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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自強 

林慶榮長老 

前言 

香港近日受到疫情的侵襲，在社區首先爆發的並不是新型冠狀肺

炎，而是「失智症」與「盲搶炎」，防疫用品固然是缺乏，可是日用品

如厠紙與食品如米則有充足的存量，為何要搶購呢？網上流言觸發隱藏

在人心底驚恐與憂慮，在羊群效應下爭相搶購，當擁有這些厠紙與米，

人心是否便能安定下來嗎？疫情讓人發現風平浪靜的人生下，人心底裡

是缺乏抗逆的能力，稍微的風吹草動便使人擔驚受嚇，這樣的困難或許

在我們的人生裡會一再出現，那時我們如何是好呢？我們不能阻止危難

的臨到，可是我們不能容讓自己沒有脫困的知識與能力。在這疫情下，

我們可學習到甚麼呢？能否使自己的生命力增強呢？ 

(一)珍惜機遇 

一首樂曲，由不同樂章所組成，當中的情感、速度、旋律都不同，

高高低低的音色是經心思熟慮而編成，連停頓都有它存在目的。這正像

人生一般有不同的際遇，可是能否欣賞箇中的奧妙呢？當我們遇到挫折

與艱難時，是難免會有失落沮喪，但要留心這正是人生的一部份，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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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留下深刻的回憶；發現深邃的智慧；激發隱藏的潛能，從而塑造我們

的生命力。 

是次疫情有否顛倒了人的價值觀呢？平常不值錢的口罩，在瘋狂搶

購下被抬至天價仍有人問津。那麼在人心中，甚麼是最重要呢？原來是

生命，可是在平常卻被許多人所忽略與輕視。甚至許多時以為不能缺少

的享樂都可以輕易放下，如旅行與吃喝，為甚麼我們必須去到危難關頭

才會醒覺呢？為何不能早點認準生命的可貴呢？若今生短暫的生命是

可貴，難道永恆長遠的生命是可忽略嗎？對於作為信徒的我們，要問一

問自己為肉體積極尋找防疫用品，甚至不惜付上天價，但有否為屬靈生

命的防疫好好付代價呢？ 

是次疫情有否叫我們對人性有深刻的認識呢？有人無償送贈口罩，

分給沒能力購買的巿民，是體恤愛顧弱小。但有人趁機抬高價錢賣口罩，

甚至用黑心口罩來騙財，是關注更是貪戀錢財。有機構無償送贈藥方是

關注他人性命，但有機構搶先申請專利是關注自身利益。有人是理性分

析帶來穩定，但有人是無理取鬧製造混亂。在危難時，人性可以是光輝，

亦可以是黑暗，你我屬前者還是後者呢？甚麼鼓勵我們學習追隨呢？ 

是次疫情有否提醒我們主來的日子近了呢？在路加福音廿一章十 

一節提到「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

神蹟從天上顯現。」這是主再來前必有的現象。想一想這幾年的地震叫

人歷歷在目，最近非洲蝗蟲帶來的損失而至的饑荒，新型冠狀肺炎現已

普及全地界，在澳洲山火引發的煙霧，使日頭變成如血一般。這都提醒

我們要預備迎見主再來，而不是單單關注疫情，你我有否預備好呢？ 

(二)珍惜時間 

在疫情下，政府與公司啟動在家工作，各學校與補習社啟動網上教

學，甚至教會啟動網上崇拜，某角度來說是帶來額外的問題與工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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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是減少了交通的時間，應比平常多了可使用的時

間，那麼我們有否好好運用呢？時間是需要管理，不要因百無聊賴而浪

費光陰，要謹記人生是一條單程路，過去的光陰不復再，勿在沉悶中而

容讓光陰輕輕的走掉，偶而打機或看劇輕鬆心情是無可厚非，可是沉迷

其中則大有問題，需要我們自己檢視一下。 

時間多了，要作好的計劃來運用，哪可作甚麼呢？如可比平常多睡

一點，確保體力充足，而使身體的抗疫力更強。又如平常較匆忙靈修親

近主，會否花多點時間安靜主前，增強心靈的力量去勝過週遭的恐懼氣

氛呢？只要是好書，不論是屬靈書籍或坊間書籍亦無妨，花點時間去讀

增廣見聞，學習一些新知識，使自己保持活力與思考，亦整理自己的靈

性與心性，讓自己生命力能增強，可幫助自己勝過疫情陰霾下的憂悶。 

(三)珍惜恩情 

在疫情下，許多活動都被擱置了，而在珍惜口罩下可能更足不出戶，

當家人彼此都困在家裡時，可能平常沒幾句說話，在這時刻更感侷促不

安，其實，家人永遠是我們最重要的支援，是否想到這或許是修補彼此

關係的時候呢？若家人都信主，更是一個好時機一同在網上敬拜，之後

更可一同分享與互勉。可一同守望禱告，把擔心疫情轉為關心普世疫情，

學習在基督的寶座前同仰望。若彼此有嫌隙，應抓緊機會坦誠分享，並

同心在主前求赦免與修補。對於家長來說，可與小朋友一同看網上兒童

聖經故事，與子女一同有家庭崇拜，亦是建立恩情的好機會。 

若家人未信主，有否多了解對方的心靈與憂心，可為他禱告，又或

與家人同看網上的福音信息或詩歌，給與對基督裡平安的了解。不論家

人信主與否，分擔一點家務都會拉近關係，亦可分享一點新知識，如

WAHTSAPP GROUP 或 ZOOM 的使用，讓家人不致與外間隔絕，保持

與好友的接觸，不因疫情而致孤獨消沉。分享新知識，亦可使彼此產生

共同話題，好讓關係能有好的結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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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要保持與弟兄姊妹或朋友的聯絡，不要因過份恐懼疫情而與

人隔絕，要多方關懷與分享，使自身的心靈有力，才能有好的抗疫力！ 

(四)珍惜聚會 

因疫情與社會責任，實體聚會要暫緩，未知弟兄姊妹心裡是否有捨

不得的感覺呢？若有，值得為你慶賀，因珍惜實體的相見接觸。若無，

要捫心自問有沒有問題呢？這段時間，因疫情而未能聚會，未知有否叫

我們更能體會在沒自由下生活的信徒們之孤單，會否教我們更要為他們

切切禱告。 

能在網上看到弟兄姊妹的面容，聽到他們的聲音，知道他們安好，

是叫我們得安慰，但網上聚會應是一個過渡與替代的方案，從不應成為

實體的取代，因一同敬拜確實是會提升整體的靈性光景，從這紛亂的世

界升華至另一世界裡，在我們心靈裡留下思念與祝福，教我們更切慕永

恆。在實體聚會，親身接觸弟兄姊妹一同分享，是另一種滋味，誠如父

母不會只要兒女的相片而不要活活生的兒女，亦如戀人不會滿足只有在

螢幕對視而不能親身會面，當我們能自由重回教會參與實體聚會，會否

使我們更加珍惜呢？ 

結語 

面對疫情，除了防疫工作要做好，身體健康要注意，心靈健壯亦

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求主使我們珍惜這時刻帶給我們的操練與學習，好

在這疫情下能增強心靈的抗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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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因新型肺炎疫情緣故，聯堂事工有如下的改動： 

a) 由「差傳事工小組」舉辦的第 130 屆《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2-4 月)決定延期舉行，詳情容後公佈。 

b) 第二屆「Mission Incredibles 天國特工隊」日營(10-11/4)將延期舉

行，詳情容後公佈。 

c) 原定 30/4-2/5 的「聯合退修會」取消。 

2. 本年度的浸禮申請期於 1/3 開始，截止日期延長至 10/5，報名表可於

聯堂網站下載，請有意肢體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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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因疫情緣故，堂會暫停所有團契、兒童及主日學之聚會與活動，直

至另行通知。原定 22/3(日)下午的愛鄰舍齊起動也取消。 

2. 堂會仍維持星期日 11:15am 網上崇拜直播，肢體們可安心在家中一

同敬拜神。 

 

三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1/3 何子雄先生 -- -- -- 

8/3 陳大源先生 -- -- -- 

15/3 蔡靜儀姑娘 -- -- -- 

22/3 林慶榮長老 -- -- -- 

29/3 黎家焯先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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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15/3 家庭崇拜，建立家庭祭壇。 

2. 22/3 福音主日，講員：黃偉東長老。【若恢復實體聚會，便繼續有

福音主日，如仍是網上崇拜便取消。】 

 

三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3 梁國強先生 劉冠邦 李詩蔓 嚴嘉寶、高永健 

8/3 鄭志興長老 賀永堅 謝秀琼 陳秀珍、鄒秀洪 

15/3 雷露珊姑娘 王志忠 黎可欣 林碧蓮、何美卿、陳承智 

22/3 黃偉東長老 徐國權 康慧敏 黎可欣、劉惠芳 

29/3 鄭瑞邦先生 梁漢傑 黃秀娟 吳秀紅、邱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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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今年堂會的年題為「作無愧的工人 1.0」，願我們的事奉生命在疫境

中有更多的反思和更新，願意勇敢突破自己，在這個艱辛的世代為

主所用，在這風浪中堅定信靠神。 

2.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肆虐未得控制，堂會已經暫停主日所有實

體聚會，改用網上錄播崇拜講道，鼓勵弟兄姊妹留家敬拜神。在這

變動下，願神記念並牧養我們，保守我們身體、靈魂都壯健。 

3. 3 月 29 日為教會的事奉主日，講員：吳江傑牧師，願眾弟兄姊妹備

心聆聽，透過聖言的宣講，願神領我們事奉的眼光更跨越目前，更

貼近神的心意事奉神。 

 

三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3 周素芬姑娘 楊志聰 林寶燕 廖秀怡、林國武 

8/3 梁秀霞姑娘 葛文俊 方  娜 羅子龍、陸嘉櫻 

15/3 黃鴻權先生 馬振全 朱寶瑤 曾慶龍、劉  嫦 

22/3 雷露珊姑娘 徐啟裕 方  娜 李悅陶、冼卓謙 

29/3 吳江傑牧師 馮炳林 林寶燕 蔡潔雲、林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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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2020「扎根主裡，常存盼望！」年題重點：扎根主裡，以主的道，

為我們成長的基礎，作主順命的兒女。存著主賜的盼望，眼望永恆，

展現不一樣的勇氣，迎向前面的挑戰，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2. 1-3 月季題：支取主供應，3 月份學習重點：聖靈是我們的保惠師，

凡事引導和提醒。 

3. 徐淑瑜姊妹的父親徐謙弟兄於 1 月 22 日主懷安息，安息聚會已於 2 月

16 日舉行，求主親自安慰各家人。 

4. 李翠琼姊妹的父親李河弟兄於 2 月 24 日主懷安息，請記念安息聚會的

安排，求主親自安慰各家人。 

三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3 葉國麟先生 蔡德俊 余德勤 李俊傑、王廣珍 

8/3 雷靜儀姑娘 蔡少鴻 范樂欣 李麗萍、黃啟靈 

15/3 伍德輝牧師 鄭禮豪 余德勤 黃世吉、林雅斯 

22/3 周婉珍姑娘 陳元輝 范樂欣 陳子健、郭嘉恩 

29/3 葉國麟先生 劉家強 劉曉恩 李耀文、湛美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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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28/3(六)下午四時有派福音單張，請肢體踴躍參加。 

2. 29/3「福音主日」，講員：陳子明傳道，求神使用他的信息。請肢體

踴躍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認識福音，得著主愛。 

3. 本堂會友以馬內利團契長者朱有姊妹做完通膽管手術，記念康復及

有適切的照顧。 

 

 

三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1/3 葉國麟先生 譚紹德 袁宏毅 林  榮、張佩玲、何恩奇、劉懿嫻、陳  彩、李綺雲 

8/3 鍾志球先生 岑沛亮 陳惠珠 何錦棠、楊  萍、梁雁娟、張寶兒、張詠思、黃雅麗 

15/3 賴瑞娟姑娘 何永超 周燕如 蔡日傑、胡美琪、陳秀霞、蔡禧恩、吳萼梟、岑翠賢 

22/3 陳帶娣姑娘 郭俊傑 李綺雲 莫瑋謙、廖秀卿、劉耀輝、蔡婉婷、陳海雅、林玉梅 

29/3 陳子明傳道 蔡文偉 袁宏毅 周國賢、何金蓮、楊少萍、李土蓮、李笑麗、江少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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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因為疫情評估，3 月 1 日仍是網上崇拜。之後會每星期作出評估，

然後在週初通告是否繼續網上崇拜。 

2. 以斯拉團契吳嘉瑩姊妹的媽媽發現腦部有腫瘤，記念手術後的康

復。 

3. 健膝操的方惠貞姊妹及朱惜琼姊妹早前相繼安息主懷，求主記念她

們家人的傷痛。 

4. 約瑟團契許愛鳳姊妹母親的喪禮於 3 月 7 日(六)上午 11 時在萬國殯

儀館 3 樓慈恩堂舉行。 

5. 繼續為疫情禱告，並同心抗疫。 

 

 

三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3 梁國強先生 賴姑娘 劉穎明 黃啟思、陳麗賢、林綺萌 

8/3 吳劍麗博士 楊偉山 劉穎明 黃啟思、楊振新、劉妍捷 

15/3 周素芬姑娘 邱靜安 羅肇恩 黃啟思、范嘉儀、鄭俊慧 

22/3 何子雄先生 黃俊杰 郭伊莉 黃啟思、梁錦安、冼穎恩 

29/3 梁國強先生 梁先生 朱寶瑤 黃啟思、凌詩茗、古燕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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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本年為堂會二十周年堂慶，堂慶感恩聚會原定於 26/4(日)舉行，因武

漢肺炎持續爆發，教會決定將延後在下半年才舉行，詳情將於日後

公佈。 

2. 3 月 15 日為福音主日，主題「So Far? 穌 Close!」，講員：李錦彬牧

師，將會以實時直播方式進行，與會者可在網頁上留言/留下聯絡，

作日後跟進。請努力邀請親友參加。 

3. 求主賜教會仍能彼此守望，適切地作出應變的安排，本著在靈裡仍

然合一的心，透過互聯網的崇拜、團契，成為彼此間的連繫，互相

關心。 

4. 雖然在疫情之下，生活都出現了不少限制，但是卻可以善用安靜的

時間，作有益身心靈的事情，多親近主，或者透過閱讀、禱告、關

心行動，更能夠成為生命裡一段蒙恩的日子，軟弱變作剛強，灰暗

化為光明。 

三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3 戴志遠先生 曹文康 張文珊 -- 

8/3 劉麗梅姑娘 高作雄 鍾詠珊 -- 

15/3 李錦彬牧師 劉安傑 梁淑恒 -- 

22/3 梁國強先生 黃遠訊 梁恩能 -- 

29/3 張國定博士 溫健輝 張文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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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福樂團吳奇花姊妹(哥轄團契吳國熹的媽媽)於 2 月 1 日早上安息主

懷，請記念喪禮的安排及求主安慰家人的心情。 

 

三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3 關惠如姑娘 張信言先生 林嘉雯 莊嘉城、文金英 

8/3 張信言先生 羅繼樂 李戀欣 梁敏聰、陳思汶 

15/3 鄭瑞邦先生 馮梓傑 簡佩汶 李秉禧、麥倪偲 

22/3 劉麗梅姑娘 洪  風 吳祉盈 吳炳林、梁寶蓮 

29/3 林慶榮長老 鄭瑞邦先生 林嘉雯 聶子聰、葉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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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由於疫情的影響，雅比斯、少年小組及挪亞小組所有聚會暫停，直

至另行通知。 

2. 原定 2-3 月主日學約書亞記及信徒造就將會取消。 

3. 「一杯涼水」第一期收到大約 200 隻口罩，感謝肢體的捐贈，讓堂

會於關愛行動中將「愛心禮物」贈送有需要的肢體及家庭；記念第

二期之關愛行動，讓更多未信主朋友及家庭受惠。 

4. 林婉貞姊妹於 24/1 安息主懷，安息禮已於 21/2(五)假九龍殯儀館 303

光大堂舉行，求主安慰家人的心情。 

 

三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3 林慶榮長老 黃炳霖 潘詠恩 潘耀華、關淑婷 

8/3 陳帶娣姑娘 陳家駿傳道 潘頌詩 林榮達、關彩汶 

15/3 梁秀霞姑娘 鄧思維 饒皓蓉 陳麗珍、許秀芬 

22/3 葉振璋先生 劉曙明 潘詠恩 鄭德智、陳麗華 

29/3 廖諾文先生 鄭志康 潘頌詩 莊詠華、鄒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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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因著疫情未減，暫停所有實體聚會至 3 月 15 日，3 月的主日午間聚

會暫緩。 

2. 3 月開始教會進行崇拜實時直播，早上 11:15 開始聚會，亦將崇拜錄

影保留至當天的晚上 10 時，請肢體按時參加網上崇拜。 

3. 3 月 29 日為差傳主日。 

4. 主日學錄影/錄音如常上載至教會網站，請肢體善用網上資源，研讀

神的話。 

5. 請肢體密切關注教會網站所發放的資訊。 

6. 鼓勵肢體善用祈禱之訊，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三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3 趙雁婷姑娘 梁鋕權 羅影儀 吳道道 

8/3 黃朱鳳美傳道 何廣達 王思婷 許清華 

15/3 林慶榮長老 譚海章 林嘉文 傅俊廷 

22/3 鄭志興長老 龔家毅 王思婷 何浩文 

29/3 張淑嫻傳道 區天勤 林嘉文 陳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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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原定 8/3 的祈禱主日和 29/3 的福音主日的安排將取消，改回平常主

日聚會，各位請備心出席。 

2. 請記念各肢體在疫情中能依靠主得平安力量面對；也鼓勵各肢體繼

續積極參予「愛中同行」計劃，在疫境中互相勉勵同行。 

 

三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3 黃鴻權先生 馬子堅 梁英儀 張世邦、張  俊 

8/3 蔡靜儀姑娘 黃先生 張映瀅 王楚欣、歐展翱 

15/3 蔡寶絲姑娘 謝世傑 梁思進 鄭  瀾、莫梓侖 

22/3 許桂華姑娘 成偉明 梁英儀 周詠琳、張  俊 

29/3 劉智明先生 吳卓寧 羅芷欣 羅嘉慧、歐展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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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崇拜聚會以實時直播方式舉行，各肢體可在家中透過網上結連，一

同參與敬拜！ 

2. 約拿單團契溫志文弟兄的母親文三妹女士於2月22日在親人陪伴下

離世，請記念家人的身心需要。 

3. 鼓勵各肢體彼此關顧，互相支援，特別留意在我們中間的長幼體弱

人士。願主的愛成為我們中間的力量。 

 

三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1/3 葉振璋先生 梁家幫 陳麗香 -- 

8/3 黃鴻權先生 譚錫雄 劉羨儀 -- 

15/3 張潔萍姑娘 王國良 李炎敏 -- 

22/3 周素芬姑娘 梁仲豪 陳麗香 -- 

29/3 劉慧文姑娘 張宗揚 張寶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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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慶榮長老 

書名：大閱讀家 (Lit! : A Christian Guide to Reading Books) 

作者：漢東尼 (Tony Reinke) 

出版：校園書房出版社（台北，2018 年 2 月初版，284 頁） 

簡介： 

現代人受到網絡影像化與速食文化的影

響，對閱讀提不起興趣，也會以沒時間作為推

搪的理由，但在方便的背後，人缺了從閱讀中

鍛練沉思默想的頭腦，只會有反射作用去從網

絡上尋找別人的看法，連查證也沒有便照單全

收。為了對屬靈真理有深刻的感受，我們必須

深刻思想。而為了能深刻思想，我們非得深入

閱讀。而要能深入閱讀，就一定要聚精會神，

不能草率倉促。如「蜜蜂若只輕觸花朵，是採

不到蜜的，必須持續在花朵上一陣子，才能將

花蜜吸出。湯瑪士．布魯克斯（Thomas Brooks，1608-1680）」 

本書分為兩大部份，首部是對閱讀的神學思索，使讀者能了解閱

讀在信仰中的屬靈意義，也使人對閱讀有更多投入的動力，並提醒人需

用禱告的靈來進入每一本書（不但基督教書籍，也包括非基督教的書籍）。

第二部份是對閱讀的實用建議，指導讀者如何選一本書，又如何讀一本

書，更如何建立讀書的習慣。當中有許多獨門而非常實用的技巧，不只

適用於個人，也同樣能幫助家庭與教會熟練閱讀。看過這本書便會明白：

只要有心，人人都是大閱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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