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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堂 
ELCHK Vineyard Lutheran Church 
 

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 

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甚麼。(約翰福音 15:5) 

 

預苦期第五主日(紫)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三日 

 

詩    篇: 詩 126:1-6 

(舊約 1008 頁) 

舊約經課: 賽 43:16-21 

(舊約 1186 頁) 

新約經課: 腓 3:4 下-14 

(新約 346 頁) 

福音經課: 約 12:1-8 

(新約 183 頁) 

 

 

詩 歌 (紅頌) 

5   榮耀歸於真神 

320 我願讚美救主耶穌 

Emmanuel 

幽谷中的盼望 

獻上 (新頌 93) 

498 主啊，容我與祢同行 

 

 

 

本周金句: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歡呼地 

帶禾捆回來！』(詩 126:6) 

 
 

主    禮 :  呂慶棠牧師 

講    道 :  明詩琪教師 

讀    經 :  呂慶忠弟兄 

侍    從 :  黃子晉弟兄 

司    琴 :  呂凱詩姊妹 

接待及收獻：陳麗玲姊妹、黃家文弟兄 

音    響 :  麥慶基弟兄、鄧健偉弟兄、 

葉堅弟兄 

插    花 :  龍秀芳姊妹 

球場當值 :  葉堅弟兄 

 

兒童崇拜 

主禮+讀經: 馬堅騰弟兄 

詩歌     : 張翼旋姊妹 

小班     : 陳美賢姊妹 

中班     : 張翼旋姊妹 

大班     : 馬堅騰弟兄 

協助 : 廖嘉雯姊妹、麥景珍姊妹 

 

堂 主 任  : 明詩琪教師 

聖禮牧師  : 呂慶棠牧師 

福音幹事  : 陳軒裔弟兄 

行政幹事  : 鄧關婉姬姊妹 
 

 
辦公室地址 : 新界元朗欖口村路 25 號 

辦公室電話 : 2944 2000 

明教師電話 : 6099 9564 

電郵地址   : vylchur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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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心得》 
講員：明詩琪教師 

講題：夢境成真 經文：詩篇 126 篇 

聽道筆記： 

 
                           

                           

                                                     

                                                     

                           

                                                     

 

宣召 

詩篇 126 篇 

1 當耶和華使錫安被擄的人歸回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 

2 那時，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那時，列國中就有人說： 

「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3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 

4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這些被擄的人歸回，好像尼革夫的河水復流。 

5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6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歡呼地帶禾捆回來！ 

 

 

【幽谷中的盼望】 

山邊，無花果樹不發旺了，殘留葉絮，隨風輕飄， 

葡萄樹未結果，橄欖樹枯乾了，田地也沒有出糧食了。 

 

即使，羊圈好像荒廢了，羊群未見，綠草稀少， 

牛棚全部已空，籬笆被燒毀了，我仍能靠著神喜笑! 

 

唯你是我終生拯救，我心中力量，是我亮光，我的保障， 

毋須畏懼前途如何荒涼，唯獨是你是永久的倚靠， 

幽谷中盼望，活在世俗中，看見你的恩惠，人生變幻無常， 

仍不膽喪，心可堅壯。 

 

 

 

 



頁 3 
 

《本堂消息》 
歡    迎 

歡迎首次出席本堂崇拜的來賓與我們一齊感恩、敬拜。 

亦歡迎大家日後常來本堂聚會，領受主恩。 

 

 

全堂事奉人員退修會 

本堂謹定於 3 月 27 日至 28 日作「全堂事奉人員退修會」(包括:聖工委員會、

部門內閣、有事奉崗位者) 參與，安排如下: 

地點: 123 室 

3 月 27 日(日) 下午 3 時 至下午 7 時 -- 退修 

3 月 28 日(一) 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 -- 全堂五年計劃 

請各事奉人員安排時間出席。如有查詢請與明詩琪教師聯絡。 

 

 

按牧進展 

感謝天父上帝的帶領，讓明詩琪教師分別在 2 月 4 日下午完成教義考核的筆

試及 2 月 23 日完成總會按牧審核小組面試，總會按牧審核小組已於 3 月 1 日(二)

把呈請推薦予牧師團，並獲得通過；將於 3 月 29 日的常務委員會作最後議決。

請各位禱告記念。 

 

 

行政部 
球場安全 

由於球場上有不同年紀的小朋友一起玩耍，除了球場當值人員須留意小朋友

的安全外，也請家長盡量在各方遙望著小朋友的情況。 

 

 

崇拜部 
為使本堂會眾有互相聚會和溝通的機會，崇拜部安排每個月一次的崇拜後 

「愛筵」，日期如下，請會眾預留時間參與: 

 

 

 

 

 

 

 

 

日期  

3 月 27 日 復活節主日 

4 月 24 日 第二個聖餐 

5 月 22 日 第二個聖餐 

6 月 26 日 第二個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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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Moment -- 感恩頌時刻」 

「God’s Redemption At Christ Expense」神藉著耶穌的寶血救贖我們，使我們得潔淨和享

受神的大愛! 此時段會在崇拜前，約早上 10:45 起，一起用詩歌讚頌神的恩典，預備敬

拜神的心靈。 

 

兒童事工部 
為培養小朋友閱讀聖經及服侍教會的態度及責任感，3 月份事奉表如下: 

日期 兒崇點燭員1 兒崇點燭員2 收奉獻
兒崇

司琴

兒崇

讀經員

3月13日
黃羽弟兄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鄧宇延弟兄

Milo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鄧宇欽弟兄

Michael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葉哲韜弟兄

Jayden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鄧倬寧姊妹

Audrey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3月20日

黎晉光弟兄

Ziv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李佳臻弟兄

William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簡穎詩姊妹

Gloria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馬暐晴姊妹

Koleka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楊飛姊妹

Narmia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3月24日

3月27日
黃羽弟兄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楊飛姊妹

Narmia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鄧浩彰弟兄

Ethan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鄧倬寧姊妹

Audrey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馬昫旻姊妹

Hadassah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主立聖餐日 (紅/紫) ___兒童到成人崇拜

路加福音12:1-8

路加福音19:28-40

路加福音24:1-12

讀經經文

 
已編配事奉的小朋友，請於當日早上 10：30 回到教會（如有要事未能出席，請盡早通知 

幹事/兒童事工部部長 Elaine）。 

也希望家長們多多鼓勵小朋友並陪伴小朋友一同讀經，一起經歷與主同行的甜蜜。 

 

 

培育部 
2016 年度課程 

靈修課程 

感謝陳國權牧師的帶領及教導，我們剛完成四堂的靈修課程。在這四堂的靈修課

程當中，我們認識了，並加以實踐 : 

1. 幫助信徒認識不同的靈修方法和與生活的關係 

2. 強化信徒對靈修方法的掌握 

3. 培養靈修習慣及在生活中的實踐。 

已完成課程之肢體如下： 

張翼旋姊妹、陳美鳳姊妹、鄧李和弟兄、關婉姬幹事、梁慧盈姊妹、 

明詩琪教師、呂慶忠弟兄、沈靜雯姊妹、梁巧兒姊妹、鄧嘉南弟兄、 

林翠芳姊妹、黃秉中弟兄、黃子晉弟兄、陳麗英姊妹、麥慶基弟兄、 

陳志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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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訓練班 

為宏信堂未來發展的需要及希望培育弟兄姊妹成為使人得力的領袖，本堂培育

部將會參與由總會傳道牧養部舉辦的「執事訓練班」。此課程內容是 On Track 

Networks 的 ACTS2016 領袖訓練的三個核心課程，詳情如下： 

主題 日期及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第一講： 

生命轉化的領袖 

2016 年 1 月 9-10 日 （六、日） 

2:30 - 8:30pm 

已完成 

第二講： 

以價值為本的領導 

2016 年 4 月 2-3 日（六、日） 

2:30 - 8:30pm 

2016.3.12 

第三講： 

建立使人得力的團隊 

2016 年 6 月 25-26 日（六、日） 

2:30 - 8:30pm 

2016.6.4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大埔瑞安街 22 號，港鐵太和站Ａ出口） 

講員：趙錦德牧師（On Track 領袖培訓學院院長） 

費用：全期三講，每人共$900，每一講為$300（原價$400） 

對象：歡迎本堂聖工委員及有心志參與帶領事奉的肢體(須經明教師推薦) 

學費津助： 

 凡報讀一講者，每項單元學費可獲本堂津助港幣$100 

 一次過報讀三講者，全期學費可獲本堂津助港幣$500(必須出席全期課程) 

凡有興趣報讀第二、三講之兄姊，請向明詩琪教師或沈靜雯姊妹聯絡。 

已完成第一講課程之肢體如下： 

明詩琪教師、陳美鳳姊妹、沈靜雯姊妹、呂慶忠弟兄、 

鄧李和弟兄、關婉姬幹事、陳麗玲姊妹、麥慶基弟兄。 

請為他們的學習禱告，為主使用。 

 

 

3 月 6 日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崇拜人數: 70 人。 

(包括兒童崇拜：小班：8 人，中班：5 人，大班：6 人；共 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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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3月20日 3月24日 3月27日

節 期 棕枝主日 (紅) 主立聖餐日 (紫) 復活主日 (白)

與元光堂聯合聖餐崇拜

詩篇 詩118:1-2、19-29 詩116:1-2、12-19 詩118:1-2、14-24

舊約經課 賽50:4-9上 出12:1-4、(5-10)、11-14 徒10:34-43

新約經課 腓2:5-11 林前11:23-26 林前15:19-26

福音經課 路19:28-40 約13:1-17、31下-35 路24:1-12

主  禮 沈靜雯姊妹 張翼旋姊妹 明詩琪教師

講  員 明詩琪教師 明詩琪教師 呂慶棠牧師

讀  經 麥慶基弟兄 陳美鳳姊妹 鄧嘉南弟兄

侍  從 鄧李和弟兄 鄧健偉弟兄 陳美鳳姊妹

司  琴 趙大衛弟兄 趙大衛弟兄 陳可凝姊妹

接待 及 呂慶忠弟兄 鄧李和弟兄 鄧李和弟兄、吳令衡姊妹

收獻 李曉迎弟兄 陳麗玲姊妹 陳麗玲姊妹、陳玉梅姊妹

影 音
麥慶基弟兄、葉堅弟兄、

潘梓聰弟兄、張顯朗弟兄

插  花 陳景嬋姊妹 關婉姬姊妹 李清偉弟兄

球場當值 梁慧盈姊妹 馬堅騰弟兄

主禮+讀經 陳軒裔弟兄 梁巧兒姊妹

詩歌 張玉女姊妹 沈靜雯姊妹

小班 陳鳳儀姊妹 梁巧兒姊妹

中班 張玉女姊妹 沈靜雯姊妹

大班 陳軒裔弟兄 梁慧盈姊妹

協助 江永明弟兄 麥景珍姊妹

曾宇謙弟兄

各事奉人員留意當值的時間。最遲於當天上午十時半前抵達及準備。

如因事未能當值，請盡早通知幹事或教牧。

麥慶基弟兄、葉堅弟兄、鄧健偉弟兄、

鄧嘉南弟兄

鼓勵小朋友一起參與主

耶穌基督的主立聖餐日

崇拜，再進入主耶穌基

督的榮耀。

2016年3月份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兒童崇拜

 
 

 

 

《代禱事項》 
為世界 

 為戰爭國家局勢祈禱，求主止息。 

為本堂肢體 

 求主親自保守、看顧和醫治軟弱的肢體。 

 為已受洗、轉會及轉堂之肢體祈禱。 

 本堂教牧、同工及聖工委員會代禱。 

本堂事工發展 

 求主賜給明教師健康及智慧去安排和帶領各項團契及事工， 

願主的名被顯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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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度宏信堂駐宏信書院服務及各小組聚會 

 *本年度為新開展的服務 開辦日期 

星期二 利慕伊勒青年團契 下午 3:45-5:00 22-9-2015 

星期三 大福家長團契 

基督少年軍 321 分隊 

早上 9:00-11:00 

下午 4:00-5:30 

7-10-2015 

30-9-2015 

星期四 喜樂家長團契 早上 9:00-11:00 5-10-2015 

星期四 *英雄聯盟(中學生青年團契) 下午 3:45-5:00 24-9-2015 

星期五 豐足家長團契 上午 9:30-12:30 15-10-2015 

隔星期六 以諾組 下午 2:00-4:00  

不定期 迦南組   

星期日 葡萄園 360 早上 9:15-10:15  

 請為宏信書院的青年團契禱告，感恩上帝帶領宏信書院一些中學生成立團契，

容讓他們認識信仰，並在互愛中成長。求上帝帶領在往後中學生活中有更多事

奉的機會，並成為愛主、愛人的年輕人，在學校興起其他同學甚至老師去認識

祢。 

 請為宏信書院的各個家長團契禱告，願主親自感動團契的家長能回到教會當

中。願主使用團契，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請為基督少年軍 321 分隊代禱，求主加力，使福音傳到各家庭。初級組 37 名隊

員及 2015-2016 年度申請試辦之中級組 13 名隊員。感謝龔炳輝副隊長協助開辦

中級組、陳軒裔弟兄在導師基本課程的裝備及開始輔助導師的工作，以及各導

師的貢獻。 

 請為本堂各個小組禱告，願主的靈運行在各小組員當中，使小組員能夠彼此相

愛，互相承擔，以致能成為上帝合用的器皿，榮耀主名。亦願主賜福小組長的

服侍。 

 



頁 8 
 

夢境成真 (詩篇 126) 

明詩琪教師 

2016 年 3 月 13 日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

動，常與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們。 

 

不知道大家喜歡發白日夢嗎？又或者你們有沒有試過發白日夢？我從前其

實好喜歡發白日夢的。在溫習期間，如果遇到有困難的地方，想著想著怎樣去解

決的時候，我就會忍不住去發白日夢，想像一下自己不但全級考第一，還拿了什

麼獎，然後老師父母會如何讚賞我。我練琴練到有困難的地方，我可以在不知不

覺間隻手停了不再彈，卻繼續坐在琴凳上發白日夢，想像一下自己拿了什麼全港

比賽的獎項，然後站在台上鞠躬的情況。因此可以說，有段時間，白日夢是陪伴

著我成長的，當然我還發了其他的白日夢，不過那些我還是日後有機會才分享吧。 

 

後來我長大後讀輔導時才知道，人發這些白日夢，可以是源於心裡受過一些

傷害，需要潛意識地透過這些白日夢來自我治療。今天，我們讀到詩篇 126，126:1

說：「當耶和華使錫安被擄的人歸回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原來這班以

色列人都曾做夢，而現在，當上帝使錫安被擄的人歸回的時候，他們就夢境成真

了。那麼，他們從前為什麼要發這些白日夢呢？ 

 

是因為在從前被擄的日子，以色列人實在過得很淒涼。歷代志下 36:5-8 記載：

「約雅敬登基的時候 25 歲，他在耶路撒冷作王 11 年……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上來攻擊他，用銅鏈鎖著他，要將他帶到巴比倫去……巴比

倫軍隊又將聖殿裏的器皿帶到巴比倫……他兒子約雅斤接續他作王。」這段經文

可解作：約雅敬被帶到巴比倫，成爲階下囚，在巴比倫渡過餘生，這是以色列人

經歷的第一次被擄。約雅斤接續約雅敬在耶路撒冷作王後，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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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再次圍攻耶路撒冷，將城攻陷後，就把聖殿裏的寶物都搶奪到巴比倫去；當時

約雅斤及數以千計的臣民均被擄到巴比倫去，這是以色列人經歷的第二次被擄。

巴比倫分兩次擄走以色列人後，約雅斤的叔叔西底家在耶路撒冷作王。西底家在

耶路撒冷作王 11 年 18 個月後，城裏發生大饑荒，巴比倫趁機攻破了城牆，西底

家就立即走難，但在途中被截獲。巴比倫人在他眼前殺了他的衆子，並且弄瞎了

他的雙眼。一個月後，巴比倫人將聖殿、皇宮及各大戶人家的房屋全部燒燬，並

把四圍的城牆完全拆毀。大部分生還者都被擄到巴比倫去。故此，從公元前 607

年七月起，猶大全地全部都淪為荒涼。 

 

    我以上所說的，都是以色到人真實的歷史。我們可以想像，他們在絕望之中，

一定做過無數的白日夢。或許他們會夢想著，能否有天回家與老鄉的親屬團聚

呢？回家後的情況會怎樣？再建的家又可以是怎樣呢？能否脱離巴比倫被擄之

民的形象，而重拾以色列國民的身份呢？不過，或許這只能是一場夢。活在當下，

眼見那麼淒涼的狀況，或許有些人連夢也已經不會發了。當他們在絕望中，又似

乎沒有出路中的時候，他們會選擇怎樣呢？當目前的所有資源和方法都無法打破

這個困局，沒有希望，沒在將來的時候，一下衝動，人就會選擇自殺了。 

 

    自殺是緣於現實達不到期望，這個期望是誰定的？可以是自己，不過同時也

肯定是受父母及社會的影響。除了現實達不到期望之外，另一個自殺的原因，就

是人無法突破不斷重複的困境，例如受到精神或肉體的虐待，又或者被迫過某種

不願意過的生活，但又看不到完結。當然，有些少年人會選擇以其他的方式去面

對，例如援交、群黨，而有部分人就會傾向自毀。情況有如海洋公園的海豚，一

天六個 show，無止境下去時，海豚也會撞牆自殺。在 2011 至 2015 年間，每年有

五至七名學童自殺。不過，單看本周已經有六位學童自殺，而由去年九月開學至

今，已經有 22 位學童自殺，求主大大的憐憫。讓我們此刻也為到受影響的父母

切切禱告，他們的生命正面對一場極度哀傷的災難，在座為人父母者，就會很明

白；我們也為到受影響的老師、同學及所有人禱告，願主親自的引領和安慰；我

們更要把整個香港社會及教育界都放在主的恩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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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被擄的以色列民，還是現在正在水深火熱中的我們，當活在當下的困

難時，即使在發白日夢，也很難相信夢境會成真吧。最近我看了奧斯卡的最佳女

主角的得獎電影《抖室》，故事講述一位少女被鄰居所騙，於是長達七年，她就

被囚禁於一間不到一百平尺的房間。這位少女在被囚禁期間，更持續地遭到施虐

者的強姦，因而誕下了一個兒子。即使這位少女活在極度的黑暗中，但她仍和很

多媽媽一樣，很盼望能竭盡全力為孩子創造一個安全和開心的成長環境。因此，

雖然他們被困在小小的房間裡，但透過幻想，這位少女為兒子創造了一個神奇的

世界。不過隨著兒子一天天長大，兒子的好奇心使他不再滿足於這個世界，於是

這位少女就為了兒子精心策劃，為要帶著兒子逃離那個囚禁他們的房間。這位少

女把一件本身是悲痛的案件，因著另一個生命所給她的動力，她能夠把悲痛改編

成一個充滿希望的故事。 

 

 

在電影中，那位少女成功把兒子帶離那間黑暗的房間，就如昔日上帝帶領被

擄的以色列民，成功離開被擄之地，使到那些以色列民就好像作夢一樣。詩篇 126

形容：那時以色列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然後，別國中就有人說：上帝為他們

行了大事。果然，上帝確實為他們行了大事，那實在是值得歡喜的。不過，返回

現實的世界，我會問：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從黑暗中被引領出來的呢？ 

 

大家都知道我的膽固醇很高，這已經不再是一個秘密了。大家亦知道，有效

減低膽固醇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戒吃零食。我很清楚，只要戒吃零食，並適當

地戒口，再加上做運動，我就很有機會能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雖然我發過很

多次白日夢，就是醫生會對我說：「恭喜你啊！你現在的總膽固醇指數，已經由 7

降到 2 了。」唉！可惜，我知道，這幾乎是無法成真的夢。因為對我來說，要做

到戒吃零食、戒口，再加上定時做運動，實在很難。當我要寫講章、釋經、備課

的時候，面對著我可以擁有的大包小包薯片和零食，那時候，我會問：我真的有

需要從黑暗中走出來嗎？面對著我需要做運動時，我又會覺得，即使我想走出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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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但我又實在沒有這樣的恆心和毅力。不錯，能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實在是

值得歡喜慶祝，也值得我們滿口喜笑的。不過，這種夢境成真的歡欣，真的可以

輪到我嗎？我眼前只有一大堆的工作壓力、困難，和很多很多的軟弱和煩惱。夢

境對我來說，永遠也只能是一個夢境而已。 

 

但為什麼電影中的那位少女，可以這樣下定決心，冒著危險都要帶領她的兒

子離開那黑暗的房間呢？那是因為她見到她眼前的兒子，是一個寶貴的生命。若

這生命持續在這黑暗的房間中，這生命也只有死路一條。他不忍心這生命要面對

的死路，所以，她就下定決心，要帶領這生命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上帝作為我們

的父親，祂當然也會像那位少女一樣，不忍心祂在地上的兒女，天天勞勞碌碌、

營營役役地過著生活，即使不選擇自殺，生命最終也只有死路一條。祂也很明白，

我們可能是不肯走出黑暗，正如我還未真正意識到，膽固醇高對身體所構成的負

面影響，即是意識到，又可能根本是沒有能力走出黑暗。那時候，又可以怎麼辦

呢？ 

 

當電影中的那位少女是被迫困在那黑暗的房間時，上帝卻派遣祂的獨生子耶

穌基督，甘心樂意地主動走入我們生命中黑暗的房間，這房間黑暗到是會把這位

耶穌基督羞辱，然後再令衪死亡。在走入這黑暗的房間的過程中，狐狸有洞，天

空的飛鳥有窩，但耶穌連有枕頭的地方也沒有。耶穌仍然選擇這樣走入人群中的

黑暗，是為了你和我，所以祂要明白人間的疾苦，祂也要體恤人類的軟弱；衪要

讓我們知道，今天我們所經歷的困局，衪全部都經歷過。祂跟我們一樣，痛過哭

過。祂哭，不是因為祂自己要面對那些重視階級和權力觀念的長官們，怎樣以行

政的手段對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祂哭，是因為祂要把自己與世界的苦難連在

一起。 

 

祂選擇要把自己與世界的苦難連在一起，是因為衪要讓我們知道，在黑暗

中，我們並不是孤單的，我們有全能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與我們在一起。不只這

樣，祂還甘願把自己化成一塊小餅，就是一陣間我們會領受的聖餐，藉著衪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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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上所捨去的身體和寶血，就能夠叫我們得著離開那黑暗的動力。耶穌基督既

然已經因那大包小包的薯片和零食的緣故 (我所指的是我們的為所欲為)，而被釘

在十字架上，在黑暗中，我們還有什麼是不捨得捨去的呢？更何況，捨去是為了

使我們能夠得著全新而又永遠光明的生命。但我會問，我知道我要捨去，但能力

可以從何而來？ 

 

雖然我成長的家庭與一般有父有母的正常家庭有些不同，但基本上，我也是

在一個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在家族中如是，在學校裡的修女都是十分仁慈的。

在教會中就更不用說了，牧者和前輩的存在除了愛，也就是愛。所以，我的世界

都是很美好的。直至我出來面對社會，基於很多的不明白，我經常都感到委屈和

害怕。我不明白，為何在我所認識的世界以外，人與人之間可以為了情緒的宣洩

和私慾的滿足，充滿著謊話、誹謗和鬥爭。這些的不明白驅使我去讀輔導，但了

解人行為背後的人性和傷痛，並沒有減少我的恐懼和委屈的感覺。 

 

直至我被上帝呼召要唸神學時，我仍然滿肚子委屈，為何我總要承擔那麼

多？為何我的生命不能輕輕鬆鬆地多點為自己計畫、想玩就去玩？但當我因此而

要去理解何謂殉道時，我的生命轉變了。在以色列的旅途中，我經過了殉道場，

我站著安静默想了很久，眼淚就一直流下。從前那麼多不知名的人，他們雖然經

歷痛苦，卻以喜樂的心去面對。在囚禁殉道者的洞裡，牆上刻了他們的禱文，他

們堅強、喜樂、優雅……難道他們不應該感到委屈和恐懼嗎？他們非但沒有，還

持續地不怕艱辛、無懼風雨，這種能夠突破自己的力量，究竟從何而來？ 

 

在使徒行傳七章記載了我們第一位的殉道者司提反，他在殉道前藉當眾的申

訴，再次以耶穌基督的道教訓眾人。使徒行傳形容：「眾人聽見這些話，心中極

其惱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齒。」但司提反看到的不是眾人對他的咬牙切齒，而是

天空都是滿有聖靈的；他看見的，是上帝的榮耀，因為耶穌正站在上帝的右邊，

所以司提反在臨死前對眾人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邊。」司提

反能夠不屈服於黑暗的勢力，是因為他雙目定睛的，不是自身的委屈和恐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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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的榮耀怎樣充滿著整個空間。在以色列的旅途中，我站在司提反殉道的城

門口，我的眼淚就一直流下。我為自己，也為宏信堂的弟兄姊妹禱告，但願我們

在哀傷、無奈、困境、壓力，甚至撕裂中，看到的，仍是上帝的掌權和榮耀。 

 

讓我們現在有一些安靜的時間。天父上帝，我們有時候的確覺得很困難，我

們面對很多的困局，我們看不見出路。一堆堆的要求和壓力，全部都壓在我們的

肩頭上，我們都覺得很累。不停的努力，眼前卻只有數之不盡的工作，付出的不

只勞力，還有心力。我們需要滿足其他人對我們的期望，包括是工作上的同事、

學習上的老師，和我們身邊的家人。我們有時候也很想滿足一下自己的慾望，要

是這樣，袮在我們生命中，就再也沒有位置了。我們真的很想可以跟隨你，但按

著我們本性的軟弱，我們總沒有信心和勇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們可以怎麼

辦？我們的生命就像幽谷一樣被榨乾榨淨。我們欲哭無淚時，又可以怎樣？但我

們知道，上帝的榮耀不但充滿在天空中，更充滿在我們的生命裡，上帝是我們幽

谷中的盼望；當我們心靈淌淚淌血的時候，上帝藉著耶穌基督親臨在我們心靈的

黑暗和幽谷中，就能親自給我們安慰。 

 

 

讓我們同唱這首詩歌《幽谷中的盼望》 

山邊，無花果樹不發旺了，殘留葉絮，隨風輕飄， 

葡萄樹未結果，橄欖樹枯乾了，田地也沒有出糧食了。 

 

即使，羊圈好像荒廢了，羊群未見，綠草稀少， 

牛棚全部已空，籬笆被燒毀了，我仍能靠著神喜笑。 

 

唯你是我終生拯救，我心中力量，是我亮光，我的保障， 

毋須畏懼前途如何荒涼，唯獨是你是永久的倚靠，幽谷中盼望， 

活在世俗中，看見你的恩惠，人生變幻無常，仍不膽喪，心可堅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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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們的生命要經過幽谷，但由於上帝是我們最終的拯救和力量，也是我

們生命的亮光和保障，因此，即使我們身處在幽谷中，我們也會見到盼望 。不

過，若然我們覺得跟從上帝的帶領，從而使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夢境可以成真，

那就是上帝給我們最大的能力的話，那就錯了。司提反的故事還未完結的，當眾

人正用石頭打司提反的時候，他呼求說：「主耶穌啊，求你接納我的靈魂！」然

後他跪下來，大聲喊著：「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了這話，就長眠了。 

 

能夠在黑暗勢力中不跌倒，並且在困難中仍能看到上帝的掌權和榮耀，並不

是上帝給我們最大的能力。上帝給我們最大的能力，是當我們能夠夢境成真地走

出黑暗而又回望時，我們能夠以一顆慈悲和憐憫的心去對待。司提反死前為到向

他擲石的人祈求：「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詩篇 126 描述到上帝怎樣使那些以色列民夢境成真，把他們從黑暗的被擄之

地領出來，他們何等地歡呼喜笑。不過同樣地，故事並沒有在這裡完結。在 126:4-9

裡，詩人求告上帝，要使他們那些被擄歸回的人能夠繼續出去撒種。我們一方面

要如羊進入狼群般，放膽傳講上帝的道，卻以一顆慈悲憐憫的心去對待。另一方

面，我們又要打開自己的耳朵，從而聽到的，不只是自己內心的呼喊，更是社會

上那些無法打破困局、覺得自己沒有希望、沒有將來、要靠白日夢來療傷，卻又

知道夢境總不能成真的人的呼喊。 

 

因此，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在幽谷中仍能看到上帝給我們的出路和盼望，

相信上帝的掌權和榮耀，這只是我們作基督徒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我們要仰賴

上帝給我們的能力，使我們能夠克服自新的軟弱，帶著信心和盼望、動力和能力

地走出活在私慾中的黑暗。不過，這仍然不是故事的終結，我們最終是要不斷的

行出去，向世界宣講上帝就是我們幽谷中的盼望的信息。即使要流淚撒種，我們

也相信上帝必讓我們歡呼收割，即使我們需要流著淚帶著種子出去，但我們也深

信，上帝必會讓我們歡呼地帶著禾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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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黑暗的房間裡，我發過無數次的白日夢，我很盼望自己有天能夠走出黑

暗、進入奇妙光明；可惜，基於人性的軟弱和心靈的惰性，我既沒有能力，也再

沒有動力地走出去。在這個時候，耶穌基督進入了我們內心的幽谷，使我們在困

局中，仍能看見滿天屬上帝的榮耀。在耶穌基督親自藉著永生領我們走出幽谷之

際，祂同時又給了我們最大的能力，讓我們能以慈悲和憐憫的心去聆聽其他生命

的呼喊，從而把盼望的種子散在絕望的角落。即使在撒種的過程中有眼淚，但上

帝也必使我們歡呼收割，直到世界的末了。 

 

榮歸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上帝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