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週 

盼望的蠟燭，在絕望守候之處 
 

                                               當花圈上第二支蠟燭點燃的時候，讓我們思考：是什麼導致人絕望？ 

    我們如何在偵測絕望的早期徵兆上做得更好？盼望能用甚麼方式翻轉絕望？ 

 

 
 

 

第八日 待降節第二主日 12月6日 
 最珍貴的鑽石 

 
耶穌又說：「我告訴你們，在人間沒有比

約翰更偉大的人；但是在上帝的國裡，最

微小的一個都要比約翰偉大呢！」 一般

群眾，包括收稅的人，聽見耶穌的話，都

順從了上帝公義的要求，因為他們已經接

受約翰的洗禮。但是法利賽人和法律教師

們拒絕了上帝為他們安排的計畫，因為他

們沒有接受約翰的洗禮。耶穌又說：「那

麼，我要拿什麼來比擬這世代的人呢？他

們究竟像什麼呢？他們正像坐在街頭上玩

耍的孩子，其中的一群向另一群喊說：

『我們為你們吹婚禮樂曲，你們不跳舞！

我們唱喪禮哀歌，你們也不哭泣！』 施

洗者約翰來了，不吃不喝，你們說：『他

有鬼附身！』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你們

卻說：『他是酒肉之徒，跟稅棍和壞人交

朋友！』但是，上帝的智慧是從所有接受

智慧的人身上彰顯出來的。」 

— 路加福音 7:28–35 

 

我曾經是一個珠寶業雜誌的年輕編

輯，我的工作需要在高級派對中與

一些傑出的珠寶業者應酬。今晚在

紐約市第五街某家珠寶店中，香檳

將被暢飲著… 這位以提供名流走紅

毯所需首飾聞名的珠寶商，並未讓

他的客人失望，他帶我們參觀展示

掛滿鑽石的聖誕樹的櫥窗。 

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蜷縮在

店門口外伸手乞討的婦人。這場景

在城市街頭屢見不鮮，但是富裕和

貧窮並列，在那寒冬的夜晚仍顕得

格外赤裸與殘酷。

 

我不想承認我在派對來賓的名單上，

我不想成為路加筆下的街頭孩子：

儘管耶穌和約翰已經指示他們生命

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麼，他們仍繼續

為不能跟隨找藉口。我會聽約翰的

話嗎？我不聽吃蝗蟲的人的話。我

會聽耶穌的話嗎？他和罪人吃飯，

不是和A咖。 
 
我凝視那個遮住展示櫥窗的身影，

我必須做個選擇： 與室內那幫人混

在一起？還是與室外的人站在一起？

我掉頭離開宴會，把我坐計程車回

公寓的錢給那婦人，然後開始走路

回家。 

Howard Thurman曾說，我們有時會迴

避做可以拯救別人的事。那天晚上，

我不想迴避爲一個上帝的兒女做事：

她是真正的  “未經雕琢的鑽石” 

(diamond in the rough)，比掛在第五街

某珠寶店聖誕樹上所有高壓處理過的

煤塊，還要珍貴值錢。 

 

祈禱 

上帝啊，當我被世間的財富所眩惑的時

候，赦免我。打開我的眼睛，使我真的

看見那些在待降節旅程中與我太快擦身

而過的寶貴生命。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在腦海中掃描一下你的社區：你走的街

道，駕駛的道路，和經過的房子。哪裡

需要點燃盼望的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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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日 星期一 12月7日 
       堅持盼望 

 
我耐心等候上主； 

他就垂聽我的呼求。 

他把我從泥沼和深坑中拉上來， 

把我安置在磐石上，使我步履穩妥。 

他教我唱新歌， 

唱頌讚上帝的歌。 

許多看見的人肅然起敬， 

願意信靠上主。— 詩篇 40:1–3 

 

在一場吉普車車禍奪走我的男友之

後，周遭友人不斷告訴我要堅持盼

望。他們説：「妳不會永遠寂寞

的。」可是盼望是這樣的：當時光

流逝，除了上帝震耳欲聾的沉默以

外什麼都聽不到，堅持盼望就愈來

愈困難了。然而，大家仍勸我們要

耐心等候，新的讚美歌會到來。 
 
我的歌在十一年後，我43歲時上帝

聽到我寂寞芳心的哭泣，領我步入

禮堂。詩篇40篇是貫穿整個婚禮的

聖經。 
 
可是十一年和上帝的兒女等待上帝

的回應更久相比，實在不算什麼。

學者說，從先知彌迦說出最後的話，

到施洗約翰在曠野呼喊、宣告上帝 

國近了，大概過了四百年。我心

中疑惑：「他們是如何堅持盼

望？」 我們不知道。那四百年在

我們的聖經中隻字未提。 

但是有另外一群上帝的兒女也等

了四百年，而且已經不想再沉默

地等下去了。他們  “絕望中仍抱

一線希望” (hoping against all hope) 

的故事已被流傳並懇求被聽見。 

那是非裔美國人依然渴望自由和

公義的故事。那是一群人的耐心

等待已合理轉化成義忿和行動呼

籲的故事。 

這個季節，我將樂意與在曠野中

傳悔改、等待已結束的約翰一同

喜樂。事實上，我們仍未悔改；

我們仍在等待所有上帝兒女的腳

步能得安穩。這個待降節，如果

我們仍必須再等待，我祈禱我們

一起等待。 

我祈禱我們點燃Howard Thurman

所説的盼望的蠟燭：在我們說的

話中聽到盼望，在我們採取的行

動中看到盼望，在我們豐盛地、

無偏見地分享的愛中閃耀盼望。

願我們的心堅持盼望。 
 

 

 

 
第十日 星期二 12月8日 
 一道聖誕節的彩虹 

 
耶穌又對他們講一個比喻：「你們看看

無花果樹和其他的各種樹。 它們一長出

新葉，你們就知道夏天快到了。 同樣，

你們看見這一切的現象就知道上帝的主

權快要實現了。 「你們要記住：這一代

的人還沒有都去世以前，這一切事就要

發生。 天地要消失，我的話卻永不消

失。」「你們自己要警醒！不要讓酒肉

和生活上的憂慮麻痺你們的心靈，恐怕

那日子要忽然臨到你們。因為那日子 像

羅網一樣，要臨到全世界所有的人身上。 

你們要警醒，不斷地禱告，使你們有力

量忍受一切要發生的事，得以站在人子

面前。」 

— 路加福音 21:29–36 

 

當Howard Thurman在沉思聖誕節的象徵

時，他並未考慮那些明顯的東西：綴著

金銀絲帶的聖誕樹，閃閃發光的燈飾，

和灑著糖粉的餅乾。他反而指向那  “當

不祥的雲層厚重時，如拱門劃過天際”  

的一道彩虹。 
 

我從未把彩虹與聖誕節聯想在一起，直

到那一年。那時，再過幾天就是聖誕夜

了，我正在與一篇講盼望的信息搏鬥。

我該如何講述上帝道成肉身來到我們中

間，化身為人有如寓言中  “在彩虹的盡

頭一罐矮人妖精 (leprechaun) 的黃金”  

的一樣荒誕不經呢？ 
 
我開車出去繞繞，讓我的頭腦清醒一下。

當我開著，我注意到在山谷裏的殻倉上

頭有一個拱形物。在這個季節有可能是

彩虹嗎？ 

     

祈禱 

偉大慈愛的上帝，我不擅長耐心

等待，我需要知道祢與我同在。

我需要知道一切都會安好。我需

要力量—  打一場美好的仗的力

量。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下列網站供你和你的教會許多探

索種族正義的資料：

pcusa.org/racial-justice-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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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是，它色彩鮮艷的拱創造了一道完美

的彩虹。於是我有了我的聖誔節信息 :多年

以前，上帝宣告，將要闖入我們生命的盼望，

將隨著在東方出現的一顆燦爛的星星來臨。

這星星指向基督聖嬰，祂將爲混亂的世界帶

來光明。我經常在聖善夜仰望天空，希望能

看到上帝仍然在我們生命中動工的記號，我

知道你們許多人也在找這個記號。巴不得我

們能親眼看見那顆星星。而我們的確看到了

某些東西，那天在我們天空有一道稀有的十

二月彩虹! 讓這道彩虹更神奇的，是它出現

在全國肅靜下來記念康乃狄克州Sandy Hook

小學槍擊案罹難者的時刻。我知道這個，

是因為當時我打電話给我母親，告訴她彩

虹的事時，她匆匆掛我電話，因為她正在

看電視轉播的追悼會。 

對那些說「上帝已經忘了我們」的人，我

要說 : 「睜開你們的眼睛，上帝與我們同在， 

正如祂所應許：在一顆星星的燦爛光

輝中，在一個新生兒的哭聲中，在天

使的歌聲中。而且現在，在一道稀有

的聖誕節彩虹中— 是的，上帝與我們

同在！」 

 

祈禱 

星星和彩虹的上帝，祢從未停止在我們

中間彰顯祢的同在。願我的眼睛今天成

爲偉大信心的眼睛，看淸楚祢常在我眼

前的美妙。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在白天或是夜晚，到室外去仰望天空。

你看到什麼？你有什麼感覺？不要忘記

在結束你的仰望時刻之前，感謝上帝長

存的慈愛與同在。 

 

 
 

 

 

第十一日 星期三 12月9日 
 被摧殘但仍受祝福 

 
第二天一早，他回到聖殿；群眾都來找

他，他就坐下，開始教導他們。 經學教

師和法利賽人帶來一個女人；她是在行

淫時被抓到的。他們叫她站在中間，  問

耶穌：「老師，這個女人在行淫時被抓

到。摩西在法律上命令我們，這樣的女

人必須用石頭打死。你認為怎樣？」 他

們想用這話陷害耶穌，找把柄控告他。

但是耶穌彎下身子，用指頭在地上寫字。  

他們還是不停地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

對他們說：「你們當中誰沒有犯過罪，

誰就先拿石頭打她。」  說過這話，他又

彎下身子，在地上寫字。他們聽見這話，

就一個一個溜走，從年紀大的先走，到

最後只剩下耶穌和那個還站在那裡的女

人。  耶穌就直起腰來，問她說：「婦人，

他們都到哪裡去了？沒有人留下來定你

的罪嗎？」  她說：「先生，沒有。」 

耶穌說：「好，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別再犯罪！」—約翰福音 8:2–11 

   

 

我溫和地撬開牠的嘴，將天使小塑像拿

出來，小聲説一句：「壞狗」。我確定

這樣做對小狗的訓練方面毫無幫助，特

別是還在牠頭上充滿愛心地親了一下。

我把 “天使身的咀嚼玩具” 安全地放在

架子上，回到我的居家辦公室工作。 

當晚，我走過那架子，停步注視那個天

使。雖然她被摧殘到渾身都是小狗的齒

痕，翅膀也沒了，她仍是一副寧靜的樣

子，優雅地低著頭，雙手合十禱告。事

實上，我發現她比我剛收到她當禮物時

更美麗。她的美麗來自我從她受盡摧殘

的狀態看到自己的影子。我看到那些我

受召去服事的人的影子。我看到全人類

的影子—  因為我們不也都受盡摧殘而

傷痕累累嗎？ 

 

然而，不管我們帶著甚麼傷痕和罪，仍

然有人超越外表面，看到我們的美麗：

這人是耶穌，上帝給我們的禮物。祂來

告訴我們如何饒恕和被饒恕；因為那種

恩典，我們也能寧靜，知道我們是値得

的。 
 
每年此時，當衆天軍合唱響徹雲霄的

“願榮耀歸於至高之處的上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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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日 星期四 12月10日 
 上帝的記號豐富 

 
上主又對亞哈斯王說：「你應該向上

主─你的上帝求一個記號；那記號可

能來自陰間，也可能來自天上。」亞

哈斯說：「不，我不要請求記號；我

不能試探上主。」於是以賽亞說：

「大衛的子孫哪，你們要聽。難道你

們使人厭煩，還要使上帝厭煩嗎？主

要親自賜給你們一個記號：有閨女要

懷孕生子，並要給他取名『以馬內

利』。到了兒子知道辨別是非、棄惡

擇善的時候，他要以乳和蜜為食物。

甚至在他能辨別是非以前，那兩個暴

君的國土都要荒廢。上主要降災給你、

你的人民，和整個王室；這種災難，

自以色列從猶大分裂出來後，沒有發

生過；他要使亞述國王入侵你的國

土。」 

—以賽亞書 7:10–17 

 

我有一個朋友總是在尋求“上帝的

記號”，當作她禱告祈求的回應。

可是好幾天了，她感嘆什麼都沒

出現。她抱著盼望問道：「或許

明天吧？」 
 

上帝的記號，上帝的時刻，上帝

的一瞥：不管你要怎樣稱呼它們，

它們總是存在的。但是我們不能

想要去找它們。因為當我們尋找

時，我們的視線會被我們對上帝

有限的期待所蒙蔽，我們會尋找

我們自認是出於上帝的東西。 
 
假使聖誕故事有教導我們什麼的

話，那就是上帝給了我們最沒有 

 
期待的記號。一位婦女，不是任何

婦女，而是一位童女，將生一個兒

子，名字要叫做以馬內利—  這不太

像是許多人想像中他們的救主來到

世間的方式。但那是上帝做事的方

式。有多少人因為期待不同的東西

而錯過以馬內利的記號？ 
 
在 COVID-19 疫情期間，許多人尋

求上帝在一個失控的世界仍然掌權

的記號。我承認我也在尋求記號的

人當中，而且當我甚麼都沒看到，

反而愈來愈絕望的時候，我發現自

己變得焦慮。這時我將自己給別人

忠告拿出來用-- 我停止尋找。當我這

樣做，我開始看到上帝，就在孩童

們所畫、貼在窗戶上試圖振作疲憊

的世界的彩虹裡。 
 

在紐約市，當醫院被疫情壓得喘不

過氣來時，許多公寓住戶打開窗戶，

爬上防火梯去敲鍋子，搖鈴鐺，爲

那些勇敢地邁向死蔭幽谷的醫療工

作人員打氣。當保持社交距離導致

公共場所地上出現圓圈或是X，使

人與人之間保持安全距離時，一個

教育機構將那些圓圈和X變成心形，

讓隔離的行為變成愛的信息。 
 

你在這個待降節尋求上帝的記號嗎？

停止用你的眼睛去找，只要單純用

你敞開的心來接受。就像Howard 

Thurman所曾觀察到的：上帝不斷

在超越我們理解的方式中拜訪我們。

沒有比這更真實的說法了。 

 
 

我的受盡摧殘的天使玩具對我唱一首

不同的歌。這首歌是這樣的：奇異恩

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

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在

這個待降節，願我們受盡摧殘的自我

認清，無論如何，上帝總會找到我

們。無論如何，上帝會繼續愛我們。 

祈禱 

慈愛的上帝，我將我受盡摧殘的靈魂帶到祢面前。最

近生活已經將我咀嚼殆盡，然而祢看見我：祢看見我

裡面的美麗，盼望，與善良。 

謝謝祢。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回想某個你覺得被摧殘，被整垮，被誤會，或被拒絕

的時候。誰是那個來到你身邊讓你振作的“天使”？ 

 

祈禱 

永遠同在的上帝，請打開我心的

眼睛，使我在生活的平凡中，看

見祢非凡的慈愛與恩典。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挑戰你自己用心去看事情— 不是

用眼睛去看。在一天結束後，花

時間安靜禱告與沉思；然後寫下

你經驗到的上帝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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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日 星期五 12月11日 

 破損的裝飾品 

 
上主啊，我在絕望中求告你。主啊，求

你垂聽我的哀號；求你聽我求助的呼聲。

如果你記錄我們的罪過，誰能逃脫懲罰

呢？然而，你饒恕我們，因此我們應該

敬畏你。我迫切等候上主的幫助； 

我信靠他的話。我仰望主，比守夜的人

等候天亮還要迫切。是的，比守夜的人

等候天亮還要迫切！以色列啊，要信靠

上主，因為他有不變的愛；他有豐盛的

救恩。他要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 

脫離他們一切的罪惡。— 詩篇 130 

 

在開車去教堂的路上，我還在因裝

在塑膠袋裡那破碎聖誕裝飾品而抽

泣。我希望能在辦公室找到膠水把

碎片黏回去。這裝飾品曾是我的姨

婆所有，對我意義重大。當我到了

辦公桌，才比較能衡量損壊的程度。

但我發現裝飾品已經無法修復。 
 
輕輕的敲門聲阻斷了我即將流下的

眼淚。我看了一下鐘，學校己放學，

從我牧會的鄉村來的女孩子會順道

進來教堂跟我閒聊。果然，這些青

少年成群湧進，滔滔不絕地談論午

餐吃甚麼以及誰愛上了誰。 
 
我注意到一個女孩子一反常態地安

靜。我正要深入查問時，她問我是

否相信上帝能將破碎的心拼凑起來? 

她剛去參加她被殺害的年輕表親的 

葬禮。她正在爲可怕的、連成人也無

法理解的“爲什麼”的問題而掙扎。 
 
我要説什麼呢？手上拿著破碎的裝飾

品，我説：「我不但相信上帝能將我

們破碎的心拼凑起來，我還知道在過

程中，上帝還會做奇妙的事。」我告

訴她多年前一位牧師告訴我的：我們

的破碎讓上帝有空間進入，並成就美

好的事。 
 
我給她看裝飾品，也告訴她我知道自己

爲它哭泣是很愚蠢的，因為我所愛的人

不在這裝飾品裡，是在我心裡。然後我

提醒她，基督正是為此降生：在我們的

憂傷當中給我們盼望。 
 
她俯身向前，湊近看我手上的玻璃碎片。

她說：「Donna 牧師，妳手上有好多破

碎，上帝現在真的有很多空間做奇妙的

事」，說完給了我大概是她參加葬禮以

後的第一個微笑。 

 

祈禱 

破碎的心，破碎的夢，和破碎的裝飾品

的上帝，請進入我的生命，從碎片中重

新創造美麗的東西。奉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進深 

今日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破碎的東西？

或這個世界有什麼破碎的事讓你心痛。

想像你將這些破碎的事交給上帝，信任

上帝會將所有的事物更新。

 
 

 

第十四日 星期六 12月12日 

 旅程由馬槽開始 

 
耶穌又說：「西門，西門！撒但已得到

准許來試探你們，要像農夫篩麥子一樣

來篩你們。但是我已經為你祈求，使你

不至於失掉信心。你再回轉歸我以後，

就要激勵你的弟兄們。」彼得說：「主

啊，我願意跟你一起坐牢，一起死！」

耶穌說：「彼得，我告訴你：今天雞叫

以前，你會三次說你不認識我。」      

  — 路加福音 22:31–34 

 

我已經決定，要跟隨耶穌⋯十架在前面，

世界在背後；永不回頭，永不回頭。假

日聖經學校的孩子們是如此充滿精力與

熱情地大聲唱這首歌，我像是看到自己

當牧師以後的第一次大奮興。 

 

對許多人而言，待降節是聖誕節的  “開

胃菜”，菜單上的還包括買什麼禮物，爲

聖誕老公公做什麼餅乾等等。我們的待

降節胃口，很少好到去期待受難日 

(Good Friday) 的十字架。可是，待降節

並不只是準備基督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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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降節提醒我們，耶穌，就是基督，是

爲了替我們死而降生。待降節也提醒我

們，正如他以嬰兒之姿來到世上，上帝

會再來。我們也為將來會有的第二次來

臨 (Advent) 作準備。但是這種說法我們

聽來很奇怪，因為我們長期被天使唱歌

和博士獻禮物的故事逗笑，不想在慶祝

聖嬰誔生的時侯聽到死亡。我們不想被

提醒，像這待降節第二個星期六的經 

文，說我們有否認救主的風險。 
 
我們寧願跟隨那顆星星到伯利恆去迎接

一個嬰兒，這是一段激勵我們的信仰和

溫暖我們的心的旅程。可是那個嬰兒後

來長成一個激進的講道者，因此旅程變

得艱難。耶穌，那位講道者，挑戰我們

以不同角度來看世界，並用反文化的方

式去服事。耶穌要我們跟隨他一直到十

字架。 
 
在馬槽前，我們也許會因為充滿敬畏而

答應踏上這趟旅程。但是就像彼得，在

某種情況下我們也許會被誘惑去否認我

們的救主。不管我們多大的決心要跟著

耶穌，或展現多大的勇氣，這事非常可

能會發生。看看彼得吧! 

 

現在是待降節。我們像路加福音

所記載，熱切地要去「看看所成

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可是我們在馬槽發現的嬰兒會問

我們：「你們有多熱切要跟隨我

一直到十字架？」 

我已經決定，要跟隨耶穌；永不

回頭，永不回頭。 

 

禱告 

上帝啊，嬰兒耶穌，這般溫純柔

和，是一幅值得凝視的珍貴圖畫。

我們歡迎祂的降生。我們為祂與

我們同在歡喜。我要全心接納這

份禮物，這意味著跟隨祂到十字

架。請賜我勇氣和力量去做這事。

願我永不否認耶穌是我的主和救

主。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在你家或附近的教堂草地上有沒

有馬槽情景的佈置？今天就去看

看。凝視基督聖嬰，求上帝使你

跟隨祂的腳步堅強，不只在這個

待降到聖誕的節期，而是到新的

一年的所有節期，以及你生命的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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