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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佳蓉黑 暗 中 見 光 采

身為雙職婦女，日間我在職場

拚搏，放工後又要忙於照顧

家庭，除了丈夫和兒子，我還要照

顧母親，總是忙個不了。2003年，

一向手勤腳快的自己忽然動作節奏

緩慢了，更曾腦筋停頓了數秒，當

時腦海一片空白，於是求診，竟得

悉患上柏金遜症，實在是晴天霹靂！

那時我才四十來歲！

病患中難過無奈

自此我情緒低落，慨嘆過去的

艱辛拚搏是為了甚麼？在病情困擾

下常感無助。在求醫過程中，我認

識了香香（江嬸），她在中醫館裏

當義工。那時我正值人生低潮，不

但確診柏金遜症，母親亦患上腦退

化。我既難過又無奈，自己是母親

唯一的女兒，絕對有責任照顧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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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母親亦擔心我這個患了柏金遜

症的女兒。固執的我明知自己力有

不逮仍堅決想履行責任，惟福利署

的姑娘提醒我要三思。香香見勸我

不果，竟邀其工作繁忙的丈夫來規

勸，讓我深深感受到這對基督徒夫

婦的愛心！

原來江叔的母親也患有腦退化

症，他以第一身的經歷向我陳明利

弊，使我不得不接受現實。為了照

顧母親，我曾僱用一名印尼傭工，

可是她亦無法好好照顧母親。在沒

有其他辦法下，我發電郵給特首辦

求助。在他們的協助下，家母迅速

被安排入住仁濟安老院。當時我感

到非常幸運，後來回想始知要感謝

上帝的恩典！

患難中經歷主愛

為了多做運動以保持筋骨活動

能力，我每天都去公園跟一班跳讚

美操的姊妹做運動。因我步履不太

穩，姊妹們都很擔心，對我照顧有

加。在我住醫院期間她們還煲湯給

我，贈送勵志書籍，還來我家探訪

等⋯⋯一切都帶給我莫大鼓勵和

幫助。她們常說上帝是愛，這份愛

我從她們身上確實感受到。當中的

麗明姐更為我物色了一所在我家附

近的教會，好讓我更全面地認識基

督信仰，從此我便在大角咀浸信會

聚會。初時我雙手震顫得很，奇妙

的是逐漸減少了。因我在患難中經

歷到主的愛，於是決定信靠祂，並

在2017年受浸。

信仰給我很多提醒，讓我知道

自己是個罪人。以往我很計較，對

別人諸多批評，但聖經教導：「不

可含怒到日落」（以弗所書四26），
我就嘗試學習。記得2019年我曾

一度昏迷入院，並出現腎衰竭，醫

生以為救不了，但上帝憐憫我，洗

腎後漸漸康復，兩個半月後出院。

期間有幾位護士對我的態度很差，

若是從前我必會批評她們的不是，

但出院時我竟能放下，並逐一向她

們致謝對我的照顧。沒想到說出這

些由衷的感激之言後，心情隨即好

起來，並懷着歡欣的心情回家，實

在美妙。



人生中喜遇耶穌

能遇到耶穌是我人生最美好的

事。雖然自己的病情持續走下坡，

惟行動不便的我實在為能讀聖經而

感恩，過程中常經歷上帝藉聖經解

答我對真理的疑問，從而得着鼓勵，

最重要是讓我常存盼望。由於上教

會有困難，我便參加網上崇拜，經

常被當中的信息和詩歌觸動，有時

更會感動落淚，深感被上帝的愛包

圍。祂沒有撇棄我，時刻與我同在，

並賜我信心面對困難。

有時當我全身僵硬、動彈不得

時會感到恐懼，但一想到主耶穌，

心裏就平靜了。這份信心是從經歷

上帝的一點一滴所積累的，比如我

雙腳雖震顫厲害，但在家裏仍可穩

步而行，沒有跌倒，我知道是上帝

的幫助。這份平安是無可取代的，

所以我一直仰望上帝。

黑暗中看見上帝

自從得病後，嘗盡人情冷暖，

世態炎涼。不怕受拖累正是愛的表

現，江叔與江嬸的真情，讚美操姊

妹們及教會弟兄姊妹的真誠幫助和

鼓勵，教我銘感。還有愛兒姊妹，

在我去年入院前她遇到車禍，當她

知道我昏迷入院，竟撐着枴杖提着

重重的水果來醫院探望我。這些基

督徒像天使般在我艱辛無力時伸出

援手，送上溫暖，使我在黑暗中看

見生命的光采，看見上帝。

感謝主賜我一位忠誠、願與我

共渡患難的丈夫，過往執著計較的

我只看見他的缺點，然而這些年來，

多得丈夫不辭勞苦地照顧我。我 

沒甚麼可以回報，惟願真誠的禱告

蒙上帝垂聽，丈夫和兒子早日成為

基督徒，得着人生最大的福氣— 

永生！

雖在病榻上多年，我從沒埋怨

上帝，只有更多的讚美，因祂賜我

一顆新心，使我從執著中醒悟過來，

並學會放下。昔日，我在患病後只

希望從別人身上獲得幫助；現在，

我盼望藉着上帝的同在，能成為別

人的祝福。

（何在凡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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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蘭花 

毛蟲變蝶，
     因祂飛翔

我出生江西農村。五兄弟姊妹

中我最小，奶奶與我們同住，

一家八口全靠爸爸一人務農糊口。

家境窮困，連幾元的學費也付不起。

善心老師因我勤力好學，竟替

我交了一年學費。父母東湊西借也

只能供我讀到初中。因學額給高幹

弟子佔用，報讀護士不果，遂跟姐

姐南下打工。常因失學遺憾和世事

不公感戚戚然。  
作者（右一）信主後和丈夫及孩子復和，

一家人樂也融融。



毛蟲變蝶，
     因祂飛翔

離鄉別井勤學習

在溫州顛沛流離，曾一天只吃

一個麵包裹腹。第一份工要獨自打

理五金店，須熟記貨品名稱及單價，

又要手寫收據及每月盤點。我戰戰

兢兢地工作，因若有差池，須賠上

一兩個月工資！

後來隨姐姐到深圳工作，在工

廠及貿易公司任職文員。我明白知

識重要，於是加倍努力：白天工作，

夜晚進修英文及會計。不料，慈父

突然病逝，頓時人生像失去支柱和

方向，自覺像一片沒根的浮萍，離

鄉別井，居無定所；如何努力也不

能補償生命中的遺憾，許多事情難

以預料和掌控。

豈料港灣成深淵

我丈夫是香港人，在東莞工作

期間認識，由同事結為夫婦，讓我

這片浮萍暫時有了屬於自己的小 

港灣。

2003年我帶着三歲兒子到香

港接受教育，丈夫則留在國內工作，

分隔兩地。這兒人多擠迫，步伐急

促，我當時言語不通，連排隊也遭

人白眼，心裏很是難受，便像繭中

毛蟲封閉自己，多留家裏，足不出

戶，幾乎沒有朋友，很少講話，自

閉自卑。

認定一紙學歷才能改變命運，

所以我將所有心思放在兒子的教育

上，但事與願違，兒子未能適應幼

稚園的學習。我亦要面對語言和文

化適應，有時面對歧視目光，兒子

出外不受控的出位行徑，多次被人

譏諷，我很受挫敗和恐懼，無地自

容。我間有把委屈發洩在兒子身上，

狠狠打他一頓後，自己卻躲在房間

大哭。

小兒子出世後情況更糟。丈夫

不在身邊，又無親友支援，內向的

我更封閉自己，常打電話給丈夫，

發洩、訴苦和埋怨，有時丈夫沒接

電話，就懷疑他有第三者，在電話

中與他大吵。丈夫回港短聚，就跟

他冷戰。因情緒失控和失眠，醫生

建議我去看精神科。命運弄人，原

以為安頓人生的小港灣，竟變為迷

失自己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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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及上帝大愛

媽媽在我離鄉後信耶穌，常為

我祈禱及勸我將困難交託耶穌。我

很反感，心想哪會祈禱就能解決 

問題？

大兒子就讀基督教幼稚園，校

長極關心我，與教會傳道人鄭姑娘

家訪。鄭姑娘除了教我育兒知識外，

還邀請我參加教會媽媽小組。小組

姊妹來自不同背景，她們真誠的分

享和熱情的接待，讓我倍感溫暖。

有次聚會中唱〈愛是不保留〉，

唱到「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一

刻燦爛便要走」，耶穌為救贖人類

犧牲釘身十架的愛，讓我淚如泉湧，

心開始被上帝的愛軟化。國內母親

常跪下為我流淚祈禱，偉大的母愛

蘊藏在她那瘦小和跪下禱告的身影

中，令我十分感動。

在2008年的一次佈道會，講

員用慈父等待浪子回家的比喻，講

述天父對我們的饒恕和接納，且等

待我們回歸祂身邊。我深感扎心，

流着熱淚，決志歸向天父，接受主

耶穌為我人生的救主。

毛蟲破繭變蝴蝶

信主以後，因着從主而來的平

安及盼望，我嘗試將信仰實踐於生

活中，化困難為動力。教會生活幫

助我適應和融入香港，我這條軟弱

毛蟲漸漸離開困繭，開始放膽作多

方嘗試。在鄭姑娘的鼓勵下，我開

始參加不同課程，充實自己。

在教會短期宣教活動中，常被

積極為福音作見證的基督徒感動。

他們的生命激勵着我，讓我持續關

懷未信主的朋友，把握機會邀請她

作者參與教會浸禮

時攝

因耶穌大愛，作者敢於當眾分享

自己的見證。



人好像一口氣；

他的年日如同影兒快快過去。
（詩一四四4）

攝影及經文：Joshua K

們去教會，且敢於當眾分享自己的

見證。在短宣時遇上一位基督徒母

親，她在客廳牆壁寫上「信主帶領，

靠主前行，不放棄」來勉勵自己去

愛嚴重智障、無活動能力的腦癱兒

子，我再次看見福音帶給人盼望及

生命改變。

信耶穌後，因耶穌大愛，我和

丈夫、孩子復和，不再多疑。一家

人在教會聚會，樂也融融；並學會

把一切事交託耶穌，不為明天憂慮。

但願我這條素來膽小、平凡和

軟弱的小毛蟲，在創造主手中，蛻

變成小蝴蝶，生命繼續為祂飛翔，

讓世人能從我的生命看見更多耶穌

的美麗。

「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

祂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

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

翅上騰」（以賽亞書四十29-31）。

（思懷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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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文麗
圖／@very�rsttime

萬鳥之頌歌



如是我聽：

一陣嘹亮的鳥聲，恍如獨唱曲

在暗黑的天漸變魚肚白時響起，

接着，許多鳥兒都在吱吱喳喳地跟着唱。

是啊，萬鳥在和應，

像一夥大自然的合唱團；

是一個鳥的詩班，一羣被揀選的

歌唱者，走在耶和華的軍隊前先行。

在一日之初，一年之起首；

在世界的開始：像魔術師的外甥見到獅王阿司能，

在那裏亞的世界始創時

所唱的那首歌。〔註〕

是春天的四重唱，

從低低的草堆裏 

到石屎森林的每個角落，

都正在向主頌歌。 

要關掉收音機才能聽到的鳥之歌；

要不嫌棄雀兒吵醒發財夢的人才能聽到—

天空變亮時的鳥之頌歌。

註： 魯益師著，王文恕譯：《那裏亞故事集1：魔術家的外甥》（修訂版）。

香港：基督教文藝，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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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力豐

回收

疫情期間，一般週末不用花費

的親子活動，恐怕是把舊廢

紙或膠樽拿去回收了。這天，我拿

着家人留下來的十個膠樽到屋邨旁

商場回收，看到一位婆婆拿着一個

碩大的袋子，裏面盛着數十個大水

樽排在最前頭。她使用回收機時遇

上麻煩，放進去的又退回來，如是

者來來回回，弄了老半天，沒得一

兩個可回收。跟着，排在後頭的我

們也試試各自的水樽是否「合格」。

結果，另外一位女士的十來個水瓶，

只有半數可回收。幸好我的只有一

個沒標籤的被拒收。在那兒站上半



小時，卻只得到九毛錢。

原來，機器只回收有標籤、沒

變形、沒液體及少於兩公升有蓋的

塑料水瓶。而那婆婆是從垃圾堆中

撿來許許多多又大又長的膠樽，大

大的袋子裏相信起碼有三十多個樽；

惟很可惜，她的準備和勁頭只虛耗

了自己和別人的時間。

生命中真正的珍寶

這事令我想起自己的人生。這

位婆婆衣着整齊還帶着乖巧的小孫，

卻是拾荒的。環顧自己也算穿戴得

體，卻是無知的死抓着一些世俗的

所謂「珍寶」，而真正合乎創造者

要求的「行公義」、「施憐憫」、「正

直」等我恐怕已忘得一乾二淨。

活在世上良久，「致富」、「囤

積」、「爭競」、「贏」、「爭第一」

和職場上的所謂「力爭上游」、「篤

背脊」、「踏着別人自己上位」、「埋

沒良心」、「挑撥離間」、「無風起

浪」等都已司空見慣。慨嘆幾許人

間世事，一朝到生命盡頭，只有那

藏着創造者標籤的人才可「回收」。

其餘的都要丟在無邊的火湖裏。

塑膠是以合成樹脂加入化學合

成物而成，相信沒有人會為一些膠

樽而犧牲自己生命。然而我們這些

用地上泥土複合而成的人類，竟

然有一個「儍子」為我們所犯的過

錯，承擔責任和負上代價。世上竟

有如此珍視「無用的人」這樣的「回

收師」，恐怕是最匪夷所思的「着

數」。這一位不是別人，正是鋪陳

日月星辰、創造了三千多銀河及無

限宇宙的那一位。

生命更新得着豐盛

而要能成功「回收」並更新為

新造的人的生命標籤，我們無需往

千里之外去攫取，只需要單單接納

這位創造我們、為我們預備這標

籤的耶穌，相信祂曾為我們被釘

十字架獻上生命代價，我們從此

罪得赦免，這個標籤就生效。嘟！

這樣我們就可被上帝接納，不只是 

「回收」，是升級（或作升 Level）、

更新、成為新造的人，向成聖的路

直奔。

如此看來，膠樽耗用後可回收

再用；我們的生命亦可有比現在更

好的選擇：成為罪得赦免的義人，

跟隨耶穌基督得着豐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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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心理學家到X國探望親友，

並參觀一個超級富豪區，他

問陪同的朋友：「看到富豪區奢侈

的生活會嫉妒嗎？」這朋友驚訝地

說：「要是我有機會，也許並不比

他們差！」

隨後去 Y國，參觀那國的超

級富豪區時，他問同樣的問題，Y

國朋友搖頭說：「不會嫉妒，反會

向富豪學習，設法超越他們！」

最後去 Z國時，Z國朋友在回答

同樣的問題時令他吃驚：「嫉妒？何

止嫉妒，恨不得把這些富豪消滅了！」

為甚麼三國的朋友對富豪的態

度有那麼大的差異？教我深思的更

是這三種不同的人生態度。

嫉妒令生命失喜樂

從 Z國這朋友的回應，值得所

有人反思自己的生命︰當別人擁有

的較自己多時，自己的感受和心思

是怎樣。相信這個朋友的生命是不

快樂的，即使他可能環境已不錯，

但因心中嫉妒，產生忿恨，甚至苦

毒，不看自己已有的，而只注視自

己比別人少的，生命裏也就沒有喜

樂。這種憤世嫉俗的人生，充滿怨

恨，正如舊約聖經中記載，在曠野

經常發怨言的以色列人，最終不能

到達迦南應許之地。

嫉妒引起的漣漪效應可以很厲

害，「在何處有嫉妒、紛爭，就在

何處有擾亂和各樣的壞事。」（雅
各書三16）
在資訊發達的世代，即使口 不

要與人比較，但心裏很多時卻仍會

作較量，當別人擁有的較多較好時，

我們可怎樣避免陷入嫉妒的網羅？ 

心存謙卑生命滿朝氣

相信唯一的出路是放眼在上帝

的國度，定位在怎樣向上帝交代，

你會嫉妒超級富豪嗎？



何俊雄

「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

誰，就向誰多要。」（路加福音十 
二48）
有別於 Z國的，在 Y國的人

沒有嫉妒富豪，反而是要向他們學

習。能夠具備這樣的心態，是心存

謙卑，欣賞別人之餘，還努力上進，

並希望超越目標。這樣，生命便充

滿活力、進步、朝氣、創新。

上帝造人，使人以受造者的方

式享受效法上帝的創造活動，我們

有創造新事物的能力，應以此為樂，

為此感謝上帝。

至於在 X國那朋友，不管他

是在等待或主動尋找機會，他的生

命沒有怨恨的痕跡，而是帶有生機，

能具備這樣的心態，是憑着盼望。

他有自己的方向，不必與別人爭競

較量，所以不嫉妒別人，正如耶穌

教訓門徒，他人的事與你何干（參

約翰福音二十一21-23）。

調校正確人生目標

另外，耶穌曾說過一個按才受

託的比喻（參馬太福音二十五14-

30），那分別從主人領受五千、

二千及一千銀子的僕人都沒有互相

比較，倒要緊記不可像領受一千銀

子的僕人般毫不作為，結果被主斥

責又惡又懶。能善用上帝給的恩賜，

成就我們被祂所造時的目的，就可

得上帝讚許為又忠心又善良的僕人，

這是何等榮幸。

當然以上提及的三國存在不同

的社會環境，或使人長成不同的人

生態度，惟在基督信仰中，在上帝

的國度裏，我們若將人生的目標調

校正確，以榮耀上帝、向祂交代為

樂，我們便可擴闊眼界，心存謙卑

盼望，沒有嫉妒，「要在我們主—

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

進。」（彼得後書三18）

你會嫉妒超級富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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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紫袍驚夢
魂牽夢繞紫袍哀，血染荊冠十架台。

肉裂鞭傷難忍睹，無辜人子罪何來？

其二：泣訴七言
泣訴七言完父旨，橫空閃電震天昏。

懸垂殿幔撕開裂，扭轉乾坤付聖魂！

其三：復活凱歌
陰間三日主升天，復活高歌凱奏弦。

跨越死亡成救贖，聖靈長伴彩雲邊。

基 督 復 活
      三部曲 劉澤彬



（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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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

相信耶穌基督嗎？

若願意，請做以下禱告：

天父上帝，我從心裏

承認祢是獨一真神。祢愛人

類，曾差遣祢的獨生子耶穌

基督降世代罪，為我們釘死

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救

我們脫離罪和死的權勢。我

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

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

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

天父那裏，認識真理，得着

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認

識祢是真神，我的人生方向

和路線都錯了。我是個罪人，

如今決定回頭，不再走自己

的路，願意一生跟隨耶穌，

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祢

幫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

堅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

告，阿們！

你若做了以上禱告，

希望你填寄「讀者回應」（本頁右表）

與我們聯絡。

讀者回應頁

I. 個人資料（請參閱下方「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姓名（英文） 

地址（英文） 

 

 

聯絡電話  

電郵  

我是新讀者 □ 是 □ 否（讀者編號：  

II. 本期讀後感
 

 

□ 我要訂閱貴刊繁體版。
□ 我尚未相信，盼能進一步認識耶穌。
□ 我願意相信耶穌（這是我第一次表示信主的）。
□ 請寄有關信仰材料
□ 請為我介紹教會

III. 我願意支持貴刊
□ 我是基督徒，願每月把《中信》月刊，送給遠近親
友閱讀。

□ 我願分擔《中信》月刊印刷費   元。
 （請填寫上方個人資料，並參看後頁奉獻方法。）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本會不能收集第三者的個人資料。
如要介紹親友成為讀者，可把《中信》月刊送給親友，或鼓勵他們

親自填妥上表及簽署後寄回本會。

※ 訂閱資料如有更改、增刪，請與本會聯絡；或參閱本刊郵寄信封
背頁詳情。

 電郵：lit@ccmhk.org.hk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中國信徒佈道會將依照在收集個人資料時所說明的目的使用該等個人
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閣下的姓名、郵寄地址、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

2. 向本會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閣下未能提供足夠個人資料，本會
可能無法有效處理你的申請或提供有關服務。

3. 本會可能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郵寄地址、電話號碼、傳真
號碼、電郵地址、所屬教會 /機構名稱），以便本會日後與你通訊、寄發
刊物、發出收據、義工招募、籌款、收集意見、推廣活動、作課程邀

請及與中國信徒佈道會相關之項目等用途。

4. 閣下之個人資料絕對保密，除上述用途之外，將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
租借或轉讓予任何人士或組織。

5.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
任何閣下提供給我們的個人資料，或要求停止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

直接推廣的用途。任何有關查詢請聯絡：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9樓；或
電話：（852）2810-9933　傳真：（852）2868-3212
電郵：admin@ccmhk.org.hk

簽署同意聲明： 

日期： 
（轉後頁）

姓                                        名

郵編



耶 路 撒 冷 的 橄 欖 園

耶路撒冷附近有一個橄欖園，

聖經中耶穌在受難前曾在此

祈禱。現在這裏有一間教堂，紀念

耶穌在那夜著名的祈禱：「父啊，

祢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祢的

意思。」（路加福音二十二42）
園中還有古老的橄欖樹，應是

兩千年前那些橄欖樹的後代。在這

地方，耶穌渡過了最痛苦的一夜︰

祂知道自己凌晨將被捕，受審判，

受難，被埋葬；祂最信任的門徒將

以祂為恥，更將被所有人唾棄，鞭

打，侮辱⋯⋯

這一夜，祂的汗水如血滴落，

期望能陪伴祂的兩個門徒卻已酣睡

如泥。唯一默默陪伴祂的，就是這

些沉默的橄欖樹。

被背叛出賣的創傷

我在這橄欖園漫步時，那種深

沉的孤獨感瀰漫全身，它承載着人

子被親人朋友拋棄、背叛和唾棄 

耶 路 撒 冷 的 橄 欖 園

澳門讀者請存入

銀行戶口：中國銀行 02-11-20-061980（港幣）
 02-01-20-091560（澳門幣）
支票抬頭請寫「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

地址：澳門東望洋斜巷2D志安大廈地下
電話：（853）2835-3306
電郵：ccmmacau@macau.ctm.net

（轉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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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匯豐銀行001-327600-001
 恒生銀行286-374434-001
 恒生銀行286-374434-280（人民幣） 
恒生銀行286-374434-203（美元）

‧ 支票：抬頭請寫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或
 CCM Christian Mission Ltd 並寄回本會收。

‧ 繳費靈 PPS：中信商戶編號為6127
 首次使用 PPS請致電18013或登入www.ppshk.com，
 登記後請致電18033奉獻。
 請以奉獻者聯絡電話登記為「賬戶號碼」。

 賬戶號碼：  讀者編號： 

 奉獻金額：  奉獻日期： 

 PPS付款編號：  聯絡電話： 

奉獻後：請將銀行存款單／網上捐款記錄／繳費靈付款

編號，連同前頁個人資料交回本會，以便發回收據。

傳真：2868-3212；電郵：account@ccmhk.org.hk
郵寄地址，請參前頁。

下載奉獻表格



耶 路 撒 冷 的 橄 欖 園 孫基立

的憂傷。

在中國歷史上，很多基督徒也

承受過這樣的痛苦，在歷史風雲動

盪中，他們被自己的親友出賣，飽

受牢獄之災，或在痛苦折磨中死去。

耶穌是他們的先行者和安慰者。

悲劇過後漫長的歲月中，被親

友同道背叛留下的記憶就像無法癒

合的創傷，讓中國的教會一直步履

艱難。

我的近親也曾是受害者，雖然

他們早已原諒出賣自己的人，我卻

不能。橄欖園徘徊讓我再次審視自

己的內心，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祈禱

不斷出現在我心裏︰「父啊！赦免

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

得。」（路加福音二十三34）
這個耶穌在十架上的祈禱和祂

在橄欖園的祈禱遙相呼應，在橄欖

園，祂知道他們要行的罪惡，祂親

身經歷了這些針對祂的罪行，但祂

在十架上寬恕了他們。

親歷最大苦難的寬恕

園子裏的橄欖樹依然是綠色

的，生命的顏色。基督教最重要的

信息就是上帝與人之間愛和寬恕的

信息，它帶來了生命、拯救和希望，

如同這裏古老的橄欖樹那象徵生命

和希望的綠色，它承載了耶穌的痛

苦和孤獨，從而也將新的生命帶給

了整個人類。

寬恕的道路是艱難的。對沒經

歷過痛苦的人以居高臨下之姿命令

別人寬恕，不論是以甚麼名義，我

都反感。與此相反的是耶穌對於寬

恕的教導：祂身體力行經歷了人間

最大的苦難，在最不可能寬恕的時

間和地點寬恕了殺害祂的人。

園子裏那些古老的橄欖樹生命

的綠色，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不

斷將寬恕的力量給我，也給許多受

過傷害、有痛苦回憶的人：父親，

請寬恕他們，他們做的，他們不 

知道。

耶 路 撒 冷 的 橄 欖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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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交通工具中，坐小巴給人最爽快的感覺。相對於大巴士，小

巴身形輕巧靈動；行駛時不用走專線，快慢線隨意改道；且處處

無站卻處處是站，上車下車，非常方便。十里路程，不消一刻便到達。

這次坐小巴，司機是那位熟悉的黃師傅。他性格爽朗，態度友善，

坐他的車感覺更是爽快。我習慣坐在前排，大家見面總會寒暄幾句。

車頭的對講機傳來：「黃師傅，路口有三個老闆，等你接。」小巴

車隊司機之間會用對講機互通消息，方便接載更多乘客。而「老闆」是

行內話，意思是乘客。

「給十塊錢就可以做老闆，真划算。」我調笑地說。

「能給錢就是老闆。不用說十塊錢，就算給乞丐一兩塊錢，他也

會把你當作老闆，叩頭多謝。」黃師傅似乎很認真地說。但我心想：

拿乞丐自比，未免太卑躬屈膝了吧。

他接着說：「稱乘客為老闆，除了他們是米飯班主外，其實每個

人都想得到尊重。我把乘客當作老闆，就會給最好的服務。換作我是

乘客，也希望司機能這樣待我。」

細想黃師傅的話可真有味道。開小巴是糊口工作，本來付出勞力，

得到報酬是理所當然的。但他能飲水思源，對點滴來源，都報以感

恩和尊重的態度，這實在了不起。順着這思路，我想到上帝「使草生

長，給六畜吃，使菜蔬發長，供給人用，使人從地裏能得食物」（詩篇
一〇四14）。造物者是最大的老闆，值得人們報以感恩和尊重的態度。
這一程車，使人精神爽利。

地址： 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8樓（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迦南道真堂）（彩虹道遊樂場對面）

報名 / 查詢：  6218-7905盧小姐或電郵 lunchcu@ccmhk.org.hk，請最遲於聚會前一天與盧小姐報名。
疫情措施： 1. 應政府規定，聚會場所不可飲食，故本季不設午膳代訂服務。
 2. 如聚會受限聚令影響，將改為全網上進行。敬請留意本會網頁www.ccmhk.org.hk之最新消息。
合辦機構： 中國信徒佈道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迦南道真堂、基督教恩臨堂

協辦機構： 商區福音使團

新
蒲
崗
區

福
音
午
餐
會

黃剛老 闆

日期 分題 講員
9月17日（五） 逆境傳盼望 鄺希彤小姐（執業大律師）

9月24日（五） 疫向夢中尋 馬穎章先生（沙畫藝術家、傳道人）

 9月福音午餐會   主題：逆境傳盼望   時間：下午 1：10 -1：50（現場 + 網上 Z oom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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