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吾家？
陳耀棠

「家，不僅僅是遮避風雨的崖頂，不僅僅
是倦極欲睡時的一張床，不僅僅是腹中饑
餓時解決三餐的飯廳。不，這些在別的地
方都可以找到。家，還多了一點點。一些
愛，一些親情，一些和諧，足以令人溫暖
的氣氛。」
杏林子
(一) 人人都有家
你有一個家，我有一個家，我們都有一個
家。但「家」是甚麼？「家」是一個讓我
們可以回去的地方。累了，會急欲回家；
倦了，要躲避，到何處去呢？回「家」！
「家」是愛的巢窩，在裡面，有愛的關懷
與溫暖，舒適與安樂。在愛的關係中，我
們感到安全與享受。家裡不一定有好的設
備，但當與家人在其中起居飲食，便感到
隨意方便，沒有拘束。基督徒作家杏林子
說:「家，就是那麼可愛、甘美。家，不
僅僅是遮避風雨的崖頂，不僅僅是倦極欲
睡時的一張床，不僅僅是腹中饑餓時解決
三餐的飯廳。不，這些在別的地方都可以
找到。家，還多了一點點。一些愛，一些
親情，一些和諧，足以令人溫暖的氣氛。
」
人一生的年日裡，大多數曾生活於兩個家，
婚前的家和婚後的家。這兩個家，如果都
是溫馨和諧、親情洋溢，便真是幸福無憾、
今生無悔。然而，有多少人可以真正擁有？
神重視「家」，在創造天地宇宙萬物時，
神已為人預備婚姻與家庭，並以一個家庭
為單元，也盼望家庭成員都在祂面前蒙受
恩典得福氣。
(二) 教會是我家
每位基督徒都擁有「兩個家」：一個屬靈
的家和一個肉身的家。在這個屬靈的家
庭，我們倚靠同一位主，得著同一救恩，
蒙同一位聖靈重生，服侍同一位主人，接
受同一本聖經的教導，敬拜同一位真神，

在同一環境中成長。

(三) 天父的呼聲

在肉身的家庭，除了配偶外，我們根本無
權亦無法選擇誰作我們的家人，我們只可
以接受。同樣，在屬靈的家庭，我們順從
著天父的安排，接納不同的弟兄姊妹，在
教會裡與我們一同成長。或許，你喜歡親
近某些弟兄姊妹，認為與他們交往是一件
樂事；或許，你選擇疏遠另外一些肢體，
因為與他們相處卻使你煩惱。然而，屬主
的人仍須要向整個屬靈群體委身，學習接
納差異，甚至幫助他人在基督裡好好成長。
縱使在教會裡遇到不喜歡的事或不喜歡的
人，主仍挑戰我們要委身，愛教會，也愛
主所愛的弟兄姊妹。

耶利米先知曾心痛地描寫: 「以色列所盼
望、在患難時作他救主的啊，你為何在這
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
(耶 14:8)。上帝好像被形容為無家可歸
的客旅或是流浪者，被以色列百姓逼迫、
趕逐。甚至離棄。上帝被看待成為流浪者，
何處是吾家？這既難以置信卻又是從古到
今真實的事。

主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
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
也要怎樣彼此相愛。你們若彼此相愛，眾
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
13:35）
教會不是一所建築物，教會是基督的肢
體，每一信徒都是一份子。教會是弟兄姊
妹相交相愛的地方。換言之，弟兄姊妹應
該著重彼此之間的愛和情誼。另外，既然
大家是以弟兄姊妹相稱，那麼彼此之間便
是家人的關係（所以有些團契小組的聚會
又稱為家會），家人關係的「特點」便是
在彼此之間的愛和情誼，教會既不是組織
架構，更不是建築物，乃是你我共同去建
設的一個屬神的家，一個在燥動不安的城
市中的屬靈的家！無愛不成家。那裡有真
愛，心靈就有家可歸，得以安息！
我們要知道教會不是滿足我們各種慾望的
地方，教會是我們屬靈的家。神的心意是
要用神所賜的恩賜去共同建立。盼望我們
都能體恤神的心意，以教會為家。無論教
會的景況如何，用愛心去愛護也用行動去
支持這個屬靈的家。讓我們透過愛教會來
愛基督，不愛教會的，便不可能愛基督。
因為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與基督合一的
（約壹4:20）。

天地之大，我卻無家可歸！何處是吾家？
可以聽出，這是天父向祂的兒女以色列所
發出莫大的哀鳴，作兒女的我們怎能不扎
心？我們心深處豈不頓時被這句話抓
住！? 天大地大，天父心繋於錫安，哀嘆
找不到一個祂可安息的地方，一個讓祂可
安然居住的居所，一個溫暖的家。「你們
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裡是我安息的地
方呢？」（賽66:1）原來天父心中所想望
的，不是一座金碧輝煌的聖殿，而是一個
能叫祂的心得完全安息的地方。
耶穌也曾說:「狐狸有洞、飛鳥有窩，我
卻沒有枕頭的地方。」(太8:20) 對主來
說亦是何處是吾家？「他到自己的地方來，
自己的人卻不接待他。」(約1:11)；他降
生的時候，客店沒有地方。(路2:7)
事實上，上帝並沒有消失放棄，祂仍在尋
找一個衪可安息的家，只是當人犯罪時，
祂離開了。但是上帝離開、被流浪，像無
家可歸，人卻真成為流浪的人。上帝一步
一步地被人趕走，大地則是一片片地淪陷
敗壞，人心一寸寸地枯乾失落……。何處
是吾家？神仍然在找尋人，一個願意被找
到，歸回上帝、以衪為生命的主的人，以
他們的心靈為家，一個能叫祂的心得完全
安息的家，一個以效法祂柔和謙卑的樣式，
來建立彼此相愛的家。
上帝找著了我們沒有? 上帝能以我們的心
靈為家嗎?!

疫境之中
張智勤
疫境之中，讓我可以看到不同的人面，將
人最好的或是最醜惡的都發揮出來。當疫
情到來的時候，担心自己的安危是人之常
情，但有時卻因此而忽略了人與人最基本
的交通。在公園放狗之時，一般迎面而來
也會打招呼問好，但疫情之中，有些人不
單遠行數丈，還會低頭而過，不打招呼。
這些舉動，只怕帶來長遠影響，人與人之
間的不信任、猜疑，成為分裂的源頭。
當然亦看到人性善的一面，很多人都不斷
尋求新穎方法去表示對前線服務人員的支
持，縱然自己也陷於疫情困難之中，但仍
不忘伸出援手，關懷社區。作為基督徒，
我可以作甚麼讓人感受到神的愛? 任何事
情的發生，神的意思也要將人帶到祂的面
前，盼望更多的心人可以在疫境中能啟動
他們尋求神的心。
譚志華
相信疫情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縱然個案減
少，但不代表不於疫情減退，希望大家仍
然小心抗疫。回顧疫情的源頭，為香港感
到很悲哀，但卻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在生活細節上沒有很大的改變，因為自己
一直也是在家工作，只是妻兒也要留家工
作學習，家中也變得熱鬧起來。很享受與
家人共聚之時，當然在家工作非常容易分
心，亦會担心兒子的學習進度。
陳大君
整天獃在家裡，只能與家人交通，很多時
也透過網上與同事及弟兄姊妹聯絡，非常
掛念失去人與人之間交往， 這是沒法用
科技取代的。生活習慣改變了，發現原來
生活是可以這樣簡單的，三餐一宿，與家
人共聚便足夠。
回看疫情，發現很多人的恐懼是怕被感
染，因為不知道染病後的情況。對將來的
不清楚是人面對最大的挑戰。
尹向陽
縱然人與人之間肉身的距離遠了，但感覺
上卻 上更親近，多了與一些很久沒有交
通的親友透過視像溝通。
另外自己更關心時事，一些平時沒有留意
的地區消息也會留意，更有地球一家的感
覺。
自己也曾問為甚麼神要容許這些事情發
生，特別讓這麼多長者受苦。但卻體會疫
情在最先進的已發展國家中最為嚴重，是
不是神要用這個機會，要叫這些國家謙卑

下來，正如修樹的時候，也要先修剪最高
的呢?
先前自己也有想提早退休的想法，但在疫
情之中在家工作之後，我卻很想念工作的
環境，原來自己非常享受工作過程，對工
作還很有熱誠，反而老獃在家卻不甚習慣
尹陳寶意
曾看過一個調查在疫情過後最想做的事，
竟然有很多人說要找律師辦離婚，可見疫
境之中很多人不習慣生活的改變而帶來了
很多負面的想法。
一直相信神是公平的，無論任何人都要經
歷生老病死，無論你是甚麼種族、身份，
無一幸免。就像這次疫症一樣，不論是先
進國家、國家元首、知名人士，沒有任何
人可以保証不受感染，就算我們是如保持
健康，但仍然在這疫情之中，我們與世界
是連連緊扣的，互相影響著。
黃國強
疫情之中生活沒有很大影響，反而工作更
忙。
但與家人同在時間多了，有更深入的了解，
反思是不要讓自己過份空閒，那就不會胡
思亂想，帶來負面的情緒。相信疫情終會
過去，當中，我們應該學習如何找尋出路，
像磨鍊自己的求生的技能，是一個個人成
長的機會。
亦學習到關心更多的人，特別是前線工作
人員的辛勞
黃陸慧敏
疫情之後多留意新聞和個案的發展，但總
覺得是很遙遠的事。但當有同事確診後，
才感到與自己這麼接近。當時不斷祈禱，
很害怕，担心自己也會受到感染。感謝神
的保守帶領，讓我可以平安度過。在家的
時間多了，讓我有更多機會學習與家人溝
通，感到我們在溫哥華生活很幸福，亦感
謝神自己可以有選擇暫時離開工作崗位，
不像那些前線服務人員一樣仍然要身處在
高危的環境下工作。
深感神要我們學習只有祂是掌管萬有的神，
一切也在祂手中。
董王予青
在疫情之中，一次購物時受到其他顧客不
禮貌的對待，當與服務員溝通時，發覺他
們每天也面對著這些情況，在他們眼中這
是平常不過的事情。那刻讓我反思，前線
服務員每天面對的不單是受到細菌感染的

危險，還要面對這些不合理的對待，我們
應對他們額外的尊敬。社會中他們可能沒
有崇高的身份，但在疫情之下，就是他們
能堅守工作崗位我們才仍然可以有基本的
服務。
另外看了一則調查，波士頓有一半以上的
無家可歸者染上新冠病毒，但是他們沒有
一個人有任何症狀，是否因為他們長期在
高危的地方生活，自身的扺抗能力非常高?
在屬靈上，我們有沒有長期處於一個很安
舒的環境，沒有機會考驗我們的信心，當
我們面對挑戰時就沒法抵抗呢?
許何淑賢
當看到疫情的發生時，就讓我聯想起神在
舊約中，因以色列的人行耶和華看為惡的
事，離開神愈來愈遠，神就會大大降災，
目的要他們認罪悔改。這對我們有很大的
提醒，我們今天是否與以色列人一樣，惹
耶和華的怒氣呢?
疫情中減少了一些平常的事務，多了時間
做一些以前想做的事情，有更多機會欣賞
神作為，為我們預備的。讓我想起了詩
46:10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
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許家標
相對而言，疫情對我們家人的影響很少，
看到一些家庭受著很大的影響，特別是那
些有特殊需要的小孩的家庭，家長在這個
環境下身心疲憊。
另外，神讓我明白我能與祂有更直接的溝
通，不單靠聚會，可以更多透過讀經、祈
禱和默想與神一起的時間更多。學習用更
多安靜的時間來親近神。
面對疫境，我們是否預備能承受主再來前
的大災難? 林前10:13 “你們所遭受的試
探，無非是人所遭受的。神是信實的，他
不會讓你們受試探過於你們所能受的；而
且在你們受試探的時候，他會給你們開一
條出路，使你們能忍受得住。”卻給了我
們應許，因我們有神為我們開路。
張建文
體會到神創造的奧秘，這麼細少的病毒卻
造成了這麼大的災害，更見得我們的微
小。
當我們習慣享受世界流通的方便時，這卻
是病毒大流行的原因，亦是我們反思科技
帶來人類進步時帶來負面的影響。
深深感受到只有神才給我們真正平安，祂
是掌權的是神。

懷念廖展鵬弟兄

媽媽的中學同學 (懷念老師鮑許冰清師母)
陳甦靈

廖少彬

陳明斌

陳甦靈

父親於1921年12月8日在廣東省龍門縣出
生，在廣州受教育並在該地認識並與母親
黃鳯坤結婚！

我初次認識廖弟兄時是1999年，當時、他
參加主恩堂其中一個長青團，並且常協助
組織團契的活動。他愛作詩詞、也寫得一
手好字。他不時給我寫詩，其中一首，開
頭一句是這樣說：「主的僕人要謙卑」。
雖然他常在人前稱讚我，但卻如此坦白的
忠告我，實在難得！三年多前、當我從美
國返因溫哥華承擔真理堂牧者一職，就在
首次的崇拜中遇見他，知道他已固定參加
真理堂的崇拜和長青團，實在感到十分高
興。過去大半年，他因年事已高、而且體
弱多病、已減少參加聚會；但每次能回到
神的家，他總是面帶笑容的。在過去數月，
他常進出RGH，最後轉到Minoru的Care
Home。可惜因政府在Covid-19所下的禁令，
未能在他臨終時探望他。但我們深知，主
已經近了，他日在天重聚之日可期。

起初認識廖伯伯，是從莫太太口中，聽說
在公園遇到一位廖先生，太太癱瘓在家。
莫太還專門探訪他們家，帶領廖太太信主，
可惜不久廖太太就離世了。廖伯第一次參
加我們教會的聚會，是最少十幾年前的事
情了，很健康活躍，經常到各老人院看望
朋友，後來可惜牙齒出了問題，身體就漸
漸衰弱了，又加上腳底很痛，仍然堅持必
須來教會。2017年常青團去看鬱金香，他
忍住腳痛也一起參加，看他满臉笑容，就
好像身體沒有甚麼不妥當似的！由於新冠
病毒隔離措施，只有一籃鮮花和他兒子及
工作人員在墓地送他最後一程，但相信天
使天軍必在彼岸迎接！

早年定居香港，在不同的報章任記者，50
歲移民加拿大，定居列治文與兒子團聚，
曾在兒子的汽車修理廠幫忙，在溫哥華唐
人街參與社團活動，幫助文字工作。在于
力工牧師佈道會決志並受洗加入教會，並
積極參與教會活動，直到身體狀況不佳才
不能回教會。父親是從不願意談到自己的
往事，是一個內向的人，他在今年3月19
日離世，現在正與主一起，沒有病痛，沒
有眼淚。育有一子，一個孫女，兩孫兒，
四個曾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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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思敬拜
劉春妍

2020年註定是要載入史冊的一年。去年年
底的幾個肺炎病例發展至今天已經演變成
了世界性的瘟疫，全世界除了幾個連名字
都叫不順的國家沒有受到影響外，幾乎所
有國家，都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所有國民
被限令一律居家防疫，大部分的商業活動
和社交都被迫取消以遏制病毒的傳播。

網絡時代的科技到底是真的開啓了敬拜聚
會的新思路還是只是迎合了我們身體中的
惰性？在我看來，至少每個主日實體的崇
拜是沒辦法用YouTube直播或ZOOM線上崇
拜來代替的（只能當作權宜之計）。

一時間，世界仿佛被上帝從高天伸手按了
Pause（暫停）鍵，瞬間靜止了。教会也
不例外，几天之内，所有教会的所有聚
会，包括主日崇拜都改為線上舉行。每間
教會都在最短的時間内確定了未來幾個月
線上聚會的方式，或錄影，或直播，或網
絡視頻（ZOOM）。於是，有人指出新媒體
將改變未來教會牧養，敬拜，傳福音的方
式。

對於每個主日來到教會參加崇拜，許多信
徒的焦點都在那四、五十分鐘的講道上，
前面的問安，宣召，詩歌，公禱，讀經，
和後面的奉獻，祝福，默禱，家事分享都
可以忽略不計。其實，雖然講道佔的時間
最長，但若沒有聖靈借著前面各個環節在
每個人心裡所作的預備的工作，再好的講
道，果效都會大打折扣。所以，主日崇拜
不能簡略為聽講道。如果我們正確理解其
意義，甚至連散會後的茶點乃至一起午餐
都可以說是崇拜的延續。

一方面，我同意新媒體將會拓展我們傳福
音的視野，使這改變人生的好消息不再受
地理的侷限，而是可以到達更遠更廣的角
落。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小心，不要沉溺
於線上崇拜的方便而被其轄制卻還不自知。

主日崇拜的意義就是讓人與神相遇，但不
是孤身一人与神相遇，而是在群體中敞開
心扉儘情的感恩頌贊敬拜聆聽，讓聖靈自
由地運行，讓神的話透過歌詞，人言，禱
告撞擊靈魂深處，更新改變我們的心思意

念。同時，也是與人相遇。在聆聽，交談，鼓
勵，安慰，禱告中，我們回應與神相遇的
感動，把這感動在群體中傳遞出去，實踐
愛神愛人的福音使命。由此看來，在獲取
知識，傳授知識方面，網絡科技確實有著
得天獨厚的優勢，而在群體的敬拜，團契
交通的事工以及彼此的牧養上，過多依賴
科技的方便性，幣大於利。
我們應該記取智能手機的教訓。十三年前，
第一代iPhone橫空出世從此開啓了智能手
機時代，人類的生活也因此而有了質的不
同。但是，今天，有誰能說得清是它們改
變了世界，進而世界改變了我和你，還是
我們利用智能手機的先進便捷向世界見證
了福音，世界因此而改變？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6章提出了一個原則“
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
它的轄制。”可能疫情之後，我們面對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挑戰。

網上聚會體驗
陳甦靈

想不到我們都被隔離了，面對面相見變成
不可能了，但科技使我們可以不太難的在
線上相聚。我參加了國語團契的線上英文
查經班，大家相當擁躍，還討論分享，組
長 Monica 帶領大家很認真的學習，除了
更多明白聖經真理以外，大家也進一步的
彼此關心，這在無法相見的條件下，差不
多是主要維持連繫的辦法了！
我也參加了線上國語崇拜，要在空洞的
Family Room，面對在各家裏的弟兄姊妹，真

有點奇怪，但當弟兄姊妹一家一家的上
線，一鼓溫暖在心頭，我們在主裏的屬靈
家人，都爭取來到這裏相聚，同心仰望敬
拜，多好！只是能聊的機會不多，各家在
疫情中的遭遇都不同，只能在禱告中記
念。
還有周三的線上禱告會，也很令人鼓舞！
弟兄姊妹似乎覺得比在教會舉行方便，有
空就可以上線參加。陳牧師逐一向弟兄姊
妹問候，因為疫情大家的工作都受影响

了，有的停滯有的反而更忙，真不知道明
天會如何，世界在往那個方向走？深盼主
早日為我們開出路，但這個彼此分擔的機
會，實在可貴。
很想念英語崇拜和粵語崇拜的弟兄姊妹、
青少年、還有那些可愛的小朋友們！平常
在教會雖然很少參加他們的活動，但都能
見面，都能感受那種蹦蹦跳跳、跑來跑去
的喜悅。唉！真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夠回
復到相聚的自由了。

疫情帶來危與機
英黃小玲

一個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
改變了整個世界，世界好像忽然急促地停
止下來，共同對抗這個可怕的病毒。這疫
情帶來很多地方的人受到感染，甚至喪失
生命。民生也受到很大的衝激，店舖關門，
很多公司都處於半癱瘓狀態，這導致大量
的人失業。
我住在一個非常寧靜的小區，每天早上望
著窗外的景色，都是令人感到寧靜舒 。
我一方面感恩有這福份，另方面，我的心
也非常沈重，想到此刻的外面世界有很多
人正面對死亡的威脅、無工作所帶來的經

濟壓力丶獨居或護理院的長者無辦法接觸
親友探訪那種寂寞無助的苦惱，醫院病人
的家屬祇可以遠距離探望至愛的親人，甚
至海外的親人離世，也無法回去出席喪禮，
這一切都令人感到傷痛和無奈。
這個極具破壞力的疫情也逼使人靜下來思
考人生的意義和方向。過去幾十年來，世
界的經濟發展迅速，科技先進發達。人們
越來越追求物質生活的高質素享受，西方
世界的個人主義泛濫，不斷爭取個人利益，
爭取更多的財富和名利，他們彷彿忘記自
己在這世界是客旅和寄居的。

疫情的警號給我們意識到人的生命是脆弱，
是有終結的一天。此時，我們可會思想到
生命的短暫，今天我們所重視的是否有其
價值，是否值得我們用一生的精力去追求？
究竟有甚麽值得我們去追求和擁有呢？路
加福音九章25節說：「人若賺得全世界，
卻喪了自己，賠上了自己，有什麼益處
呢？」疫情可能是我們一個悔改回轉的機
會，使我們重新定位，用神給我們的價值
觀去生活，使我們在有限的年日活得精彩
和有意義。

你的婚姻有香氣嗎?
楊揚

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
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
氣。(哥林多後書 2:14)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用鼻子來尋找香味的
經驗？有時候，我和太太在路上會突然聞
到特別香的味道，然後她就會跟我說這個
味道讓她流口水，希望我和她一齊去尋找
這個味道。不知道是不是讓她想起小時候
曾經聞過的味道，還是一種從來都沒有聞
過又覺得特別吸引的味道，又或者是因為
肚子餓。不論是什麼原因，這個香味真的
吸引了我們。讓我們願意花時間去尋找、
在尋找的過程裏還會讓我們幻想到底是什
麼類型的食物。
除了食物可以散發出香氣之外，人也會散
發出香氣。當然，我不是在說人身上的體
香，而是人手所作和口所說的事情，會變
成香氣吸引别人。就像加拉太書5:22-23

所說，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和節
制。如果人身上有這些果子的香氣，我們
會被吸引，想去認識他，想去親近他，更
渴望成為這樣的人。
在哥林多後書2:14-16，保羅將此比喻為
贏得戰爭的國王，帶領士兵凱旋歸來，城
中瀰漫著象徵勝利的馨香，宣揚國王的得
勝。當我們在認識基督耶穌之後，我們的
人生應該會散發出特殊的香氣，這種香氣
是因認識基督而產生的，我們要把這香氣
顯明出來。因為人認識了耶穌基督之後，
他的靈性生命改變，使他的人生觀也改變
了，以致他的言語,行為,心思和意念，影
響了他對人的態度。在不知不覺中，就顯
出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了。這種特殊的
香氣是可以用眼睛看到的。
那夫妻之間所散發出的香氣是什麼樣的呢?

除了聖靈果子的香氣之外，還有什麼呢？
在夫妻營裡，認識了一對帶領夫妻，他們
的夫妻關係讓我非常之羨慕，我也希望我
的婚姻與他們一樣，想了解他們更多，向
他們多多學習。幸運的是，夫妻營之後，
我們還有跟進的聚會，可以更加認識這對
夫妻。當我越了解他們，我越認識到他們
的婚姻跟我的婚姻也一樣，也會吵架面對
失望和沮喪。只是吵架之後，看到他們夫
妻之間關係的修復。這種和睦和合一的香
氣，散發出希望的氣息，再多爭吵的悶氣
也掩蓋不了基督和睦和合一的香氣。他們
靠著耶穌基督，他們的婚姻得勝有餘。我
的婚姻也可以靠著耶穌基督得勝，也可以
散發出基督的香氣。
你的婚姻散發著什麼味道？臭氣沖天？或
是芬香撲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