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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live in cataclysmic times, an age of fast development and

drastic changes happening before our eyes. The beginning of

2020 brought the whole world into a crisis in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pandemic. Everyone, old and young, is in this together.

We found ourselves in uncharted situations whereby people are

quickly getting sick and dying, losing jobs and income with no

way of knowing when normal life will return. Across the world,

shops, restaurants, theatres, gyms, sports centers, cinemas,

entertainment parks, and even libraries were all closed. The world

has come to a halt. What lessons can we learn and what is God

teaching us in these critical times?

In Tsuen Wan church, we have been preaching on two themes:

The Book of Proverbs and the End Times in the teaching of Jesus.

We need to be wise Christians who understand the times we are in

so as to shine ever brighter as we move closer to the last days.

“The fear of  Yahweh” is a major theme of Proverbs. This phrase

occurs 16 times with an even spread throughout the entire book of

Proverbs (Pro 1:7, 29; 2:5; 3:7; 8:13; 9:10; 10:27; 14:26, 27; 15:16,

33; 16:6; 19:23; 22:4; 23:17; 24:21). We need to fear God as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In contrast, the fear of man (Pro 29:25)

brings a snare causing many Christians to become lazy and

unfruitful. The path of a lazy Christian ends up in outer darkness

with weep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Mat 25:30). How do we

overcome our procrastination and laziness? Proverbs 6:6  “Go to

the ant, you sluggard; consider its ways and be wise!  Really?  They

are small insects that can be destroyed by our little  fingers in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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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a second. Do ants have wisdom? What can ants teach us?

Since October, 2019, our Tsuen Wan church has been learning

wisdom from the ants. While the whole world is locked down, we

have been working diligently like ‘ants’ writing articles to share our

testimonies during the crisis of COVID-19. 

We learned the following 3 qualities from the ants:

1. The self-starter quality in teamwork

Proverbs 6:7 “An ant has no commander, no overseer or

ruler.”

It is human nature to procrastinate leading many Christians to a

state of spiritual apathy. We cried out to God to set us on fire for

Him. God’s fire motivated our church brethren to take initiative

to work hard for Him in producing this book. As  pastors in the

church, we witness God’s transforming power in the lives of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s they become motivated with love to

write their sharing. We have become self-starters with self-

discipline to accomplish this great task for God.

When we introduced the book project idea in October 2019,

we faced many difficulties that needed to overcome. We cried

out to Yahweh God and miraculously, God brought our

Homemakers to build bridges to motivate the whole church to

accomplish this task in 8 months. In the world of ants, no

hurdles are too high to over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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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many of us are not authors or writers, we made no

excuses but moved forward “together” as a team.  We cannot

do this alone on our own. Ants have the “can-do” attitude

because they know how to build bridges to overcome all

obstacles that keep blocking their way. This is why they are

unstoppable. Too many Christians get stuck in the slightest

problems making them lazy and unfruitful.

2. Knowing The Time

Proverbs 6:8 “the ant stores its provisions in summer and

gathers its food at harvest.”

Ants know how to read times. They work during the summer to

gather food for the winter. Without storing food in the summer,

they will die in the long cold winter.  In shepherding the

church, we often pray to God that we Christians must be men

who understand the times and know what course of action the

church needs to take, just as this was true for the tribe of

Issachar and knew what Israel should do in their times (1Chron

12:32).

COVID-19 teaches us that we are drawing nearer and nearer to

the day of Yahweh. This awakens our church to earnestly look

forward to the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Time is running out

quickly like sand slipping through our fingers. We have no time

to waste. We must be wise and not be fools, redeeming the

time because the days are evil (Eph 5:15-16).  Colossians 4:5

also teaches us to walk in wisdom, redeeming the time.  In

God’s word, redeeming the time is related to wisdom. Let us 

PREFACE

9



live each moment that glorifies God. Pro 27:1, "Do not boast

about tomorrow , for you do not know what a day may bring

forth ."

The clock is ticking away. How are you using your remaining

time for God?

3. Humility

Proverbs 30:25, “Ants are creatures of little strength, yet they
store up their food in the summer.”

Our Tsuen Wan church is small and of little strength. We know

our limitations. We are not supermen. We are lowly people. We

learn lessons of true humility before God when we are

teachable.

We are learning from the small ants who weigh so little, yet

they can carry burdens up to 50 times their weight. We truly

need one another to accomplish this great task for God.

Behind each article is a team of writers and editors spending

hours of work to complete the final draft. It has been a

humbling experience as God teaches us how to make the

other person strong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is book. In

humility, we count others 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ourselves

(Phil 2:3).

We are learning from David, the King of Israel, who

accomplished great things for God yet he sees himself as a

“worm” (Psalm 22:6). We learn from Moses who is the meekest

man up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Num 12:3). We follow our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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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who set the example before us: “Learn from me, for I am

meek and lowly in heart.” (Mat 11:29)

We want to thank our reader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read this book.

We pray that God encourages you to learn from the ants and be

wise. Ants are one of the most insignificant insects on this planet

because of their size, yet they build big ant colonies and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ir society. Let us join hands to be

humble “spiritual ants” to advance God’s great Kingdom.

Please share this book with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May Yahweh God be pleased to use unworthy people like us to

bring the God's important messages to the world.

Rosa & Raymond

June 10, 2020

PREFACE

11



我們正活在災難時期，世界迅速地在我們眼前轉變。2020年初，新
冠肺炎（COVID-19）的爆發使整個世界陷⼊危機。不論男⼥⽼
少，每個⼈都在  "⽔深⽕熱"  中。 我們突然處⾝於未知的情況下，
⼈們迅速患病、垂死，或失業，感到無奈無助，卻無法知道什麼時

候才能恢復正常⽣活。世界各地相繼封城，商店、飯館、戲院、公

園、體育館，就連圖書館都得關⾨。 世界陷⼊了停頓中。 在這關鍵
時刻，神要教我們什麼屬靈功課？

在荃灣教會，我們近年正進⾏兩個主題的講道系列：箴⾔和耶穌教

導的末⽇預⾔。我們要成為⼀個明智的基督徒，以致在越接近末世

的⽇⼦更為神發光。

"敬畏雅偉" 是箴⾔的主題，共⽤了16次，且均勻地分佈在整本箴⾔
書中（箴1:7,29; 2:5; 3:7; 8:13; 9:10; 10:27; 14:26,27; 15:16,33;
16:6; 19:23; 22:4; 23:17; 24:21）。 相⽐之下，對⼈的畏懼 (怕⼈)
是⼀個網羅，使許多基督徒變得閒懶不結果⼦。懶惰的基督徒之結

局只會是落在外⾯的⿊暗裡哀哭切⿒（太25:30）。 我們能如何克
服拖延和懶惰呢？

懶惰人哪，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智慧。(箴6:6)

真的嗎？我們⽤⼩⼿指就可以⽴刻按死這⼩昆蟲。螞蟻真的有智慧?  
螞蟻可以教我們什麼？

⾃2019年10⽉的⼋個⽉以來，荃灣教會⼀起從螞蟻的動作學習如何
得智慧。當整個世界在新冠肺炎期間進⾏城巿封鎖的時候，我們就

像“螞蟻”⼀樣勤奮努⼒地寫作⽂章與您分享⾒證信息。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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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螞蟻⾝上學到以下三種素質：

1. 團隊合作的⾃發主動素質 (Self Starter)

螞蟻沒有元帥，沒有官長，沒有君王。(箴6:7)

拖延，可能是⼈類的天性，導致屬靈懈怠的狀態。神的靈⽕激發

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們主動為神努⼒，共同合作寫了這本書。

作為教會的牧師，我們⾒證了神在弟兄姐妹們⾝上更新改變的⼤

能，使他們充滿愛和動⼒寫下⾒證分享。我們學懂⾃發和⾃律地

為神完成這項服侍。

當我們在2019年10⽉提出這書籍項⽬的構想時，確實有重重的
困難需要⼀⼀克服。我們向雅偉神呼求，奇蹟地，神帶領我們的

⿑家會發揮了作橋樑的作⽤，激勵整體教會在8個⽉內完成寫作
的使命。在螞蟻世界裡⾯，沒有任何困難太巨⼤的。

儘管我們當中沒有多少有寫作經驗，但作為⼀個團隊，我們沒找

藉⼝，並決⼼共同前進 、同⼼完成神給我們這個任務。 螞蟻具
備⼀個特別的"積極"(can-do)態度，它們從不因障礙⽽停頓，總
懂得架橋鋪路克服任何阻礙。

2. 知道時間

尚且在夏天預備食物，在收割時聚斂糧食。(箴6:8)

螞蟻知道⾃⼰的時間，它們會在夏天勤奮⼯作，為冬天儲蓄⻝

物。如果沒有在夏天儲備⻝物，它們將會在漫⻑的寒冷下死亡。

作為教會的牧師，我們經常向神祈禱，基督徒必須掌握時代現

象，並懂得採取屬靈進⼀步的適當⾏動，就像 “以薩迦⽀派，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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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以⾊列⼈當怎樣⾏⼀樣。以薩迦⽀派，有⼆百族⻑都通達時

務，知道以⾊列⼈所當⾏的；他們族弟兄都聽從他們的命令。”
（歷上12:32）。

新冠肺炎讓我們知道，我們距離雅偉偉⼤⽽可畏的⽇⼦越來越

近。這喚醒了我們教會，要熱切期待主耶穌基督的來臨。時間就

像沙⼦從指頭流⾛般不斷流逝。我們再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你們要謹慎⾏事，不要像愚昧⼈，當像智慧⼈。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弗5:15-16）。歌羅西書4:5也教導我們
要有智慧⾏事，贖回時間。在神的話語裡，時間是與智慧是有關

連的，教我們如何在每時刻榮耀神。"不要為明⽇⾃誇，因為今
天要發⽣甚麼事，你尚且不知道。" (箴 27:1)

時間在流逝!  您餘下的⼈⽣如何為神⽽活？

3. 學習謙卑

螞蟻是微小的昆蟲，卻能在夏天預備糧食。(箴30:25)

荃灣教會的⼈數不多且⼒量微⼩。我們知道⾃⼰的不⾜。我們不

是超⼈。我們只是卑微的⼈。我們在神⾯前求⼀顆受教的⼼，學

習謙卑等候的功課。  

我們向微⼩的螞蟻學習，它們雖然弱⼩，卻能擔起⽐⾃⼰體重

50倍的的東西。我們確實需要彼此配搭為神完成這項任務。每
篇⽂章的背後都是⼀個個作者和編輯組成的團隊，他們花費⼤量

時間來完成最終的定稿。在學習謙卑的過程，神透過寫作教導我

們如何彼此建⽴，使對⽅在靈內更加強壯。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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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向以⾊列王⼤衛學習，他為神成就了⼤事，但卻把⾃⼰視

為“蟲”（詩22:6）。我們要向摩西學習，他是世上最謙和的⼈
（⺠12:3）。我們跟隨主耶穌榜樣，他說：“我⼼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學我的樣式。”（太11:29）

在此，要感謝每⼀個讀者，祈求神⿎勵您也向螞蟻學習，並能成為

聰明的屬靈⼈。螞蟻體型是微⼩，地球上最微不⾜道的昆蟲之⼀，

但它們卻建⽴出巨⼤的螞蟻群體，並為其群體做出了重要貢獻。 讓
我們攜⼿成為謙卑的“屬靈蟻⼈”，⼀起推展神的國度。

請與您的家⼈、朋友和同事分享這本書。

 
願雅偉神樂意使⽤像我們這樣微不⾜道的⼈，將神的信息傳遍世

界。

Rosa & 孫雷

June 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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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們不可以做懶惰⼈，要像

螞蟻⼀樣勤勞，夏天預備⻝

物，冬天的儲糧就可以⽤。

因為聖經說：螞蟻雖然微⼩

但勤⼒，所以我們要做蟻

⼈。

01 做蟻⼈ Dorcas & Ra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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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天氣轉寒了，冷⾵颼颼的吹，⼯作的地⽅有隻⼩⿃的⽻翼和下

腹意外被膠⽔黏住了，牠只得呆呆地動也不動，穿著厚⽑⾐的我把

瑟瑟發抖的牠包覆在掌⼼，⼩⼩的、熱呼呼的，很溫暖。⼀⼿圈著

牠的頭，⼀⼿輕柔的⽤清潔⽤品搓開牠藏在腋下⼀根根⽻⽑。這顫

抖的⾝軀，怎麼這麼無助呢？⼩⿃啊⼩⿃，你要捱過去，你要好起

來⾶啊！⽽牠卻總是閉著眼，顫動著⾝⼦不回答我。我看了照在暖

燈下的牠許久，我們努⼒地去珍惜這個⽣命，⽽我們珍惜我們的⽣

命嗎？⾺太福⾳   6:26  「你們看那天上的⾶⿃，也不種，也不收，
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的天⽗尚且養活牠。你們不⽐⾶⿃貴重得多

嗎？」，神視我們的⽣命⽐那⼩⿃貴重太多了，我們有好好⽤我們

的⽣命嗎？

你認為怎樣才是有意義的⽣命？

我們出⼿介⼊了⼩⿃的⽣命，令牠獲得重⽣，你的⽣命有沒有好好

⽤來建⽴其他⼈的⽣命？在某⼀個夏天裡，我與⼤學⼀起奮戰了沙

場四年的戰友吵了⼀場⼤架，四年裏有許多事是她才懂、她才明⽩

我的，這卻是她第⼀次如此認真對我⽣氣，雖然最後攤開說明⽩就

解決了，但我卻深深的感受到原來我不夠愛她，我⾮常不夠愛我的

朋友。神叫我們要彼此相愛，因為愛完全了律法，世界上無論哪⼀

種律法也無法完全，唯有彼此相愛，⼈與⼈之間的關係才能互相建

⽴。

懶惰人哪，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智慧。(箴  6:6)

懶惰人哪，你要睡到幾時呢？ 你何時睡醒呢？(箴  6:9)

我在⼩⿃背後拍下牠重新振翅的⽻⻣時，後頭的烏⻱卻被診斷要準

備開⼑。烏⻱許久之前就出現不適，朋友⾮常無助、⼼痛，縱使多

次安慰她，亦無減她的緊張和擔⼼。以前我也會像箴⾔所形容的懶

惰⼈般怕⿇煩，且不想付出時間關⼼別⼈，不夠愛我⾝邊的⼈，但

神在近來的事上和牧師的講道中提醒我們，要向殷勤、盡⼼盡⼒做

02 ⽣命的禮贊 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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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螞蟻學習，就像保羅提醒提摩太要作神無愧的⼯⼈，盡⼒愛

神、愛⼈。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提後  2:15)

神教我們要去盡⼒愛⼈，盡⼒就是要放下⾃我、學會付出，我雖然

不擅於安慰別⼈，但仍盡⼒希望她會感受到神會陪伴她和可以成為

她⽣命的依靠。最後，⼩⿃和烏⻱都平安渡過了。⼩烏⻱的家⾨前

放著⼀個牌⼦，上⾯寫著「⽣命的禮贊」，意思是應要⽤崇敬的⼼

稱贊⽣命。⽣命是神的禮物，每個⼈的⽣命都⾮常寶貴，每個⼈的

⽣命都值得以愛認真對待。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一4:19)

02 ⽣命的禮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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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愛和關⼼是需要學習的，對於⼀個慢熱的⼈來講，要去切實關⼼和

愛別⼈，便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努⼒。

有⼈會關⼼⼈，有⼈對動物關⼼，我們所關⼼和專注的是什麼呢？我們

看⼈與事情的價值有多重，我們的關⼼也會有多重。神給每⼀樣創造都

有其價值，我們⼜是否看到當中的價值呢？ 

曾經在澳洲住了幾年，近⽇在新聞中看⾒澳洲的⼭⽕嚴重。我本不是⼀

個喜歡動物的⼈，但看到有關這⼭⽕的報導，⾒到動物飽受⽕災的煎

熬，⾃⼰也感到⼗分⼼痛。當中有喜歡處於樹⾼處的樹熊，牠們⼀天抱

著⼤樹睡覺，不常到⼈的⾝邊；但因為⼤⽕和缺⽔的原故，牠們沒有⽔

喝⽽要從樹上爬下來，有⼈餵牠們飲⽔，牠們也不膽怯地去喝，可⾒牠

們無助的狀況有多嚴重。 我們的屬靈⽣命⼜如何呢？

現在，我們對⾃⼰在地上所擁有的⼀切都感到很快樂滿⾜，所以我們不

會渴求屬靈、從神⽽來的安慰和恩典；但到我們屬靈枯乾、再沒有⼒量

時，我們便會認真地地到神⾯前去求。 

當我們讀以西結書時，看到神的同在原來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當時

的以⾊列⼈因為悖逆⼼硬，犯罪得罪神，以致神的靈離開了他們；被擄

到別國的，神仍然吩咐先知以西結去傳遞悔改回轉的信息。雖然如此，

但雅偉神並沒有放棄他的⼦⺠，仍然藉著先知向他們傳講悔改的信息，

並賜下盼望。由神的靈離開，到神的靈再回來之⽇，⼈⼜有多積極回應

神的提醒，珍惜他重要的信息呢？

今天我們所擁有的都不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有神的靈引導帶領，我們

⼜是否有珍惜呢？ 

如果我們願意聽從神的吩咐、回應神的提醒，神是會改變我們內⼼的。

我們不再⽤⼈的愛去愛，因為神會賜予智慧和⼒量，教導我們如何去

愛，以⾏動去關⼼、去付出、去愛。要把握每⼀個神賜與的機會去學

習，因為神要我們去關⼼和愛的，並不⼀定是我們所喜歡的⼈，但我們

可以因回應神⽽打破我們的框框和限制；這樣，別⼈會看到不⼀樣的⽣

命，因為有神在我們當中。

03 學習愛的功課 Caro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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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件可以流傳後世的事，這個⼈根本沒有活過！⼤概

這就是每⼀個⼩男孩渴望成為英雄、偉⼈的起點，⽽我就是其中⼀

個⼩男孩。 

要成為超級英雄，就算沒有原⼒拯救⼀個星系，⾄少也要像幪⾯超

⼈⼀樣拯救⼀個都市，不過……這些要求對當時還是⼩學⽣的我來

說，⾨檻實在太⾼了，這是我嘗試⽤念⼒扭曲湯匙失敗後得出的結

論。相對⽽⾔成為偉⼈的⾨檻就相對地低，只須在砍掉櫻桃樹後坦

⽩認錯就可以了，這樣想著想著，我開始朝著偉⼈的路進發！ 

那時在公共圖書館內找不到《成為偉⼈的120種⽅
法》、《讓你的事蹟流傳後世的15個⼩撇步》等⼯具
書，我只好從世界偉⼈的繪本和電影上著⼿學習。看著

看著，發現這些偉⼈都有著相同的特質，就是除了能持

守德⾏外，還能發揮⾃⼰的talent——天賦，以致能拯
救他⼈（ 這不也是超級英雄的特質嗎？！）。

我有拯救他⼈的talent嗎？ 
⼩學時，想像⾃⼰有成為英雄的talent；中學時，想像
⾃⼰有成為成功⼈⼠的talent，直⾄進⼊社會⼤學，變
得安於現狀，這⼤概就是成⻑的證明，不再思考⾃⼰的

talent，只在⼯作、娛樂、休息這三⽅⾯不斷循環。

還記得⾃⼰有過成為拯救別⼈的英雄的夢想嗎？ 
這個想法萌⽣後，我便辭去了⼯作，到澳洲⼀邊⼯作假期、

⼀邊思考⾃⼰的夢想。那段時間的我，⽐以往更熱衷於成為英雄、

成為⼀個拯救別⼈的⼤英雄、成為⼀個有資格讓⼈為我寫傳記的

超級⼤英雄。不過現代⼈對閱讀傳記都不太感興趣吧!

04 拯救的Talent O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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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也許我可以成為⼀位電台主持，帶領聽眾進⼊不同世界，經

歷⼀場⼜⼀場的⼩歷險，⽤聲⾳為⼈拭淚、⽤聲⾳逗⼈歡笑。其實

做夢最⼤的樂趣不是夢的結果，⽽是造夢的過程；不管你是奮勇直

衝，或是浪漫地散步，只要在夢想的路上⾛著，就算夜星殆盡，也

曾為世界劃上⼀道亮光，我可⽤我的talent陪伴聽眾們成為英雄。 

這些都是如此值得記錄和回味，⽂字和聲⾳是依靠讀者的想像呈現

在腦海中，影像卻是截然不同的，它⽐⽂字更為客觀寫實、⽐聲⾳

更容易令觀眾投⼊故事中。就算沒有可以拯救別⼈的talent，或許
我可以記錄別⼈的傳記，或是創造⼀個英雄的世界，然後我便決定

投⾝影像⼯作⾏列。

⼤概每⼀個影像⼯作者也渴望把⾃⼰的想法化為⻑⽚，投放

到⼤銀幕上，然⽽現實中，我的⼯作就只是堆砌數分鐘讓你

沉悶得跳著看的影⽚，不但略過了我的想法、跳過了我的創

造、更埋葬了我的夢想。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9)

今年，收到⼀位舊同學突如其來的婚訊，並請我為他們

拍攝有關他們⼆⼈相識和⽣活的⽚段。他們之所以對我

有信⼼，因曾看過並很喜歡我當年獨⾃完成的畢業電影

習作。沒想到當年的作品能成為⾛進夢想的起點，就算

不是電影院的⼤銀幕，也能讓他們的故事在婚宴場的⼤

屏幕上播映。

04 拯救的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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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流逝的時間⽤影像抓住，讓他們的故事、回憶可以流傳下去，這不

也是⼀種對他們回憶的拯救嗎？原來拯救的⽅法有很多種，不⼀定要

像超級英雄⼀般的轟烈，或有著很亮麗的畫⾯。拯救，可以像⼩螞蟻

⼀樣默默地⾛向⾃⼰的⽬標，堅持⾛在⾃⼰夢想的道路上，結果往往

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出現。 

可是，我也有拯救的talent嗎？Talent是甚麼？Talent —— 他連
得 ，在聖經中看到⽤以量度⾦⼦、銀⼦或貨幣重量的單位，⼀個
talent⼤概是⼀個⼈⼆⼗年的⼯資，也就是說你堅持這⼀段⻑時間的
⾟勞就能換取⼀個talent，這個talent不只是⼀種天賦才能，也是你
奮⾾的價值。 

可是除了神差派的耶穌有這種拯救的talent外，誰可以做到？在最
初，神按著⾃⼰的樣式去創造⼈，天賦才能公平的存在於每個⼈當

中，無論是你、我、或是耶穌都有拯救的talent。⽋缺的，可能只是
實現⾃⼰talent的⼼。 

堅持著，也許有⼀天能踏實發揮我所有的talent，也能好好地幫助別
⼈。

04 拯救的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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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回到安靜 Candy

在最近⼀次的靈修禱告中，⼼裏有⼀份渴求，祈求雅偉的靈引導我

去明⽩他的⼼意，特別是怎樣在福⾳事⼯上配合他的⼼意。求雅偉

的話語激動⾃⼰樂意去執⾏他的吩咐，盡⼼服事。

在過去數⽉的抗疫期間，牧者常⿎勵我們要善⽤在家中的時間，好

去建⽴⾃⼰的屬靈⽬標和⽣命⽅向，將所學習的實踐出來，這給我

⼀個很好的提醒。

在年初的時候，⾃⼰其實已為未來計劃了⼀些⼤⽅向，並靜待著神

的帶領。現在落實去執⾏，除了每天早上的靈修之外，下午的時間

也多⽤來學習神的話語和多讀聖經，例如：重聽主⽇講道和查經的

信息、聆聽福⾳電台的普通話講道（同時可讓⾃⼰多練習⼀點普通

話）、閱讀靈修書籍等，有時候亦會寫下⼀些學習⼼得，以及整理

⾃⼰的靈修⽇誌。除此以外，亦嘗試找機會將福⾳信息傳遞與在網

上的朋友群組。因喜愛詩歌，所以更多藉著詩歌與神親近，使⼼舒

暢；此外，⼜擺上時間練習寫書法，以平靜的⼼境練習書寫聖經中

的⾦句，希望藉著雅偉的話語讓別⼈得以認識福⾳。

⼀直以來，不敢忘記⾃⼰在受浸時向神許下的諾⾔ —— 「服事教
會，傳揚基督的福⾳」。故此，多年以來在教會的服事上⼀點不敢

怠慢；在各樣服事上，靠著神的愛和他豐⾜的恩惠，使我體現到神

的能⼒在我⾝上多⽽⼜多，總叫我在困難上、軟弱處得到他的扶持

和⿎勵，這都是神在背後忍耐地⽀撐著我，好叫我能站⽴得住，能

夠在他的事⼯上有份，就恰似使徒保羅寫道：

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林前15:10)

23



靈修是⼀天裏的動⼒的來源。⼀⼤清早，安靜在雅偉神⾯前，禱

告、讀聖經、思考雅偉的話，記得在舊約中，詩⼈曾寫下美麗的詩

句：「你的⾔語在我上膛何等⽢美，在我⼝中⽐蜜更甜！」（詩

119 : 103），這實在是⼀幅天與地之間好得無⽐的圖畫！此時此
刻，夫復何求？在安靜中，神的靈開我的眼睛，叫我看⾒⾃⼰⽣命

裏仍有許多瑕疵，他⼜開我的⽿朵使我聽⾒他在催迫著我要悔改回

轉！感謝雅偉的憐憫，教我明⽩⽣命需要被煉淨才能⻑進，以⾄合

乎主⽤。我選擇了順服神的帶領，在⽣活上學習謙卑⾃⼰，輕看地

上的事，回應神所交托的。

謙卑的功課實在不容易，因我們的本性是喜歡⾼舉⾃⼰，叫⾃⼰的

⼼意得逞，⼜喜悅別⼈的表揚。然⽽，在基督裏這⼀切都要被破

碎，因這些東西只會堵塞我們的⽣命，使⽣命不能成為流通的管

⼦，使神的話語不能透過我們傾流出去，真理的光也無法照亮。惟

有我們願意倒空⾃⼰、敞開⼼懷，願意被神改變，⼀⼼⼀意跟隨聖

靈帶領，作神喜悅的事，雅偉的愛才能使我們得著滿⾜的喜樂，叫

我們歡歡喜喜地回應，作耶穌基督的⾒證，好叫別⼈從我們⾝上看

得⾒神的救恩。

真基督徒的路，並不平坦易⾛的，耶穌的腳踪是⼀條艱苦的路，⽽

跟隨他的⼈也要⾛上。

在腓⽴⽐書 1:29 使徒保羅也這樣說：「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
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保羅的⽣命經歷了許多的苦難，然⽽，

他的⽣命卻印證了他在基督耶穌裏滿有喜樂的⼼。這樣看來，那活

在基督裏的⼈，雖遇到苦難，卻不⼀定是「苦」的，⿎勵我們不要

為前路擔憂，不論是平坦，還是崎嶇，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與神同

⾏。做⼀個在主內安靜的⼈，從安靜中尋找神的⼼意，看清楚神在

我們⽣命中有甚麼計劃、有甚麼需要預備的，好叫我們按著他的⼼

意⽽⾏。

05 回到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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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回到安靜 

安靜思想能夠淨化⼼靈。有清晰的思維，才能敏感聖靈的聲⾳，靜

⼼去研讀雅偉的話，並專⼼跟隨和學習以主耶穌的⼼志⾏事為⼈，

讓神改造我們的⽣命，激勵我們去回應。與神親近的，能深深體現

雅偉的愛和恩典，好讓我們效法他的愛，造就別⼈的⽣命。

⿎勵活在忙碌中、雅偉神所愛的⼈，回到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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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

你的竿，都安慰我。(詩23:4)

初信主時，對聖經認識還是很陌⽣，覺得聖經中有很多難明的地

⽅，不能明⽩當中的意思。通過牧師、師⺟在崇拜、查經時的講

解，漸漸對聖經的明⽩多了，只是要將所學習到的應⽤出來還是不

容易，對於"神的同在"仍未能清楚掌握。

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詩19:3)

如果神是這樣的無⾔無語，不為⼈覺察，我們⼜怎樣能夠知道神與

我們同在呢 ?在⽇常⽣活或在⼯作上遇到困難、或是⾯對重⼤決定
時，我們都希望有神的同在，給我們指引。聖經中有多處告訴我

們，神是患難中隨時的幫助，但每當⾯對危難時，卻總覺得他很遙

遠。⾃⼰⾯對困難時也會讀以下經⽂，它們就如神同在般⿎勵著

我。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詩46:1)

因為你作過我的避難所，作過我的堅固臺，脫離仇敵。(詩61:3)

雅偉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難之日是我的避難所。

(耶16:19)

能否經歷到神的同在關乎到我們是否與神之間有緊密相連的關係。

3 種經歷神同在的情況：

1.於受浸時經歷神的同在
受浸成為基督徒，讓我們得以重⽣。我們必須將舊⽣命裡的壞習慣

除掉，認罪悔改，神會賜能⼒叫我們對罪敏感，我們要定意不再輕

易犯罪，並決意過聖潔的⽣活。 

06 渴望神的同在 Row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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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渴望神的同在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

為聖潔，無有瑕疵。(弗1:4)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

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帖前4:3-4)

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帖前4:

7)

2. 在⽇常⽣活中經歷神的同在
在⽇常⽣活和⼯作裡，總會⾯對很多不同的試探，使⼈容易陷⼊罪

中，所以我們更需要有神的話語作我們的⼒量和提醒，叫我們不以

⾃⼰的意思去⾏事為⼈。唯有常常親近神的，才能獲得從神⽽來的

提醒。

我兒，要留心聽我的言詞，側耳聽我的話語，都不可離你的眼目，

要存記在你心中。(箴4:20-21)

我兒，要留心我智慧的話語，側耳聽我聰明的言詞，為要使你謹守

謀略，嘴唇保存知識。(箴5:1-2)

3. 在神的話語中經歷神的同在 - 神的話語蘊藏着應許、提醒和誡命:
應許 -  以色列阿，你要聽，要謹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與

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數極其增多，正如雅偉你列祖的神所應許你

的。(申6:3)

提醒 -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雅偉你的神。(申6:4)

誡命 -  那當毀滅的物連一點都不可黏你的手。你要聽從雅偉你

神的話，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誡命，行雅偉你神眼中看為

正的事，雅偉就必轉意，不發烈怒，恩待你，憐恤你，照他向你

列祖所起的誓使你人數增多。(申13:17)

4.「有神同在」與「沒有神同在」的分別 
申命記1章讓我們明⽩到以⾊列⼈昔⽇在曠野四⼗年的情況，那時神
藉著摩西吩咐他們離開埃及進⼊應許地，他們從何烈⼭起⾏，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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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往強勁的亞摩利⼈⼭地偵探。神吩咐他們不要懼怕，因為他

會帶領他們像在曠野的⽇⼦中看顧他們⼀樣，與他們同在。

看哪，雅偉你的神已將那地擺在你面前，你要照雅偉你列祖的神所

說的上去得那地為業；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申1:21)

神命令以⾊列⼈ 「去」 並且 「不要懼怕」，因為神會與他們同
在。但以⾊列⼈是怎樣回應呢 ?他們不相信、也不遵從，還向神發怨
⾔，神便向他們發怒，指他們是邪惡世代的⼈，故將不得進⼊應許

地。當以⾊列⼈知道⾃⼰得罪了神，他們便後悔，然後帶著兵器上

⼭去。

那時，你們回答我說：我們得罪了雅偉，情願照雅偉我們神一切所

吩咐的上去爭戰。於是你們各人帶著兵器，爭先上山地去了。(申

1:41)

這次，以⾊列⼈以為他們遵從了神的吩咐。可是並不如此，這次神

藉著摩西叫他們不要去，因為神不會在他們中間，恐怕他們會被仇

敵殺敗。

雅偉吩咐我說：你對他們說：不要上去，也不要爭戰；因我不在你

們中間，恐怕你們被仇敵殺敗了。(申1:42)

摩西的回應真是令⼈驚訝! 這次雅偉藉著摩西叫以⾊列⼈「不要爭
戰」，因為就算他們出征，神也不會與他們同在，他們必定會戰

敗。

 
我就告訴了你們，你們卻不聽從，竟違背雅偉的命令，擅自上山地

去了。(申1:43)

06 渴望神的同在

28



以⾊列⼈再次不聽從神的吩咐，他們叛逆神。神已叫他們不要去爭

戰，他們不該去。明顯地，以⾊列⼈只順從⾃⼰的意思，没有理會

雅徫神的命令。以⾊列⼈最後被亞摩利⼈撃殺這是因為他們叛逆、

不跟從神，他們因犯罪⽽使他們與神阻隔，導致他們得不到神的同

在。

我們可以從「有神同在」與 「沒有神同在」的對⽐中汲取教訓。得
以進⼊應許地是美好的事情，就如神恩賜予我們的屬靈⽣命中的學

習，也有他的時間計劃。

當神命令以色列人去，他們便應該服從，這樣才可以經歷神的同

在。(申1:21) 

之後，神叫他們不要去，他們就不應該去。(申1:42)

「有神同在」是需要順服神，並按照他的時間和⼼意⽽⾏；「沒有

神同在」則是放縱、⾃我，不跟從神的時間和⼼意⽽⾏。每個⼈都

會有⾃⼰的時間表，我們有⼤⼤⼩⼩事情要處理，我們需要懂得安

排優先次序，要常常堅持以神為⾸，總要跟隨他的時間，才得以經

歷到神的同在。共勉之 !

06 渴望神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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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與尼歌底⺟的對話出現在約翰福⾳第三章，那時正是主耶穌

受浸後、傳道的初期，耶穌⾏了數個神跡，亦漸漸為⼈所注意。有

⼀晚，猶太的官⻑尼哥底⺟來到耶穌那裏向他請教，他說耶穌必定

是從神⽽來的，因為若⾮神與他同在，耶穌是絕對不能⾏這些神跡

的。

 
神與⼈同在，相信是每個基督徒也⼗分嚮往的事，但到底有多少⼈

能夠真正做到與神同在的境界呢？我們可以說：「今早靈修的時

候，神與我⼗分親近。」 及⾄回到公司⼯作以後，因⾯對⼯作的難
題和困難，可能會與同事或客⼈發⽣爭執，那時候，神與我們同在

嗎？⼜或者，晚上回家後，對不合⼼意的晚飯發出埋怨，向⺟親或

家⼈流露不悅之情，那時候，神⼜與我們同在嗎？

 
約翰福⾳三章的經⽂結構⼗分有趣 。起初，尼哥底⺟向耶穌詢問的
時候，他⽤了「若不是」神與你同在這個形式，當耶穌回答時，也

是⽤了「若不是」這個句式。主耶穌⼀⽽再，再⽽三地說：「我實

實在在的告訴你（現代的講法是，我是講真的），要不是⼈向今世

的⼀切告別⽽重新⽣⻑，絕對不能看⾒神的國。」我們要去⾒⼀個

國家或⼀個地⽅，便需要親⾃去到當地，受當地的法律管束，跟從

當地的⾵俗習慣；我的家鄉對我來說，已經暫時沒有關係了。剛剛

的聖誕節，我們⼀家到了東京旅⾏。在⼤除⼣的晚上，我們在澀⾕

區遊逛，看⾒當地⼗分華麗的燈飾和熱鬧的氣氛，與⾹港的銅鑼灣

相⽐，實在有過之⽽無不及。我們跟從東京的警察的指引，有紀律

地往前⾏。東京的地鐵站內的扶⼿電梯，乘客是需要靠左⽽站⽴

的，與⾹港靠右站⽴不同。當我們要親眼看、去認識⼀個國家，我

們必須到達當地，跟從當地的法律和⾵俗，再不可沿⽤舊有的⼀套

了。舊有的習慣在新的國度裏已沒有價值，我們不必再記掛，亦不

需要再跟從了。

 

Joe07 ⽴志進天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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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耶穌向這個猶太的官⻑尼哥底⺟再次強調，我實實在在的向

你說：「⼈若不是從⽔和聖靈重⽣，絕對不能進⼊神的國。」從聖

靈重⽣是什麼意思呢？聖靈就是雅偉神的想法、態度、信念，我們

從聖靈重⽣的意思，就是向⾃我和舊有的⼀切告別，把新⽣命建基

於神的標準和神的性情上。我們要移居到某個國家，⽽並⾮單單去

看看，我們便需要進⼊這個國家。我們要進⼊的，是神的國。耶穌

說：「我認真的向你說，⼈必須向⾃我死去，將新⽣命建基於神的

標準和價值上。」

 
基督徒往往期望兩者兼得，⼀⽅⾯可以擁有基督徒的稱呼，同⼀時

間亦可享受世界的認同和好處，但耶穌認真地說: 「若不是重⽣，⼈
絕對不能⾒神的國或進⼊神的國。」⼈必須放棄舊有的習慣和舊有

的思想，放下世界看為重要⽽神看為沒有價值的東西，將新⽣命建

基於神所重視的新標準上，這樣，⼈才可以進⼊神的國。

07 ⽴志進天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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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翰福⾳三章中，尼哥底⺟與耶穌談論有關⾏神跡和與神同在的奧

秘。他夜裡前來，似乎對這題⽬很有興趣。對於能否與神同在，基督

徒應該是⼗分着緊的，但似乎未能完全達到這⽬標；因為⼈們傾向⽤

世界的⼀套定律，來追尋與神同在的境界；若要⾏神的⼼意，⼈能否

單靠世界的律來成就呢？

 
在東京的旅⾏時，我們曾⼩住在⼀間和式旅館裡，我帶了⼀本⼩說閱

讀，是講述關於⼀個⼗分成功的律師如何在⼀次⼼臟病發以後頓悟⼈

⽣的道理，從⽽把他的得着與⼀個後輩律師分享。縱然，這不是⼀本

關於基督教的書，甚⾄乎是⼀本有關東⽅宗教哲學如何改變⼀個⼈的

思想和⽣命的書籍，但當中卻蘊含對我很有啟發性的寓意，在那所舒

適的和式旅館裏閱讀這書，令我不期然把它與約翰福⾳三章中尼哥底

⺟與耶穌的⼀番對話作⼀⽐較。

 
耶穌被譽為末後的亞當，他的⼀⾔⼀⾏對很多⼈帶來很⼤的衝擊，亦

引起很多⼈發掘當中的奧秘的興趣，包括：尼哥底⺟。耶穌的回答

是：⼈必須要重⽣，並且要從⽔和聖靈重⽣，才可進⼊神的國。這答

覆似乎未能為尼哥底⺟解開疑團，他的反應是驚訝，⼈怎能重新由⺟

親的腹中再出⽣呢！

 
在東京假期所讀的⼩說，書名是《 A monk who sold his Ferrari  
⼀個變賣法拉利的僧⼈》，書中的主⻆是⼀位⼗分成功的年⻑律師，

他家財萬貫， 且⼗分有地位；但⼯作把他所有的時間消耗盡，他花
了⼤半⽣營營役役地在律師界打拼，⼯作為他帶來財富和名譽，但是

⼈⽣似乎⼗分空⽩。⼀次，在法庭上他突然暈倒，在徘徊⽣死搏⾾之

後，他幸運地⽣存下來，可是，之後他毅然離開了法律界，從此在朋

友圈中銷聲匿跡。

Joe08 ⽴志進天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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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徒弟，⼀位年輕律師，接替了他的崗位；經過幾年時間，他亦漸

漸爬升到⼀個相當成功的地位，但他同樣地每天拼命為⼯作打拼，漸

漸地，他對法律失去興趣，每天只是⽣活在驚恐、憤怒、擔憂和埋怨

中，但是⼜不能放棄那份豐厚的酬⾦，成為了⼀位⾼級的奴隸！有⼀

天，⼀位容光煥發的中年⼈，站在這位年輕律師的辦公室外要跟他⾒

⾯，這位年輕律師居然不能⽴刻認出站在他⾯前的就是他的師傅，那

位曾經⼼臟病發的年⻑律師。原來年⻑律師離開了律師界三年，孤⾝

到了印度的⼭區去尋找⼈⽣的意義，他拜訪東⽅的宗教，並在當中似

乎尋到了⼀個新⽣命的⽅向。使⼈困惑的，就是很多西⽅⼈⼠在⾯對

⼈⽣的難題時，並沒有尋找獨⼀真神雅偉，卻偏尋找東⽅的宗教的⼀

些秘訣和⼈世哲學，希望從中得到⼈⽣的解脫。

尼哥底⺟幸運地能和耶穌⾯對⾯討論，這是今天的基督徒想也沒有想

過，但是他似乎不能理解耶穌的答案。因為⼈往往會⽤今世的⼀套律

去理解聖經的話語，以為⼈可以透過努⼒和追求，便可達到更⾼的屬

靈境界，正如⼩說中的那兩位律師，他們在世界上努⼒打拼⽽獲得豐

厚的財富和名譽，但最終的⼈⽣中是空虛的。世界的律和天國的律似

乎是有天淵之別！ 
 
世界的律所追尋的是更出⾊、更成功、更有名譽，要⽐⼈擁有更多的

財富。⼈往往希望別⼈看得起⾃⼰，在世界被定為有價值，於是乎只

會向⼈說出⾃⼰的優點和成功故事，⽽不會把內⼼最真摯的⼀⾯向⼈

披露！那些失敗的事情和在世界失意失落的經驗都會被隱藏起來，因

為害怕別⼈的⽬光，也不願被世界看作為沒有價值。只要能在世界闖

出名堂，便⽢願成為奴隸，把真我放低，甚⾄丟棄⾃⼰的理想和⼈⽣

的信念 。這個就是世界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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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五章44節，當中講到耶穌不追求⼈的榮耀，反⽽勸⼈認識獨
⼀真神的榮耀，這對我們⼜有什麼啟發呢？我們舊⼈的⽣命建基於⼈

的價值觀上，當中包含了⼈的想法和⼈的標準，這都是出於世界，是

經年累⽉建⽴起來的；經由⽗⺟和他們的⽗⺟，⼀代⼀代傳承給我

們，⼈無奈地⽣活在其中，⾃出⽣起便被灌輸，並且要跟從！耶穌要

⼈從⽔和聖靈中重⽣！⽔代表浸禮，要洗淨我們的舊⼈和⾃我，聖靈

就是從神⽽來的標準和價值，是神的想法，我們要把我們的新⽣命建

基於神的標準上，獨⼀真神的價值觀之上。

⼈必須要有結構上的改變，完完全全向舊有的我告別，向世界的⼀套

標準告別，重新活出聖靈的標準和期望。

正如耶穌的⼀個⽐喻：新酒裝在舊⽪袋內，⽪袋會爆裂，我們的舊⼈

若沒有更新和重⽣，縱使我們努⼒追求⼤量從聖經⽽來的知識，也是

枉然的，因為最終我們只會像法利賽⼈，頭腦裏裝滿知識，但卻是依

然故我。在世界，甚⾄乎在教會中爭名逐利，追求別⼈欣賞的眼光和

社會的地位，根本不能⾏出神的⼼意，亦不明⽩何謂獨⼀真神的榮

耀。尼哥底⺟看⾒耶穌所⾏的神跡⼗分雀躍，向耶穌尋問當中的秘

訣，答案就是要重⽣，要由⽔和靈重⽣，且將⽣命建基於神的標準和

價值上。但若依然貪戀世界的⼀切，貪戀世⼈的讚美和世界賜給我們

的榮耀和社會的律，這重⽣便實在是困難，甚⾄是不可能了。

耶穌能⾏出神跡，是因為他是那位獨⼀真神理想的完全⼈的典範，是

我們的師傅，我們是他的⾨徒。理論上，我們也應該可以⾏出神的⼼

意，神跡，換句話說就是從神⽽來的⼼意演變出來的⾏為，世界上很

多⼈也能⾏出神的⼼意，看看我們的教會，現在於不同的國家，甚⾄

印度和中亞也有分會和教導，這豈不是張牧師過去數⼗年專⼼⾏神的

⼼意的成果嗎？若我們想履⾏獨⼀真神的⼼意⽽⾏出神跡，便先要向

⾃我的⼀套和世界的律告別，從⽔和聖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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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用智慧的言語，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

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林前1:17-18)

早於中國的春秋時代，思想家列⼦寫了《愚公移⼭》⼀⽂，雖然距

今已超過2,400年，但對於誰是真正的智叟 (有智慧有學問的⽼者)
和愚公，時⾄今⽇，仍然值得⼤家深思。到底是只顧譏笑⼈的智叟

愚拙；還是有⾏動的愚公較愚拙呢？愚公 (年近九⼗) 和智叟 (理應
與愚公的年齡相若，否則不會當⾯譏笑他) 都是擁有富豐⼈⽣閱歷
的，卻對移⼭有著相反看法，從故事的結局來說，由於⼤⼭被挪開

了，因此愚公是對的；但畢竟這只是個故事，作者列⼦若將結局改

為移⼭失敗，便換成智叟才是對的。

「智慧」是歷世歷代以來無數⼈渴望得到的東西，有⼈甚⾄⽤上⼀

⽣精⼒去追求也在所不惜。然⽽，你知道智慧有短暫和永恆之分

嗎？你想追求的是哪⼀種呢？答案其實是顯⽽易⾒的。

若我們想要追求永恆的智慧，必先要知道甚麼是永恆的智慧，那就

是從神⽽來的智慧。昔⽇，保羅為了使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明⽩智慧

的道理，寫了哥林多前書，有關智慧⽅⾯，可參考哥林多前書第1章
的內容。哥林多，位於希臘，現稱科林斯，市中⼼⼈⼝不⾜37,000
(2001年數據)；但昔⽇卻是希臘歷史名城之⼀，曾掌握東西羅⾺⽔
路交通要道，東有堅⾰哩港，西為利可翁港，是當時繁榮的經商貿

易之地。

在保羅的年代，有⼤量羅⾺⼈、希臘⼈和猶太⼈混居於哥林多，不

少⼈擁有極⼤的財富，過著奢華的⽣活。這等⼈的財富，顯然是靠

09 到底是有智慧，還是愚拙？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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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智慧得來的。⼈容易傾向將成功的做法，套⽤到其他⼈⽣

的範疇，哥林多教會的信徒也不例外，所以出現了分黨的想法 (林
前1:10)。有的說屬保羅的、有的說屬亞波羅的、有的說屬磯法的、
有的說屬基督的 (林前1:12)。這樣的想法，也許是受著雅典各⾨哲
學學派的影響，亦不排除與經商的觀念有關，取了不同的字號，建

⽴個⼈的品牌，標榜⾃⼰。

事實上，哥林多教會的信徒並⾮沒有⾒識的⼈，當中不乏擁有神厚

賜恩惠的，他們凡事富⾜，⼝才、知識都全備 (林前1:4-5)；但在思
想上，他們仍是看重屬乎⾎氣的事情之上，分黨就是其中⼀個例

⼦。哥林多教會的狀況，值得今⽇的信徒引以為鑑。論到神所賜的

恩惠，現在更是遠勝從前，單是在物質資源上，絕對是遠勝昔⽇的

哥林多教會；⾄於⼝才和知識都全備的基督徒，亦⼤有⼈在。然

⽽，我們卻要提防與哥林多教會⼀樣，不⾃覺地將屬乎⾎氣的想法

帶進教會，以致本為⼀起追求屬靈上⻑進，與為榮神益⼈的教會⽣

活變質。

「分黨」是⼀種形式上的體現，實則是將⼈區分為「⾃⼰⼈」和

「外⼈」。「分黨」本⾝就是屬氣⾎的產物，與⼈的保護意識，以

及鞏固⾃⾝權益的想法有關，所以現今社會不同規模的組織或⼯會

隨處可⾒，往往是對維護或爭取某些權益，並有相近想法的⼈⽽建

⽴的。為了令組織或⼯會在社會的影響⼒擴⼤，不斷召募新⼈加

⼊，規模便⾒⽇漸壯⼤。這種屬乎⾎氣的運作模式，倘若被帶進

教會，將會形成信仰上的危機。

這種社會發展是⺠間智慧，與神的智慧是背道⽽馳的，保羅對哥林

多教會的教導是要⼀⼼⼀意，彼此相合 (林前1:10)。若要做到彼此
相合，就必須無分你我；但分黨卻是叫⼈分你我，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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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區分，這絕對會妨礙神主權的彰顯，更會妨礙「傳福

⾳」── 基督的⼗字架。⾺太福⾳記載了有關主耶穌關於⼗字架的
教導；保羅亦分別在加拉太書和以弗所書帶出相同的教導。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來跟從我。」(太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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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愛

我，為我捨己。(加2:20)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弗5:25)

「⼗字架」的教導，就是「捨⼰」的教導，是出於「愛」，保羅要

傳的就是這樣的福⾳。要傳揚神的愛，就要跟主耶穌⼀樣去捨⼰，

既是如此，絕不能有「⾃⼰⼈」和「外⼈」之分，這種打破屬世做

法的思維模式，在世⼈眼中會看為愚拙。因為要放棄⾃我保護和⾃

⾝權益，誠然要在世上⾏出捨⼰，不論是昔⽇保羅⾝處的年代，或

是今⽇，都會受到虧損。然⽽，若我們要背負「基督徒」的稱號，

就是基督的⾨徒了，我們的師傅耶穌基督經已切實執⾏捨⼰的教

導，作為⾨徒的，還有借⼝不實踐嗎？執⾏的時候，⼜是否⼼悅誠

服呢？我們會看為愚拙；還是有智慧呢？

我若將所有的濟窮人，

又捨己身叫人焚燒，

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林前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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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的財產甚⾄是⽣命，顯然是捨⼰的⾏為，但保羅指出，捨

⼰⽽沒有愛的配合，在屬靈上還是沒有益處的。倘若我們沒有將⾃

⼰⼈⽣的主權放下，交託在神⼿上 (得著屬靈⽣命)，還是不能實踐
出神要我們執⾏的捨⼰。我知道要如此⾏，跟我⽢⼼樂意去⾏，本

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好⽐⼀個不喜歡吃蔬菜，但因知道蔬菜對⾝體

有益處⽽強迫⾃⼰進⻝的⼈；與另⼀個喜歡吃蔬菜⽽進⻝的⼈的差

別。

保羅願意捨⼰，並且樂意傳福⾳叫⼈捨⼰，因他體會到神的⼤能 (林
前1:18)；藉著神的兒⼦耶穌基督釘在⼗字架上為⼈捨⼰，保羅⾃⼰
成了受惠的⼀份⼦，得以重⽣ (加2:20)。他經歷到得著新⽣命 (屬
靈⽣命) 的寶貴，令他⽢⼼樂意跟隨基督的腳蹤，為⼈捨⼰。在現今
社會⾃我意識⾼漲的時代，很多⼈只顧憑⼰意⾏，⾃然不願意去認

識神，更遑論是神的⼤能，⾃然將捨⼰看為愚拙；但我們若跟保羅

⼀樣，⼀⽣竭⼒尋求神的⼼意，神定會向我們更多的啟⽰他⾃⼰，

以及他為⼈設計的救恩計劃，叫我們體會到能參與在神的智慧計劃

中是我們莫⼤的福氣！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

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

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

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

慧了。(林前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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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愛」，⼤家的⾒解可能不

盡相同，基督徒⼜會有怎樣的答案

呢？他會否誦唸哥林多前書13章
4⾄8節的經⽂「愛是恆久忍耐，
⼜有恩慈……」；或是約翰福⾳3章
16節「神愛世⼈，甚⾄將他的獨⽣
⼦賜給他們……」；⼜或是約翰⼀
書4章19節「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我們。」

神透過聖經教導⼈如何正確地

「愛」，但這些教導似乎未能讓⼈容易明⽩。 

我曾經看過⼀本給3⾄5歲幼童閱讀的書籍，書名為《甚麼是愛》，
內容⼗分淺⽩，部分內容節錄如下：

你幫⼀幫別⼈，別⼈幫⼀幫你，這就是愛。

你扶⼀扶別⼈，別⼈扶⼀扶你，這就是愛。

你讓⼀讓別⼈，別⼈讓⼀讓你，這就是愛。

你想⼀想別⼈，別⼈想⼀想你，這就是愛。

原來我們可以這麼簡單直接地描述「愛」，可是基督徒往往不會⽤

這種「⼩孩式」的演譯⽅法，因為我們覺得這樣說明「愛」，不能

全⾯涵蓋「愛」的解釋，所以傾向引⽤⼤量的聖經章節來解釋。我

們這樣做，真的可以讓別⼈明⽩甚麼是愛嗎？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問題。到底我們對神的愛有多少了解，⼜實踐了多少呢？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社區爆發的⾵險上升，教會聚會改以網上

⽅式進⾏，因我需要負責兒童主⽇學⽽未能取得教材，故此，揀選

了約拿的事蹟作主題。之後，⾃⼰再細⼼讀約拿書，感受到書中內

容多處呈現出神的愛。「約拿」的希伯來原⽂編號是H3124，與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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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原⽂H3123「鴿⼦」的意思是相通的，故此約拿這名字是「鴿
⼦」的意思。先知約拿住在迦特希弗 (王下14:25)，在西布倫境內、
位於耶穌的故鄉拿撒勒以北數哩。

約拿書是約拿在⼤約公元前約760年寫成的(約38年後，以⾊列則在
公元前722/ 721 滅亡)。他是公元前790⾄749年在北國以⾊列作先
知的，當時是耶羅波安⼆世作王 (留意聖經記載的耶羅波安⼀世和耶
羅波安⼆世並無⾎緣關係，耶羅波安⼀世是尼⼋的兒⼦；耶羅波安

⼆世則是約阿施的兒⼦)。

若⼤家曾讀過約拿書，你認為雅偉(是神的名字按希伯來⽂的讀法)愛
約拿嗎？約拿本⼈⼜認為雅偉愛他嗎？

其實，我們可能與約拿沒甚麼分別，別⼈看到神對我們的愛，但⾃

⼰卻不⼀定察覺到。⼜覺得神的吩咐，在為難我們；即使沒有這種

想法，卻往往只集中於將神的吩咐或屬靈的事⼯完成，⽽極少從神

愛我們的⻆度出發思考。於約拿書第⼀章的⾸兩節，經已記述雅偉

咐吩約拿做的⼀件事，就是往尼尼微⼤城去，向其中的居⺠呼喊，

因為他們的惡已達到神⾯前。當時在尼尼微⼤城居住的是不斷侵略

北國以⾊列的亞述⼈，所以約拿不願服從雅偉；約拿書1章3節已兩
次出現「躲避雅偉」這詞組。尼尼微⼤城在以⾊列的東邊，約拿卻

乘船西⾛，逃往他施(現在的西班⽛)。他上船後便下到底艙，躺臥沉
睡 (拿1:3)，明顯地是想將⾃⼰隱藏，以為雅偉找不到他。

「躲避雅偉」本來就不應該，更何況是先知這樣做。但神對⼈的思

想是瞭如指掌的，他知道約拿接收到吩咐，要他去尼尼微⼤城宣講

訊息後的反應和⾏動。請仔細讀第⼀章，便會發現約拿逃往他施的

經歷，⼀⼀展⽰了神對⼈的愛，他要⼈認識雅偉神⾃⼰。約拿書1章
4⾄5節描述到雅偉使海中起了⼤⾵浪，船幾乎破壞，⽔⼿便懼怕，
各⼈哀求「⾃⼰的神」。由此可⾒，倘若沒有約拿在船上，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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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認識雅偉的機會。船上的⼈因海上的⾵浪認識了雅偉是真

神，在急難中求告雅偉拯救他們，所以經歷海上⾵浪(雅偉作為)
後，他們便⼤⼤敬畏雅偉，向雅偉獻祭，並且許願 (拿1:16)。

⾄於約拿，就被抛進海中，⾵浪才得以⽌息，雅偉安排⼀條⼤⿂吞

了約拿，他在⿂腹中三⽇三夜 (拿1:17)。約拿在⿂腹中禱告雅偉他的
神 (拿2:1)，除了⾝處深海裡的險境，幾乎被淹沒 (拿2:5)；在屬靈上
亦陷⼊低潮，⼼裡發昏 (拿2:7)。⾯對⾝體和屬靈都⼀團糟的狀況
下，約拿卻看到雅偉是怎樣拯救⾃⼰ (拿2:6, 9)，他想⽤感謝的聲⾳
獻祭給神。約拿在⿂腹三⽇，我相信雅偉是⼀直陪著約拿，垂聽他

的禱告，並且藉著在⿂腹三⽇的經歷，引領約拿⾛出屬靈的低潮。

我留意到在約拿書第2章，雅偉⼀直是靜默無聲的，令我反思原來神
不出聲也是⼀種愛的表達。

第3章1-2節記載了雅偉的話⼆次臨到約拿，叫他到尼尼微⼤城，向
其中的居⺠宣告他所吩咐約拿的話，就是「再等四⼗⽇，尼尼微必

傾覆了！」(拿3:4) 值得留意的是，當你觸怒⼀個你所愛的⼈，他⼀
直不理睬你，但如今⼜再開始與你說話，這時候你的⼼情會是如何

呢？

這次，約拿便照雅偉的話起來往尼尼微城去。尼尼微是⼀個極⼤的

城，三⽇的路程(拿3:3)。居⺠的反應會是如何呢？試想⼀想，當⼀
個外邦⼈前來對你說，再過四⼗天，你這地⽅就會被毀滅，你會有

何回應？難道我們不是傾向採取反擊或觀望的態度嗎？然⽽，聽到

約拿的訊息後，尼尼微⼈便⽴即有反應，他們信服神，並宣告禁

⻝，從最⼤的到⾄⼩的都穿⿇⾐(拿3:5)。就連尼尼微王也⽴即反應
過來，他下了寶座，脫下朝服，披上⿇布，坐在灰中(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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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使⼈遍告尼尼微通城，說：「王和⼤⾂有令，⼈不可嘗甚麼，

牲畜、⽜⽺不可吃草，也不可喝⽔ (禁⻝)。⼈與牲畜都當披上⿇布
(表⽰哀痛悔改)；⼈要切切求告神。各⼈回頭離開所⾏的惡道，丟棄
⼿中的強暴。或者神轉意後悔(可參閱舊約聖經約珥書2:11-15)，不
發烈怒，使我們不⾄滅亡，也未可知。」(拿3:7-9) 於是神察看他們
的⾏為，⾒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

(拿3:10)。

這是相當完滿的結果，⼈聽從神的吩咐⽽悔改了；但這不是約拿希

望看到的，當他看到尼尼微⼈悔改，雅偉沒有降災後，約拿⼤⼤不

悅，且甚發怒 (拿4:1)，氣得求雅偉取他的命 (拿4:3)。若我們代⼊約
拿當時的想法，他勸勉希伯來⼈ (⾃⼰所愛的同胞) 回轉歸向神；⼜
勸勉尼尼微⼈ (⾃⼰的仇敵) 回轉歸向神。約拿⽤在⾃⼰同胞⾝上的
時間，是與⽤在仇敵⾝上時間，那個會更多呢？得到的結果與付出

的時間並不相稱，他只是⽤了三⽇向國⺠仇敵宣講悔改的訊息，尼

尼微全國上下便都決定悔改，離惡⾏善。⾯對這種反差，就是約拿

發怒的原因。

之後，約拿出城坐在城的東邊，在那裡為⾃⼰搭了⼀座棚，坐在棚

的蔭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拿4:5)。藉著⼀棵蓖⿇的⽣與死，神
要約拿體會他的愛。蓖⿇先是⻑得⾼過約拿，影兒遮蓋他的頭，救

他脫離苦楚；約拿因這棵蓖⿇⼤⼤喜樂(拿4:6)。次⽇黎明，神卻安
排⼀條蟲⼦咬這蓖⿇，以致枯槁 (拿4:7)。⽇頭出來，神安排炎熱的
東⾵，曝曬約拿使他⾟苦得再次向雅偉求死(拿4:8)。⾯對約拿兩次
發怒求死，雅偉都是問他：「發怒合乎理嗎？」(拿4:4, 9) 反觀我
們，若神的安排不如我們預期，我們有否向神發怒？神對我們的安

排是出於愛，⽽我們對神發怒是出於恨，這樣發怒合乎理嗎？

約拿書的最後兩節，是神對約拿關於愛的教導，雅偉說：「這蓖⿇

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夜發⽣，⼀夜乾死，你尚且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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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何況這尼尼微⼤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的有⼗⼆萬多⼈，

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拿4:10-11) 當時尼尼微⼤城⼈
⼝單計⼩孩已超過⼗⼆萬，按歷史書記載全城⼈⼝⾄少有六⼗萬。

約拿因失去所愛的植物⽽發怒；卻罔顧超過⼗⼆萬⼩孩的⽣命，只

因對尼尼微⼈的恨。道理顯⽽易⾒，可是要實踐「愛我們仇敵」的

屬靈功課絕不容易！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

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

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

義的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

是這樣行嗎？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麼長處呢？就是外

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

樣。」(太5:43-48)

我們需要禱告求神軟化我們的⼼，使我們能效法神的愛⼦耶穌基

督，⾏出神的旨意，不論對我們所愛的或是所恨的，都能夠實踐神

這份完全的愛！

10 甚麼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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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開始

2019年12⽉30⽇，
當天我們⼀家仍在⽇本東京的旅程中，

⼀切都似乎很平靜。同⼀天，在中國

的武漢有⼀名眼科醫⽣在他的150⼈
微信同學群組中發佈了有關疫症的消

息，希望能提醒同學要注意防範，並

稱希望不要把消息外傳。但這個消息仍然被傳播開了。不幸地這位

醫⽣後來也被確診，並在2⽉7⽇去世。這個信息揭開了「 COVID-
19」新型冠狀病毒的防控預警。 

1⽉初起，我們可以從新聞和網絡上的報導知悉到⽇趨嚴重的武漢疫
情，但⾝處仍然覺得問題距離我們甚遠，⼤家仿似活在平衡時空

上。直到1⽉23⽇有第1個冠狀病毒確診，2⽉4⽇出現⾸宗新型肺炎
的死亡個案; 社會氣氛開始緊張，⼈⼈⾃危；⾹港到處有⼈排隊搶購
⼝罩。2⽉初有醫護⼈員發起及參與罷⼯，要求全⾯封關。在剛過去
的星期五確診⼈數已達104，相信這數字仍然會繼續上升。

問題真的很遙遠嗎?
為減少傳播的機會，政府建議巿⺠應減少外出及社交活動，並盡量

與他⼈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避免⼈多的地⽅、避免社交聚會及聚

餐。因為⼝罩供應不⾜，亦要減低社交接觸及隱形傳播。由1⽉29⽇
起，政府牽頭安排公務員在家⼯作， 除緊急部⾨以外，即⼤部分公
員都在家⼯作；之後其他私營機構也跟隨。由於⼯作性質關係，除

了農曆新年後放了2天年假之外，我⾄今⼀直有上班。亦因為有同事
在家⼯作，所以除了應付⾃⼰份內的⼯作之外，也要分擔在家⼯作

同事的⼯作，以及其他額外與突發的⼯作，故此， ⼯作量與時間也
會較以往多及⻑。現在，疫情的傳播感染範圍經已不限於中國和⾹

港，在全球⼀體化的⼤趨勢下，世界各地的疫情亦有⼤規模的爆

發。

11 疫情中的學習 Caro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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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看來似乎很遙遠卻很相近的距離。為了追蹤病毒在社群中

的擴散路徑，感染確診個案的傳染鏈亦會被追縱，確診⼈⼠的資料

亦會被報導，包括: 性別、年齡、所屬的⼯作機構、住所、親屬、曾
去過的地⽅…等等。近⽇有關宗教活動的確診數字增多，亦使⼈⼤
為警惕，擔⼼教會聚會導致更多的感染和傳播。

政府亦呼籲全港教會⽴即停⽌有主⽇崇拜和聚會，直⾄疫情有所緩

和。在剛過去的兩個主⽇，我們也沒親⾝回到教會崇拜聚會，

但我們並沒有停⽌聚會，利⽤科技我們進⾏了數次的網上崇拜及查

經聚會；在這些時候我們更需要謹慎⼩⼼，不可失去愛⼼，不能容

讓⾃⼰向神的焦點偏離，否則便會失腳跌倒。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他給我

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又

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

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 也要堅守

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又要

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

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來

10:19-25)

疫情中的學習

藉著今次的疫情，神要對我們作出怎樣的提醒？

我們與不信的⼈有分別嗎？

11 疫情中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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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之下，便越發覺得⼈⼼虛怯。⼤家都擔⼼是否有⾜夠的裝

備，於是到處張羅，由防疫⽤品、消毒保護⽤品，到⽇常⽣活⽤

品，如：⽶、厠紙、抹⼿紙…；因為恐懼，所以有⼈在家中囤積物
資。瘋狂搶購物資的情況不單單在⾹港出現，當各國的確診或死亡

個案增加時，當地⼈⼼中的警鐘便隨之響起；因為恐怕物資短缺，

亦因為不知道疫情會持續多久，於是群起瘋狂搶購⽣活物資。這反

映了⼈都是活在不安之中，沒有神，⼈的內⼼便沒有平安和確據。

⼝罩供應不⾜，有商⼈趁⽕打劫，藉此坐地起價。有國家因為國內

的疫情⽇趨嚴重，所以禁⽌⼝罩出⼝；也有國家封關，希望能夠阻

截有

關傳染病⼊境。我家中的⼝罩貨存也不多，但未有因此⽽擔⼼。當

看到將會有缺乏時，神⼜再藉著教會及家⼈的幫助，得到充⾜有餘

的供應。在⾃⼰有餘的時候，也學習去分享，給予有需要的⼈。深

信唯有跟從神引導的，才可以明⽩和經歷神的帶領和指引。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

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

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

全、可喜悅的旨意。(羅12:1-2)

正視屬靈⽣命的軟弱

在未⾒危急時，我們都會輕看⾃⼰的問題，尤其是屬靈⽣命的軟

弱。我們會覺得⾃⼰仍有很多時間，或覺得這個問題沒有急切性，

可以再遲⼀些才去⾯對和處理，待我們忙完⼿上的⼯作才去處理；

然後，新的問題出現，舊問題便⼀再被耽延了。就像千絲萬縷的⽑

線團⼀樣，若⽑線被纒繞打結了，我們必須先找出打結的源頭，才

11 疫情中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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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將⼀個⼜⼀個結解開；或是狠狠地將打結的線剪斷。沒有好好

⾯對屬靈⽣命的軟弱和問題，到困難來臨時，我們是無法也無⼒去

抵禦的。

今次的疫情，給了我們⼀個近距離的學習機會，迫使我們看清楚⾃⼰

的屬靈⽣命，我們是否真的裝備好？除了考驗我們的信⼼，也叫我們

檢視⾃⼰屬靈⽣命的情況。不要只將聖經當作⼝號掛在⼝邊，⽽是在

⽣命中實⾏出來，使我們可以堅定地活在主裡⾯，有從神⽽來的⼒量

⽀持我們⾯對困難和逆境，叫我們的⼼也不會出現慌亂失措。

以往，我們曾學習要做聰明的童⼥，現在學習做屬靈的蟻⼈；都昰要

懂得預備，要有謙卑和屬靈的洞察⼒。這並不是⼝號，我們必

須要切實去學習及實⾏出來。有⼈說：「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

耶穌在⾺太福⾳25章講了兩個有關天國的⽐喻，分別是：

(1) 1-13節~ 有關⼗個童⼥的⽐喻，只有那五個聰明的童⼥預備了油，
得以進去婚筵坐席，⽽筵席的⾨卻在五個愚拙的童⼥買油時關上了。

(2) 14-28節 ~有關主⼈按才幹、能⼒分銀⼦給僕⼈，有領5,000、
2,000及1,000的。當主⼈回來要他們交賬時，領5,000的多賺了
5,000， 領2,000的也多賺了2,000，但領1,000的卻因害怕主⼈⽽
將銀⼦埋藏在地裡， 結果他被責罰，主⼈說他是個⼜惡⼜懶、無⽤的
僕⼈，他被丟在外⾯⿊暗裡哀哭切⿒。只有那領5,000和2,000的得
獎賞及稱讚，他們被稱讚為良善⼜忠⼼的僕⼈， 因他們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主⼈把許多的事派他們管理， 可以進去享受主⼈的快樂。

將來天國會臨到地上，現在我們是否好好運⽤神賜與我們的去為神作

⼯，⼜是否聰明的童⼥，預備⾜夠油等候迎接主再來，這樣，我們才

可以得以進⼊天國，可分享神賜與的應許。

11 疫情中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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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世界環境變得很脆弱，病毒肆虐令到⼈們害怕外出。以
往充滿⾃信的⼈，今天變得無助，因為對明天已沒有把握。在兩、

三個⽉前，⼈仍然是滿有⾃信，對⼈⽣充滿計劃，相信⾃⼰有能⼒

創造未來；在這地球村上，國家與國家之間往來頻繁，彼此間有很

多驚世計劃，⼈似乎漸漸變得強⼤。漸漸地，⼈相信⾃⼰無所不

能，充滿能⼒！讓我想起在舊約創世記中的事情，那時的⼈擁有同

樣的語⾔，他們努⼒建造巴別塔，在完成⼤部份建築之後，⼈們充

滿⾃信和驕傲，甚⾄要與天⽐⾼，似乎是要挑戰神！神把他們的語

⾔混亂，他們彼此不能再溝通，神覺得他們若變得太有能⼒的話，

⼈便不再聆聽他的話，他們會為所欲為，誰也不能攔阻他們了！

今天的世界重蹈當時的覆轍，經過⻑時間的豐盛，充滿能⼒的⼈

類，漸漸不再聽神的話。神的吩咐成為⽣活中的⼀個⼩⼩環節，⽽

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若然有不中聽的，或是與⾃⼰的計劃相違背的

話，⼈便會以⾃⼰⼼中所想所求的為優先，神的說話只會淪為⽣活

中的點綴！

病毒在全球蔓延了以後，神把⼈充滿⾃信的外殼⼀層⼀層地剝開，

剩下來的只是惶惶不可終⽇，因為明天如何，⼈也不知道，只能夠

謙卑的祈求得以健康地過每⼀⽇，這就是今天世界的寫照。

在舊約約拿書，約拿是個先知，理應是神所重⽤對神完全順服的屬

靈⼈，可是當他聽到神的指⽰要到尼尼微城為神開⼝的時候，由於

與他⾃⼰的⼼意相反，因此他故意不聽從，逃往相反的⽅向，義無

反顧地逃避神的說話。但後來遇上⼀輪⾵暴後他被船員拋進海中，

神的作為開始發動，⼀條⼤⿂把他吞進肚裏，約拿居然在⼤⿂肚中

⽣存下來，沒有被消化掉！更奇妙的是⼤⿂在浩翰的⼤海中（地中

海），正正是向亞述的⽅向游去（尼尼微城的所在地)，約拿在⿂肚
中三⽇三夜思想神的說話，最終被吐出來，落在亞述近岸的旱地

12 Shema 聽聽神的話！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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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過早把約拿吐出來⽽落在⼤海中，他必淹死無疑！ ）安
全上岸後，約拿便跟從神的旨意動⾝前往尼尼微 - 就是神要宣告他
警告的國度。 眾多的巧合和奇蹟之下，難道這不就是神的安排嗎？
神的指⽰終須要實⾏，⼈不重視，努⼒逃避，神透過⼤⿂要實⾏他

的⼼意，⼈的意念⾮等同神的意念，⼈以⾃⼰的喜惡為優先，但神

使⼈到了⽣死邊緣，使⼈看清誰是主宰！

舊約中有另⼀事蹟，那時候以⾊列⼈跟其他⺠族經常戰⾾，摩押王

聘⽤先知巴蘭前往咒阻以⾊列⼈，神親⾃向巴蘭說了不可這樣做，

巴蘭亦斷然拒絕摩押王。後來，王提⾼了獎賞，這叫巴蘭⼗分猶

豫，在重賞⾯前他⼼意動搖，他再次詢問上帝該怎樣做。後來他騎

驢前往摩押王那裏，希望神回⼼轉意容許他去賺取這筆豐厚的酬

⾦，在途中神的使者拿出⼤⼑在路上站着，巴蘭看不⾒，驢⼦卻看

⾒了，驢⼦便停下，巴蘭⽤⼒踢牠，經過三次停下及⽤⼒腳踢驢⼦

之後，驢⼦終於開⼝說：「主⼈，你為何打我呢？」忽然巴蘭看⾒

眼前拿着⼤⼑的使者，便匆匆下來跪在上帝的使者⾯前，認罪悔

改！(詳⾒⺠數記22章)

神的⼼意⾮同⼈的⼼意，當⼈⾯對死亡威脅的時候，才會意識到⾃

⼰的無助，神向⼈宣告了他的命令，⼈卻只聽從⾃⼰的喜惡，把神

的說話當作次要，甚⾄希望神能跟從⾃⼰的想法去實⾏，神藉著驢

⼦顯⽰⾃⼰，藉著牠向⼈預告危難！

今天，神透過極微⼩的病毒向⼈發出警告，向⼈表明誰是主宰，把

⼈的驕傲拆下，把⼈的能⼒消減，要⼈知道⽣命來⾃神！世界上的

權貴，無論地位有多崇⾼，財富有多巨⼤，權⼒有多⼤，也不能逃

避這病毒的威脅，⼈從驕傲變回謙虛，每⽇為了多呼吸⼀⼝空氣⽽

努⼒。我們有沒有思考這⼀切事情究竟有什麼意義呢？神要透過這

些危難向⼈說明些什麼呢？

12 Shema 聽聽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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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諱疾忌醫

上⽉中，不⼩⼼扭傷了⼿腕，本以為只

是輕微扭傷，於是只按揉患處，可是患

處不但沒有痊癒，⼿腕越發疼痛，更腫

起來，⼿腕未能⾃如地轉動，漸漸地連

⼿肘也疼痛，重物也不能提。

由於肺炎疫情關係，⼤家在這段時間都不想到醫院或診所，因為

這是⾼度危險的地⽅，同時亦不想加重醫護⼈員的負擔。可是⼿

腕問題沒法拖延，便決定去看醫⽣。醫⽣說要避免⽤⼒，也不要

提重物，盡量不給壓⼒，不要過份使⽤受傷的⼿，要多休息。此

外，處⽅了⼀些消炎消腫的⼝服藥及貼敷，這兩種藥的功⽤是⼀

樣的，所以只選擇⽤其中⼀樣。因為不太喜歡⻝藥，於是只⽤貼

敷，但礙於疫情關係，洗⼿越⾒頻繁，⽽⼿腕上的貼敷遇⽔濕便

會脫落，所以漸漸也沒有貼了。這樣的後果是可想⽽知的，發炎

的位置差不多⼀個⽉時間也未⾒消腫，於是再去看醫⽣。醫⽣⾒

患處頗為腫脹，便給我安排照X光，並叮囑我吃藥；⼀個星期後
再回到診所看報告，結果X光報告顯⽰沒有⻣折或撕裂的情況，
應該只是炎症。

反思我們的⼈⽣，是否明知道⾃⼰有病，卻仍然諱疾忌醫呢？⼜

或是看了醫⽣，卻沒遵照醫⽣的指⽰按時服藥和休息？若是如

此，即使看了最好的醫⽣，有最好的藥物也是枉費的，問題不但

沒有改善，並只會越來越嚴重。

13 擁有⼀個健康的屬靈⽣命
Caro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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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屬靈⽣命的問題

我們的屬靈⽣命健康嗎？要知道我們的屬靈

狀況健康與否？或許，我們可以留意⼀下⾃

⼰的屬靈胃⼝如何？正如我們在飯前吃太多

垃圾⻝物，便沒有胃⼝吃正餐⼀樣，⽣命如

果被太多事情紛擾，沒有專⼼向神，被其他

事情取代了神，我們的屬靈胃⼝⾃然不好。

若我們已經知道⾃⼰的屬靈⽣命出了問題，卻不去正視，以為別

⼈不知道，甚⾄以為神不知道，於是帶上⾯具、裝著健康正常，

繼續拖著半死不活的屬靈⽣命返教會。屬靈的病也情會被延誤，

病情也會更嚴重。

或許，我們以為⾃⼰的問題只是累著⾃⼰，但事實並⾮如此。這

次我左⼿腕受傷，便多勞累右⼿，右⼿也會因此多受壓⼒。教會

是基督的⾝體，⼀個部分出了問題，並不只是個⼈的問題，亦因

此加重了⾝體其他部分的負擔。

跟隨醫⽣的指引

我們有什麼出路呢？我們需要醫⽣嗎？誰是我們屬靈的醫⽣呢？

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

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可2:17)

（大衛的詩。）我的心哪，你要稱頌雅偉！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

頌他的聖名！我的心哪，你要稱頌雅偉！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詩103:1-3)

13 擁有⼀個健康的屬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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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偉神是我們的醫⽣，既然我們有這麼

好的屬靈醫⽣，我們就要好好地遵從他

的吩咐。

學習為神發光

在⽣病時，我們會失去了⼒量，即使在健康時可以應付⾃如

的事情，都變得⽐前困難。我們會發現原來⼀直以來我們都

將神的祝福視為理所當然之事。在這個時候，我們要學習不

抱怨，需要抓緊神，讓⽣命的步伐慢下來，學習不再⽤⼈的

⻆度，⽽是⽤神所提醒我們的⻆度去看到神的祝福，並求神

改變我們看事情的⽅法；珍惜神的賜予，並好好為神善⽤和

發揮。

神藉基督賜我們新⽣命，我們應有新⼈的樣式和思維，我們

的⽣命有被不斷更新改變嗎？

教會是神所呼召的⼀班⼈，願意跟隨神⼼意⽽⾏的⼈，被神改變

塑造的，要成為明燈照耀⼈前，我們發出的是怎樣的光？是忽明

忽暗的光嗎？還是發出神聖潔明亮的光、發出神拯救的光，叫遠

處的⼈也清晰可⾒？

13 擁有⼀個健康的屬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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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的世界局勢就好像是經歷世界⼤戰 ⼀樣，國與國之間為財
政、經濟狀況、醫療物資，及⼈⺠的⽣死⽽煩惱。每⼀天，我們都

⽣活在混亂中，只因這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病毒。⾹港經濟完全癱

瘓，每⼀天⼈們也在擔⼼健康、⼯作、⾦錢，與及何時可以正常地

外出遊玩與消費，這⼀切東西佔據了⼈們的⼼！細⼼⼀想，在太平

盛世的時候，⼈們就是忙於為健康、事業、⾦錢東西能穩固增⻑、

到那裏遊玩⽽費盡⼼思；到了今天世界⼤亂了，⼈們仍是為了這些

屬世的東西四出張羅，煩惱不堪！到底這些事在我們⽣命中是⼤事

還是⼩事呢？

在聖經中，主耶穌⽤⽐喻描述主⼈讚賞他的僕⼈在⼩事上忠⼼（太

25章，路19:17），所指的⼩事相等於今天總值數百萬，甚⾄是數千
萬⾦錢的運⽤，這筆龐⼤⾦錢在主⼈的眼中只是⼩事！今天，我們

如何看待這些⾝外物，是⼤事還是⼩事呢？ 到底我們是否明⽩神的
⼼意？ 

使徒⾏傳中有兩個外邦敬虔⼈的例⼦，其中⼀個是⼀位外族的太監

（徒8章），神特別指派使徒腓⼒前往為他講解聖經，當時太監正坐
在⾺⾞上閱讀以賽亞書，但他不太明⽩，腓⼒因神的啟⽰前往向他

講解書中的內容，後來在河邊為他施洗，聖靈降臨在這太監⾝上，

縱使他不是神的選⺠。

另⼀個例⼦是在凱撒利亞意⼤利營的百夫⻑哥尼流 （徒10章），他
也是外族⼈，但他和他的⼀家也對神⼗分敬虔，神指派使徒彼得放

下對外邦⼈的偏⾒，前往向他們講解聖經及賜他們聖靈。

14 ⼈⽣⼤事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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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個例⼦的主⻆都是位⾼權重，並⼗分忙碌的外邦⼤官，他們

視雅偉神的話語為緊要的⼤事，因他們的認真及敬虔，神便為他們

開路，安排屬靈⼈前往為他們說明聖經的內容，並賜下聖靈。

今天，我們把所有今⽣的事物均看為⼤事，多少⼈會把神的話語看

重呢？到底神的旨意是⼤事還是⼩事呢？⼈為了今⽣數⼗年的物質

⽣活⽽廢枕忘餐，看作頭號⼤事，但經過了這場全球瘟疫⼤危機，

我們能否看清楚今⽣的真相？到底什麼是重要？什麼可以放下？什

麼轉瞬即逝？什麼屬於永恆？我們看到雅偉神就是⽣命的主宰，是

我們應當緊緊抓着的⼈⽣⼤事嗎？

14 ⼈⽣⼤事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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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你來說，聖誕節就單單是⼀個普天同慶的節⽇嗎? 每年的12⽉25
⽇﹐全球不同地⽅都慶祝這個節⽇假期﹐⼈們期待著可以收到聖誕

禮物、吃聖誕⼤餐﹐希望可以開⼼愉快地渡過這⼀天。⽏庸置疑﹐

這絕對是值得慶祝的⼀天，因為這是記念著主耶穌誕⽣的⽇⼦﹐也

意味著我們有被拯救的盼望。對你⽽⾔，聖誕節有什麼意義？

不久之前聽了⼀⾸歌﹐當中的歌詞引起了我對聖誕節有更多的思

考。詩歌名稱正是這篇⽂章的主題–聖誕結。這並不是⾹港歌⼿陳
奕迅的那⾸歌﹐⽽是⼀⾸基督徒詩歌。

歌詞中有⼀段是這樣寫的 “全世界為了這⼀天 ﹐送著禮物寫著卡⽚
﹐這是許多⼈⼼裡⼀個結 ﹐不瞭解⼈們為何喜悅。” 

在這個普天同慶的⼀天﹐並不是每個⼈都可以過得快樂﹐有些⼈因

為⼀些懊惱、孤獨⽽感受不到節⽇的快樂。 試想⼀想，和誰⼀起度
過節⽇會使你感到最快樂呢？我相信絕⼤部份的回答都會是朋友、

親⼈或是戀⼈吧！不知道在你⽣命

中會不會有⼀些曾經很要好的朋友﹐

卻因著種種原因⽽漸漸疏遠﹐如今

已形同陌路﹐但卻在你⼼中

念念不忘﹐有著⼀份遺憾和

惋惜﹐就像⼀個繫緊的結⼀

樣緊緊掛在⼼裡。

結是⼀種很奇妙的東西﹐⼈

與⼈相處和聯繫，就像在繩⼦上打

結，將之連在⼀起。⼀個好的結可

以在適當的地⽅發輝效⽤﹐⽐⽅說，當你被困

在⼭⾕裡﹐別⼈可以⽤⼀個「稱⼈結」把你救

上來﹔⼀個「接繩結」可以把兩條繩⼦緊緊連接⼀起﹐當需要

分開的時候亦可以輕易解開。反之﹐⼀個解不開的「死結」

15 聖誕結 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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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可以令兩條繩⼦連在⼀起﹐甚⾄纏成⼀個亂糟糟的線球，使這

兩條繩⼦發揮不到應有的功效﹐只是緊緊地纏在⼀起。

如果將繩結的⽐喻代⼊我們與⼈的關係中﹐我們運⽤「稱⼈結」便

可以把別⼈從深⾕中救出來﹔⽽「接繩結」則可以把我們跟別⼈緊

緊地連⼀起﹐但卻不會因這個連繫⽽使兩⼈被困﹐⽽當兩⼈因為⼀

些原因需要分開時﹐雙⽅也不會因為這個結被綁著﹐可以放開﹐並

繼續前進。就像⾨徒提得起放得下其餘⼀切關係﹐只忠⼼跟著主耶

穌⼀樣﹔⼀個「死結」可以做到的只是把兩個⼈⾟苦地連在⼀起﹐

兩個⼈的⽣命都因為這個「死結」⽽感到快要窒息⽽死。

仔細去想⼀想﹐你有還未解開的⼼結嗎？主耶穌的誕⽣帶來⽣命的

盼望﹐給我們⼀個機會得著新的⽣命、⼀個重從新開始的機會。把

握這個時機﹐跟別⼈解開那個⼼結吧！

15 聖誕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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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BB時候開始，我已經到教會崇拜。

⼩時候，我參加了主⽇學，記得那時候有很多不同的主⽇學⽼師教

導我。從⼩， 神就將他的說話放在我的⼼裡。漸漸⻑⼤的我，很想
回應神的愛，並且將他的愛傳給⾝邊的⼈，特別是我的同學。

我是⼀個唐⽒綜合症的⼩朋友（其實我今年已經19歲了，但爸爸常
說我是⼩朋友），在⼀間特殊學校讀書，學校裡的每個同學都有⾃

⼰不同的問題，別⼈看我們都不是很聰明，但我覺得這是不重要

的。師⺟曾講過，我們不需要作地上的聰明⼈，因為神看重屬靈

⼈， 因為屬靈⼈會倚靠神、倚靠天⽗，⽽不會倚靠⾃已的聰明和能
⼒。所以，我想傳福⾳給我的同學，將我所認識的神分享給他們知

道。 

神是獨⼀的創造主，他創造了花草樹⽊，天上的、地上的和海裏的

動物，神創造了⼈類，包括你和我。神愛我們，就好似寶⾙⼀樣，

像⽗⺟愛錫⼦⼥⼀樣。 

我想努⼒傳福⾳，為神作⼯；於是我在神⾯前祈禱等候，等神的回

應。我想為神寫⼀本⼩書，神給了我⼀個書名是“神的美譽”，他⼜
給了我不同的主題，叫我思想、吸收每個主題的意思，這是書中不

同主題：

第⼀章 神的名字
第⼆章 神的創造
第三章 神的愛
第四章 神的福⾳
第五章 神的呼召

16 傳福⾳ Cher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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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神賜異象
第七章 神的說話
第⼋章 要做蟻⼈
第九章 神醫治別⼈
第⼗章 神的應許

我會繼續等候神，並慢慢寫下各個主題的內容，我希望可以

跟同學分享我所認識的神。

16 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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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過去多個⽉的社會動亂，當情況稍為平靜下來時，接著⼜要

⾯對另⼀場新的役症 —新型冠狀病毒。 

除了偶爾因天氣惡劣關係，⽽要取消教會聚會之外，從沒想過聚會

會受其他因素影響，使我醒覺到原來每星期可以如常返教會聚會、

查經、團契等，已不是理所當然的事了。我們實在需要好好珍惜每

次的聚會，珍惜每次的講道、服事，並與弟兄姊妹的相處。在這⾮

常時期，⼤家需要多⼀點的關⼼、⿎勵、禱告、互相守望，彼此切

實相愛。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 最要緊的是彼

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前4:7-8)

在這末後的⽇⼦中，社會紛亂⿊暗，疫情下⼈⼼徨徨、對⽣命沒有

把握，世⼈只有靠⾃⼰去籌算⼀切。當今資訊泛濫，難辨真假虛

實，我們到底應該何去何從呢？屬神的⼈能看清世界的虛幻嗎？我

們該如何⾃處？

感謝神，今天我們仍有神的話可以跟從。雅偉是我們的牧者，他是

我們的保障，是我們永遠的倚靠。 

你當倚靠雅偉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詩37:3)

聖經給我們顯明了末世的景象，教導我們怎樣活在這世代中！信實

的主會顯明他的道路，帶領我們重新得⼒。 “所以不要懼怕，你們⽐
許多⿇雀還貴重。＂(太10:31) 這是主耶穌的教導。我們要謹守主的
話，作為路上的明燈，⾏在神的⼼意裡。

17 脫離愚拙，成為聰明 C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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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時代的詩⼈亦讚美雅偉神的話：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119:105)

⾝處疫情之下，我們該如何按著神的⼼意⽽活呢？聖經上說

神的國近了，今天我們要好好去預備我們的⽣命，等後主再

來。 使徒保羅經常在他的書信中提醒信徒，要在末世中持守
著敬虔、聖潔的⽣活。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

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

如何。(弗5:15-17)

使徒保羅教導我們該怎樣⾏事為⼈？ 
(⼀) 不要像愚昧⼈ 
(⼆) 不要作糊塗⼈
(三) 要學效智慧⼈ 

要留⼼三樣事情： 
1.   謹慎⾏事。     
2.   愛惜光陰。     
3.   明⽩主的旨意。

此外，使徒彼得在彼得前書 4:7-8也教導我們在末後的⽇⼦臨
近時，應當要謹慎⾃守、儆醒禱告、切實相愛。主耶穌也常

常提醒⾨徒要謹慎、儆醒祈禱。 

你們要謹慎、儆醒祈禱、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

(可13:33)

17 脫離愚拙，成為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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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代會越來越亂，⼈的⼼也會越來越冷淡，這是因為主的

腳步近了。在這⾮常時期，我們要加緊去裝備⾃⼰，快跑跟

隨神，從神得智慧去抵擋各樣的誘惑和試探，免得我們被擄

去。保羅在歌羅西書中也提醒我們要謹慎。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

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西

2:8)

我們該怎樣跟從聖經的教導⽣活，以致每⼀天都可以成為馨

⾹的祭獻給神？

⾃⼰在這⽅⾯的⼀些學習如下：

1. 謹慎
愚蒙人是話都信．通達人步步謹慎。(箴14:15)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林前10:12)

在⽣活中的⼀切事上，我們都需要⼩⼼謹慎，從所想、所

做、⼝中所出的⾔語，以⾄所作的決定，都不要偏離主的

話。要約束⾃⼰的⼼和⼝，叫⼝所出的，都是清清潔潔的；

因信靠聖靈帶領，作好榜樣，以致能站⽴得穩。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謹慎自守。(彼前1:13)

2. 愛惜光陰 
   「愛惜」，原⽂意思是 「贖回」（弗5:16) 
要計劃如何去買贖時間。前些時侯，師⺟在講道中提醒

我們要重拾⾃⼰的⽣命，要棄掉壞習慣，並提出了六個

要戒掉的陋習：不愛做善後功夫∕ 貪睡∕睡前滑⼿機∕

17 脫離愚拙，成為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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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積沒有⽤東西的陋習 ∕購物 ∕浪費時間在社交媒體上。若
我們刻意去改善，便可以有效地將時間買贖回來，每天可多

⽤⼀個⼩時來安靜、禱告、讀經親近神。 現在，⾃⼰提早⼀
⼩時起床，⽤以整理過往的分享⽇記。因明⽩到時間是神的

恩賜，必須愛惜光陰，因浪費時間就是浪費⽣命。

3.  儆醒、禱告
儆醒與禱告，是密不可分的。在福⾳書，看到主耶穌教導⾨

徒要儆醒禱告，免得受到迷惑。特別在亂世時候，我們更需

要多親近神，在禱告中儆醒，正如主的教導：

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總

要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

了。(可14:38)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喫的人．(彼前5:8)

4.  要明⽩主的旨意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 這罪

惡的世代。(加1:4)

神買贖了我們，使我們脫離罪惡。他的⼼意是要我們從世界

裡分別出來，成為聖潔，合乎神所⽤，為主耶穌所交託的福

⾳命盡⼼。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帖前4:3)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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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備主再來
為主的再來，裝備好⾃⼰的⽣命，開展神的國度。故此，我們務必

保守我們的⼼，不要被世界擄去，也不可敗壞，這樣才能在真道上

站⽴得穩。

倚靠雅偉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 (詩125:1)

儆醒與在這末後的⽇⼦裡，我們的眼⽬不要再關注地上的事。今天

的社會，許多⼈仍被網絡上的資訊牽著⾛，但世界的資訊並不是⽣

命的重點，天國的訊息才能建⽴⽣命。神的話是光，讓我們看⾒真

理，能辨是⾮，成為光明的使者。故此，我們必須謹慎⾏事，不要

像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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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

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羅1:17)

你是⼀個尋求「公義」的⼈嗎？

若答案屬「是」，你就應瞭解神傳遞給⼈福⾳的訊息

是甚麼，我⿎勵你閱讀聖經。當然，對很多⼈來說，

聖經的內容不易理解，理由是我們嘗試⽤⼈的價值觀

出發，倘若你改⽤神的想法來閱讀聖經，肯定你能有

不⼀樣的體驗。我明⽩有⼈會對如何得知神的想法產

⽣疑問，那麼你可以向神祈禱，誠⼼祈求神讓你知道

祂的想法，從⽽明⽩神藉聖經傳遞給⼈ (特別是關乎
你⼈⽣) 的訊息。
 
回看本⽂的主題，關於「公義」，更精準是關於「神

的義」，要明⽩「義」這個主題，羅⾺書是重要的書

卷，因為作者保羅在此書卷多次寫到「義」，羅⾺書

有16章，其中11章 (第1⾄10、14章) 都有「義」字出
現，⽤於54節。留意保羅寫作羅⾺書的⽬的，是為了
向羅⾺⼈傳福⾳，從他以「義」作為此書卷的主題，

可以知道保羅希望羅⾺⼈明⽩何謂「神的義」，可能

與當時普遍羅⾺⼈的價值觀相關。

 
保羅藉著神的創造引證神是真實的，叫⼈無可推

諉 (羅1:20)；但⼈卻無視神的存在，否定了神創
造⼈有其⽬    的，於是⼈便順從⾃⼰的⼼意⽽
⾏，保羅寫到是「逞著⼼裡的情慾⾏污穢的事、

玷辱⾃⼰的⾝體」(羅1:24)。⼈既然故意不認識
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那些不合理的

事 (羅1:28)。當看到「不合理的事」，很多⼈會
不以為然，所以保羅對這等事情加以解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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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不義、邪惡、貪婪……、背約的、無親情的、
不憫憐⼈的 (羅1:29 – 31) 多達21種惡⾏。

你是按著神的標準⽣活嗎?
保羅將兩種選擇擺在當時羅⾺⼈⾯前，要麼就是按

著⼈的標準⽣活；要麼就是按著神的標準⽣活。後

者的⽣活取向，會使⼈傾向⾏神眼中看為正的事，

從⽽會多揣摩神的⼼思意念，潛⽽默化地活出神的

義，⼈才能找到真正的公義，⾏出真正的公義。

相反則是按⼈的標準⽣活，就不會揣摩神的⼼思意

念，⽽是顧念⼈的想法，便不會想到要活出神的

義，卻只會追求⾃⼰「想要」的⽣活。「想要」

的英⽂翻譯是desire，除了是動詞，也可以是名
詞，解作「慾望」。「慾」字由「欲」和「⼼」

組成，「欲」是指想得到某種東西、或想達到某種

⽬的的要求。

 
東漢的尚書張衡編製的《東京賦》寫到，達餘萌

於暮春，昭誠⼼以遠諭。進明德⽽崇業，滌饕餮

之貪慾。本作欲。或作慾。⼝⿐⽿⽬四⽀之欲皆出

於⼼，故從⼼，亦通。可⾒「慾」就是⼈在感官上

的需要或衝動，當⼈⼼裡沒有神的時候，就會追求

滿⾜這些需要或衝動，久⽽久之便傾向放縱情慾，

最常⾒是在飲⻝上沒有節制，⼤吃⼤喝，過度宴

樂；或是恣意消費，胡亂在網上購物，事後才覺察

買了過多或無⽤的東西。縱慾的⽣活最終使⼈玷辱

⾃⼰的⾝體，對義的尺度亦會漸⾒寬鬆，⼈亦會變

得貪婪和⾃私，最終會⾏出保羅以上寫到惡⾏，往

往是⼈沒有活出神的義之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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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會認為我只不過著簡樸⽣活，不會⾏

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我亦不排除有這樣的可能

性，但平⼼⽽論，難道神創造⼈，單單只是想⼈

按著⾃⼰的標準，活得有節制嗎？神想⼈按其標

準⽣活，是為著對⼈有益處的原故。以上兩種⽣

活選擇，會出現截然不同的結局，按⼈的標準⽽

活，能夠勝過⾃⼰慾念的⼈顯然是絕無僅有，其

餘的最終會選擇⾏惡，神已判定⾏這等事的⼈是

當死的 (羅1:32)；⾄於按神標準⽽活的卻得著⽣
命，因為「義⼈必因信得⽣」(羅1:17)。

事實上，同樣的兩種選擇，今⽇也放在我們⾯

前，倘若我們「信」神是真實的，就該以神的標

準⽣活。⾯對世界的潮流，不斷引領⼈要以⾃我

為中⼼，為⾃⼰鋪排美好的⼈⽣，逐步令⼈將⾃

⼰放在⾸位。這跟按著神的標準⽣活的⼈，是相

反的⼈⽣取向，他們不以⾃我為中⼼；卻選擇以

神為中⼼，以神的事為念，更正確的描述是將神

的事放在⾸位。

 
⼈⽣取向的結局是怎樣呢?
現在與⼤家分享以上兩種不同⼈⽣取向，結局是

怎樣的。羅⾺書1章17節末後部分寫到「如經上
所記：義⼈必因信得⽣。」保羅在引⽤舊約聖經

哈巴⾕書2章4節：「迦勒底⼈⾃⾼⾃⼤，⼼不
正直；惟義⼈因信得⽣。」迦勒底⼈建⽴了巴⽐

倫王國，是昔⽇四⼤⽂明古國之⼀，當時的⽂化

繁榮⼀時無兩，例如對於天⽂的應⽤就已⾮常先

進，是現代天⽂學雛型，能夠藉著觀察星宿的運

⾏軌跡，預測不同的氣候變化。當時迦勒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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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數學和⽇曆的應⽤也⾮常成熟，很早就有了

六⼗進位制，並可以使⽤乘除法、倒數表、平⽅

表和⽴⽅表，甚⾄還有指數；⽤於各種契約、帳

單、交易帳⽬及單據等商業財務中。

此外，迦勒底⼈也擁有當時尖端的建築技術，例

如建造了⾼達90⽶，樓⾼七層，每層牆體表⾯
都鑲有不同顏⾊琉璃磚的巴別通天塔；以及在皇

宮的中央，建造⼀座四⻆錐體，堆起縱橫各400
⽶、⾼15⽶的⼟丘，每層平台都有著防⽌上層⽔
分的滲漏設計的⼀個花園，就是被後世⼈列⼊七

⼤奇景之⼀的「空中花園」。雖然迦勒底⼈⼀度

站在世界的頂峰，但聖經形容他們是⾃⾼⾃⼤，

⼼不正直，他們的結局就是滅亡，巴⽐倫在世界

的版圖上早已消失，成為歷史。

另⼀例⼦是挪亞的時代，記載在聖經第⼀部書卷

創世記第6⾄9章，當時神⾒⼈在地上罪惡很
⼤，終⽇所思的盡都是惡，所以定意要將地上的

⼈、⾛獸和昆蟲，並空中的⾶⿃盡都除滅 (創6:5
– 7)。惟有挪亞在神眼前蒙恩 (創6:8)，聖經描
述他是義⼈，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並與神

同⾏ (創6:9)，所以神吩咐挪亞⼀家建造⽅⾈，
好使洪⽔泛濫毀滅天下的時候，仍能得以存活。

新約聖經希伯來書有論到挪的經⽂。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

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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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亞因著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

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

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

來的義。(來11:6–7)

最後多看⼀個例⼦，洪⽔過後兩年，挪亞的⼤

兒⼦閃⽣了亞法撒，亞法撒的第⼋代出了亞伯

蘭 (⽇後與神⽴約，神為他改名為亞伯拉罕)。
亞伯蘭本來與⽗親他拉和兩個弟弟拿鶴和哈蘭

在吾珥⽣活，⽽哈蘭⽣有⼀⼦羅得和⼀⼥密

迦。

哈蘭死後，密迦與拿鶴結婚，仍留在吾珥；他

拉則帶著亞伯蘭及其妻⼦撒萊 (⽇後亞伯蘭與
神⽴約，神為她改名為撒拉)，並羅得⾛到⼀個
名叫哈蘭的地⽅⽣活。

他拉死後，神吩咐亞伯蘭離開哈蘭，到迦南地

⽣活，他便帶著撒萊和姪兒羅得，並在哈蘭積

蓄的財物和⼈⼝去迦南地 (創12:4 – 5)。後來
亞伯蘭⼜漸漸遷往南地，卻發⽣饑荒，亞伯蘭

便下到埃及暫住，後因得罪埃及王法⽼，重上

迦南地和埃及之間的南地居住，聖經描述當時

亞伯蘭的⾦、銀、牲畜極多，所以再上移到南

地與迦南地之間的伯特利居住 (創13:1 – 3)。
當時羅得的⽜羣、⽺羣、帳棚和財物也甚多，

亞伯蘭和羅得的牧⼈相爭，所以他們無法同

住，亞伯蘭讓羅得先選定居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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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得選了滋潤的約旦河全平原；亞伯蘭則回到迦南地，就是神原本

吩咐他去的地⽅居住。之後羅得從所住的平原城⾢，逐漸挪移帳

棚，直到所多瑪，那裡的⼈在神⾯前罪⼤惡極 (創13:12 – 13)。最終
神降⽕滅所多瑪；但羅得卻因其接待天使的義⾏，被天使帶⾛得以

存活，可是羅得⼀⽣積聚的財富卻在所多瑪化為烏有。從起初亞伯

蘭到迦南地⽣活後逐漸遷往南地的舉動，間接反映迦南地是⼀個較

貧瘠的地⽅，不適合放牧，所以當亞伯蘭和羅得分開時，不選在迦

南地⽣活，從積聚財富的⻆度出發，選在滋潤的約旦河全平原定居

是可以理解的。那麼，問題出在哪裡？

當⼈不是經常省察與神同在的時候，⼈便傾向「變⼼」，聖經描述

亞伯蘭漸漸遷往南地 (創12:9)；羅得則漸漸挪移帳棚，直到所多瑪
(創13:12)，兩⼈都為⽣活過得更美好⽽選擇遷移。但不同的是羅得
⼀直都隨⼰意⾏；亞伯蘭最終卻選擇順從神的意思，在迦南地⽣

活，結果按著神的應許兌現，⼦孫多如眾星 (創15:5)，成為今⽇⼈
⼝超過1,600萬的猶太⼈的始祖。神對我們每⼀個⼈都是公平的，
都給予我們成為義⼈的機會，問題是我們有否「信⼼」，以⾏動作

出回應。聖經早已清楚記載神與⼈互動的各種事蹟，以及神想⼈做

到的標準是甚麼，倘若你也決⼼要成為⼀個義⼈，我誠邀你今⽇從

閱讀聖經開始，作為進深地認識神，並與神建⽴關係的起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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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武漢肺炎的情況，令我們⼗分困擾，在情緒上多少也帶來⼀些

影響。近來⼤家會為了⼝罩、潔⼿液、衛⽣紙，甚⾄糧⻝存貨的多

少，⽽感到⼗分緊張，⼜會為到⼯作和健康⽽感到憂慮，當這些危

機來臨的時候，基督徒的⾁體軟弱，便完全浮現出來了。

約翰福⾳18章中，描寫到主耶穌被帶到⼤祭司院⼦審問的那⼀夜。
彼得在院⼦外等候的時候，有⼀個婢⼥問他是否耶穌的同伴，他輕

易地否定了。之後，他在院⼦外的⽕爐邊取暖時，在旁的⼈問他是

否耶穌⼀幫的⼈，他也輕易地否認了；及後，再有⼈詢問他是否耶

穌的⾨徒，他也⼀⼀否認到雞啼的時候，他猛然記起耶穌跟他說過

的⼀番話，使他⼗分痛苦和後悔。

我們現在的處境，是否跟彼得那時很相似呢？可能還不⾄於那樣危

險吧！彼得在審判、受酷刑、甚⾄跟死亡擦⾝⽽過，我們⾯對現在

疫情的境況，已使我們亂了陣腳，⾁體的種種問題都完全浮現出

來。

相信那時候的彼得是⼗分驚恐的，當⼈問到他與耶穌的關係時，他

完全沒有猶豫地否定。這位跟從耶穌多年，在耶穌⾝旁，親眼⽬睹

和親⽿聽過耶穌所⾏的神跡和道理的⾨徒，頓時變得慌張和軟弱 。
我不禁想，若當⽇耶穌沒有跟彼得提起在雞啼前三次不認主的事

情，彼得會否警覺到他犯了罪呢？可能不會吧！可能他依然懵然不

知⾃⼰在慌亂中不知不覺的背棄了主！

現在正值⾯對困難的時候，我們是否慌亂不堪，只懂得四處張羅⼝

罩、酒精搓⼿液、漂⽩⽔… ；⼜或者，我們在部署我們的投資組合
。雖然，這些都是無可厚⾮的，但作為⼀個基督徒，我們有沒有⼀

個更加積極和屬靈的態度去⾯對這些困難呢？還是跟世界的⼈⼀

樣，甚⾄⽐他們更屬於世界呢？

19 驚惶中的救命索 - 主的話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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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會影響我們的決定，彼得驚慌的情緒使他背棄了他的主，卻被

⼀隻公雞挽救了他的屬靈⽣命。在驚惶的時間，他記起了他的⽼師

主耶穌基督的⼀番話，這番話使他從世界的邊緣救了回來，然後，

他感到痛苦和後悔，正因如此，使彼得成為往後教會的堅固磐⽯，

萬⼈因他的緣故⽽堅⽴，從⽽認識主基督和雅偉⽗神！

主耶穌的話語成為彼得的救命索，在⼈⽣的低⾕時把他拯救上來。

主耶穌在世上代表著神向⼈說話，今天我們怎樣看待神的說話呢？

會把它當作⽿邊⾵？還是認真去查考當中的道理呢？

神的救恩計劃是很廣⼤的，他為⼈預備了很多很多，由伊甸園到應

許地，神總不忘教導我們怎樣可以成為完全，透過摩西頒布⼗誡，

他教⼈怎樣成為⼀個聖潔的⼈。及⾄耶穌基督的來臨，呼召並設⽴

⾨徒，使神的教導可以⼀代⼀代傳承下去；亦透過聖經把神的教訓

和主耶穌的教導清晰地向⼈彰顯；神希望我們成為完全，可以進⼊

他的國度。透過科技，今天我們可以隨⾝攜帶整本聖經四處⾛，但

我們卻很少接觸聖經，甚⾄我們沒有靈修禱告，我們對神的話語⼀

知半解。危難時，我們只懂效法世⼈的驚慌徬徨⽽去四處張羅，卻

忘記了查考⽣命的⼿冊「聖經」！耶穌的⼀句話成為使徒彼得的救

命索，我們若果連耶穌的教導和神的⼼意也⼀知半解的話，當危機

來臨時⼜怎會記起神的說話呢？更遑論可以找到救命索！

19 驚惶中的救命索 - 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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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低⾕，⼈們往往會問：「這是神的審判嗎？」

當⼈⾝處其中的時候，往往看不⾒⿊暗的盡頭，無論是在

瘟疫、戰爭，或是⼈⽣中種種的低潮，置⾝其中的⼈總是

想像不到何時會是終結。

上星期，我患上了嚴重的⼝腔潰瘍。只有患者才會明⽩箇中的苦

況，因為在飲⻝和說話時皆痛苦萬分。我在這⽅⾯經驗豐富，我知

道⼤概⼀星期左右痛楚便會漸漸消退，所以縱使是⾟苦，我也滿懷

信⼼地盼望在七天後痛苦會消除！由於我有這⽅⾯的經驗，因此有

很強的信⼼！

⾝處⼈⽣低⾕的時候，⼈們的信⼼建基於什麼之上呢？

信⼼與⾁⾝感受的⻆⼒

在使徒⾏傳後段（使徒⾏傳27章）記載了有關保羅遇上海難的經
過。那時候他正乘坐⼤船以囚犯的⾝份被押送前往羅⾺接受審訊，

船上有⼆百多⼈，途中遇上⼤⾵浪以致船幾乎要沉沒。在這事件發

⽣前數天，當時船停泊在港⼝，⾯對⾵和⽇麗的天氣，南⾵徐徐吹

⾄，船⻑認為是航⾏的好時機，保羅卻警告說不要起⾏，因為這次

旅程會遇上海難，甚⾄全船的⼈都會死亡，但⼠兵只聽從船⻑和船

主的意⾒（他們固然是這⽅⾯的專家）。他們的知識告訴他們「沒

有問題」，誰知⼤船航⾏了三天後便遇上特⼤⾵暴，接連數⽇漫天

⿊暗，狂⾵巨浪，連⽣存的盼望也幾乎沒有了。⼈往往相信⾁

體的感覺⼤於對神的信⼼，當⾵和⽇麗的時候，縱使神給我們預告

災難將⾄，憑着⾁體的判斷，⼈會斷然否定神的提⽰，以⾃⼰的判

斷定案。⼀旦遇上⾵暴時，⼈們便怕得要死，對⽣存沒有信⼼，對

⼀切感到絕望，這是出於⾃⼰⾁⾝的判斷。但那時保羅卻向⼤家宣

20 當信⼼遇上⾁⾝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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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神的使者在前⼀夜對他說，船上所有⼈的性命均得以保存，叫

他們不要擔⼼。即使那⼀刻船隻依然在驚濤駭浪中左搖右擺，保羅

選擇不順從⾁體的感受，只跟從神的應許。我們有這種信⼼嗎？⼗

多天後，保羅的宣告果然兌現， 船在岸邊擱淺，這應許是在⼗多天
後才出現，現今講求效率的基督徒能有這耐性去相信神嗎？信⼼會

戰勝⾁體的軟弱嗎？

危難中對神不變的信⼼

看過⼀套名叫 《密室 The Hiding Place》的電影，這是⼀齣真⼈
真事改篇⽽成，有關在第⼆次世界⼤戰時⼀對為主盡忠的荷蘭姊妹

所⾯對的種種事跡。她們因在家中設下密室匿藏猶太⼈，結果被捕

後送往集中營，她們的⽗親病死於集中營，兩姊妹⾯對納粹黨的殘

酷對待，真的連⽣存的希望都沒有了。姐姐對神的信⼼很⼤，縱然

⾁⾝的痛苦也不能改變她對神的信⼼，在集中營的歲⽉裏她每天禱

告神，求神不要把她⾃⼰的想法當成是神的想法，更祈求神饒恕德

軍的罪⾏，對神的安排充滿希望和信⼼。即使她若死在集中營，也

沒有半點埋怨，因她深信神與她同在！她的信⼼勝過⾁體！

為何會這樣...？神煉淨基督徒的開始
基督徒經常對⽣命中的困難充滿疑問，「為何神要這樣對我呢？」

其實聖經中常常提到神對⼈的試煉，我們⼜是否明⽩箇中道理？遭

遇災難時，有否學習到從神⽽來的功課，以致屬靈⽣命更為強壯，

這是最為重要的⼀環，否則危難只是⼀齣悲劇。神的試煉好像熔爐

煉⾦⼀樣，把⼈隱⽽未⾒的雜質除掉，為要叫我們成為精⾦！在危

難時我們可以接受嗎？神以⽕⼀般的試煉去堅強我們的信⼼！

20 當信⼼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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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賽⼈被⾁⾝的感受⽀配了⼈⽣

⼆千年前，耶穌在以⾊列為神開⼝，教導⼈遵守神的話語，每句說

話都充滿由神⽽來的能⼒和權柄，期間法利賽⼈和⽂⼠感受到極⼤

的威脅，這些宗教領袖向來是⺠間宗教的權威，但耶穌的出現使他

們的光芒消減，⼈們都去追隨主耶穌並且認罪悔改！  這些宗教領袖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和難堪（⾺太福⾳23章，路加福⾳11章），
他們⾁⾝的感受蓋過了對神的信⼼，即使神曾在舊約預⾔彌賽亞的

來臨，他們亦理應熟讀舊約書卷，但此時此刻⾯對著主耶穌所帶來

的挑戰和使他們尷尬的境況，法利賽⼈對耶穌充滿嫉妒和憤恨，他

們煽動猶太⼈和羅⾺兵要把耶穌處死，藉此保存⾃⼰在⾁⾝上的良

好感受與及作為宗教領袖的光芒；⾁⾝的⼒量發揮⾄極點，⽽神在

他們⼼中的位置亦跌⾄⾕底。

究竟是⾁⾝的感受改變⼈信⼼的⽅向，還是堅定的信⼼改變⼈對⾁

⾝感受的判斷呢？ ⼈在⽣命中的困難和低潮時會傾向於選擇⾏⾃⼰
的⼼意（相信⾃⼰，以⾃⼰為主宰！ ）基督徒需要⼩⼼這些選擇性
的信⼼，要認定神的話語才是我們信⼼的基⽯，好像保羅⼀樣，即

使在驚濤駭浪與無望當中依然對神的應許堅定不移，無視⾝處危難

中的苦楚，因信⼼驅使他相信神的話語終必成就，認定雅偉神是

王，是⽣命的主宰！

20 當信⼼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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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你⽣命的焦點？在你⼼中有⼀個實在的指望嗎？

每⼀天，我們為著⽣活⽽忙碌愁煩，⼀天過去，⼀天復來，彷彿已

忘卻活著是為了甚麼。我們所經營的⼀切，在⽇光之下有甚麼價值

呢？時間轉瞬即逝，⽣命也轉眼成空！⽣命裏還有甚麼可以指望

呢？只有尋回⽣命的盼望，活著才有意義。 
⾃⼰⼗分喜愛詩⼈⼤衛在舊約中的這詩句：  

雅偉啊，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的聖山？(詩15:1)

每當我思考這詩句時，⼼裏總盼望將「誰」改成「我」。能夠「寄

居雅偉的帳幕、住在雅偉的聖⼭」就是我的指望！這是否也是你的

指望呢？ 指望是有⽬標、有⽅向的，需要我們藉著信⼼和盼望，等
待著將來的應許；特別在困境中，指望就成了我們前⾏的指標和⼒

量。聖經教導我們不要為眼前的事⽽活，因為地上的⼀切都是短暫

的，不是真正的倚靠，就如⾦錢、各樣的事物和⼈，都並⾮我們真

正的信靠和保障。那麼，甚麼才是我們真正的指望呢？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懼怕。因為主雅偉是我的

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

源歡然取水。(賽12:2-3)

雅偉神是信實和公義的，他應許凡仰賴他的⼈都必得著拯救。因

此，即使我們居於這險惡的世上，仍可憑著堅定的信⼼⾛在永⽣的

路上，因為我們知道所信靠的是誰。雅偉的救恩就是我們永恆⽣命

的美好指望！信⼼是指望中的基⽯。在這混亂的世代，我們需要時

刻謹慎，⽤神的話來保守我們的⼼，儆醒禱告，專⼼等候、仰望神

的應許，因他的應許從不會落空。

21 ⼼中的指望 C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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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從他而來。惟獨他是我的

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很動搖。(詩62:1-2)

基督徒的使命是要在世上成為鹽、成為光，願意為神擺上，堅守著

所承認的指望，為神打美好的仗。 我們所指望的不在今⽣今世，卻
是盼望著將來永久的家鄉。在這末後⽇⼦，神已給了我們⼀個寶貴

的應許，就是得永⽣；雅偉藉著耶穌基督設⽴了挽回祭，給我們開

了⼀條⼜新⼜活的路，成為我們得救的指望，叫我們可以憑著信⼼

和忍耐承受應許。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他給我們

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來

10:19-20)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

的。(來10:23)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來

6:19)

神永⽣的應許，堅固如同靈裏的錨。願這美好的指望成為我們⼼中

的亮光，滿有⼒量向前。

21 ⼼中的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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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候我愛聽收⾳機，在那個年頭，無論是收⾳機或是電視機都

需要依賴天線。現今已被數碼化科技取代，天線這名字已漸漸陌

⽣。但當我看聖經新約使徒⾏傳的時候，看到神透過耶穌與⼈連

線，⽽⼈的接收就好像天線的作⽤⼀樣，若果天線調頻稍為不準

確，便會有很多雜訊（保羅和彼得也在異象中微調了他們的屬靈頻

道，直⾄掌握到神的指引），這些雜訊往往使接收者收到錯誤的訊

息，因此，神千⽅百計要和他的⼦⺠溝通。掃羅⽣命中的轉捩點，

就是在往⼤⾺⾊的路上與耶穌的靈連線的⼀幕，當時耶穌⽤強光使

掃羅的眼睛三天看不⾒東西，那時候他正要去捉拿耶穌的⾨徒，這

三天要掃羅在沒有視⼒的情況下重新設定他的⽣命。

耶穌的靈對他說：「你起來站着，我特意向你顯然，要派你做執

事，作見證，將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會指示你的事證明出來；我也

要救你脫離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

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的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

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徒26:16)

經⽂中提及神透過主耶穌的靈向掃羅（保羅）表達，要他將⾃⼰的

經歷向⼈傳開，使外邦⼈得以從⿊暗中轉向光明，使他們的眼張

開，從撒但的權勢歸向神，使他們的罪得赦並同得基業。神希望我

們經歷並接收到由神⽽來的信息和教訓後，不是空⼿⽽回，更要向

未認識神的⼈傳開，使他們得救。在使徒⾏傳的年代，我們看到⾨

徒在耶穌被釘死後反⽽更為熱⼼，他們四處放膽傳講神的國，向⼈

傳講耶穌的作為。正正是因為他們親眼看到神的⼤能，他使耶穌復

活，他們充滿信⼼便不再懼怕，他們越⾛越有⼒，每天就是在神的

指引下與神同⾏！但在現今世代的教會中，很多基督徒的路卻是越

⾛越沒有信⼼、越⾛越乏⼒的，因為他們被世界的雜訊⼲擾，以致

對神的信息越來越薄弱，甚⾄可能已經接收不到了，他們⽣命的道

路上可能已沒有神！

22 屬靈的天線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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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沒有調節好我們的天線去接收神的信息呢？在舊式收⾳機進

⾏調頻時需要⼩⼼，因為稍⼀不慎便往往會出現很多雜訊，原本想

聽某電台的廣播，卻往往接收了另外⼀個頻道的消息。 

我們願意接收神的信息嗎？我們有否微調我們的接收器（我們的內

⼼）盡⼼盡性地追尋神的教導呢？今天在⾹港，甚⾄在世界各地所

發⽣的事情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神有沒有訊息給我們呢？

在出埃及記的年代，神透過摩西向法⽼王施⾏⼗災，當⽇在埃及發

⽣的災難，在聖經看來像是⼀幕⼜⼀幕的獨⽴事情，今天從聖經的

⻆度來看卻甚具啟發性。當時的⼈在⾯對這些突如其來的災難時，

可能就像今天的⾹港及世界各國所⾯對的問題相類似，忽然間⼈⺠

與政府敵對幾乎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忽然間外國的勢⼒向我們的國

家步步進迫，甚⾄有世界⼤國逼迫其他國家，導致天翻地覆世界⼤

亂；忽然間奇怪疫症的出現，使每⼀個⼈的⽣活起了很⼤的變化，

上班、上學，甚⾄教會聚會都變得⼗分困難；⼜忽然間疫症蔓延全

球，令國與國之間發⽣敵對，互相封鎖、互相抵制！剎那間，世界

好像跟以往不再⼀樣，變得如此陌⽣，世界由原本地球村的美譽，

轉變成各家⾃掃⾨前雪的情況，舉步維艱。只是幾個⽉之間，每個

⼈的⽣活都似乎受到極⼤的影響，這些事件是偶然的嗎？神有甚麼

訊息給我們呢？

作為基督徒，看到這些事情後，我們是否兩⼿空空⽽得不到任何教

訓？就好像當⽇法⽼王⼀樣，⼗災（滿天蝗蟲，河⽔變⾎，遍地⻘

蛙，漫⻑⿊暗，甚⾄奪去⻑⼦性命等……）過後，他⼜再回復⼼

硬，不將神放在眼內！還是像尼尼微城的⼈⼀樣，當聽到神透過約

拿的呼籲之後，全國上下都披⿇蒙灰，決⼼悔改！體會到⽣命的短

暫，以及世事的無常，唯有獨⼀創造主雅偉是我們所當倚靠的！

22 屬靈的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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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校正我們的“天線”，因為世界的訊息太強烈了，恐懼、貪婪、憤
怒、⾃私、爭競、情慾和⼀切不屬神的訊息在⼗分發達的網絡上廣泛

傳播，⽐瘟疫蔓延更可怕。

我們先要⾃潔，然後微調我們的“屬靈天線”，以清晰接收神的說話及
提醒！當我們經歷過這些事情，⼜明⽩了神的意思後，便要向未信的

⼈傳開，使⼈的眼張開，從⿊暗⾛向光明，從撒但的權勢歸向神！這

正正是神希望他的兒⼥能成就的。耶穌是先鋒，耶穌的靈吩咐⾨徒也

照樣去做，向外邦⼈傳講他們所經歷過的，以及神清晰的教導，為神

作⾒證，直⾄地極！

22 屬靈的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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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個很特別的年頭，繼去年社會運動的混亂之外，今年年
初⼜爆發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危機，市⺠惶惶不可終⽇。遇到這些情

況，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應該如何⾯對呢？很多⼈會⽤⾃⼰的⽅法與聰

明才智去嘗試解決，但我們可以從聖經中學習⼀個最簡單的⽅法，就

是向主呼求！

在羅⾺書第⼗章13節這樣寫道：「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這麼簡單的⽅法，為何不是每個基督徒都採⽤呢？或者，很多基督徒

也曾嘗試過，但他們是否過着⼀個主所悅納的⽣命呢？這可能是最困

難的部份！

這段經⽂的出處是在約珥書⼆章32節：
「到那時候，凡求告雅偉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雅偉所說的，在錫安

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雅偉所召的。」

很多⼈也忽略了在這經⽂之前，先知曾提醒眾⼈要悔改。約珥書⼆章

12⾄13節: 「雅偉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哭泣、悲哀，⼀⼼
歸向我。你們要撕裂⼼腸，不撕裂⾐服。歸向雅偉你們的神；因為他

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

災。」

這是當時的背景，那時先知預⾔將來、末世悲慘的境況，就是蝗蟲，

瘟疫，騷亂…，情況就如今天我們處⾝的世界，我們⼜有否從中學習
到屬靈的功課呢？

在遭遇困難，甚⾄苦難時，我們可能感到悲憤填膺，徹夜難眠，甚⾄

⼼如⼑割！這些事情能帶給我們什麼屬靈的學習呢？⼈往往在困難過

後，⼜重新被打回原形，兩⼿空空的，錯失了該學的功課！在這裏先

知勸勉我們要留意⼰⼼，因為⼈⼼是最複雜的，聖經描述⼈⼼⽐萬物

都詭詐！然⽽，神希望我們能把不合神⼼意的⼼腸撕裂，換上神悅納

的⼼，以致可以過⼀個聖潔的⽣活。如果我們能夠達致這⽬標，這些

苦楚、困難和災難，便能實實在在帶來屬靈的益處。

23 撕裂⼼腸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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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公司派了我去新加坡做培訓。 這次培訓的其中⼀個⽬
的希望我們能成為⼀位好的領導者。在起程前，參加者都需要參與

2-3次視像會議和提交多份作業。 由於培訓的內容和⽅法與過往不
同，因此難度也相對增加不少。我們每天花9⾄10 ⼩時在不同的領
域進⾏訓練，例如: 體能、溝通 、管理、簡報、團隊訓練等等。 培
訓期間，我們被分派到不同的⼩組，透過不同的會議、研討會、案

例模擬、市場調查和科技等，綜合所有的資料和研究，然後，每個

⼩組有10⾄15分鐘的演講，⽬的是要提供⼀個⽅案或建議給公司去
改良業務。

培訓項⽬當中有⼀個對我們傳褔⾳很有幫助的技巧-- 如何講“故
事”。主講者分享⼩朋友都喜歡聽故事，也喜歡給別⼈講故事，他們
會⽤簡單直接的字句和動作講出來。但隨著時間流逝，慢慢地我們

忘記了如何講故事，忘記了如何把故事的中⼼表達出來。透過這個

項⽬，重新 教導我們如何有 效的與⼈溝通。當我們與⼈交談時，我
們到底想傳遞什麼信息給對⽅呢？怎樣把這信息完全傳遞呢？我們

與⼈交談最基本⽬的是希望能建⽴關係彼此認識。

主講者進⼀步分享如何透過講“故事”的⽅法將信息傳遞給別⼈，使
⼈容易記住“故事”並抓住重點。嘉賓使⽤ STORY (“故事”)這個英
⽂字教導我們怎樣設定⼤綱和關鍵詞，像我們寫⽂章⼀樣，有開

頭、內容和結尾。

24 如何講故事 ？ 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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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Setting                            指設定故事的背景；例如: ⼈

T – Treasure                        指珍貴或美好的事，謹記在⼼
O – Obstacles                       指遇到的困難、障礙、難阻等

R – Result/Resolution        指事情的結果、如何解決等等 
Y – Why I am telling you   指告訴對⽅這事的理由

          物、時間、地點等等  

          等 

主講者分享後，主持⼈要求我們每3個⼈⼀⼩組， 然後按照
STORY這字的次序，⽤3分鐘準備⾃⼰的“故事”並把重點寫下，⽽
這“故事”可以是⽣活或⼯作中任何對⾃⼰很最重要或深刻的事。剛
聽到要求時，⼤家都說不可能，因為時間太少。之後主持⼈要求每

⼈只可⽤7分鐘與⼩組講⾃⼰的“故事”。 每⼀位組員講後，其他組
員也分享“故事”的重點和個⼈的感想。通過練習，我們真的能做到
在10分鐘內講完⾃⼰的“故事”。⽽且知道怎樣將重點清楚的表達出
來，對⽅也明⽩“故事”背後的信息。

在預備時，我思想什麼是我⽣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可以跟我的

組員分享呢？我腦海裡出現“為神作⾒證的時刻來了” ，於是我利⽤
這次機會，在7分鐘內將⾃⼰得救的⾒證跟組員分享。感謝神! 原來
講“故事”可以幫助我們更容易整理⾃⼰的思維和重點，然後⽤簡
單、清晰的⽅法將⾒證或經歷與⼈分享。因著這次學習，提醒了我

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為神作⾒證和傳褔⾳。只需要⽤講“故事”的⽅法
便⾏。

24 如何講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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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在⾺太福⾳24章14 節說: 「這天國的福⾳要傳遍天下，對萬
⺠作⾒證，然後末期才來到。」作為基督徒的我們，要把握每次向

⼈傳福⾳的機會。

當我們思想該如何清楚地傳講褔⾳時，不妨⽤講“故事”的⽅法來表
達!

24 如何講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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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初信主，或是信主多年，認識

神的⼈都希望知道神的⼼意。但隨著

年⽉的過去，我們卻發現⾃⼰仍不清

楚神的旨意如何！到底有甚麼秘訣能

使我們明⽩神的旨意呢？或者，我們

可以從聖經裡看看神⼈的⽣命，從⽽

得到⼀點眉⽬。⼤衛被雅偉神稱為合他⼼意的⼈，有甚麼因素使他

得著神這樣的評價呢？我們如何能從⼤衛的⾝上，找到合神⼼意該

具備的特質？

雖然我們可以從歷史看到⼤衛的⽣命，但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單

從歷史看，⼤衛的⽣命其實並不完美，在他的⼈⽣中⾄少犯了兩次

嚴重的罪，聖經並沒有將這些隱瞞。然⽽，我們可從另⼀個⻆度看

看，到底⼤衛擁有⼀個怎樣的⼼，以致能夠經歷到神的寶貴。

詩篇集合了是神⼈所寫的詩章。每當他們經歷了神的恩惠，就寫下

詩章，我們也可以從這些詩篇裡，領略詩⼈經歷神後的感受，從⽽

得到啟發，明⽩他們是如何與這位創造我們的神交往，我們也可以

從中學得到如何與雅偉神交往。所以，詩篇是我最喜歡的聖經書

卷。

⼤衛不單只是⼀位王，也是⼀位詩⼈。《詩篇》共有150篇，其中
有近⼀半的詩章（73篇）表明是⼤衛所寫的。在眾多的詩章裡，詩
篇34 篇是⼤衛⼈⽣較早期所寫的詩篇。⽽詩篇23篇，則是⼤衛⼈
⽣較後期的詩篇。藉著這兩篇詩篇，我們可以看到，⼤衞是怎麼經

歷神，他⼼中有甚麼想法。希望在此分享⾃⼰在詩篇34 篇中的學
習。

詩篇 34篇是我最喜歡的詩篇。我曾參加⼀個營會，其主題為《來嘗
主恩》，這主題就是出⾃這詩篇。從那時候起，⾃⼰的⽣命也開始

25 詩篇 34 篇：誰是美善 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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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變化，以致⽇後決⼼跟隨主。這詩篇陪伴著我度過⽣命裡其中

⼀個最困難的時期。雖然我所經歷的困難和⼤衛所經歷有所不同，

但這是主給我知道他是信實的。

我要時時稱頌雅偉；讚美他的話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雅偉誇

耀；謙卑人聽見就要喜樂。你們和我當稱雅偉為大，一同高舉他的

名。(詩34:1-3)

⼤衛是時時稱頌雅偉，在短短的三節裡⾯，神的名字 — 「雅偉」
已出現了三次之多，如果連「他的名」都算在內，就合共有四次之

多！可⾒雅偉神在他⼼中是何等的重要！另外，我們可能會忽略了

⼀個詞：「我的⼼」，中⽂翻譯會使我們覺得⼤衛的「誇耀」是很

內斂，英⽂翻譯 (soul) 更使⼈感到摸不著頭腦！事實上，這個詞所
翻譯的原⽂字，意思是⾮常強烈的，同⼀個原⽂字早出現於《創世

記》內：

雅偉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

活人，名叫亞當。(創2:7)

在這裡，「活⼈」的「⼈」字就是同⼀個原⽂字的翻譯。我們可以

將這個原⽂字在這詩篇裡的意思，理解為「從內到外整個⼈」。⼤

衛對神的誇耀不只是內在的表達，更是⼀份從內到外的雀躍，令⼈

難以理解。這讓我想起之後在⼤衞⽣命中發⽣的另⼀件事：當⼤衛

迎接神的約櫃進耶路撒冷時，他就在雅偉⾯前極⼒跳舞，甚⾄在⽶

甲（⼤衞的妻⼦）眼前露體，因⽽被⽶甲輕視（撒下6:12-22）。
這就是他對神的那份歡欣雀躍的感覺！反觀我們，有否對神如此雀

躍，甚⾄做出⼀些別⼈「難以理解」的表達⽅式呢？我們可能覺得

只在「我的⼼」內對神雀躍就可以，無需「誇耀」，更不必做「難

以理解」的事情！

25 詩篇 34 篇：誰是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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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詩篇的背景，記載在撒⺟⽿記上 21章10-15節。事情是這樣
的：掃羅要殺死⼤衛，所以⼤衛要逃到敵⼈那裡躲避掃羅。⾄此，

⼤衛像是⼀位無家可歸的⼈，在敵⼈⾯前搖尾乞憐，懇求收留，還

要裝瘋！我們不禁會問：如果⼤衛是合神⼼意的話，神為甚麼不是

會給他祝福和保護嗎？同樣地，當⼈遇到困難時，往往會對神失去

信⼼，會問「神在那裡？」甚⾄質疑神是否有聽禱告！但⼤衛卻恰

恰相反，他讚美神！他有甚麼秘訣才能做到呢？這詩篇裡提供了答

案：「尋求雅偉」（4、10節）。記得主耶穌在登⼭寶訓曾說過：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

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太

7:7-8)

大衛也曾對所羅門這樣提說：「我兒所羅門哪，你當認識雅偉你父

的神，誠心樂意地事奉他。因為他鑒察眾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

念。你若尋求他，他必使你尋見。你若離棄他，他必永遠丟棄

你。」（代上28:9）

而神亦親自應許他的子民：「你們若順從雅偉，雅偉必與你們同

在。你們若尋求他，就必尋見。你們若離棄他，他必離棄你們。」

（代下15:2）

這是他們經歷過的：「但他們在急難的時候歸向雅偉以色列的神，

尋求他，他就被他們尋見。」（代下15:4）

所以，當我們遇到困難時，不是埋怨神，說：「為甚麼事情是這

樣？」更不是問神：「神，你在那裡？」⽽是要切切地尋求他，思

想他想我在這困難裡要學習甚麼功課。這樣，我們便能經歷神的⼤

能！這就是改變我們⽣命的⼤能。我們便不再恐懼，因為尋求雅偉

的甚麼好處都不缺！

25 詩篇 34 篇：誰是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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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的另⼀個秘訣是「敬畏雅偉」（7、9、11 節）。如何「敬畏雅
偉」？⼤衞在這詩篇裡提出了以下幾個要點：

⼀、 禁⽌⾆頭不出惡⾔ ：我們的⾔語代表我們的⼼，若我們⼝中出
惡⾔的話，就是代表我們的⼼是惡的。

⼆、 離惡⾏善，尋求和睦 ：「和睦」並不是「你好、我好、⼤家
好」，不是指笑⾯迎⼈的那種「和睦」。這字的原⽂是⼀個我們很

熟悉的希伯來字 — Shalom，就是「平安」的意思，特別是指從神
⽽來的平安。如何得到這樣的平安呢？就是「離惡⾏善」。不要做

神眼中看為惡的事，要做神眼中看為善的事。甚麼事是「神眼中看

為善的事」呢？我們只需要回歸基本：尋求雅偉的甚麼好處都不

缺！

三、 成為 傷⼼的⼈，靈性痛悔的⼈ ：神容讓困難臨到我們⾝上，
就是要我們從困難裡學習成為 傷⼼的⼈、靈性痛悔的⼈。跟著⼤衛
跟著說出⼀個事實，就是 義⼈多有苦難。如果我們有痛悔的靈，就
能成為義⼈，並能得著神的拯救。

這不是⼤衛的學說理論，⽽是將他親⾝的經歷過的，教導他的弟

兄，好像教導兒⼥⼀樣。我們是否像兒⼦⼀樣，給神教導我們呢？

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就可以像⼤衛⼀樣，經歷到神的美善。我們需

要  「嘗嘗，便知道雅偉是好！」（8 節上直譯）

25 詩篇 34 篇：誰是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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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詩篇 34 篇裡，我們
                    看到⼤衛⼈⽣較早期對 
                    神的感受。隨著時間的
                    過去，⼤衛的⼼有否起
                    變化呢？他對神的⼼是
                    否更加堅固，還是變得
                    軟弱無⼒呢？這⾸詩篇
                    或許能給我們⼀些亮
                    光。

聖經雖然沒有記載，這詩篇是⼤衛在⼈⽣的那個時期寫的，但當中

提及「聖殿」，所以應該是⼤衛⼈⽣較後期的詩章，因為到那時

候，他才起了要為神建聖殿的意念，就是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後，已

住在宮殿後才有的意念（參撒下7章、代上17章），據聖經學者估計
的時間來推算，詩篇23篇及34篇的寫作時間，可能相隔最少有⼗多
⼆⼗年之久。

對⼤衛來說，最壞的時刻還沒有過去，因為其間爭戰不斷，還要因

逃避掃羅的追殺，⽽寄居於⾮利⼠⼈的地⽅。⾮利⼠⼈是以⾊列的

敵⼈，⽽掃羅卻是⾃⼰的弟兄，之後弟兄間還要互相爭戰，可⾒⼤

衛的⼼情是何等沉重。⼤衛憑甚麼得以應付過來呢？我們可以從詩

篇 23篇中掌握⼀些竅⾨，好叫我們即使⻑時間處於困難，仍然可以
站⽴得穩。這詩篇開始是這樣的：

雅偉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

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詩23:1-3上)

26 詩篇 23 篇：誰是牧者 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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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詩篇 23 篇：誰是牧者

⼤衛的竅⾨其實很簡單，就是讓雅偉神成為他的牧者。我想，沒有

⽐這圖象更能表達⼤衛與神的關係。我們未能明⽩，是因為我們不

是牧⽺⼈。但⼤衛還沒被神膏⽴作王前，他是牧⽺的，所以他明⽩

牧⼈和⽺是有著何等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透過主耶穌的「好牧

⼈」⽐喻，去理解這種關係。他是這樣說的：

我〔耶穌〕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人進羊圈，…… 從門進去的，纔

是羊的牧人。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著名叫自

己的羊，把羊領出來。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羊也跟著

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

要逃跑。……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

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

趕散了羊群。（約10:1-12, 節錄）

⽺和牧⼈的關係是經過⻑時間建⽴⽽得到的，牧⼈每⽇會按著每隻

⽺的名字，把⾃⼰的⽺從⽺圈中領出來，⽺聽到，並認得⾃⼰所屬

牧⼈的聲⾳，就會出來跟著他的帶領，出去吃草。當⽺聽到陌⽣⼈

的聲⾳，即使這聲⾳有多甜美，牠都知道有危險，並會逃跑。⾄於

作牧⽺⼈的，必定是會照顧好他的⽺群，在遭遇危險（例如遇到狼

群）時，也會盡⼒保護好牠們，甚⾄為⽺捨命，因這些⽺是屬於他

的

如果我們認定雅偉神是那位最終的牧者，那我們⼜是否有聽從他所

差來的耶穌之「聲⾳」呢？若我們沒有和雅偉神建⽴⻑久和良好的

關係，便不能認得他的「聲⾳」，更遑論聽從並跟著他的引導⽽

⾏！當我們每⽇與神建⽴真實和密切的關係時，我們便能分辨，並

懂得按著他的⼼意⽽⾏，⼤衛⽤他的經歷告訴我們，雅偉神是活的

神，⽽不是死的神，他能使我們不缺乏。

89



26 詩篇 23 篇：誰是牧者
我們可能會想：「不缺乏」是甚麼意思呢？是否因為跟隨這位神

後，便豐⾜無缺，可以隨⼼所欲嗎？主耶穌不是說，神差他來，是

要叫⽺得⽣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嗎？那我們是誤會⼤衛和主耶穌的

意思了！「不缺乏」是重申他過往所認知的。我們回看⼀下⼤衛之

前所寫就知道了！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雅

偉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少壯獅子還缺

食忍餓，但尋求雅偉的甚麼好處都不缺。(詩34:8-10)

「不缺乏」對⼤衛來說是最簡單不過，就是「不缺乏‘好’」（「甚麼
好處都不缺」的原⽂的直接翻譯），⽽這個「好」是指在第 8 節中
所表達的：「雅偉是‘好’」（「他是美善」的原⽂的直接翻譯）。

當我們尋求雅偉時，他就讓我們尋⾒，我們也可以像⼤衛⼀樣，親

⾝經歷到他是美善！我們與神建⽴這種密切的關係，⼜時刻按著他

的帶領⽽⾏，他就能使我們的「靈魂」（原⽂字的意思是「整個

⼈」，包括內在和外在）甦醒，不再沉睡了！我們可以跟著他的帶

領，⾏⼀條公義的路，因為神是公義的。這是⼀幅⾮常美麗的圖

畫！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

你的竿，都安慰我。(詩23:3下-4)

但我們⼜跟著看到另⼀幅截然不同的圖畫 — 死蔭的幽⾕。神不是
「使我躺臥在⻘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邊」嗎？當我們遇上⼀

個接⼀個的困難時，很容易變得灰⼼喪志，好像⾏進⼀個死蔭的幽

⾕，感到絕望了！但不要忘記神與我們同在的應許。我們如何知道

他是與我們同在呢？神是⾮常實際的，他知道我們的需要。他⽤的

就是牧養⽺群的兩件⼯具：杖 (rod) 和竿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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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是⽐較短的，主要⽤來趕⾛野獸，免得⽺被吃掉。⽽「竿」

則是較⻑，尾部形成半開環狀，同樣可作趕⾛野獸之⽤，那個半開

環狀亦另有⽤途，可以勾著⽺的⾝體或者腳，⽺就不會動了！為甚

麼要使⽺不動呢？因為只顧著低頭吃草的⽺，只盯著眼前的草，會

很容易迷失。這時候牧⼈就⽤竿將那些將要⾛失的⽺拉回來！同樣

地，當我們只記掛著困難，或是只想盡⽤⾃⼰的⽅法去解決問題

時，便會像那些⽺只顧到眼前的草⼀樣，神就要⽤他的杖和竿來提

醒我們，這樣我們便知道他是與我們同在了！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

滿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雅偉的殿中，

直到永遠。（詩23:5-6）

第三幅圖畫看似有不同，但其實跟第⼀和第⼆幅圖畫有直接的關

連。第⼀幅圖畫是在我們認定神是我們的牧者後的回應。第⼆幅圖

畫是作為牧者的雅偉神如何引導他的⽺（我們）。第三幅圖畫是第

⼀和第⼆幅圖畫的結合，表達神如何達成他對我們每⼀個⼈的旨

意。

在舊約時代，只有三類⼈會給神膏⽴的，就是祭司、王、先知。神

是如何「膏」⼤衛呢？

耶西就打發人去叫了他〔大衛〕來。他面色光紅，雙目清秀，容貌

俊美。雅偉說：這就是他，你起來膏他。撒母耳就用角裡的膏油，

在他諸兄中膏了他。從這日起，雅偉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撒母耳

起身回拉瑪去了。（撒上16:12-13）

另外，主耶穌曾在會堂讀出以賽亞書裡的一段經文，並當眾宣告：

「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4:18-19,21）

26 詩篇 23 篇：誰是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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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雅偉的靈在我身上，因為雅偉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

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

告雅偉的恩年。（賽61:1-2上）

可⾒「膏⽴」並不是⼀種儀式，⽽是雅偉的靈臨到被膏⽴之⼈的⾝

上，⽬的是要為神作⼯，因他是神的代表。所以，在末後的⽇⼦，

神的靈臨到每⼀個⾨徒⾝上，使神的話得著應驗：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雅偉〕

的靈 澆灌 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

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 澆灌 我的僕

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徒2:16-18）

在這個時代，作為基督⾨徒的我們，得著神賜下的靈，我們不單有

能⼒勝過困難，更可以有為他作⼯的福份！當我們為他作⼯時，我

們便會得著更加多的能⼒，我們就能經歷到神是與我們同在，他的

恩惠慈愛伴隨著我們每⼀個⼈！當我們嘗過神的恩惠，我們便會願

意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遠！

26 詩篇 23 篇：誰是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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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查經討論中，負責的姊妹問了我們⼀個問題：「我們是否

敬畏神呢？」當中聽⾒很多不同的答案，⼤多是謙卑地說：我只有

⼀半的時候是敬畏神，因為世上的事務太繁忙、太使⼈分⼼，⼜或

是覺得⾃⼰並⾮全時間都敏感到神的同在和思想神對⾃⼰有什麼期

望等等...。

若我們將問題稍為⼀轉：「你對你的上司是否敬畏呢？」如果答案

還是和上述的⼀樣，就是說你並沒有把上司放在眼內，這並⾮謙

卑！其實你只有⼀半的時候是戰戰兢兢地應付你的上司，其餘的時

間被太多事情使你分⼼了，根本沒有為意上司對你的期望，甚⾄不

知道上司是否仍在公司裡！

⼈的年紀漸⻑，越是發覺⾃⼰能掌控的事情實在很有限，甚⾄乎可

以說⼈根本不能掌握⾃⼰的⼈⽣，你們可能說：「你未免太過沒有

信⼼了吧！只要努⼒，你總是能夠掌握你的⼈⽣，計劃你的將

來！」聖經曾經記載主耶穌的話：「你能⽤思想把你的⽣命增加⼀

刻嗎？」聖經內有太多的經⽂是描述⼈⽣並⾮掌握在我們的⼿中，

這說法並⾮是消極的⼈⽣觀，反⽽是要校正我們的⼈⽣⽅向，我們

要努⼒地、積極地跟從創天造地的雅偉神，明⽩他對我們的期望，

努⼒地、積極地過我們在地上每⼀⽇的⽣命！

神給我們⾃由意志作選擇，在地上的⽣活中所說的每⼀句話，做每

⼀個決定，都是神賦予我們的⾃由，是神對我們的恩典。我們可以

享受地上各樣的東西，但不都是有益處，我們要學習分辨，我們的

思想和我們的說話是否跟從神的原則。神的靈，使我們明⽩神的思

想，在我們受浸歸⼊基督的那⼀刻開始已經在基督徒的⼼內了。當

衝⼝⽽出的⼀句話說了出來，若我們是敬畏神的，神的思想(即是聖
靈)便會提醒我們這並不是神所喜悅的事，我們便要警醒！

27 「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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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我們有否刻意消滅聖靈的感動，有否把神的思想硬⽣⽣地

往下壓，好讓我們⾃⼰個⼈的想法能⽣根發芽？

我們敬畏神嗎？若只在⼀些我們看上去並不太在意的事情上願意無

條件地跟從這位偉⼤的創造主，但當碰上我們⼗分着緊的事情，就

是那些我們看為⽣命的⾸要的東西時(如：事業、⾦錢、名利、愛
情...)，「對不起，創造主啊! 請你稍為休息⼀下，我要做⾃⼰的主
了！」

在基督徒的⽣命裏，敬畏神並不是⼀個選項，⽽是⼀個⽣命的核

⼼，所以我們決定受洗歸⼊主之前，應該要有⼀個準備，我們的舊

我要死去，新⽣命將會開始，這並不是⼀個儀式，⽽是⽣命⽅向的

改變，這是⼀件⼤事！⽣命的核⼼和⽅向改變了之後，基督徒從那

⼀刻開始便⽣活在神的思想、神的價值觀當中，神從此便是我們⽣

命的主宰了！若果你說⼤約有⼀半的時間我是敬畏神，戰戰兢兢地

以神的價值觀⽣活，另⼀半時間由於⽣活太繁忙，⼯作太沉重、太

使⼈分⼼，因此我以⽐較輕鬆的個⼈價值觀作為⽣命的核⼼和⽅向

的話，這樣我們便只有⼀半的舊⼈死了，另⼀半舊⼈依然是偷偷地

保存了下來！

我們有否意會到⼈的⼒量是很有限的呢？年輕時我們總覺得⾃⼰是

無所不能的，當在世界上經歷的事情越來越多，年歲增⻑後，應該

會漸漸發覺⼈並⾮⾃⼰⽣命的主宰，特別是看到很多⽣離死別的事

情後，無論你今天有多⾵光輝煌的成就，你能保證在下⼀刻你依然

有⽣命嗎？我們怎樣向神交賬呢？

在聖經裏⾯，從亞當夏娃到主耶穌，我們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

觀，前者以⾃⼰的慾念作為優先，⽽主耶穌的⼀⽣則是以神的意念

為優先，他完全敬畏神，縱然⾯對上⼗字架前⼣的痛苦，他在客西

⾺尼園裏憂傷痛苦地禱告，但他依舊以神的意念為優先，是完全敬

27 「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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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神的⼀個典範，不⽤選擇，並⾮⼀半⼀半，⽽是完全委⾝！完全

委⾝代表我們要完全敬畏神，可能要在我們⼈⽣的閱歷漸漸增⻑

後，更能明⽩這回事。

誰肯定下⼀刻鐘還有⽣命？我們⾃以為為將來計劃得⼗全⼗美，若

明天神把我們的⽣命取去，誰能保證呢？我們很多時會⾃圓其說，

今天儘管在世界打拼，年⻑了再在神的話語上努⼒吧！今天以⾃我

為中⼼，明天我會敬畏神！今天將50%的時間放在⾃⼰的⽬標上，
其餘無衝突的可以歸給神，將來再努⼒在神的話語上吧！

⾃我為中⼼的態度，並不是敬畏神！

27 「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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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各國都經歷著不同程度的困
難。為了控制疫情，有國家實施「封城」、「禁⾜」；社會氣氛⽋

佳，各國經濟亦受打擊。因為怕被感染，有⼈出⾨便穿著全副防疫

裝備，著緊地清潔消毒，因為擔⼼⽽產⽣恐懼、焦慮、緊張、抑鬱

和⽣活規律的紊亂……等等，這⼀切影響⼈的精神和⼼理健康。

⼈似乎都失去對⾃⼰和別⼈的信任，我們對神的信⼼有否被影響

呢？信⼼是什麼? 你是⼀個有信⼼的⼈嗎？我們的信⼼建⽴在什麼
事情上呢？如何加強信⼼？

我們並不是天⽣有信⼼的⼈，我們的信⼼是在成⻑中積累起來的，

更多的時候是在艱難和壓⼒下，克服重重困難及磨練中建⽴起來

的。

倚靠⼈⼒量的，或會得到成功，但這些都只是地上短暫的成就和榮

譽，隨著時間的推進，這⼀切都會被淡忘。所謂「⻑江後浪推前

浪，⼀代新⼈勝舊⼈。」世上的新⼈會超越舊⼈，因為新出現的事

物積累了舊⼈和事情的經驗和智慧，會更層出不窮和進步；故此，

舊⼈會被取替和淡忘。

但屬靈的事情卻不⼀樣，不憑眼⾒，憑著對神的信靠和順服，聖經

中有⼀個⼜⼀個的屬靈偉⼈成為我們的榜樣，叫我們知道神是信實

的，讓我們知道只要堅定信靠他，必不⾄失望。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11:1)

亞伯拉罕是信⼼之⽗，他的信⼼是從他每次忠⼼委⾝、向神順服建

⽴起來的，我們可從他的⽣命中⾒證到。學習他榜樣的，必同樣能

經歷到神的真實，能在困難中加增我們的信⼼，得著屬靈的能⼒和

智慧。

28 成為有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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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

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裏去。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

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

樣。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因著

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因她以為那應

許她的是可信的。 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如同天上

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來11:8-12)

不單單是亞伯拉罕，希伯來書中亦提到很多信⼼偉⼈對神的忠⼼，

因為他們看到神給他們的盼望。他們的信⼼⾒證，也成為我們的榜

樣，成為我們在困難中的⼒量和⿎勵。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

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11:16)

不要再在困難的時候抱怨，地上的困難不會成為屬靈⼈的阻礙，因

為我們所盼望的，是將來更美好的家鄉。把握今天所要⾯對的困

難，成為神鍛練我們內在屬靈⽣命的機會。不要錯失學習的機會，

也不要輕易忘記神在我們⽣命中的引導和帶領。

28 成為有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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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他讓我能在這個有限的⼈

⽣認識他，這真是莫⼤的福份!

在⼈⽣旅程上，神讓我明⽩了⼀些事情，就是⼈

在這個世界上，總會遇到很多很多的無奈，亦有

很多無法掌握和控制的事情，我們只能接受神的

安排。 我們的⼈⽣，就像活在⼀個天秤裡，你若
想在這⼀邊獲取多⼀些，卻在另⼀邊失去多⼀

些；這就是我所領略的⼈⽣平衡道理。

正因為⼈⽣的平衡道理，神教曉了我，⽣活原來可以很簡單，只

要有⾐有⻝便⾜夠，就應當感恩，因為聖經說: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提前6:7 )

我總覺得神赐下的⽣命，和⼀切⼀切的經歷都是他的編排，神就

是我們⼈⽣舞台的導演。每⼀個⼈都會有不同的⽣命樂章，有不

同的際遇, ⼈不同的際遇，⼜會影響不同⼈的想法和成⻑。在每
個⼈的⽣命裡, 神會在不知不覺中，讓我們或多或少經歷他的同
在，有⼈經歷了會捉緊，也有⼈會放棄, 但不論⼤家的選擇如
何，我們最終也要⾯對神，他會對我們的⼀⽣作⼀個最終的成績

評核。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

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雅4:14 )

⼈的⽣命有多⻑久？沒有⼀個⼈可以預先知道, 我們若果能看得
通透, ⾃⼰在地上只是⼀個客旅，明⽩這個世界根本⾮我⻑久的
家鄉,，就會曉得感謝神賜下今天的⼀切，他讓我們去經歷⼈⽣的

29 持定永⽣ 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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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與樂，去領略⼈⽣, 因為先有苦才可感受
到甜的滋味，正如事物要有得，我有捨才

要捨棄俗世的價值觀，才可以 令⼼靈暢通
無阻，神的教導才可直⼊⼼⽥。

或許，我們以為⾃⼰的問題只是累著⾃⼰，但事實並⾮如此。

這次我左⼿腕受傷，便多勞累右⼿，右⼿也會因此多受壓⼒。

教會是基督的⾝體，⼀個部分出了問題，並不只是個⼈的問

題，亦因此加重了⾝體其他部分的負擔。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見

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提前6:12)

我要設⽴我的屬靈⽬標，就是“持定永⽣”，我要怎樣做才能持定永
⽣，堅守信徒的職份，直到⽣命終結? 原來，聖經已經將秘訣教曉
我們，就是遠離引誘和惡事，要⼀⼼追求公義仁愛，敬虔愛主過

⼀⽣，若能做到，便可持定永⽣。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

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這屬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敬

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提前6:10-11)

⼈總希望神常常親近我們，但別忘了相對應的事情，我們也要親

近他。雅各書四章8a節的經⽂常常⿎勵⾃⼰，也希望能⿎勵別⼈: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雅4:8a )

願我們在神所賜的⼈⽣旅程上, ⼀起努⼒，直⾛到底!

29 持定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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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這段時間，⼤部分⼈都⾯對不同的逆境：新冠肺炎，經濟
衰退，裁員……我們除了在⽣活中掙扎求存外，⼼理上都渴望得到安
慰，讓我反省我是基於怎樣的⼼態尋求神？找到神以後⼜是⽤怎樣

的⼼態對待他託付給我們的事情呢？

我們尋求神的⼼態會決定我們能否找到真實的神，還是⼀個應我們

所求的偶像。即使今天我們認識了獨⼀的真神——雅偉，如果神給
我們的不是我們期望的那樣，我們還會按他的話語⽣活嗎？聖經的

舊約有⼀個將軍，他患了當時無法根治的絕症——痳瘋病，他找遍
了醫治的⽅法，卻未能治好，卻因他對神存開放的⼼⽽找到神，病

得著醫治，切實地經歷到神的真實。

列王紀下 5:1-14 記述了乃縵在亞蘭找不到醫治痲瘋的⽅法，偶然從
他在以⾊列擄來的婢⼥⼝中得知，以⾊列有⼀個先知(傳講神話語的
僕⼈)以利沙，他能夠靠著神的能⼒治好痲瘋。乃縵透過以⾊列王找
到以利沙的住處，然⽽以利沙只是傳話給他，吩咐他到約旦河沐浴7
次便可治癒。乃縵覺得他的待遇不是他預期的那樣⽽⽣氣。經過軍

隊裡的僕⼈勸說後，乃縵遵照以利沙的吩咐到約旦河沐浴了7次，最
後他的痲瘋不但治癒了，他更因此認識以⾊列獨⼀的神雅偉，乃縵

承諾往後⼀⽣只獻祭給雅偉，不拜別的偶像。

乃縵的⼼向神開放，為了治病⽽尋求神

回想我們還未認識神之前，當我們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我們也

會像乃縵⼀樣拼命地尋找解決辦法，

我們可曾想過尋求從神⽽來的⽅

法呢？我們會聽取⾝邊基督徒的

建議嗎？還是會反駁說：“他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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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想派，建議都是⾏不通的”，或“叫我禱告求問神，禱告有⽤
嗎？” 我們會不會因為⾃⼰的⼼不開放⽽錯失了認識和經歷神的機會
呢？其實，神對每個⼈都是公平的，只要我們存開放的⼼，真誠地

尋求他，定必會尋⾒他。

放下⾃⼰的期望來經歷神

乃縵從亞蘭到達以利沙的住處，以利沙吩咐乃縵到約旦河沐浴7次，
然後病就會好了。然⽽，乃縵很⽣氣，因為他從遠地⽽來，⽽且⾝

份尊貴，他的待遇不但不像他所預期，⽽且治療的⽅法也不是他所

想像的那樣。他認為⾃⼰已經付出很多，卻得不到應有的待遇，於

是他發了很⼤的脾氣，差⼀點就放棄治療回亞蘭去，幸好軍隊的僕

⼈勸說，這才讓乃縵經歷到神的真實。在我們慕道的時候，我們是

否經歷過如乃縵般的⼼路歷程呢？我們確實熱⼼追求神，但神讓我

們經歷的，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神跡般的奇妙，如分開紅海，或做出

其他⼈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我們只是抱著好奇的⼼態來認識神，當

我們所經歷的都很尋常，另⼀⽅⾯卻以為⾃⼰為神付出太多，我們

對神的熱情就會因失望⽽逐漸地冷卻，最終選擇⾛回舊路，離開

神。

他的僕人進前來，對他說：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

豈不做麼？何況說你去沐浴而得潔淨呢？(王下5:13)

要認識神，我們需先放下⾃我，不要讓⾃⼰的⾝份影響對神話語的

30 我們⽤怎樣的⼼態認識和跟隨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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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出⾝地位⾼的，不要像乃縵⼀樣要求得到特別的待遇；不要

希望教會和牧師特別看重⾃⼰；不要以為⾃⼰為神付出⽐其他⼈

多；也不要因為神吩咐我們的事情過於平凡⽽拒絕。有這樣想法

的，其實是⾃⼰的驕傲作祟，看⾃⼰⽐其他⼈⾼。相反地，不要因

出⾝地位低微⽽⾃卑⾃憐，覺得⾃⼰沒有能⼒完成神的託付，只是

暗暗地羨慕別⼈的能⼒，⾃⼰卻沒有付出努⼒。結果，我們能為神

做的事情變得越來越少，我們對神的熱⼼也慢慢地冷淡下來，之後

逐漸淡出服侍神的崗位。其實，神不希望屬他的⼈驕傲⾃⼤，也不

希望我們的⼼變冷，我們要順服神的教導，並盡⼒做好神交託給我

們的每⼀件事。若察覺到⾃⼰在服侍上有不⾜時，求神讓我們找到

進步的⽅法。

乃縵因為想根治痳瘋病⽽尋求神，我們只想在困境中得到安慰，還

是想靠神根治我們的罪呢？如果我們抱著得過且過的⼼態認識神，

只為熬過眼前的逆境， 即使我們能夠經歷神的真實，最終卻不能像
乃縵⼀樣下定決⼼跟隨神。只有求神解決我們的罪，得到從神⽽來

的平安，我們才不再害怕突然⽽來的逆境。尋求神，我們需要放下

⾃⼰的想法與期望，神的作為是遠超過我們可以想像的，然⽽我們

是否對神的話完全順服，還是抱著固有的想法，選擇性地跟從呢？

如果我們只求神滿⾜⾃⼰的期望，當神的計劃和我們期盼有分歧

時，我們就會懷疑神的真實。希望還未認識雅偉神的朋友存著開放

的⼼尋求神，讓神解決我們的罪，從⽽得到從神⽽來的平安，不再

擔憂恐懼；也希望屬神的基督徒能每天靠著聖靈省察⾃⼰的內⼼，

不要偏離神的引導，要盡⼒完成神給我們的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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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你的朋友分享

電⼦郵件:
bktw2020@gmail.com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