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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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使命
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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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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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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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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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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休士頓分會網址：cchchouston.org

當全球抗疫，經濟大衰退，失業人數日增，醫護人員每日以生命對抗

病毒，一連串的苦難排山倒海接踵而來時，我們會感到疲累，壓力每日

遞增。自從新冠疫情今年一月爆發以來，我們一直為亞洲親友擔憂，趕

送口罩及其他物資，不停慰問及代禱。想不到在我們的身心靈還未有機

會恢復之際，病毒已經開始肆虐美洲，我們也陷入了自我防衛、與病毒

短兵交接的緊張焦慮中。同時，我們也會擔心在醫護前缐抗疫的兒女丶

親友及在老人療養院的長者。角聲輔導中心在這抗逆持久戰中，安排給

予社區有需要舒緩心中壓力及焦慮人的在線 zoom 或電話免費輔導，

直到疫情扭轉。請到角聲網頁預約（網址 www.cchchouston.org），

我們的輔導員會與你聯繫。@

角聲輔導中心
面對嚴峻疫情
提供網上輔導

朱黎敏（德州註冊會計師）

 1 房產類
‧ 房貸利息與點數 Mortgage Interest
Deductions

除了地產稅可以抵稅，透過枚舉扣除方式

可將房貸利息與點數當作扣除額項目，最高

扣除額為 $750,000。

‧ 賣房 Selling a Home
如果持有 5 年且居住在內累計 2 年以上的

房子賣掉且獲利，個人則有 $250,000 的扣

除額（夫妻聯合報稅則為 $500,000）。超

過扣除額的部分則要在 Schedule 1 上以投

資利得申報。

 2 生活相關
‧ 州稅的扣減

2019 年州稅地方稅扣除設下 1 萬元上限，

包含地產稅、車的消費稅等等，對於住在高

稅率州的民眾來說，較為吃虧。如果是已婚

分開申報上限則為 $5,000。

‧ 現金捐款與非現金捐贈
只要是符合 IRS 規定的現金捐款皆可用來

減免。至於那些非現金的捐贈，你可以用市

價去做枚舉扣除。如果是擔任義工也可抵

稅，例如為合格慈善機構義務服務時，自掏

腰包的費用，或前往慈善機構的往返里程數

也可抵扣汽油費。

‧ 進行慈善行為的相關支出
例如為評估慈善捐贈或傷害損失而付出的

費用，或是為慈善事業而付出的汽車、汽油、

制服、停車費等費用等。

‧ 博弈損失 Gambling Losses
賭博收入是必須課稅的，賭博收入包括

（但不僅限於）樂透券、彩券、賽馬、和賭

場，包括現金贏款及公平的市場價值的獎

品，如汽車和旅遊。如果有博弈損失，則可

以透過枚舉扣除去做扣抵，扣抵上限為你的

賭博盈利總額。

‧ 事故、災難與偷竊損失
總統宣布之災區受災戶，其不在保險理賠

範圍內的住家、家用對象、車輛意外、失竊

損失可扣抵。

 3 稅務法律類
‧ 善用遺產稅與贈與稅免稅額 Estate
Tax Exemption & Gift Tax Exclusion

今年的遺產稅免稅額加上通貨膨漲等因

素考量，從 1118 萬提高至 1140 萬，另外

每年免報稅的贈與稅額度則為每人 1.5 萬

(Annual Gift Tax Exclusion)。每年贈與稅額

度會與遺產稅免稅額度連動計算，超過部分

會從遺產稅免稅額當中扣除。夫妻間的贈與

則無任何金額限制，也無贈與稅問題；但若

受贈配偶非美國公民，則 2019 年的免稅贈

與金額則限制為 $155,000。美國各州也有

自己的遺產稅法規，所以也別忘了參考各州

規定。

‧ 低收入家庭
退稅優惠

勞動所得稅扣

抵 制（Earned 

I n c o m e  Ta x 

Credit， 簡 稱

EITC）是美國的

扶貧計劃，旨在

獎勵中低收入勞

工，特別是擁有

子 女 的 勞 工 家

庭。這項抵稅是根據納稅人的收入、婚姻

狀況和撫養子女人數，計算出可享的抵稅

額度。2019 年的 EITC 扣抵額度為 $529 至

$6,557 不等，對部分納稅人來說，若應繳

稅額少於抵稅金額，還可得到退稅。

‧ 健康儲蓄帳戶扣除額 HSA
健 康 儲 蓄 帳 戶（Health Saving 

Account，簡稱 HAS）是一種可節稅的帳

戶，存入帳戶的錢免稅，從帳戶裡提領出來

支付醫療費用的錢也免稅。HSA 是高自付

額 (Deductible) 的醫療保險計劃，有健康儲

蓄帳戶的報稅人，帳戶內的金額除了支付醫

療費用，還可享有 100% 的免稅待遇，在計

算所得稅時可以扣除。2019 年健康儲蓄帳

戶可存入金額限制在個人 $3,500，家庭為

$7,000；55 歲以上還可享有額外 $1,000 扣

除額。

 4 醫療與保險類
‧ 醫療與牙醫費用

你可以枚舉扣抵自己、配偶、扶養人的尚

未被保險公司補償報銷的醫療費用。超過你

的 AGI 10% 的醫療費用部分可扣抵。舉例：

你的 AGI 是 $45,000 而你有一筆 $5,475 自

掏腰包的醫療費用，則把 $45,000 x 10%

之後得到 $4,500，而超過 $4,500 的差額

($5,475 - $4,500) 也就是 $975 才可被枚舉

扣除。

‧ 醫療目的的房屋翻修
如果是因為醫療目的而翻修房屋，例如增

加輪椅友善的出入口、上下樓梯器械等，則

可以將這些房屋支出當作是枚舉扣除額中的

醫療支出去做扣抵。但如果這樣的翻修會導

致房產增值，則無法將之當作扣除項目。

‧ 自 僱 人 士 的 健 康 保 險 費 Self-
employed health insurance deduction

若該年有盈利，則自僱人士的健康保險保

費可做扣抵，但此筆保費是要作為收入的調

整項目 (Adjustments)，而不是以枚舉式扣

抵方式處理。

 5 教育類
‧終身學習扣抵 Lifetime Learning Credit

即 使 已 有

學位，IRS 仍

提 供 有 每 年

最 高 $2,000

美元的終生學習扣抵額，只要納稅年度有進

修，學分費、活動費、書籍費、用品和設備

費等都可抵稅。本項抵稅無上課時數要求，

任何進修都可以，包括大學、研究所或甚至

不給學分或文憑的課程。但一份報稅單上的

成員，不論有多少人進修，最多僅能抵稅

2,000 元。此外，抵稅金額會因收入而異，

單身 AGI 高於 6.8 萬元（夫妻合併申報 13.6

萬美元）將無法適用。此外，適用本項抵稅

者，則不能同時適用美國機會抵稅 AOTC，

反之亦然。

‧ 學貸利息
符合 IRS 規定的學貸利息，2019 年的學

貸利息扣抵上限為 $2,500，此扣抵上限會

逐年遞減。若為已婚夫妻分開報稅，或你或

配偶被其他人列為扶養者則不適用。

‧AOTC 教育費抵免
2009 年起，美國聯邦政府提供更大方的

抵稅方案，即美國機會抵稅額（American 

Opportunity Tax Credit， 簡 稱 AOTC），

針對前四年的高等教育，每年最高可抵

$2,500。

‧ 教師開支
K12 中小學教師有時需要掏腰包買教材用

於教學或其他相關支出，可享有個人 $250

減稅（若夫妻雙方皆為教師並聯合報稅則為

$500）。該學年度須工作 900 小時以上始

符合資格。

 6 工作類
小貼士：稅改方案將過往可以枚舉扣除的

工作相關開銷項目刪去了。
‧ 軍旅費用

如果因為從軍而需旅行至離家超過 100 英

哩的地方，則可扣除相關旅費，如交通、食

宿費等。

‧ 家庭辦公室
家庭辦公室，可將某些費用列為扣抵項

目。家必須是符合被當作主要營業場所、與

顧客開會見面、倉庫、出租或託兒所等條件，

才能枚舉扣抵。

 7 理財投資類
‧ 賣掉資本利得損失

投資有賺有賠，若手上有賠錢的投資，則

個人最高可申報 $1,500 的資本利得損失扣

抵。

‧ 善用退休金計劃扣除額 (401K & IRA)
401K 與 IRA 可 抵 當 年 的 所 得 稅 (Tax 

Deductible)，2019 年度規定的 401K 帳戶

年度免稅上限提升至 1.9 萬元，50 歲以上提

升至 2.5 萬元；IRA 的最高存入金額則提升

至 $6,000，50 歲以上為 $7,000，在報稅截

止日前開立 IRA 帳戶都是可以合法節稅的。

‧ 提早領款罰金 Early withdrawal penalty
如果你因為從定存或退休帳戶提早領款而

產生罰金，只要符合規定，無論為標準扣除

或枚舉扣除，罰金部分都能扣抵。

 8 綠色環保類
住宅能源稅收抵免 Residential Energy Tax 

Credits

‧ 若購買／替換太陽能相關的電力或
水設備等可進行一定比例的抵稅。需使用

5695 表進行申報。

‧ 充 電 式 電 動 車 抵 稅 Plug-in Electric-
Drive Motor Vehicle Credit

‧ 只要是 2009 年 12 月 31 日後購買至
少有 4 個車輪的電動新車，且電池電能至少

4 千瓦時則可使用此抵稅項目，抵稅金額最

低從 2,500 元至 7,500 元不等，根據電池容

量而異。需使用 8936 表進行申報。

特殊補充
因新冠疫情影響，國稅局 3 月 21 日宣佈：

今年報稅截止日期延後三個月至 7 月 15 日，

包括 IRA 帳戶存款日期。@
（註：角聲社區中心2月20日舉辦報稅講座，

由朱黎敏會計師主講）

所得扣除額和稅務抵免
(Deductions & Credits)

問：目前基本健康福利 (EHB) 是否包括診

斷和治療 COVID-19 的保險？

答： 是 的。 基 本 健 康 福 利 (Essential 

Health Benefits, EHB) 通常包括 COVID-19

的診斷和治療範圍。但是，各個服務的確切

覆蓋範圍詳細信息和費用分攤金額，會因每

個人的保險計劃而異，某些人的計劃可能需

要醫生事先授權才能涵蓋這些服務。

問：我現在可以接受檢查嗎？

答：如果有醫生指令，在美國有症狀的任

何人都可以接受 COVID-19 測試。該測試

是口腔／鼻腔進行的拭子，但只接受有症

狀的病人，比如發燒或與感染病毒的人有

密切接觸者，需要測試的人，必須先打電

話休士頓地區 (832)393-4267 休士頓健康

部 門 (Houston Health Department)， 以 電

話先進行篩選，通過電話後才可以到 Butler 

Stadium 接 受 測 試（ 地 址：13755 South 

Main Street,Houston, Tx 77035）， 是 由

Texas Medical Center Hospital（德州醫學中

心醫院）的服務專員作每天 200 人的測試。

問：保險公司可以負擔測試費用嗎？

答：是的。對於滿足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指南條件的患者，保險公司將免除與

COVID-19 實驗室測試相關的自付費用，在

批准的實驗室進行。

問：如果感染了 COVID-19，保險公司可

以負擔治療費用嗎？

答：您的個人計劃確定的福利和其他服務，

這些權益不會改變。與 COVID-19 的治療相

關的費用，請參照您計劃中的詳細說明。

問：我的健康狀況良好，且沒有感染風險

或發燒，只是咳嗽，該怎麼做？

答：健康狀況良好且沒有感染風險或發

燒、咳嗽、呼吸困難症狀的人，請勿直接去

急診室或急診中心要求接受檢查。這樣做可

能會使醫院和緊急護理中心不堪重負，並妨

礙他們為有需要幫助的人提供護理。建議盡

可能使用遠程醫療 (Telemedicine, Teladoc)

服務，醫生可以通過電話進行篩查和診斷。

這是從家裡獲得所需護理的好方法。遠程醫

療服務現在可用於保險公司計劃，並且可

以 通 過 1-800-835-2362 進 行 訪 問。 首 次

訪問 Teladoc 之前，會員需要在 App 或其

會員設置頁面上的 member.teladoc.com/

registrations/get 上建立一個帳戶。提前完

成此步驟可以減少時間。如果不熟悉使用

Teladoc， 則 可 以 從 https://www.teladoc.

com/contact-us/#faqs 訪問其網站以獲取

常見問題的答案。為了獲得更快的支持，可

以通過手機、應用程序或網站與 Teladoc 聯

繫。還可以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上，

下載該應用程序。

問：關於冠狀病毒相關的問題，如何可以

獲得資訊？

答：如果有一般性冠狀病毒 (COVID-19)

問題，可以致電德克薩斯州州衛生服務局

(DSHS)。他們正在與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密切合作，以監測疫情的發展，並

建立了一個呼叫中心來回答與冠狀病毒有

關的問題。有關最新動態的更多信息，可

以 在 星 期 一 至 五 的 7:00am 至 6:00pm 致

電 1-877-570-9779。 或 發 送 電 子 郵 件 至

coronavirus@dshs.texas.gov。

德 克 薩 斯 州 衛 生 服 務 部 網 站：https://

www.dshs.texas.gov/

** 以上資訊是摘自 CMS 網頁訊息，如

需 更 多 個 人 諮 詢 或 協 助 服 務， 可 致 電 話

(832)419-2084。@

聯邦醫療照顧計劃 曾惠蘭



WWW.CCHC.ORG

德州版 2020 年 4 月

07德州園地

大多數人在職場（包括商企業經營者）工作，其工作佔去一天的主要時間。我們是帶著使

命歡歡喜喜去工作，見證神（上帝）給我們的命定，還是無可奈何，僅為求溫飽呢？

在職場的基督徒每天面臨「信仰和

工作」的挑戰，我們需要有正確的基

督徒工作觀，應用《聖經》原則，用

正確的方法做對的事，在職場中榮神

益人才可「帶著使命去工作，帶著喜

樂去工作」。為此，我們特別訪談國

際基督徒華商協會 (ICCBA) ／華人基

督徒職場事工中心 (CCCM) 的同工

們。

作工是神的旨意

談到信仰與工作時，我們以「人為

啥要工作？」作個起頭。

同工說：「一般人會反問，人是為

了吃飯而工作，還是為了工作而吃飯？其實

兩者都相依靠，人生有靈魂體三層面的需要。

《聖經》也説，如果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

吃飯。強調工作無貴賤之分。」

話說，神起初按照祂的形象，創造第一對

人類夫妻亞當及夏娃，賜福他們，說：「要

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

海裡，空中，和地上各樣活物。」這是神對

人類的第一個呼召、命定、任務及帶著使命

的祝福！但是亞當和夏娃違抗神的禁令，吃

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犯錯而不肯承認。

於是神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

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

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

得吃的。」人人必須終身勞苦，才能維持生存，

這是犯罪所帶來的定命；然而我們若肯到主面前，

仍然可以在勞苦中得著安息。神所造的大自然，

是人生存的憑藉和工具。神對人的安排是要終身

勞苦，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然而「勞苦作工」從

地裡得吃的，是神的一種拯救和保護。所以回歸

《聖經》，真理使人得以自由。一旦我們明白神

造人的美好旨意，我們才可以「帶著使命去工作，

帶著喜樂去工作」！

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前名為休士頓基督徒華商

會，總部設在德州休士頓市，於 2013 年經美國

聯邦政府註冊批准，是非營利組織。華商會由基

督徒企業家和專業人士所創建，現已發展為一支

生機勃勃、服事在商場中的神國精兵，被越來越多的中

美人士及主流社會肯定及關注。

華商會的使命──按照《聖經》的教導，應用在個人、

家庭及職商場上，榮神益人。在職場上力求誠信，努力

以優良品質的產品或服務來服務大衆，會友不僅努力把

自己的工作做好，精益求精，並互切互磋，幫助在職商

場的朋友一起成長。

多走一里路

在這競爭激烈的高度工業化社會裡，常聽到「今天工

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警訊，也時有新聞報導

「失去工作，全家跳樓」的家破人亡悲劇！華商會本著

耶穌基督大牧者的愛心，雪中送炭，及多走一里路的熱

忱，去協助輔導任何有需要的職商人士，去了解及解決問題，諸如專業技能、法商知識、

語言文化的差異及溝通障礙、敬業樂群、品格／職業倫理道德、

待人處事之道、團隊協作等等。

在職商場工作的心態更為重要，《聖經》的教導：「你們作僕

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

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

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歌羅西書》三章 22-23 節）

作為基督信徒，應當言行一致，表裡如一，不是光在星期日作基

督徒，而應是一週七天，全天候滿有基督馨香之氣，作重生得救

的基督徒！

華商會的異象──在職商場，巨大的「禾場」，以生命影響生命，

領人成為基督徒，促使基督徒企業領袖的生命轉變成世界的鹽和

光。搭建平台、整合資源、交流經驗、守望建造。換句話說，就

是回應神的呼召與祝福，發揮恩賜，作榮神益人之見證。

疫情期提供幫助

當我們問道：「最近新冠狀病毒也在美國蔓延，對

很多職商人士影響很大，華商會有什麼可以幫助職商

人士的？」

同工回答：「我們每個公司都在根據政府的新規定

和公司的業務情況，快速地做調整。比如有些改成

在家上班，有些暫停營業。華商協會願分享最新的

知識和技能，幫助職商人士儘快安排，以安全合適

的方式將損失降到最低點。在 3 月 21 日，我們舉辦

一個網路直播之講座，題目是『在家上班百寶箱』。

現在，『在家上班』不僅是一個理念，而且已有一

些較成熟的技術可以使用，特邀活泉電腦網路公司負

責人馮春梅介紹講解各種網路技術工具，實行有效的

『在家上班』。同時開放 Chat Room 聊天室，講員

回答聽眾之提問。」（讀者如有需要，可以上華商

會網站 www.iccba.net，或職場事工中心網站 www.

cccmweb.org。聯繫電話：馮春梅 832-588-8868；

傅慶農 832-228-2678）

洛桑運動創辦人葛理翰牧師，在主辦馬尼拉全球職

場論壇總結時宣稱：「我相信神的下一個偉大舉動之

一，將是通過信徒的職場事奉來完成大使命！」華商

會希望連接眾教會，落實基督徒信仰與生活，並突破

教會傳統的「聖俗二分」迷思，回歸《聖經》──人

人興起傳福音，基督徒不只作星期日聖徒，而更應是

全時間，帶著使命及喜樂的工作者！在日常生活和職

商場上，見證傳講耶穌的榮美與救恩，完成主耶穌基

督的大使命！@

帶著使命去工作
帶著喜樂去工作

專訪 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
華人基督徒職場事工中心

馮春梅／袁昶黎

休斯敦基督徒華商會參予了中東海外

宣教新的挑戰，遵行耶穌的誡命「愛神

愛人」，以及大使命──走出去、進入人

群，「使萬民作主門徒」，傳福音到全

世界！

2019 年 5 月休斯敦基督徒華商會團

隊曹松、嚴偉偉、劉彼得、貟軍，有機

會參加「中東北非宣教特會」。這個由

美南浸信會國際差傳部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IMB) 中東北美團隊，和

東亞團隊聯合舉辦的特會，在約旦首都

安曼附近的一浸信會營地舉行。參加人

員以 IMB 團隊為主，同時邀請華人和南

韓宣教機構代表參加。會中除了介紹中

東北非宣教工場的現況和需求，也安排

海外宣教有關問題的座談會。（詳見 IMB 網站 https://www.imb.org/fast-facts/）休斯敦

基督徒華商會團隊更連袂親身前往中東阿聯酋和

約旦宣教工場，訪問和考察。

我們訪宣團隊從阿拉伯半島中部繁華的大都市

迪拜，飛了三個小時，順利抵達約旦首都安曼，

訪問考察華人宣教機構開辦的營商宣教農莊基

地，和他們服事敘利亞難民家庭事工，我們受到

當地華人宣教同工的熱烈歡迎。

在農莊享受一頓可口的中式晚餐後，我們分兩

個小組，和當地同工一起探訪了四家敘利亞難

民。據當地同工介紹，約旦是收容敘利亞難民最

多的國家之一。大部分難民在政府管理的難民

營，有吃有住，還提供有限度的教育和醫療服

務。但是難民們只能在難民營內活動，沒有工

作、沒有自由。

我們探訪的第一個家庭有六口人，住在兩室一廳的出租公寓，每月租金大約

200 美元。丈夫是工程師，在敘利亞被恐怖分子迫害，聽力受損，白天做一些

與建築有關的零工，收入只能維持部分家庭生活費用，大部分經濟來源要依

靠海外慈善機構的資助。

我們剛到他們家的時候，他們的男主人去做穆斯林的禮拜尚未回來。他們對

我們的探訪表示非常的感謝。他們非常熱愛中國和中國人，很熱情地拿出他

們的最好點心來招待我們。照片（一）上站在右邊的這個女孩子正在努力的學

習中文，並表示日後想去中國，全家對福音都有濃厚的興趣。當地同工服事這

個家庭幾年了，建立了友誼並在生活方面給予很多幫助，包括資助他們大女兒

上大學。只是我們彼此間交流太困難，需要當地的宣教士一個一個幫助我們翻

譯。我們離開時，為這個家庭禱告並留下事先預備的水果和生活補助金。

另外一個是信主的難民家庭，這對老年夫婦有三個子女，我們探訪時他們祖

孫三代都在。大女兒已經結婚，有四個小孩。他們家的男主人喪失了工作能力，

唯一的兒子還不能打工，這個家庭主要經濟收入來源是靠女主人和女兒凌晨去

到外面收集食用過的中東大餅拿回家，沒有發霉的就自己家吃；發霉的曬乾後

再出售給附近的農場和牧場作飼料。二女兒在外邊找些服務工作，大女兒要撫

養四個孩子，基本沒有工作，她的丈夫不太照顧家庭，當地同工服侍他們多

年。他們一家都已經接受耶稣，母親告訴我們：她每天都讀阿拉伯文《聖經》，

感謝上帝派遣許多弟兄姊妹照顧關懷他們。當地同工除了幫助他們日常生活之

外，還付出很多心血幫助這家大女兒的兒子治療口腔呼吸道疾病。這個男孩先

天口腔呼吸道發育不全，已經動了兩次手術，都是當地的宣教士同工幫助他們籌集醫療手術

費用。目前這個男孩發育成長很好（照片二外婆懷

抱外孫）。

我們懷著感恩的心為這個家庭禱告，離開時我們

同樣留下事先預備的水果和生活補助金。我們探訪

結束返回農莊時已近午夜，儘管大家身體疲勞，但

是內心充滿了感恩。

我們親見敘利亞難民家庭蒙受當地的宣教士給予

他們生活上很多的幫助，讓他們經歷到上帝的愛，

但信耶穌對他們來說非常的不容易，因為他們要忍

受各樣的逼迫甚至死亡，平時也沒有地方聚會，只

能自己讀讀《聖經》。求主使用使所服事的難民能

因此認識耶穌，也求主保守所有服事的同工，讓福

音能遍傳到每個難民營。@

中東海外宣教
探訪在約旦的敘利亞難民家庭

曹松／嚴偉偉

TX-20m04-02-1　照片一

TX-20m04-02-2　照片二

照片一

照片二

職場事工培訓

職場事工培訓

禱告會敬拜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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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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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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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愛心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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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德州版之製作費為 7,500
元，包括《號角》半職同工薪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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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00

元（包括贊助廣告收入），已分別寄出收據作報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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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會消息

德 薩 斯 州 與 鄰 近 地 區 華 人 基 督 教 教 會 及 機 構 名 錄
德薩斯州（休士頓）

西大學中文堂 陶加獻牧師 6218 Auden St., Houston, TX 77005 (713)204-2982 
仁愛華人浸信會 李秋霖牧師 555 Tallowood, Houston, TX 77024 (713)468-8241 國英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何國明牧師、蔡啟遠牧師	900 Brogden Rd., Houston, TX 77024 (713)461-0963	 粵國英
萬甘泰語浸信會 曾道榮牧師 900 Brogden, Houston, TX 77024 (281)931-4643 泰英2pm
曉士頓中國教會 曹惠基牧師 10305 S. Main, Houston, TX 77025 (713)663-7550, (713)663-6896 粵國英
越棉寮華僑浸信會 李厚盛牧師 2300 Willowick, Houston, TX 77027 (713)622-0570 潮英
美南台福基督教會 高安得牧師 12013 Murphy Road, Houston, TX 77031 (281)879-8080  台國英
華人基督徒教會  10251 Bellford Chase Dr., Houston, TX 77031 (281)561-9747 國英
永生神基督教會 王德發牧師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 Houston, TX 77036 (713)774-8384(O) (281)242-7820(H) 國英
華人聖經教會 黃錦祥牧師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713)988-4943 粵國英
休城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李定印牧師 6250 Westlin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6-2771 台國英
休士頓基督教懷恩堂 蔡守仁牧師 6515 Corporate Dr., Suite Q, Houston, TX 77036 (832)800-1335 國英
以勒聖經教會 李名功牧師 3623 Walnut Bend Lane, Houston, TX 77042 (713)784-9947 國粵英
活水教會 林忠誨牧師 10590 Westoffice, Suite 200, Houston, TX 77042 (713)777-5678 (H)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許重一牧師 10638 Hammerly, Houston, TX 77043 (713)935-9422 (713)935-7447 國英粵
救恩堂 顧問：孟侃傳道 1055 Bingle Road, Houston, TX 77055 (713)461-9868 粵國英
迎主教會 周武籐牧師 9115 Bellaire Blvd., Ste 119, Houston, TX 77063 (832)560-9526  國台英
西北華人浸信會  13130 Perry Road, Houston, TX 77070 (281)955-6299 國英
信義會西南國語教會	 韓友惠牧師	12143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281)498-0105 國英
休士頓華人宣道會  6925 Cook Road, Houston, TX 77072 (832)351-3918 國英
休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陳晉祿牧師 2401 Dairy Ashford, Houston, TX 77077 (281)589-9795 台英
海員生命線	 陶海麟港牧	10924 Lasso Ln., Houston, TX 77079 (832)775 5074 / thomastao@sbcglobal.net
第一台灣基督教會 江榮憫牧師	6875 Synott Rd., Houston, TX 77083 (832)526-3799 國台英
八福教會 楊謙柔牧師 7827 Antoine Dr., Houston, TX 77088 (713) 349-4165 國英
美中團契 陶加獻牧師 P.O. Box 20709, Houston, TX 77225 (713)204-2982 / acfh@att.net 國英
東北華人浸信會 胡進卿牧師 22770 Highway 59 North, Kingwood, TX 77339 (713)956-2384 國
休斯頓北區華人教會	 祝華達牧師 7575 Alden Bridge Dr., The Woodlands, TX 77382 (832)663-0720 
休士頓百利市信義教會 談俊峰牧師 460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TX 77401 (713)664-3048 (O) / (832)540-6802 
福遍中國教會 林永健牧師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281)499-2131 粵國英
糖城華人浸信會 蕭長定牧師 10408 Cash Rd., Stafford, TX 77477 (281)499-1763(O) 國英
西南華人浸信會	 王寧海傳道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X 77477 (281)495-1511 粵英
糖城中國教會 張憲猷傳道 2565 Eldridge Rd., Suite C, Sugar Land, TX 77478 (281)898-6746, (832)248-1661 粵國英
休士頓基督旌旗411教會 董曉卿牧師 Tang City Plaza, 4899 Hwy 6, #206b, Missouri City, TX 77459 (832)348-9983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莫思危牧師 311 Julie Rivers Dr., Sugar Land, TX 77478 (281)433-0517 
糖城活泉華人教會 白添成牧師 13303 Southwest Fwy (59), Adult Ministry Bldg, #100, Sugar Land, TX 77478 (281)980-9908 華
恩典華人浸信會 郭美德傳道 16755 Southwest Frwy., Sugar Land, TX 77479 (832)382-3316(c) 
凱地中國教會 陳克迅牧師 24747 Roesner Rd., Katy, TX 77494 (832)437-1998 國英
溪水旁華人教會 李光文弟兄 525 East Walker St., League City, TX 77573 (832)640-9086 國英
明湖中國教會 張友鴻牧師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X 77598 (281)338-1929 粵國英
拿撒台福基督教會  401 N. Texas Ave., Webster, TX 77598 (281)338-7959(O) 台國英
康福華人教會 趙德光牧師 702 Smith Rd., Port Lavaca, TX 77979 (361)553-6300 國英
號角德州版 潘劉慰慈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60/ houstonherald@cchchouston.org 
角聲社區中心 劉徐樂平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60
角聲癌症協會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60
光盬社 鄧福真、孫紅濱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713)988-4724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陳蓮香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 (713)778-1144
休士頓基督徒華商協會 馮春梅 6161 Savoy Drive, Suite 1030, Houston, TX 77036 (832)588-8868(c)
休士頓中信福音中心(王朝商場內) 何慧雯	Dynasty Plaza G/F, Suite 136, 96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401-4646
華人之聲中文廣播 卓宗毅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713)520-7900
新心音樂事工 余遠淳 10815 Fallstone Rd., Houston, TX 77099 (281) 568-0831(O) (281)568-4680(F)
德州藝人福音團契	 李水蓮牧師	2617C W. Holcombe Blvd., #172, Houston, TX 77025 (917)774-8832/rev_li@yahoo.com

德薩斯州（達拉斯）
愛鄰教會 王保羅牧師 303 E. Main St., Allen, TX 75002 (214)681-3408
加略山大眾神學院	 張練能牧師 1212 Grimsworth Lane, Allen, TX 75002 (925)4134228/chinesecare@yahoo.com	 國粵
佳樂頓華人教會 孫大翔牧師 3219 Wellington Road, Carrollton, TX 75007 (972)591-0670 粵國英
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 江東龍牧師 6700 Independence Pkwy., Plano, TX 75023 (972)618-3777 台英
布蘭諾華人宣道會 常思恩牧師 5025 Custer Rd., Plano, TX 75023 (972)867-2990 國英
達拉斯聖道教會	 王守仁博士	903 W. Parker Road, Plano, TX 75023 ContactUs@dallas-hlc.org
Chase Oaks Church華人事工 郭劍波牧師 281 Legacy Dr., Plano, TX 75023 (972)783-8800 
北達拉斯華人浸信會 蔣煉牧師 2121 Bay Hill Drive, Plano, TX 75023 (972)489-5915
科林郡恩友堂 林加東牧師 4500 McDermott Dr., Plano, TX 75024 (214)387-8301 國英
布蘭諾三一基督教會	 杜啟良牧師	4701 Hedgcoxe Rd., Plano, TX 75024 (469)471-6495 
北德華人教會 蔣正平牧師 3501 Cross Timbers Rd., Flower Mound, TX 75028 (972)355-3349 國英
費斯可基督徒中國教會	 都本光牧師 10055 Warren Parkway, Frisco, TX 75034 (469)362-5588 國粵英
新生命福音堂 王一民牧師 2488 S Meadowglen Dr., Lweisville, TX 75067 (469)583-0910, (469)583-0898 國
麥肯尼華人浸信會	 王保羅牧師 1615 West Louisiana St., McKinney, TX 75069 (214)681-3408 國
神愛國際靈糧堂	 陳世英牧師 1415 E. Parker Rd., Plano, TX 75074 (469)467-6717 國英
達城中華基督徒恩友堂 林尼西牧師 2640 Glencliff Dr., Plano, TX 75075 (972)612-7227 國英
中國福音浸信會	 劉俊才牧師 3925 America Dr., Plano, TX 75075 (817)265-0978 國
懷恩浸信教會  1112 W. Parker Rd., Parkview Plaza, #212, Plano, TX 75075 (972)423-4189 國英
華人生命堂	 賴建強牧師、劉中敏傳道	600 Data Drive, #108, Plano, TX 75075 (469)442-7546 
達拉斯中華基督福音教會	 陳召清牧師	600 Data Drive, #200, Plano, TX 75075 (972) 596-5896 國
基督教創作傳播中心 常思恩牧師	3115 W Parker Road, Suite 250, Plano, TX  75023 (972)398-1170 
角聲達拉斯分會 吳福強總監 1108 W. Parker Road, Suite 108-110, Plano, TX 75075 (972)422-8665 
角聲達拉斯分會理查遜辦公室 吳福強總監 300 E. Terrace, Suite 309, Richardson TX 75080 (原金城銀行舊址) (972)680-2999
Asia-American Baptist Church Benjamin Wong 801 W. Campbell Road, Richardson, TX 75080 (972)994-9558
達拉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張仕英 319 La Salle Dr., Richardson, TX 75081 (972)899-1675 (H), (817)637-9988 (C) 台國英
德薩斯州(福和)回歸神學	院 余宣震弟兄 300 Terrace Dr., Suite 311, Richardson, TX 75081 (972)437-2225
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 凌頌恩牧師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972)437-3466 粵國英
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	 郭秋華牧師	3308 Wendover Court, Richardson, TX 75082 (972)918-0838/cwk3308@gmail.com

達拉斯神學院中文神學網路事工部 謝品彰牧師 3909 Swiss Ave., Dallas, TX 75204 (214)887-5121 
海藍公園基督教長老會	 王東牧師	3821 University Park, Dallas, TX75205 (214)525-4330(O), (214)736-7096 (H)
達城第一華人浸信會 蘇勇牧師 17817 Hillcrest Road, Dallas, TX 75252 (972)931-5500 粵國英
國際家庭更新協會達拉斯事工協調小組	袁法文 (214)669-5505

德薩斯州（雅靈頓）（丹頓）（福和）
雅靈頓華人教會 梁作榮牧師 805 Oakwood Lane, Arlington, TX 76012 (817)277-7556 粵國英
雅城聖經教會 史惠恩牧師 2426 Superior Drive, Arlington, TX 76013 (817)461-8427 國英
伯特利華人浸信會 陳伯安牧師 3512 Highway 121, Bedford, TX 76021 (682)551-4494 粵國英
向榮華人浸信會 王嫡貞牧師 3712 Central Dr., Bedford, TX 76021 (858)205-8665 粵國英
福和市華人浸信會 李民舉牧師 4625 Granbury Road, Fort Worth, TX 76133 (817)927-5652 粵國英
榮耀華人浸信會 劉再生牧師 3941 Parchman St, Cross Bldg of NRHBC, N. Richard Hills, TX 76180 (817)614-8956 國英
丹頓華人教會  409 Fulton Street, Denton, TX 76201 (940)898-1511 粵國英

德薩斯州（奧斯汀）（聖安東尼）

E.F.C. Of San Antonio Mr. Lan Shen Sheng 2610 Tuckey Oak, San Antonio, TX 78232 (210)494-4286
聖安東尼第一華人浸信會 Rev. Panha Deung 5481 W. Prue Rd., San Antonio, TX 78240 (210)558-6393 粵國英
聖城華人基督衛理教會  6487 Whitby Road, San Antonio, TX 78240 (210)792-9187 國
奧斯汀西北華人教會 余成騏牧師 3610 Hillside Dr., Round Rock, TX 78681 (512)626-8542
Austin Chinese Church Student Fellowship Mr. Johnny Cheng P.O. Box 8391, UT Station, Austin, TX 78712 (512)451-4086 粵國英
奧斯汀華人校園基督徒團契 Phil Chang 1 University Station A6220, SOC #408, Austin, TX 78712 (512)619-6974 國粵英
傳福基督徒聚會 陳瑞曾弟兄 8304 East 290 HWY, Austin, TX 78724 (512)560-4276
奧斯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李昱平牧師 5300 Duval Rd., Austin, TX 78727 {512)418-8100 台英
奧斯汀基督徒交通中心 王伯熙弟兄 4511 Marchaca Rd., Austin, TX 78745 (512)442-0000
奧斯汀磐石教會 	黃德牧牧師 10511 Salt Mill Hollow, Austin, TX 78750 (512)589-3016
海德公園華人浸信會 張國昇牧師 3901 Speedway, Austin, TX 78751 (512)465-8385 粵國英
奧斯汀華人教會  11118 Dessan Road, Austin, TX 78754 (512)339-8675 粵國英

德薩斯州（979）
海灣華人教會 郭文仁牧師 2207 67th Street, Galveston, TX 77551 (409)741-3228 英國
波夢市華人浸信會  3739 N. Major Dr., Beaumont, TX 77713 (409)833-1426x19
滿恩華人教會  410 College Main St., College Station, TX 77840  國
College Station Chinese Church 房正豪牧師 708 Eisenhower, College Station, TX 77840 (979)696-2317 粵國英
德州農工大學基督徒團契 陳守亞教授 2105 Langford, College Station, TX 77840 (979)693-7142 粵國英

德薩斯州（其他）

Commerce Chinese Mission Mr. Denny Lie P.O. Box 3361, E.T. Station, Commerce, TX 75429 (903)886-2404 國英
泰勒華人浸信會 歐陽舜弟兄 1316 Barbara St., Tyler, TX 75701 (512)966-2022 國英
德州貝爾頓第一浸信會華人福音堂  506 N. Main St., Belton, TX 76513 (254)939-0705 國
維多利亞以勒華人團契  4100 N. Laurent St., Victoria, TX 77901 國
古柏市華人教會 陳天琪牧師 6701 South Staples, Corpus Cristi, TX 78413 (361)985-6709 
Lubbock Chinese Church Mr. Robert Hsu 1502 15th Street, Lubbock, TX 79401 (806)687-3968 國英
El Pas Chinese Baptist Church  2030 Grant Ave, El Paso, TX 79930-1017 (915)532-7153 粵國英

奧克拉荷馬州
愛的門華人聯合衛理教會 劉本恩牧師 321 W. 8th St., Edmond, OK 73003 (405)413-9616 國英
奧城華人浸信會 余重慶牧師 16000 North May, Edmond, OK 73013   (405)330-2345 國英
信望愛衛理教會 王福霞牧師 428 W. Lindsey St., Norman, OK 73069   (405)321-6266 國英
奧南華人浸信會  625 E. Frank, Norman, OK 73071 (405)360-0123 國英
Bartlesville CSBG Logan, Judy Yang 636 Oakridge Dr., Bartlesville, OK 74006 (918)333-5919 粵國英
聖愛華語浸信會 戴承傳牧師 1108 N. 6th St., Broken Arrow, OK 74012 (918)258-7722 
靜水城華語浸信會  2311 W 22nd Ave, Stillwater, OK 74074 (405)612-7539 國
滔沙華人基督教會 程保治牧師 1430 S. 131st East Ave, Tulsa, OK 74108 (918)438-6449 國粵英
滔沙國際浸信會 龍江牧師 714 N. Harvard, Tulsa, OK 74115 (918)749-6968 粵國英

新墨西哥州

The Chinese 1st Baptist Church  Central Place, P.O.Box 26446, Albuquerque, NM 87102 (505)247-3611 粵國英
New Mexico Chinese Mission Mrs. Elena Lu 301 Chama, N.E., Albuqerque, NM 87108 (505)255-8223 粵國英
Las Cruces Chinese Bible Study Group Mrs. Connie Ng 1620 Candle Light, Las Cruces, NM 88001 (505)522-5269 國粵英
Hosanna Ministries Ms. Cathy D. Rios 2421 Aztec Road, N.E., Albuquerque, NM 97107-4224 (505)881-3321 英

路易斯安那州
紐奧良華人長老會  2901 West Esplanade Blvd., Kenner, LA 70065 (504)461-0702 英粵
紐奧良華人浸信會 吳國華牧師 3413 Continental Dr., Kenner, LA 70065 (504)463-0235 粵國英
紐奧良台福基督教會  3225 Georgia Ave., Kenner, LA 70065  (504)443-2041 台英
第一浸信會華語部 劉月琴傳道 1100 Lee Ave., Lafayette, LA 70501 (337)232-9334 
貝城華人基督教會  10011 Old Hammond Hwy., Baton Rouge, LA 70815 (225)927-3239 國英
水波城華人浸信會 劉華祥牧師 543 Ockley Dr., Shreveport, LA 71106 (318)865-8414, (318)841-8467 中英
三一衛理教會亞裔事工 郭中牧師 1000 W. Woodward Ave., Ruston, LA 71270 (318)251-0750x215, (318)243-0341 國英

阿肯色州
小石城華人基督教會 徐曉偉弟兄 12106 Cherryside Dr., Little Rock, AR 72211 (501)227-8780 
小石城以馬內利華語浸信會 方潔嫻姊妹 501 N. Shackleford, Little Rock,  AR 72211 (501)821-8086 國

R. Pu Liu 89 South Duncan Ave., Fayetteville, AR 72701 國英
恩典華人基督教會 王克偉弟兄 301 S. Duncan Ave., Fayetteville, AR 72701 (479)444-7573 

其他地區
威啟達華語教會	 倪仲永牧師	1825 N Woodlawn Rd., Wichita, KS 67208 (316)681-0664 ext208 國英

【餐福團契名錄】
四海之家餐飲團契	 常思恩牧師	3115 W Parker Road, Suite 250, Plano, TX  75023 (469)360-7651 T 2:30p
旅福使命團	 陳召清牧師	204 E.  Main S., Richardson, TX 75081 (646)384-7979
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餐館之家」團契	余海強弟兄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972)437-3466 第一T10:30p第三T 8:30p 
註: M: 星期一, T: 星期二, W: 星期三, Th: 星期四, F: 星期五, Sa: 星期六, Su: 星期日; a: 上午, p: 下午

教會及機構地址、電話和聚會時間，請參

看本版刊登的「教會名錄」

教會消息及廣告每月 20 日前請電郵：

joypantx@gmail.com 潘劉慰慈收

疫情下的教會活動

鑑於新冠疫情，大多數教會的主日崇拜和

活動暫改為網上直播或轉播，請各位讀者直

接與教會聯絡收看崇拜。

四月份《號角》也因疫情而無法付印及派

發，盼各位讀者在網上閱讀。部分文章同時

有國粵語朗讀，特別適用於閱讀有困難者聆

聽。以上內容，也請各位讀者轉告其他弟兄

姊妹及親友。

福遍中國教會

主日崇拜、小組及主日學：4 月 10 日前

將按常規時間改於網上進行。

受難節崇拜：4 月 10 日 8:00pm 於網上

舉行。網頁：www.fbcchome.org。

曉士頓中國教會

主日崇拜／主日學／團契查經：網路聚會。

網站：www.hcchome.org。
休斯頓北區華人教會

主日崇拜 / 主日學 / 禱告會：網路聚會，

網站：www.nhcc-home.org。

星期日聚會：9:30am 中文崇拜／英語《聖

經》學習；11:15am 英文崇拜／中文《聖經》

學習。週間小組、長輩、《聖經》研讀等聚

會查詢，請致電話 (832)663-0720。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主日崇拜／主日學課程／小組聚會／全

教會禱告會／各事工活動：網上進行，至

少 延 續 到 4 月 13 日。 教 會 網 頁：www.

whcchome.org/。

凱地教會

中英文主日崇拜／小組活動：按常規時間

於網上進行。網頁：www.katyccc.org.。
糖城中國教會

主日崇拜／主日學／教會團契：用網路聚

會至 4 月 12 日。網址：www.slcc。

教會聯絡人張憲猷傳道電話 (281)898-

6746，電郵 karlcheung@slcc.ws。

明湖中國教會

主日崇拜：暫定 4 月 3 日前在網上進行。

9：30am 英 語；10：50am 中 文。 網 頁： 

www.clearlakechinesechurch.org。查詢請

電 (281)338-1929。

基督教懷恩堂

主日聚會：改用網路，請進入教會的 face 

book。
華人聖經教會

主 日 崇 拜： 網 路 聚 會。 網 址：www.

chinesebiblechurch.org
永生神基督教會

主 日 崇 拜： 網 路 聚 會。 網 址：www.

clgchurch.org。

誠聘半職兒童事工主任，負責策劃兒童事

工發展。

西南華人浸信會

主日崇拜／主日學／禱告會：網路聚會。

網址：www.swcbc.org。

耶 穌 受 難 日 崇 拜：4 月 10 日 7:30pm， 

一同紀念主耶穌為我們的犧牲。歡迎參加。

復活節主日崇拜：4 月 12 日，普通話 9:30，

粵語/英語11:00am。一同慶祝主耶穌的復活。

西南國語教會

主 日 崇 拜： 網 上 直 播。 網 址：https://

m.youtube.com/watch?v=EcBBKbPl0o0。

復活節主日：4 月 12 日，有受洗。教會

網址：www.clchouston.org。

光鹽社

4 月 4 日的健康講座取消。4 月暫無安排

癌友聚會。

電視廣播健康節目：美南電視台 (STV 15.3)

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二 7:30-8:30pm。

光鹽社廣播「心靈加油站」節目：粵語

廣播網 AM1050「粵語飛揚」節目，星期

一 至 五 3:00-3:30pm。 上 網 收 聽 fly1320.

webnode.com；網上回顧 light-salt.org/。

華人基督徒的職業關懷網

網 站：crossroadsguide.org， 集 合 教 會

會眾提供的信息，幫助有工作需要的人，或

為公司徵才。請多多利用，並把您所知道的

工作機會告訴我們刊登，使之成為多人的祝

福。

達拉斯教會消息及廣告每月 20 日前請電

郵至：lilywoo@cchc.org，Lily Lee 收

李察遜角聲中心

地 址：300 E Terrace, Suite 309, 

Richardson, TX 75080。 電 話 (972)680-

2999。

暫停開放至四月中。

布蘭諾角聲中心

地 址：1108 W. Parker Rd., suite 110, 

Plano, TX 75075。電話 (972)422-8665。
費斯可基督徒中國教會

受難節國粵英三語聯合崇拜：4 月 10 日

8:00pm。

復活節國粵英三語聯合崇拜：4 月 12 日

10:30am。

基督教創作傳播中心	

四海聖經宣教學院第二季課程：《箴言》。

4 月 3 日 至 6 月 29 日， 逢 星 期 一 7:00-

10:00pm， 於 創 傳 中 心 (3115 W. Parker 

Road, Suite 250, Plano, TX 75025)。也可同

步網路上課。報名電話 (972)398-1170 洽常

思恩牧師或方平牧師。

四海音樂學院課程：第一期已截止報名。

第 二 期 5 月 5、12、19 日 5:00-5:45pm 

或 6:00-6:45pm 於創傳中心。報名電郵：

4cmusicacademy@gmail.com。

布蘭諾華人宣道會

情 感 智 慧 與 自 我 成 長 課 程 工 作 坊： 帶

領 培 訓 師 為 李 淑 烟、 郁 維 強。5 月 15 日

7:00pm、16 日 9:00am-4:00pm、17 日

1:00-6:00pm。聯絡人電話及電郵：（Carol：

469-301-5513、wuguiqian@yahoo.

c o m ； T i n a ： 9 7 2 - 3 4 2 - 2 2 5 4 、

tinggan@yahoo.com。

這些日子，新型冠狀病毒在全世界蔓延，

給人們帶來極大的驚恐。股票市場也因此

大幅下跌，病毒的影響不僅是個人身體健

康，還有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作為上帝

的子民，應該如何面對這個充滿恐慌的局

面呢？此時此刻又當怎麼做呢？

一個興起守望的時刻

《聖經．以賽亞書》六十二章 6-7 節：「耶

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

晝夜必不靜默。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

歇息，也不要使祂歇息，直等祂建立耶路

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今天上帝要在教會中設立守望的人。

什麼是「守望」？就像軍隊有守夜的人一

樣。守夜的人等候天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無論夜晚有多長，守夜的人有一個確切

的盼望，那就是天一定會亮。同樣，無論

這個世代有多麼黑暗，有多麼驚恐，但守

望的人心中有盼望，知道黑暗、驚恐都會

過去；上帝的國必然降臨，上帝的旨意必

定成全。就像先知哈巴谷站在守望樓上，

看著敵人犯境心中焦急，但當他看見上帝

的心意，他的心就得著安息。

一個呼求憐憫的時刻

這世代的人，像是羊沒有牧人一般，不

知道何去何從，不知道明天將要如何，也

不知道有誰能幫助自己。當疫情來臨，許

多人活在驚恐中，不知道盼望在哪

裡。來呼求上帝的憐憫和醫治吧！

為我們居住的土地來求憐憫，求上

帝伸出大能的膀臂來阻擋病毒的蔓延；求

上帝赦免在世上的人，倚靠科技及錢財過

於倚靠上帝；也求上帝的保守，確信上帝

是高台和避難所，祂必要保護我們不受病

毒的侵害！

一個呼求復興的時刻

在黑暗的時刻，上帝的手要作扭轉工作。

在教會復興的歷史中，復興從不是在豐足

的時候，卻是在最黑暗和最缺乏的時刻。

當上帝的百姓回轉呼求時，上帝就降下復

興在祂的百姓中間。現在就是教會要起來

禱告求復興的時刻。

筆者認為，現在是上帝預備降下復興的

時機，因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個時刻，全

世界的教會都一起在禱告。無論是白人的

教會、亞洲人的教會，還是非洲人的教會，

沒有不為疫情逼切禱告的。相信這是上帝

所預備的，我們就應當回應上帝的呼召，

起來為教會求復興。

 今天我們雖然處在一個充滿驚恐的環

境，但無論這個疫情怎樣改變，我們都確

信在洪水泛濫之時，唯有耶和華永遠坐著

為王；祂仍然在掌權，祂仍然擁有這個世

界的答案。求主幫助我們能走出驚恐，回

應上帝的呼召，站在破口為這個世代來禱

告。@

此時此刻 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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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的

「年」和「生」都過得相

當深刻。

如果不是疫情航班被取

消，這會兒應該在國內生

日當天跟爸媽一起慶生

了。父親年邁，母親老年

癡呆在醫院，我是家中獨

女，被疫情阻隔，無法回

去陪伴父母。千山萬水也

阻斷不了對爸媽親友的

牽掛，唯有仰望交託，相

信在上帝手裡就穩妥！

雖然沒能回去跟父母過生，感恩能在角聲過生

日。當天是聖灰星期三 (Ash Wednesday) 決定以

Ash Wednesday 方式來紀念，禁食禱告，更多親

近上帝，奉獻，為著諸多家事，國事，大事小事

天下事，唯有披麻蒙灰呼求上帝憐憫，人心迴轉！

一早獲悉教會長老安息主懷，與哀哭的人同哀哭，

有時禱告彷彿不蒙垂聽，病未得醫治，現在不明

白，將來天家再見，相信都會明白，相信上帝是

良善的！

以讀經禱告，更多親近上帝話語，來吃耶穌天

上的糧食，就是跟耶穌的生命連接。今天生命查

經靈裡得飽足。J 姐妹神采飛揚的見證再次讓我舉

起下垂的手，更加信靠順服。J 姐妹甲狀腺癌手術

後，聲帶受損，醫生定論不可能再恢復嗓子，而 J

姐妹憑著對上帝的信靠，神蹟恢復，嗓子不僅回

來了，比先前還高。能講話後的 J 姐妹最想見證

的是：「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上帝」。

今早送完女兒上學，迎著凜冽寒風在操場邊慢

跑邊禱告，看著陰霾天色裡蘊藏著爭戰裡的盼望，

後來陽光驅散陰霾。感謝上帝賜新的一天，有高

山有低谷，有陽光有陰霾，嚴寒中更加渴盼溫暖

陽光。疫情中的國人、親友都切盼春暖花開。「年」

在中國文化傳說裡是吃人怪獸，人們為了嚇走

「年」，有了放鞭炮和貼春聯的習俗。一直認為

中國人過年跟《聖經》裡以色列人的「逾越節」

很像：當初以色列人出埃及，將羔羊的血塗在門

框門楣上，死神越過；如今，我們無需羔羊的血，

耶穌在十字架上已為世人成就了救贖，祂的寶血

能帶來赦罪之恩和勝過死亡的拯救。呼求上帝憐

憫，讓人謙卑回轉，藏我們在耶穌寶血裡，越過

「年」這個吃人怪獸、滅命的瘟疫疾病。

耶穌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們要揀選生命，

願更多親近上帝話語，在耶穌裡每天都心意更新，

天天都是生日！求上帝指教我們怎樣數算在世寄

居的日子，好得著智慧的心，趁著白日多做上帝

差我們要做的工，積財寶在天，願更多人能認識、

歸向愛世人的上帝，得著永生的祝福！@

過年過生日 羅春

最近從奧斯丁回達拉斯的路上，經過圓石市時，內人想買些頗有名氣的圓石甜甜圈，於是就下

高速公路去繞一下。到達時剛好過了關門的時間八分鐘，內人還是去試試看。果然門已鎖了，她

就敲門。一位年輕人來應門，

說很抱歉，已經關門了，請

下次再來。她說我們在去達

拉斯的路上，特別來買大名

鼎鼎的甜甜圈，不知道還有

沒有。於是那人就進去看看，

然後拿了一盒出來，說這是

僅有的了。內人要付錢，他

說收銀機已經關了。內人說

我付現款，他說經理交代，不

能收。於是歡歡喜喜地謝了他們。在這物慾橫流、金錢至上的世界，再一次遇到美國小鎮那廉潔、

正直、而又充滿人情味的經歷，真是讓人心裡覺得

很溫暖。

有一次，內人找了一家水電公司來修一樣東西。

修好後，要留下他的電話號碼，以便日後有要修理

時可以找他，讓他下了班來修理。他說不能那樣做，

因為那會搶了公司的業務。他雖然是個世人眼中的

小人物，但他的正直真是這污濁世界中的一股清流。

以上兩件事只是生活中極小的例子。

筆者曾經在一家地位等同智庫的公司工作了約 20

年，是替聯邦政府提供諮詢，所以對政府各部門業

務有相當多接觸和了解。美國政府有許多工作外包

給一些大大小小公司去做，有時我們也參與招標審

議過程。我親身見證了他們那透明、公正的程序，

完全不許可有任何徇私舞弊的行為。權力尋租、裙

帶關係、貪腐賄賂等是絕對不許可的。若有任何利

益衝突的可能，都需迴避。美國公司若在國外有賄

賂的行為，就不能參與美國政府的招標項目。在傳

統美國人心目中，貪腐賄賂這些行為極其可恥，想

都不會想，更不會去做。

我們時常與政府官員開會，有時在公司會議室。

若需要吃午餐，我們會預備簡單的三明治和水果，

另外要放一個盤子，讓政府官員自動放幾塊錢，這

樣他們就不欠我們任何人情，不會被一些小恩小惠

所收買。在我工作的那個年代，美國政府的職員如

果要送禮物給他的上司，其價值不得超過 $25 元。

這些清廉公正、公義公平的官場文化，在在表明這

個國家為什麼與眾不同，能夠在短短兩百多年裡崛

起。

儘管新聞上有許多道德墮落、是非顛倒的黑暗面，

但是常常經歷美國人活出那帶有基督信仰印記的文

化，只有再一次從心裡讚歎，這塊蒙受上帝祝福的

土地和人民，真的應驗了《聖經》上的話：「以耶

和華為上帝的，那國是有福的。祂所揀選為自己產

業的，那民是有福的。」公義和公平，是上帝寶座

的根基；慈愛和誠實，行在祂面前。但願我們都能

傳承這優良的天國文化。@

廉潔正直 天客

面對 Covid-19 病毒的侵襲，數以萬計民眾喪失生命，全球許多國家被迫下

令以「關閉封鎖，隔離圍堵，封城封國」來扺抗新冠肺炎的肆虐，斷絕爆炸性

的社區傳播！公司無法作業，商店停止營業，餐廳關店轉型，生活機能受損，

經濟受到重挫，日常生活型態改變──回歸靜止停頓，昔日人群聚集、人潮洶湧、

上下班尖峰交通壅塞的盛況早已不再！

這些日子，生命受到創傷，生活形態被迫改變，人們對不可測之未來產生極

大的恐懼及憂慮！仔細思考，在我們生命中、生活中，有什麼是無法被封鎖隔

離的？有什麼是無法被關閉斷絕的？

難道病毒的侵襲困苦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嗎？難道封城封國能斷絕上帝

的大愛？我們是上帝所愛的，沒有什麼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我們雖然身

處居家隔離，但上帝仍以永遠的愛來愛我們，沒有什麼能夠封鎖綑綁我們，病

毒患難不能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

因著上帝對我們不離不棄的愛，疫情的患難與逼迫不能壓制我們對上帝的渴

慕！藉著主耶穌的愛，我們能勝過一切困苦、逼迫、飢餓、危險。基督的愛使

我們剛強，信心不致搖動，且勝過一切而有餘！求告主，因著上帝的愛，在此

時此刻，譲我們更多的彼此相顧，激發愛心，互相扶持，勉勵行善。@

隔離 劉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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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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