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彰顯上帝的慈愛」
介紹
各位聖智堂的主內兄姊早晨，今天是聖靈降臨期第十六主日。感謝上帝使用我這
卑微的僕人，與各位主內兄姊一同思考上帝的話語。祈求上帝開啟我們的心，使
我們一同了解上帝的心意，緊記耶穌基督的教導，在生活中更有力地見證福音，
傳揚主愛。
經文內容撮要
今天第一次的經課，選自約拿書 3 章 10 節至 4 章 11 節。經文講述，上帝察看尼
尼微城中各人的行為，因他們接受約拿的宣告，悔改離開惡道，於是上帝就改變
心意，不降下災難給他們。但是這位被上帝差遣的先知，卻因為上帝改變心意，
沒有實現他口中的宣告「再過四十天，尼尼微要傾覆了！」（約拿書 3 章 4 節）
而心感不憤，甚至想要尋死。於是他在禱告中發怒求問上帝，希望了解箇中源因。
在禱告中他面陳上帝，細訴他一早就知道上帝會改變心意而且是「有恩惠，有憐
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會改變心意，不降那災難」（約拿
書 4 章 2 節）。上帝為什麼對尼尼微城手下留情？他們豈不是十惡不赦的嗎？
在今天詩篇 145 中，我們看到大衛以第一身寫作的詩篇。表達對他的上帝，他的
王的尊崇和永恆的讚美。大衛認識到「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
度。」
（第 3 節）
「大」在這裡的解釋是指上帝最為偉大，就算身為王的大衛在上
帝面前也只能為小，要謙卑。人有限的心智根本是難以完全了解上帝，清楚上帝
一切的心思和意念。但是當大衛，回想上帝在他和他們的民族歷史中，曾經行過
一次又一次大能的拯救，必定會如大衛所說要「頌讚上帝的作為」
（第 4 節）
。也
要傳講和歌唱上帝的能力，偉大，大恩，公義。大衛對上帝的認識，在第八節總
結出與約拿書很相似的說話「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
大有慈愛。」以上兩位人物約拿先知和大衛王，不約而同地得出對上帝的同一見
解。但分別則在於兩人心中的信念。約拿講求非黑即白，因果報應。而大衛卻知
道自己是有過犯，在上帝面前只是蒙恩的罪人。以上兩個人物，與今天馬太福音，
有什麼關聯的地方呢？
與福音書的關聯
在馬太福音中，這天國的比喻不單告知我們葡萄園的主人是一位勤力的園主和雇
主。他訂立了工人的工作時間，地點，內容，工錢以及在即晚發工資給工人，這
是合乎他們傳統對雇工和城裏寄居的人的做法1。以免工人沒有錢帶回家準備食
糧。對於當時支付日薪的工人，這是很實在，很細心和非常重要的。讓我們一同
來看看這比喻故事的發展，福音書的作者馬太，是如何藉著那些不同時段進入葡
萄園的工人，引申出耶穌基督關於天國的教導。
首先，那些由清早工作至晚上的工人，他們的工作時間固然比最後來的工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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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忍受烈日當空，汗流浹背辛勞地工作。在工人的心態，期望在辛勤工作到最
後，因為收穫豐富又成績理想，對園主有多得的期望，相信很多人都可能會有所
共鳴。但是當他們知道園主沒有達成他們心中的期望，沒有得到額外的工錢便埋
怨園主，為何對那些只工作了很短時間的工人，給予跟他們一樣的待遇？可能大
家會同情他們，也可能會覺得如果園主有豐富的收穫，多付一點工錢給工人也未
嘗不無道理。但是，這樣埋怨園主又是否合理呢？
引用助證
讓我們嘗試以葡萄園主的心態，看這天國的比喻時，我們會發現其他的值得注意
的訊息。園主不是一個吝嗇金錢，視財如命的守財奴。收取莊稼的工人是不能缺
少的，更是值得欣賞和尊重的。莊稼本身除了代表著有收成，同時也代表着其他
重要的價值。莊稼是代表著過去栽種者的辛苦耕耘，努力打理，按時澆水、施肥，
修剪樹枝等等工作的成果。同時也需要園主的悉心計劃，安排和照料葡萄園內的
一切，這些也是同時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份。園主對葡萄園的惦念與發展，或許，
只顧收取更多金錢的工人是不會想到的。根據聖經學者 Michael Green（邁克爾·
格林）的見解，這故事的背景是以色列人熟識的場景2。假若，你也同意將園主
的角色看成為代表著上帝的身份時。我們來看看上帝是一個什麼樣的上帝。園主
是否只是為了避免風暴或意外而毀了莊稼，於是為了把握時間去收取葡萄，同時
雇用更多的工人呢？上帝重視莊稼的價值，還是對人和祂所造的一切表現憐憫與
關懷呢？
經文分析，社會現況及個人見證
上帝真的了解人的困難和需要。第一，我們見到上帝在不同的時間出外尋找祂的
工人。分別在清早，約在上午九點鐘，約在正午和下午三點鐘，約在下午五點鐘
出去。合共五次出外尋找祂的工人進入葡萄園做工。為何園主如此勤力出去尋找
工人呢？按上帝慈愛的本性來推測，祂眼中所看見的是一些沒有工作就沒有金錢
來買食物的人，更甚至影響到他們的家庭。上帝同時也理解隨著時間慢慢的消逝，
這些沒有工作，等待著工作的人心裡的焦急和壓力，一定是非常大。
回看香港的近況，依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6 月 1 日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
議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的開場發言：
「在疫情影響下，香港經濟在第一季按年收縮 8.9%，是有紀
錄以來最差的季度表現，較 1997 至 98 年亞洲金融風暴和 2008
至 09 年環球金融海嘯時的情況還要更差。」3
疫情下帶來的連鎖反應，令很多公司相繼倒閉。旅遊，零售，服務業及飲食業等
等的員工，也因而失業或被要求放無薪假期。因失業而引申出來的個人問題，什
至家庭糾紛也可能相應出現。生活的困境，工作的驟變，人生看似沒有出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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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把握上帝的恩典，拯救就臨到了。
自己也曾經歷過失業的時刻。待業期間，最擔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人的需要。
同時也怕他們因為我而焦急不安。感謝上帝的恩典，太太和外父外母的鼓勵，也
非常感謝聖智堂這大家庭和黃麗霞牧師冒險地接納我。這位中年人士，既沒有在
教堂受薪服侍經驗，也沒有特別技能的平信徒，竟然可以成為青少年幹事。更有
幸進入明華神學院進修神學。最令我感到意外的，還藉著神學院，牧師和不同的
人為我預備了學費。又特別感謝我的牧養輔導的啟蒙老師，郭志丕主教委任我在
聖公會陳融中學擔任校牧及教區青年幹事助理。轉眼間，今年已經是踏入教會服
侍的第三年。由憤怒，困惑與徬惶；轉至歡樂，感恩與讚美。當中所經歷的恩典，
真是超乎自己所思所想，主恩未能在此細數，留待日後與大家分享。各位主內兄
姊，請為我和我家代禱，特別是在事奉的路上能分辨出上帝的心意。上帝這樣主
動尋找祂的工人，是因為祂知道人的困苦。當人活在罪惡和困境中，上帝彰顯了
慈愛的一面及施行拯救。
第二，福音經課說明了上帝是有權給予人白白的恩典。那些看來特別不配，惡貫
滿盈的尼尼微城人4（那鴻書），犯姦淫罪的大衛5（撒母耳記下 11 章）和付出很
少卻得到一天工錢的工人，同樣得上帝的拯救與恩典。若說，這是不公平，倒不
如說上帝是有恩惠與憐憫。「因為他叫太陽照好人，也照壞人；降雨給義人，也
給不義的人。」
（馬太福音 5 章 45 節）這樣，是否只有被認定是惡人，自認有罪
的人，落在困苦中被邊源化的寄居者，才會特別深感明白上帝的憐恤和恩典，並
且向上帝獻上頌讚？而那些自命認識上帝和祈求上帝彰顯公義報應惡人的人；自
己同樣是落在困苦中，但已得蒙上帝的恩典者；我們又會否連一個銀錢的善心，
都不能容許上帝給予同樣需要恩典和憐憫，又落在環境困局中的人呢？
第三，福音經課中，這些一早已得蒙恩典有機會工作的工人。他們雖然已經被雇
用，既沒有太大的心理壓力，也不用擔心沒有工錢帶回家。可是沒有見到他們對
這位園主--上帝，表現出一點感激之情？不是說他們的付出不重要，可惜的是他
們只看見自己的付出，忘記了向給予他們進入葡萄園和給予工作機會的上帝說句
感激的說話。在福音書中，我們看見上帝仍然對那些出言埋怨的工人很客氣。更
用朋友6相稱來回應埋怨祂的工人，並且給他們應得的工價讓他們回家。以後能
否再次進入葡萄園也未可知？果真這樣，第二天重新開始尋找工作的時候，「那
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
鼓勵信徒回應上帝並參與服侍
在福音書中我們可以得知，上帝是一位樂於邀請人進入祂的葡萄園的上帝，並且
給予機會一同收取豐富收穫的上帝，最後更得到應得的工價。各位聖智堂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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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每個主日能夠參與教堂的服侍，無論是負責什麼崗位，只要你發揮自己的
恩賜和能力，其實都是有份於參與上帝的計劃，也可以得到開心和從上帝而來的
獎賞。同樣，假若你能有更大的心志，參與傳福音，教導主日學，做團契導師，
成為他人的教父母，堅負教導生命，啟發生命和守護生命的責任時。我相信你必
定會見到不再是自己的軟弱，知識上的不足，自己無時間。而是見到「惟有能使
生命生長」的上帝（哥林多前 3 章 7 節）。與上帝一同工作無疑是莫大榮耀，但
是必須調整事奉的心態，要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工人必須與主聯合，要以基督的心為心
最後，讓我們看看如何從上帝的視野出發，在自己的崗位上和生活上，對那些接
觸到的人宣講上帝賜恩的好消息，以彰顯上帝的慈愛和憐憫。約拿帶著人的心性，
完成上帝的差遣。他期望惡人遭報時辰將到，作惡多端者，就算是整座尼尼微城
落得滅城的報應，也真是大快人心，報應不爽！這樣是否恰當，又適合大家現時
的處境呢？
在今天的書信經課，保羅在腓立比書所透露。他看生與死已經不太重要，生是為
要見證基督和牧養各地教會，而死也是榮耀上帝與上帝聯合。保羅也曾因傳福音
受苦，被監禁，受過無數次的鞭打，仍然願意以耶穌基督為生命的中心和目標。
使徒保羅這份熱情與忠誠值得我們好好思考和學習。
我們已經蒙上帝恩典的人，更要珍惜機會對人分享信仰。耶穌基督成為人的樣式，
在人的生活中傳講及彰顯上帝憐愛世人的好消息。耶穌所受的鞭傷，在不公平的
制度中受審判，也甘願成就上帝的心意，為世人犧牲了性命，死在十字架上，並
且第三天復活。最終成功了，將人與上帝從新和好（reconciliation）。今天，我們
會否只掛慮世俗的事，忘記了愛慕天上的萬福。縱然在環境的困局中，我們也要
忍耐到底。就算逼迫我們的人，也要向他宣講福音。因為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提
後 2 章 11-13 節）。上帝將這與人和好的消息托付了我們，我們是可以確實分享
的。各位未認識基督教仰的人，請您們認真的思巧，天國正在來臨！知道自己的
過犯，願意珍惜上帝的恩典和改變的人，都是可以進入天國。「耶和華我們的上
帝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大有慈愛。」（詩篇 145：8）
總結
上帝對人的恩典和憐愛，沒有種族，階層，職份與能力而有所分別。在上帝眼中
我們都是不完全，當我們撫心自問偶然也會軟弱和犯錯。願望上帝的聖言時刻提
醒我們，要彰顯上帝的慈愛。也要以跟隨耶穌基督為榜樣，謙卑順服上帝的旨意。
更求聖靈改變及堅固我們，讓自己的生命轉化成為自己和他人的祝福，讓上帝在
各樣境況中彰顯祂的慈愛。阿們。

反思及延伸討論
你認識的上帝是一個怎樣的上帝？你是如何得知的呢？
過往他人在說話和生活中對你的冒犯，你是否仍然懷恨在心？會否成為你與他之
間關係的阻隔，未能與他和好？甚至向他傳福音？
你認為教堂現在最需要和改善的是什麼？你可以怎樣參與其中，貢獻自己的一分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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