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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愛鄰如己   鄧佩琪牧師 

在神創造的秩序中，總有一個循環，有一個停頓的時刻，這

記載於摩西律法中，也反映在猶太人的生活中。神設立了每週的

安息日（出二十三 10~13），每月的月朔（民二十八 11～14），

每年的三大節期（利二十三 5~44），每七年的安息年（利二十五

1~7），並七個安息年後、第五十年的禧年（利二十五 8～17），

為了讓屬神的子民能建立作息和敬拜的規律，認定神才是生命和

世界之主。 

 

在利未記二十五章提到「第七年，地要守完全安息的安息年，

就是向耶和華守安息。你們不可耕種田地，也不可修整葡萄

園。……地在安息年所長出的，要給你和你的奴僕、使女、雇工，

以及寄居在你那裡的外人作食物。」安息年的重點是使地安息，

因為地是屬於耶和華的；而且那年土地自長的收入，是留給窮人

和寄居者，讓他們能得到社會的保障。禧年則在安息年的基礎上，

更進一步提到「各人的產業要歸還自己、各人要歸回自己的家。」

這代表著在這五十年中，任何人的任何欠債都可以一筆勾銷。無

論是欠債人有足夠時間償還債務，還是無力償還者，都能歸回自

己的產業，這是神所賜的自由和恩典。 

 

疫情在過去一年多，世界停擺，口罩、洗手、限聚、線上生

活成為了我們的日常。我們是被迫而無奈地進入這些限制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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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們是否可轉念一看，以「被安息年和禧年」來看我

們的經歷呢？！ 

 

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強調的是利益、擁有、效能，甚

麼都要「賺到盡」、「攞到盡」。但在神的國度中，是否又是這樣呢？

疫情下不少基層人士的經濟和生活都大受影響，如果神讓你的工

作穩定、生活足夠且有餘的話，除了感謝神以外，我們可否從安

息年的顧念窮人和禧年的免除債務方面，活出對神的信心和對人

的眷顧呢？除了恆常的十一奉獻以外，你身邊若有經濟或生活上

有需要的親友，請你祈禱，並與他分享神讓你所擁有的。 

 

願愛鄰如己，並不只是聖經上最大的誡命，而是我們每個屬

神的人生命的實踐。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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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恩祐   吳群英姊妹(長青牧區) 

在這一年多的疫情下，蒙 神恩領、保守、看顧、拖帶，不

時出入高危地方，例如陪伴老友記往醫院覆診、出外購物、逛逛

花園、飲茶、吃晚飯等等，在在看見主恩夠用！並且深深經歷聖

靈的臨在、指引和幫助；同時，也讓我可以出席去年 12 月教會

舉辦的將臨期 26 天網上早禱運動的操練，以及本年 2 月中至 4

月初舉行的 40 天預苦期的網上早禱會。回想起來，我能參與其

中，這一切都是 神的恩典及帶領！讓我透過各位牧長、傳道同

工和兄姊的悉心預備，努力安排下，藉著詩歌、經文，見證、分

享、默想、反思、代禱等，重新體驗 神的大愛，回顧耶穌為世

人受難的十架恩情和復活大能的故事，激勵我們願意重新委身，

討主喜悅，同心合意，宣揚主名！ 

 

以下是本人在疫情中一個小小的經歷，願意和大家分享，將

榮耀頌讚歸給那位愛世人的主！ 

 

在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5 時左右，我接到本會一位長者

來電，邀請本人於她下班後約傍晚 7 時半左右，陪她探訪她的契

媽，她契媽家住旺角廣東道，她期望我能幫忙勸服她入院接受治

療。我心想，自己有何德何能可以勸服她？唯有默默禱告，求主

帶領！原來她的契媽是一位獨居長者，前天在家沐浴時，由於腳

痛無力站不起來，被困在厠所的浴缸有 5 個多小時。這事的過程

長話短說，社工姑娘力勸不遂，只能待契女來到她才肯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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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她於那天晚上 11 時左右才有床位入住廣華醫院骨科病房，

我們各人便各自離院回家。雖是疲倦不堪，但最感恩的是在候診

期間，這位長者再次告訴她的契媽要信耶穌，接受耶穌基督作她

的救主。在問她願不願意時，竟聽到她說：「我願意信耶穌」，於

是我就帶領她作決志禱告。因那時在候診中，沒有太多時間和她

再詳談，求主施恩憐憫！讓她快快康復！期待她出院後可再探訪

她，邀約高姑娘與她詳談信仰問題。感謝 神！她已於 4 月 8 日

出院了，由於種種原因，她需暫住護老院，也因疫情緣故，我們

也暫時未能探訪她。請大家在禱告中記念！她的名字叫「黃霧珍」，

9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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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渴望  李耀熙傳道 

話從「預苦期」說起  
2021 年的預苦期，教會崇拜部開始了一連 40 天的早禱運

動，盼望弟兄姊妹能與耶穌一同走這十架苦路。在過程中，勾起

了我們與耶穌同行信仰路途的不同回憶，不同感受。一路走來，

因著耶穌的陪伴、憐憫，從信主開始，我們的生命的確已被祂的

愛改變了不少。  

 

有一天早禱過後，我想起了盧雲所著的《浪子回頭》，它曾

讓我深切經歷天父的愛。在現階段再看，仍引發內心的震動。在

書中，盧雲記述到自己在不同的人生階段，觀賞荷蘭畫家林布蘭

（Rembrandt，July 15, 1606 – October 4, 1669 ）的名作「浪

子回頭」（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約 1669 年）的心

路歷程，以及所觸發的內心迴響。 

 

盧雲指出，基督徒屬靈生命

有三個階段：小兒子、大兒子和

最後學習如何作父親。因為終有

一天，小兒子、大兒子也會長大，

成為父親，所以他呼籲，基督徒

當學習為別人付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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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提到浪子，我們大概會想到主角是《路加福音》中，「浪

子回頭」比喻裡的小兒子。他向父親提出分家，獲取「應得」的

產業後，離家放蕩，揮霍錢財，之後遇到困境，選擇回家。及後

我們發現，主角其實是那位慈憐的等候兒子歸來，毫無保留、永

不後悔的父親。 

 

而當我們凝望林布蘭的「浪子回頭」畫作中，父親與小兒子

相擁那一幕時，我們的目光將被引向右側的「那人」。因「那人」

是畫作中的另一焦點（光源所在），他的視線投向父親與小兒子。

「那人」與父親有相似的外貌，也是留着鬍子，同樣披着紅袍（特

別的是，他手握代表家族權力的權杖）；可是，表情、身體姿態

卻與父親截然不同。父親慈悲憐憫，屈身俯就，急於向潦倒歸家

的小兒子伸出雙手；而那人卻目光冷峻、僵直站立，兩手互握，

一副冷眼旁觀，置身事外的態度。父親急於親近，但「那人」的

姿態卻表達了他對小兒子，或是對父親如此回應的嫌惡、憤怒。  

 

順着《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故事發展，我們大概會猜測「那

人」就是在故事終局與小兒子交換角色，站於門外的那位大兒子。

在《路加福音》當中，大兒子沒有見到父親迎接小兒子的那一幕，

顯明林布蘭將整個故事的時間、人物的心態表現，凝聚於這一瞬。

整幅畫作的左側，強烈地表達着福音的核心信息，毫無保留的 

「愛與救贖」；而右側卻是對這份「不公平」的愛的質疑。凝視

當中的焦點，從「那人」的視線，到父親的慈容，和小兒子的狼

狽形象，彷彿呼籲觀畫的你與我作出抉擇，選擇飾演故事中的哪

一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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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的「大兒子」  

弟兄姊妹，想與你們分享一個真實的我：自從多年前的某一

刻在默觀中，被父神的愛真實地接納擁抱，我一直認為自己是那

個覺今是而昨非，迷途知返，被父親的愛無條件接納、饒恕的小

兒子；可是，「傳道人」的身分，卻在這幾年間為我帶來不少內

在的挑戰。一方面是向父神交賬，另一方面卻是與別人互動時的

內在回應。我不時禱告主，盼望自己在台上所宣講的，真正始自

內心，先被聖靈從內到外更新改變；但很多時候卻發現腦袋對真

理的認識，與生命的轉化並不一定同步。 

 

同一時間，隨着發現弟兄姊妹（大家有不同的教會成長背景）

對我這位「傳道人」的不同理解與期望，在事奉過程中面對不同

的指正、評價、教導時；發現某些時候，內心像失卻了事奉中的

喜樂，甚至刻意迴避某個人、某些場合。有時感到指正是善意的，

便甘於為了當初決意獻己於主，就學習效法耶穌的謙卑，為教會

好好調整自己。然而，當遇到一些較無理的指控時，內心不期然

浮起忿忿不平的聲音：「唉，你有口話人，又無口話自己？你咁

叻，不如你來做？」那些時候，我才猛然發現，內心原來還隱藏

了一個「大兒子」。  

 

小兒子的「迷失」是明顯的，他離家、放蕩、不孝、不守規

矩，這些一切，親友知道，自己知道，無所遁形。大兒子的「迷

失」卻很難辨識，他在這個家一向在做正事，順服、守規矩、盡

責工作，大家尊敬他，視他為模範榜樣。他外表看來無可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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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遇見父親對回頭的兒子欣喜迎接時，大兒子內心深處的黑

暗便忽然爆發出來，變得忿恨、冷酷、自私，這一切形諸於外。

這形相，未被刺激時深藏內心，當被嫉妒挑起，真實想法就此湧

現出來。  

 

這想法於大兒子的那番話（路十五 28-30）表露無遺，他稱

呼小兒子作「你的那個兒子」（而非自己的弟弟），更誣蔑他與

妓女吞噬了父親財產。原來真正認為自己是僱工的，是大兒子。

順服、盡責已變成重擔，服侍這個「家」成了奴役。大兒子內心

對小兒子的嫌棄，反映了內在已失卻自由的生命。原來他履行一

切孝道，卻是真正離「家」漸遠，每天辛勤工作，實踐義務，卻

越來越不快樂。  

 

從這角度看來，教會也有不少「大兒子」、「大女兒」，長

年留在「家」，其實早已「迷失」了。我們被引誘作模範基督徒，

準時崇拜聚會、履行十一奉獻、委身事奉、傳福音，完成父親所

定的日常家規，更慢慢建立了自己認定的家的「標準」。不單鞭

策自己努力執行，當「認為」別人對這「標準」太輕率或不達標

時，內心很自然有聲無聲地發出對人、對己的指控。 

  

長子/女為了取悅父母，怕他們失望，同時又自以為站在父親

角度，協助指正弟妹，但內心卻有嫉妒弟妹的傾向，嫉妒他們無

需刻意取悅父母，便能夠自由地做自己想作的。他們其實沒有勇

氣像小兒子般離家出走，這其實是未能接納父親對待小兒子的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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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公平」）。弟兄姊妹，我們若撫心自問，這份對父親應

該「公平」的想法，有沒有曾經牽動過你的情緒呢？我們對這位

父親「應該」如何「履行」祂所定的家規，是否一直有一套內在

標準，甚至抱怨祂對某些人、某些事過度寛容？甚至已急不及待，

自行嚴懲小兒子呢？  

 

弟兄姊妹，你覺得自己是《浪子回頭》故事裏的哪個角色？

是回頭的小兒子？計較、指控、內心遠離的大兒子？還是正學效

成為慈愛的父親？ 

 

「不公平」的十架路  

「浪子回頭」這個比喻（路十五 11-32），始自法利賽人和

律法教師對耶穌接待罪人，與他們吃飯這事所發的怨言，覺得祂

的行為不合乎《妥拉》的標準。耶穌不單以牧羊人、婦人、父親

對失去一隻羊、一塊錢、兒子的比喻作出回應，亦盼望這位真正

迷失的大兒子明白父神的心懷。更甚的是，神的兒子，竟懷着父

親慈愛的心腸，為你、為我，在《路加褔音》的後段（第 22-23

章），祂的人生末段，展現了「愛與犠牲」，甘心走上這條在世

人看來絕「不公平」的十架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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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距離這段歷史二千年後的今天，2021 年的預苦期，祂

呼喚你與我這個小兒子/大兒子，在紀念祂昔日為我們所走的道

路之時，挑戰我們真正回家，學習為別人捨棄自己，學效祂這份

毫無保留的為父心腸。 

 

弟兄姊妹，你渴望回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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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天網上早禱運動見證分享 
 

雖然，新冠肺炎於 2020 年初至今仍然肆虐，但因著上帝的

恩典，於 2020 年底的聖誕前夕，五旬節家的弟兄姊妹仍能共享

了 26 天的早禱時光，一起經歷紀念、迎候救主基督降生將臨的

點點滴滴。透過 20 多位帶領者的充足預備，一眾肢體藉詩歌、

經文、福音畫、文章、反思問題等，真實體會耶穌基督昔日為我

們降生的旅程；祂竟是如此卑微，為我們而生。相信同一時間，

祂的降世恩情，為我們眾人代贖的深恩，已再次深深刻進我們心

中！這信息同時提醒我們，要敬虔、警醒等待祂末後的再來！ 

早禱運動的最後一天，部分肢體公開分享了各自的獨特經歷、

體會、領受，他們均被聖靈之火點燃，願我們在這期家訊，繼續

藉文字感受聖靈在他們生命中的感動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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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慧儀 

感恩上主預備了美好的筵席，讓弟兄姊妹參與其中，當中所

領受的，美善美好！當陷於困難、疾病，甚至被攻擊當中，我知

道並非孤單一人，以馬內利的神與我同在。祂賜聖靈擁抱我、醫

治我，使我有力生存，活出祂的美好美善！好想更多更多的弟兄

姊妹進入晨禱，求聖靈親自邀請，感動每顆心靈，都渴慕親近主；

在主活水泉源中，欣然取水，永不止息！阿們。 

 

招啟剛 

我非常感恩，我每天仍然能有生命氣息去參與早禱會。這段

時間，我在醫院經歷耶穌拯救我的生命，我相信這次的經歷，將

會成為我生命中的印記。就如耶穌降生在伯利恆，這不是「想當

年」，更不是「過去式」，乃是因為耶穌降生，叫我的生命有盼望，

能面對無常的人生，每天更加思想上帝降生的意義，每天為主而

活，才不枉耶穌降生的恩情！ 

 

葉錦蘭 

感謝神，賜我恩典可以完成這 26 天的早禱。藉著弟兄姊妹

的帶領，每天領受非常豐富的靈筵，安靜、默想、禱告；傳福音

的心，再次被激勵。其中一天，有兩句反思問題，使我回顧神在

我危機中的恩典，和他在我生命中的種種奇妙引領，實在感恩不

盡。甚願將心獻主，每日持續經歷這寶貴的禱告良辰。 

 

潘少玲  

我是早上懶惰的人，靈修時間一向總會安排在晚上。然而不

一樣的環境，神就安排不一樣的敬拜。在疫情下，我竟然有機會

參加網上早禱會。感謝主，20 多天的學習和鍛鍊，我從外圍慢慢

走近神，走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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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秋蓮 

自從參加網上早禱會後，發現真的是「一日之計在於晨」，  

不單焦點於早晨，更是焦點於早晨親近神。親近神的結果，是令

我在那天的生活有了方向。說也奇怪，這麼早起來本來是未清醒

的，但參加完早禱會，反而覺得更為清醒；知道那天應該做甚麼

事情，突然很有方向感。 

 

靳寶燕 

感謝上主恩待給我們這「26 天早禱運動」。這是一份極寶貴、

極有需要的屬靈禮物。我們身在現時社會的環境，時代的黑暗，

疫情的威脅，負面感覺實叫人沒有平安！ 

 

感謝天父，整段時間的早上，在我們還未見任何人之前，先

能與神交通。藉着祂的話語、詩歌、禱告、默想、回應，深感主

救贖的大愛和恩典。我們彼此激勵，希望這禱告的火能時刻繼續

下去！願主幫助我們常常經歷聖靈充滿的喜樂與能力，熱心愛神

和愛人，有更新和愛與別人分享福音的心！讓我們在危機之處，

看見主恩上加恩的供應與保護！ 

 

葉淑芬 

26 天的早禱中，其中一天提及耶穌族譜上出現四位奇女子：

他瑪、喇合、路得和拔示巴，她們出身卑微及不光彩的背景，顯

出耶穌的紆尊降卑來到世上。其後，我想起她們都有共通點：是

沒有丈夫或失去丈夫的；就是耶穌的母親也是在童女未有丈夫時

候懐孕的，這些發現激勵我要繼續尋找主降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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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錦萍 

在人生的道路上，難免遇到障礙和危險，意想不到的事也會

發生；但掌管宇宙萬物的主，必按祂的時間，搭救屬祂的兒女，

免遭災禍。即使要面對經歷，主的恩典夠用，使我長進。聖誕前

在寧靜中，與主及弟兄姊妹作分享，使我充滿喜樂、平安和盼望! 

 

 

朱麗玲 

五旬節家 62 年，首次的「早禱運動」：精彩！當中把閱讀、

經文分享、禱告串連在一起，紀念及反思救主降生對我們的重要。

藉着禱告運動，幫助我們操練晨禱，委身參與。這更成為建立 20

多位主領者的平台！從中分享恩賜所得。 

 

箇中，又感受到弟兄姊妹之間親密的關係，既渴慕禱告，又

促進了彼此間的問候和話題；而且，招聚了許久沒有相聚和各地

的肢體進網。哈利路亞！體會主的喜悅和同在。這是主給我們超

好的聖誕禮物，一嚐天國家庭生活的滋味。 

 

 

陳淑敏 

記得耀熙傳道邀請我參與早禱鍛練，以及在其中一天帶領早

禱；當時我沒有考慮太多，只管順服便答應了。我只希望回應天

父的呼喚，仔細聆聽聖靈的聲音。看，不論是優秀或平庸的，就

如平凡的牧羊人，在一個平凡的晚上，天使就顯現在他們眼前，

對他們傳大喜的信息。召喚一樣會臨到任何人，我們只管做好本

分！不讓一些固有觀念限制，活出主耶穌給我們的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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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群英 

這 26 天所學習、所體驗、所經歷的早禱運動，都是因應父

神對世人的愛的觸動而能堅持的。我因家中的網絡不穩定，所以

每天都要比平常更為早起，才能回到教會中心參與這早禱運動。

感謝讚美主！ 

 

 

徐婉嫦 

在 26 天的早禱運動中，我有 3 個學習重點： 

1. 很少在1個月前，就預備迎接聖誕節；這是一個好好操練的機會。  

2. 每日早晨，定時起床向神禱告；及至天氣漸冷，我更學習堅持。  

3. 將自己優質的時間擺上，渴望與神相遇；把最好的留給神！ 

 

 

楊國倫 

26 天的早禱會，相信是神賜給教會史無前例的禮物。每天重

溫耶穌的降生，適切的反思，認真地反省。 

 

耶穌為世界帶來盼望，讓我認定，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都應該擁有一份為主而活的決心和充滿着盼望。父神的救恩計劃

仍然進行中，耶穌召喚我們：「要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直到世

界的末了。」或許未及看見世界的末了，但是我們所信的那位，

本是信實的主，祂必成就這事。而我的盼望，是五旬節家重拾禱

告的屬靈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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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鳳玲 

感謝天父的預備，弟兄姊妹的帶領，讓我們能夠用 Zoom 的

方法，一起完成 26 天的早禱運動。大家藉着詩歌、經文和各人

不同的感受，回想耶穌降生的實況，反思聖誕對我們的意義。就

在這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情況下，我們仍可以仰望神，切切的禱

告，互相扶持，發揮基督的愛。 

 

徐婉嫺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耶和華是忌邪的神。 

 

我的父親從事掌相職業，是天父所不喜悅的……。年少的我，

也不抗拒掌相、星座等，對未來充滿好奇。 

 

希律王在位期間，耶穌誕生在猶太的伯利恆。當時，有幾位

從東方的智者到了耶路撒冷。他們問：「猶太人的新生王在哪𥚃？

我們看見祂的星升起，就前來朝拜祂。」（太二 1-2）原來聖經中

提及的這幾位智者，是當時的外邦占卜術士，就是以色列民獨一

的真神耶和華早早已告誡他們的先祖，不要跟從外邦人的神或信

天象或觀天等異教舉動；但耶和華偏偏藉着外邦人看到那星，尋

找那新生王，成就了神的心意。 

 

    信主得知天父的屬性後，更感受到神對我家額外的恩典、憐

憫和醫治；祂沒有嫌棄我，願意拯救。除了耶穌基督，再沒有別

的拯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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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回望主同行的足印，滿懷感恩。主若許可，盼望未來能再有

機會招聚不同恩賜的弟兄姊妹，帶領不同的禱告活動，祝福建立

五旬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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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介  柯美鳳姊妹（樂年牧區） 

 

書名：疫轉新世界：幻變疫境中的聖經 

默想（Virus as a summons to faith：
Biblical reflections in a time of 

loss, grief, and uncertainty） 

作者：華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著、區可茵譯 

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背景 

「布魯格曼教授在新型肺炎肆虐期間聽見的召喚，跟眾先在

歷代災劫中所聽見的並無二致：召喚我們與那永活的臨在者建立

正確的關係，與萬物建立更深、更關愛、互有裨益的關係。」 

 

「在這嚴峻的時刻，許多人坐下來，發覺我們所熟諳的世界

已經逝去，這個意識赤裸裸地向我們呈現出來。我們再不能走回

頭路。這個駭人的學習考驗正向人類步步進逼。我們蒙受呼召，

叫我們學習如何以平和的態度跟舊世界告別，並以豐富想像孕育

新世界，好讓眾生都能在其中滋長。當我意識到這學習旅程就在

眼前之際，便發覺自己不斷投向希伯來聖經，從中尋找智慧。」 

 

「上帝與人類團結一致，堅定不移，人類渴望自己能在愛心、

慷慨、款待上越發增長，上帝也支撐着人類追求這份渴望，即使

在災禍中，也尤其在這個過程中。這個想法激勵我跟這位上帝相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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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介紹 

「禱告時，我們體現並實行互相信任的關係。藉着禱告，我

們越發留意到上帝的憐憫和恆久不移的團結共融。」 

 

「布魯格曼對詩篇 77 篇的默想，引領我們進入問題的核心。

他集中討論在當前的災禍期間，我們蒙召要作出轉向：從渺小而

充塞的自我轉向更大的『我』，從中我們可以找到上帝。」 

 

「新景象的代價就是要徹底承認舊創造已經衰敗，所以必須

廢止和棄絕，也要為此而懺悔。放手告別舊創造是會使人痛苦

的。……布魯格曼教導我們，我們跟那位永活的臨在者締結了契

約，這契約召喚我們要克盡契約的責任，也同時把上帝的憐憫和

堅定不移的團結共融賞給我們，並賜給我們恆久的愛，這是強而

有力的愛，足以使我們渡過難關。」 

 

目錄 

第一章：收割風暴（利未記、出埃及記、約伯記） 

第二章：瘟疫還是憐憫？誰曾知道？（撒下 24 章 1-25 節） 

第三章：待我們再翩翩起舞時（耶利米書） 

第四章：在病毒肆虐之際祈禱（王上 8 章 23 至 53 節） 

第五章：從自我「轉向」上帝（詩篇 77 篇） 

第六章：上帝的新事（賽 43 章 18 至 19 節） 

第七章：呻吟嘆息的孕體（賽 42 章 14 至 15 節） 

 

作者簡介 

  哥倫比亞神學院麥克菲特斯教席舊約榮休教授、聯合基督教

會牧師。他著作等身，包括《蒙揀選之民？》、《安息有時》、     

《重建共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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