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5 日 

信心的演繹 

作者：彭家鏗 

經文：路加福音十八 9~14 

9 耶穌向那些仗着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設一個比喻，10 說：「有兩個人上殿裏去禱告：一個

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11 法利賽人站着，自言自語地禱告說：『上帝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

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12 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13 那稅吏遠遠地站着，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說：『上帝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14 我

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若這段落沒有敘事者開首的評語（9）與耶穌的解釋（14），讀者或許會對這比喻的意義感到困惑。

基本上，這個比喻透過法利賽人與稅吏的禱告，邀請讀者去判斷這兩個人的屬靈境況。從表面看，

這個法利賽人虔守律法與傳統，他懂得感恩，也沒有向上帝求甚麼。毫無疑問，按他所學的道，在

他所屬的教門而言，他是個出類拔萃的人（12）。相反，稅吏卻是猶太群體中最被鄙視的職業，他

們一方面為外邦帝國效力，向自己的人民濫收稅款。但同時，要脫離這被猶太人看為不潔的行業也

不簡單，一來要將訛詐的加倍歸還（十九 8），失去生計之外還有可能被羅馬政府懷疑為不忠！ 

因此，表面上要比較這兩人的境況沒有甚麼困難。但耶穌卻在結語提出相反的結論，指稅吏的義比

法利賽人的義算為高（14a），因為耶穌所講的義並不是一般人所看的義──就是能虔守規矩、對道

統一片忠心的人，耶穌所講的義卻是一個人在神面前對自己的評價而言（14b）。因此，在耶穌眼中，

就是在終末逆轉的眼光之下，自卑的稅吏倒算為義（有關終末逆轉，另參一 51~53、六 20~26、十

29~37、十四 7~11 等）。 

相反，法利賽人的問題是自以為義人而自高，並因此而藐視身邊的人（9、11）。誠然，無論自卑自

高，都是一個自我的價值判斷，自卑的人是因為達不到信仰的要求而自卑，所比較的標準是信仰本

身，但自高的人所判斷的對象並不單是自己，也包括其他人的狀況。這反映自高的人自以為神，因

為只有神能判斷其他人。 

思想： 

無論是耶穌時代的猶太信仰與今天的基督信仰，都涉及以外顯的行動去表達其信心，但耶穌在這裏

強調，信心的演繹絕對不包括鄙視達不到標準的人、不會因屬靈境況的高低去輕看別人。再者，我

們在世走天國的旅程，並不是一天半天的事。我們實在不要輕看上帝的時間與能力，今天我們身邊

的人或許是在屬靈低谷之中，我們卻不可自以為是的去作判官，以為上帝不能改變人。 

  

 

 

 

 

 



6 月 26 日 

忠心的好僕人 

作者：彭家鏗 

經文：路加福音十九 11~27 

11 眾人正在聽見這些話的時候，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又因他們以為上帝的國快要顯出來，就另

設一個比喻，說：12「有一個貴冑往遠方去，要得國回來，13 便叫了他的十個僕人來，交給他們十

錠銀子，說：『你們去做生意，直等我回來。』14 他本國的人卻恨他，打發使者隨後去，說：『我

們不願意這個人作我們的王。』15 他既得國回來，就吩咐叫那領銀子的僕人來，要知道他們做生意

賺了多少。16 頭一個上來，說：『主啊，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十錠。』17 主人說：『好！良善的

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柄管十座城。』18 第二個來，說：『主啊，你的一錠銀

子已經賺了五錠。』19 主人說：『你也可以管五座城。』20 又有一個來說：『主啊，看哪，你的一

錠銀子在這裏，我把它包在手巾裏存着。21 我原是怕你，因為你是嚴厲的人；沒有放下的，還要去

拿，沒有種下的，還要去收。』22 主人對他說：『你這惡僕，我要憑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

是嚴厲的人，沒有放下的，還要去拿，沒有種下的，還要去收，23 為甚麼不把我的銀子交給銀行，

等我來的時候，連本帶利都可以要回來呢？』24 就對旁邊站着的人說：『奪過他這一錠來，給那有

十錠的。』25 他們說：『主啊，他已經有十錠了。』26 主人說：『我告訴你們，凡有的，還要加給

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27 至於我那些仇敵，不要我作他們王的，把他們拉來，在我

面前殺了吧！』」 

金銀與僕人的比喻並不是路加獨有的比喻，馬太福音也有類似的記載（太廿五 14~30）。馬太的記

載屬於橄欖山講論的一部分（太廿四至廿五），路加則是一篇獨立的講論。雖然兩者在整體敘事的

編排不同，但兩處均與終末主再來的題目有關（注意十九 11）。 

馬太將這比喻與另外四個有關終末的比喻編排一起，帶出等候主再來的態度與生活（廿四 42~廿五

46）；路加則在比喻的前後加上貴冑到遠方得國的背景故事，凸顯主再來的布局（十九 12~14、

27）。至於比喻本身的內容，馬太與路加的記載大致相同，只有一處明顯的分別。馬太記載僕人按

才得不同數量的銀子（廿五 15），而路加則記載三個僕人所得的相同，所以，當主人得國回來和僕

人算帳的時候，雖然前兩個僕人都有賺取回報，但主人卻只稱讚賺得十倍盈利的那個，稱讚他忠心，

是個好僕人（十九 17），並賜他管理十座城。相比之下，賺得五倍盈利的僕人卻得不到稱讚（十九

19，比較太廿五 16~17、21、23），但仍然可管理五座城。 

從主人的不同反應去推斷，將銀子交托僕人去投資，實際上是要試驗他們的忠心—－就是有沒有盡

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主人交付的責任，去斷定誰適合負起更大的責任（管理城邦）。這亦反映出一

個原則，原來事奉的賞賜，就是得到更多事奉主的機會，托付予更大的使命。路加將這個比喻放在

終末的框架之下，凸顯比喻的重點是，信徒若要預備好自己迎見主，應在等候的期間努力做好主托

付的事。 

思想： 

路加記載的比喻沒有解釋銀子與投資所指的是什麼，也沒有解釋要忠心完成（主所托付的責任）是

指甚麼事。相反，馬太在這個比喻之後加上綿羊山羊的比喻（太廿五 31~46），似乎暗示讀者應在

信徒群體中彼此以恩慈相待，互相照顧與服侍。這或許並不是路加的用意，但也值得今天同樣是等

候主再來的信徒多思考。 



6 月 27 日 

投資之道 

作者：彭家鏗 

經文：路加福音十九 11–27 

11 眾人正在聽見這些話的時候，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又因他們以為上帝的國快要顯出來，就另

設一個比喻，說：12「有一個貴冑往遠方去，要得國回來，13 便叫了他的十個僕人來，交給他們十

錠銀子，說：『你們去做生意，直等我回來。』14 他本國的人卻恨他，打發使者隨後去，說：『我

們不願意這個人作我們的王。』15 他既得國回來，就吩咐叫那領銀子的僕人來，要知道他們做生意

賺了多少。16 頭一個上來，說：『主啊，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十錠。』17 主人說：『好！良善的

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柄管十座城。』18 第二個來，說：『主啊， 你的一錠銀

子已經賺了五錠。』19 主人說：『你也可以管五座城。』20 又有一個來說：『主啊，看哪，你的一

錠銀子在這裏，我把它包在手巾裏存着。21 我原是怕你，因為你是嚴厲的人；沒有放下的，還要去

拿， 沒有種下的，還要去收。』22 主人對他說：『你這惡僕，我要憑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

是嚴厲的人，沒有放下的，還要去拿，沒有種下的，還要去收，23 為甚麼不把我的銀子交給銀行，

等我來的時候，連本帶利都可以要回來呢？』24 就對旁邊站着的人說：『奪過他這一錠來，給那有

十錠的。』25 他們說：『主啊，他已經有十錠了。』26 主人說：『我告訴你們，凡有的，還要加給

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27 至於我那些仇敵，不要我作他們王的，把他們拉來，在我

面前殺了吧！』」 

按篇幅來說，交銀子給僕人的比喻中，主角應該是第三個僕人（十九 20~26）。主人對這個沒有賺

取回報的僕人，評價是一面倒的負面，稱他為「惡僕」、定他有罪（十九 22）。比喻提到這僕人將

得來的銀子「包在手巾裏存着」（20），沒有將它交給銀行（23）。這或許是因為這僕人故意漠視

主人的托付，或根本不放在心上，連存入銀行收取利息這簡單的行動也不去做。 

但要注意，從主人對他的評語來看（22~23），主人並沒有將他的失敗歸咎於懶惰（參太廿五 26），

反映這惡僕的行為可能別有原因。這或許與當時銀行的信譽有關，因第一世紀時的希羅世界金融行

業，不像現在一般有嚴格的監管，投資的人要冒更大的風險，隨時有機會本錢也蝕掉。因此，惡僕

的問題可能並不因為他懶惰，而是他過分審慎，甚至膽小，不願意為主人所托付的去冒險。 

相比之下，首兩僕為了完成主人的使命，肯為主人所交托的付上代價，願意接受投資的風險。這反

映上帝看一個僕人忠心與否，並不是在於他／她是否審慎保守，處處提防犯錯，甚至不肯為完成使

命而冒險和付代價。事實是，主曾提醒跟從祂的人：「凡是想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是犧牲

生命的，卻必保全生命。」（路十七 33） 

思想： 

這裏所講的投資與風險只是一個比方，並不是說今天教會要將金錢投資在高風險的金融產品上。比

喻的重點是信徒是否願意為完成上帝的托付，去付代價，去冒一點險。舉例說，上帝若托付我們去

關心群體中有需要的人，我們若願意照着行，便要冒着被拒絕、被誤解的風險去付出愛與關心。今

天我們又有沒有這種為上帝冒險的勇氣呢？ 

  

 



6 月 28 日 

想要見祂 

作者：彭家鏗 

經文：路加福音廿三 6~12 

6 彼拉多一聽見，就問：「這人是加利利人嗎？」7 既曉得耶穌屬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裏去。

那時希律正在耶路撒冷。8 希律看見耶穌，就很歡喜；因為聽見過他的事，久已想要見他，並且指

望看他行一件神蹟，9 於是問他許多的話，耶穌卻一言不答。10 祭司長和文士都站着，極力地告他。

11 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視耶穌，戲弄他，給他穿上華麗衣服，把他送回彼拉多那裏去。12 從前希律

和彼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四卷福音中只有路加記載了耶穌在希律面前受審，加插這段落或許是要強調耶穌的清白，表明祂在

兩個法庭的審訊都查不到有甚麼致死的罪來（廿三 13~15，律法上的要求另參申十九 15）。希律向

來想見耶穌，他聽過有關耶穌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蹟奇事（廿三 8、九 7），一早對耶穌的身分非常好

奇。事實上，三卷符類福音均記載希律聽聞耶穌的事，並將耶穌與被他殺死的施洗約翰作比較（太

十四 1~2、可六 14~16）。但路加卻突出希律的困惑，記載他內心的掙扎（九 7~9）。他拒絕接受有

神蹟異能跟隨着耶穌，但自從他斬了約翰，因此很想去見耶穌（九 9），一方面想看祂行神蹟，印

證所聽見的傳聞；另外也想證實祂到底是否約翰從神裏復活的化身（這或許解釋了為何有希律想殺

耶穌的傳聞、十三 31）。 

路加沒有記載希律最後的定斷（相比太十四 2；可六 16），但記載了他與耶穌見面時的反應，因耶

穌的不合作與祭司文士的控告，希律不但對耶穌失去興趣，甚至轉而心生藐視（11）。這或許是因

他見到耶穌身為階下囚，並不符合他心中對祂的期望；或許是因耶穌沒有行神蹟，又或許是他發現

耶穌並不是復活了的施洗約翰。但正正因為他（與他的兵丁）的戲弄，主耶穌卻因而穿上了華麗的

衣服，釋經家對衣服的顏色有不同的見解（白色、紫色或其他），但無論是如何，雖然在人看來是

戲弄，但卻凸顯了耶穌的聖潔或君王的身分。 

思想： 

在接觸基督信仰前，我們大多對「救主」、「神」、「恩典」、「君王」、「福氣」等字眼有一定

的理解，這些理解並不一定與基督信仰有關，甚至可以是與信仰毫無關係。這些理解有否影響我們

與耶穌的關係，會否影響我們對耶穌身分正確的認知？我們會否跟希律一樣對耶穌有錯誤的期望呢？ 

 

 

 

  

 

 

 



6 月 29 日 

想起祂的話來 

作者：彭家鏗 

經文：路加福音廿四 1~12 

1 七日的頭一日，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帶着所預備的香料來到墳墓前，2 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

了，3 她們就進去，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4 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衣服放光。

5 婦女們驚怕，將臉伏地。那兩個人就對她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6 他不在這裏，已經

復活了。當記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7 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釘在十字

架上，第三日復活。』」8 她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9 便從墳墓那裏回去，把這一切的事告訴十一個

使徒和其餘的人。10 那告訴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亞拿，並雅各的母親馬利亞，還有與她

們在一處的婦女。11 她們這些話，使徒以為是胡言，就不相信。12 彼得起來，跑到墳墓前，低頭往

裏看，見細麻布獨在一處，就回去了，心裏希奇所成的事。 

路加的復活敘事中，一個特別的地方是婦女在敘事中的角色。路加在第八章往後鮮有提及這群跟從

主的婦女，但卻不時提到「全男班」的門徒的失敗。這群婦女雖然一直跟耶穌和門徒在一起（八

1~3、參上文），但敘事者到此才重提她們，可能是要刻意的鋪排去凸顯門徒與婦女的對比。 

若細心觀察路加在最後兩章的記載，婦女在主耶穌的十架路上一直忠心跟隨（廿三 27~31、49），

並且逗留在山上見證祂的受苦，直至祂離世的一刻（廿三 49）。這種不離不棄的跟隨，相比四散的

門徒（甚至不認主，廿二 54~62），她們更像主的門徒。婦女們首先看到空墳墓（廿四 1~6a，比較

廿四 10 與八 2~3），也是最先得知復活消息的人。 

按理這應該是門徒才會遇到的事，但卻成為婦女們的經歷。天使對她們的提醒也反映她們一直跟隨

主，聽從主的道（廿四 6b~8）。她們隨後的行動（廿四 8~11、「想起」、「立即去告訴……」）亦

表現出她們以信心去接受並實踐主的道。相反，門徒卻以為她們是胡言亂語，並沒有「記起」和相

信主的話（廿四 9~11），顯出他們的信心與記憶都不及婦女們（這也不止是使徒的問題，另參廿四

25）。 

思想：  

路加提升婦女的地位，甚至超越耶穌選召的十二位門徒，重點不是說明女性的地位超然，而是說明

作主真正的門徒，並不以性別來界定，而是從人聽而行道的表現來衡量，所以耶穌說：「是，卻還

不如聽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十一 28）。 

 

 

 

  

 

 



6 月 30 日 

開啟心竅 

作者：彭家鏗 

經文：路加福音廿四 44~49 

44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

詩篇上所記的，凡指着我的話都必須應驗。」45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46 又

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裏復活，47 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

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48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49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

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 

這是路加著作上卷的最後一個段落，下文（廿四 50~53）在使徒行傳的開首有更詳盡的描述（徒一

3~9），主要是交代耶穌升天前向門徒賜下使命的事蹟。馬太福音有類似的記載，因為門徒當中還有

疑惑的，耶穌再次顯現，親自賜下大使命（太廿八 16~20）。 

相比之下，路加的記載有三點比較突出：首先，耶穌在復活後囑咐門徒要記起祂以前講過的話──

特別是有關受苦與復活的預言，當時他們不明白（九 45、十八 34），但復活的主卻教導他們要以應

驗的框架去理解基督救贖的事蹟（受害、埋葬、復活、顯現，參林前十五 1~10）；其次，耶穌「開

他們的心竅」（45），使他們能理解基督的救贖與舊約聖經的關係（「摩西的律法……詩篇上所記

的」指猶太人的聖經、即今天的舊約聖經、44），並給他們解釋經文所指；最後耶穌提醒他們要留

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應許的」聖靈（49、參徒一 3~9）降臨在他們身上，像聖靈首先降在耶穌

身上，加力預備祂在地上的工作一樣（三 21~22、四 18~19）。 

耶穌藉這三件事（祂的話、舊約聖經、聖靈）裝備門徒，提醒他們在世的使命是要為基督作見證，

為下文卷二（使徒行傳）留下伏線。 

思想： 

今天教會何等需要「開啟心竅」的信徒，就是願意用心研讀聖經、用心思考經文原意，有勇氣面對

經文的挑戰而作出回應、有創意與敏銳的社會觸覺去在社群中實踐真理的人。「開啟心竅」並不是

鼓勵我們抱不勞而獲的心態，而是提醒我們要有柔軟的心去接受經文的挑戰，虛心於聖靈面前，以

教會歷代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去學習與實踐真道。 

 

 

  



7 月 1 日 

主題：起來，為上帝的殿作工 

作者：呂焯安牧師 

經文：哈該書一章 1-15 節 

1:1 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藉先知哈該、向猶大省長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

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說、 

1: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到。 

1:3 那時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 

1:4 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麼． 

1:5 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1:6 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你們喫、卻不得飽、喝、卻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得工錢的、

將工錢裝在破漏的囊中。 

1:7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1:8 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 

1:9 你們盼望多得、所得的卻少．你們收到家中、我就吹去．這是為甚麼呢、因為我的殿荒涼、你們

各人卻顧自己的房屋．〔顧原文作奔〕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1:10 所以為你們的緣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產。 

1:11 我命乾旱臨到地土、山岡、五榖、新酒、和油、並地上的出產、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勞

碌得來的。 

1:12 那時、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並剩下的百姓、都聽從耶和華他

們 神的話和先知哈該奉耶和華他們 神差來所說的話．百姓也在耶和華面前存敬畏的心。 

1:13 耶和華的使者哈該奉耶和華差遣對百姓說、耶和華說、我與你們同在。 

1:14 耶和華激動猶大省長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並剩下之百姓的

心．他們就來為萬軍之耶和華他們 神的殿作工。 

1:15 這是在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鑰節：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該一 7） 
 

 主前 538 年，先知但以理基於耶利米的預言（耶廿九 10），開始期待選民回歸以色列地（但

九 1-19）。信實的上帝按照祂的應許，確實成全了這事。選民回歸應許之地大致上分三期：（1）主

前 536 年，設巴薩、約書亞、和所羅巴伯領導第一批約五萬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房屋及聖殿（拉

1-6 章）；（2）主前 458 年，以斯拉領導第二批約 1,800 人歸回，著意教導律法、復興選民（拉 7-

10 章）；（3）主前 444 年，尼希米領導一小撮選民回到耶路撒冷，修建城牆和推動復興（尼 1-13

章）。 

 第一批回歸的選民馬上在耶路撒冷重建祭壇，在其上獻祭，和按律法定規，守吹角節及住棚

節。七個月後，開始重建聖殿的工程。當羣眾為殿的根基立定而歡呼的同時，反對也隨之臨到。結

果建殿工程被逼停頓達 15 年之久。 
 

先知哈該向歸回的百姓傳講四篇的信息，藉以鼓勵他們重拾建殿的工程，由此可以得著盼望，就是

他們可以再次享受上帝同在所帶來的祝福。此外，本書的信息亦解釋了為甚麼他們會貧乏，和為甚

麼他們先前所獻上的祭不蒙上帝的悅納。 
 

在今天所讀的經文，先知傳出他的第一篇信息，藉以勸導百姓悔改，重新開始重建聖殿的工作。這

信息的中心主題是舊約中所為人熟悉的。以色列的生產和經濟情況與他們對上帝的忠誠是相互關聯

的（參申廿八 1-14，15-48；比較哈一 6，10-11；申廿八 22-23，38-40，51）。 

哈該首先責備百姓把自己的房屋置於上帝的殿之前，並指出由於他們的先後次序出了問題，以致他

們雖然努力耕耘，仍是窮乏（一 1-6）。由於乾旱，食物短缺，引致糧價上升；故而百姓生活艱困，

手中的錢消耗很快，有如錢囊是破爛的一般。 

哈該接著提醒百姓：假若他們重建上帝的殿，此舉不單討上帝的喜悅，更可以因為校正了生命中的

先後次序，能幫助他們逃避乾旱之災（一 7-11）。 



最後，哈該記錄百姓和官長領袖等，對先知的信息有美好的回應：「存敬畏的心，順服神的吩咐」；

乃應許他們在餘下的工程上，必有上帝的同在（一 12-l5）。 

順服先於敬拜，而敬拜所產生的結果，就是事奉、工作。 

 

 這信息對今天的教會的應用有五方面：（1）主的工作是永遠都不應當耽擱的（3 節）； 

（2）錯誤的先後次序會導致主的工作受阻延（4、9 節）；（3）上帝有時會用自然的災害作為屬靈

方面的管教（6、10、11 節）；（4）蒙受祝福的先決條件是順服和敬畏上帝（12-14 節）；（5）任

何時候，當人開始順服上帝，都不會太遲（12-15 節）。 
 

思想：你生命中的先後次序是否需要重新調整？ 

計劃：按屬靈的價值，重新厘定你生命中的先後次序，並存敬畏上帝的心去履行。 

禱告：主啊，求祢幫助我能夠有力量，踐行你在我心裏所動的善工，並求祢親自成全，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