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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聖十架堂 

靈修 60日程 

8月 31日 – 9月 6日 
 

 

 

八月卅一日   禮拜三 

善忘？還是，毋忘初心！  

讀經：哈該書第一章一至八節 

經文: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該 1:7) 

 

哈該書的信息，可以說是重建整個以色列民族的宗教生活和糾正信仰態 

度。 

當時，波斯王古列打敗巴比倫，頒佈詔令容許被俘虜到巴比倫的猶太回 

歸家鄉；並資助在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哈該是第一批願意隨從屬靈領袖，省

長所羅巴伯和大祭司約書亞，返回祖國的一班人，約有五萬，他們關心屬靈

的事，不怕艱苦。 

回歸耶路撒冷，第一件事立刻在舊基址清理，重築祭壇獻祭，感謝恢復 

上主百姓的身份，並為重建聖殿的根基作好準備。但是，大多數人隨後僅僅

希望生存，勞碌生活，努力去適應新環境，期望可以過舒適的生活，忘掉異

象，再無為聖殿的狀況，特別遺址變成廢墟而憂慮和掛心。同時，也有很多

阻攔的藉口，擱置修建聖殿的工程，包括聲稱時候尚未來到，只有直到理想

的生活環境才可行動。 

於主前 520 年，在初一新月開始，喜慶的假日，大家都齊集一起。上主 

差派使者，先知哈該，開始第一次發聲呼籲，喚醒和勸勉這些被擄歸回，變

得疲乏和冷淡的百姓，自我省察，應該把上主放在心中，居於首位，慎防轉

移了優次態度，只專注在自己的事上，奔波勞碌，關心個人安舒的生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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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主的聖殿荒涼，而莫不關心。特別，鼓勵屬靈領袖，繼續帶領重建聖殿，

討上主喜悅。 

值得留意，誰的居所為優先？有人把精力和資源都用來建築自己的豪華 

家居，以稀少和珍貴的木材搭天花板，非常奢侈，反而忘記了上主的殿，不

在乎上主住在他們中間。 

哈該意識到整個信仰中心，就是在耶路撒冷聖殿，而聖殿本身成為上主 

與祂的聖民同在的象徵標記。同時，從亡國之後，百姓失去了對上主敬虔的

心。重建聖殿可建立正確的信心生活和更新屬靈生命，而對於淪為四散各地

為奴的餘民，生命枯萎其實是貧乏的心靈和忘記了上主的恩典。大家應以聖

殿為樂，看見聖殿重現昔日的榮耀而驕傲，以上主為中心，恢復民族自尊，

凝聚國民和重建屬靈家園。 

  日光之下無新事，我們慣常善忘，遺忘初心，特別會容易忘記屬靈的事， 

對上主的承諾。所以，多加留神，慎防冷漠心態，導致癱瘓事奉；並在當下 

困境和難處，仰望主恩，幫助我們克勝軟弱和解除冷淡，可重拾熱誠和燃起 

火熱的心，為上主的聖民，在教會事奉的生活中，重塑價值判斷和優先次序， 

見證和服事。 

 

                                                           車品豪 

 

禱告：  主啊，垂念子民的禱告，醫治靈性冷淡，再度呈獻初心，上主居首位，

但願蒙上主喜悅，使聖名得榮耀。願上主之殿，祢的聖教會，成為賜

福的標記。我的上主啊，奉聖子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而求。阿們！ 

 

默想： 當初，這班滿懷抱負的以色列餘民，付出很大的代價，放下蓬勃生意 

和安舒生活，回歸荒涼之地，辛苦從事和學習耕種；同時，古列王也

資助大家回去重建聖殿。但是，這項資助到大利烏王繼位時，由於支

付打仗的軍費而終止。最終，遇上經濟不景和各種困難，艱巨的工作

令人灰心，理想被現實取代，夢想退色。同樣，日光之下無新事，慎

防冷漠心態和癱瘓事奉，我們如何在當下困境和難處，可重然火熱的

心，仰賴聖恩，為上主的聖民，在應許之地上，見證和服事？ 

按上主的標準，怎樣透過屬靈的鏡子，可自我省察，反省人生，檢視

目前層靈的狀況，克勝軟弱，解除冷淡，重拾熱誠。我們慣常善忘，

遺忘初心，忘記重要的事，特別屬靈的事，對上主的承諾？ 

今日的殿，在教會事奉的生活中，當面對「難尾」時，怎樣重塑價值

判斷和優先次序，在指定和應許之地方，重建基督的聖教會，榮耀偉

大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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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日   禮拜四 

中國文化聖經解讀 

讀經：羅馬書第十二章 

經文: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 

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2)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我常認為是得到上帝的特殊「關照」；很多處世格言

都與聖經的教導如出一轍。格言中，有些被後人誤解，將美好的意義化為醜

陋的詮釋。以下是其中一例：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看似是人若不為自己著想，就不如被消滅死

去好過，有一種崇尚自私行為的意思，多被後人取來為一己私利辯護。其實， 

「人不為己」的「為」應唸作 wéi，是「修養，修為」的意思。全句真意指：

如果人不修身，就會為天地所不容。不斷修煉自己：克己，博學、明辨、慎

思、審問、力行，提高人生境界，否則就會為天地所不容。「修身」後才能

「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的確困難，但若有聖靈幫助，更難的

事也能成就，主耶穌說：「在人這是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太 19:26) 

 另外一句格言也頗困擾我：「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又是

鼓吹「自私主義」？為什麼中國文化還讓它繼續流傳？難道它真的沒有一些

警世的價值？原來當我們自己都做不好的時候（不掃自己家門的雪，不盡自

己旳本分），又怎能幫助別人管理瓦上那些不擾路人的「瓦上霜」呢？主耶

穌說：「你自己眼中有樑木，怎能對你弟兄說『讓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太 7:4)。不過，恐怕我們誤解主耶穌都是只管自己，不顧他人之輩，使徒保

羅提醒我們：「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 2:4)。 

「中庸之道」和「過猶不及」是指導我做人處事的聖人之言，也正是聖

經所教訓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上帝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

小，看得合乎中道。」(羅 13:3) 

後記：讀聖經，切忌斷章取義，要細心思考，最緊要是實行呀！ 

                                                       大眼仔 

 

禱告：慈悲的天父，感謝祢對我國的看顧，整個的歷史都在祢的掌握中，求

祢繼續施憐憫，感動國家領導人，以上主愛的標準治理國家，也讓我

們能好好地修養自己，能為國家出一份力。願倚靠聖靈的引領，成就

一切的事。奉主名求。阿們。 

默想：讓我們多認識自己，多認識國家，多認識上主。 



4 

 

九月二日   禮拜五 

放下你們的憂慮 

讀經：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七至廿六節 

經文：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祂顧念你們。（彼前 5:7） 

 

兒子靖揚在六月時發高燒、淋巴結腫大、嘔吐，診所護士建議我們到醫

院求醫。我們到達私家醫院，當值護士長憑著豐富經驗，趁我們還未登記，

就立刻叫我們趕往政府醫院接受治療。靖揚在廣華醫院核酸檢測 CT 值 33，

雖然病毒量低，但因發高燒，照Ｘ光顯示「肺花」，故以復陽個案處理，即

時被送入隔離病房，可是廣華醫院不准許父母陪伴，也不准探訪，就這樣，

這 3 歲小男孩不得不自己吃飯、不得不自己睡在冷冰冰的病牀上，我們擔心

了一整個晚上。翌日一早，醫生致電我們，因靖揚「復陽」，需要轉往伊利

沙伯醫院集中治療。感謝主垂聽我們的祈禱，因為伊利沙伯醫院卻可讓父或

母陪牀，只是必須與病人一同隔離。還記得穿上保護衣，將要進入病房時，

護士再次提醒我「有入沒出」，就這樣，我和靖揚一起在獨立病房展開隔離

生活，我們感謝主，因為靖揚不用再獨自害怕了。經伊利沙伯醫院醫生診斷，

認為靖揚的病非由新型冠狀病毒病引起，接受一連串電腦掃描、照Ｘ光、超

聲波掃描、抽血、視力檢查等等程序後，感謝主，終於給醫生在三天內就找

到病源，靖揚現在也完全康復，每天繼續跑跑跳跳了。 

 

                             黃麗霞、莫廣肇 

 

禱告：  全能慈悲的主，感謝祢在我們面對逆境時，仍然拖帶我們，加給我們

信心，撫平我們焦慮不安的心情，使我們平靜安穩渡過風浪。阿們。 

 

默想： 主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願意凡事交託，凡事 

信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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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日   禮拜六 

真正的智慧 

讀經：以賽亞書第二十六章一至六節 

經文: 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賽 26:4) 

 
在人生的馬拉松，途中多障礙，高低起伏，有時候會洩氣，放棄容易，堅 

持卻難，特別當遇上人生苦困，身心飽受哀傷的煎熬，這章以賽亞的詩歌，
滋養心靈，滿懷盼望，可以繼續向前直奔。 

「...上主賜救恩為城牆，堅心倚靠祂的，祂必保守你十分平安，因為你倚 

靠祂，祂是永遠的磐石...」(參閱賽 26:1-6)，深感安慰，鼓舞人心。 

這是一首堅定信任的讚美詩和勝利之歌，確信上主擁有掌管全世界的絕對 

主權，焦點為強調信任、等待、穩定及平安的信息，呼籲上主之子民，見證
和展示祂的主權。 

在第一和第二節，作者總結了猶太人的態度、信念和盼望，並敦促大家確 

信應許，而指出在那一天，表明現今受苦之民的期盼將得到實現的時刻。 

因為他們只堅定信任上主，祂會讓他們的城市保持強大與平安，體驗上主 

之城的安全和穩定，但是在試煉中需要耐心等候的時間。同時，內在完整性
的信任，源於完全依賴上主，得享完全的平安(第三節)，這就是著名的希伯
來問候語「Salom」，表示完全信心和安全的狀態，而這種信任是合乎常理，
因為上主就像一塊永恆的磐石，所有在地上力量的象徵(第四節)。 

就第五和第六節，提出了永遠信靠上主的理由，強調追求財富及權力的世 

俗智慧與上主的智慧之間的區別。上主的智慧使富有和驕傲的人衰落；反而
使貧乏和謙卑的人興起。值得留意，高處之城為混亂之城的象徵，這座城是
人類成就的標記，它擁有可以想像的唯一真正最高防禦，但上主將它夷為平
地，被粉碎歸於塵土。換言之，倚靠人之城是愚蠢的；聰明的人深信值得等
待上主行祂的奇事。最終，強者將被貶低，而卑微者將踐踏他們引以為傲的
成就變成廢墟。 

上主之城，信徒的避難所，持久的源泉，特別只有上主足夠強大；並且足 

夠關心我們的最大利益。因此，將我們的安全託付給生命的主宰，耐心等候
祂，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特別那些經歷挫折沮喪，憂心
苦困和軟弱無力的人，這從上而來的應許，因信得釋放，重新得力，剛強起
來。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這樣的信任是一種無價的財富！ 

我們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方法和時間表，反而慢下來等候，將主權交託， 

轉移倚靠上主。換言之，重新得力意味著重新取代，發現新的力量、方法和
時間皆在上主手中。 

同時，等候的功課並非簡單， 創造之大主宰深知我們的一切，在等待的 

時間中學習謙卑仰望、順服信任、信心倚靠、放手交託、耐心專注和等候，
在上主掌管下永不落空！                                                          

車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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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主啊，垂念子民耐心的等候，沛降智慧與平安；並眷護祢的兒女，堅

定和鞏固我們的信心，特別視人生高低起伏的際遇成為一個獨特的召

命與祝福。我們本是困苦貧窮的，祈求上主垂顧，憐憫我們，使各人

腳步穩健；並且，使大家的口高唱讚美和勝利之歌。奉聖子耶穌基督

得勝的名字而求。阿們！ 

默想： 當回顧和反思個人的生活境況，藉這首讚美和勝利之歌，這對自己帶 

來甚麼啟迪？特別，如何將領受實踐在迄今的生活中，克勝困惑、衝

擊和挑戰？我們怎樣掌握真正的智慧，面對當下暫時的困局和瞬息轉

化的世代，不致喪膽？同時，如何能夠將自身的安全託付給主？ 

 

 

九月四日   禮拜日 

對孩兒的教導 

讀經：箴言第四章 

經文：你行走，腳步必不致狹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箴 4:12) 

 

「箴言」通常指一些精簡規間勸戒的智慧之言，聖經舊約書卷中的『箴

言』就有很多這樣的言論（見 10-29 章），大部份都是所羅門王所寫。所羅

門王求智慧和審訊認子案的事蹟，大家都耳熟能詳，他被稱為智慧文學的鼻

祖和以色列智慧傳統的開端。然而所羅門王在第一章就開張明義地肯定智慧

的來源：「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箴 1:7）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 9:10） 

『箴言』所教導的並非是紙上談兵的理論，而是可以實踐的生活規範。

我以兒子的身份，從箴言第四章中得到教導，現在讓我以父親的身份，寫下

我的心聲： 

「親愛的孩子，不要怕未知的明日，不必怕生命的要求；無知並不使你

悲戚；你不知道的，我完全曉得。你看見一步，就果敢地邁過去，信心的看

見，一步步地走吧！在你前進時，阻礙重重，我必引導你，為你開路。所以

你要快樂地拾起工作，有我的應許，就不再需要其他，總要知道，將來無論

怎樣，我一直走在你前頭。」 

陳健文 + 好友 

                                                                 

禱告：  上主啊！祢是智慧的開端，讓我能深刻認識祢，以致我行走每一步，

都是那麼穏妥！賜我智慧和信心，使我能做好父親的本份。奉主名求。

阿們。 

默想：「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我實踐了嗎?我得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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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五日   禮拜一 

保守自己的舌頭 

讀經：雅各書第三章一至十二節 

經文：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自己的舌頭，反欺騙自己的心，這人的

虔誠是徒然的。(雅 1:26) 

 

一生之中，真正動刀動槍或動手而引致親戚朋友不和的例子，應該不會

太多吧，但為什麼人與人之間還是那麼多怨氣呢?為爭名奪利嗎?或許有！為

一時誤會嗎?或許有！因個人偏見嗎?亦會有！ 

人之交往，首重言語，箴言提醒我們：「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 

在銀網子裏。」（箴 25:11） 

在馬太福音中，主耶穌教導我們：「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

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太 5:37）這句話真是一矢中的！ 

原來我們說話真的會「說多了」！ 

 某婦人對一個偷竊犯說：「你知不知道你這種行為會損害別人，被你偷

去錢財的人會陷入一個可大可小的困境！你也不願別人這樣對你吧？」隨後

對旁邊的人說：「他真是無家教！」 

 「新來的同事工作態度認真，做事又落力，人品都幾好鴉！」「唏，他

收買人心啫！」 

 以上兩則對話，符合了以下許多人說話的方程式： 

  ［一句合宜的說話（符事實的話）］＋［一句不經證實的道德判語］ 

            ＜應說的話>                   ＜不應說的話＞ 

我們若能以柔和謙卑的心說應說的話（誠實話），努力禁戒不應說的話，就

必能造就人，與人親愛和睦地相處。 

 聖經中有 78 處提及舌頭，新約中以雅各書提及最多，「惟獨舌頭沒有人

能制伏，是永不靜止的邪惡，充滿了害死人的毒氣。」（雅 3:8）因此，我

們時刻都要警醒，懇求聖靈的幫助，說合宜的話。 

  

                                                          湯達明 

 

禱告：慈悲的天父，感謝祢賜我們口舌，藉此我們能夠彼此聯絡，加深認識，

又能彼此安慰，更能用口歌頌讚美祢。求主賜我們智慧和力量，能夠

適當地勒住我們的舌頭，只會說造就人的話。奉主名求。阿們。 

 

默想：我們應該怎樣善用我們的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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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六日   禮拜二 

教養孩童之道 

讀經：箴言第二十二章 

經文: 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22:6） 

 

    當年被主任牧師委任為少年部部長時只是個十八，九歲的青年人，沒有

任何行政、管理和教學經驗，要團結十個導師和面對七、八十個少年人，實

在膽戰心驚，然而，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主和導師們的努力，巨鯨、猛獅、

大象、飛鷹四組，人數不住增加。 

婚後有兩個孩子，他們入學後，我便帶他們到主日學，而自己則當主日

學導師，然而，在教導子女和學生的過程中，我遇到很多挫敗，例如，子女

在青春反叛期拒絶返教會、學生有不同的行為問題等，都叫我束手無策﹗惟

有不住禱告，求天父親自的教導。多年後，有一個曾令我很擔心的學生，回

教會找我，他已變得成熟懂事，大學畢業後，有穩定的工作，卻為理想辭退

了，攻讀碩士課程，希望日後可以幫到更多人。自始，他恆常到教會，並參

與事奉。 

    今日，我仍然是主日學導師，班內有些學生面對複雜的家庭、情緒、健

康問題……都叫我難過，卻又無能為力，惟有盡可能陪著他們走，勤在禱告

中紀念﹗我深信，我努力在他們心中播下福音的種子，上帝會在適當的時間

叫種子發芽生長的﹗上帝更會保守他們的腳步和道路﹗ 

                                                           歐雪芳 

 

禱告：主啊﹗求祢讓我們有恆久忍耐的愛去等候孩子的成長。奉主名求， 

阿們。 

 

默想：當我們努力去教導孩子，但他們的表現不似預期，我們該怎樣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