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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七日   禮拜三 

福音，是否會逾期失效？ 

讀經：西番雅書第三章十四至二十節 

經文: 耶和華－你的上帝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祂在你中間必因你歡

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番 3:17) 

 

我們每天面對百般試煉和挑戰，生命途中多障礙，高低起伏，崎嶇不平， 

腦海裡也曾否湧現一個疑問 - 「福音，究竟是否會過期失效？」.....  

就本年度聯合國公佈的世界幸福報告中，在一百四十九個國家及地區中 

統計調查，全球的快樂指數，芬蘭已經連續第五年居於排名榜的首位，公認

為全球最快樂的國家，而香港特別行政區則名列八十一，尤為值得關注。同

樣，於去年全球正能量的排名，更令人擔心，非常低，接近榜尾，席位淪為

一百廿二。 

當細閱舊約西番雅書，藉深入瞭解編輯者的意向和詮釋；並連同在第三 

章的演繹，推卸自身敗壞所承擔的責罰，表露無遺，反而轉移為上主對列邦

的審判，這給予我們機會和空間反醒，慎防傳講和推銷膚淺的「奶粉福音」

與「成功神學」，在逆境中充滿悲情，無法抵禦和抗衡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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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番雅書出自以色列與猶大先知的傳統，反映被擄之後先知和啟示文學 

的末世觀。宣告內容關注公元前七世紀末先知西番雅嚴厲警告，對南國猶大

和耶路撒冷的災禍和審判，強調上主只喜愛真正的悔改；並且對上主要完全

忠誠、信靠和順服。其實，一直以來，這是作為上主選民的核心，而悔罪並

不是廉價，必需要付上沉重的代價。 

當時猶大國正面臨亡國的危機，先知西番雅宣告審判，預言上主對耶路 

撒冷的審判，聖城要被焚；但是，這個嚴厲的警告亦蘊含著慈愛與憐憫，嚴

責和悔改後也重燃悔改之餘民的新盼望，從分散之處招聚回來，除去他們的

羞辱，將重新塑造祂的百姓，復興以色列，強調上主仍然在子民中間，他們

要歡呼喜樂。 

透過人生的際遇，特別在風暴和苦難中，上主可以管教所愛的兒女，而 

責罰和悔改會帶來生命的改變和轉向，在愛中更新人的生命，彰顯上主救恩

的計劃。 

福音持續不變，也沒有過期失效。反之，我們需要正視人生苦難，特別 

生命逆境中不再一樣，可以改變、更新和成長，才可以有真正的空間去承載

這豐富和奇妙的救贖福音，能夠迎難而上，面對百般試煉和挑戰，生命仍然

健壯，滿有沖勁活力，如鷹展翅，翱翔天際！ 

 

                                                           車品豪 

 

禱告：恩慈聖善、掌管歷史之創造上主，祢的國度充滿憐憫、公義、仁愛、

恩慈與信實。雖然在生命的歷程裡，特別紛亂黑暗中，難免遇上失望，

但深信祢不會遠離我們，仍然可充滿無限希望，不再被失望所困，在

污雲後有光明的太陽，在困局中得見充滿盼望的曙光，可以察驗整全

神聖的美善。 

上主阿，我們要悔罪和覺醒，祈求垂憐和幫助，能夠回復祢賦予我們

的尊嚴；並促進我們竭力行善，以祢的信實為糧，耐心等候，在困境

中仍能保持心態平衡和健康，可展現基督門徒的正向生命價值。奉主

名求。阿們！ 

 

默想：因着上主的憐憫 ，在愛中透過不同環境，管教、修剪、訓誨、重塑 

和挽回我們。上主必與我們同在，特別陪伴和帥領我們渡過逆境和苦

困，在煉淨的歷程裡，復興我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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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八日   禮拜四 

愛裏沒有懼怕 

讀經：約翰一書第四章七至廿一節 

經文：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約一 4:18上) 
 

為父母者，在照顧家中大小事情上能做到 r 愛裏沒有懼怕」並不容易。

特別是在社會、政治問題層出不窮，疫症肆虐，政策朝令夕改，倫理道德低

落的今天，家中成員又要面對各方的壓力，要在家庭中作出適當的決定，實

在不簡單，常懷疑和擔憂會否出錯。明明是因為愛，為子女的好處而安排各

種不同的活動和學習，卻往往帶來誤解和不領情。明明是出於關心的多加問

候，卻誤解為不信任。失落和無奈，以致恐懼和擔憂常在日常生活中出現。

到底怎樣才能體會「愛裏沒有懼怕」的經歷呢？怎樣可以成為一位滿有喜樂

的好管家？約翰一書四章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指引： 

1）認識愛的原動力是來自神：（4:7，8，10，15，16） 

今日我們能「愛」完全是神的恩典，神主動將愛子耶穌無條件的賜給我們，

為要人經歷神的愛，並且知道愛是從神而來的。唯有接納神的愛，住在神的

愛中，在每個抉擇上都先邀請神參與，才能懂得去愛。 

2）經歷神的愛，並藉着神的愛而得到新生命：（4:9） 

承認耶穌是主，經歷到在愛中的轉變，知道怎樣去愛。若要懂得愛，就必須

時常與主親近。 

3）靠着主走在「愛裡沒有懼怕」的道路上：（4:17，18） 

面對未來，仍有許多不明朗的時候，原來人生的路程就是如此，每一個愛的

行動都會隱含冒險的成份。有時付出了愛，未必獲取回報，甚至被誤解。不

過，縱然人會失信，神卻永不失信，神會牽引前路，我只需要用信心伸出雙

手，神定會接着我這雙手，並帶我到安全的地方。 

                             余妙雲 

 

禱告：祈求天父幫助我們，能用信心，勇氣踏上前路，並將家庭管家的鑰匙 

交給上主。相信耶穌才是唯一掌握家庭的管家，他會看顧和保守一切。

求主釋放我們內心的壓力和罪疚，讓我們能盡力去享受在愛裏的快樂

和滿足，過着在「愛裡沒有懼怕」的生活。阿們！  

                                                                                          

默想： 你願意過在「愛裡沒有懼怕」的生活嗎?交託給主吧，祂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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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   禮拜五 

被聖靈充滿 

讀經：哥林多前書第二章 

經文: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 

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林前 2:13) 

 

 聖靈是保惠師，是主耶穌要求父賜下給跟隨祂的人，祇要信徒願意打開

心門，聖靈就會進去充滿他們(徒 2:38)，「祂（聖靈）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耶穌）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 14:26 下) 

 當人一相信耶穌基督，他立刻就受聖靈的「印記」(弗 1:13)。但聖靈是

否得以充滿我們(即是說我們生命的每一方面是都讓聖靈引領和管理)，則視

乎我們有否完全倒空自己。 

 有許多事物會阻礙我們被聖靈充滿，包括姦淫、姦淫、污穢、邪蕩、拜

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醉酒、

荒宴等情慾之事(加 5:19-21)或因有聖靈而感覺驕傲、妄自尊大。 

 聖靈的充滿並不是一件「一次過」的事，因為我們的肉體之中仍存留罪

的痕跡，魔鬼終日設下網羅引誘我們，偶一不慎，就會跌倒。但只要我們不

是故意犯罪，並能因罪懊悔，上帝必會饒恕我們，並賜聖靈加強我們的力量。

所以我們應求「不斷的被聖靈充滿」。 

 在早期教會，為使非信徒感受聖靈的神蹟大能，信徒在被聖靈充滿時，

往往是有形有體，又會顯出奇異的行為(徒 2:3-4)；但在教會堅立之後，聖靈

不再需要有如此表現，祂會在信徒心內動工，使心靈更新，一切判斷、言論、

觀念和信仰都變得正確，得以脫離罪的捆綁，所以在被聖靈充滿時，會變得

滿有口才(徒 6:10)、喜樂(徒 2:46)、大有膽量(徒 4:30-31)和信心滿滿(徒 11:24)。 

 若被聖靈充滿和順著聖靈而行，必能得結聖靈果子(加 5:22-23)。 

  

                                                       小黑 

  

禱告：  主啊！感謝祢賜下聖靈保惠師，讓我們明白祢的心意，指導我們當行

之道。願我們每做一件事，都不要讓聖靈擔憂。也願我們好好保守自

己的身子，不致沾污主名，因為我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阿們。 

 

默想：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眾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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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日   禮拜六 

只有一件事 

讀經：羅馬書第十二章一至二節 

經文: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 12:2上） 

 

某主日，一個小學生向牧師提問 : 「為何上帝要給我們一雙耳朵？有時 

我會覺得困擾，因為媽媽常罵我，左耳入，右耳出！」這位牧者滿有智慧，
隨即答道 : 「如果沒有兩隻耳朵，在疫情下，就不可以像現在般，可以輕
易把口罩掛在面上！」 

在創世和救贖歷史的進程中，上帝願意祝福人的心意是明確可見，也深 

信人人都渴求得到祝福！這令人想起保羅曾寫信給羅馬的信徒，信中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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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正蘊藏更深層的涵意，表達出
如要得享上主賜福，就是要曉得如何達至豐盛人生！ 

首先，請大家靜默片刻，一起反思：到底自己一生不斷追逐的夢想是什 

麼？一般而言，人追求的目標和方向，通常會反映出內心的渴求和願景。所
謂生命核心裡的終極夢想，會成為我們竭力奮鬥和爭取圓滿的目標。 

香港普羅大眾關注的，或許就是一所安樂窩，不知不覺間，就會墮入「樓 

奴」的網羅。這也是一般人所謂成功的指標，好像：有大屋、名車、有家室、
權力、身份和地位等… 

適逢去年是奧運年，令整個香港都受到奧運的熱潮影響，加上本港運動 

員表現出色，成績超卓，共贏得六面獎牌，令全城哄動。值得留意的，是女
子乒乓球團體賽，三個運動員不但獲頒發銅牌，震動全城，還有她們的堅持
到底、全然付出、互相支持，更能感染周遭的人。 

在事奉的路途上，也可想像我們正參加一場天國運動會，主耶穌是我們 

的教練提供明確的指引與方向；我們都成為隊友，有同一的異象與召命，竭
盡所能，齊心追求同一夢想、同一目標。 

真的，在當下的疫情與逆境，可以陪伴和照顧身心軟弱的人，且能宣揚
和見證天國福音，是一種福氣；幸蒙上主揀選，大家能成為天國運動團隊的
一員，願能帶著這使命、夢想和目標進發，成為一生中的精粹所在。 

此外，奧運也提醒我們，作為拓展天國福音的運動員，務必以無比的毅 

力、鬥志、勇氣和信心，堅持按照上主的規劃受訓，並奉行紀律的健康信仰
生活。 

生命是否豐盛，在於能否找到一件值得奉獻整個生命，專注去做的事情。 

正如保羅對腓立比教會肢體和我們的勸勉：「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蒙上帝的祝福，從上而來的召命，在基督
耶穌裏所得的獎賞。」(参閱腓 3:13,14) 

                                                           車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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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祈求上主垂顧和守護，在動盪的世代，沛降智慧，讓我們察驗聖意，

於人生的旅途中，藉賴上主的光照，洞悉天賦的資產，滿有能力去分

辨，特別在生命中的優先次序和本末輕重，可以豁然開朗，重新得力，

堅守使命，作完全義僕。奉主名求。阿們！ 

 

默想： 就保羅所指的 - 「只有一件事」，當大家效法保羅向着標竿直跑，只 

專注一件事，而且竭力去做，究竟這一件事是甚麼？ 

同時，自己怎樣具體地規劃和轉化信仰生活 ，重塑更健康的人生觀

和靈性生命，能夠全然獻上活祭？ 

 

 

 

九月十一日   禮拜日 

一生信靠 

讀經：哥林多前書第三章十至十九節 

經文: 難道不知你們是上帝的殿，上帝的靈住在你們裡面嗎？（林前 3:16） 

 

    受母親負面性格的影響，為人悲觀，無自信，每遇到變遷，總是害怕、慌亂，

往壞處想，越想越驚，以致常時流淚、失眠，情緒低落，身心受損。 

    自少年時已開始尋找信仰，因為需要愛和力量，最終，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基督﹗可惜，過了初信階段的積極和喜悅後，我好像又重拾舊我！崇拜、讀經、

祈禱，好似是例行公事，改變不到不濟的我﹗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無力地流淚，卻聽到心裏的靈，憂心如母親的呼問﹕

「你為什麼令我那麼憂心呢﹖難道你要一直如此下去﹖」哦﹗我羞慚得很﹗其實，

上帝的靈一直在呼喊，我卻掩耳不聽﹗ 

自那天起，我求天父讓我重新去認識和建立自己，我要張開耳朵、打開心窗，

不再忽略聖靈的聲音和摰愛們的勸導﹗ 

往後，每當變幻令我不安時，我必先與家人一起禱告，尋求那住在我們裏面

的靈的引領，讓我們內心能夠平靜安穩，從而得力面對。 

今日，兒女們已成長自立，各有家庭，每遇到喜與憂，總不忘提醒他們到天

父面前感謝和祈求，一生信靠﹗ 

                                                           歐雪芳 

 

禱告：  親愛的主啊﹗求祢叫我靠著祢剛強壯膽，奔走世程，好叫住在我裏面

的聖靈安心。奉主名求，阿們。 

 

默想： 父母雖然愛我們，但總有一天會離我們而去，誰能一生守護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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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二日   禮拜一 

憂傷痛悔的心 

讀經：詩篇第五十一篇 

經文：上帝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上帝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詩 51:17) 

 

 詩篇五十一篇是一篇十分真摰感人的懺悔詩，作者大衛起首就完全坦白

承認自己的過錯；因著上主的公義，深知自己受責備是應當的、被審判是公

正的，但他冀望因著上主的慈悲憐憫，自己的罪能被洗除淨盡。（詩 51:1-2,4） 

大衛知道內心主宰行為，知道若內心不純正，遲早那些不良的行徑會再 

出現，因此他在文章內呼求：「上帝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

新有正直的靈。」(詩 51:10) 

 大衛冀求能從罪中被釋放，除可以消除自責的苦痛外，更能把主的道指

教有過犯的人，使罪人歸順主；亦可以用口傳揚讚美主的話。他知道上帝喜

悅人並不在於他們獻祭多少，而是他們那顆憂傷痛悔的心。（詩 51:13,15-17） 

 「我們若不破損，就不會得着修補。主耶穌啊，我們的眼淚蒙祢有福的

微笑補償。你知道我們的心怎樣破碎，又怎樣會從這種經驗中體會真正的秘

訣，我們在苦難中喜樂。求祢使破碎的得以補足，親愛的主，祢恩慈巧妙的

手必成就！」 

 

                                                    好友 + 陳健文  

 

 

禱告：  慈悲的天父，讓我能學效大衛，曉得自己的過犯，知道因此而得罪了

祢，亦得罪了他人，求主饒恕，願主憐憫。冀求聖靈潔淨我的內心，

從此不再犯罪。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默想： 想想每天自己有沒有「應做的不做，不應做的反去做」的事呢？若有，

懇求聖靈導引，立刻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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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   禮拜二 

作門徒的代價 

讀經：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至三十三節 

經文: 凡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路 14:27) 

 

經文以三個「不能作我的門徒」來支撑兩個緊接的比喻，是耶穌再次重

申上帝的救恩，是出於衪對每一個人完全無條伴的接納，但同時強調人須要

完全無條件的回應；耶穌用了兩個比喻來使我們認識到，如果一個人未能完

全認識到作門徒的要求，亦未了解自己的能力，他們渴望成為基督的門徒會

注定落空。 

這兩個比喻從表面上看來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經驗和智慧，教導我們去

計算代價，就如第一個比喻(27-29 節)是關於建造一座樓，如果沒有計算花費，

始終不能成功，就成了別人的笑柄；而第二個比喻(30-32 節)是有關打一場仗，

如果沒有適當地評估就出兵，最終要招致要訂立和平條約，其中可能需要割

地賠款。 

這兩個比喻都是面對一個處境或者一項工程，其中最重要是要審視自己

的資源是否能達到要求，而能足夠去解决或者完成該項工作；而耶穌是再一

次提醒我們，如果我們要作基督的門徒，我們不要學像那蓋樓子和那作王那

麽愚拙，不知道作門徒時對我們生命的衝擊，如果我們沒有去背起自己的十

字架、沒有撇下世上一切所有的、沒有愛主勝過愛自己，那麽我們的生命就

沒有足夠的資源去達到作門徒的要求，結果就會像那兩位愚拙的人一樣，帶

來一個悲慘的結局。 

《路加福音》中的耶穌對門徒的要求是絕對的，甚至在原文要求門徒要

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這是非常嚴厲和極

端的，似乎和《路加福音》所描述上帝無條件接納互相矛盾，但從《使徒行

傳》所描述的教會中看到耶穌的教導是能實實在在的活出來的，只要靠着聖

靈的臨在，作門徒願意依照主耶穌所教導的而行，天國就能在世上建立了。 

劉榮佳 

 

禱告：  全能的天父，求祢憐憫我們的軟弱，因我們沒有把祢放在我們生活當

中，亦沒有努力緊緊跟隨祢；求祢賜下聖靈，使我們能撇下一切世俗

的纏繞，做祢忠實的門徒，活出使命，至終可得永遠的福樂。阿們。 

 

默想： 今天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什麼阻隔我們親近上主？我們又如何去切實 

踐行上主的教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