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週

勇氣的蠟燭，為了長存的恐懼
反省：勇氣是長什麼樣子？ 在你生命中示範勇氣的是哪些人？
你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麼？

第十五日 待降節第三主日 12月13日
承認你需要幫助的勇氣

當第三根火柴真的掉到花環上時，我
們必須用一杯蛋酒澆熄著火的針葉，
當時的確造成了一些混亂…可是我並
這事以後，耶穌和門徒到猶太地區去。他
在那裡和他們住了一些時候，並施行洗禮。 不記得針葉燃燒的氣味，我只記得我
約翰也在距離撒冷不遠的哀嫩施洗；因為
哥哥看起來有多麼洩氣。我依稀仍能
那地方水多，大家都去受洗。（那時約翰
聽見他含淚哽咽的聲音問道：「有人
還沒有被囚禁。）約翰的幾個門徒跟一個
可以幫我嗎？」
猶太人為了潔淨禮爭辯。他們去見約翰，
對他說：「老師，你看，從前跟你在約旦
河對岸、你為他作見證的那一位，現在也
在施洗，大家都找他去了！」約翰說：
「除非上帝有所賞賜，沒有人能得到什麼。
我曾經說過，我不是基督；我不過是奉差
遣作他的前驅。這話你們可以為我作證。
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旁邊聽
著，一聽見新郎的聲音就歡喜快樂。同樣，
我已經得到了完全的喜樂。他必定興旺，
我卻必定衰微。」 — 約翰福音 3:22–30

我家有點燃待降節花環的蠟燭的傳
統。那是由父親製作的、逐年變大
的花環，會在星期日晚上放到餐廳
桌子上。我知道這是一個特別的時
刻，因為我們只有在生日或感恩節、
聖誕節等節日，才在那張桌子上用
餐。等全家到齊，父母會讓我的哥
哥或姐姐或我其中一人點蠟燭。儘
管這只是一個美好的童年回憶，它
教導了我勇氣的意義。我哥哥有殘
障，身體協調不是很好。他的手不
穩，所以屋內的緊張會隨著他拿火
柴靠近蠟燭而升高，因為花環的常
青針葉可能會被燒成一片火海…
我哥哥的第一次嘗試失敗了。他再
點燃第二根火柴，但是還沒碰到蠟
燭就熄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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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學到我們不必因力有未
逮而感到羞恥。上帝的恩典，正是在
我們的掙扎中綻放光芒，向我們顯示：
藉著上帝的幫助，一切皆有可能!
我學到：真正的勇氣，是能夠承認你
需要幫助，而且這並不羞恥。
Howard Thurman曾說，每個人都想要
的，是知道自己在人生的旅途中並不
孤單；我們都想知道有人在照顧我們 !
後來我們家待降節花環上的蠟燭終於
都點燃了，沒有驚動消防隊。我們都
笑了，包括我哥哥。

禱告
偉大的上帝啊，祢看到我發抖的雙手
和悸動的心，在我疑惑的時刻，請祢
來到我這裡。幫助我牢記，有祢在身
邊，我凡事都能。奉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進深
即使讓人不舒服，還是要花時間在你
正苦苦掙扎的事物上。 找到勇氣面對
它，說出它，並尋求幫助。

第十六日 星期一 12月14日
勇敢的小州
我的學徒們哪，你們必須遵守上帝的教
誨，持守他的法律。上主在他子民面前
把自己隱藏起來，但是我仍然信靠他，
把我的希望寄託於他。我跟上主所賜給
我的兒女，在以色列人中作為這位坐在
錫安寶座上的上主—萬軍統帥活的信息。
有人求你們，要你們問問那些口中念念
有詞的巫師和算命先生；他們要說：
「人總得向各色各樣的鬼魂請教，為活
人求問死人呀。」你們要這樣回答他們：
「要聽上帝的教誨和法律！切不可聽從
巫師和算命先生；他們所說的話對你們
毫無益處。」人將到處流浪，要經歷艱
難、飢餓。在他們飢餓的時候，他們會
發怒咒罵他們的國王和上帝。他們會望
著天空，或凝視地面，但是什麼也看不
見，只有患難和黑暗。
- 以賽亞書 8:16–22

在 2020 年的今天，某個公益團體用這
個暱稱發起一場運動，喚起群眾意識，
正視在一個白人佔大多數的州所需要
做的種族正義的工作。這是很重要的
工作，因為撇開 Bernie Sanders (譯註：
民主黨自由派總統參選人) 和 Ben &
Jerry’s 冰淇淋 (譯註：一個以產品命名
表達政治、人權、環保理念聞名的冰
淇淋品牌)，佛蒙特州並沒有我的朋友
們想像的那麼自由。

我知道一年前鄰近一所學校的學生投
票通過，在旗桿上懸掛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命貴) 的旗誌。這則新聞
激出了洪水般的仇恨信息，氾濫了電
台與社交媒體。當我滑手機查看針對
學校教育委員會准許這事的批評，以
及更多奢言應該是 ALL Lives Matter
(人人命貴) 才對的評論時，我眼中的
鱗片掉落了 (譯者註：語出使徒行傳
西布倫和拿弗他利兩支族所居住的地
9:18 )。我震驚地理解到自己一直生活
方曾被藐視；但是在將來，這地區，
在一個泡泡裡，現在是揭露事情真相
就是從地中海向東伸展到約旦河東岸，
的時候了。先知以賽亞提到人們行走
包括異族居住的加利利，都要獲得光
在黑暗中，但最終將有光照耀他們，
榮。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已經看見大光；
以往住在死蔭之地的人現在有光照耀
他們將得到救贖。可是這道光不是現
他們。- 以賽亞書 9:1–2
成的，我們必須盡自己的本份，才能
讓它照耀在我們身上。我們必須停止
在十一月大選之前，我注意到附近
生活在泡泡中。我們必須認識仇恨永
鄉間道路旁出現這樣的標語牌：
續蔓延的方式，無論是哪一種仇恨。
“這個勇敢的小州對仇恨說 「 不 」 ”。 我們必須敞開心胸懺悔，並邀請那道
我住在佛蒙特州 (Vermont)，“勇敢
光進入。這並非易事，因為有時我們
的小州” 是佛蒙特州出身的柯立芝
已習慣於黑暗，突然來的一道光會嚇
總統（President Calvin Coolidge）給
到我們。但是我們必須成為對仇恨說
這個州的暱稱，表彰1920年代一次
「不」的勇敢的小州。因為我們怎能
重創某個縣的洪災過後，州民所集
進入愛從天降的聖誕節期，心中卻仍
體展現的勇敢與決心。
窩藏著仇恨呢？
第十七日 星期二 12月15日
緊抓耶穌的勇氣
這時候，他們抓住耶穌，把他帶到大祭
司的府邸去；彼得遠遠地跟著。他們在
院子裡生了火，大家圍著火坐著，彼得
也混在他們中間。有一個婢女看見彼得
坐著烤火，就盯著他看，說：「這個人
跟他是一夥的！」彼得否認說：「你這
個女人，我不認識他！」

禱告
上帝啊，請祢除去阻擋我看
見自己心中的仇恨的眼中鱗
片。打開我的心胸，讓我以
新的決心在這個聖誕節歌
唱：“祂真的教導我們彼此
相愛。” 阿們。
進深
你的社區正在做甚麼來對仇
恨說「不」？是否有你可參
與的團體？如果沒有，是否
需要組織一個這樣的團體？
是否這就是上帝要你著手進
行的事？

過了不久，又有人注意到他，說：「你也
是他們一夥的！」彼得說：「你這個人，
我不是！」大約再過了一個鐘頭，另一個
人一口咬定說：「毫無疑問，這個人跟他
是一夥的，因為他也是加利利人！」可是
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懂得你在說些
什麼！」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雞叫了。主
轉過身來，注目看彼得；彼得記起主說過
的話：「今天在雞叫以前，你會三次說你
不認識我。」彼得就出去，痛哭起來。
— 路加福音22: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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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y in a Manger” 是我最喜歡的聖誕歌
之一。這或許是因為我小時候擁有的那繪
本，畫著可愛到不行的農莊動物，依偎著
嬰兒耶穌唱道： “ 遠遠在馬槽裡，無枕也
無床 ” 抓住了我的想像力的緣故。但是從
我孩提時期，到為了事業與人際關係在紐
約市奔波穿梭的成年時期，我最緊抓不放
的一句話，就是這首歌的：“ 恭敬求主耶
穌，靠近我身旁，愛護我接受我，做主的
小羊。”
每當問題或挑戰來臨，逼著我爬上床拉緊
棉被罩頭的時候，「千萬別離開我」這幾
字就從我唇齒間迸出，這時我會邊流淚邊
唱：“恭敬求主耶穌，靠近我身旁。”

要去教會。” 他沒想到我會這樣回答，
我也沒想到我會這樣說。平常我並未張
揚我最近開始參加教會活動的事。老闆
的回應：“我猜妳對職場升遷毫不在乎
吧？” 我氣冲冲地離開他的辦公室。星
期日一到，我還是照預定去教會。我不
打算背棄我覺得重要的事。後來我的職
業生涯也沒有受到傷害。我還成為該刊
物的總編輯，兩年後因為投入傳道事工
才離開該職位。彼得和耶穌保持距離，
這是令我心碎和困擾的一句話，因為我
知道我們很容易就會照彼得那樣做。但
是當現實的世界引誘我不要吭聲，照著
遊戲規則來，不要惹人生氣時，我就開
始哼著：“恭敬求主耶穌，靠近我身旁。”
然後我就將手伸展向天空，讓祂知道我
也在祂身邊。

當身體或情緒遭受痛苦時，我們常常會向
耶穌哭訴，求上帝的兒子無條件地、永遠
地愛我們。然而，待降節經文卻提醒我們，
當我們期望耶穌在我們身邊時，許多時候
我們會與祂保持距離。許多時候我們會否
認認識聖子，因為承認我們和祂是朋友，
可能會危及我們目前的人際關係或工作或
甚至我們的性命。但是我們想成為彼得嗎？

禱告
上帝啊，祢對我的愛讓我驚奇。有時我難
以理解祢為何從不放棄我。祢永遠在我的
身邊，為此我獻上感謝。奉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我曾在高級珠寶貿易雜誌社工作多年，也
算是有點資深。有一次紐約市 Javits 中心
的週末貿易展中有一個週日早餐會，我指
派一名資淺的記者去報導這個活動。當老
闆問我為何沒參加早餐會時，我說：“我

進深
看看你的行程，你的活動，你花在工作的
時間和你花在與家人朋友相處的時間。你
撥出多少時間給上帝？你今日該怎麼做，
才能更緊密地跟隨救主聖子耶穌呢？

第十八日 星期三 12月16日
透過魔鏡來看的勇氣
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的福音是這樣開始的。先
知以賽亞在他的書上記載：「上帝說：看吧，我
要差遣我的使者；他要作你的前驅，為你開路。
在曠野有人呼喊：『為主準備他的道路，修直他
要走的路徑！』」果然，約翰在曠野出現，為人
施洗，並且宣講：「你們要悔改，接受洗禮，上
帝就赦免你們的罪。」群眾從猶太各地和全耶路
撒冷到約翰跟前來。他們承認自己的罪；約翰就
在約旦河裡為他們施洗。約翰穿著駱駝毛的衣服，
腰間繫著皮帶；吃的是蝗蟲和野蜜。他宣講：
「在我以後要來的那一位比我偉大多了，我就是
蹲下去替他脫鞋子也不配。我用水給你們施洗，
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馬可福音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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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鬧屋”(Romper Room) 是1953年至1994
年間播出的一個學齡前兒童電視節目，
我真是喜歡它！每回我的母親總是無法
將我從那台必須撥弄天線才能看得更清
楚的黑白電視機前拖走。
我喜歡這個節目的唱歌、跳舞和「秀與講
述」(show and tell) 的時間。可是最讓我期
待的，是結束前主持人舉起魔鏡來，使她
可以“看到”觀眾。她會手持鏡子開始點
名說：“ 我看到Tommy 和Maria 和及
Robert 和 Jamel。我看到Frances 和 Jose。”

我會在電視機前屏息等待，期待聽
到我的名字。大多數時候我的名字
都沒有被叫到，那時我會關掉電視
機，感到悲傷與孤獨。但是，你說
我記不記得那一次聽到主持人說
“ 我看到Donna” 的時刻呢？ 即使
是現在，當我穿越時空回到5歲的
Donna時，我仍然感到被 “看到” 的
興奮。我們都想要這個，不是嗎？
不只是被看到，還要被理解。
許多人並未看到施洗約翰的真實身
份-- 他是上帝派來為耶穌預備道路
的人。這些人並未看到是因為施洗
約翰奇裝異服又吃著怪異的食物。
然而，他確是上帝派來為我們鋪路
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上帝派來我
身邊的人-- 平凡的天使 -- 我全然看
不到，因為他們不是我所期待的樣
子。
我希望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一面魔鏡，
可以讓我們憤世嫉俗、愛論斷人的
眼睛真正看到上帝兒女的模樣，看
到他們真正的美麗和他們對世界的

第十九日 星期四 12月17日
找到獻出我們微薄所有的勇氣
那時，施洗者約翰來到猶太的曠野傳道。
他說：「悔改吧，因為天國快實現了！」
約翰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那個人；先知
說：在曠野有人呼喊：為主準備他的道路，
修直他要走的路徑！約翰穿著駱駝毛的衣
服，腰間繫著皮帶；吃的是蝗蟲和野蜜。
群眾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境，和約旦河一
帶來到他跟前。他們承認自己的罪，約翰
就在約旦河為他們施洗。約翰看見許多法
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要求受洗，就對他
們說：「你們這些毒蛇！上帝的審判快要
到了，你們以為能夠逃避嗎？要用行為證
明你們已經悔改。不要自以為亞伯拉罕是
你們的祖宗就可以逃避審判。我告訴你們，
上帝能夠拿這些石頭為亞伯拉罕造出子孫
來！斧頭已經擱在樹根上了，凡不結好果
子的樹都要砍掉，丟在火裡。我用水給你
們施洗，表示你們已經悔改；但是，在我

貢獻。想像你擁有一面魔鏡，可
以在其中看到並叫出那些被社會
遺棄的無家可歸者的名字…
想像你叫出從小被教導要去怨恨
的人的名字；想像你看到並叫出
那位身體扭曲坐在輪椅上的人的
名字時，你得到他燦爛的笑容；
想像你叫出一個有言語障礙的女
人的名字，並邀請她在聖誕夜讀
經時，她臉上的喜悅。想像如果
我們若隨身攜帶一面這樣的鏡子，
讓我們可以看到並叫出彼此的名
字時，世界將會變成甚麼樣子。
禱告
上帝啊，多年前祢的兒子站在湖岸，微笑地叫出那些魚夫的名字，邀
請他們跟隨祂。聽到祢說出我的名字，這種力量如此巨大啊! 知道我
被祢認得，被祢看見，給了我去做同樣事情的勇氣-- 去叫出陌生人、
被遺棄的人、痛苦的人、受傷的人的名字。奉耶穌的名禱吿，阿們。
進深
儘管這個假期在商店購物可能會受到COVID-19病毒的限制，但是當
你在商店時，請特意去感謝收銀員。或在幫助陌生人時，記得從問他
們的名字開始。聽來很簡單，但這是我們時常忘記做的事。

以後來的那一位要用聖靈和火給你們施洗。
他比我偉大多了，我就是替他提鞋子也不
配。他手裡拿著簸箕，要揚淨穀物，把麥
子收進倉庫；至於糠秕，他要用永不熄滅
的火燒掉！」
— 馬太福音 3:1–12

社交媒體上流傳過一幅施洗約翰憤
怒地揮舞手臂，指向一群宗教大老
的漫畫。圖片中還有幾條蛇滑行開
溜。標註文字是：“待降節快樂！你
們這些毒蛇的種類。” 這段經文令
我暗笑又戰競。暗笑是因為我想到
那幅漫畫，戰兢是因為約翰戳破了
經常隱藏在善行背後的腐敗-- 約翰
對他當時的宗教精英的偽善發怒-他們自稱是公義的，但他們其實只
是毒蛇的種類— 企圖滑行開溜以免
被火吞噬的毒蛇。任何農夫都可以
告訴你，在焚燒田間殘餘麥稈以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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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下一期耕作時，蛇如何滑行逃
到安全的地方。約翰當時的人聽
到“毒蛇的種類” 時會想到這個圖
象。今天許多人對有組織的宗教
倒胃口，是因為他們說的和做的
似乎不符。特別是在佳節期間，
常會聽到詐騙的故事，聲稱幫助
他人，實際上捐款卻落到不需要
幫助的人的口袋中。外頭有毒
蛇，但是也有順從的綿羊，就像
我的鄰居，他是一個伐木工。我
跑步的路徑正好沿著他的房子，
外面排列著一大堆要劈成薪柴的
木頭。薪柴並不便宜，但是對我
的鄉村社區的人來說，薪柴要比
燃油或瓦斯便宜一些。我知道有
很多家庭完全依靠薪柴。但也就
是這些家庭，當冬天的大雪冰封
降臨，會經常用光可以燃燒的薪
柴。我知道那堆木頭是我鄰居的
麵包和奶油 (譯註：生計來源)。

因此當某年12月我發現他不是賣，
而是送薪柴給有需要的家庭時，你
可以想像我有多麼驚訝。這個鄰居
不是上教堂的人，但是當他聽說村
裡的社區燃料基金嚴重短缺時，他
將事情攬在身上，獻出自己微薄的
所有幫助別人。我們在教會隨口拋
出愛人如己的話，有多少次能夠和
我們在這封閉建築物外面的行為相
符？我們要經常問這個問題，因為
自保的誘惑總是很大，特別是在教
會裡。今年夏天，當我聽到某個長
老教會的工人階級會友們，在領到
新冠肺炎的補助支票後，把錢捐出
幫助他人時，我笑了。我還記得某
個聖誕節，一位為親人買禮物都很
吃力的會友告訴我，他要挑戰自己，
捐出和花在禮物上一樣多的錢給地
方的街友收容所。這個世界上總會
有毒蛇。但是更多的是找到勇氣去
獻出他們微薄的所有的人。

第二十日 星期五 12月18日
讓別人說話的勇氣
最後，你們要倚靠主的大能力作堅強的
人。你們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使你們能站穩，來抵禦魔鬼的詭計。
因為我們不是對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
與天界的邪靈，就是這黑暗世代的執政
者、掌權者，和宇宙間邪惡的勢力作戰。
因此，你們要以上帝所賜的武器裝備自
己，好在險惡的日子裡能夠抵抗敵人的
攻擊，戰鬥到底，始終守住陣地。所以，
你們要準備好。要以真理作腰帶，以正
義作護胸甲，以隨時宣揚和平的福音作
鞋子穿上。要常常拿著信心的盾牌，好
使你們能夠抵禦那邪惡者所射出的一切
火箭。你們要以救恩作頭盔，以上帝的
話作聖靈所賜的寶劍。你們要在禱告中
祈求上帝的幫助，常常隨從聖靈的帶領
禱告。要事事警醒，不可放鬆；要不斷
地為信徒們禱告。也要為我禱告，求上
帝賜給我適當的話，使我在該開口的時
候，能夠大膽傳揚福音的奧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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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賜我日用飲食的上帝啊，願我不懼怕匱
乏，也不尋求豐盛；請幫助我明白，有
祢同在，我所有的就正好足夠，而正好
足夠，就足夠與他人分享。 奉耶穌的
名禱告，阿們。
進深
在為聖誕節做準備時，挑戰自己，捐出
花在家庭禮物上一樣的金額給有需要的
組織。請特別不要忘記那些幫助消滅飢
餓的組織，因飢餓問題在新冠肺炎全球
疫情當中更加嚴重。

雖然我帶著鎖鍊，我卻是為這福音的緣故
作特使的。你們要祈求主賜給我勇氣講應
該講的話。— 以弗所書 6:10–20

我星期天早上從一個夢中驚醒。這不是
做牧師的人常有的 “我忘了帶講道稿”
或 “禮拜堂中空無一人”那種夢。在這
個夢裡，我非常興奮地要分享福音，但
是我不能，因為我失去聲音。當我說話
時嘴裡發不出半點聲音，這個夢令人頹
喪又害怕。我驚醒後就發誓無論如何，
我總要找到宣揚上帝的道的方法。心理
帶著這個夢境，我出發去教堂。那天我
們開始一種新的禮拜方式-- 在傳統的
“經文與聖誕詩歌”格式上稍做變化，
成為“經文，聖誕詩歌與見證真光。”
我已經安排一個兒童讀經，然後由一位
新會友分享那段經文對他的信仰旅程的
意義，這樣交錯進行。我以為這樣的新

禮拜，只是藉著新鮮的型式來呈現
熟悉的耶穌誕生經文。我沒想到的，
是，聽孩子們讀經，然後聆聽來自
不同背景的人的故事，居然可以那
麼強烈動人。到禮拜結束時，禮拜
堂裡沒有一隻眼睛是乾的。不只是
大人們感動，孩子們也安靜地敬畏，
因為聽到這麼多人分享在他們生命
中作工的上帝的大能。當天稍晚，
我回想起我的夢。這一次它沒有使
我不安了，而是給我一個“原來如
此”的時刻。因為我所親眼目睹的，
是上帝道的美好，在幾代人之間得
到分享，而且是如此誠實地分享。
還有，那些故事被聽到的時間，是
當我這個牧師保持安靜的時候。

第二十一日 星期六 12月19 日
相信一切終必安好的勇氣
然後，我看見一個天使從天上下來，手
裡拿著無底深淵的鑰匙和一條粗大的鍊
子。他捉住了那條戾龍，就是那古蛇，
是魔鬼，又叫撒但，把牠捆綁一千年。
天使把牠扔進無底深淵去，關閉起來，
加上封印，使牠不再去迷惑列國，直到
過了這一千年。期限過後，牠要暫時被
釋放。我又看見一些寶座；那些坐在上
面的人都得到審判的權。我也看見了那
些因承認耶穌所啟示的真理和上帝的道
而被殺害的人的靈魂；他們沒有拜過那
獸或獸像，額上或手上也沒有那獸的名
號。他們都復活了，跟基督一同作王一
千年。（其餘死了的人要等這一千年滿
了才復活。）這是頭一次的復活。那得
以包括在頭一次復活中的人是聖潔有福
的！第二次的死無權轄制他們；他們要
作上帝和基督的祭司，要跟基督一同作
王一千年。這一千年後，撒但要從囚禁
中被釋放出來；他要去迷惑地上四方的
國家，就是歌革和瑪各。撒但要把他們
集合起來，出去打仗；他們的人數像海
灘上的沙那麼多。他們遍滿全地，圍困
上帝子民的營和他所愛的城；但有火從
天上降下，吞滅了他們。那迷惑他們的
魔鬼被扔到火與硫磺的湖裡去；那隻獸
和假先知早已在那地方了。在那裡，他
們要日夜受折磨，永不休
止。
— 啟示錄 20:1–10

主日崇拜不是在崇拜我或我滔滔不
絕宣揚福音的能力。“經文，聖誕
詩歌與見證真光” 的新待降節禮拜，
留了時間讓沒被聽到的聲音被聽到。
保羅在以弗所書中在要求大家為他
禱告，使他能夠大膽傳揚。不過在
那個禮拜日，我學到要禱告使他人
能夠大膽宣揚發言，並分享他們必
須說的信仰故事。我們需要更多人
找到說話的勇氣。我們尤其需要更
多人找到沉默片刻來聆聽的勇氣。

禱告
用說話創造萬物的上帝啊，求祢
賜我勇氣，在該說話時說話，在
該聆聽時聆聽。幫助我聽別人的
故事，並在我的聆聽中更加認識
祢。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您上一次有一個家庭說故事之夜
是什麼時候？冬天是最好的時
機，將家人聚在虛擬的壁爐前，
享受一個見證基督真光的夜晚。

我的新約課程正在討論啟示錄，我
很期待，因為在我小時候的教會，
啟示錄是聖經裡很少被講解的一本
書。於是這時當一個重要的教會會
議將我叫離啟示錄課堂時，我感到
很失望。我到達教會時，牧師看到
我的失望，開玩笑地說作為長老教
會的一員，我不會錯過太多。他說：
“我們通常不會花太多時間在啟示
錄上。” 長老教會信徒不曾花時間
在啟示錄上，從每日經節表讀到今
天的這段經文之後，我就明白為什
麼了。其實談論人們行走在待降節
的黑暗中，比談論善與惡之間的戰
鬥讓我覺得舒服一點。不過我們現
在讀到啟示錄的經文了，這是待降
節的好消息。真的。
首先，我要請你不要照字面去理解
經文中提到的一千年。奧古斯丁和
約翰．加爾文都視這個宇宙事件為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好吧，我知道
這聽起來不像是個好消息，但請繼
續聽我說。作者約翰與我們分享的，
是一幅勝利的圖畫，那些在生命中
戰鬥過的人，現在得到祝福、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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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穩固一一整全。這段經文是待
降節經文，因為它再次強調耶穌的誕
生，不是只為了讓我們有一個感性的
節日可慶祝。耶穌是誕生來拯救。耶
穌來也是為了裝備我們，如何在這一
生中與邪惡戰鬥、如何站起來發聲、
如何學會更深刻地愛人、更自由地寬
恕。 當然，這是一場激烈的戰鬥，但
是最終我們將堅持不懈。所有那些帶
有爭戰傷痕的人都將重新受造為整全。
我們的世界最近似乎正在進行一場激
烈的戰鬥，今年是艱難的一年，過多
的稱作COVID-19的病毒、族群不公
義、貧窮…等等，造成太多的死亡。
然而我們被呼召來找到勇氣去打美好
的仗、做個使世界變得更好的一份子。
我們沒甚麼好怕的，因為啟示錄告訴
我們，我們在勝利的團隊裡-- 而團隊
是關鍵詞。我們被呼召來一起工作，
建造一個人人都享有公平正義的世界。
Howard Thurman寫道：“在日常生活
的各項領域中，我們都必須盡一己之
力，使社會的根本架構得以維持，免
於崩潰或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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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萬一你發現自己的勇氣減弱時，
請記住這一點：“不要懼怕”是上
帝的天使向驚慌的馬利亞、困惑的
約瑟和被人拒絕的牧羊人講的待降
節信息。
“不要懼怕”這句話現在正在輕聲
地傳給我們每一個人。

禱告
主上帝，善與惡之間的戰鬥似乎不斷加
劇，每天新聞在報導又一件社會不公義、
又一件健康威脅、又一件自然災害、又
一件無辜者死亡。我大膽祈求勇氣面對
每一天。我祈求勇氣，使我顫抖的手能
平靜下來，能繼續點亮趕走黑暗的蠟燭。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記得分享你在這個節期點燃勇氣之燭的
照片。請將照片發送到editor@pcus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