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日 星期四 12月31日
跟從光的帶領
耶穌又對大家說：「我是世界的
光；跟從我的，會得著生命的光
，絕不會在黑暗裡走。」
-- 約翰福音 8:12

我從來不是一個用參加喧鬧的派對
來迎接新年的人。我也不覺得跨年
夜在紐約的時報廣場吵雜的人群中
看報時球下降是一件有趣的事-- 雖
然我的住處離那個瘋狂的地點只有
幾條街。我比較喜歡安靜地、沉思
地開始新的一年：點一根蠟燭，喝
完假期剩下的蛋酒，或看一部老電
影。
剛搬到佛蒙特州當牧師的時候，我有一個
機會與別人分享我的夢幻沉思跨年夜：夜
間在樹林中踩雪鞋 (snowshoeing)。我的瘋
狂念頭因一個朋友的響應而得到鼓舞，所
以我們著手規劃路線，結果選擇較短的一
條，因為當晚的氣溫會下降到個位數。我
們會綁一個頭燈，照亮雪中路徑。當我們
從樹林出來之後，要在野地生起一個很大
的營火，喝熱可可來迎接新年。
後來我為了增添當夜的節慶氣氛，計劃在
沿途懸掛電池操作的燈籠。當我們到達掛
燈籠的第一棵樹時，我們要停下來，我要
讀一段關於除舊歲、迎新年的聖經或感人
的詩詞。
跨年夜終於到了，剛新下的一場雪，對踩雪
鞋真是再好不過了…可是我們一進入樹林，
就發現被黑暗壟罩。頭燈的光線微弱，我們
很快就開始感覺夜間在樹林裡很緊張。這比
我想像的更黑暗。

但是就在這時，我看見前方遠處有一小點
燈光。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一點燈光了。
隨著我踏出的每一步，那點燈光也變得更
大更明亮，直到我們站在掛燈籠的第一棵
樹下，聆聽上帝要永遠引導我們、永遠與
我們同在、永遠照亮我們前面道路的應許。
事情就這樣繼續下去。在朗讀和默想一會
兒我們要拋下留在舊的一年的是什麼之後，
我們邁步向前，重新回到黑暗，直到下一
盞燈籠出現。
Howard Thurman 發現，「一個人的腳步
被記憶中的光引導，去繼續在黑暗中的旅
程，就是去認識勇氣-- 即使周遭黑暗，仍
要求光繼續成為光的勇氣。」
新的一年即將開始，雖然我們殷切祈求它
會比 2020 年更好，但是我們仍免不了對
未知的明日感到憂慮。我們似乎一直走在
濃密、駭人的樹林中。不過請記住：「在
黑暗入侵時，走在光明中，就是等候上
主。」

禱告
上帝啊，我的年日都在祢的掌握之中。在
我告別這個對許多人、在許多方面都是很
難熬的一年之時，我感謝祢一直在我身邊。
我知道祢在引導我。我知道在我的雪厚、
林密的路徑沿途，有一盞祢的燈籠大放光
明。靠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你不用半夜在樹林中行走，才能體驗到上
帝的光在引導你進入新的一年。你可以在
你的家中創造一條光的路徑，只要在家中
四處放一些蠟燭，將蠟燭燃燒之處當作迷
你禱告站即可。“旅行”到每一站，放下
你應該放下的，或做一個讚美禱告、或單
純停下來沐浴在燭光中，然後說句最偉大
的禱告詞：「上帝啊，感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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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日 星期五 1月1日
一個新年決心
既然你們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要
靠着他而生活，照着你們所領受的
教導，在他裏面生根建造，信心堅
固，充滿着感謝的心。你們要謹慎
，免得有人用他的哲學和虛空的廢
話，不照着基督，而是照人間的傳
統和世上粗淺的學說，把你們擄去
。因為上帝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
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你們在他
裏面也已經成為豐盛。他是所有執
政掌權者的元首。你們也在他裏面
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而是使
你們脫去肉體情慾的基督的割禮。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
此禮上，因信那使他從死人中復活
的上帝的作為跟他一同復活。
— 歌羅西書 2:6–12

我認為這就是我對大部份新年決心的
質疑之處。這些決心都傾向把焦點放
在自己：讓身材更好、看起來更漂亮、
賺更多錢。
可是 Howard Thurman 提醒我們，有
個東西「非常重要，是屬於新年的」，
就是「與超越我們的家庭、我們的關
心、我們的責任的事物聯結」的機會。
Thurman 建議選擇關注一樣你本身的
需要以外的事物。「付出部份的你」
給某個志業、某個目的、甚至某個人。
上帝藉著成為血肉之軀，付出部份的
自己給這個受傷的世界。這是一份最
終拯救我們脫離自我的傷害的聖誕禮
物。假如我要在今年靠基督而生活，
那意味著我要超越自己的舒適去幫助
別人。

我有一個朋友，是一個弱小教會的牧
我不是一個制訂新年決心 (New Year’s
師。他們冬天通常在一個小交誼廳禮
resolutions) 的人。我曾這樣做過，但
拜，以便節省燃油開支，不用為大而
是每次都似乎不到 1 月 31 日，我就已
空蕩蕩的禮拜堂開暖氣。今年儘管
經失去做我發誓要做一整年的事的決
COVID-19 的疫情節節高升，她的教
心了。如果我要恢復這項傳統，我想
會仍然舉行戴口罩的實體禮拜。可是
沒有比保羅在歌羅西書所寫的更好的
為了實體聚會，他們必須使用大禮拜
決心了：「靠着他而生活」。這也正
堂，人與人才能保持六呎的距離，於
是 Howard Thurman 寫下「我要點蠟燭」
是他們很擔心如何支付燃油的帳單。
時，他在整個待降節期以及現在的聖
誕節期，所一直鼓勵我們做的事。
這個牧師本來希望這會讓她的教會願
意接受虛擬禮拜。可是沒有；這反而
在過去這幾個禮拜中，我們一直在思
促使一個會友慷慨奉獻一大筆錢來為
考如何藉著點燃喜樂、盼望、勇氣、
教堂開暖氣。我的朋友看見會友的好
平安、恩惠、仁愛的蠟燭，來讓我們
心腸，但是也不免覺得悲傷。雖然教
活在基督裡。但是我們即將面臨的挑
會有一些退休的富有會友，但是會友
戰，是如何在這個靈修指引結束、新
的輪廓並未反映僅能勉強維持生計的
的一年全然開展之後，能夠繼續在這
社區實況。許多家庭沒錢開暖氣，但
個世界上成為蠟燭發光。我們會記得
是空蕩蕩的教堂卻能開暖氣。我想今
我們曾經讀過、思考過、祈禱過甚麼
年我要邀請大家制訂一個新年決心：
嗎？我們會記得從我們身上發出最美
活在基督裡。
麗的光，是試圖照亮別人的黑暗的光
嗎？今年會是我們不為自己而活，而
是為服事他人而活的一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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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上帝啊，感謝祢賜我日用的飲
食，一張床可睡，以及能在家中
開暖氣。可是我要 2021 年成為活
在祢的聖子耶穌基督裡的年。我
要立志安慰他人；我要一些超越
我本身的舒適的東西。請祢將這
條道路指示給我看，藉著我來做
工。靠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將你所有的舒適列一個表，然後
對你的社區中辛苦掙扎的人做一
個誠實的評估。他們最需要的是
甚麼？你能幫上甚麼忙？一個教
堂開暖氣的錢，能用來讓一個以
上的家庭開暖氣嗎？

可是我當初若關閉去鄉下牧會的大門，
事情會變成怎樣？我將永遠無法經驗令
人驚異的恩典時刻。我將永遠無法看到
社區合作為一個貧苦的家庭募款的愛心。
那麼，信心是什麼呢？信心是對所盼望的
如果我不曾牧養過一個總是為錢掙扎、
事有把握，對不能看見的事能肯定。古人
能夠贏得上帝的贊許就是由於他們相信上
卻也總是足夠的教會，我將永遠無法發
帝。由於信心，我們知道宇宙是藉著上帝
現上帝供應我們日用飲食的作為是多麼
的話造成的；這樣，那看得見的是從那看
美麗。我將永遠不會遇到我先生，他在
不見的造出來的。由於信心，亞伯比該隱
曼哈頓約會數年沒結果之後，在「美國
獻了更好的祭物給上帝。他藉著信心，贏
小鎮」(Small Town USA)* 等我。我將永
得上帝的贊許，被稱為義人，因為上帝親
遠不會遇到我的天使雪人 Alice，她教
自悅納他的禮物。他雖然死了，仍舊藉著
我如何看見明日的盼望，即使似乎一點
這信心說話。由於信心，以諾得以不死。
他被提升到上帝那裡去，沒有人能找到他， 盼望都沒有。
第九日 星期六 1月2日
天使雪人

因為上帝接了他去。聖經上說，他被提升
以前已經得到了上帝的歡心。人沒有信心
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歡心。凡是到上帝面前
來的人都必須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信他要
報賞尋求他的人。由於信心，挪亞在還沒
有見到的事上聽從上帝的警告，造了一艘
方舟，救了他和他一家。這樣，他定了那
世代的罪，自己也從上帝領受了因信而有
的義。由於信心，亞伯拉罕順服上帝的召
喚，去到上帝應許要賜給他的地方。他離
開本國的時候，並不知道要到哪裡去。藉
著信心，他居住在上帝所應許的地方，異
地作客，跟領受上帝同樣應許的以撒和雅
各住在帳棚。因為亞伯拉罕盼望著那座上
帝所設計建造、根基永固的城。由於信心，
雖然莎拉不孕，也過了生育的年齡，她仍
然得到生育的能力，因為她相信上帝會持
守他的應許。雖然亞伯拉罕似乎已經死了，
從他一個人所傳下來的子孫卻像天上的星
星和海邊無數的沙粒那麼多。
— 希伯來書 11:1–12

我一直很喜愛這段一般稱為信心的「大點名」的希伯來書經文。它
告訴我們一些因為信心-- 而且只憑著信心-- 完全信靠上帝的男男女
女，甚至當上帝沒有事先給他們該期待甚麼的完整資訊，也沒為他
們裝備一張標示每個曲折、轉彎、坑洞的清楚地圖。僅僅「由於信
心」，就帶領他們去過一種若非選擇格言所謂的「信心的跳躍」，
就絕對不可能經驗到的人生。
由於信心，我對上帝呼召我去牧養鄉下教會說「Yes」-- 這些是很少
有牧師會覺得興奮的教會。回想起一個鄉下教會的聘牧委員會主席
在全國教會搜尋網站看到我的資料之後來找我，我今天仍會微笑。
她想知道我是否有興趣與聘牧委員會談一談，雖然我的資料上「牧
養鄉下教會」那一欄並未勾 “Yes”。我並不知道我有這樣做。我們
談了。教會呼召我了。接下來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事情發生在寒風鞭打村莊與山崗的一月
份的某個主日。前一晚下雪，所以我預
料出席禮拜的人數會比平常少。這是一
間會友多半是銀髮族長者的小教會，我
確定他們不會想冒險走濕滑的道路前來
禮拜。但我錯了。他們來了。
我在禮拜一開始稱讚他們，然後開玩笑，
說我期待他們在禮拜結束之後，與我一
起到教堂前面堆天使雪人。會眾響起一
陣笑聲，所以我想我的邀請在咖啡、點
心時間結束之前，就應該已經被忘光了。
你可以想像當我感覺有人在拉我的牧師
袍時，我有多驚訝。Alice，教會最年長
的長者之一，就站在那兒，已經穿上冬
季夾克。當她告訴我要「出發囉！」，
我還問她：「出發去哪兒？」Alice 說：
「我已經準備好要和妳去堆天使雪人
了。」我被震住了，其他人也是。但是
「由於信心」，他們也都很快的穿上外
套，然後我們就動身進入嚴寒的室外。
Alice 是第一個跌坐到雪地上的人，她
舞動像天使翅膀的雙臂，試圖站起來。
滑倒的人此起彼落，但是幫手也立刻上
前，將他們一個一個從地上拉起來。我
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這個教會還有
生命力，還有盼望耶！這裡有一個叫
Alice 的天使，她「由於信心」，做了
我牧會生涯所見最非凡的一件事。她接
受一個瘋狂牧師的邀請，讓那個牧師見
識了凡事真的都能，一一都能，「由於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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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註：“Small Town USA”是Justin
Moore所唱的一首鄉村歌曲的名稱。

禱告
上帝啊，當我對憑信心跨出腳步感到猶豫的時候，請赦免我。當我對祢
無限的愛與完美的引導感到懷疑的時候，請赦免我。請今日幫助我，看
見藉著祢凡事都能。願我今年的腳步，是對祢有極大信心的腳步。靠耶
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在你的生命中，有什麼是你認為不可能的？有甚麼是你一直猶豫去做
的？如果你感覺卡住了，閉上眼睛，想像你站在一條路上。現在把你的
腳向前移動一步，輕輕地說：「由於信心，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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