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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隔離後三日，作者與同事
一起舉行會議匯報。
2. 作者經歷十四天強制隔離檢疫
後離開酒店
3. 隔離期間作者跟同事進行視像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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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隔離檢疫
的心路歷程
想全港至今規模最大的醫院內

不到自己工作的病房，會成為

林寶鈿

檢疫有關同事後，大家才冷靜下來，
我亦在過後整理自己的心路歷程。

爆發疫情之地：共21人染疫（當中
包括 12 位病人及 9 位醫護人員）及
72 位醫護同事需強制檢疫隔離兩
星期，包括我自己。
起初幾天因確診數目不斷增加

心情不安戰兢
隔離實施初期，情感上我常忐
忑不安：「為何會發生在我身上？」
又擔心病毒檢測結果：
「我會中嗎？」

及對病房的衞生情況存疑，前線同

這種戰戰兢兢的感覺很真實，我多

事大都感到恐慌、害怕，或是疑惑、

次哭泣了。理智上，我提醒自己首

埋怨及不知所措。直至管理層決定

要是留意自身的不適，以及需要關

關閉有關病房，撤離所有病人及隔離

心確診及隔離檢疫同事的健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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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若給情緒糾纏下去，只會讓自己

聖經提醒，我立即向上帝祈求饒恕

更陷於一團糟！

和憐憫。

冷靜下來後，「孤立感」、「孤

到隔離期最後兩天，已有「倒

獨感」及「失自由」的感覺逐漸浮現。

數」心態，隨著收到通知可離開，

那種被視為「生人勿近」及被人「監

更是哼歌喜悅。像詩人大衞向神禱

控」的感覺更不好受。我求告上帝：

告說：「祢是我藏身之處；祢必保

「求祢轉向我，憐恤我，因為我是孤

佑我脫離苦難，以得救的樂歌四面

獨困苦。」
（詩篇二十五16）感恩的
是，家人、親友、同事、院方、院
牧部和教會很多的問候、代禱及物

環繞我。」（詩篇三十二 7）

主賜平安應許

資支援；又透過手機和平板電腦的

雖然今次有驚無險地度過十四

視訊功能，仍可相互聊天，能夠看

日強制隔離檢疫，但經歷了不一樣

到對方、互相支持，實在恩典滿滿。

的聖誕及新年假期，必須提醒自己
這仍是非常時期，無人知曉還需多

祈求饒恕憐憫

久疫情才會過去。然而，上帝曾應

我在隔離期間對瘟疫的屬靈意

許：「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

義也產生了興趣，於是把聖經內有

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

關瘟疫的經文都閱讀一遍，明白到

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耶

瘟疫很多時是基於世人的罪孽，以

利米書二十九 11）所以我總相信黑

及上帝的公義和短暫的警誡。得著

夜後會有黎明，雲上總有太陽。疫
情終會過去，生命必再次綻放。
祝願今次爆疫的確診及隔離檢
疫同事平安無恙，身體逐漸康復，
心靈安康。也願各同事經歷今次危
機後，能重拾合一的心，齊心協力，
堅持初心，重新出發，熱誠地幫助
有需要的病人。「人若有願做的心，
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
照他所無的。」
（哥林多後書八12）

作者感恩於隔離期間得到家人鼓勵，圖為
疫情前一家四口往外地旅遊時攝。

因病得生
何崙

我把握機會傳福音，醫學專業

切膚之痛

是其中一個切入點。然而，當經歷

料約八週後小生命離開了，那一刻

人生傷痛，令我更深入觸摸到人心

我很難接受，太太更甚。準備愈多，

靈的層面。

失落感愈大。身為基督徒，我們明

常透過不同方式接觸人群，

太太與我十分著緊第一胎，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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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色從不常藍，只有學習藉禱告

我們夫婦又在一間機構幫助關

面對苦難。縱不知離開的胎兒是男

顧意外懷孕或經歷小產的夫婦，因

或女，我倆為小生命起名「柔謙」，

體會到孕婦實在需要支援，失去胎

寄望女孩溫柔，男孩謙卑。

兒就如自身體割去一塊肉，難過非

之後我們費了好一段時間平
復，常一同祈禱記念小生命，太太

筆墨能形容，故盼望我們的服侍能
成為他們的祝福。

流淚時我就陪伴在側讓她抒發情感。

太太懷上第二胎時，我們學習

我學會重視與太太的相處時光，夫

積極準備後結果如何亦安心交託；

妻感情更好。起初亦擔心父母不能

甚至作好心理準備，若孩子有特殊

接受做爺爺嫲嫲的希望落空了，幸

需要，亦會珍惜生命不放棄。醫學

好父母反倒安慰我們，說胎兒離開

看胎兒是精子與卵子結合，基督徒

了便待下次機會就好。自此我更珍

看胎兒則是有靈魂的生命。孩子出

惜身邊的人。我們縱然難過卻沒有

生後，名字為「謙」，現在謙謙已

埋怨上帝，明白人無法掌握生命，

三歲。

主權在天父手裡。只問祂要我們從
中學習甚麼。走過小產的傷痛，更

趁佢病，攞佢命

能體會切膚之痛，讓我成為更理解
病人心靈的醫生。

醫生拯救病人，但無法轉死復
生。醫療與藥物能延長生命，減低

經歷過哀痛後，作者 ( 右 ) 學懂珍惜
身邊的人。

作者給兒子取名「謙」，有謙卑的
意思。

痛苦，解決人在生的問題，但人終

病人的生命，而是讓他們在病患中

不免一死；死亡臨到，醫學能夠做

得著生命。過往多年，香港人一般

的已到盡頭，需要信仰面對死亡。

較尊重並信任醫生，若經歷過醫生

記得當年醫學院面試，我回答

的幫助，醫生的話就更有分量。我

說醫生的「生」不是解作生命，而

會先做好醫生本分，治好病人的身

是門生，出自《唐六典》，醫生原

體。然後再多走一步，分享信仰。

意是醫科學生。面試中我表明基督

現代醫學研究指出，人的身體

徒身分，強調想醫治人的身體、心

與情緒息息相關，有身心症等病患，

理與靈性，覺得最偉大的醫生是耶

為更全面關懷人的身心靈，我修讀

穌，希望向耶穌學習當醫生，透過

了精神科文憑。信仰及信徒支援對

這專業與人分享信仰。現在回想，

經歷情緒困擾與焦慮的病人很有幫

我的陳述似更適合入讀神學院，惟

助。我曾鼓勵一名病人，一邊就醫，

我總沒忘記學醫的初心。

同時在教會學習成長；痊癒後，我

我將「趁佢病，攞佢命」這諺
語記在心中，意思當然不是想奪去

邀請他出席講座，不少人在他的分
享中得到共鳴。

作者一家三口享天倫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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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藥」祈禱
我常常告訴病人，傷風感冒時
吃藥只是紓緩病徵，大部分其實不
是「醫好」，是藉人體自身的抵抗
力而痊癒，不是醫生的功勞。免疫
系統是上帝賜予人身體的調節功能。
上帝當然可以透過藥物醫治病人，
也可用其他方式，我們不應框住上
帝的作為。我鼓勵病人作謝藥祈禱，

一名

感謝上帝透過藥物幫助我們，正如
基督徒謝飯祈禱是感謝上帝供應食
物滿足我們所需。
生命主權在上帝手中。祂可藉
藥物及其他方式醫治，或另有安
排，惟祂向世人所懷的是賜平安的
意念（參耶利米書二十九 11），我
們要接受人很有限，看不到人生的
全幅圖畫。香港經歷著社會運動與
疫情，若這是社會的病，我希望自

2012

年母親因跌倒入院，
醫生指她以後或不

己不要短視，仍看到當中可作的，

能再走路，我心頓感不知所措與無

例如在網上視像分享見證，接觸的

助：往後日子怎樣照顧她？

人更多。我們要知道上帝在掌權，
願我們能「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參馬太福音十 16）地面對不順遂
的際遇。

有一次往黃大仙醫院途中的沙
田坳道，上帝問我：
「你看到甚麼？」
我回答：「這斜路我走得非常辛苦
疲累，往前看不到盡頭、也看不到

（羅穎珊採訪，經編輯整理。）

終點。」上帝再問我：「你是否看
到我在你身旁同行？」
那刻我立即向主認罪，原來當
自己遇到問題時，只專注當中的困

照顧者的

「看見」

球

難，竟看不到在身旁的主。這句話

形象，成為人的模樣；既有人的樣

成為我踏上照顧者之路後的鼓勵和

子，祂就自甘卑微，順服至死 —

提醒，讓我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

看到主明白我感受
每晚放工都要急速趕回家照顧

二 6-8，《新漢語譯本》）是的，我

看到耶穌取了奴僕的形象，甘為世
人服侍。

媽媽，個人時間、空間全放在她身

記得第一次服侍媽媽處理大小

上，有時會像失去自由而感難受。

二便時，心感厭惡，我問主：「當

但當轉眼仰望主時，想起耶穌及聖

祢服侍被鬼附的及痳瘋病人時有何

經的話：「祂本有上帝的形象，與

感受？」此刻一切寂靜，我跟主心

上帝同等，卻不認為這同等要抓住

照不宣般，一切盡在不言中，祂明

不放，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

白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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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主提醒珍惜當下

病小痛，很快無事，卻原來長者能

曾有一次實在身心俱疲，我問

平安出院並非必然，讓我看到這是

主還要捱多久？主回答：「暫時」。

上帝的恩典、祝福。死亡對長者是

此刻一片空白，與主靜默無言良久，

那麼接近，主提醒我要珍惜當下。

因感受到這話意味著甚麼：媽媽有
一日會離開，這些日子會過去？我

看到主賜的盼望

沒勇氣追問她的日子還有多少，有

一天探望媽媽時，隔一床位的

些事我實在不能承受、面對，害怕

病人突然心跳停止，醫謢人員立即搶

她離開的那一天。以往媽媽抗拒信

救，現場各人嚇得四散，因母親行動

仰，後來慢慢接受，更信主參與浸

不便，我不想她受驚，便留下陪她，

禮；看著她的轉變，既感恩又恐懼，

心突然問上帝：祢想我看到甚麼？

會想是否她的日子正倒數中？這刻

母親曾吩咐，即使生命接近盡

體會到主知道將要離別親人上十架

頭時，仍要為她進行搶救。我看到

時那份無懼勇氣。

那位病人面色蒼白，毫無反應，數

有時帶媽媽入院到觀察病房，

名醫護人員不斷輪流進行各種急救，

一般留醫兩三日便可出院。惟曾遇

目睹病人走得這樣辛苦，心裡暗暗

到病人早一晚還食下兩口粥，翌日

禱告：主啊！我沒法忍心為她做這

便離世。以前媽媽入院都只覺是小

決定。感恩上帝讓我看到祂應允禱

作者在照顧媽媽的過程
中經歷上帝的恩典
在沙田坳道往醫院的上斜路，作者經歷到上帝的同行。

告，媽媽走的時候只打了兩支強心

總有上帝加能賜力和保守：遇上風

針，之後便安詳離世。

雨有途人為我們舉傘；右腳曾有傷

還記得醫護人員為那垂危病人
急救時，我看到病人的丈夫一臉茫

患故不能做劇烈運動，卻在那時期
從沒復發，都是主細心看顧。

然、不知所惜，其他家人也兩眼通

2017 年 12 月 18 日媽媽主懷安

紅。此時心中有種莫名恐懼，害怕

息。由於社會對照顧者支援不足，

一天亦要面對同一場景，原來人都

每當看到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慘劇

懼怕死亡。惟感恩的是，媽媽和我

新聞，都心感難受。他們絕望無助，

都是基督徒，同有復活盼望，在天

我很明白，故很想分享我的見證：

家定能重聚；且在世的每天都有主

惟有主可助我們渡過每個難關，我

住在我們裡面，我還怕甚麼呢？

們不是孤軍作戰，是有主並肩作戰！
我們不是無人明白，回顧十多年照

看到主是風雨同路

顧經歷，看到甚麼？感謝主！祂給

記得媽媽臨走前三個多月，每

我看到在多少次孤單徬徨、無助與

晚都得去醫院洗傷口。於是我放工

絕望時，只要轉眼仰望祂，有祂同

便急趕回家，跟她晚飯後便拖著疲

在；每滴痛苦淚水，都成了路邊的

累身軀，風雨不改推著她往醫院。

美麗小花；每個困難、難關當中都

上上落落顛簸路途、筋竭力疲時，

盛滿恩典。願榮耀歸於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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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盡甘來
葡萄籽

記在烤盤上翻來覆去地煎著的紅
得歲首農曆新年作客時，朋友

豆年糕，驟眼看來，竟像極了一片
片的烤肉。
此情此景，相信會引起一些人
的聯想和共鳴，因為在全球疫情和
政情的陰影籠罩下，2020 年的確是
煎熬難捱的。
但願新的一年，苦盡甘來，像
昔時在曠野艱苦漂流的以色列人一
樣，在逆境中經歷上帝的恩典、帶
領和供應。
# 「我要在你們中間行走；我要作你們
的上帝，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是
耶和華 — 你們的上帝，曾將你們
從埃及地領出來，使你們不作埃及
人的奴僕；我也折斷你們所負的軛，
叫你們挺身而走。」（利未記二十六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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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困境之路
嚴惠來

我常會遭遇困境。困境就像人

讓你迷失方向，步入歧途。不同的

生路上要穿過的原始森林，它常常

堅強、自信和樂觀，而有的人卻從

們的生活不可能一帆風順，

是，有的人在困境中能夠保持一種

此一蹶不振，陷入深深的痛苦和絕

她就是在這種環境裡成長，心裡一

望之中，所以困境時選擇很重要。

直恨後媽。

苦難的童年

無私的愛心

幾年前我認識一位中年人叫袁

後來她結婚了，生兒子時在醫

愛和，她從小在一個支離破碎的家

院裡做了剖腹產。醫生發現她的卵

庭裡長大。年幼時她被送到鄉下，

巢裡有一顆很大的東西，需要做切

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根本感受不

除手術。手術時雖然打了麻醉藥，

到家庭的溫暖和父母的愛。三歲時

但還是很痛。過了幾天，醫生對她

因為車禍母親喪生，她的左腿致殘。

說還要再做一個手術，這時姊姊帶

因為她父親是聾啞人，家裡的許多

著某教會的一位楊姊妹來給她傳福

重擔自然而然就落在她的肩上。後

音，並且帶她做了接受主耶穌的

來她父親娶了後媽，後媽常常欺壓

禱告：「我是個罪人，求耶穌拯救

她，使她在家裡得不到安慰，甚至

我……」當時她想，她怎麼會是個

很多次想過自殺。因著憂愁，晚上

罪人呢？雖然心裡不明白，但是那

常常睡不著覺，總感覺有許多煩惱

天晚上她就在心裡禱告主說：「主

重擔。那個時候她還沒有裝義肢，

啊，求祢救救我。」

直到 12 歲的時候才裝上。小時候，

醫生切除的那個卵巢，切片化

後媽常叫她做許多家務，比如洗衣

驗出來是癌症，因此在第二次手術

服、換煤爐等。等事情做好了，後

中要把卵巢、子宮以及後面的腹腔

媽又會把垃圾倒出來，還告訴她父

附著部分全部切除。當她被推上手

親說是她沒有打掃乾淨。有時候她

術臺時，心裡很害怕，於是開始禱

父親在過新年時會給她買新衣服，

告。接下去就是要做化療，按照當

後媽就用剪刀把衣服剪破，然後又

時的身體狀況還在疼痛當中，真的

不承認是她剪的，說是被老鼠咬的。

擔當不起。教會的弟兄姊妹因著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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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緣故，雖與她素不相識，仍常

漸被聖靈打開，不久她就真心認罪

常到醫院去看望她、幫助她、關心

信了耶穌。

她，為她禱告，這讓她很受感動。

初到教會學習禱告和讀聖經，

後來她漸漸明白，是耶穌基督的愛

只是想讓這位救主耶穌給她外面的

在他們身上彰顯出來，這種愛是無

醫治；但是後來發現，主耶穌給她

私的，是不求任何回報的。

的是從裡到外的賜福。當她做完六
次化療後，整個人也開始好起來，

生命的改變

心裡也很平安。離開醫院後，到現

因著教會弟兄姊妹們的愛心關

在為止她再也沒有去醫院為癌症做

懷，她對主耶穌的真理有了進一步

進一步的檢查。靠著主耶穌的恩典，

的認識。後來，她就到教會去參加

她不但身體一天一天在恢復當中，

聚會，第一次聽一個姊妹在臺上講

而且裡面的生命被主耶穌改變，心

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故事。當時她在

裡也愈來愈有平安和喜樂。

想：如果真有這麼一位耶穌，祂為

因為從小她是在有後媽的家庭

了救我們、愛我們，自己願意捨身

裡長大，受過她很多的苦，所以她

去釘十字架，這種愛真的很偉大。

一直恨後媽。自從信了耶穌以後，

當她聽到這個福音的時候，感覺整

她聽從聖經中的話，願意靠著主耶

個人心裡有一種溫暖，一種力量。

穌去饒恕後媽。她父親和後媽都是

她對這位救主產生了一種渴慕，想

聾啞人，年紀大了，需要照顧。以

要真正地去認識祂。當她第一次聽

前後媽也是以仇恨的眼光看她，但

完福音回家就開始讀聖經，心門逐

是當她把心裡的苦毒放下，學會了

包容和饒恕，後媽看她的眼神與以

學，看到她的時候就說：「妳現在

前就不一樣了。

好像跟以前不一樣了，在妳身上看

通過這件事她認識到，主耶穌

到有一種喜樂。」這種喜樂是從主

真的能夠改變人的生命，實在很奇

耶穌那裡來的，她不再被怨恨纏身。

妙，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靠自己改

雖然她還是一個癌症病人，但

變自己，都是以自我為中心。以前

並沒有因為癌症憂愁，擔心哪一天

她總覺得自己很委屈，許多時候不

會復發。感謝主，她並沒有這個擔

能饒恕，更多的是怨恨，現在能饒

憂，是主耶穌讓她在教會裡面和

恕並從中得到心裡的平安，完全是

弟兄姊妹一起事奉祂，感謝祂，敬

信了主耶穌後的生命改變。她一步

拜祂。

一步從困境中走出來，精神面貌與
以前完全不同。許多人包括她的同

（本文轉載自美國《中信》月刊第 707 期）

攝影：Carlo

我觀看祢指頭所造的天，並祢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便說：人算甚麼，祢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祢竟眷顧他！
祢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詩篇八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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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
奇妙之旅

1. 作者在英國大學畢業時攝

1

2. 投入留學生活的作者（後排紫衣者）
與籃球隊員合照

Anna

「安了嗎？」「當然是找工作，

打工一邊上學。她有一個夢想：出

還有其他選擇嗎。」安娜淡然回答。

她就為此禱告，惟愈長大愈發現，

香港的學生大都在壓迫的生活下成

這根本是妄想。家中的生活費都快

長，長大後找份普通工作，然後成

不夠，何況出國讀書。「我寧願這

為社會中的一顆小齒輪。縱使學校

機會從沒出現。」安娜心想，若沒

為學生提供一年到英國晉升課程的

出現這機會，她便不會失落的面對

選擇，完成後可擁學位資格，惟沒

畢業。

娜，你決定畢業後的去向

國讀書工作，嘗試外國生活。從小

有資助。起初安娜聽到這消息時確
有一絲興奮，但一年留學的費用起
碼 20 萬港元，根本沒可能升讀。

改變一生的時刻
這晚，安娜又來到上帝面前，

安娜生於平凡基督徒家庭，家

用心的和天父爸爸講述其夢想，就

中收入不穩定，中學畢業後就一邊

像小時候一樣。禱告後她總覺自

己在妄求，心想不會有任何回覆。

工作。外國的生活多姿多采，她在

難道要借錢出國？馬上多找幾份工

宿舍認識了不同國家的朋友，又參

作 …… 很多很多不可行的方法，

加了校隊。安娜對生活感到滿足，

正逐漸消磨安娜的思想，連正進行

卻發現和上帝的關係漸漸走遠。每

的最後報告，也想草草了事。一個

天只懂上課下班，只有星期天的兩

月後，改變她一生的事情出現了。

小時崇拜是留給上帝。生活漸漸迷

一天晚上，安娜準備睡覺前，

失於金錢、課業和朋友之中。雖然

媽媽走進房來問：「若有足夠的錢去

安娜每天都有反思自己和上帝的關

英國，你會去嗎？」安娜只道媽媽

係，但直至快到回港的日子還沒有

在開玩笑：
「想一下就好，睡覺吧。」

作出行動修補。

「我認真的，今天約了一位舊同學下

突然一天，她的老闆一臉認真

午茶，閒聊時提起你的煩惱，突然

的說：「你願意留下來繼續工作嗎？

她興奮的跟我說想資助你的學業費

福利很多的；還有，我知道你星期

用。因她剛剛有一筆退休金，還在

天要去教會，這天直接變例假吧，

想十一奉獻應放在哪裡，而你所需

不用崇拜後跑回來工作。」安娜傻眼

的學費正正是她奉獻的金額。」

了，難道這是上帝賜的第二次機會？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

新一年，安娜不止努力工作，

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

還每個星期天回教會和弟兄姊妹認

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真相交，又結識了不少主內朋友。

也不要膽怯。」
（約翰福音十四 27）

經過弟兄姊妹提點，開始培養好靈

此刻的安娜心中除了感恩和這句經

修習慣，認真和主建立關係。工作

文外已說不出話來。上帝往往用出

上因成為全職，較去年更辛苦忙碌，

其不意的方法，提醒你祂一直都在

雖然身體疲乏，卻更多的是喜樂和

守護。於是安娜帶著感恩的心，踏

感恩。這一年她感受到教會的愛，

上出國留學之旅。

更學會了分享，藉自己的經歷安慰
和鼓勵身邊的人。

異國生活的體驗
當她抵埗一個月適應環境後，

突然轉變的一切

除了找到教會，也立刻找到工作。

一年過去，她找到了一份夢寐

因生活費始終不夠，需要邊學習邊

以求的工作，就是在一間漂亮的西
中 信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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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作廚師。她忍痛告別了之前城

入，生活實在艱難，惟安娜沒把問

市的朋友，搬進新地方，開展新生

題放在心上。

活。可是，疫情就在這個時候爆發！
英國大部分城市都變為空城，酒店

意想不到的平安

和餐廳不能開業，夢寐以求的工作

一天，安娜買完食物回家後，

也因此失去了。不但如此，連教會

收到了一封特別的電郵，是由平日

也不能聚會。安娜每天都得留在家

寫網誌的網頁主編寄出，內容是他

中，只可間中出外買日用品。

要買下安娜網址上的文章。此時她

然而，安娜面對這一切，沒有

的心比收到薪酬還要興奮，雖然那

沮喪、埋怨，只感到平安和喜樂。

只是象徵式的稿費，金額不高，但

因經過之前的一切，她學會了倚靠

仍可幫補幾頓飯錢。安娜深深明白

主。她利用這段時間好好讀經、禱

這不是自己的功勞，而是天父爸爸

告，花時間做自己的興趣，開始寫

為她預備的，祂看到她一切的需要。

網誌，參與教會網上聚會，生活比

「我要為祢的慈愛高興歡喜；因

以前更多姿多采。之前因勞碌生活

為祢見過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

搞壞了的身體，也得以藉此回復健

艱難。」
（詩篇三十一7）這是一個真

康。安娜明白天父爸爸是想讓她在

實的故事，我便是安娜，這是我生

這段時間，預備好自己走更遠的路。

命的見證。擁有這三次經驗後，我

可是，現實問題依然存在，沒有收

不再對未來感到害怕，因我相信上
帝的拯救無處不在。哪怕只是一個
簡單的禱告，只要願意尋求，上帝
會賜你意想不到的平安和驚喜。

作者（右一）在教會
聚會中協助領詩

因應疫情而封城後，作者身處的城市
由熱鬧變得空無一人。

全球疫症是
Act of God？
何俊雄

現停頓了的新冠肺炎疫症，是
今肆虐全球、使全世界像是

信祂的人末後有指望（參耶利米書
二十九 11）。

Act of God 嗎？
其 實 Act of God 本 來 的 意 思

全球疫情是偶然嗎？

不是「神的作為」，而是不能控制

當反思這場全球人類危機，我

沒法預料的天災。上帝創造天地

想到自己教授的思維策略中有一個

萬物，看著所造的都甚好（參創世

Swiss Cheese Model，或可解釋

記一 31）；祂的意念，不是降災禍

這災難的發生：在多塊芝士片上，

的意念，而是賜平安的意念，使

每片都有一個小洞，處於每塊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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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不同位置；若平排芝士片，每

入瘟疫的恐懼和癱瘓中，深刻體會

個小洞便被另一塊芝士片遮蓋，但

這世界確無真正平安的樂土。

若以小洞排列，所有小洞便連成一

那怎樣才可找到平安呢？聖經

起，成為一個穿透的長長孔洞。若

裡的使徒保羅，即使在患難時、坐

將每個小洞解讀為「偶然」，連成

牢時，不知明日是生是死時，仍叫

一線成為孔洞就是極大的「偶然」。

我們要靠主常常喜樂，因為凡屬上

疫症爆發後，由中國武漢蔓延

帝的人，眼光不是放在眼前的世界，

全城，是偶然嗎？隨著人口流動，

而是上帝永恆的國度，那才是平安

病毒擴散至全省全國，是偶然嗎？

的緣由。

全球化下交通便利，疫症人傳人去
到東南亞、歐美及世界各地，是偶

信靠上帝

然嗎？南韓人聚會用膳時不愛用「公

我明白必須心意更新而變化，

筷」，意大利及西班牙人喜歡吻臉

信靠順服上帝的掌管，得著祂所賜

作社交禮儀，歐洲和美洲人若不患

出人意外的平安，才能在這個停擺

病便不願戴口罩等，都加速了疫症

了的世界，察看祂的呼喚。深信上

傳播，是偶然嗎？世界衞生組織沒

帝揀選了我們活在這世代，必有祂

有及時宣布這疫症是全球大流行，

的呼召，知道「我們原是祂的工作，

以致多國政府及人民疏於防範，是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

偶然嗎？正如芝士片的小洞連成長

們行善，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

長孔洞，不同的「偶然」串連起來

的。」（以弗所書二 10）

就鑄成人為的大「偶然」。

願引用「寧靜禱文」向主禱告：

如何找得平安

上帝啊，求祢

這埸世紀疫症，使不少國家封

賜我一顆寧靜的心，接受不能改變的事。

城封國、經濟崩潰、人的生活生計

賜我信心和勇氣，改變能改變的事。

被摧毀、數以萬計的人失去性命，

賜我智慧，分辨這兩者的不同。

億計的人活在恐慌中。既知上帝創

認真地過每一天，享受生命的每一刻；

造天地萬物，發生這大「偶然」有

迎接艱難，作為進入平安的途徑，

何提醒？當我從基督信仰角度看世

阿們！

情，見證世上無一角落可倖免被捲

恐懼
馮海

疼的恩典。

痛和恐懼，是上帝賜給人類

怕水、怕窮、怕人等等，最怕的還
是死亡。

疼痛讓人對身體正遭受的損傷

幾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做過一

產生警覺，從而進行調整，以避免

個夢，夢中我穿過一個大廳，有一

更大的傷害。比如鞋裡進了小石子

行人在那裡排隊，很像機場排隊登

使腳痛，就提醒我們倒掉石子。

機的情景。我突然看見我的媽媽在

恐懼也是如此，提醒人面對隱

隊伍裡站著，就問她：「您怎麼一

藏的危機，需要尋找解決方法，所

個人在這裡排隊？我爸呢？」媽媽

以適當的恐懼也是好的。人生在世，

四處望了一圈，笑咪咪地答道：
「妳

都隱約懼怕著甚麼：怕高、怕橋、

爸不在這兒，就我一個人在這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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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媽媽跟我對話時，她的面容

人類的恐懼，指向聖經所啟示

迅速變回年輕的樣子，整個夢境明

的兩個事實：一是人人都有一死，

亮、安詳而愉快，然後我就醒了。

死後且有審判；另一個是世人都犯

夢醒之後，我趕緊給父母打視

了罪，罪的結局是沉淪。

像電話，他們都好好的。我也不敢

人如果不解除罪和死的危機，

說甚麼，就像平日一樣聊聊天。第

就無法走出恐懼的荒原。在茫然無

三天，爸爸突然打來電話說，媽媽

措的今生，耶穌基督的福音是唯一

突發腦梗，心臟等多個器官衰竭。

的逃生門。

我雖難過，但對爸爸說，是的，她

主耶穌說：「叩門，就給你們

的時候到了，然後給他講了三天前

開門。」（馬太福音七 7）
「如今，

我做的那個夢。
媽媽那時還有聽覺和意識，手
指微微能動。我告訴她我做的那個

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羅馬書八 1）

在主耶穌救恩中的人，沒有致

夢，告訴她離世的時候快到了。我

命恐懼。聖經說：「靠著愛我們的

妹妹問了她一些問題，她用手指動

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

作回答這些問題：她沒有疼痛，心

了。」（羅馬書八 37）

裡很平安，不懼怕死亡，預備好了
見主耶穌。
這是一個在主耶穌裡的人，死
亡是一扇門，她走過這扇門就回家
了。歸家途中沒有恐懼，只有盼望；
歸家之後也沒有恐懼，只有永恆的
喜樂。
然而對於不在主耶穌裡的人，
恐懼是無處不在的警報器，鳴響著
三重危機：死亡將至！死亡過程的
無助！死亡之後的未知！

耶穌基督的福音，就是「要釋

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希伯來書二 15）

你有恐懼嗎？來，信耶穌！

（本文轉載自美國《中信》月刊第 704 期）

你願意
相信耶穌基督嗎？

讀者回應頁
I. 個人資料（請參閱下方「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姓名（英文）

姓

名

地址（英文）

郵編

若願意，請做以下禱告：

聯絡電話
電郵

天 父 上 帝， 我 從 心 裡
承認祢是獨一真神。祢愛人
類，曾差遣祢的獨生子耶穌

我是新讀者 □ 是 □ 否（讀者編號：

II. 本期讀後感（4/2021）

基督降世代罪，為我們釘死
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救
我們脫離罪和死的權勢。我
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
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
只有藉著祂，我才可以回到
天父那裡，認識真理，得著
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認
識祢是真神，我的人生方向
和路線都錯了。我是個罪人，
如今決定回頭，不再走自己

□
□
□
□
□

我要訂閱貴刊繁體版。
我尚未相信，盼能進一步認識耶穌。
我願意相信耶穌（這是我第一次表示信主的）。
請寄有關信仰材料
請為我介紹教會

III. 我願意支持貴刊

□ 我是基督徒，願每月把《中信》月刊，送給遠近親
友閱讀。
□ 我願分擔《中信》月刊印刷費
元。
（請填寫上方個人資料，並參看後頁奉獻方法。）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本會不能收集第三者的個人資料。
如要介紹親友成為讀者，可把《中信》月刊送給親友，或鼓勵他們
親自填妥上表及簽署後寄回本會。
※ 訂閱資料如有更改、增刪，請與本會聯絡；或參閱本刊郵寄信封
背頁詳情。
電郵：lit@ccmhk.org.hk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的路，願意一生跟隨耶穌，
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祢
幫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
堅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
告，阿們！

你若做了以上禱告，
（本頁右表）
希望你填寄「讀者回應」

與我們聯絡。

1. 中國信徒佈道會將依照在收集個人資料時所說明的目的使用該等個人
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閣下的姓名、郵寄地址、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
2. 向本會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閣下未能提供足夠個人資料，本會
可能無法有效處理你的申請或提供有關服務。
3. 本會可能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郵寄地址、電話號碼、傳真
號碼、電郵地址、所屬教會 / 機構名稱），以便本會日後與你通訊、寄發
刊物、發出收據、義工招募、籌款、收集意見、推廣活動、作課程邀
請及與中國信徒佈道會相關之項目等用途。
4. 閣下之個人資料絕對保密，除上述用途之外，將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
租借或轉讓予任何人士或組織。
5.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
任何閣下提供給我們的個人資料，或要求停止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
直接推廣的用途。任何有關查詢請聯絡：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 號匯達商業中心 9 樓；或
電話：（852）2810-9933 傳真：（852）2868-3212
電郵：admin@ccmhk.org.hk

簽署同意聲明：
日期：
（轉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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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後頁）

IV. 請為我以下的事代禱

如讀者有感動，願意在經濟上支持本刊，請把奉獻：
• 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匯豐銀行 001-327600-001
恒生銀行 286-374434-001
恒生銀行 286-374434-280（人民幣）
下載奉獻表格
恒生銀行 286-374434-203（美元）

在武 漢， 有 一 處
長江之濱的

• 支票：抬頭請寫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或
CCM Christian Mission Ltd 並寄回本會收。

幽靜的地方叫古琴台，是

• 繳費靈 PPS：中信商戶編號為 6127
首次使用 PPS 請致電18013或登入 www.ppshk.com，
登記後請致電 18033 奉獻。
請以奉獻者聯絡電話登記為「賬戶號碼」。

它的魅力，不在於建築的精緻，

歷代文人墨客最愛的地方之一。
而是它隱藏了一段「知音」的故事。
古琴台內有一座雕像，兩位

賬戶號碼：

讀者編號：

老人：一位身穿官服，佩著寶劍，

奉獻金額：

奉獻日期：

一位衣著簡樸，樵夫打扮；兩人

PPS 付款編號：

聯絡電話：

面對面，表情感動不已，旁邊還

奉獻後：請將銀行存款單∕網上捐款記錄∕繳費靈付款
編號，連同前頁個人資料交回本會，以便發回收據。
傳真：2868-3212；電郵：account@ccmhk.org.hk
郵寄地址，請參前頁。

澳門讀者請存入
銀行戶口：中國銀行 02-11-20-061980（港幣）
02-01-20-091560（澳門幣）
支票抬頭請寫「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
地址：澳門東望洋斜巷 2D 志安大廈地下
電話：（853）2835-3306
電郵：ccmmacau@macau.ctm.net

站著一位捧著古琴的琴童。

兩個心靈相遇的故事
這故事記載於春秋戰國時期的
著作《列子．湯問》
：
「伯牙善鼓琴，
鐘子期善聽」。俞伯牙在朝中任樂
官，奉天子之命到楚地（即今日的
武漢）采風，途經這裡，即興在江
邊彈奏一曲〈高山流水〉。一位偶
爾路過的樵夫鐘子期駐足傾聽，

知音的
故事

孫基立

如痴如

人能理解。耶穌不斷用各種隱喻、

醉。伯牙很

行動和宣講，希望他們理解其使命：

驚奇，問他是

給人類帶來救恩。可是這些信息總

否 聽 懂 了， 子 期

是被誤解、詆毀，直到祂被同胞送

完美地詮釋出伯牙琴

上十字架。

聲 中 的 寓 意， 伯 牙 大 喜 過
望，視子期為知音，並相約一年

道成肉身的高山流水

後再次相見。不料，一年後伯牙

也許耶穌在地上的 33 年並沒

依約回來，卻得知子期已病故，

有遇到真正的知音，和祂同吃同住

伯牙悲痛之餘，摔碎心愛的古琴，

的門徒也只是在祂從死裡復活後，

從此不再彈琴，〈高山流水〉這美

才明白祂以前教誨的真正含義。

妙古曲也成絕唱。

今日耶穌的知音也是很少，人

這故事表面是說音樂，其實更

們雖從聖經知道祂的生平，卻依然

是心靈相遇的故事。音樂家藉音

誤解祂的信息。許多人以為祂和傳

樂的語言，表達內心的思想情感。

統的福神財神差不多，只要履行一

伯牙和子期素昧平生，地位懸殊，

些宗教義務，就可買得永生、天堂

但通過音樂，觸碰了彼此的內心

及地上的成功和榮耀。

深處。古琴台也象徵了知音的難覓，

可是耶穌用生命詮釋的信息遠

也許一個人窮其一生，也難以遇

不是這樣，救恩也不僅是往天堂的

到一位。

免費門票。在約翰福音的開篇中，

在福音的歷史中，耶穌也在

「道成肉身」這句話最佳妙地詮釋

一生尋覓知音。可是在故鄉，當

了祂傳遞的信息，這句話就是祂彈

祂談到自己那上帝之子的身分時，

奏的「高山流水」，真正理解這句

其親人、朋友、門徒中，幾乎沒

話的人就能成為耶穌的知音。
中 信 4/21

24

25

鵝

與

雁
黃剛

初爾還劃過人字雁群。湖畔圈內的白鵝，在午後的陽光下團團酣睡。
秋的湖面明亮如一面鏡子，映照著遼闊的藍天和飄逸的白雲，偶

天地一派詩意畫境，悠閒自在。
一隻老白鵝探頭遠眺天邊，估計老友快要到來。果然，天際飛來
一陣雁群。撲通撲通地降落在湖上，如猛禽襲，嚇得鵝群亂成一團。
老白鵝朗聲安撫：「不要慌，是朋友來探我們。」
安靜後，老白鵝游到湖中跟領頭雁打起招呼：
「一年沒見，我的老友，
歡迎你們。」
小鵝們感到莫名其妙。老白鵝解釋道：
「我們家鵝跟鴻雁本是同宗，
只是很久以前人們捉了雁，蓄養馴化後，就成了家鵝。我們的朋友每
年一次路經此地，稍作休息就飛到南方避冬。」
小鵝看到雁子身材苗條健美，眼泛羡慕之情；而年青鴻雁好像看
不起這群退化成臃腫的家鵝。領頭雁看出牠們的心思：「白鵝雖然失
去遠飛的能力，但是牠們卻進化出一身比飄雪更輕柔更潔白的羽毛，
它能抵禦一切堅冰寒霜，成為最溫暖的羽毛。所以牠們不用像候鳥每
年飛去南方避冬，而且人類用這羽毛製成最保暖的羽絨衣。白鵝不但
保護了自己，還送暖人間。」
實情是這樣，萬物各有優勢，不應小覷。「上帝造萬物，各按其
時成為美好」
（傳道書三 11）。

雁群別了白鵝，浩浩蕩蕩朝南而飛，要把北地的風光送往萬里的

天際。天地間又是一派詩意畫境。

新蒲崗區
福音午餐會

主題：無論日子如何，耶穌陪你走過
日期
4 月 9 日（五）

時間：下午 1：10 - 1：50（現場 + Z oom 同步進行）

分題

講員

伴我同行

黎偉光先生（基督教恩臨堂傳道）

4 月 16 日（五）

暗路前行

楊區小之姑娘（迦南道真堂傳道）

4 月 23 日（五）

住家音樂人

王安明先生（平面設計師、福音詩歌創作人）

4 月 30 日（五）

無論日子如何，耶穌陪你走過

蕭壽華牧師（宣道會北角堂榮譽顧問牧師）

地址：

新蒲崗雙喜街 9 號匯達商業中心 8 樓（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迦南道真堂，彩虹道遊樂場對面）

報名 / 查詢：

6218-7905 盧小姐或電郵 lunchcu@ccmhk.org.hk，請最遲於聚會前一天與盧小姐報名。

疫情措施： 1. 應政府規定，聚會場所不可飲食，故本季不設午膳代訂服務。
2. 如聚會受限聚令影響，將只在網上進行。敬請留意本會網頁 www.ccmhk.org.hk 之最新消息。
合辦機構： 中國信徒佈道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迦南道真堂、基督教恩臨堂
協辦機構： 商區福音使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