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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讓我和許多敞開的門同工
百感交集。這一天是基督榮耀的
復活日，基督徒會想起我們與父神
在天上的永生盼望。然而過去幾
年，復活節已成為攻擊基督徒的
標誌性時期。在過去五年的復活
節期間，針對多國基督徒群體進
行的炸彈襲擊就有四次之多（詳情
參閱第10頁）。

但是，正如我們在復活節所看到的
那樣，肉體的死亡或痛苦並不是終
結。它不是耶穌的終結，也不會是
受逼迫教會的終結。事實上，它是
我們在生命中體驗主的良善和力
量的先驅。

受逼迫教會的苦難是鮮明和必要
的，因為它喚起我們去思想耶穌在
前往各各他路上的苦難。同樣，他
們的復原也彰顯了神對子民的愛
和力量，就像祂把愛子耶穌從死後
三天復活一樣。

願我們記念受逼迫的弟兄姊妹，
他們與我們有同一信仰，但並不
一定有我們的自由。一些人每天都
面對被襲擊的危險，而不僅僅是在
復活節或聖誕節。在主再來的那日
之前，作為基督的一個教會，神的
一個家庭，就讓我們並肩站立，和
諧地向神獻上我們完美的敬拜。

斯里蘭卡錫安教堂去年復活節主日遭炸彈襲擊，教堂正進行修復，
目前暫時在社區中心舉行主日崇拜。

尼日利亞婦女的

雙重逼迫

呂基雅和女兒都因信仰和性別而受雙重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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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村莊的房子都著火了！」呂基
雅的鄰居衝進了她的家，大聲喊道。
她跑了出去。火焰吞噬了鄰近的村
莊，煙霧彌漫在空氣中。她沒有多少
時間，她的村莊將會是下一個。

博科聖地的士兵正要攻擊。

呂基雅知道激進的博科聖地極端分
子給尼日利亞北部的基督徒社區帶

呂基雅在她的村莊遭受殘酷襲
擊後倖存下來。但作為一個有
三個孩子的寡婦，在尼日利亞一
個傳統村莊，她面臨著養活家
人的艱巨任務。像呂基雅這樣的
女性，由於性別和信仰而倍受逼
迫。但是通過你的支持，教會正
在播下希望、醫治和新生命的種
子。

來的危險。她知道作為一個女人，她
可能會被挑出來施暴。在這樣的村
莊襲擊，士兵綁架女孩，强姦婦女，
破壞生計，燒毀房屋。

村莊著火了
呂基雅帶著三個孩子，跑過她家外面
的岩石地帶。警察局已經被燒毀了。
於是，一家人躲在村裡的小學。她
說：「子彈不斷從我們頭頂飛過。」

到了深夜，呂基雅和她的孩子到了下
一個城鎮，找到了避難所。他們離開

基督教聖經在北韓是一本非法的書。凡被
抓到擁有此書的人都受到嚴重懲罰。

「我受了很大的創傷；
我丈夫走了，博科聖地
佔領了我們的村莊。除
了身上的衣服，我們一

無所有。」

了兩個月才安全返回。但此時，她已
經失去了一切。

就在襲擊發生前一個月，呂基雅的
丈夫生病突然死亡。她仍在悲痛，不
知道自己將如何獨自養家糊口。

「我受了很大的創傷」
她捏著眼睛忍住眼淚，在痛苦中停
了下來說：「我回來的時候並不容
易。我是個寡婦，有三個孩子，這不
容易。」

「我受了很大的創傷；我丈夫走了，
博科聖地佔領了我們的村莊。除了
身上的衣服，我們一無所有。」

她所能做的就是從廢墟中撿出幾塊
稍大的燒焦了呈波紋的金屬塊，做
了一個小小的遮蔽所。

此後不久，敞門的門同工探訪了這個

悲傷的社區，開始了為呂基雅和她的
鄰居們進行漫長的康復之旅。

她說：「你是來援救我的。首先，藉著
你們的創傷治療，我發現我的創傷就
像一個需要癒合的傷口，傷疤將永遠
存在，但傷口會好起來的。」

希望與醫治
感謝你，在你的支持下，敞開的門能
夠幫助呂基雅克服所受的創傷，重
建生命並謀生。由於有你這樣的支持
者，敞開的門能够提供小額貸款，幫
助呂基雅購買兩隻母山羊。每隻山羊
每季度都會生產兩隻小山羊。每當呂
基雅有需要時，她會賣掉其中一隻山
羊。有時是為了給孩子支付學費，有
時是為了食物、莊稼或衣服。

她說：「是你們給我帶來了希望和醫
治。從那時起，神一直是我的父親，
我的丈夫，我的一切。這一切使我比
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靠近神。老實說，
如果沒有得到貸款飼養這些山羊，我
不知道該怎麼辦。」

加倍脆弱
今天，像呂基雅這樣的基督徒婦女是
加倍脆弱的：她們的「性別和信仰」
是攻擊目標。她們被挑出來施暴，然
後面臨社會排斥，導致創傷和貧困。

在耶穌時代，婦女的社會地位低下，
就像當今世界許多地方一樣。但耶穌
對待婦女的方式有所不同，祂超越了
社會的判斷，給予她們尊嚴和榮譽。
當耶穌從死裡復活時，祂首先向抹大
拉的馬利亞顯現。約翰福音20:18告
訴我們：抹大拉的馬利亞去告訴門徒
說：「我已經看見了主。」

「是你們給我
帶來了希望和醫
治…這一切使我
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靠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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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尼日利亞的寡婦和
其他基督徒帶來實際
的幫助，以及靈性和情
感上的醫治。

請即捐獻

每170港元可以為寡婦提
供貸款，用以購買農作物
種子和其他農業設備，使
她能够自給自足。

每540港元可以為一名遭
受逼迫的尼日利亞婦女提
供即時的創傷護理。

請立即行動：登入
www.opendoors.org.hk

我看見你
受逼迫的婦女往往是隱藏的，她們的
痛苦沒有被看見。正如抹大拉的馬利亞
在第一個復活節看見主一樣，主也看見
了今天遭受逼迫的婦女的苦難。耶穌
看見痛苦，並用愛來取代它：在復活節
和每一天。今年復活節，當我們慶祝主
的復活時，我們有機會「看見」遭受苦
難的姊妹，並在她們的生活中播下希望
的種子。

呂基雅已經開始了漫長的康復之旅，許
多人與她一樣，都面臨著同樣的艱難歷
程。有了你的支持和祈禱，她們就不必
獨自踏上旅程，沒有希望。

呂基雅（Rikiya）的名字意思是「被神尊
貴的」。神正在使用呂基雅在世界各地
的家人的支持和祈禱，來實現這一承
諾。

呂基雅說：「我（從創傷中）痊癒了，我總
是告訴人們是你們給我治癒。謝謝。」

因敞開的門支持者， 呂基雅能夠供養她的三個孩子

澤哥拉的寡婦
尼日利亞的澤哥拉村遭到伊斯蘭恐怖組織博科聖地的三次襲擊，一次
是2014年，第二次是2015年，第三次是2017年；每次都留下燒毀的房
屋、綁架、損失和痛苦的痕跡。

這個村莊位於峽谷和綿延起伏的山丘之間，是一個偏遠而脆弱的襲擊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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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在
第一次襲擊
中喪生。」

在午後陽光下，我們和這個老寡婦坐
在她的家門前。在這個村莊，她經歷
了三次博科聖地的襲擊。

第一次襲擊，博科聖地在夜間前來，點
名叫出村民。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從哪
裡得到這些名字的，他們用這種看似
友善的策略，把村民從家中引出來。

嘉德說：「我出去之前，（襲擊者）推我
丈夫並把他鎖在房間裡。我不停地大
喊大叫，他們也不停地大喊大叫。」

在騷亂中，嘉德找到一個逃跑的機
會，就在黑暗中從襲擊者中間溜走。

但是當她躲藏的時候，博科聖地放火
燒了她的房子，她的丈夫也在裡面。

嘉德告訴我們更多關於她的生活，以
及她因創傷而面臨的困境。她的雙手
一直交叉著。由於多年在尼日利亞的
土地上耕作，這雙手結實粗糙。當我
們一起祈禱時，她伸出這雙異常溫暖
的手來握住我們的手。

她淚流滿臉地說：「下午，我很正常，
也很快樂，但當夜幕降臨，我想起我
丈夫的遭遇，我就開始哭泣。」

嘉德在她的村莊裡參加敞開的門的
創傷輔導課。她說：「有一個女人每
個星期天都會來，她甚至明天也會
來。所有丈夫被殺的寡婦會一起讀聖
經，一起祈禱。創傷治療確實幫助了
我們。」

尼日利亞的文化與生存息息相關，作
為一個老寡婦，嘉德的需要很大，她
正在竭盡全力維持生計。「我還是去
耕作養活自己，但得到的卻很少。當
我繼續耕作養活自己時，請祈求神會
幫助我。」

澤哥拉是敞開的門的綜合方案的受助地區
之一，該方案在受博科聖地和其他暴力影
響的10個尼日利亞社區中發起，目的是通
過以下方式幫助他們重建家園和生活：

•	門徒訓練：發聲、書籍、
領導力訓練、為逼迫作準
備、青年和兒童活動

•	創傷治療：創傷輔導培訓
和創傷支援小組

•	創收項目：職業和技能培
訓，以及對弱勢青年和兒
童的商業贈款

•	提供生活服務：清潔水
井、修復學校、診所、教堂
和住房

嘉德

「我丈夫在第二次襲擊中喪生。他們
從橋上過來。我們坐在家門口。」

博科聖地出乎意料地佔領了這個村
莊。在維多利亞和她的丈夫做出反應
之前，二人已被包圍。身穿士兵制服
的極端分子把她的丈夫帶到路邊。維
多利亞大聲求饒，但他們把她推開，
殺了她的丈夫。她所能做的就是躺在
他身旁哭泣。

維多利亞說：「這是如此困難，我和
孩子們一起受苦⋯你無法停止回憶
並感受到痛苦。」

維多利亞說，由敞開的門支持的創傷
輔導對她的康復非常重要。

然而，在尼日利亞沒有丈夫的生活實
在困難。她補充道：「內心的痛苦無
法就這樣離去。有時，你只記得所有
的悲慘事件，當沒有食物或學費的事
情來到時，我會感到痛苦。」

但維多利亞對神的盼望依然堅定。她
抬起頭，停頓了一下，說她所有的力
量都來自神。「我相信，如果我向神
委身和順服，祂會在我所做的一切中
幫助我。」

維
多
利
亞

「當他們來的時候，我們逃命。」

桃麗絲和她的丈夫都朝灌木叢跑
去，但她的丈夫走了另一條路。桃麗
絲向他喊道：「跟我來，這邊！」不一
會兒，她聽到了殺死她丈夫的槍聲。

她說：「當他們向他開槍時，他摔倒
在地，他掙扎著，滾了兩下才放棄。」

桃麗絲不得不為自己的性命繼續奔
跑。她再也沒見過她的丈夫。後來，
她聽說有些村民把他埋了。她朝著村
郊的岩石望去，說：「他有一個墳墓，
就埋在灌木叢裡，但我不知道確切的
位置。」

他們在第三次襲擊中殺了他。桃麗絲
補充道：「我是如此的痛苦。我迷失
了方向⋯如果我告訴你我可以忘記
這種痛苦，我是在騙你。這是我不能
忘記的事情。」

要從這樣創傷事件中康復是一段漫
長的旅程，但桃麗絲說：「當我在（創
傷輔導）課堂時，我感到更加堅強，
教導是如此令人鼓舞。」

桃
麗
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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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復活節的代價

埃及基督徒薩米哈的臉部在炸彈襲擊中受嚴重傷害

我們可以向那些在復活節遭受襲擊的人學習的教訓

在世界各地，受逼迫的教會與我們有同一信仰，但並不一定有我們的自由。在
許多地方，當基督徒聚集慶祝復活節，紀念耶穌的死和復活時，他們的敬拜越
來越成為反對耶穌的人的標誌性攻擊目標。

然而，正如復活節提醒我們的那樣，充滿悲痛的時刻並不是基督徒的終結。在
毀滅甚至死亡之中，我們在基督裡的生命帶來了新盼望和新生命。當信徒們
在復活節襲擊的餘波中掙扎時，他們勇敢的信心將我們指向耶穌。

2015年復活節主日，極端組織青
年黨襲擊了肯尼亞加里薩大學，他
們特別針對基督徒。143名學生喪
生。

當極端分子襲擊時，瑞潔正參加晨
禱。儘管這次襲擊使她遭受了永久
性的傷害，但瑞潔在痛苦中看見
神，在祂的應許中找到了安慰。

她說：「藉著信心，我得以繼續前
進，並明白神以某種方式在其中。
即使那天我躺在地上以為會死，我
也知道神會拯救我的靈魂，如果是
這樣，我將逃離在地上的苦難。」

世上的苦難不是終結
—	2015年復活節主日	|	肯尼亞

當許多家庭在拉合爾公園慶祝復
活節時，極端分子引爆了一枚炸
彈。75人喪生，其中29人是兒童。
一位兩個孩子的基督徒母親說：	
「我們慶祝復活節，知道自殺式炸
彈襲擊者隨時會來攻襲並破壞我
們的聚會、崇拜和祈禱。然後我想
『真的會被破壞嗎？還是我會被送
去完全敬拜的地方？』」

無論世間的結局如何，我們都知道
神已經贏得了這場爭戰，所有的榮
耀、尊崇和讚美都屬於祂。儘管我
們在地上的生命可能會結束，但我
們的敬拜永遠不會結束。

勝利屬於神
—	2016年復活節主日	|	巴基斯坦

「我們慶祝復活節，知道自殺式炸彈襲擊者隨時會來
攻襲並破壞我們的聚會、崇拜和祈禱。然後我想『真的
會被破壞嗎？還是我會被送去完全敬拜的地方？』」

－巴基斯坦基督徒，兩個孩子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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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復活節遭炸彈襲擊的斯里蘭卡錫安教堂

2016年12月11日，開羅兩座教堂遭
炸彈襲擊，至少26人死亡。幾個月
後，於2017年棕枝主日，極端分子
襲擊了北部的兩座教堂，40多人喪
生，100多人受傷。

薩米哈（化名）於2016年12月11日
在聖彼得教堂參加早晨崇拜，一名
極端分子進入大樓並引爆了炸彈。
薩米哈的臉部嚴重受傷並接受了多
次手術。她更深入地研讀聖經，尋
求神的心意。她發現的令人驚訝：
沒有憤怒，沒有苦澀，沒有怨恨；
相反的，是恩典。

她說：「現在，如果我遇見襲擊者
的家人，我唯一要問的就是：你認
識耶穌嗎？」

神的恩典戰勝憤怒
—	2016年12月11日、2017年棕枝	
主日	|	埃及	 斯里蘭卡的爆炸事件是歷史上最

嚴重的復活節襲擊之一。在復活節
崇拜期間發生的襲擊，有3座教堂
和3家旅館成為目標，造成259人死
亡。

襲擊發生時，克麗珊蒂正在該國東
部的錫安教堂參加崇拜。在爆炸
前，她丈夫與極端分子對峙時被
殺。儘管她很痛苦，但她相信神在
一切事情上都為她作工，知道祂為
我們所有人都有了計劃。

她說：「沒有一件事情的發生是神
不知道的。我知道神就是愛。」

神總是掌管一切
—	2019年復活節主日	|	斯里蘭卡

這是
各各
他的
恩典

這是各各他的恩典
從祂的傷痕就可以看到
看，主耶穌為你擔負了這些困難

寶血無價
一直湧流
祂付重價
讓你寶貴

這是各各他的恩典

麗蓓嘉和黛比一家人失去了很多，但他們仍充滿主的喜樂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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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2019年復活節主日爆炸案
的襲擊目標是3家旅館和3座教堂的
基督徒。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奪走了
350人的生命，其中包括襲擊發生地
錫安教堂的主日學老師韋莉尼、她
的丈夫和她的14個主日學生。

這些襲擊是受伊斯蘭國啟發的，在
一個以佛教為主的國家突然發生，
是許多人想不到的。但敞開的門此
前曾報導過亞洲極端主義襲擊事件
的增加，以及對基督徒和其他少數
群體的威脅。

韋莉尼5歲的女兒黛比和妹妹麗蓓
嘉在襲擊中受重傷。她們的身體將
繼續提醒人們那可怕的一天。

黛比幾個月前才能夠自己走路，她
的雙眼已失去了視力。

當襲擊者引爆背包的炸彈時，24歲
的麗蓓嘉就在附近。她的左臉三級
燒傷，左臂仍纏著繃帶，頭頂的頭
髮留有很大的缺口。「我只記得火，
到處都是火。」

各各他的恩典
復活節那天早上，韋莉尼叫醒麗蓓
嘉一起祈禱，因為她們第二天要唱
一首歌：Kalvariyin Karunai Ithae《這
是各各他的恩典》。

這首歌繼續被這個忠心的家庭所頌
唱，他們在一天之內失去了很多，
但他們對基督的委身從未動搖。

年輕的黛比已經成為家庭中年長成
員的安慰和鼓勵的源泉。當他們傷
心的時候，她會去提醒他們：「你為
什麼哭？我們的親人在天堂。」

黛比和麗蓓嘉的故事無疑證明了神
的愛能戰勝可怕的逼迫和悲劇。藉
著她們倖存的家人和教會，以及世
界各地廣泛的基督徒家人的支持和
祈禱，她們的希望得以保存。

感謝你們的支持，敞開的門能夠
通過牧者探訪、護理包裹和實際支
持，與斯里蘭卡的巴提卡洛阿城的
錫安教堂爆炸事件影響的家庭站在
一起。我們的團隊將隨時隨地為麗
蓓嘉和黛比的家庭提供幫助。

黛比和麗蓓嘉的故事無疑
證明了神的愛能戰勝可怕
的逼迫和悲劇。

呂基雅的丈夫過世一個月後，博科
聖地襲擊了她的村莊。她無奈地
帶著三個孩子逃到下一個城鎮避
難。他們在那裡呆了兩個月。回去
時，她發現他們已失去了一切。

「我受了很大的創傷；我丈夫走
了，博科聖地佔領了我們的村莊。
除了身上的衣服，我們一無所有。」

此後不久，敞門的門同工探訪了
這個悲傷的社區，開始了為呂基雅
和她的鄰居們進行漫長的康復之
旅。

寫信鼓勵受逼迫基督徒

寫作指南
•	圖畫、圖片、明信片最合適。
•	在書信中寫一兩節聖經經文。
•	請用英文/中文書寫200字以下的書
信。

•	請勿專注於收信人的苦難，也不要
對自己生活處境中的福分著墨太
多。

•	請勿在信中批評某國的宗教或宗教

極端主義者、當局、司法體系或政
治領袖。

•	請勿在文字中提到敞開的門。
•	你可以提到自己的名字（而非姓
氏）、職業和所駐國，請不要透露自
己的地址。

•	請不要寄送「金錢」，或對其「提出
建議」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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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你的信件於2020年6月30日前，寄送至：
敞開的門香港

香港，旺角郵政局，信箱78516號	|	台灣，23499	永和郵局，44號信箱

呂基雅（Rikiya）的名字意思是「被神尊貴的」。你的支持、禱
告和鼓勵信息可以讓呂基雅知道，她的確被神和世界各地的弟
兄姊妹視為尊貴。



官方網站
我們是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

敞開的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旺角郵政局，信箱78516號	
台灣，23499	永和郵局，44號信箱
+852 3525 0820 • +886 905914770
enquiryhk@od.org • www.opendoors.org.hk

@opendoorshk +852 5608 8729 敞開的門OpenDoors

你是名北韓人
你發現了父母的秘密聖經

你有兩個選擇
背叛你的爸媽，舉報
他們，看他們被送到
勞改營

聆聽他們的故事，相信
耶穌，準備為你的信仰
而死

「我受了很大的創傷；我丈夫走了，博科
聖地佔領了我們的村莊。除了身上的衣
服，我們一無所有。」

身為一名基督徒，她是極端分子的目標。
身為一名寡婦，她面對社會排斥。身為一
名母親，她必須供養她的孩子。

但她的主內家人幫了她。「你是來援救我
的…是你們給我帶來了希望和醫治。」

呂基雅已經開始了漫長的康復之旅，許
多尼日利亞基督徒與她一樣，都面臨著
同樣的艱難歷程。

有了你的支持和祈禱，她們不必獨
自踏上旅程，沒有希望。

每170港元可以為寡婦提供貸款，
用以購買農作物種子和其他農業
設備，使她能够自給自足。

每540港元可以為一名遭受逼迫
的尼日利亞婦女提供創傷護理。

請即捐獻：登入	
www.opendoors.org.hk

谢谢你！

為尼日利亞
基督徒帶來
幫助和醫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