

慕祂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四章8節）@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我從小就常常思考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因為在我 10歲的時候，父親就因

公去世了。當時，媽媽帶著我和弟弟回山東老家去生妹妹，我們都沒見到他去世

的樣子。等到我們回到他的工廠時，見到的只是一座墳墓。

那以後每年一到清明節，媽媽都會帶我們姐弟三人去給爸爸掃墓，焚燒紙錢，

拔掉墳上雜草，在墓前磕頭。妹妹是遺腹子，每次磕頭時嘟起嘴巴極不情願，回

到家會問我：爸爸真的在墳墓裡嗎？死是怎麼一回事？我也不知道該怎樣回答！

事實上，父親的死在我心上留下了陰影，一直在恐懼和擔心死亡中生活。

後來我上了大學，畢業後留校工作，但發現自己還是不快樂！人生意義、死後

歸宿的困擾依然揮之不去。直到1992年 10月去廣州、深圳尋找發展機會，得同

學和她的同事給我傳福音，我幾乎沒猶豫就做了信耶穌的禱告；同年12月 24號

平安夜接受了洗禮。

認識了主耶穌，生活徹底改變了！我開始讀《聖經》，明白有一位天父創造了

我，並且關心我、愛我，甚至把祂的獨生子耶穌給了我、為我而死。因著相信耶

穌，我就不會滅亡、反得永生。就像《羅馬書》說的：「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

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與我們的

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八章 14-16節）

很奇妙，心裡的陰影一下子不見了——我又有父親了！並且有一天，我會回到

天上與祂在一起！我也知道了人生的意義就是在活著的時候敬拜讚美主！我激動

地每天唱讚美詩，每天捧讀《聖經》，連媽媽都說我好像變了一個人、性格開朗了。

我立即給媽媽、弟弟和妹妹傳福音，他們都先後信了主。再到清明節時，我們也

都會懷念爸爸，遺憾他生前沒有聽到福音。

從信主時起，死亡再也不能威脅我對生活的信心！@

死亡再也不能威脅我
韓燕

《約翰福音》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

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三

章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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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16節）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十四章6節）

《羅馬書》

「唯有上帝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

耶穌裡，乃是永生。」（六章23節）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上帝叫

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

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

救。（十章9-10節）

《哥林多前書》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

你們仍在罪裡。（十五章17節）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

比眾人更可憐。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

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

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在

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

人也都要復活。（十五章19-22節）

《哥林多後書》

那叫主耶穌復活的，也必叫我們與耶

穌一同復活，並且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

在祂面前。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

因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

榮耀歸與上帝。所以，我們不喪膽。外

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

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

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

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

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四

章14-18節）

《提摩太後書》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

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

了。」（四章7節）@

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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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遏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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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疑加劇了病毒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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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統基督教會，而是

偽基督教組織。2014 年 11 月，韓國《國民

日報》報導，韓國三大教團之一的基督教監

理會，於第 31 次大會上決定，將「新天地」

等九個團體劃定為異端邪教。2016 年 4 月

19 日，韓國基督教聯合會協會也發佈公告：

「新天地」自 1990 年開始就被認定為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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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課程潛移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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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百度百科

文獻，英國聖公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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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國度與聖殿」；李萬熙則是

與古先知、摩西、耶穌一樣，被上帝揀選並

應許來拯救人類的保惠師 ......「新天地」教

理書裡寫著：上帝又差了一個人到世上，把

軟弱的百姓從滅亡的漩渦中釋放出來，建立

新生命的國家，這個人就是李萬熙先生。

李萬熙也自我宣揚，他是肉身不死的永生

者，是世上唯一能解讀《啟示錄》奧秘者，

因為「上帝奧妙的真理是被隱藏的，所以至

今都沒有人知道」。他還創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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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收割節同等，

均為預言成就的實底——新約。

1995 年，他在《教會和信仰》月刊上自

稱是「唯一擁有上帝話語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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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萬熙的自傳也天花亂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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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舉辦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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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與慶生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舉辦，

如同八方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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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備受爭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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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俗子，卻

假冒救世主。

瓦解信仰的病毒，甚於攻擊身體的病毒，

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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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被帝王夢激動得發狂，不惜敵基督的鋌

而走險者罷了。

其實，鑑別這類人的最簡單方法，就是以

耶穌基督為標準，看他們是為人獻上生命還

是使人為自己獻上生命！「荊棘上豈能摘葡

萄呢？蒺藜裏豈能摘無花果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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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淑

環球管窺
歐盟實施入境禁令

17 日， 為 了 遏 止 新 型 冠 狀 肺 炎

（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疫情擴散，

歐洲聯盟 27 個會員國領導人，同意對外實

施 30 天入境禁令，禁止外籍人士在非必要

情況下進入歐盟國，亦將採取「協調一致的

行動，撤回受困在外的國民」。禁令不影響

歐盟內部旅行。

澳發現四種免疫細胞

17 日，澳大利亞 Peter Doherty Institute 

for Infection and Immunity 的 科 學 家，

在《自然醫學》期刊上發表研究報告：已

識別出人體免疫系統如何抵抗新冠病毒

(COVID-19)；免疫系統對新冠病毒的反應

與抗擊流感的方式相同；確定四種可以抵抗

新冠病毒的免疫細胞。識別免疫細胞開始出

現的時機，有助於預測病毒的發展過程、加

速疫苗開發、制定治療方案。

美國首支新冠疫苗測試

16 日，「凱撒醫療集團華盛頓研究中心

(Kaiser Permanente Washington Research 

Institute)」的新冠病毒疫苗臨床實驗計劃研

究團隊，在西雅圖展開首支疫苗人體測試，

共為四名身體健康的志願者完成疫苗注射。

在全球急尋對抗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有效對策

之際，這一進展令人振奮。團隊主持人表

示：「大家現在都成了對抗新冠病毒的團隊

成員，每一個人都想在緊急情況下貢獻一己

之力。」

普京可任總統至 2036 年

16 日，俄羅斯憲法法庭批准俄羅斯議會

提出的憲法修正案，其中包括允許普亭出任

總統至 2036 年的條款。此判定為最終判定，

不得上訴。該修憲草案已獲俄國議會和地方

議會通過，定於 4 月 22 日舉行全國公投。

在大眾媒體和選務單位都在克里姆林宮嚴控

之下，預料公投可輕易過關。屆時，普京在

2024 年任期屆滿後可再「首度」出任總統

到 2036 年。

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13 日，總統川普宣佈美國進入國家緊急

狀態。這意味聯邦政府最多可動用 500 億

美元資金抗疫；醫生、醫院的一些法律約束

暫時失效；更充分發揮醫療資源。懷疑染病

的民眾可在疾控中心網站填寫症狀，需要接

受病毒測試者可自行到指定場所接受快速測

試，醫療保險公司豁免檢測的共付費用。

百年來最大全球流行病

11 日，世衛 (WHO) 正式宣佈，新冠肺炎

進入「全球大流行 (Global Pandemic)」。

兩週來，中國以外確診病例暴增 13 倍，受

影響國家增三倍。9 日，WHO 還表示，疫

情大流行威脅「非常真實」，但仍不算全球

大流行，強調這是史上首個可控的大流行。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UNCTAD) 一項報

告指出 : 新冠肺炎全球確診病例 11 萬、死

亡 3,817 例，擴散 105 國家及地區 , 這將使

某些國家陷入衰退，使整體世界經濟成長大

幅趨緩至 2% 以下，造成約 1 兆美元損失；

在最壞情況下，損失可能高達 2 兆。呼籲各

國政府加強支出，以緩和疫情衝擊。

新加坡允郵輪泊岸

10 日，被馬來西亞、泰國拒絕停靠的意

大利郵輪 Costa Fortuna 號，在母港新加坡

靠岸。泰國拒客理由是對「過去 14 天曾過

境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實施入境限制；大馬

的理由是禁止所有郵輪進港。郵輪所屬公司

表示，船上乘客 2,000 人，其中有 64 位意

大利人，但沒有新冠病毒疑似病例。新加坡

當局聲明，所有進入新加坡的乘客都必須通

過體溫篩檢，有些乘客也得接受病毒檢測。

自 1 月 20 日華盛頓州一名 35 歲男子被

疾控中心 (CDC) 確診為美國第一位新冠病毒

(COVID-19) 患者至今，疫情在全球擴散的

範圍與速度不僅超乎民眾想像，甚至超乎專

家預測。現在無論身在地球何處，每天面對

的都是鋪天蓋地的疫情更新或進一步管制訊

息。自行隔離、強制隔離、居家避疫、群體

免疫、社交距離、停業、關閉公共場所、禁

止聚集、股市崩盤、封城、鎖國、確診、死

亡等詞匯，幾乎已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疫疾瘋傳中，我們看到人性的光明面：

一些大企業自動轉化原有產能，生產抗疫產

品；許多社區自發分組，為年老獨居者送餐

等，都令人感到溫暖。但也看到人性的黑暗

面：謠言滿天飛；針對亞裔的歧視與暴力；

國會議員聽取了機密疫情簡報，立刻拋售股

票，謀取「內線交易」利益；青少年不顧自

身及他人安危，群聚在社區公園賽球；甚至

在海灘舉辦千人派對，還對記者吼叫：「新

冠病毒？我？染病就染病吧！」令人搖頭不

止。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NEJM)》專文報導，

去年 12 月 31 日中國首度通報世界衛生組織

(WHO)，有種肺炎在武漢地區群發。 1 月 7

日，中國發表檢驗結果，說是「不明原因病

毒性肺炎」，因此被稱為「武漢肺炎」。後

來 WHO 正式命名為 COVID-19（2019 新

型冠狀病毒）。

川普總統原來一直稱讚習近平主席，「面

對非常艱難的情況，做得非常好。」3 月 11

日，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則表示，若非中

國最初隱瞞疫情，禁止醫生對疫情發言，且

不讓 CDC 與 WHO 專家團隊進入武漢，拖

了兩個月，「我們原可大大削減在中國及現

在全世界發生的病例。」

3 月 12 日，中國外交部「戰狼

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無證據

指控：「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

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

國欠我們一個解釋！」之後，川普於 16

日改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並說用詞

「精準」指出病毒產地。20 日，CDC 證實，

1 月 3 日的確收到中國通報，但後來就沒下

文了。當此疫情緊張之際，中美雙方的口水

戰，除了令人想起「甩鍋」，對抗疫無補。

美國國會兩黨協同，但當談到紓困的一兆

美元，兩黨政治觀點的分歧立刻呈現，以致

紓困案未能在參院通過。民主黨希望撥款由

州長調配，因人多的大州，州長多為民主黨

籍；共和黨則主張直接發錢到每一家，以免

流為他用。當記者問

企業能否用紓困

的錢回購股票

時， 川 普 立

即回應「我

傾向限制，

事實上我將

要 求 不 准 回

購。 我 不 想 讓

企業拿幾億買回自

己股票，因為這只使股價

上漲，對經濟沒有實益。」他這立場倒是非

常明確。

面對瘟疫這「看不見的敵人」，人心惶惶。

政府口稱「可管可控」，卻也心知肚明人能

做的其實有限，只是盡人事、聽天命。但願

大家都能從上帝的話語中得著力量，求祂賜

下平安的福，又在祂的愛裡多為別人著想，

多做實事，少些政治口水，團結一致共度難

關。@

美國動態
葉漢中疫情中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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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孩子發生悲劇。妻子説：「你一定要打電話給他們！

你跟他們熟。」

我真的不知該如何啟口，總不能直問「你女兒是不是自

殺？」我拿起手機先發個簡訊問他們近況如何。

朋友的女兒罹患憂鬱症有一段時間，不久前將所有累積的

藥物一次吞下，要不是及時發現送醫，後果不堪設想。

重視孩子心靈健康

朋友間為了避免不小心落入相互比較，一般都儘量不提孩

子的事。孩子無法適應學習，成績不佳已經讓家長極為耗

神，更何況罹患憂鬱症，更是絕口不提，甚至有的家長會視

之為家醜。

朋友夫婦在孩子讀中學時，就發現有消沉和從社交圈退縮

的現象，也能接受憂鬱症診斷，並且配合醫師治療。一份研

究報告顯示，有自殺念頭的亞裔尋求幫助和自己認為需要治

療的比率較小，這意味有很多華人家長不知道孩子的受壓能

力，或沒有重視孩子的心靈健康。

「上次換藥之後有沒有改善？」每次見到朋友，我都會關

心詢問。憂鬱症會採用藥物控制，可是藥物常有副作用，使

患者不願持續服用，且大部分憂鬱症患者想了結自己的生

命。

人在自殺之前通常會有一些徵兆，例如說「我實在活不下

去了」這類話，情緒低落或是性格變得孤僻，做出不合情理

的行為。當發現孩子言行舉止顯著變化、濫用毒品或酗酒、

身體無端受傷等等情況時，家人都要認真以待。身為家長要

重視孩子心靈健康，與孩子保持良好溝通，以寬恕和接納陪

伴，同樣是不可忌諱求醫，一

定要尋求專業的輔導和幫助，

幫助孩子走出死蔭幽谷，千萬

不要推延。

另一個孩子的悲劇

得悉另一朋友的孩子發生悲

劇，可是不知詳情。我按下朋

友的電話號碼。

朋友直接了當說：「謝謝關

心，幾天前在他的大學附近舉

行了惜別禮拜，很多同學和朋

友參加，後事都已經處理好

了。」

我回答：「對不起，我們今天才聽到……」

朋友嘆一聲後說：「他申請讀碩士不太順利，覺得失望，

但沒想到竟然對生命絕望。我們以為他能接受事實並且準備

改專業，也談到其他的選擇……現在才知道這事給他這麼大

的打擊，付出的努力沒有收到預期的結果……我們以為提醒

他努力只是平常的囑咐而已，卻給了他過分的壓力！」

朋友感嘆說：「兒子的朋友說事情發生前，看到兒子在社

交媒體發佈無奈的幾句話，還以為是情緒抒發，並沒想太

多。他們很難過，沒有及時……而我們卻完全不知道！」

我靜靜聽完他的傾訴，結結巴巴地說：「謝謝你告訴我這

些，我們會為你們禱告！」

預防潛在的悲劇

現代年輕人面臨壓力不單來自現實環境，更多是來自社

交媒體，他們非常關注自己在社交媒體中是否被接納，甚

至自我評價也是由社交媒體的

肯定程度做標準。家長絕不能

小看別人在社交媒體上對孩子

的評語，尤其批評或諷刺，包

括網絡欺凌對孩子的影響。很

可惜，年輕人會在社交媒體上

分享感受，對爸媽卻常是三緘

其口：「我沒問題！少管我的

事」，這使得父母的關心與引

導更難介入。

父母或許可以藉著新聞引入

話題，問問孩子的看法，讓孩

子知道你關心他，也讓孩子能

抒發自己的感受，分享想法，千萬不要一味論斷和定罪。

不要忘記經常鼓勵孩子，幫助孩子啟發對自己的期望；有

期望，就會有努力的動力。但千萬小心，不要期望他們對我

們的建議照單全收，孩子需要明白自己的重要性，我們也要

幫他們確實知道他們在父母心中的重要性。

我們要把握機會向孩子表明對他們的愛是無條件的，而不

是一味要求他們要達到或完成什麼目標才能報答我們的犧牲

和擺上。以主耶穌的話鼓勵與安慰他們：「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常

常提醒孩子，將一切交託給上帝。

上帝比我們更愛我們的孩子，甚願我們都求上帝給智慧能

警覺孩子的心靈需要，幫助他們憂傷的靈再次得著喜樂。@

尋短見的孩子 文／李道宏
圖／ Ines Lee

一位老伯伯過98歲生日，壽宴上大家紛紛向

他表示祝賀，老伯伯也眉開顏笑。有一位賓客

上前說：「祝老伯長命百歲！」老伯伯聽到此

話大發雷霆：「難道我只有兩年壽命了嗎？」

整個宴席的氣氛一下子很尷尬……幸虧另一位賓

客反應快，他上前對大家大聲說：「諸位，今

天我們為老伯98歲生日慶賀，我們恭祝老伯長

命兩百歲！」他特意將「兩百歲」三個字拖得

很長，還朝著老伯伸出兩根手

指，又請大家一

起再次說，「恭

祝老伯長命兩百

歲！」然後大

家鼓掌歡呼，

老伯這才高興

了。

對死亡的恐

懼是所有人或多

或少都存在的，

人都想長壽。中

國古代帝皇讓人

煉仙丹求長生不

老，秦始皇派人

赴海外尋求長生

之法。電視劇中

我們看到要覲

見或退朝都

要對皇帝三

呼「吾皇萬

歲，萬歲，

萬萬歲！」可是即使擁有天才地寶，即使朝夕

太醫調養，歷史上長壽的皇帝並不多，文獻記

載最長壽的清朝乾隆皇帝生於 1711 年 9月，

卒於1799年 2月，只不過活了89歲。

1967年，美國首富詹姆斯 ‧貝德福德患了胃

癌，為了自己能活更久，他與醫生約定：如果

手術失敗，他願參加人體冷凍的實驗，等醫學

發展至能治癒胃癌時再解凍，並將名下所有的

財富作為醫療費用。結果手術失敗，醫學家們

按他的意思，用科學方法讓他冷凍了起來，希

望 50年後能夠復活。從時間上看，他應該在

2017年解凍，三年過去了，他依然被冷凍著，

因為迄今為止癌症尚未被攻克；而且雖然他冷

凍的身體保存得較好，卻仍有萎縮現象出現；

目前他是處於腦死亡的狀態，所以即使他能被

成功解凍，還是要面臨死亡的境地。

世界上沒有人能戰勝死亡，也沒有宗教能解

決人對死亡的恐懼，唯有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

為我們被釘十字架，死後第三天復活，祂勝過

死亡，廢除了死亡的權勢。

《聖經》說：「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

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

永生。」（《約翰福音》三章16節）

掌管生命的主耶穌允諾我們：信祂的得永生！

《哥林多後書》一章10節：「祂曾救我們脫離

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

望祂將來還要救我們。」因著有永生的盼望，

基督徒能坦然面對死亡，心中充滿平安喜樂，

靠著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大功，剛

強得勝，活出美好！@

人渴求在人生道路上找到相知相愛的伴侶，生命𥚃彼此支

持，共度餘生，這是理想的婚姻。不過，現實生活𥚃的婚姻

大多數並不如此，婚姻路不是童話式的康莊大道，反而是經

歷不少迂廻曲折、高低不平的小徑。

坐在我輔導室內的夫婦，絕大多數都是曾經山盟海誓、願

意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如今心靈卻是傷痕纍纍，不少已徘徊

在離婚門檻，在往律師樓之前，姑且試一試婚姻輔導可否挽

回。雖然他們的婚姻往往已病入膏肓，問題積壓很深，但我

欣賞他們仍然願意盡最後一分努力，嘗試挽救婚姻。

夫妻成長於不同的家庭環境，模造了他們的性格丶生活形

態、習慣等，雙方都把原生家庭的影響力帶進婚姻內室也不

自知。因為關係親密，配偶最清楚對方的缺點，也是最

難忍受的地方，因為對配偶總是有一定的期望。

鼓勵勝於批評

事實上，誰都知道自己並不完美，性格都有不少瑕疵和

缺點，不是不想改，只是需要很大勇氣和堅持才能慢慢

調整過來，當中極需要的是鼓勵而非批評。這些缺點觸

及自尊心便是「死穴」，是最容易受傷的地方。但很多

時候，作配偶的往往針對對方的缺點施予壓力，逼其改

變，效果往往適得其反。當我們感到受威脅、被否定時，

就會保護自己而反抗，所以很多時候壓力愈大反抗力愈

大，夫妻關係呈現張力。在婚姻中要做到一個真正有影

響力的人，是努力活出自己的原則，但亦同時願意包容

未達原則的伴侶。只有對方感到被尊重和接納的時候，

他／她才會放下自我保護的「外殼」，被你的原則感染和影

響。誰不想身邊的伴侶是自己生命中的彩虹呢？鼓勵燃點勇

氣，批評激起怒火。

輸爭執贏關係

良好的溝通在人際關係非常重要。特別在婚姻生活裡，需

要作許多大大小小的決定，意見分歧是難免的。如何在分岐

上願意作出妥協，是重要的功課。妥協包涵作出某程度的犧

牲。「妥協」這個字在商業用語上是負面的，因為你要放棄

一些應得的利益；然而，用在關係上它卻是正面的丶積極的，

因為你重視關係而選擇妥協。不少時候，夫妻意見分歧，

最後演變為意氣之爭，

為了自尊心而戰，因為

吞不下一口氣，你輸我

贏，最後儘管爭赢了，

卻輸了關係，其實兩個

人都是大輸家。

寬恕取代公平

每一個人都曾犯錯，需要有勇氣打倒昨日

的我，不再重蹈覆轍。婚姻所受到的傷害，

需要彼此原諒，亦只有寬恕才能真正治癒心

靈的傷口，因為在寛恕，恨沒有了生存的空間。家是孕育愛

的地方，家庭不是法庭，當我們願意選擇寬恕勝過執著公平

的時候，過失的一方會感到那不配得的愛，使他更有勇氣重

新珍惜這個關係。上帝給我們有第二次機會，我們願意同樣

給予自己的婚姻和配偶一個機會嗎？

我對研究婚姻問題有負擔，因為婚姻牽涉到的個人及家庭

關係太重要，直接影響正在成長的孩子的生命，孩子亦會把

父母的問題不自覺地延伸至下一代，關係的苦難就像咒詛一

樣延續下去。不過，我深信真愛能融化人生命底的鬱結，使

心靈得到釋放，重獲上帝賜予人的尊貴與自由。「上帝說：

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世記》

二章18節）祝願每一對夫妻，成為對方真正的幫助者，是

配偶生命裡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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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命兩百歲 俞文蔚

成為配偶的彩虹 李飛君（執照心理諮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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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州	
底特律華人宣道會
31329 John R Rd., Madison Heights, MI 
48071　諶志豪 (248)588-0642
新生命基督教會
6640 John R. Rd., Troy, MI 48085*
Shihao Luo (248)322-2652
* 華人宣道會北堂
1591 W Auburn Rd, Rochester Hills, MI 
48309*
陳讓福 (248)707-1103
橄欖樹校園教會
801 South Forest Ave, Ann Arbor, MI 48104*
張惟中
安雅堡台灣教會
1432 Washtenaw Ave., Ann Arbor, MI 
48104*　陳浩德 (937)922-5341
安城華人基督教會
1750 Dhu Varren Rd., Ann Arbor, MI 48105
王壽忠 (734)262-3831
安城中華基督教會
4205 Washtenaw Ave, Ann Arbor, MI 48108*
沈約翰 (734)256-5138
中華福音教會
35301 Five Mile Rd., Livonia, MI 48154
沈信權 (734)464-7077
* 偉恩華人宣道會
616 W. Hancock St., Detroit, MI 48201*
閻季陽 (313)312-0712
奧克蘭華人教會
4155 N. Squirrel Rd., Auburn Hills, MI 48326
Brady Morishita (248)340-7495
中華聖經教會
28111 West Ten Mile Rd., Farmington Hills, 

MI 48336　鄭卓雄 (248)473-2050
蘭辛華人基督教會
5250 Cornerstone Dr., Lansing, MI, 48917
彭加榮 (517)322-2000
* 卡城華人基督教會
5334 Parkview Ave., Kalamazoo, MI 49009
金剛 (269)599-4992
* 大溪城華語基督教會
3065 Agler St., SE, Grand Rapids, MI 49546
陳廣善 (616)516-0771

印第安那州	
愛加倍華人基督教會
621 South Range Line Road, Carmel, IN 
46032
林天成 (614)370-9551
* 印城華人教會
3405 E. 116th St., Carmel, IN 46033
楊華西 (317)706-0433
印城華人教會西北堂 
5964 S 700 E, Whitestown, IN 46075
秦恩光 (317)617-6711 
綠城華人基督教會
7717 Piney Branch Rd, Greenwood, IN 
46143*　施平南 (317)888-9915
印城佳音教會
Basement of IUPUI Campus Center, 420 
University Blvd, Indianapolis, IN 46202*
Michael Man
* 印城第一華人循理會
9035 21st Street, Indianapolis, IN 46545
李一如 (317)748-6348
* 南灣華人基督教會
11805 Laughlin Dr., Mishawaka, IN 46545
楊小焱 (574)256-9422

唯恩堡華人教會
1400 W. Washington Center Rd., Fort 
Wayne, IN 46825*
Chung-Wen Chen (260)497-0157
哥倫布市華人基督教會
3850 N Marr Rd. Room 408, Columbus, IN 
47203*　李世瀚 (605)695-6530
布魯明頓華人基督教會
503 South High Street, Bloomington, IN 
47401*　牟濤
愛城華人基督教會
16 E. Michigan Street, Evansville, IN  
47711*　白霈德 (812)422-5414
拉法葉華人宣道會
435 W State St, West Lafayette, IN 47906
Chuck Carter (765)233-9819

俄亥俄州	
哥倫布市教會
199 E 15th Ave, Columbus, OH 43201
張樹正 (614)764-3960
高台福音基督教會
1340 Fishinger Road, Columbus, OH 
43221*　王行仁 (614)876-0097
* 哥城華人基督教會
4141 Maize Rd., Columbus, OH 43224
余振源 (614)263-9287
多麗都華人宣道會
2500 W. Central Ave., Toledo, OH 43606
程令甫 (419)472-1771
* 克利夫蘭中華福音教會
12601 Cedar Rd., Cleveland Heights, OH 
44106
克利夫蘭華人教會 (主堂 )
474 Trebisky Rd., Richmond Heights, OH 

44143　黃清泉 (216)531-2499
克利夫蘭華人教會 (城中堂 )
3224 Payne Ave., Cleveland, OH 44114
傅永誠 (216)621-1412
Solon 華人教會
7765 Country Lane, Chagrin Falls, OH 
44023*　黃欣惟 (440)476-3086
克城台灣基督教會
138 E Boston Mills Rd, Hudson, OH 44236
Tim Chen (330)650-0441
肯特華人基督教會
1407 Fairchild Ave., Kent, OH 44240*
黃欣惟 (330)798-2458
* 愛城華人基督教會
135 Fir Hill, Akron, OH 44304
麥陶德 (330)315-5656
辛城華人教會 (主堂 )
1393 Compton Rd., Mt. Healthy, OH 45231
吳繼揚 (513)931-2381
辛城華人教會 (美聖堂 )
766 Reading Rd., Mason, OH 45040
方冠傑 (513)398-1234
辛城長老教會
3755 Cornell Rd., Cincinnati, OH 45241*
郭正義 (513)769-0725
大陽城華人衛理堂
1940 Boardman Poland Rd, Youngstown, 
OH 44514　葉志飛傳道(216)978-3369
德頓華人基督教會
600 Patterson Rd., Dayton, OH 45419
葉俊明 (937)299-9595
主愛華人福音教會
3020 Indian Ripple Rd., Dayton, OH 45440
何立發 (937)426-0771

肯塔基州	
核桃街浸信會華人教會
1101 S. 3rd Street, Louisville, KY 40203*
全榮鉒 (502)322-4539
路城台語長老教會
2501 Rudy Lane, Louisville, KY 40207
(502)895-9876
* 路城華人基督教會
6120 Lovers Lane, Louisville, KY 40291
房正豪 (502)231-6113
萊城華人基督教會
4030 Lexington Rd., Nicholasville, KY 
40356　戴信雄 (859)271-3065
寶林綠華人教會
1805 Westen St, Room 215, Bowling Green, 
KY 42104*  bgccf.ky@gmail.com

其他	
亨廷頓華人團契
2788 Collis Ave., Huntington, WV 25702
堵國強 (304)776-4929
* 雙城華人基督教會
1752 Terrance Dr., Roseville, MN 55113
馬天嵐 (651)644-9321
* 聖光華人基督教會
1017 N School St., Normal, IL 61761
邊安國 (309)808-0882
香檳華人基督教會
1100 Broadmoor Dr., Champaign, IL 61821
(217)359-4232 9a國粵
* 春田華人聖經教會
716 N. Amos, Springfield, IL 62702
(217)953-4579

中 西 部 華 人 基 督 教 會 及 機 構 名 錄

注意：在教會名錄上有星號標記(*)的教會，可以取閱《號角》月報。本欄所列有些是借用的聚會地址，不方便作為通訊之用，如要寄郵件，請先聯絡教會或團契的聯絡人。
請聯絡芝加哥華人基督教聯會UCCChicago@gmail.com或本報郵址：chicagohm@cchc.org

女兒 19 歲生日，我和丈夫特意到加州大衛城為她慶生。在飛機上看了一齣賺人熱淚的電

影，《姊姊的守護者 (My Sister's Keeper)》，電影改編自美國小說家茱迪·皮考特一部探討

倫理的小說。

故事講述 13 歲的安娜一直無怨無悔地為患有血癌的姊姊凱特捐出血液、臍帶及骨髓。為

了姊姊，安娜放棄了正常的生活，經常進出醫院，她深知自己的存在是為了守護姊姊的生命。

直至姊姊的腎臟因併發症而衰竭，需要安娜捐出腎臟，以延續生命……當父母以為理所當然，

準備安排手術之際，安娜竟斷然拒絕，更找來律師控告父母侵害她的身體使用權，並向法庭

申請解除父母對她的醫療監管權。安娜的舉動讓全家陷入空前的風暴，也令我感到費解。

與姊姊感情深厚的安娜，何以這樣忍心，決意眼睜睜看著姊姊死去？一向善良、乖巧的安

娜為何作出與家人對簿公堂，讓父母痛心的決定？故事的結局出人意表，原來妹妹的決絕是

為了守護姊姊最終的意願……

妹妹犧牲自己的意願，成全姊姊，看似是姊姊的守護者，但所作出的決定是對、是錯？極

具爭議。同樣，對於父母來說，守護孩子既是天職，也是不容易的功課。所謂「養兒一百歲，

長憂九十九」，人的能力始終有限，把重擔扛在肩上，每天憂憂愁愁，就能守護孩子的一生

嗎？

女兒去年暑假到加州升學，更令我深深感受到孩子在外，為人父母的無力感，既擔心她遇

人不淑，更擔心她遇上意外，加上美國大學校風開放、崇尚自由，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各

色各樣的試探誘惑，讓剛踏入大學的新鮮人 (Freshman) 極容易迷失、迷惘，偶一不慎，更

會掉進難以想像的陷阱。在忐忑不安的日子，上帝以《聖經．詩篇 121 篇》再次提醒我，祂

是我們的幫助者、保護者，是可倚靠的：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祂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是的，我的幫助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祂不打盹，也不睡覺，祂的保護是最周全、最

可靠的。

這次加州之旅，看見女兒成熟了不少，無論處事、交友和學習都定意尋求上帝的帶領，令

我放下心頭大石，不禁從心底裡發出對上帝極大的讚美：慈愛的阿爸父（上帝），謝謝你愛

我、體恤我，謝謝你作女兒的守護者，有你保護她，我的心便穩妥了！@

女兒的守護者 戴蕭佩筠

有時在網上看見「小確幸」這個用詞，翻

查一下，原來該詞源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

一本書，大意是因為某件小的好事發生在自

己身上而感到微小而確切的幸福感，是生活

中稍縱即逝的小快樂，是簡單的美好帶來的

滿足和感恩。比如：
聽到滋潤心靈的金句

邊做運動邊欣賞明媚的陽光

和親友閑話家常

日行一善，幫助有需要的人

見到所愛的人開心笑了

兒女送上窩心的擁抱

遺失了的東西突然再現眼前

回家吃飯時發現竟然有剛才想吃的這道菜

周末睡到自然醒

手機傳來訊息，發信人就是剛才想念的人

煮出了在網上學到新的菜色

黃昏時看到一抹紅霞……

真是不勝枚舉！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眼中的

小確幸。如果我們每一天都用心去感知，在

日常的生活中發現小確幸，找到最簡單的快

樂，那麼再平凡的日子都會美麗和幸福起

來！把這養成習慣，一天拾起一個或以上的

小確幸，那麼一年下來就能經歷三百多次的

「幸福」，人也必定會開朗快樂多了！

「小確幸」令我聯想到《聖經》中的「凡

事謝恩」：「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

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

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

16-18 節）

「凡事謝恩」的《聖經》原文意思是：在

所有的境況中感謝神恩，不論是好的還是壞

的情況，都要感恩。人遇到好的事情自然會

高興，卻未必會想到感恩；如果遇到壞事，

那就會心情不好，更會怨天尤人，誰還會去

感謝神恩？《聖經》這句話看來何其不合理

和難做到！

然而作為基督徒，我們確信神就是愛，祂

容許我們經歷每一件事，不論好壞，都是出

於祂對我們的愛，為要造就我們，要我們成

長，讓我們與祂更親近、更認識祂，合乎祂

用。因愛我們的緣故，祂定會把最好的賜給

我們，而且祂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任何事

情的發生定有祂的原因。在我們看來像壞的

事情，卻定有祂的祝福藏在其中，因此無論

好事壞事都是恩典！雖經歷苦痛，但神不會

輕看，也不會離棄我們，祂必會加添力量，

讓我們倚靠祂去勝過一切艱難，所以我們應

為此感恩。如果我們可以堅定地相信祂、依

靠祂，凡事向祂謝恩，必會經歷到神賜給我

們奇妙的作為和祝福。基督徒有這樣經歷的

比比皆是，比較著名的如《聖經》中的約伯

和現代的華理克牧師等。

當下面對世界疫情、多國人民染病甚至不

治、政局經濟動盪、人心惶惶，願我們都可

以藉著每天的小確幸和凡事謝恩來面對，用

正面態度和信心，靠著神克服種種困難，靜

候雨後的彩虹吐艷，等待黑暗之後的黎明到

來！@

小確幸和凡事謝恩
伍大可

父母那一代，他們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暴行，活

了下來。75 年後的今天，我們這一代人也正在經歷

COVID-19 大流行病的暴行。這種病毒暴行不僅會使

身體致命，而且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芝加哥市民被

要求遠離人群、洗手，並實行人與人保持社交距離，

彼此保護。大部分人要在家辦公，期限的未知，引發

特別的精神壓力。因此我想分享處理 COVID-19 引起

的精神壓力的五項建議。

（1）減少過量使用科技帶來的壓力：在家隔離的人

因為需要通過電話或電腦進行在家工作，保持對外的

交流，這樣讓人長期地處於工作狀態，壓力不可忽視。

所以請盡可能地控制工作時間。特別提醒，睡覺前半

小時停止使用手機和電腦。

（2）不要忘記運動身體：儘量每小時起來伸展一下

身體，可以經常四處走動一下。如果你是比較活躍的，

可以嘗試短而有趣的高強度間歇訓練程式。

（3）利用笑的力量：笑可以釋放體內化學物質內啡

(Endorphins)，使人感覺良好。花點時間讓自己休息，

看看網上幽默有趣的視訊短片，讓自己大笑一下。這

個習慣還可以幫助去掉上癮咖啡、糖和垃圾食品的習

慣。

（4）利用科技智慧：可以通過一些科研機構（如

心臟數學研究所的 heartmath.org）提供的免費線上

課程，學習自我調節情緒。通過訓練平靜、穩定的

呼吸和心跳，向大腦傳遞信號：「我是安全的」，

將交感神經系統 (Sympathetic) 轉移到副交感神經

(Parasympathetic) 系統運作，達到放鬆、修復和休息。

（5）選擇積極、可信的想法：《聖經》是非常好的

選擇。這裡推薦《詩篇》九十一篇 1-10：

1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2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祂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

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3	 祂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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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

6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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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你惟親眼觀看，見惡人遭報。

9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

10	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

請大家再讀第 6-7 節，這是全能的神在《聖經》上

給信靠祂名的人的應許，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安然度過

COVID-19 大流行病毒的禍患。阿們！@

處理COVID-19 的壓力 王國韶

我今年 55 歲，四年前帶著兒子旅遊，來到美國芝加哥。因為丈夫有

了外遇，我非常憂鬱，這種情緒影響到了兒子，他覺得父母離婚，讓他

失去了家庭溫暖，本來就是違反計畫生育而生的第二胎，因為害怕別人

知道，從兩歲半就生活在寄宿學校，一個星期回家一天，種種不利於成

長的情況下，他也沉迷了網路遊戲不可自拔。

來到美國，朋友介紹說，培德中心教授英文，我就給他報名了，整個

假期，我和兒子都在培德。他參加了青少年團聚，我加入了仁愛小組的

讀經班。記得主日崇拜時，李志明牧師講饒恕，我越聽越感動，不知為

什麼眼淚流個不停。我第一次有回家的感覺，有偉大的神，祂知道我的

罪，我的苦，我不是無處訴說，無人理解。在這裡有這麼多的弟兄姐妹，

他們幫助我，我不再孤獨。我第一次來到神的面前，和大家一起敬拜神、

讚美神，充分體會在神的關愛和溫暖。我慢慢地愛上了教會，心情逐漸

平安、喜樂。通過牧師的證道教導，弟兄姐妹的分享，我感受到了上帝

的恩典、慈愛、正直、公義、信實、智慧、能力等，也明白了我們都是

罪人，虧欠了神的榮耀，背離了神。.

信主之後，我的心情慢慢地從抑鬱中恢復，臉上也有了笑容，心情也

平靜下來。我也從原來對丈夫的怨恨和仇視中解脫出來，不再覺得都是

他的錯；也理解自己性格中的強勢，不肯饒恕而要報復的罪性。依靠神

的話，我感恩上帝、感恩親人、感恩朋友，平安喜樂。

信主之後，我固定時間來讀經、靈修和禱告，屬靈上不單借著教會牧

師證道，還在小組查經班上吸收屬靈長輩從上帝而來的領受，又借著看

書、查經、分享等追求靈命長進。感謝主，我願意在意志上、心底裡相

信主，順服主。信耶穌，就是當我在相信的裡面，才能理解認識主；當

我願意打開心門接納主的愛，才能真正經歷主。也許信主以後路會有掙

扎和困難，但是靠著已經為我得勝的主，沒有克服不了的事情。

願主憐憫我，帶我走好以後的路。我願知道真理，多追求認識你，求

你賜我信心來依靠你。奉主耶穌的聖名求，阿門！@

我回家了 趙靜波



注意：在教會名錄上有星號標記(*)的教會，可以取閱《號角》月報。本欄所列有些是借用的聚會地址，不方便作為通訊之用，如要寄郵件，請先聯絡教會或團契的聯絡人。
請聯絡芝加哥華人基督教聯會UCCChicago@gmail.com或本報郵址：chicagohm@cchc.org

芝 加 哥 華 人 基 督 教 聯 會 教 會 及 機 構 名 錄
教會	 地址	 城	 州	郵區	 負責人	 電話	 網頁	 崇拜
*中華友愛教會 5 N. Princeton Avenue Villa Park IL 60181	 文耀銘牧師 (708)383-6867 www.cornerstonechinese.church 國粵英	11a
* 芝加哥華人浸信會 1433 W. Pensacola Avenue Chicago IL 60613	 馬國楝牧師 (773)871-1900 www.ccbcnew.org 國 粵 11a 	英 10:45a 
* 華人基督教聯合會華埠堂 2301 S. Wentworth Avenue Chicago IL 60616	 李宇敬牧師 (312)842-8545 www.ccuc.net 粵	10a/11:30a 英 9:45a
* 華人基督教聯合會華埠國語堂 2216 S. Wentworth Ave, Chicago IL  60616	 李志明牧師 (312)842-8545 www.ccuc.net 國 9:45/11:30a
* 華人基督教聯合會城南堂 3000 S. Wallace Street Chicago IL 60616	 郭民昌牧師 (312)225-5564 www.ccuc.net 粵 9a/11:45a 英 11:45a
海德園基督教改革宗長老會 5144 S. Cornell Avenue Chicago IL 60615 (773)288-2677 國 10a
* 南郊華人教會 17100 S. 69th Avenue Tinley Park IL 60477	 張伯安弟兄 (708)532-1820 www.chicago-sscc.org 國	1:30p
* 城匯社區教會 3520 S Morgan Street  #102 Chicago IL 60609	 陳崇基牧師 (312)8578638 www.urbanvoicechurch.com 粵 10a 英 11:30a
芝加哥靈糧堂 933 Chicago Avenue ( 崇拜 ) Evanston IL 60202	 鄭大勉牧師 (847)733-1104 www.bolchicago.org 國 10a 
芝北華人基督教會 3636 Illinois Road Wilmette IL 60091	 張秀斌牧師 (847)251-4860 www.ccfcil.org 國	9:15a 英	11a
芝北華人基督教會 -南湖堂 600 N. Aspen Dr. ( 崇拜 ) Vernon Hills IL 60061  張學凱傳道 630)418-2578 www.ccfcil.org 國 英 9:30a
* 三一恩典堂 1506 Half Day Road Highland Park IL 60035	 黃雅憫牧師 (847)433-6543 www.ccucnorth.net 國 9:30a	粵 11a	英 9:30a
芝加哥豐盛生命堂	 5450 Davis Street Skokie IL 60077 湯道源牧師 (847)436-9587 國 10a
* 芝城三一福音教會 9800 Crawford Avenue Skokie IL 60076	 王桂美牧師 (847)677-2942 www.etc-chicago.net 國 10a
* 基督教懷恩堂 5200 Church Street Skokie IL 60077	 賀倍恩牧師 (847)583-8298	 www.gccc5200.com 國粵 11a		英 9:30a 
* 葛霓華人基督會 6080 Gages Lake Road Gurnee IL 60031 何春勳牧師 (224)392-1316 www.gurneechinesechurch.org 國 9a 
*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250 Waukegan Road Deerfield IL 60015	 黃健羒牧師 (847)945-6760 www.nsccc.net 國 9:15a	英 11a
* 芝加哥基督華人教會 23W420 St. Charles Road Carol Stream IL 60188	 戴義聲牧師 (630)848-2272 www.cascchurch.org 國 英 10:30a
* 中華基督徒國語教會 9 S. 565 Clarendon Hill Road Willowbrook IL 60521 關志平傳道 (630)655-1148 www.ccmcweb.org 國 英 11a
* 華人基督教聯合會城西堂 1400 Maple Avenue ( 崇拜 ) Downers Grove IL 60515 卓甫敬牧師 (312)842-8545 www.ccuc.net 國 9:50a 英 11:30a 
愛修基督教會曙光堂 602C west 5th Avenue Naperville IL 60563 張文琴牧師 (312)799-9945  國 10a
欣斯代爾華人基督教會 5750 Holmes Avenue Clarendon Hills IL 60514 王振軍牧師 (504)864-3540  國 英 3p
* 活水福音教會 1256 Wehrli Road Naperville IL 60565 黃多賜牧師 (630)983-5677 www.lwechurch.org 國 8:45a/10:30a 英 10:30a 
芝城台灣社區教會 1420 S. Meyers Road Lombard IL 60148 (630)495-2737 www.taiwanesecommunitychurch.org 台英 11a
* 信義會真理堂 503 W Bauer Road Naperville IL 60563 王耀華牧師 (630)416-6476 www.tlcnaperville.org 國英 9:30a 
* 惠頓華人宣道會 1748 S. Blanchard Street Wheaton IL 60189 (630)462)0196 www.wcac-cma.org 國粵 11a 英 9:15a
* 西北郊華人浸信會 4242 Kirchoff Road Rolling Meadows IL 60008 譚人元牧師 (847)934-4223 www.cbcnws.org 粵 11a 國英 9:30a   
* 芝加哥華人播道會 310 E. Hintz Road Arlington Heights IL 60004 梁永勝牧師 (847)368-0202 www.cefcofgreaterchicago.org 粵英 10a 
* 芝城西北華人基督教會 2401 Kirchoff Road Rolling Meadows IL 60008 杜俊江牧師 (847)525-0818 www.cnsccc.org 國 9:30a 英 11a
聖道基督教會 385 S  Buffalo Grove Road Buffalo Grove IL 60089 陳啟世牧師 (847)373-1738 www.ChineseWordMinistries.org 國 1p
芝加哥台福基督教會 4N051 Glen Ellyn Road Glendale Heights IL 60139 黃國安牧師 (630)893-8824  台 10a
* 新光基督教會 1700 N. Rand Road Palatine IL 60074 何俊明牧師 (847)221-2422 www.newlightchristianchurch.org 國 10a 英 11:30a
* 信義會真光堂 1220 E. Irving Park Road Streamwood IL 60107 吳立仁牧師 (630)474-6005 www.tllcc.org 國 9:30a 英 11:30a

機構	 地址	 城	 州	郵區	 負責人	 電話	 網頁 事工
普世佳音傳播機構 6555 W. College Drive Palos Heights IL 60463 安平牧師 (708)371-8700 www.chinese-goodnews.org 數碼媒體華人福音節目
芝加哥中國基督徒合唱團 1515 Eton Drive Arlington Heights IL 60004 吳湘琪姊妹 (847)392-5334 www.chicagoccc.org 音樂佈道培靈事工
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宣道團 631 Illinois Route 83, Suite 204 Bensenville IL 60106 林恆志牧師 (847)868-2226 www.cccmforhim.org 推動佈道宣教及主辦基督徒大會
友愛中華協會─芝加哥 2343 Trowbridge Way Lisle IL 60532 曲義坤牧師 (630)400-7222  校園福音事工
華人基督教育基金會 11 Royal Vale Drive Oak Brook IL 60523 Ms. Amy Lay (630)655-4461 出版及送贈基督教書籍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書房 553 Fessler Avenue Naperville IL 60565 江東姊妹 (630)870-9350  郵購基督教書籍
中國基督徒生命團契 670 Bonded Parkway Streamwood IL 60107 王峙軍牧師 (630)837-7551 www.cclifefl.org 出版生命季刊
宣教中國使命團 P.O.Box 5155 Glendale Heights IL 60139 李朝強牧師 (630)433-7081 www.ChristianVisionForChina.org 中國偏遠地區宣教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華傳”	 520 Chippewa Drive Naperville IL 60563 章長基博士 (630)778-0733  差傳事工
恩言輔導 3131 South Canal St Unit A1 Chicago IL 60616 趙約翰牧師 (630)492-1055 www.Guidingword.org 協助教會建關懷團隊及造就門徒
聽見基督教有聲出版社 20576 N. Elizabeth Avenue Prairie View IL 60069 鍾熙宜傳道 (224)277-0717  出版有聲書 (國、粵語 )
號角月報─芝加哥版 2301 S. Wentworth Avenue Chicago IL 60616 董美琴姊妹 (312)842-2255 www.cchc.org 出版福音報章
* 正道福音神學院芝加哥校區 631 StateRoute 83 (Busse Rd)1/F Bensenville IL 60106 陳永昌牧師 (630)991-0431 www.les.edu 神學教育及工人培訓
榮神傳播 2127 South Tan Court, Unit D Chicago IL 60616 陳熾牧師 (630)946-6868 www.mmm4him.org 靈修信息
海外基督使團 (OMF International) 370 S. Schmale Road Carol Stream IL 60188 Rev. Nordstrom (630)871-7305 https://omf.org 推動本地及海外宣教
* 培德中心 2216 S. Wentworth Avenue Chicago IL 60616 吳常義弟兄 (312)328-1188 www.puitak.org 新移民關懷事工及福音事工
芝加哥短宣中心 4242 Kirchoff Road Rolling Meadows IL 60008 黃茂林傳道 (847)387-7890 www.stmchicago.org 訓練及推行信徒本地佈道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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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報稅服務

培德中心原本計劃於 3月 7日及 14日，

一連兩個週六為社區預備免費報稅服務，

卻因疫情擴散而只能如期進行其中一日的

服務。其中有 30個家庭已於 3月 7日的報

稅服務受惠，而原本計劃於 3月 14日報稅的 10幾個家庭

將以其他方法繼續受到服

務。

報稅服務當日，培德同

工一早到達中心檢查各樣

設備，而義工們亦協助預

備簡報及祈禱。一切就緒

後，服務正式在早上九時

開始。完成整份簡單報稅

表格所需時間約20分鐘，較複雜的報稅表格則需兩小時。

由於早前已為所有參加者檢查文件，整個報稅程序非常順

利。中心更替各位家庭列印完成的報稅表及準備回郵信封，

以便參加者郵寄出去。

在此，我們非常感謝華人基督教聯合會的宋傳道及戴傳道

在旁與參加者傾談及關心他們的需要。亦感謝義工們耐心接

待參加者及付出寶貴的週末時間！培德中心社區服務部繼續

為社區人仕提供不同需要的服務。如有查詢，請聯絡培德

中心譚太，電話：312-328-1188，內線

205。

人口普查最新消息

人口普查現已進行中！美國憲法要求所

有居住在美國的人被計算在內，而人口普

查將影響未來十年聯邦政府對各個社區的撥款及資源分配，

以及每個州在眾議會的席位。我們可以通過填寫人口普查局

寄來的問卷並寄回去，或撥打熱線回答問卷（廣東話線：

844-398-2020，普通話線：844-391-2020，英文線：844-

330-2020），或登入網站my2020census.gov 完成問卷。

培德中心會在 3月 30日至 4月 11日提供協助完成人口普

查，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8點至中午 12點星期一至

五下午4點至 6點。

其他社區問卷輔助如華諮處、希林等資訊，請瀏覽華

埠更好團結聯盟 CBCAC 網站 https://cbcacchicago.org/

census-help。請大家積極支持及參與人口普查！

新學期英文班招生

英文班新學期將於4月 27日至 6月 19日進行，共七週。

有意報讀的街坊、新移民，可以在 4月 20 日（星期一）

8:00-9:30am、5:00-6:30pm到培德中心報名登記，或4月

15日（星期三）5:00-6:30pm到城南堂報名。報名時請出示：

附有本人照片的個人身份證明、現址證明（必須列有報名者

的姓名）和工卡。 如有問題，請致電 312-328-1188 分機

209李老師查詢。

從教室到 E-Learning

受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培德基督教學校校長與學校董事

會3月 13日商議決定，從3月 16日至 4月 13日期間暫時

關閉學校。目前，學生返校時間暫定於4月 14日，在復活

節假期之後（具體情況視病毒的發展而定）。所有學校活動

均取消，包括學前班的復活節項目、校外考察活動等。科學

展覽活動的展示和評審也將被推遲。IOWA標準測試將於4

月 20日至 24日如期進行。從3月 16日開始，小學部學生

在家中與老師開始通過電子學習平台G Suite Hangouts 上

課，學前部學生在父母的幫助下進行線上學習。該校正持續

努力讓所有教職員、學生及家長適應這種新的教學方式，以

確保所有學生可以獲得連續不斷的教育，並最終戰勝疫情。

Joni	&	Friends 家庭康樂營

Joni & Friends 每年一度為受殘障影響的家庭舉辦市區家

庭康樂營，今年8月 9至 13日於印第安那州的Cedar Lake 

Ministries 舉行。培德中心的支援小組已有家庭報名參加，

甚願你能一起來當義工 (STM) ！詳情請於 joniandfriends.

org/chicago 查看，或電郵雷黃慧儀 waiyilouie@puitak.

org，或電話312-328-1188，內線 218查詢。

我一般出遊甚少參加旅行團，大多是因便而去的，有時是參加會議，有時是探望好友，所

以每次都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經歷。

去年感恩節期間，我接了一個邀請去香港，本來是我最喜歡去的地方，因為有很多老友可

以敘舊，只可惜當時因局勢的問題，裹足不前，不過我知道我們不會在香港停留很久，行

程最後是要去台灣一遊，這個安排對我來說，有些新鮮感，因為我已未踏足台灣超過卅年

了，腦海裡一點台灣的印象也沒有，所以就不再猶豫  ，答應前往。

到了香港，我們是與一班院牧同工及義工一起去台灣旅遊的，他們想在繁忙的工作之餘，

抽離出來，以一個不在本地，不談事工，包括不帶家眷的大前題下，盡情地放鬆一下，享

受台灣的風情。大家都很雀躍，帶領的主任是一位很細心的人，去之前做足了功課，行程

編得動靜皆有，美食不停，又因行程很短，

所以非常緊密，但又不像趕鴨式的，甚至幾

乎可以滿足每一個人的慾望需求，大家都盡

興而歸。

我是其中唯一的外客，在臨出發前的茶會

中才認識他們，本來心中有些顧慮，與他們

這麼不熟，這幾天可以玩得痛快嗎？和他們

合得來嗎？結果，匆匆的行程，給我留下深

刻的印象，美好的回憶，精彩重重，有幾點

是我特別難忘的：

由於本都是同工，所以在彼此配合上非常合拍有默契，分工也容易，節省了很多不必要的

討論或爭議，行程流暢又富有彈性，這就是與一般旅行團的不同。不過這個效果，我認為是

他們在平時工作中日積累月操練而成的。他們告訴我，平時工作時是「院牧聯會」，工餘時

是「院牧聯誼會」，很多的默契都是這樣培養出來的。好隊工，產生了好事工！難怪有一班

義工忠心耿耿地與他們同工，去這次旅行的義工都是參與超過20年以上的！我有幸成為她

們的陪客，又是長者，行程中盡情享受他們的安排！

一行十多人，從家中出發去機埸直到台北機場，交通接駁等等，全都安排妥善，去景點更

不用說，都是很有新鮮感。台灣的確是現代化，也很美化，不必導遊都可以感受到當地的特

色；至於吃，我稱這團為美食團，每餐都不一樣口味，再配上景色，真是色香味的享受！有

位團友甚至帶消化丸去幫助自己吃多些。不過最令我感動的是，在吃不完的美食中，團友都

把它打包回酒店，再分配好，一份份地裝好，到鬧市分送給露宿的流浪漢。這些美食我在家

都甚少會享受到的，這個好主意真的大快人心！

整個行程不是樣樣暢順，事事亨通的；美景美食可以安排，但意外波折是

無人可以預料的——行程中有不幸受傷不能參加的，在途中跌傷要去急診的，

要改機票的……都是不想發生的事。這是一班服事主的同工，平時都是要作帶

領輔導的，所以在這些緊急時刻，可以處變不驚，鎮定應對。這全是因為靠

著那加力量的主而行，運用平日依靠神的靈命操練，全程以禱告交託，酒店

中密室的敬拜，讓主的手來參與工作，的確令我覺得這是一個不一樣的旅程。

更難得是回港後的重聚，大家分享行程的歡樂，美味手信，並作反省及學習

的屬靈功課，成為很多的鼓勵，這是極具實體性的收穫！感謝主！@

不一樣的旅行團 惠子



教會消息
復活晨曦崇拜取消

芝加哥華人基督教聯會鑑於最近爆發的新冠狀病毒，

為保障大家的健康和安全，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取消本

年的 4 月 13 日「聯合復活節晨曦崇拜」，以及 4 月 13

至 15 日「中西部牧者同工退修會」。請眾教會弟兄姐

妹各自與所屬教會一同以實體或網上記念救主受苦、受

死及復活的日子，同時也以禱告記念這次嚴重的疫情，

求主憐憫恩待，賜下醫治。

正道春季課程更動

由於疫情蔓延，今年春季芝加哥正道培育中心課程更

動如下：

傲慢與偏見 (3/27-29)：由於課程設計不適合同步視頻

網路上課，暫行取消，請停止報名。

兒童事工的願景與實踐 (4/24-26)：只開放同步視頻網

路上課（取消在課室上課）。

婚姻衝突與輔導 (6/26-28)：課程設計不適合網路上

課，但目前仍保持開放報名，課程是否進行將依當時狀

況另行通知。

詳情查詢：Freda Lin 630-595-9188   電郵：reichi-

ung@les.edu

教會網上繼續崇拜

因新冠疫情蔓延，川普總統已經宣告國家進入緊急狀

態，實體的主日敬拜也受到了影響。很多教會開始了網

上的敬拜贊美，相信神也必悅納。主內弟兄姊妹，請聯

絡自己的教會連線參加網上主日敬拜。芝加哥《生命季

刊》亦有完全版的主日敬拜信息在網頁上，歡迎海外教

會直接使用該網頁來敬拜：https://www.cclifefl.org/

福音營將飛上雲端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擴散，芝華宣道決定將原訂於五

月國殤節週末舉辦的「芝加哥春季福音營」改變形式，

於同一週末舉辦「2020 福音雲」，即為一網上現場直播

的福音探索聚會，為期兩天（5/23-24，週六白天與主

日下午）。

此時雖然是個不合適舉辦大型公開聚會的時候，然而

卻更是我們的同胞迫切需要聽見福音的時刻，主的教會

應當更加把握時機，運用諸般智慧，來帶領我們的同胞

歸主。藉由網路的便利，福音營的同工們大膽地大幅更

動原來福音營的計劃，期盼能再次將主耶穌寶貴的福音

分享給尚未得著永生盼望的華人同胞。

重新規劃後的「2020 福音雲」網路聚會將以「『疫』

外之福」為主題，以活潑的互動方式進行，由柏有成

博士（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及鍾熙宜傳道（聽見事

工創辦人）擔任講員。柏博士是病毒學的專家，鍾傳

道多年關懷並服事弱勢與苦難中的群體，他們二位是神

為我們預備的最佳拍檔。查詢詳情請電郵芝華宣道：

contact@cccmforhim.org。

「疫境共行」網上版

疫情肆虐，全球「生命之道」3-6 月的聚會全部取消，

但感恩的是主容許我們於 2 月推出了「疫境共行——中

神生命之道網上版」！今次「疫境共行」的反應相當熱

烈，因此，我們決定再一次安排過去五周的課堂作全球

廣播，盼望海外的弟兄姊妹也同樣能享受到生命之道網

上查經！如果有朋友從未參加過「生命之道」，鼓勵您

邀請他們參加。報名同學只需按以下連結註冊：

https://zoom.us/webinar/register/3415840677049/

WN_hKPSuPg9T76DI8vuFCB8jA

成功註冊後，您將收到一封來自 Biblestudy 的確認電

子郵件，其中包含課堂的相關資訊，以及三個超連結：(1)

加入課堂，(2) 下載五課作業，(3) 參加會前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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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或作「COVID-19」）一月尾在中國爆發，武漢多個城鎮出現封城，二月初湖

北省全面封鎖以控制疫情，情況急轉直下，整個中國都受到感染，死亡人數不斷上升。1 月

30 日世界衛生組織稱疫情為「公共健康緊急事故 (Public Health Emergency)」，以致多國

也陸續派包機到武漢撤僑。南韓自 2 月 21 日起染病個案也在大丘市、慶尚北道等地區爆發，

案例迅速增加並超越日本，二月底成為中國境外染病數字最高的國家。

隨著二月底中國新增案例開始回落之際，意大利北部在 2 月 25 日起已進行大規模封城措

施，3 月 4 日更停課及停止運動比賽。其他歐洲國家也相繼淪陷：法國、德國、西班牙、英

國等無一倖免。3 月 11 日世衛宣佈新冠肺炎為疫症大流行 (Pandemic)，歐洲轉為新冠肺炎

重災區。美國總統在 3 月 13 日頒佈全國緊急狀態，全國

的運動比賽 NBA、NHL、MLB、NFL 等都破天荒停賽，

自 3 月 13 日起 30 日內禁止歐洲航班到美國，並呼籲民

眾減少聚集，50 人或以上（3 月 16 日更下調至十人）的

活動聚會一律取消或延期，大多數宗教聚會也轉為網上直

播進行，甚至取消。

疫情環境常見的籲詞是：隔離、封城、封國。舉凡與新

冠肺炎扯上關係的，我們都予以拒絕及鄙視。在美國地下

鐵內，有人追打帶著口罩的女士；碰到帶上口罩的亞洲人

就退避三舍。在加拿大，也多次發生有人故意迴避、並指

罵歧視帶口罩人士的行為。原本只是流行病症的事件，竟

發展成為歧視亞裔或是對感染肺炎者的「虐待」行為。所

幸這情況到三月份明顯消減，因為歐洲疫情惡化，證明此

新冠肺炎並非單肆虐亞洲，但疫症對人們心理已造成莫大

創傷。

留意到北美主流，對以口罩抗疫方式都很抗拒，但在亞洲地區，其效果是有目共睹。現在

中國、台灣及南韓等地的疫情不是明顯地受控嗎？原來口罩在北美文化帶有強烈的疏離感，

暗示對身邊人的抗拒，一般只有專業人士（如醫生、衛生人員）會帶上口罩，

除此就只有心懷不軌需要隱瞞身分者才帶口罩。

要抗衡這種文化及對染肺炎者的歧視，筆者深感《聖經》中「惟愛心能造就

人」的教導最管用，因為唯有愛心才使我們能用別人的角度去看肺炎疫情。大

多數人對遇到車禍引致傷殘、長期病患予以同情，甚至對同樣有感染性的愛滋病也會體諒，

因為人已學習以對方的感受來看病情。

筆者鼓勵大家，在疫情期間多發揮愛心，用心關懷身邊的人，特別是長留家居及獨居的

長者，他們常常是最缺乏自保自顧的群體，又比較缺少適時資訊，我們可以每隔一兩天問

候他們的身體、心理狀況，了解家居物資供應如何，告訴他們社區疫情消息，需要時可安

排及找志願者協助。對需要家居隔離的家庭，我們也可以定期問候他們，特別是單親家庭，

要照顧孩子及購買生活物資，極可能需要幫助。

很多日常物資因為人們盲目搶購，超市和百貨店都一掃而空，我們該發揮彼此相愛精神，

大家適度採購，甚至酌情分享抗疫用品，使有需要的人

不用太勞心勞力才能買到日用及抗疫用品。要一同做好

隔離及預防，需要彼此坦誠最近外遊、活動及對外接觸

的情況，以便作出合宜的防護措施。在疫症期間曾發生

多宗虛報、漏報及有意隱瞞個案，也是對別人及社區缺

乏愛心的表現，這樣造成嚴重的社區感染及延醫治理。

有教會聚會習慣的人，在避免人群聚集的政府措施

下，將會有數週甚至多個月不能有教會生活。本著愛

心，我們可以積極鼓勵家中人參加網上崇拜聚會，聆聽

《聖經》的教導，彼此相愛及人生積極導向的信息，可

以安慰心靈及激發人心，減少因疫情而長期受困的抑

鬱。有需要網絡技術支援的，我們可提供裝置上的協

助，或代為聯絡合適的網上及電話輔導。

總而言之，當人心惶惶，害怕疫情惡化，防護措施一

浪接一浪，人實在有點透不過氣。筆者相信有危也必有機，這惡疫來襲，豈不正是我們發

揮睦鄰互助，真誠相愛的好時機嗎？@

最近邀請高秀加入康樂小組，因為她廚藝精湛，並拿手東江菜式，大家雀躍不已。不多下

廚的男士們更私底下興奮，因為希望每天慣常的家庭菜譜，從今得到突破！

不久前高秀來到小組，帶備特有廚具和大量蔥蒜，她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習

慣了的廚具和準備好的蔥蒜，能事半工倍，有利於達到色香味全。她邊燒菜邊解說東江菜

式的特徵：著名的鹽焗雞、釀豆腐、梅菜扣肉等，都是以原汁原味為準則，口感美味可口，

感 覺 回 味 無

窮！因此選料

要講究，最好

是選擇有機的

食材，因為沒

有污染的禽畜

與菜蔬，味道

的確是不一樣

的。其次是烹

調 方 法 採 用

煮、煲、蒸、

燴和燉等，這幾種方法不會輕易破壞食物的營養和

纖維組織，尤其是燉，更能保持原味……然而，男

士們並不太留意高秀的解說，因為他們雙目只是牢

牢地盯著鍋中的炒東坡！

上周小組聚會快開始時，大家正在興高采烈地大談鹽焗雞的做法，在此同時，組長接到高

秀的短信——她早上剛收到醫生的診斷，患上癌症，因忐忑的心情，不會來小組了，不能

再示範烹調東江菜式，向大家表示抱歉。剎時間，大家都沈默不語，不知如何是好。終於組

長打破空氣裡的沉滯，建議李麗代表小組與高秀聯絡，知道她父母均身在海外，鞭長莫及，

看大家怎樣支持她，幫忙她。李麗指出，高秀每天除了繁重的家務外，還要送兩個小孩上學，

之後自己才上班。最近她的先生患腳病，行走不便，相信必有許多要幫忙的。 

第二天，李麗安排了視頻會議，報告高秀的病情和需要幫助的地方，會上大家都表示會盡

力幫助。組長立即逐一安排：靠近她家的輪流給她接送小孩上學放學，有醫護專業的幫忙她

看醫生及化療等。最後是安排三餐，組長鼓勵組員到網上文檔報名，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說會

踴躍幫忙，但恐怕燒的飯菜卻是班門弄斧了。

在結束視頻會議之前，組長用新譯本《聖經》中保羅說的話勉勵大家：「我凡事以身作則，

你們必須照樣辛勞，扶助軟弱的人，並且記念主耶穌的話：『施比受更為有福。』」（《使

徒行傳》二十章 35 節）「樂善好施的人，必得豐裕；施惠於人的，自己也必蒙施惠。」（《箴

言》十一章 25 節）組長最後領大家同心禱告神（上帝），祈求神看顧、醫治患病的高秀和

有腳病的丈夫，也祈求神讓組員有來自神的愛和力量，致力地愛護支持高秀一家。@

施比受更為有福 陳換新

疫情下的愛心 黃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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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 ‧ 路德 ‧ 金牧師曾

說：社會中最大的悲劇並非惡人所做的壓迫

及暴行，而是好人對這些劣行的視若無睹、

保持沉默。當惡行發生在眼前時，我們是否

會想盡辦法靜靜脫身，力求自保而不作一

聲？

按《馬太福音》的記載，耶穌被釘十字架

前就有類似情形發生。那時，耶穌不見容於

宗教領袖、祭司長及民間的長老，而要把耶

穌置之死地。他們利誘耶穌十二門徒之一

的猶大，以三十塊錢出賣耶穌。畢竟是在羅

馬帝國統治下，要治死耶穌就需經過羅馬官

員，所以在猶太人自己的公會中審問耶穌

後，就把祂帶到羅馬總督彼拉多那裡。

可是彼拉多找不出耶穌的罪行！而且他的

太太作了異夢，說明耶穌是義人。彼拉多就

嘗試把這燙手山芋甩掉，把耶穌往上級推，

送到希律王那裡。誰知希律王只把耶穌戲

弄一番，就下令交回彼拉多處理。按當時慣

例，總督於節期時會特赦一名罪犯。祭司和

長老想到彼拉多可能要釋放耶穌，就挑唆眾

人，要求彼拉多放了那曾在城中作亂殺人的

巴拉巴，而殺害耶穌。

面對民眾強大壓力，彼拉多恐怕生亂，最

終做出讓步，更演出一幕「金盤洗手」，在

眾人面前洗手，且說：「流這義人的血，罪

不在我，你們承當吧！」既說耶穌是義人，

他作為權力的擁有者，又焉能脫罪？祭司

長、長老、民眾要求釘死耶穌，固要承當流

義人血的罪；彼拉多雖然洗手，但同樣要承

當這罪，「罪不在我」只是自欺欺人的說法！

今日社會，也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人人

都承認這世界充滿了罪，只要打開報章電

視，看到的都是形形色色的罪，但人人都說

「罪不在我」，老是把責任向外推諉。假如

真的是人人都「罪不在我」，那麼世間又怎

會如此充斥罪惡？ 《聖經》清楚指出，所有

人都是罪人。罪，不單是做了不該做的事，

也是沒做該做的事。而我們最該做的，就是

順服父神的旨意！

罪，並不是塵埃細菌，可以像彼拉多那

樣洗洗手就可清理！但人總是想出不同的

「水」，試圖把自己的罪洗清。有人以為多

做善行就可以洗滌罪污。這般充滿自私動機

的行徑，又怎能算是善行？三隻蘋果無從減

去兩根香蕉，這是小學生也懂的常識。同樣

道理，四項修橋補路

也 不 能 抵 銷 三 項 偷

盜 拐 騙！ 又 有 人 以

為可以建立完美社會

制度，互相制衡，互

補長短，最終洗去罪

行。誰知這些烏托邦

式的社會根本就不能

實現！即若能夠，也

不能清理深藏人心中的罪性。

按《聖經》的教導，唯一能洗淨罪的就是

基督耶穌所流的寶血！當然，這說法是個比

喻，罪既不是指具體的物質，而是心中的態

度及實在的行為，洗淨人的罪也非指物理上

的清洗。這個比喻有著強烈的舊約背景，當

時的以色列人必定明白。人按律法的要求把

祭牲殺死可得蒙赦罪，但也是暫時的權宜之

計，因此要經常、不停地獻。這看似是人的

努力，但實質卻全是神（上帝）的恩典——

神雖設定了獻祭的條例，但仍然是以恩典來

執行。就如神要求「沒有殘疾」的牛羊作祭

牲，世上真的有完美、完全沒有瑕疵的牛羊

嗎？

神定立這些規矩，是讓人有知罪和贖罪的

可能。而唯一「沒有殘疾」的祭牲也就是耶

穌基督！主耶穌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就像舊約時代的贖罪祭牲。因著耶穌為我們

捨身十架，我們現在不用再拿牛羊獻祭了。

但千萬不要誤會，耶穌死在十架就完結一切

了；耶穌死後復活，證明祂獻的是活祭！

十字架是耶穌一生的高峰，而祂的一生就

是要順服父神的旨意。一個基督徒，因此不

單單是罪被洗淨的人，而是被洗淨且順服父

神旨意的人。解決罪的問題、洗淨罪污，唯

有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親愛

的朋友，您願意接受這救恩嗎？請用本版決

志表跟我們聯絡。@

罪不在我？ 文／魏永達
圖／ Belinda

「彼拉多……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

《馬太福音》二十七章 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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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盡情未了 周簡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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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走出校門就開始批改文章，最讓我頭疼

的要屬是違背常識了。它並不總讓人捧腹，

反令人髮指。比如近日讀到的這段報章文字：

在一線工作的王女士，將出生不到 20 天的

雙胞胎兒子哄睡後，要丈夫送她回醫院工

作 ...... 丈夫一回到家，起床不久的兩個孩子

開口問「媽媽幹嘛去了？」

句子結構沒毛病，動賓匹配，成分齊全，

但就是讓人上火：出生不到 20 天就能講話？

而且還是長句？若這雙胞胎不是奇天才，那

作者便是心智殘障了。漢語裡，不少形容這

類不靠譜文字的成語：荒誕不經、信口雌黃、

嘩眾取寵、天花亂墜等。檢視其成因，是一

種主題先行的通病——為了中心思想而罔顧

常識甚至事實。

曾任湖北作家協會主席的武漢作家方方，

在封城日記中提到：一名病人去世了；臨終

前寫下兩行十一字遺言；報紙宣傳時只用了

「我的遺體捐國家」七個字；刪去了「我老

婆呢」四個字。捐獻遺體固然崇高，可剩下

最後幾口氣仍然惦記著老婆不感人嗎？更多

百姓會為這刪除的四個字淚奔！

我同意方方的見識。一個扼殺親情人性的

人真會有愛？無論是愛國還是愛民，我都懷

疑。《約翰福音》記載，當耶穌到了「髑髏

地」，被兵丁釘十字架時，祂看見了母親和

祂所愛的門徒，就對母親說：「母親，看，

你的兒子！」 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

親！」（參十九章）我被這兩句話感動得淚

流滿面時，還不是基督徒。

耶穌的赴死，是為著全

人類的救贖，何其莊嚴！

但祂沒有忽略馬利亞心被

刺透的痛苦，而從屬天的角度化解馬利亞的

悲傷。「母親」的希臘文原是「婦人」，祂

是在提醒馬利亞：祂與她並非只是世間母子，

祂更是天父的獨生子，也是她的救主。同時，

祂又從人子的立場，給予母親實際的力量支

撐，將使徒約翰引到她面前、要她看為兒子、

得著安慰。祂吩咐約翰，把馬利亞當作母親，

並非只是託付供養，而是要他們建立起母子

親情。

這才是真實！十字架的刑罰何其慘烈。耶

穌痛極，喊出「我的神（上帝）！我的神！

為什麼離棄我？」血將流盡，又呻吟「我渴

了。」直到將靈魂交在父神的手裡，吐出得

勝的信息「成了」，才如釋重負。人子神子

的身心掙扎，完完整整地展示給了世人。

正是從這畫面中，我才確信救主既是完全的

人，又是完全的神。

《聖經》敘事，有善有惡，全然找不出我

們的正典史書裡那種為尊者諱的陋習；相反，

沒有一個人十全十美，從摩西到亞伯拉罕，

從雅各到大衛，即使他們都尊崇並信靠上

帝，言行舉止仍有劣跡斑斑。這豈不就是人

的真實本相？世人都犯了罪！差別只在於認

與不認、悔與不悔、信與不信。

所以，讓我們放棄一切文過飾非的把戲，

自廢喬裝正人君子的無用功，戒掉高大上、

偉光正之類的虛名癮疾，老老實實地直面戴

罪者的人生，接受上帝的熔煉鍛造！@

咬文嚼字 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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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以前所未有力度肆虐全球，毒辣辣的病毒，奪走了地球村居民的平安。但有一群

基督徒藝術家，主動出擊，拿出畫筆，擲地有聲地將上帝掌權，人類無奈，以美以真以愛

將苦難詮釋出來。這些作品就像馨香的獻祭，已經達到憐憫眾生的天父上帝面前，相信抗

疫的疫苗，必要早日出市，解除這場世紀大災難。

這群藝術家來自世界各處，由香港角聲和香港一些基督教機構共組團隊，聯袂舉辦「基

督徒藝術家防疫線上展」，策展人周志文弟兄本身也是藝術家。此展於 3 月 1 日正式啟動，

目前已上 18 組合共 142 件作品。

這些基督徒藝術家坦承，自己對防疫

或抗疫能做的工作不多，卻願意透過藝

術作品，安撫人們的情緒，為城市帶來

正面的氣息，帶來對永生的盼望。

圖片一：《舉目》，藝術家王鵬（來

自中國），油畫

我們向天舉目，我們的幫助從何而

來，我們的幫助是從造天地海和其中萬

物的耶和華而來！疫情波及全地，我們

只有仰望神！求神大發憐恤，醫治這

地！祂愛我們，將自己的獨生子耶穌賜

給我們，叫信衪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感謝主！讓我們歸向你！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

穌基督！

圖片二：《醫治我們的地》，藝術家周文志（來自香港），油畫

「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

產，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這稱為我名下的子

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

惡行，我必從天上垂 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

們的地。」《聖經・歷代志下》七章 13-14 節

畫的頂部不是太陽，乃是三重天外的上帝！這

是以色列人概念中的天與地的觀念。上帝是在三

重天以外的，第一重天是我們親眼可看到的大氣

層，即是有雲有雨的境界。第二重天就是宇宙星

宿的太空，第三重天就是太空以外神寶座的所在

地。上帝在天上垂聽，來赦免我們的罪和醫治我

們的地，祂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我們要謙卑、認

罪禱告，遠離惡行。

歡迎任何視覺藝術媒體作品，有興趣參展的基

督徒藝術家請與 mannchow@netvigator.com 聯絡，作品將在香港角聲網站 cchchk.org

中不斷更新。加拿大《號角》為展覽製作精彩影片專輯，值得廣泛推介（有粵語和國語配

音）：https://cchchk.org/cchc/anti-covid19-art-show/。@

國際基督徒藝術家聯袂抗疫 理泰

隨著全球疫情不斷升溫，人們焦慮和不安也在增加。世界各地的政府和藝術家們發揮特色

創意，用幽默有趣的方式來宣導正確防疫觀念和正面積極態度，期望可以注入一點歡笑到

瀰漫的緊張和恐慌中。以下的幾個精選可在 Youtube 上搜索觀看。

越南明星「洗手歌」

越南衛生部製作音樂短片，教人保持衛生和正確洗手的步驟。歌詞中提到要「一起細

心洗手、別用手碰觸眼鼻口、避免前往人潮眾多的地方、鍛鍊身體、居家清潔，共同打

擊冠狀病毒」等。流行舞者 Quang 

Dang 為 此 創 作 了 一 段「 洗 手

舞」，在網上激起了「洗手舞挑戰

(GhenCovychallenge)」，風靡全球，

連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也在

臉書上分享，宣導洗手的重要性。

法國歌舞浪漫宣導

法 國 社 會 健 保 局 (Assurance 

Maladie) 去年 12 月為呼籲民眾做好預防冬季流感高峰，由電影導演 Neels Castillon 拍攝

了短片「Gestes Barrières（防護的動作）」，其歌舞風情為現在的防疫緊張氣氛增添一點

浪漫氣息。片中有趣而吸引人的舞蹈，加入阻擋病毒傳播的動作手

勢，配上亮麗的紅色造型和輕快溫暖的畫面，讓人情不自禁地跟著

節奏動起來。

伊朗喜劇默片放鬆

伊朗演員 Danial Kheirikhah 把自創的「花式

洗手法」的示範動作，配上音樂家布拉姆斯的

「第一號匈牙利舞曲」，用逗趣、誇張的喜劇

默片的形式，讓人開懷一樂，輕鬆片刻。

義大利奶奶的建議

義大利的網紅奶奶 Nonna Rosetta 展現長者的睿智魅力，教導大家防疫措施八大點，她

說在非常時期，不得不放棄親吻臉頰和擁抱的美好傳統，建議大家就暫時改成拋媚眼吧。

影片最後說「Let's help each other even from a distance.（即使我們要保持距離，讓我們

還是彼此幫助啊！）」

抵抗新冠病毒的最好治療方法是上帝所賜予的身體自身的免疫力，免疫力強才可勝過病

毒。怎樣才能提高免疫力？其中不可缺少的就是「喜樂的心」，因為生命的創造主告訴我們：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箴言》十七章 22 節）在這個人心戰

兢的時期，盼望您能認識復活的耶穌基督，接受祂到心裡成為您的救主，就必能得著一顆

不因環境改變的喜樂的心，即使碰上病毒，也不懼怕，因為耶穌基督勝過了死亡。@

歌舞宣導 喜樂抗疫 聽泉

WWW.CCH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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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豆腐一般都是用魚肉加上豆腐作主要材料，搓成球狀，
放在湯匙上蒸熟，因為形狀像琵琶，所以取其名琵琶豆腐。

做法一

1. 蝦去殼後除去蝦腸，洗

淨後抹乾水分，用刀將

蝦拍扁後剁成蝦蓉，加

入少許鹽和胡椒粉，順

同一方向攪拌至起膠備

用

2. 將免治豬肉用醃料醃十

分鐘後，加入2湯匙水

攪拌至水分完全被豬肉

所吸收，再加入1個蛋

白繼續攪拌至均勻後待

用

3. 將豆腐壓爛，和蝦膠一

起加入豬肉後繼續攪

拌，放入葱粒便可逐一

放上湯匙內，鍋內放熱

水，水滾後隔水蒸十分

鐘至熟透，食時蘸上調

味料，便可享用

做法二

4. 將已蒸熟的琵琶豆腐取

出，蘸上粟粉半煎炸至

金黃香脆，盛起上碟

5. 將調味料煮滾後，盛起

放在已上碟的炸琵琶豆

腐旁邊，	食時蘸上醬

汁或將醬汁淋上，便可

享用@

編者按：新移民到美國，英文最大的挑戰是日常生活的對話，「生活英語」專欄希望給大家一點小幫助。《號角》微信公眾號同

時提供朗讀版。學語言也有點像品嚐食物，要親自放進口裡咀嚼，才能品嚐出味道，才能吃進去發揮滋養身體的功效；鼓勵你不

怕人笑，不怕不流利，把詞句放進嘴裡，常常練習，自己說也好，與人對話更好，會越說越甘甜。

李明儀

美 國 人

有一種食

物，營養豐富，很 容易準備，

又方便攜帶，隨時都買得到，

那就是三明治 (Sandwich)。兩

塊麵包 (Bread)，中間夾點佐料

(Ingredients)，加上美味的醬料

(Condiments)，就是三明治。三

明治的種類很多，光是麵包就有

起碼四、五種可選擇，佐料就更

不用説。到三明治或美式熟食店

（Delicatessen，縮寫為 Deli）

購買時，因為流程速度要快，店

員的動作敏捷，一般顧客會先想

好要點什麼才進去買。這可能對

不熟悉三明治種類的人造成壓

力，而變得不敢去買。以下是一

些三明治種類的名詞，和一段在

三明治店裡面的對話，供大家參

考：

名詞：
麵包 Bread

‧ 白麵包	White

‧ 麥麵包	Wheat

‧ 香草麵包	Herbs

‧ 酸乳麵包	Sourdough

◎肉類Meat

‧ 火腿	Ham

‧ 火雞	Turkey

‧ 燒牛肉	Roast	Beef

‧ 鮪魚	Tuna
蔬菜 Vegetables

‧ 青椒	Green	Peppers

‧ 黃瓜	Cucumber

‧ 生菜	Lettuce

‧ 番茄	Tomatoes
乾乳酪 Cheese

‧ 美式乾酪	American

‧ 切達乾酪	Cheddar

‧ 杰克乾酪	Jack

‧ 瑞士乾酪	Swiss
醬料 Condiments

‧ 蛋黃醬Mayonnaise

‧ 芥末醬Mustard

‧ 牧園醬Ranch

‧ 醋 Vinegar

對話：

Clerk:	Hi,	what	would	you	

like?

店員：嗨！您要什麼？

Customer:	Turkey	sandwich,	

please.

顧客：勞駕，火雞三明治。

Clerk : 	 On	 what 	 k ind	 of	

bread?

店員：要什麼麵包？

Customer :	What	 do	 you	

have?

顧客：你們有什麼麵包？

Clerk:	We	have	white,	wheat,	

herbs	and	sourdough.

店員：我們有白麵包、麥麵包、

香草麵包和酸乳麵包。

Customer:	 I’ll	have	wheat	

bread.

顧客：我要麥麵包吧。

Clerk:	What	kind	of	cheese?	

店員：要什麼乾乳酪？

Customer:	Do	you	have	Jack	

Cheese?

顧客：有沒有杰克乾酪？

Clerk:	 I’m	sorry.	We	only	

have	 Swiss,	American,	 and	

Cheddar.

店員：對不起。我們只有瑞士、

美式和切達乾酪。

Cu s t ome r : 	 I’ l l 	 h a v e	

American	then.

顧客：那我要美式乾酪吧。

Clerk:	Would	you	like	your	

sandwich	toasted?

店員：請問您的三明治要烤熱

嗎？

Customer:	No	thanks.

顧客：不用了，謝謝。

C l e r k : 	 W h a t 	 k i n d 	 o f	

vegetables?

店員：要什麼蔬菜？

C u s t o m e r : 	 L e t t u c e ,	

tomatoes,	and	onions.

顧客：生菜、番茄和洋蔥。

C l e r k : 	 S a l t ? 	 Pe p p e r ?	

Mayonnaise?

店員：鹽？胡椒？蛋黃醬？

Customer:	Yes,	just	salt	and	

pepper.

顧客：好，只要鹽和胡椒。

Clerk :	Would	 you	 like	 to	

make	it	a	combo?

店員：要不要換成套餐？

Customer:	No,	thank	you!

顧客：不需要了，謝謝。@

Daily Englis
生活英語

h

材料：

豆腐	 1盒
蝦	 8隻
免治豬肉	 50g
蒜頭	 2粒
葱	 1條

醃料：

生抽	 1茶匙
糖	 1茶匙
胡椒粉	 少許

調味料：

蠔油	 2茶匙
糖	 半茶匙
粟粉	 1茶匙
水	 4湯匙

小貼士：

1. 這道琵琶豆腐有兩種吃

法，1至 3的做法是蒸

熟後直接食用，4和 5

的步驟是蒸後取出再炸

至香脆

2. 豆腐可選用硬豆腐，炸

起來會更加酥脆

琵琶豆腐

買三明治

最近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令人聞風色變。除了注意衛生

外，增強免疫力對於抵抗病毒亦非常重要。均衡的飲食、活

躍的生活、足夠的休息，並儘量減少壓力都可增強免疫力。

今期我們從營養飲食的角度，介紹提高免疫力的方法，以抵

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和普通流感。

均衡飲食

均衡飲食可助我們攝取足夠的維他命和礦物質，以增強基

本的免疫力。根據美國農業部 (USDA) 的健康飲食指引「選

擇我的餐碟 (Choose	MyPlate)」，每天的膳食中應包含穀

類、蔬菜、水果、蛋白質和乳製品，小心控制分量。每餐的

四分一應是穀類，其中的一半應是全穀類。蛋白質應佔餐碟

的四分一，而水果和蔬菜應佔每餐的一半。水果和蔬菜含有

大量增強免疫力的營養素，建議每天至少吃5杯蔬果。你可

到 choosemyplate.gov 找到更多有關餐單和營養飲食的資

訊，除了基本的食物種類外，以下幾種營養素對提升免疫力

尤其重要：

・蛋白質

蛋白質幫助身體細胞生長

和復元，應吃多元化的蛋白

質食物，不要只吃肉，含豐

富蛋白質的食物包括：海鮮、

肉類、家禽、雞蛋、豆類，黃豆製品、堅果和種子。以一個

2000多卡路里的餐單為例，建議蛋白質攝取量為5安士半，

1安士=1個雞蛋	或 =1/4 杯熟的豆類=1/4 杯豆腐=1片

三明治火雞肉=1塊麻將大小的肉類

・維他命 A

維他命A有助皮膚、口腔、胃部、腸道和呼吸系統的健康，

可保護你免受外來感染。深綠色的綠葉蔬菜和深黃色蔬菜水

果含有豐富的維他命A，例如：番薯、胡蘿蔔、甘藍菜(Kale)、

菠菜、紅甜椒、杏子 (Apricot)。

・維他命 B6

維他命B6有助增強免疫力，可從全穀類食品（如糙米、

全麥麵包、燕麥片）、豆類，雞肉和豬肉中攝取。
・維他命 C

維他命C通過刺激抗體的形成來增強免疫力，維他命C

亦有助傷口痊癒、柑橘類（如橙子、柚子，柑橘）、紅甜椒、

木瓜、草莓都含有豐富的維他命C。
・維他命 E

維他命E有抗氧化的功能，葵瓜子、杏仁、植物油（如葵

花子油或紅花油），榛子、花生醬和菠菜都含有豐富的維他

命E。

・鋅 (Zinc)

鋅有助免疫系統的正常運作和傷口痊癒，可以在瘦肉、家

禽、海鮮、牛奶、全穀類食品、豆類和堅果中攝取鋅。

健康烹調

烹調食物時，應選用低脂的煮食方式，如：蒸、灼、烤、

燉、焗、炆、滷、少油快炒等。多使用薑、蔥、胡椒粉、香

草等低納調味品，盡量少用鹽和醬油。做好計劃很重要，有

時間應該預先買好一些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以便繁忙的

時候，依然能有足夠的蔬果進食量。

體力活動

每天最少做 30分鐘體力活動，每星期

最少做5天，既可增強免疫力，又能防止

體重增加和改善睡眠素質。晚餐後，與家

人一起出外散步，以代替看電視；走樓梯來代替乘電梯；整

理園子或做些需用體力的家務，例如：倒垃圾、清洗地板、

吸塵、洗車及剪草。在週末和家人歡聚的時候，可多做體力

活動，以代替上茶樓，例如遠足、騎腳踏車。

充足睡眠

平均每天有8小時睡眠可增強抵抗力。

減少壓力

可 嘗 試 體 力 活

動、默想、祈禱或

深呼吸。

希望你能坐言起

行，立即行動，從

飲食中提升自身免

疫力，防患於未

然。除此之外，

應該減少到人流

量多的地方，避

可免接觸肺炎和

流感病源，常洗

手，加上適量的

運動，保持身體

最佳狀態，與你

的家人共同抵禦

肺炎和流感的侵

襲。

祝你和家人身

體健康。@

明智飲食 增強抵抗力 黃嘉慧營養師

增強免疫力的食譜建議

早餐：

牛奶麥片配 2個蛋白，半個木瓜，

低脂牛奶
午餐：

芫茜菠菜魚片豆腐湯

芒果青椒牛柳，配糙米飯，油菜
小吃／甜品：

焗番薯，低脂酸乳酪配水果粒，低

脂牛奶
晚餐：

粟米紅蘿蔔蘋果瘦肉湯

焗三文魚配全麥麵條，西蘭花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建議採取日常預防措施：

・ 徹底洗手或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
・ 避免用未洗的手觸摸眼睛、鼻子和嘴巴。
・ 避免與生病的人密切接觸。
・ 生病時待在家裡，並鼓勵家人也照做。	
・ 咳嗽或噴嚏時用紙巾遮擋，然後將紙巾丟到垃圾桶

中，並立即洗手。沒有紙巾時應用肘部遮擋，而不是

用手。
・ 清潔和消毒經常觸摸的物體和表面。

常見問題：

症狀可能會在接觸後2至 14天出現，包括發燒、咳嗽

或呼吸急促。大多數人只有輕度症狀，但有些人會病得

很重。

如果認為自己可能接觸過患者，並有發燒、咳嗽或呼

吸急促等症狀，前往醫生辦公室或急診室前請先致電，

將症狀和最近的旅行告知醫護人員。根據症狀的嚴重程

度，醫生將決定您是否需要到醫院接受評估。如果您在

生病時需要離家，請避免與他人接觸並戴上口罩。	

紐約市皇后區長老會網站 nyp.org 及熱線電話

(646)697-4000 提供最新資訊，但不能用於診斷、治療

或提供醫學意見。

冠狀病毒 (COVID-19) 須知 

健康天地

WWW.CCHC-HERA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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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
f) 員工 E 主責：嘉

賓樓一樓、二樓（課
室、康樂室、公廁、
醫藥室）。

g) 員工 F 主責：全
院消毒，包括：庭院、
車輛……

h) 員工 G 主責：消
毒大禮堂、守望樓、
信心樓、愛心樓……

行政職員則要負起
督導消毒打掃；備妥
消毒防疫器具；口罩、
護目鏡、消毒液、75
度消毒酒精……負責
與政府密切聯繫，以
便知道何時才能真正

復課？孩子們何時可以回來？有什麼防疫條
例需要遵行……
任何時期˙認真服事

以上的真實寫照，是向支持者報導兒童村
現今的狀況，了解兒童村的員工，是如何在
COVID-19 的疫情中，盡忠職守、兢兢業業，
為特困兒童，守住這幾個屬於他們的家。兒
童村的孩子，也都希望疫情過去，可以真正
回家。因為很多孩子「回家」過春節，事實
上，是去願意短期接待他們的親戚家過年；
兒童村，才是他們最舒適、最溫暖的家呀！

親愛的讀者：願您們在瘟疫流行時期，蒙
天父（上帝）保守，平安、健康地度日。此
時此刻，請您記念中國兒童村的需要。善款
支票抬頭請寫 :CCHC，並填妥以下表格，
逕 寄：CCHC- 中 國 兒 童 村 事 工，156-03 
Horace Harding Expressway, Flushing, NY 
11367。願上帝賜福與您！@

號角月報訂閱單
訂閱《號角》，每份年費:寄往美國國內：US$20；寄往加拿
大和墨西哥：US$40；寄往世界其他地區：US$70。
□本人希望每月收到《號角》，請寄往下列地址：

姓名：（英）＿＿＿＿＿＿＿＿＿＿＿＿＿＿＿＿＿＿＿＿

（中）＿＿＿＿＿＿＿電話：＿＿＿＿＿＿＿＿＿＿

地址：＿＿＿＿＿＿＿＿＿＿＿＿＿＿＿＿＿＿＿＿＿＿＿

□本人將遷往上列地址，以下是本人的舊址：

＿＿＿＿＿＿＿＿＿＿＿＿＿＿＿＿＿＿＿＿＿＿＿＿＿＿

讀者簽名：＿＿＿＿＿＿＿＿＿＿＿＿＿＿＿＿＿＿＿＿＿

修改地址，可電郵至nyad@cchc.org
若為教會團體訂報，請列明份數及教會名稱：

＿＿＿＿＿＿＿＿＿＿＿＿＿＿＿＿＿＿＿＿＿＿＿＿＿＿

□5份		□10份			□15份		□20份		□30份		□＿＿份

本人願意支持貴報之經費，隨信附上＿＿＿＿元。

支票抬頭請寫CCHC，逕寄：

美國	 156-03 Horace Harding Expressway
Flushing, NY 11367

　羅省	 715 E. Mission Rd., San Gabriel, CA 91776
　三藩市	P.O. Box 1047, Oakland, CA 94604-1047
加拿大 300 Steelcase Road West, Unit 28, Markham	

Ontario, L3R 2W2 Canada 

2020年2月《號角》的愛心捐款為
$38,647.00。

所有捐款，將寄上收據作報稅用。謝謝支持！以上數字尚未經核數師核對。

由於政府稅例關係，「愛心匯點」籌得之善款，不隸

屬任何人名下，皆屬「愛心匯點」慈善基金所有，但

本基金將會儘量按捐助者的心意和求助者的實際情

形，幫助極度貧苦的人度過困境。

愛心匯點旨在幫助困厄之人度過困境，如讀者本人或知悉有需
要者，請與周簡艷珍姊妹聯絡。
電郵：kachau@cchc.org
愛心善款請寄：CCHC, 156-03 Horace Harding Expressway

Flushing, NY 11367

姓名：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適合的□內打勾：

□	我願意成為「守護天使」，每月奉獻$35元，長期幫

助一位小孩。

奉獻從_______年____月至_______年____月。

□	我願意一次過支持「角聲中國兒童事工」，現奉獻

$________________。

□	我對「角聲中國兒童事工」有興趣，願意進一步了

解，請與我聯絡。

郵寄地址：CCHC, 156-03 Horace Harding Expy., Flushing, NY 11367
長期捐款方式：為方便行善，長期奉獻者，可透過信用卡

奉獻。詳情請致電「角聲」會計部查詢：(718)799-8253
或 accounting@cchc.org。奉獻收據可作報稅用。謝謝！

角聲中國兒童事工回應表

中 國 的 COVID-19 疫
情，據說已受到控制，
這與封城封省，減少人
口流動很有關係。角聲
華恩兒童村的孩子，在
國家仍未宣佈中、小學
復課的情形下，不少回
家過春節後，就沒法回
到兒童村。在這段期間，兒童村採取了多項
措施，讓孩子們停課不停學。
日日聯絡˙天天關懷

兒童村的院長們說，至今學校仍
在延課，孩子們要待民政局通
知，才能回到兒童村。前一陣
子，大部分員工仍在家工作，
在這段「宅居」期間，每個家
舍的愛心家長，都設立群組，
與她們的「孩子」保持聯絡、
互相溝通。愛心家長天天打電
話，關懷每一個孩子的健康、生
活情形，並督促孩子們完成網
上學習，幫助他們做好老師
們指定的功課。期望疫情早
日過去，全民得享平安！

院長們盼望大家在禱告中記
念：

在這疫情期間，希望兒童村每一個
人，都有健康的身體。

希望孩子們生活愉快，不忘學
習，懂得在逆境之下，不忘感
恩。

希望孩子們開課後，能趕得
上進度；更期望初三的孩子努力
學習，預備考上高中。

如今，復課日期可能延至 4 月以
後，但員工們並沒有一刻鬆弛，除了
幫助孩子們每日繼續學業，還預
備好一切，等待著與孩子們重
聚天倫。

隔離日誌˙防疫為先
聽說 3 月 16 日會復課，

陝西省咸陽兒童之家的員
工，在 3 月 1 日就回到兒童
之家，集體隔離 14 日，預備
孩子回來。以下是他們其中一天
的《隔離防疫日誌》：

3 月 1 日，在院員工齊集，召開消毒防疫
工作會議：

1) 員工回院，要在院內家舍自動隔離 14
天，隔離期間不得出院，不得互相探

視。
2) 三餐到廚房自取後，請回

宿舍食用，減少群聚感染。
3) 必須要談話時，請保持

距離，交談時請佩戴口罩。
4) 勤用肥皂洗手，隔離人員

每日測量體溫並上傳記錄。
5) 全院區消毒項目進程：
a) 個人：家舍及個人辦公桌。

b) 員工A主責：餐廳（桌椅、
地板等）；廚房及洗碗區。

c) 員工 B 主責：守望樓一
樓（大廳、大堂、會議室、

會客室、公廁及東西樓梯）。
d) 員工 C 主責：守望樓二樓（圖

書館、課室、公廁、東西樓梯）。
e) 員工 D 主責：守望樓三樓

（活動室、課室、公廁及東西

兒童村孩子
停課不停學

紐約疫情急劇
上升，各大醫院
的醫療物資開始
叫急。「角聲」
於 3 月 24 日下
午， 捐 贈 了 36
箱 共 536 件 醫
用 防 護 服， 給
紐 約 長 老 會 醫
院 皇 后 區 分 院
（NYPQ）。 這
批物資原是「角
聲」為中國疫情
需要，用「愛心
匯點」為國內疫
情籌募的善款購置，但因國內疫情受到控
制，拒收外來物資，而美國疫情已經開始，
中國僑聯顧及海外同胞的處境，提議把該
項物資，捐贈給美國服務華人的醫院使用。
長老會皇后區醫院，位於華人聚居的法拉

盛，為華人提供優質醫療服務。當「角聲」
同工把這批醫療防護服送至醫院時，NYPQ
的義工服務部主任 Jacqueline Cahill 和她
的同事們，代表接收這批雪中送炭的禮物，
表示萬分的感謝！@

「角聲」雪中送炭
 醫院獲捐防護服

WWW.CCH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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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角月報】每月出版 363,500 份，在美國、加拿大、歐洲、中

南美洲及香港各地發行，免費贈閱。每期芝加哥版之製作費為
3,800 元，包括郵寄、印刷及製作費用。歡迎讀者在經費上支持，
使本報能繼續出版。支票抬頭請寫 CCHC，並註明為《號角》經費。
逕寄：156-03 Horace Harding Expressway, Flushing, NY 11367。2020 年 2 月 16

日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捐獻，共 2,018.50 元（包 括贊助廣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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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活資訊

疫情蔓延，嚴重影響了移民及其

家人各種的申請程序和進度。3 月

17 日，移民局 (USCIS) 發佈消息：

為保護員工並幫助減輕新冠病毒病

(COVID-19) 在社區傳播，USCIS 暫停所有辦公室與

申請人一切常規面對面服務，包括所有面試和入籍儀

式，並立即生效。

在這種情況下，移民通常要等待數月或更長時間才

能進行預定的約見。重新安排錯過或取消的約見，可

能會導致進一步的延遲。許多人將等待更長的時間，

才獲得入籍考試和宣誓，結婚面試和旅行簽證等

申請。

所有 USCIS 總部及對外辦事處、政治庇護所和

支援中心 (ASC)，至少要到 4 月 1 日才能提供現

場服務。這包括面試、入籍儀式和生物特徵識別

收集任務，但仍繼續提供緊急服務。如有緊急服

務請求，可聯繫 USCIS 聯絡中心。

申請人所在的地區移民局辦事處，將向申請人

發出取消安排的通知。也將向安排入籍儀式的入

籍申請人發出取消預定的通知。當 USCIS 恢復正

常運作時，所有申請者將被重新安排。

移民局庇護辦公室 (Asylum Office) 亦將發出取

消面談通知，並自動重新安排約見時間。重新安

排面試時間後，庇護申請人將收到新的面試通知，

包含新的面試時間、日期和地點。

USCIS 也將自動重新安排 ASC 約見。受影響的

人將在郵件中收到新的通知信。一旦現場辦公室

再次向公眾開放，已獲

得 InfoPass 或其他個人

約見通知的人，必須通

過 USCIS 聯絡中心重新

安排時間；在聯繫之前，

需先確認地區移民局辦

事處是否已重新開放。」

此外，「公共負擔 (Public Charge) 」規則於 2 月

24 日生效。根據該規定，官員如果認為申請人當前

正在使用或可能在使用政府福利，可以拒絕向移民

發放綠卡。這些福利包括醫療補助和其他公共衛生

計劃。這導致許多移民擔心危及自己或家庭成員的

移民身分，而避免尋求合法獲得某些健康福利，有

可能加劇公共健康危機。美國 17 位檢察總長已要求

國土安全部，在冠狀病毒爆發期間，延遲實行這項

新規定。@

四月份是大學通知錄取新生的時節。若同時被幾間大學

錄取，則要在最終決定時考慮家庭負荷大學費用的能力。

如果學生申請了獎助學金，大學會寄出賞授信 (AWARD 

LETTER)，說明獎助學金的組合及數目。每間大學都不同，視乎希望學生

來就讀的程度而採用各種優惠。比較每間大學的賞授信，關鍵在於父母

最終要負擔的數目。如果對獎助學金數目不滿意，現在就是「還價」的

時候，技巧地提供有利資料及理由說服大學調整及增加獎助學金。還要

弄清楚，賞授信的數目是四年都不變還是每年要再申請。

假如發覺申請獎助學金資料有誤，要馬上修正及通知大學有關負責人。

假如還沒有完成申請程序則應馬上做。假如與大學「還價」的結果仍不

理想，就要預備考慮其他大學，或運用自己的資源，包括貸款，但應是

家長用竭資源還不夠再考慮貸款。借貸要考慮：是由學生還是父母還，

利息高低及還款限期。貸款來源可用自住樓宇或投資資產作抵押，或向

公司退休金或保險現金額借款。

在稅法中，可用來減輕教育經費負擔的節稅做法包括：希望及終生學

習獎學金；教育個人退休戶口；州立大學儲蓄戶口。教育貸款利息可以

抵稅，提早動用個人退休戶口支付大學有關費用可免除 10% 罰款。大學

亦設有分期付款，幫家長減負。各種做法都有利弊，與會計師商討後再

做較為穩妥。

假如被列入候選（WAITING LIST），而你仍不願放棄機會，則需立時

收集更多最新及有利資料，提供給大學並與錄取部門負責人保持緊密聯

絡，讓他們知道你的決心及興趣，增加入選機會。同時，亦要預備好後

補大學。但若被夢想的大學拒之門外，仍心嚮往之，可以好好讀完大學

頭一年，用更好的成績申請轉校。大學都收插班生，轉校時要儘量避免

失去學分。

如果還是不能抉擇，應比較幾間大學的分別及強弱，資料可從圖書館

及網路上找到（如 CRITICAL COMPARISON,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PATTERSON 等）；亦可

以通過學兄學姐了解他們在這些大

學的親身經歷；也可以再去大學走

一趟，生活一、二日實地考察。

如果已經決定就讀學校，應該通

知其他大學，以幫助候選中的同

學。@

答：您的問題，也是很多家有年長者應該考慮的問題，

未雨綢繆乃明智之舉。您預備與雙親合購合作柏文

(Cooperative Apartment, COOP)，考慮他們早年享用過醫療福利

（猜是 Medicaid），當他們離世而要單獨歸您名下，或者出售，

不論是買家或是 COOP 管理處，例必要您提供雙親去世時有關法院相

關文件，包括申請遺產正式繼承書，問及他們曾否直接或間接地欠債，

而且州部分的 Medicaid 也會在遺產認證過程中參與成為債權人之一。

也要申報遺產稅，由州政府稅務單位簽發清稅表後，管理處才會轉名字

或辦理出售手續。

此外，若您基於經濟條件考量而預備聯同雙親購買及向銀行貸欵，成

交及簽署貸款文件時，銀行會扣押您們新買入 (Should Be)、代表您們

擁有該 COOP 的證明文件，包括股票及租約，因此成交後移去他們名

字的手續，也須得到銀行同意才可進行。

當您父母再需要醫療福利時，只要資產額不超過政府上限及符合所居

住州的低收入條件（一人資產限額為兩千元），則不會因擁有這個合作

柏文（不論獨擁或共擁）而被拒絕。何況您們彼此之間擁有份額也不一

定是等量的，日後政府真要追究補回，也只是他們所擁有的部分。例如：

若合作柏文市值 $500,000，而父母只佔 10%，則政府可追總額最多限

於 $50,000，無論他的們欠政府多少錢也到此為止。

Medicaid 條例中，有一豁免情況：當他們超過 55 歲，而您已在家

照顧了最後一位父／母親兩年以上，縱使他們入住長期療養院而無望返

家，或當最後一位父／母離世時，政府也無權過問或追討您們共住的物

業或合作柏文。@

疫情對移民局
工作影響 陳熾

大學門檻
   最後一步

鮑愛奇會計師

與父母聯合貸款買房
   會不會影響享受醫保？

文展雲律師　文旭慧律師

問：我 家 近 期 計

劃 買 一 個

COOP 自住。因我收入達

不到標準，而與父母一起

聯合貸款。我父母曾享有過

低收入醫療福利，若他們過

世之後，政府會否用這房產

來追討享有過的醫療福利？

若買了這房子，我父母退休

之 後 能 否 申 請 政 府 醫 療 福

利？我父母過世前可否把房

產權移交到我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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