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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定

人云：人生如舞臺。使徒保羅也如此描述：「我想，神把我們作使徒的明顯地列在末

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界、天使和眾人觀看。」(林前4:9)

筆者執筆時正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原本

是喜劇聖手演員，曾在戲中出演一個老師榮升為總統的角色；不料竟「假戲真做」—於數年

前真的當選為總統；更不料在任內遭逢外族入侵，國家存亡、人民生死懸於一線之際，他要

肩負起帶領民族出死入生的重任！

在此緊要時刻，他的表現令世人刮目相看：勇敢、堅毅地抗敵救國，像英國前首相邱吉

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捍衛英國及自由世界，對抗納粹德國希特拉時的名言：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我們將保衛我們的島嶼，不惜一切代價。我們將在海灘上戰鬥，我們將在登陸場戰

鬥，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道上戰鬥，我們將在山丘上戰鬥。我們永遠不會投降。」

“Our character is not formed in the moment of crisis; rather crisis exposes what we have 
already been.”

「我們的個性品格並不是當前的危難所塑造；乃是危機顯示出我們本來的操守。」

時勢造英雄？
大齋預苦期及復活節
三位聖經人物透視



彼得
有時我們的愛主只不過是衝動派，「叻唔切」(粵俚語)，

喜歡人前表演，反映膚淺出於血氣的侍奉！

《雅各書》提醒我們：「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要明白：

你們每一個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

怒氣並不能實現神的義」（雅1:19-20）。

明顯地這是彼得的缺點，也反映他漠視忠言逆耳，沒

有將主耶穌的警告聽進去。《路加福音》22章31-34節記

載：

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

麥子一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使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

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彼得對衪說：「主啊，我已準備好

要同 坐牢，與 同死。」耶穌說：「彼得，我告訴你，今日

雞還沒有叫，你要三次說不認得我。」 

曾幾何時，我們也不喜歡別人善意的提醒，至少也要聽聽

配偶的勸告啊！

當面的責備，勝過隱藏的愛情。 （箴27:5）

以免因情緒失控，便自招更大的火氣。

猶大
在信仰小群體面對危險的時候，他不但沒協助解決，相反更促

使師傅被捕：出賣主耶穌，是源於他的偽善（hypocrisy）；露出猙

獰的面目，用最卑鄙的手段，以親嘴問安為記號。

那出賣耶穌的人曾給他們一個暗號，說：「我親誰，誰就是。

你們把祂抓住，穩妥地帶走。」猶大來了，隨即到耶穌跟前，說：

「拉比」，就跟祂親吻。他們就下手抓住祂。（可14:44-46）

為了三十兩銀子，猶大不惜出賣跟隨三年多、以心血、捨己生

命來服事他的師傅，竟可無良如斯，將我們信仰的動機和居心詭詐

暴露無遺！

火熱的嘴唇，邪惡的心，好像銀渣包在瓦器上。仇敵用嘴唇掩

飾，心裡卻藏著詭詐（箴26:23-24）。朋友加的傷痕出於忠誠；敵

人的親吻卻是多餘（箴27:6） 。

耶穌沒當他是敵人，連最後晚餐還不斷暗示及明講規勸其悔

改，怎麼他們還不臨崖勒馬呢？

在世上很多不正義的事件和相關社會運動中，我們沒有站在  

「對」的一邊，是否顯示出我們的私心，包括所謂的「愛國情」—

是否攙雜了個人利益，而沒將神公義國度放在首位？須當心這是否

在變相出賣耶穌，甚至像猶大般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華基家訊2



其中有一個人把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

耳。耶穌回答說：「算了，住手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

治好了。（路22:50-51）

直至主的預告實現，彼得總算醒悟過來了。

主轉過身來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對他所說的話：「今日

雞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他就出去痛哭（路22:61-62）

。大概我們也是要嚐嚐失敗的滋味，才會產生痛哭悔改的經歷

吧？

這一切跌跌撞撞的經歷其實都反映我們忽視了主一直的提

示，即要我們常常「總要警醒禱告，免得陷入試探。你們心靈

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可14:38）。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

（太25:13）

其實彼得三次否認主和猶大賣主的罪是同等嚴重；在危難

當前失敗而未能持守信仰，是你和我都極有可能跌進的試探。

唯一的分別就是有否悔改？猶大只有失意懊悔，吊頸自盡；而

彼得產生屬靈深度的悔改，乃因主復活大愛的恩典和聖靈的更

新。在提比哩亞海邊的炭火餵魚及三次查問「你愛我嗎？你愛

我比這些更深嗎」的呼喚（約21:15-17）再次令我們枯乾的心

靈得以復甦，重新獲委重命，乃因主復活的大能和聖靈不斷的

充滿。我們今天醒悟了嗎？復興了嗎？重拾使命了嗎？是繼續

自恃血氣，抑或靠主死而復活的生命，從內心發動，才能甘心

為主的羊而捨命！

約翰
這個門徒不多說話，像是內向沉思型；但卻是從默

觀中（contemplative）悟出跟隨主必須具備又觀察、又靜

思、又過濾、又適時不遲不早，又付諸行動的門徒。

這位稱為「主所愛的門徒」的忠心（loyalty）多次陪

伴著主的受苦，實在證明他的至死忠心！

主說出「好牧人為羊捨命」的道他聽進耳朵裡了（約

10:15, 17)。當主耶穌被釘十架群羊四散分飛時，他仍留

在十架旁，仰望神的羔羊犧牲，更因此受主委託看顧

母親馬利亞（約19:26）。

耶穌品嚐了那醋，說：「成了！」就低下頭，

斷了氣。然而有一個士兵拿槍紮衪的肋旁，立

刻有血和水流出來。看見這事的人作了見

證—他的見證是真的，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

真的—好讓你們也信。（約19:30, 34-35）

他 的 至 死 忠 心 看 到 了 神 愛 的 「 成

功」、及流出水和血的交融：活水源頭

的解渴和寶血大能的潔淨。

因此可以串連至復活的見證：因為在頭一個復

活節的清晨，除了主已顯現給抹大拉的馬利亞和婦

女之外，他也是頭一位跑到空墳墓的那位。

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往墳墓去。兩個人同

跑，那門徒比彼得跑得快，先到了墳墓，低頭往裡

看，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只是沒有進去。西門

彼得隨後也到了，進了墳墓，看見細麻布放在那，

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起，是另

在一處捲著。然後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他看

見就信了。（約20:3-8）

約翰是首位能夠將耶穌受死和復活串連成為整

個單元神學，不應分割的生命連繫體驗。

亦因此在晚年仍為主及信仰受苦時，他在拔摩

海島蒙主恩賜，看到末世異象及記錄成《啟示錄》

書信的，也是在主復活的日子看到復活主榮耀的顯

現:

有一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

音如吹號，我看見了祂，就僕倒在祂腳前，像死人

一樣⋯⋯祂用右手按著我說：「不要怕。我是首先

的，是末後的，又是永活的。我曾死過，看哪，我

是活著的，直到永永遠遠；並且我拿著死亡和陰間

的鑰匙。（啟1:10, 17-18 ）

這裡所描繪的驚心動魄末世景象，警世預告正

在我們面前一幕一幕地展現：無論是疫情戰爭、難

民流徙、地震饑荒、氣候暖化、異端邪說、天兆連

(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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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教會ACEM Churches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TCCC)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100 Acadia Ave., Markham, ON Canada
www.tccc.ca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RHCCC)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Canada 
www.rhccc.ca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MCCC)
Millike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ON Canada 
www.mccc.on.ca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MHCCC)
Markham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77 Milliken Meadows Dr., Markham, ON Canada 
www.markhamchurch.com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BCCC)
Barri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Inniswood Baptist Church
460 Yonge Street, Barrie, ON Canada
www.barrieccc.ca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ACCC)  
Aurora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The Campus Church           
14430 Bathurst Street, King, ON Canada
www.auroraccc.ca     

旺市華人基督教會 (VCCC)
Vaugha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Vellore Village Community Centre
1 Villa Royale Ave., Vaughan, ON Canada
www.vaughanccc.ca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GCCC)
Guelph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Priory Park Baptist Church
8 Torch Ln., Guelph, ON Canada
https://guelphccc.ca     

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
Mount Jo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9680 Ninth Line, Markham, ON Canada 
www.mjccc.net 

Cornerston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CCCC)
9680 Ninth Line, Markham, ON Canada 
www.cornerstonechurch.ca  

巴拿馬貝諾諾美華人基督教會
Iglesia Evangelica China de la Comunidad de Penonome
Miraflores de Penonomé
provincia de Coclé  Panama 

阿根廷華人基督教會
Iglesia Comunidad Cristiana 
Valentin Gomez 3560, Cap. Fed. Buenos Aires, Argentina

阿富汗群體植堂
Afgha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AFCCC)
32 Kern Road, North York, ON M3B 1T1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NYCCC)
North York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2 Kern Road, North York, ON Canada 
www.nyccc.ca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TMCCC)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2230 Birchmount Rd., Scarborough, ON Canada 
www.tmccc.ca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WTCCC)  
West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560 Erindale Station Rd., Mississauga,  
ON Canada  www.wtccc.ca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NRCCC)
Niagara Regio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Kent School
4700 Epworth Cir., Niagara Falls., ON Canada
www.nrccc.ca   

連⋯⋯我們的信仰能夠因基督復活成為我們心靈的力量

嗎？不單個人克服怕死的心理障礙，卻延伸至悲天憫人

的心腸，又有社會公義，關心人類共同體命運的責任，

而盡上捨己的服務使命人生嗎？

這一切就是證明我們成敗的關鍵，是在乎我們個人

的信仰歷程，有否將主死而復活變成我們自己不要割

裂，不能分歧的個人體驗？

結束前我再引用另一位演藝界人物—導演周冠威。

他所拍攝的「時代革命」紀錄片不僅在康城影展甚獲好

評，更在台灣影展獲金馬獎最佳記錄片。他在重重壓力

之下，憑信心和大無畏精神，不容許惡勢力篡改歷史，

乃要為世人留存一份能正確反映真相、記錄過往兩年香

港社會運動的動人記錄片。他在受訪問時表示，他的動

力源於要活出信仰，為真理作見證，為我們死而復活的

救主的見證！

他表示會繼續去拍攝其它題材的電影，例如同樣賣

座的愛情片「幻愛」(Beyond the Dream)。雖然人生的

舞臺像演戲，但願我們的「假戲真做」，卻是活出信仰

乃是真愛，不是假愛，不是謬愛！我們對復活節的信

念，乃是時刻活出死而復活的大能！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為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

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處處受困，卻不被捆

住；內心困擾，卻沒有絕望；遭受迫害，卻不被撇棄；

擊倒在地，卻不致滅亡。我們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

耶穌的生也在我們身上顯明。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常為

耶穌被置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命在我們這必死的人身上

顯明出來。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運作，生卻在你

們身上運作。但我們既然有從同一位靈而來的信心，正

如經上記著：「我信，故我說話」，我們也信，所以也

說話；因為知道，那使主耶穌復活的也必使我們與耶穌

一同復活，並且使我們與你們一起站在衪面前。凡事都

是為了你們，好使恩惠既藉著更多的人而加增，感恩也

格外顯多，好歸榮耀給神。(林後4:7-15) 

行文至此，俄入侵烏戰局仍是未知之數；香港這國

際大都會的嚴峻形勢在中港臺的吊詭局面將扮演甚麼角

色？在這個漫天烽火、風雲變色的世代，這一切仍是掌

管在那位「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

以後永在的全能者」的手上 (啟1:8)。我們的召命就是要

勇敢地活出這種死而復活的生命！

The ultimate measure of a man is not where he stands 

in moments of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but where he 

stands at times of challenge and controversy.” –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衡量一個人的終極標準不是他在舒適和方便的時

刻所處的位置，而是在挑戰和爭議的時刻他所處的位

置。」– 小馬丁路德金博士

“Success is not final, failure is not fatal, it i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 - Winston Churchill

「成功不是終點，失敗不是致命的，重要的是繼續

前行的勇氣。」- 溫斯頓·丘吉爾 

（作者為多倫多華基教會榮譽顧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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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來越近世界末日嗎？

信徒應如何面對？
今年受苦節和復活節能否回復到過去疫情前的聚會情

況那樣，弟兄姊妹一同在教會聚會記念主耶穌的死和復活

呢？筆者很懷念昔日的聚會情景，是否一去不再，還是仍

要等待？我們不能否認疫情已經改變了全球，加上俄烏戰

爭引發一連串的國際危機，人類的未來和教會的未來會怎

樣？

是的，現今的局勢的確加強了信徒對末世的認知和盼

望主再來的信念。筆者深信早期教會的使徒和信徒對末世

和主再來都有強烈的認知和信念；然而，他們以實踐主

耶穌託付的大使命為最首要的工作。《馬太福音》28章

16-20節記載了耶穌頒佈的大使命內容；《馬可福音》16

章20節形容門徒實踐大使命的行動；《使徒行傳》更具體

記載他們遵行大使命的情況。我相信當時的門徒實踐大使

命面對的挑戰和困難不比現在的少。也許是不同年代和不

同的環境面對不同的挑戰和困難。從《聖經》我們看見的

是教會和門徒以實踐大使命來迎接主再來。今天教會和門

徒也應如此。

耶穌的死和復活對信徒生活有什麼意
義？

早期教會還沒有設定日子為受苦節和復活節，然而他

們就是天天靠著聖靈的能力傳揚耶穌的死和復活，並且活

出耶穌的死和復活來證明他們所傳的。耶穌也多次向門徒

預告自己的死和復活（可8:31，9:9，9:31，10:33），之

後又教導門徒「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

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

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可8:34-35）。耶

穌的犧牲和神的大能叫祂從死裡復活成就了人類的救恩，

使人重生得救，就是使別人得了生命。我們若跟從主，也

要效法耶穌的死（捨己）和經歷神叫死人復活的大能（生

命的改變），好叫我們也能使人信耶穌得生命。那時的門

徒是親眼看見耶穌的死和復活，也是親身經歷耶穌穌的死

和生在自己身上發生。所以，他們看見耶穌從死裡復活之

後，他們生命得著很大的改變：從恐懼到勇敢，從逃走到

承擔。可見他們明白了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主」

的意義，就是為了別人信福音得救而作出犧牲和改變自

己。這不是靠自己就能做到和堅持下去，乃是靠基督復活

的大能和聖靈的能力去活出來。正如保羅：「（我們）身

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林

後4:10）。所以，信徒若不效法耶穌的死，又怎會流露耶

穌生命的香氣呢？保羅又說：「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

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我為祂已經

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並且得以在祂裡

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

是因信神而來的義，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

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

裡復活」（腓3:8-11）。第一代的信徒是以活出耶穌的死

和復活來傳揚福音的，可見傳揚福音、使人作主門徒是藉

著活出耶穌的死和復活來完成的。

今天你能為誰犧牲？為誰改變？
今年的受苦節和復活節又到了。筆者自我反思，除了

渴望與弟弟兄姊妹一起返回到教會禮堂敬拜記念主，我也

渴望我和弟兄姊妹能抓緊主耶穌給我們的十字架，靠聖靈

的能力活出耶穌的死（為人犧牲）和復活（生命改變）來

見證福音的真實。筆者相信神把祂的兒女放在世界不同的

角落，也在不同的行業和環境中為主作見證，傳出與活出

耶穌的死和復活。在疫情中，我們需要有政界的基督徒活

出耶穌的死與復活，為社會和人民釐定正確的政策帶領我

們走出疫情；我們需要有醫護界的基督徒活出耶穌的死和

復活，為社會和人民守護他們的健康；在戰爭中，我們需

要有基督徒活出耶穌的死和復活，為性命、公義、和平作

出犧牲和改變。無論什麼時候，怎樣的環境，人生在那個

階段，基督徒都是以傳出與活出耶穌的死和復活為己任。

筆者在最近的日子能接觸到剛從香港移民來的年青

人，他們在很短時間內便要決定離開土生土長的香港，移

民到多倫多，他們有些迷茫，也有些孤單。天父對我說：

你願意為福音的緣故為他們犧牲嗎？為他們作出改變嗎？

你願意讓耶穌的死和復活顯在你身上嗎？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怎樣活出耶穌的死和復活？

今天你能為誰犧牲？為誰改變？

（作者為麥城華基教會顧問牧師）

黃維信

傳出與活出
耶穌的死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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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甘葳玲

對今日教會和信徒
的意義和影響

今日教會的眾信徒和世人所面對的都是一樣—在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下，所有人都面臨生命的威脅；加上兩年多被隔離，長期困在

室內的經驗，讓很多人得了憂鬱病。這些年又適逢天災人禍頻繁發

生，戰爭不息，每天播放的新聞都是死亡、摧毀、不穩定、日常生

活艱難、百物騰貴、苦難無了期。這些很難不叫人精神受到莫大的

壓力。在這情況下基督信仰對今日的世人和信徒又有什麼幫助、有

什麼優勢呢？只要世人和信徒掌握到信仰的秘訣所在，就會大得幫

助，也佔盡優勢。

若耶穌今天還活在世上，衪會怎樣做？衪希望
教會怎樣做？

首先我們要知道耶穌對於受苦的教導，早有預告：教會/信徒受

苦是必然的。作為基督門徒，耶穌的跟隨者，必須要明白並有心理

準備。

1. 我們因為不與世人認同，一定會遭世人排擠。

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你們若屬世

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

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

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約 

15:18-20）

2. 我們因尊重順服耶穌的名而被世人所恨惡。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

名被萬民恨惡。 （太 24:9）（參太 10:18，22；可13:9，12，13；

路 21:12，17）

3. 在屬靈層面，魔鬼黑暗的勢力在世上，與屬光明國度的信徒為

敵。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

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

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彼前 5:8-9）

4. 但信徒因耶穌的保護是可以超越這一切苦難的。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

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 16:33）

耶穌基督的受苦和復活

華基家訊6



其實耶穌基督當年在世上面對的挑戰考驗，不比我們

現今容易。但祂卻靠著屬天的智慧與愛心，透視永恆的見

識和從死裡復活的大能來超越一切苦難和考驗，終於完成

救贖大功。

祂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祂被藐

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祂。祂誠然

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祂受責

罰，被神擊打苦待了。哪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

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

傷，我們得醫治。 (賽 53:3-5)

照樣今天基督信徒也可以勝過這時代的挑戰和考驗，

因為聖靈已在基督耶穌裡賜下屬天的智慧和信心，透視永

恆的盼望和從死裡復活的生命力給每一個尋求、信靠、順

服祂的人。

(耶穌）又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

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耶穌又對眾人

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

跟從我。（路 9:22, 23；可 8:31-34；太 16:21-24）

1. 耶穌親自為信徒作榜樣，信徒只需藉著屬天的智慧和信

心去跟從，不要自作聰明，自作主張。「捨己」就是

與主聯合，將自己消失在基督耶穌的救恩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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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 2:20）

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祂復活的形

狀上與祂聯合。（羅6:5）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

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弗 2:10）

2. 背十字架的人不與世人一般生活，他們不怕苦，也不怕

死，因為他們過著死後復活，光明聖潔的生活。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

潔。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

的。（彼前 1:15, 16）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

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林後6:17）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

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彼

前4:1）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

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

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

3. 透視永恆的人心中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身上發散出基督

耶穌特別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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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在神面

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

馨香之氣。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那

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活。（林後 2:14-16）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我為這福

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神的道卻

不被捆綁。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叫他們也可以得

著那在基督耶穌裡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有可信的話

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祂同活。（提後2:3, 

9-11）

聖靈已在基督耶穌裡賜下屬天的智慧和信心，透視永

恆的盼望和從死裡復活的生命力，但只有那些天天尋求，

專心信靠，凡事順服神的人才能得著聖靈的能力。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

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

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 2:46, 47）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

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你

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你們尋求我，

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耶 29:11-13）。

（作者為城北華基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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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死和复活对我们的意义和影响
我们 基督徒 是 主耶稣 基督的见

证，要传扬祂是人类的救主，见证祂有
能力把败坏卑贱的生命改变为圣洁荣
耀的生命；要见证，当祂掌管一个人的
生命时，那生命就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当我们见证主耶稣基督时，我们就是
世上的盐和光。我们本来是败坏的，也
活在黑暗中，和其他世人一样，不能在
世上做盐和光；但是，当我们与基督的
死和复活联合之后，我们成了祂复活
生命的载体，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
可以为祂作见证，在世人中间发挥盐
和光的作用。在这篇小小的文章里，
我没法清楚地说明，我们怎么凭信与
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但我想就着耶
稣的死和复活对我们的意义和影响，
分享一点体会，以此彼此鼓励，效法基
督，为别人的益处而活。

1.	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耶稣基督是被害的，是为救赎我

们而自愿被害的。祂遭羞辱、受鞭打、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祂的被害和其
他人通常因为没法逃脱，没法救自己，
以致被害完全不同，因为祂其实是能
够轻而易举地救自己的。谁有能力害
神的儿子呢？！主耶稣被害是因为祂爱
我们，不愿看到我们被罪拖进地狱，而
自愿来为我们承受原本是我们该受的
犯罪后果。祂为了赎我们的罪，心甘情
愿地让自己像赎罪羔羊一样被人钉上
十字架，所以，祂的死是有个很积极的
目的的，就是成就对全人类的救赎。

同样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
有个很积极的目的的。《罗马书》4章
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

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
耶稣是背负着我们所有人的罪债而受
死的，所以，祂从死里复活，就证明祂
已经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以致死

亡不再有任何的理由拘禁祂。那么，
既然主耶稣已经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
债，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在祂
的里面也就得着了称义的地位。主耶
稣的复活不但叫我们得着了称义的地
位，还得着了一个属天的生命，因为
主耶稣藉着从死里复活，释放了一个
复活的生命，叫所有信靠祂的人都得
着这复活的生命。《彼得前书》1章3节
说，父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
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正是因为
我们得了重生，有了主复活的生命，才
可以凭着主复活的生命，活出蒙神悦
纳、被神称义的生活。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都是为了人的益处；为了救赎我们脱
离罪的辖制，过被神称义的生活，所
以，我们效法基督，就也要不管是死、
还是活，都要叫别人得益处。

2.	我们要背十字架跟从主
我们 每 一 个基督徒 都是 藉着受

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死，和祂同死、同
埋葬、同复活。在《罗马书》6章5节，
保罗对我们说：「我们若在祂死的形

状上与祂联合，也要在祂复活的形状

上与祂联合。」我们应该怎么活出这
样一个与主联合的生命、作主的见证
呢？主自己对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

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路9:23）。我们在主死
的形状 上以及祂复 活的形状 上与祂
联合，跟从祂，就要舍己，天天背十字
架，但这个舍己背十字架不应该是被
动勉强的，不应该是无可奈何的；而应
该是像主的死和复活那样，都有积极
意义的。这积极的意义就是叫别人得
益处。如果我们的受苦，我们的老我
被对付，是自己很无奈的、是自己很抗
拒的，是没有叫别人得益处的，那么，

这样的受苦熬炼就有缺陷。主耶稣要
我们经历的，是那种叫我们自己和别
人都得益处的受苦和背十字架。保罗
在《哥林多后书》4章8-12节分享说：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

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

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

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

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

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

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

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

们身上发动」 。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指：第一，
我们藉着背十字架治死自己的老我，
不容自己凭血气争战服事；第二，为着
别人的益处，我们心甘情愿、温温顺
顺地作牺牲和让步。不论是在个人的
小家庭里，还是在教会这属灵的大家
庭中，总会因为人都还没有完全脱离
败坏的老我，以及大家的个性、处事
方式有不同，而时不时出现一些矛盾。
如果在有矛盾时，大家都不相让，那么
矛盾就会升级，小事变大事；而如果一
些当事人能够舍己，在不牺牲真理的
原则下，愿意让别人的观点、意见、做
法被采纳；愿意等别人觉悟，那矛盾通
常就能化解。化解矛盾和冲突，有时当
然是很不容易，因为情况可以是很复
杂的，但《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是在
爱中处理事情。这当中，可能需要很多
的包容，也可能需要长时间的等待和
忍耐。

主耶稣就是这样待我们的。祂对
我们真是百般的包容，恒久的等待和
忍耐。不管我们的进步是多么缓慢，有
时甚至是长久地原地踏步，祂都不放
弃，不放弃对我们的帮助，也不放弃
对我们的要求。保罗在与主的联合上，
给我们作了非常美好的榜样。为福音、

谢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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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基督的复活
孙嘉馨

基督的复活是神救赎计划的重要部
分，祂从死里复活既是神迹，也是历史事
实，意味着新秩序的开始，神的国建立起
来了。叫世人知道，我们当来信靠这位复
活的主，祂是我们的生命、盼望和救赎。神
的大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将来也能叫信
靠祂的人照样复活。

天使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

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祂不在这里，照

祂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太28:5-6）

现代人生活在重压之下，面临种种挑
战和危机，天灾人祸不断，令人感到的无
助、绝望和孤独。基督的复活是照亮黑暗
的曙光，神的大能可以将一切都更新改变。
「若有人在基督里，祂就是新造的人，旧

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
基督徒的指望不在今生，已经得到永生的
应许，有进入神国的荣耀的盼望。因复活的
主与我们同在，在今生我们就可以得享主
的平安喜乐，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过得
胜的生活。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全心全意地
信靠主基督？现代人分心的事，忧虑的事
太多，以致极度缺乏安全感，将安全感建
立在自己身上或肉眼可见的人或事物上，
导致更容易失去平安。因为万事会变，唯
有耶稣基督永不改变，「昨日今日一直到

永远，是一样的」（来13:8）。祂将神的
国建立在我们的心里，藉着信靠顺服祂的
人，将神国的道传开了，使万民都可以来
信服真道，成为神国的子民。神的国不属
这世界，所以，基督徒也不属这世界，我们
和我们所有的都属于主。全心全意地信靠
主基督，就是要让基督来替我们作主，我
们听从祂的话，遵照祂所吩咐的去行，我
们必能得享主的平安喜乐。主基督负我们
完全的责任，祂为我们舍命，是要将上好
的福分赐给我们，使我们承受永生，在神
的国里得享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凭信
心守住主基督的真道，立定心志，恒久靠

主。尽管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的
主基督已经胜了这世界（约16:33）。所以，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的荣耀 。」（林后4:17）

主基督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

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

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

间的钥匙。」（启1:17-18）

唯有信靠主基督，我们才能刚强壮胆，
以 坚定的信心面对万变的世界。我们面
对千变万化的生存环境，面对人生许许多
多的不确定，我们需要有一个超乎万有之
上、永远不变的信靠。信靠主的人可以不必
全心专注于环境的顺逆。看环境有时会让
我们丧胆，但是当我们转眼仰望主，复活
的主将会带给我们盼望与出路。我们原是
软弱无能的人，靠自己改变不了这弯曲悖
谬的世代，担心害怕也没用。但是在人不
能，在神凡事都能。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
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真
正信靠主的人不至急忙，四处奔逃，必耐
心等候神公义的作为彰显，相信我们交托
给主的事情，在神所定的日子必按祂的旨
意成就。所以，环境还没改变，我们却因为
信靠主，心境随之改变了，以至于我们不
再受环境，使我们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让
世人看到了属主的人有美好品性，从而将
荣耀归于主。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

信心」（约壹5:4b）。人生很短暂，我们
在世上都只是匆匆的客旅，人人必须面对
死亡，回归尘土；我们都好像是被判死刑
缓期执行的人，具体那一天执行，只有神
知道。假如神事先把那个日子告诉我们，
我们还能好好活吗？我觉得还是不知道的
好，我们只要信靠主活好当下，一天的难
处一天当，不必为明天而忧虑。神给每一
个生活在世上的人，都有美好的计划。你

为教会的益处，他竭力效
法主耶稣，是掰开的饼、
倒出来的酒，完全摆上自
己。比如，虽然哥林多教
会的一些领袖、信徒反对
他，但他还是以父母的心
肠，尽心引导他们，一面
百般地包容、忍耐他们，
一面也 不怕自己被他们
进一步拒绝，勇敢地指正
他们在信仰上的严重错
误。保罗这样的服事，就
带进生命真正的建造。愿
我们也都能像保罗那样，
跟随主的脚踪行。
（作者为美坚华基教会牧师）

(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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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華恩

烏克蘭被侵的基督信仰回應

蒙《華基家訊》約稿談論烏克蘭局勢，執筆之時俄入侵烏已一月有餘。筆者不是

政治評論員，不會寫政治評論文章。但作為一個生活在互聯網發達、廿一世紀二十年

代的地球人，所思所想所接收的資訊不可能與政治分割。如果政治是關乎公眾的權力

與資源分配，信仰就不能絕緣於政治，也不應被禁足政治。起碼基督信仰要回答的，

是人類在上帝所造的世界中，如何經歷上帝的恩典與救贖。凡生活中牽涉到人應如何

活得幸福的問題，基督信仰就不能不給予回應，因為基督的言論及行為沒有逃避這個

世界的眾多罪惡，包括個人的和公共權力引起的。並且，祂具體地為一些當時候沒法

解決的社會政治問題作出了教導及回應。那我們絕無理由自己絕緣於政治生活或社會

議題。不過，基督所提出的方法和答案是有別於人間政客所提出的。畢竟，祂的言辭

充滿了神性光輝和人道主義。比如：「凱撒的物歸凱撒，神的物歸神」（太22:21）；

或者「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真理作見證」（約18:37）；

又或者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路10）；又或者「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

告」（太5:44），都離不開當時的政治氛圍與問題。

有人認為牧師不應講政治。然而在當前泛政治的處境下，這是沒可能也是不能避

免的事。不過我們的角色與任務是為福音而辯，為天國而努力，而不是要為政治服務

或為政權而效忠，因為基督徒應該只有一種忠誠，也只能夠有一種生命的效忠，那就

是基督，因為基督已經拿走了我們全部的效忠！

在討論俄侵烏之前，有一觀點很重要，那就是對政權、政治、人、神的排序。基

督信仰的立場依次的政治權力效忠排序是這樣： 

第一為上帝，基督耶穌；

第二為人，上帝所創造不分種族膚色的人；

第三是國家；

第四是政府，由人民通過自己意願而選出的政治管理形式；

第五是政黨，人民自由組合而成的政治結盟。

在這個優先次序下，我們關注烏克蘭人。他們的生命在短時間內受到前所未有的

威脅與殺害，三百萬人逃亡到國外，更多的人在國內流散；男士丈夫父親兒子紛紛預

備保衛國家，不少女士們都加入戰線；無辜平民即使躲到隱祕的地庫或建築內都被炸

死，有城市內百份之八十的房屋被炸過；有一些城市被圍困而斷水、斷糧、斷電，是

一種變相的軟性屠殺，凡此種種是不能用任何理由來合理化之。

這是人的基本狀況，我們站在信仰立場無其它選擇。第一回應是把事件正名定

性，入侵就是入侵，殺戮就是殺戮，濫殺平民就是戰爭罪行。作為基督徒，我們的想

法非常簡單，那就要問一個從創造觀出來的平等問題。人被造而平等，人的生命是上

帝的恩賜，地球上沒有另一個人有權威脅這從神而來的生存權；人人也生而自由，自

由包括了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以及政治自由，有權選擇自己的政治生活形式及政府如

何組成。這種自由甚至連上帝都尊重，因為上帝容許人不選擇信仰祂。即使有人為自

己找理由為其侵略找藉口，入侵者都干犯了平等及自由這兩條上帝設立的基本人權。

如果沒有這個基本立場，其它的分析恐怕只是為容許事件繼續發生找的理由。

想要知道神为你精心制定
的计划吗？只有信靠主，时
常亲近主，才能知道，并且
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
活出最有意义且更丰盛的
人生。主所看重的，并不一
定是世人所看重的金钱、
名利、地位、享乐等，这些
东西不能将人带进永恒。「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

何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

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

你的神同行」（弥6:8）。

有权柄审判我们的是主基
督，祂将决定我们的永恒
归宿—永生或永刑。所以，
我们不要太在乎人怎么看
我们，而要在乎神怎么看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想
一下：主喜悦我这样做吗？

（作者为北约华基教会传道）

門徒使命

關於華人基督徒對於俄羅斯入

侵烏克蘭戰爭的更多具體回

應，請至華基聯會的「使命門

徒」Youtube頻道觀看。鏈接

為 https://bit.ly/3r6RN0l；或掃

描以下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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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對烏克蘭事件的任何理解，干擾了我們對人

的關懷或者出現了政治思考高過對人的關懷，我們就要問

這種情況為何發生。在「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中，祭司

和利未人對被害的人視而不見，無動於衷。這現象告訴我

們，人可以因各種地位身分或先入為主的原因而看不見別

人。 

第二，基督信仰對帝國提出了挑戰及警告。以色列人

被埃及帝國苦害，在苦難中求告上帝而得拯救，上帝懲罰

了埃及，把祂的子民引到信仰自由的國土，給他們重新開

始的自由。接著以色列這小國在大國的陰影下受著重重的

信仰誘惑，時而親這國時而親那國，最後被帝國殲滅。在

羅馬帝國的統治下耶穌來了，最後被大國和猶太的宗教勢

力殺死在十字架上。羅馬帝國是人類政治社會建築的高等

結晶，加上猶太教這一神的高階宗教文明，都不能保住上

帝的兒子被殺，我們對一切的帝國文明自然要加以警惕而

不能盡信。這就是一個反思帝國權力的信仰起點，要對帝

國的動機存疑，因為他們容易高舉大國優先的旗幟，寫出

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冠冕堂皇的詩句來對別國進行侵

害；或者發動各式各樣的信息戰，歸根結底是在基督以外

另立王者。作為基督徒我們要向世人傳只有一位主，萬膝

當跪拜，萬口皆稱揚，唯有祂將帶來天國。在這意義下所

有獨裁者，所有沒尊主為大的帝國都要小心上帝的審判。

觀察及結論
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期間我有以下觀察及結

論。首先是看見以下幾種論述:

一、一大堆理論把俄侵烏說成俄烏戰或俄烏衝突，不承認

是入侵；

二、美國及西方霸權的多年累積結果演變成俄方「忍無可

忍」的出兵；

三、烏人民胡亂選了個總統，「蠢人」不懂大國政治；

四、只要烏克蘭取消申請入歐盟，改變立場為中立的無武

器國，所有矛盾就能迎刃而解；

五、鼓吹普京是愛國愛民肯犧牲的民族英雄，（卻忘記了

支持濫殺無辜者的言論本質上近乎仇恨性語言。）

事實勝於雄辯
以上種種狡辯卻無法掩蓋及合理化以下事實：

一、一個主權國三番四次說不會作軍事進攻，卻最後對一

個主權鄰國發動進攻；

二、幾百萬婦女及兒童逃離家園到鄰國成為難民；

三、有人放出狠話說核武裝置已進入戒備狀態，對人命及

生態環境完全漠視；

四、濫炸無辜，把一個城市的八九成建築物炸毀，屬於斷

水斷電狂炸之滅絕屠殺行為；

五、俄國國教會發公開聲明，同情並支持普京的決定。

回應
對於另外幾種令人憤慨和無奈的態度，筆者簡作回應

如下： 

一、「打仗這回事好複雜，你識乜？（粵方言：你懂什

麼）」

回應：複雜就要學，事關全人類！

二、「所有戰爭都是美國搞出來的。」

回應： 請問你核實過嗎？

三、「我沒說俄羅斯對，但既然西方國家個個都差勁，為

甚麼我們不聲討？」

回應：不能因此把入侵合理化。現在出事的是烏克

蘭，當然還有也門，如果有證據也應用同一標準作遣

責。 

四、「打仗當然會死人，這很正常。」

回應：死難的無一不是上帝創造的人，我們怎能漠視

每一個生命？打仗其實並不合理。

五、「俄國都忍耐了很久了！」

回應：忍耐久了就可以殺人嗎？

六、「俄國說美國在烏克蘭有生化武器，西方媒體又豈會

報道呢？」

回應：口說無憑，請拿出證據。

七、「這許多事發生，聖經的末日預言正在應驗。」

回應：當有人溺水掙扎，生命垂危之際，誇誇其談哲

學宗教等話題絕非當務之急。

八、「信徒僅需為烏克蘭祈禱足矣。」

回應：也要祈禱《詩篇》第七篇，並要付諸行動，盡

力想辦法對被欺凌者施以援手，譬如捐贈救援物資；

反假信息、傳遞真信息；反虛偽「花生議論」；反大

國霸權；提倡人權人命先於政治政權等⋯⋯

我們生活在惊心動魄的時代，作為基督耶穌的門徒是

我們的第一身份也是最重要身份。從基督信仰進行思考並

作出應有回應，是我們無可逃避的責任。願主的旨意成就

在此世。

（作者為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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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輝

後疫情時代
的敬拜隨想

唱歌的重要性
崇拜唱歌是一種對天父敬拜奉獻的直接表示，基督教也是一個歌唱

的宗派，所以對基督徒來說最令人不安的變化之一是會眾歌唱和教堂合

唱團的暫停。健康專家說，冠狀病毒很容易通過唱歌傳播，但音樂是許

多教堂信徒禮拜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往有詩班主日獻唱、又有敬

拜小組帶領會眾唱歌，禁止唱歌和詩班獻唱就令到各人不安。有美國教

會牧者在給她的教區成員的視頻信息中提到：「如果我不能通過唱歌祈

禱，我甚至不確定我今天是否會成為一名基督徒」。亦有人表示：「我

開始感到非常難過，我只是坐在客廳裡，一個人唱歌。疫情之初，我績

極的唱歌及集中情緒及注意力敬拜，但現在我們已經進行了一年多了，

我開始感到與教會脫節了」。另外有人對我說不想再網上聽領唱者獨

唱，不但樂隊節奏不準確，唱功也很一般，收音也不清晰。有一牧者

索性建議，網上崇拜的歌唱部份，倒不如直接轉播幾首YouTube的敬拜

MTV，像電台DJ介紹歌曲，讓網上會眾邊聽邊唱。

其實我們應很感恩的，雖然有這麼多的挑戰，仍可容易地自由敬

拜。有報道說，烏克蘭的基督徒，在逃難期間，在防空洞中非常簡陋的

環境下，仍堅持清唱詩歌向神敬拜讚美及禱告，我們還有什麼藉口不盡

心盡性盡力唱詩敬拜神呢？！作為基督徒，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敬拜

的生命是不會停止的。反而，這個時刻更是考驗我們對敬拜神的認知。

可能我們不能聚會，無法出席小組活動，彼此面對面的肢體生活少了。

然而，我們個人、家庭對上帝的敬拜仍是可持續的。詩人說，「我要一

生向耶和華唱詩，我還活的時候要向我神歌頌」。詩人的重點是：我還

活著的時候，就要敬拜。耶穌對撒瑪利亞婦人說：「時候將到，如今就

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

（約4:23）。神要求人敬拜神要用「心靈」去敬拜，「心靈」是指著全

人的敬拜，包括靈性、理智、思想和情感都要去到神的面前。神又藉著

聖靈與人相交，使人進入祂的榮耀與豐富中。簡單說一句「你當盡心盡

性盡意及盡力去愛神」，已是最好的敬拜了。

馬特·雷德曼 (Matt Redman) 

的一首老歌《敬拜之心》(The Heart 
of Worship)談到了「當一切都被剝

奪時」敬拜會發生什麼。以往不覺

得這種情況會發生，但經過這幾年

疫情的影響，我們真正遇到從未有

過的困境：敬拜中的很多元素被拿

走了，沒有實體崇拜只靠網路上的

敬拜。大小教會從不知所措、到開

始學習如何預備綱上崇拜；各種錄

音錄影、剪接及即時播放；及至現

在，各教會巳成為綱絡崇拜製作的

精英份子，然而，在某些情況下，

疫情導致的關閉削弱了教會與會眾

的聯繫。皮尤調查和公共宗教研究

所(Pew Research Center)1 的一項調

查發現，三分之一或更多以前經常

去教堂的人不願意觀看在線服務。

對於那些與教會的聯繫已經很脆弱

的人來說，這種脫節可能是永久性

的。我想，不少弟兄姊妹實在很懷

念實體崇拜，特別是崇拜中唱歌敬

拜的一環。

註： 
1.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is a nonpartisan 
American think tank based in Washington, D.C. 
It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social issues, public 
opinion, and demographic trends shap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後疫情時代
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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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即將進入尾聲，這讓我想到一個崇拜中的新現

象。就像呼吸是人體的一項必要機能，當一個人失去知覺

並且無法檢測到他或她的呼吸和脈搏時，將執行稱為「心

肺復甦術」（CPR: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的急救

方案。身體是《聖經》對教會的隱喻，因此，當教會在疫

情中失去身體平衡時，她的復興要取決於「屬靈心肺復

甦術」（Spiritual CPR）。這次的疫情就像身體忽遇突變

而需要執行CPR。屬靈心肺復甦術包括三種做法：聚集

（Congregate）、祈禱（Prayer）和閱讀《聖經》（Read 

the Bible）。神喜歡人聚集一起來敬拜及獻祭給祂，祂常

常主動招聚會眾親近祂。所以再次聚集、祈禱和閱讀聆聽

神的話，是教會能歷久常新的好現象。

疫情期間教會很快便使用網上崇拜，教牧及負責安排

祟拜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盡力預備及帶領，這正是Spiritual 

CPR的實踐步驟。我特別為在這個COVID-19世界中的敬拜

領袖感到負擔，所以我也提供以下幫助崇拜領袖在這情形

下更好地帶敬拜的新想法。

1. 教導敬拜
作為敬拜領袖，我們已經教導了很長時間，敬拜不僅

僅是禮拜天的體驗，還應該成為我們每天過的一種生活方

式。現在是可以真正教會眾充分實踐這一點的時候了，但

你必須帶路。你可以發送電子郵件，廣泛教導你的教會有

關敬拜的知識；發布教導敬拜的視頻，並查看有關敬拜的

《聖經》段落；可以開始教授敬拜的虛擬《聖經》學習；

可以根據該歌曲的信息錄製歌曲並進行靈修。

2. 訓練你的團隊
為什麼不利用這段放慢敬拜製作的時間來更深入地教

導敬拜團隊作為敬拜領袖的角色呢？一起閱讀討論一本

書；讓你的團隊完成在線課程或培訓；為各自音樂或服務

領域的每個人創建YouTube視頻或博客文章課程。疫情期

間我曾為城北華基做了一個四堂課的敬拜訓練，並用普通

話及粵語各做一次，對團隊確有幫助。

3. 深化你的神學
把這個時期作為自我進深的機會。閱讀一些優秀的神

學書籍；背誦一些經文；了解更多關於上帝、祂的榮耀、

祂的恩典和《聖經》的宏大敘事；加深對神奧秘的理解，

將有助於帶領上帝的子民達到更高的水平。

4. 牧養你的團隊
作為敬拜領袖，你已經通過敬拜牧養和關心人們。現

在你可以帶領他們度過危機。聯繫你的團隊，想辦法為他

們祈禱並將他們聯繫在一起，在網路上一起唱歌及分享祈

禱。敬拜將是在這場危機中關顧人們的重要方式。

5. 製作虛擬音樂課
我看到一些教堂提供虛擬音樂課程，若你可以教授吉

他、鋼琴或其它樂器時，請付諸於行動。讓你的團隊在他

們所掌握技能上做同樣的事。誰能預料，也許一年後，你

的教會會因為這項投資而擁有一批新的年輕音樂家。疫情

期間我太太用Zoom訓練一群視障人士唱歌，由聽一些簡

單歌曲及唱些容易的曲調，到現在可以自行錄音唱歌，並

計劃在佈道會中獻唱，可說是被疫情迫出來的積極果效。

最後，為什麼不花點時間創作並製作新的歌曲及音樂

呢？《詩篇》40篇3節提及神把一首新歌放在我們嘴裡。

在這條小徑的另一邊，你會為上帝帶來什麼新的、強而有

力的歌曲？

（作者為城北華基教會牧師）

參考經文：（太18:1-5；可9:33-37；路9: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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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暨各堂報告

世界變、跟不上! 
Too Fast, Too Chaos! 

黃纘舜

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Mount Jo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ww.mjccc.

net）誠摯邀請您參加我們的復活節福音主日，不是在早上，而是在晚上-下午5

時30分在 Cornerston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9680 Ninth Line, Markham, 

ON L6B 1A8.

為什麼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MJCCC）的這個復活節主日如此特別？！這

是福音主日，但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會改變你的世界！ 

你的世界現在怎麼樣？一切順利嗎？太混亂？它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中？還

是遠遠超出了你的想像範圍？

這兩年的疫症大流行有沒有改變了你嗎？Omicron出現是否翻轉了你的日

常生活？它有否傷害你或你的親人？ 

房地產市場的飆升價格讓你感到驚訝嗎？讓你感覺很棒？還是讓你感到害

怕？哦，利率正在上升。它只會向上了！你準備好了嗎？ 

你也準備好迎接這些新的鄰居或社會變化嗎?「他們」可能是各式各類的

機器人在我們旁邊行走和工作；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像醫生一樣對我們診

症；我們如何融入元宇宙；我們的孩子在他們的虛擬實境中感覺更舒服；電子

貨幣將會是我們的必需品！ 

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爭是否讓你失眠？數百萬難民逃離烏克蘭的形象

是否讓人勾起你的噩夢，或者讓你對未來感到害怕？戰後世界的新秩序是什

麼？或者這場戰爭只是開始⋯⋯ 

世界變化如此之快，如此混亂！你能趕上它嗎？

當我們被歷史的漩渦沖激時，有人可以幫助我們嗎？

我相信祂在掌管一切！祂是改變世界的真正的主！ 

作為基督徒，我們領受了這奇妙的應許：「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

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 衪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

角，是我的高臺。」  （詩18:2）

作為基督徒，我們得到這鼓勵人心的確據：「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

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和你同去，衪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

你。」 （申31:6）

但是，我們那些不認識耶穌的朋友，兄弟姐妹，家人，鄰居呢？我們應如

何幫助他們？

4/17 MJCCC – 復活節福音主日晚上 – 願神幫助我們！ 

（作者為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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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暨各堂報告

華基聯會

1.全時間神學生資助申請者必須是華基教

會會員兩年或以上，並恆常參加華基教

會主日崇拜。請於6月14日前遞交申請

表至missions@acem.ca。逾時不接受

申請。可在www.acem.ca下載新表格。    

（備註：差傳部另資助一名非會員）

2.華基聯會「使命門徒」Youtube頻道開

通，歡迎訂閱。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兒童部將於8月2日至12日（共9天不包括

周末）早上9:00至下午5:00在教會舉行

「兒童日營」，可選實體或網路參與；

鼓勵於2022年9月為幼稚園高班至六年

級的學童參加。詳情：https://shorturl.at/
dmCT1。查詢：daycamp.tccc@gmail.com

2.崇拜事工-周六新崇拜計劃延至六月開始

舉行，請代禱及密切留意最新消息。

3.受苦節國粵雙語聯合崇拜於4月15日      

（五）早上10:00至11:30於本會禮堂舉

行。設有聖餐及兒童節目。

4.國語堂於4至6月份舉行線上啟發課程

(Alpha Course)，時間：逢主日上午

11:30至下午12:30, 共12課。 

5.傳道部舉辦周五成人外展已於3月25日重

開部份活動，詳情查詢羅燦銓傳道(電郵

stevenl@tccc.ca)。

6.教會已將所收到援助烏克蘭特別奉獻

C$58,580連同慈惠金CAD$10,000透過

加拿大浸聯會事工（Canadian Baptist 
Ministries）送往災區。

105 Gibson centre
1.青年事工與NPower（17-30歲）合作，

提供 IT培訓和工作相關的免費課程。時

間：4月13日下午1:00至2:00。網上登

記：105gibson.com/online-registration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1.4月15日舉行受難節崇拜：國語堂：早

上10時30分；英文堂：下午1:30；粵語

堂：下午2:00。

2.4月17日舉行復活節崇拜。

3.4月18日至5月29日全教會舉行「合神心

意的門徒訓練」讀書運動。 

4.「兒童英語學習班」於3月31日開始逢周

四，下午3:45至5:30。

5.乒乓球社區活動，每月第二和第四個周

三，下午1:30至5:30。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青年團契（粵語堂）在3月18日（五）舉

行第一次聚會。之後逢周五晚上6:00至

9:00舉行，設有晚餐。歡迎大專或初職

朋友參加。

2.關懷部在4月7日（四）晚上8:00至9:30

舉行網上工作坊「如何平衡實體與『遠

隔離』關顧？」，講員：陸馬潔慈牧

師。

3.「輕鬆小聚」（婦女事工）於4月16日

（六）早上10:30至12:30在Zoom舉行，

主題：「數算神恩一週年」。

4.國語堂在4月16日（六）上午參加短宣中

心新旺角福音佈道會。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國語主日學「舊約婦女」於3月27日恢復

實體上課。

2.粵語主日學「基要信仰」於4月3日恢復

實體上課（網上同時)。

3.粵語堂每月一次的網上靈修同行4月18日

舉行，由黃嘉兒姊妹帶領。

4.4月10日 舉行洗禮

5.4月15日 晚上7:30受難節崇拜

6.4月17日 復活節主日崇拜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4月1日（五）晚8時舉辦「逾越節晚餐」

的網上課程, 由劉玉茵博士主講。

2. 4月15日(五)舉行受難節聯合聖餐崇拜。

3.4月17日(主日)舉行復活節聖餐崇拜暨洗

禮。

4.春季成人主日學將於4月10日-6月26日

進行，課程如下：a.慕道班；b.初信造

就班；c.新約班：「神愛世人」：《約

翰福音》（下）；及d.舊約班：「靜思

100: 系統靈修讀經計劃」：《五經篇》

（下）及《歷史篇》（上）。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受苦節合堂崇拜將於4月15日（五）早上

10:30實體及網上舉行。

2.2022年4月10 日教會舉行浸禮。

3.約翰福音研讀於主日早上9:45-10:45在

Zoom 網上舉行。

4.實體「活力人生」將於四月份開始，逢

周四早上10:30至12:30在教會舉行。

5.網上版「活力人生」逢第二及第四個周

二早上10:30至11:30會透過Zoom舉行。

6.網上讚美操逢第二個及第四個周二早上

9:45至10:30及周六早上10:00至11:00透

過Zoom舉行。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經過會員班學習後，以下弟兄姊妹申請

成為瀑布堂的會員：薄洪運、林航。

2.4月17日復活節主日，有洗禮儀式和聖

餐。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奧城華人基教會

1.3月18日教會舉行組長領袖網上培訓，由

姚琳姐妹帶領學習「內在生活陶冶」。

2.3月20日，YLD恢復了實體兒童主日學以

及嬰兒室看顧

3.教會於3月22日舉行國、粵語網上會員

班。

4.從4月開始，國語堂新一季主日學為《創

世紀》及《以弗所書》。

旺市華人基教會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1.3月25日晚以Zoom形式舉辦了小組聯合

聚會，主題為「福音的使者」。

2.4月3日開始恢復實體聚會。

3.4月10日主日有受難節受洗典禮。

4.4月15日晚將舉行紀念耶穌受難復活的特

別崇拜。

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

1 . 將 於 4 月 1 7 日 （ 日 ） 下 午 5 : 3 0 在 

Cornerstone CCC舉行福音主曰「世界

變、跟不上」，歡迎邀約未信主的親友

參加。

招聘

愛正：1.誠聘全職「教會管堂」及半職     

「總務員」，負責教會物業管理、

維修、清潔及一般雜務。詳情請查

詢教會網站。2.Digital Ope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詳情請查詢教會網站。3.Children’s 
Summer Day Camp Coordinator。詳

情請查詢教會網站。

美 堅 ： 粵 語 堂 聘 請 助 理 牧 者 ， 聯 絡 李

維 信 牧 師 4 1 6 - 3 5 8 - 1 7 2 5 m c c c .
cantpastorsearch@gmail .com。

國語堂聘請牧者一名，請聯絡超

永智執事：647-525-8889 mccc.
recruitment@gmail.com。另聘請兼

職堂務一名，每周工作18-20小時。

請聯絡阮仲謙牧師mccc.timy@gmail.
com 或 416-498-3399。

人事

美堅：堂務張建寧於3月31日離任。

新會員 

美堅：韓自豪弟兄、齊海花姊妹、姜玉萍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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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山華基教會復活節福音主日。

2022 Teens Conference 在多倫多華基教會隆重舉行。

聯會同工線上培訓講座。

北約華基教會線上祈祈禱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