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8 日 住在污穢之地當中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九 11~12 

11 就是你藉你僕人眾先知所吩咐的說：『你們要去得為業之地是污穢之地；因列國之民的污穢和可

憎的事，叫全地從這邊直到那邊滿了污穢。12 所以不可將你們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不可為你們

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永不可求他們的平安和他們的利益，這樣你們就可以強盛，吃這地的美物，

並遺留這地給你們的子孫永遠為業。』 

以斯拉記九章 4~10 節是以斯拉的認罪，他之後便說明歷史，指出昔日先知們也說明這地是污穢之地

(拉九 11)，這裡所指的污穢，不是用衛生的角度來理解，而是以當地人民的道德水平來理解，而這

樣的論述與利未記十八章所描述的相似：你們從前住的埃及地，那裡人的行為，你們不可效法，我

要領你們到的迦南地，那裡人的行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們的惡俗行。(利十八 3) 在這一切的事

上，你們都不可玷污自己；因為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連地也

玷污了，所以我追討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們要守我的律例典章。這一切可

憎惡的事，無論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們中間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們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這

一切可憎惡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們玷污那地的時候，地就把你們吐出，像吐出在你們以先的

國民一樣。(利十八 24~28) 由這兩段經文可見，耶和華所引領以色列民去到的地方因為之前的人民所

行可憎的事而污染了，這樣的污染帶來土地的吐出，亦即是，先前的國民之所以被以色列民打敗，

不是因為以色列民的強勁，而是因為先前國民的犯罪，因此，土地對以色列民來說不是一種靠自己

力量所獲得的東西，而是一份禮物，但若果以色列民效法這些國民的風俗，以色列民便會如這些國

民一樣被吐出來。而正正在以斯拉年代，以色列民已經經驗一次的被擄，他們已體會被擄(吐出來)的

嚴重性，現在因為神的恩典使他們回歸，他們便不應該再重複犯下同樣的罪。這樣，以斯拉的禱告

中再次重申一次這樣被擄的神學原因，呼籲以色列民不要再次犯下同樣的錯誤。 

思想：以色列民沒有在管教當中汲取教訓，他們還是重複了他們列祖的罪去隨從迦南人的惡俗，不

離開他們列祖所犯的罪，並且忘記了他們為何會被擄的主要神學原因。這經文成為我們很好的警告，

若果我們在神的管教之後還是依然故我，還是不悔改，神還是照樣會重複昔日的被擄。求主幫助我

們能徹底地悔改。 

 

  



5 月 29 日 剩下逃脫的人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九 13~15 

13 神啊，我們因自己的惡行和大罪，遭遇了這一切的事，並且你刑罰我們輕於我們罪所當得的，又

給我們留下這些人。14 我們豈可再違背你的命令，與這行可憎之事的民結親呢？若這樣行，你豈不

向我們發怒，將我們滅絕，以致沒有一個剩下逃脫的人嗎？15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義

的，我們這剩下的人才得逃脫，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們在你面前有罪惡，因此無人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以斯拉的禱告以剩下逃脫的人作結束，類似這樣的描述是這樣：留下這些人(拉九 13)、剩下逃脫的

人(拉九 14)及剩下的人才得逃脫(拉九 15)。到底這樣的描述給予我們甚麼的信息呢？ 

這些關於「餘民」的描述主要說明神恩典的記號。按照律法，以色列民犯罪得罪神，理當受到神的

審判與被擄，現在神卻竟然為以色列民的生命留下剩餘的民，因此，以斯拉認為你刑罰我們輕於我

們罪所當得的(拉九 13)，亦即是，以色列民當得的就是律法書所寫的刑罰，就是說神豈不向我們發

怒，將我們滅絕，以致沒有一個剩下逃脫的人嗎？(拉九 14)，現在以色列民所受的刑罰是輕於他們

所當得，而這種輕判的記號便是「餘民」：又給我們留下這些人。(拉九 13) 

神的輕判，不代表神不公義，反之，以斯拉宣稱神是公義的(拉九 15)，然而，神為以色列民留下餘

民，讓我們在看見在神的公義當中加上慈愛。神的公義不是一種冷冰冰的審判，彷彿只關心人犯罪

與否而沒有關心人的爭扎，若果神只有公義沒有慈愛，這樣的神便是殘酷的神，所有的判決是合法

的，但卻是無情的；反之，若果神只有慈愛沒有公義，這便是溺愛，這種愛沒有道德的底線，只尋

求和諧和包容，卻沒有對與錯的準則。因此，在以斯拉的禱告中，我們看見神既公義又慈愛，祂管

教祂的子民，卻為自己的子民留下餘民成為恩典的記號。 

思想：很多時，我們對人會過度包容，為了保留面子或保持和諧，我們會妥協了公義的準則，在教

會內隱惡揚善，包庇犯罪的人。也有很多時，我們對人會冷漠無情，我們會太執著公義的準則，對

人卻沒有憐憫與愛，也不會給人悔改的機會，這樣，罪人知罪，但卻沒有回轉的可能，也不能反映

救恩的慈愛。我們會問：如何在公義和慈愛中取得平衡？這樣的問題是假設公義和慈愛是對立的，

而事實上，我們在做人處事上要有十足的公義，但卻也要有十足的慈愛，它們不需要平衡，而是要

同時保存，在滿有張力及矛盾的世界中，做出既有人情味又有真理的決定，相信這是不容易，但卻

是非常重要的神學。 

 



5 月 30 日認罪的感染性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十 1 

1 以斯拉禱告，認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時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裏，成

了大會，眾民無不痛哭。 

以斯拉認罪，他視以色列民所犯的罪是自己的罪，因為他把整個群體視為自己的群體，作為領袖的

他，他首先在眾民面前禱告，認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拉十 1)，他的認罪是真誠的，也是感染力

的。 

因著以斯拉的認罪，百姓可以因著他禱告的內容，看見自身所犯的罪如何。古時的禱告是公開的禱

告，而認罪卻也是公開的認罪，並不像我們現在那種個人及私人性的認罪，以斯拉的認罪除了是一

種向神禱告的禮儀，他的禱告也是一種向以色列民的教化，遊說以色列民看見自己娶外邦女子是犯

罪的事，因此，這禱告不但是禱告，更是一種演說，以斯拉以這禱告傳遞了摩西律法的要求，更加

在禱告中讓百姓看見自己正正違反了律法的命令，所以他們理當與以斯拉一樣向認罪禱告。 

因著以斯拉的禱告(演說)，他感動了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裡(拉十 1)，經文強調這些

不但是男人與女人，也有少年人(和合本作孩童)，這代表無論任何性別，無論任何年齡都聚集在耶和

華殿的面前成了大會。以斯拉的禱告成為他們的動力，既然以斯拉的罪觀是集體性，便自己需要全

以色列民參與在認罪的行列當中，因此眾民無不痛哭(拉十 1)。 

要留意，此處的「痛哭」與以斯拉記三章 12 節所描述那些見過第一聖殿的老年人的「痛哭」在原文

看來是同一個字。昔日這些老年人因為神的恩典得以重建聖殿的根基，這種重建讓他們想起以前列

祖所犯的罪，因此有一種悲慟的哭，現在以色列民也因為他們犯下列祖所犯的罪也同樣地「痛哭」。

正如以斯拉記第三章所說明，他們的「痛哭」帶來歡樂，現在以斯拉與百姓的「痛哭」也同樣會帶

來盼望(拉十 2)，成為他們逆轉神的咒詛，代咒詛為祝福的轉捩點。 

思想：面對所犯的罪，你會否如百姓一樣「痛哭」？我們很多時對罪冷淡，認為犯罪都沒有關係，

我們甚少為到所犯的罪而「痛哭」，誰不知「痛哭」卻是我們對罪應有的悔改態度，求主審視自己

的生命，若果發現有得罪神的地方，便好好在神面前「痛哭」，並從而表明自己不會再一次犯罪得

罪祂。 



5 月 31 日與神立約 

作者：高銘謙        以斯拉記十 2~10 

2 屬以攔的子孫、耶歇的兒子示迦尼對以斯拉說：「我們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為妻，干犯了我們的

神，然而以色列人還有指望。3 現在當與我們的神立約，休這一切的妻，離絕她們所生的，照著我

主和那因神命令戰兢之人所議定的，按律法而行。4 你起來，這是你當辦的事，我們必幫助你，你

當奮勉而行。」5 以斯拉便起來，使祭司長和利未人，並以色列眾人起誓說，必照這話去行；他們

就起了誓。6 以斯拉從神殿前起來，進入以利亞實的兒子約哈難的屋裏，到了那裏不吃飯，也不喝

水；因為被擄歸回之人所犯的罪，心裏悲傷。7 他們通告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歸回的人，叫他們在

耶路撒冷聚集。8 凡不遵首領和長老所議定、三日之內不來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離開被擄歸回

之人的會。9 於是，猶大和便雅憫眾人，三日之內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眾人

都坐在神殿前的寬闊處；因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戰兢。10 祭司以斯拉站起來，對他們說：「你

們有罪了；因你們娶了外邦的女子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惡。 

由於以斯拉的認罪，帶來以色列民一同痛悲的悔改，他們再次與神立約，決定休去這一切的妻，離

開她們所生的，並且按律法而行(拉十 3)。這種做法比較絕情，既然已娶了這些外邦女子，為何不能

改變她們，讓她們可以信奉耶和華呢？情況就好像教會一樣，當有人娶了未信主的人為妻，雖然這

是不理想的做法，教會也不會因此而叫這人休妻，只會慢慢地勸他的妻子信主。到底我們應如何理

解以色列民當時的決定呢？ 

我們可以看瑪拉基書二章 10~16 節便明白當時第二聖殿年代關於休妻的問題，原來當時猶太人有自

己的幼年所娶的妻，但他們可能因為經濟的原因，便休了他們年幼所娶的妻，便另娶比較富有的外

邦女子為妻，因此這種情況便是一種淫亂，但這外邦女子引誘猶太人行可憎的事，在這背景下，這

外邦女子不是正室，而是第二任的太太，而猶太人不但違反了申命記七章的要求，更加以欺壓對待

他們幼年所娶的妻，因此，在這情況下，休去外邦女子便可以為幼年的妻子討會公道，卻又同時可

以防止猶太人跟隨了迦南人的惡俗。 

這樣，以色列民再次與神立約，便表明他們再次不會因為種種經濟的環境而違反神的命令，他們與

神立約，表明他們宣認自己是恩約的子民，再次以盟約來定義自己的身份，並且以律法成為行事為

人的生活準則。在此，我們看見他們悔改的眼淚帶來立約的盼望，而這樣的悔改不只是情緒上的反

應，而是有實踐上的行動，這樣的行動需要代價，需要得罪他們所娶外邦女子的家族，需要失去因

娶外邦女子所帶來的利益。然而，這樣的代價就算大，也不會因此而違反神的命令，把神的命令成

為命令，而不只是一個參考的意見而已。思想：悔改需要代價，悲哀需要行動。到底你悔改的生命

是否有行動所配合？到底我們是否願意付上代價來再次與神立約？就算眼前的悔改行動看似政治不

正確，也決不會因為代價太大而違背神的命令，因為以斯拉及百姓明白，違背神的律法，一定會帶

來比現在所面對所謂的代價更大，你相信嗎？ 

 

 



6 月 1 日 

確實的道 

作者：彭家鏗 

經文：路加福音 一 1~4 

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實現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 

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這些事我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我也想按着次序寫給你，要 

讓你知道所學的道都是確實的。 

路加福音序言（一 1~4）的寫作手法和內容，跟第一世紀希羅文學作品的序言很相似。路 

加在短短的序言中，介紹了他的著作特色，幫助讀者去理解和詮釋。 

第一，路加福音書並非一部個人創作，部分材料可能並非出自路加的手筆，而是由他「詳 

細考察」（3）和整理出來的。換句話說，路加福音的成書涉及一個收集、考察與編輯的 

過程，作者的工作主要是編排關於耶穌的不同材料。 

第二，路加福音是作者「按着次序」寫成的（3），這裏的「次序」（「有條理地」，參 

《新漢語》）並不一定指時間，也可以是按其它次序（如救恩歷史的次序、地理上的次序 

──參路九 51、十九 37、41）編輯而成，藉以表達作者想要傳達的信息。 

因此，讀者在研讀時，除了要留心個別段落的內容外，也要注意段落之間的關聯，觀察作 

者透過段落編排所希望帶出的信息。這個閱讀策略，着眼的是福音書信息的縱向發展，配 

合對觀橫向的讀法，更全面了解福音書的信息。反觀，符類福音（馬太、馬可、路加）有 

許多相似（甚至極之相同）的段落，因此研讀時應將三卷福音書對觀並排，比較個別作者 

在用字和細節上的異同去發掘重點，這可稱為橫向的讀法。 

第三，福音書的材料來自可靠的見證人，是「傳道的人親眼看見」的（1）；雖然不是作 

者的親身經歷，卻是見證人的第一手資料； 

第四，撰寫這卷福音書的原因，是要讓讀者「知道所學的道都是確實的」（4），即是要 

幫助讀者除去對基督信仰的疑惑；這或許反映了當時讀者所學、所聽聞的都是來自口傳傳 

統（「所聽到的」、《新漢語》），作者希望透過整合、結集與書寫，去清楚闡釋耶穌的 

身分與使命，讓讀者可以更深入認識主耶穌，以至信心堅固，更能活出真道。 

思想： 

在上帝的護理（Providence）之下，新約正典包括了四卷福音書。雖然這四卷著作（特 

別是三卷符類福音）在內容與編排上有相似地方，但四卷著作同樣是聖靈透過福音書作 

者去收集、整理與編輯而成的。今天開始，讓我們學習按不同福音書的特性，用不同的 

研讀策略，更準確理解福音書的不同側重點，深入認識它們要表達的信仰內涵，進而活 

出真道。 

 

 

 

 

 

 

 

 

 

 

 

 

 

 

 

 

 



6 月 2 日 

怎麼有這事呢？ 

作者：彭家鏗 

經文：路加福音一 5~20, 26~38 

5 當猶太王希律的時候，亞比雅班裏有一個祭司，名叫撒迦利亞；他妻子是亞倫的後人， 

名叫伊利莎白。6 他們二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義人，遵行主的一切誡命禮儀，沒有可指摘的， 

7 只是沒有孩子；因為伊利莎白不生育，兩個人又年紀老邁了。8 撒迦利亞按班次在上帝 

面前供祭司的職分，9 照祭司的規矩掣籤，得進主殿燒香。10 燒香的時候，眾百姓在外 

面禱告。11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壇的右邊，向他顯現。12 撒迦利亞看見，就驚慌害怕。13 

天使對他說：「撒迦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你的妻子伊利莎白 

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約翰。14 你必歡喜快樂；有許多人因他出世，也必 

喜樂。15 他在主面前將要為大，淡酒濃酒都不喝，從母腹裏就被聖靈充滿了。16 他要使 

許多以色列人回轉，歸於主──他們的上帝。17 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 

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18 

撒迦利亞對天使說：「我憑着甚麼可知道這事呢？我已經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紀老邁 

了。」19 天使回答說：「我是站在上帝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來對你說話，將這好信息 

報給你。20 到了時候，這話必然應驗；只因你不信，你必啞巴，不能說話，直到這事成 

就的日子。」 

26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撒勒）， 

27 到一個童女那裏，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的名字叫馬利亞；28 

天使進去，對她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29 馬利亞因這話就 

很驚慌，又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30 天使對她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上 

帝面前已經蒙恩了。31 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32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 

的兒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 

有窮盡。」34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35 天使回答說：「聖 

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上帝的兒子 。36 況 

且你的親戚伊利莎白，在年老的時候也懷了男胎，就是那素來稱為不生育的，現在有孕 

六個月了。37 因為，出於上帝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38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 

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她去了。 

路加福音在序言之後，以兩個天使顯現的故事開始；而作者的兩段敘事手法，都與舊約描 

述天使顯現有相似地方，如兩者均有天使問安、安慰受驚者、宣告懷孕、為嬰兒起名、預 

言嬰孩的使命與成就等情節。但正因如此，兩段敘事在細節上的不同自有其深意，值得讀 

者留心細味。 

首先，兩段敘事都先交代主角的背景（5~9、27~28），一樣強調主角的正統猶太背景 

（祭司、大衛家等），也指出主耶穌與猶大家的關係，好把後來耶穌建立的傳統與猶太傳 

統拉上關係。但對撒迦利亞的猶太背景的描述，似乎過分詳盡，同時也比較負面。敘事者 

一方面強調撒迦利亞是一個盡責的祭司，按着律法看為敬虔（5~6），但卻不諱言他們沒 

有孩子（7），似乎跟猶太傳統強調的賞善罰惡有出入。雖然敘事者似乎暗示這是他妻子 

伊利莎白的責任（7），但按後來的發展，卻又反映問題其實不在她。相比之下，對馬利 

亞的描述較為平淡，主要是交代她的猶太背景，並沒有就她是否敬虔作任何價值判斷。 

另方面，作者用較多篇幅交代天使向撒迦利亞顯現的場景（8~10），強調整個布局由上 

帝安排（「抽籤」9），並且在最適合的時機發生。相反，天使向馬利亞的顯現便顯得突 

然（28）。在這個布局下，撒迦利亞對天使顯現的反應便顯得與他的身分不符。天使顯 

現發生在最敬虔的場景、最神聖的禮儀之中，在最合理、甚至是理所當然的情況之下，這 

個祭司的反應竟然是「慌張不安、非常害怕」（12《新漢語》）。雖然馬利亞在看見天 

使後也慌張，但她的不安並非天使的顯現，而是天使的話（29）。相比之下，撒迦利亞 

對天使的應許不僅是困惑，更是不信（20）。作者似乎在暗示，一個按猶太律法的準則 

看來完全的人，不一定比一個沒有社會地位的少女更敬虔、更信靠上帝。事實上，在這兩 

段敘事之中，只有兩位女主角（馬利亞與伊利沙白）對上帝的應許獻上感恩與讚美 



（42~56），這個手法似乎是為下文對婦女／弱勢社群的提升留下伏線（見下文討論）， 

凸顯出上帝的揀選與救恩，並不受一個人的種族、性別、社會地位所限制。 

思想： 

在這段敘事裏，作者沒有直接交代撒迦利亞失敗的原因，而是不掩飾地帶出他的不信與 

懷疑。作者或許要暗示律法制度的不足，指出就是按着律法標準算為義人的人，也不一 

定真正認識上帝，真正預備好自己去迎見上帝。今天我們也在面對同一個挑戰，甚至是 

危機－－活潑的基督信仰容易被簡化為一堆規矩和條例，甚至敬虔也可以量化，忘記了 

關係（神人／人人）的重要性。盼望這個故事不斷更新我們的心，效法馬利亞的單純信 

心。 

 

 

 

 

 

 

 

 

 

 

 

 

 

 

 

 

 

 

 

 

 

 

 

 

 

 

 

 

 

 

 

 

 

 

 

 

 

 

 

 



6 月 3 日 

事奉的起點 

作者：彭家鏗 

經文：路加福音三 21~22 

21 眾百姓都受了洗，耶穌也受了洗。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了，22 聖靈降臨在他身上， 

形狀彷彿鴿子；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四卷福音書記載耶穌的事蹟，雖然有不少相似甚至重複，但要數在四卷都有記錄的事件， 

除了受難周所發生的事之外，卻是不多，而耶穌的受洗是其中之一（還有呼召門徒、五餅 

二魚等）。若把這四段的受洗記載並排，不難看出福音書作者的不同關懷。馬太記載的重 

點是耶穌受洗與罪的關係，作者頗詳盡交代耶穌接受約翰悔罪的洗，其原因是要「盡諸般 

的義」（太三 14~15），這可能是要回應馬太的讀者群體的疑問。約翰的記載則是透過 

施洗者約翰的描述，勾出聖靈降臨是主耶穌作為救主的記號（約一 31~34）。 

而路加的記載則沒有提及上述兩點，其簡潔的布局較接近馬可的記載，同樣是圍繞三個重 

要事件──耶穌受洗、聖靈降臨、天上的宣告（可一 9~11，路三 21~22）。提出聖靈降 

臨是預備耶穌面對將臨的挑戰，是代表祂得力的來源（empowerment）。不同的是，馬 

可的記載與馬太一樣，緊接的段落是耶穌受試探，似乎暗示聖靈加力是為了預備耶穌面對 

試探；但路加卻有別的編排。在受洗與受試探中間，加插了耶穌的家譜，意指耶穌受洗， 

揭開了傳道生涯的序幕（路三 23）。主耶穌也是這樣理解自己在世的工作（路四 

16~21），透過以賽亞書的經文去解釋聖靈降臨在祂身上的原因（「應驗」、四 21）。 

而路加在耶穌受洗與聖靈降臨的描繪之間加上一句：「正禱告的時候」，指出耶穌得着聖 

靈是禱告的結果，而不是受洗的結果（三 21）。事實是，在路加著作之中，聖靈降臨加 

力通常都與禱告有關（如路十一 13，徒四 23~31、八 15~17）。因此，路加記載耶穌受 

洗的重點，不是聖靈降臨或充滿跟受洗的關係，而是要透過耶穌的受洗過程，強調禱告與 

聖靈降臨的因果關係，並指出聖靈加力以預備傳道工作的重要性。 

思想： 

對於路加來說，天使顯現、聖靈感孕、嬰孩（耶穌）奉獻、先知祝福這一切一切，都不 

足夠去預備耶穌實踐在地的工作，路加強調耶穌的禱告和聖靈降臨才是祂事奉得力的來 

源，亦為日後事奉者（初期教會與現代教會）樹立榜樣。今天教會的運作一般是由事工 

主導，但盼望我們不要忘記主耶穌的榜樣，看重禱告與聖靈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