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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們的話 

《從疫症大流行看教會將來發展》—— 黃紹權牧師 

 

  2020 年是武漢新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的一年，

無論是自願抑或是逼於無奈，全世界大部份人口都只能夠留家防

疫。再加上一直查不到源頭所以然，眾科學家也無法了解疫症的起

因，要戰勝這場疫症，即或是流行病專家，都只能像瞎子摸象，各

有各做，各施各法。而社會各個階層亦立時被受牽連，很多店舖被

逼關門大吉，停工停職無日無之，而大大小小的日常社會活動也被

叫停，世界的鐘擺突然像停擺下來了。至於我們的教會聚會，皆因

是藉租賃社區中心作聚會點，應市政府政策，教會實體聚會也立時

要停止下來，教會也正式進入進一步虛擬運作，每周日以網絡播放

講道作為崇拜，而主日學及主日禱告會亦以視象形式作互動形式授

課。 

  其實，對於以馬內利而言，以網絡播放講道已經不是首次，但

每周如事卻是首次。回顧我們的網絡廣播歷史，可以追回到 2000

年的時候，因為我本身在香港的時侯就是做互聯網絡建設工作，因

此由最初做傳道工作的時候，就很希望利用這一項技術去開展更廣

闊的事奉空間。可是，我的想法一直都不為當時的教會領袖認同，

他們更認為這只是多此一舉，費時失事，但說穿了，其實是不想花

費在一些沒有製造直接利益的事物。於是乎，最後就由我自費去辦

吧！一辦就辦了多年，直至新教會領袖班子組成之後，教會才正式

承接一切經費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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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對網絡事工的睇法卻不單只是錄製和播放，我一直認

為網絡事工必須要走向全面虛擬化的運作。請首先明白一點，我所

指的並不是指教會不用再有實體聚會，實體教會仍然有其重要角

色，可是虛擬化會眾(Virtual Congregation)是把實體教會結合虛

擬空間的必然延伸——有著超越空間、時間和一貫性(continuity)

教會觀的發展。對前兩者是容易了解的，但最後一項有關超越一貫

性教會觀的發展，對於已經過了二千多年僵化的教會發展，與及已

被“洗腦 duped ”的信徒，要重新把教會結合虛擬媒體，大多是

反對或否定。 

  2020 年的大流行疫情，我認為是神對全世界尤其是今天教會

的一次徹底的拔根行動，把教會推進一個境地不得不再次反思“甚

麼是教會？”叫哪些仍然認為教會只是一群人在聚聚會，攪聯歡，

吹吹水（講東講西卻不講聖經真理），有時以唱詩歌作娛慶環節，

甚至大攪靈歌勁舞，緊接由一些口才了得的名嘴講員，講一些人喜

歡聽的說話，慕求最終可以把一切活動化成為收益（即今日常用詞

彚 monetization）。 

  弟兄姊妹，教會在過去二千多年所做的“收益化聖工”，我們

還做不夠多了嗎？教會如此糾纏下去還要走多少年呢？聖經的真理

已經被扭曲很多年了，神的名被教會污懱亦都很多個世紀了，我們

還看不準聽不清神現在所作出的警告嗎？ 

  自從信主和事奉神那一天開始，我已經從聖經中看見到教會是

“一群被神呼召出來去履行神差命的人”，這一群被神獨特揀選的

人——神的子民，他們不是為事工活動而存在，相反，事工活動是

為神子民要履行神差命的時候而應運而生。當神的子民處身不同環

境，不一樣的事工就會有不一樣的組成，而虛擬會眾的發展正是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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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紀及往後的發展，因為我們將來的生活模式結構將會有很不一

樣的組成，神的子民可能不能夠常在同一處，上班的時間也因工種

不同而變得很大的彈性，再加上地域的局限性，請看！上帝已經容

許了一個新媒體的發展，若果我們不再好好利用，並且反思和掌握

好聖經的真理，教會就只會隨著沒落的勢頭而墮落下去，更走樣。 

  弟兄姊妹，我們已走到一個可以充份給敵基督再臨的時代，黑

白已經顛倒至一個可怕的地步，昔日合道德的事都經常被視為不道

德，本是神的真理卻被視為假道學了。你和我需要進入全方位的屬

靈生活，可以讓我們在任何時間都可以在基督肢體中間得到支援，

好讓我們實踐主道，並且接觸更多依賴虛擬世界生活的群體，作見

證。組成虛擬會眾其實是未來教會的一條必須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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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會分享 (主席) 

《由 Dionne 五胞胎說起》—— 黎炳鍵弟兄 

 

  1934 年 5 月 28 日，安省北部城市北灣(North Bay)近交村落

Corbeil 附近，一個沒有自來水和供電的農舍內，Elzire Dionne 產

下五胞胎女兒。按出生次序，她們的名字是 Yvonne、Annette、C

écile、Émilie 和 Marie。由於是有記載以來首次人類五胞胎誕生，

加上她們較預產期早兩個月出生，消息很快被廣泛報導，在北美州

的有心人士和組織都主動提出物資和意見上的支援。 

  當時在芝加哥剛剛開始了世界博覽會，主事人遊說五胞胎的父

親 Oliva 容許女兒在博覽會展出。雖然 Dionne 夫婦亦同意，但卻

最後推翻了合約。事件觸動了當時安省省長 Mitchell Hepburn 的

神經，他以保護這五姊妹「生存」為由，於是立法(Dionne 

Quintuplets Guardianship Act) 由省政府福利局監護五胞胎至她

們滿十八歲為止，取締原先紅十字會兩年的監護權。 

  新法案辦法後，在五胞胎出生農舍的大路對面，政府築了一座

護理所來收留五胞胎和照顧她們的護士及員工。而接生五胞胎的

Allan Dafoe 醫生被安排為共同監護人之一。據記錄，Dafoe 醫生

往後將主要精力放在照顧五姊妹而很少辦理日常醫務。 

  Dionne 五胞胎旋即成為當時的熱話，各地人聞風而至來，當

中不乏各界名人，希望一睹這五胞胎的真面目。保守估算，每日在

名為 Quintland 的護理所鐵絲網外，輪候進入設有玻璃窗和簾幕觀

察台的人數達 3,000 人。根據後來在生三姊妹憶述，她們只聽到人

聲卻看不見他們。雖然觀看五胞胎無須入場費，但大量遊客令

Quintland 十哩範圍內的旅館爆滿，連帶餐廳和售賣五胞胎記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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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店也大收旺場。估計在 1934 至 1943 這幾年內，總共有三百

萬人次到訪 Quintland (取代 Niagara Falls 的加拿大第一景點地

位)，為北安省帶來 5 億加元(一說是 9 億)收益，但這並未包括五胞

胎從廣告、出訪、電影和各樣活動的收入。在上世紀 30 年代「大

蕭條」的環境下，這是任何政府也擋不住的誘惑。 

  經過了漫長的訴訟，Oliva 在 1943 年重新獲得五胞胎的監護

權。Dionne 一家搬進位於 Quintland 旁，為五胞胎成立的信托支

付興建的廿房間大宅。大宅設有電話、自來水和供電，在當時郊區

來說，這是「豪宅」級數的設施。Quintland 則改建為學校，讓五

胞胎和另外十名經過挑選的女童上課。然而，事情並不到此了結，

五姊妹仍然要為各式各樣活動穿州過省，加上出生後不久便跟父母

和其他兄弟姊妹分離，因此與他們的關係疏離。而且，重新與父母

同住後，受到他們在心靈和肉體上的侵犯。她們已沒法融入自己親

生家庭而得到大團圓結局。 

  當他們長大成人後，五姊妹便搬往滿地可定居，盼望可以重建

新生活，之後很少與父母聯絡。不幸地，五胞胎中立志要成為修女

的老四 Émilie 癲癇發作時意外窒息而死，死時只有 20 歲。老大

Yvonne 和老五 Marie 分別於 2001 年及 1970 年逝世。剩下老二

Annette 和老三 Cécile 雖然在 1998 年各獲安省政府一百萬元賠

償，但生活並不因此而富裕。 

  一切的掌權者都是代表上帝在地上賞善罰惡(羅 13:3-4)，所以

掌權者的權力不是與生俱來，他們的身份是上帝付予；故此，他們

的權力亦都是由上帝所委託(羅 13:6) 。所以要衡量領袖的好與壞是

要依據他們有沒有秉行公義公平來賞善罰惡。墮落後的人類充滿貪

婪和自私，在不完美的社會，不公道的事會無可避免地以不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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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Dionne 五胞胎的遭遇反映出有權力的領袖只單憑一己的判

斷、經濟的利益和迎合群眾的喜好破壞了賞善罰惡的基礎。2020

年，全球因冠狀病毒病所影響，各地政府推出不同的應變措施來面

對疫情，至今全人類仍在困難之中。這些應變措施，有多少是必

要，又有多少只是為一時之便，甚至是另有目的呢？基督的信徒同

樣身受其害，但更要提醒自己不要隨便跟隨主流，或聽從名人的指

揮，而是必須認清楚掌權者的本質並辨明他們處理公共事務的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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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核數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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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教會主題 Church Theme： 

“活在耶和華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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