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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守公平，行公義；因我的救恩臨近，我的公義將要顯現。
                                                            (賽56:1)

主    任︰郭健民(行政) 馬穎儀(差會) 吳彩虹(牧養)

          方兆雄(聖樂) 

特約顧問：曹偉彤

主任牧師行政助理：林靜霞

音樂訓練幹事︰黃念郇*



序      樂 Prelude......Sweet Hour of Prayer (William B. Bradbury; arr. Gordon Schuster).....弦樂四重奏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542首 在主面前讚美祂................................. 詩      班

  來啊！在主面前讚美祂，來啊！在主面前讚美祂，高聲歌唱讚美耶和華聖名。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16首 普天下都來頌揚............................... 會      眾

開會祈禱 Invocation....................................................................................................................主      席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仰望十架以愛頌讚.............................. 會      眾

  以愛相連 世頌459首 

 1. 福哉！愛主聖徒，彼此以愛結連，和睦相處，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

 2. 在父寶座面前，同心虔誠祈禱，同擔憂懼，同得安慰，同一盼望目標。

 3. 彼此同當憂患，彼此同肩重擔，彼此共灑同情眼淚，彼此慰問勸勉。 (過門)

 我來就十架

 我來就十架，尋找憐憫、恩惠，我來就十架，因祢替我受刑。

 除去我軟弱，賜下祢力量，我卑微來就十架。

 祢張開雙手，祢呼喚我名。祢迎接這失喪兒女。

 祢付重價全為贖我罪債。耶穌，我來就十架。(過門轉調) (重唱) (過門) 

 大地好風光

 (詩班) 1. 環觀大地好風光，仰視榮耀美穹蒼，回想誕生到如今，主愛時常繞我旁，

             主愛時常繞我旁。(副歌)

 (弟兄) 2. 靜觀晝夜每時辰，宇宙萬物彩繽紛，山川花木景奇偉，日月星辰何光輝，

             日月星辰何光輝。(副歌)

 (姊妹) 3. 世間惟愛繫人群，父母兒女樂天倫，人間天上友朋多，溫柔和善愛真純，

              溫柔和善愛真純。(副歌)

 4. 因主恩手施恩寵，教會永世常昌隆，純潔犧牲因愛人，宣傳福音救世眾，宣傳福音救世眾。 

 (副歌) 敬向宇宙全能神，獻上頌揚感謝心。

 (詩班) 獻上頌揚感謝心。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弗5:1-2,8-14.........................................主      席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主      席

獻      樂 Music Offering.....Fairest Lord Jesus (Crusader's Hymn; arr. Gordon Schuster)......弦樂四重奏

讚 美 詩    Doxology ..............................................................................................................會      眾

獻      詩   Anthem .............親愛主，牽我手、為何我要歌頌耶穌？ (Dorsey & Ketchum)..............詩      班

 親愛主，牽我手

 1. 親愛主，牽我手，建立我，領我走； 我疲倦，我軟弱，我苦愁；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主席：梁明財牧師     領詩：葉焯雄弟兄
指揮：方兆雄牧師     司琴：余家瑋姊妹
伴奏：劉穎琛姊妹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錄播)                              



     經風暴，過黑夜，求領我，進光明；親愛主，牽我手，到天庭。

 2. 我道路，雖凄涼，主臨近，慰憂傷； 我在世快打完美好仗；

     聽我求，聽我禱，攙我手，防跌倒；親愛主，牽我手，常引導。

 為何我要歌頌耶穌？

 1. 我心靈中充滿快樂，因耶穌已拯救我；讚美救主奇妙聖名，潔淨我裏外罪過。

 (副歌) 為何我要歌頌耶穌？ 為何祂對我寶貴？祂是我主，我的救主，祂死叫我轉回！

 2. 在萬人中祂最美好，祂是玫瑰，百合花；祂是豐盛恩惠源頭，恩典慈愛祂賜下。(副歌)

祈禱時間   Pastoral Prayer .............................................................................................................會      眾

講      道   Sermon ............................講題：沒想過在這裡遇見耶穌 (約5:1-9)..............................盧惠銓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 世頌393首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會      眾

報      告   Announcements............................................................................................................主      席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338首 主耶穌，我曾應許................................ 會      眾

祝      福   Benediction................................................................................................................梁明財牧師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天天嘗主恩.............................................會      眾

    願主天天以恩包圍你，助你遵祂走信心的路；每日活在你心，保守你不犯罪，

    安心去嘗祂愛，常歡喜。

殿      樂   Postlude............................... Ave Verum Corpus (W. A. Mozart).................................司      琴

                                                   

                                   ** 會眾靜坐　默禱散會 **

 當值同工 投影員 即時傳譯 國　語 英　語 手  語(閣樓)
周六晚堂   劉漢華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1. 預備心，以心靈和誠實敬拜主。
2. 赴崇拜聚會，應有合宜之裝束。
3. 不遲到，準時入座，崇拜完畢始行離去。

崇拜守則

4. 崇拜時，請把響鬧裝置關掉或調校至震動模式。
5. 勿把隨身物件放座位上，以騰空位置予他人。
6. 崇拜期間請勿拍照或攝錄及上載轉傳。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暫  停

   
 
     培中崇拜司職一覽

           暫   停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Amazed at the greatness of God
             Presider: Ms. Christina Peistrup
          Hymn Leader: Ms. Belinda Wong

  (fb LIVE)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錄播)  講員：洪佩茜傳道    講題：被認可的服事
           主席：劉銳鋒傳道    領詩：卞星們弟兄



樂享聖筵每季短片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主

日

上

午

 8:30   清早堂崇拜
 9:45   各級成長班
10:00   早堂崇拜
          培中崇拜
          普通話團契(青年、成年)
          English Worship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1:30   培中少年崇拜
11:45   午堂崇拜
          普通話崇拜
          各級成長班
   培中成長班
          English Adult Bible Study

周

二

上午  10:00   姊妹手鈴練習
下午   2:00   加略山成長班

周

三

上午   9:00   早上查經祈禱會
上午  10:15   基利心山成長班
上午  10:30   非比女傳道會               
下午   7:30   查經祈禱會
上午   9:3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下午   8:0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上午   9:0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下午   7:3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周

五

下午   7:30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Formation in Christ-Likeness

主

日

下

午

 1:30   手鈴組練習

 2:15   午堂詩班練習

 2:30   印尼姐姐活動

 6:00   晚堂崇拜

周

六

上午 10:30   印尼姐姐活動
下午  2:00   少年詩班，清早堂、培中詩班，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2:30   兒童詩班練習(初級、幼稚、啟蒙、幼兒)                
下午  2:30   基督少年軍 (40分隊)
下午  3:30   各級成長班
下午  3:45   周六、早堂詩班練習
下午  4:30   少年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6:00   晚堂崇拜、木管樂組練習、 
                 少年崇拜、手鈴組練習
下午  7:30   弦樂組(每月1,3周)、少年弦樂組(每月2,4周)練習
                 路得成長班(每月1,2,3周)
下午  7:45   各級成長班 

其

他

每月第一周周一

下午 7:00  呂底亞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00  多加女傳道會 

每月第二、四周周五

下午 2:00  哈拿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五

下午 2:00  以斯帖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二、三周周四

上午 10:00  馬利亞女傳道會

每月主餐後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30  男士事工

每月第三、五周主日 

下午 2:30  晴心組(癌關團契)

上

周

聚

會

統

計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主日晚堂                 

本會少崇(六)           

培中崇拜   

培中少崇

普通話崇拜

兒童崇拜

English Worship

    每 日 讀 經 樂 享 聖 筵

 (日)  以賽亞書      六十五章

 (一)  以賽亞書      六十六章

 (二)  阿摩司書      一1-二3

 (三)  阿摩司書      二4-16

 (四)  阿摩司書      三章 

 (五)  阿摩司書      四章

 (六)  阿摩司書      五章

賽66:24『他們必出去觀看那些違背我人的屍首；因為他們的蟲是不死

的；他們的火是不滅的；凡有血氣的都必憎惡他們。』在歷史中違背上

帝的人，他們陷入永遠的死亡中，沒有新的開始。相對於那些回轉的百

姓，他們必在恩典中重生，在新天新地中永恆長存。 賽66:22『耶和華

說，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樣在我面前長存，你們的

後裔和你們的名字也必照樣長存。』，罪惡引誘人背離

神，在面對試探引誘的時候，願天父保守看顧我們的心

懷意念，幫助我們珍惜作神兒女的身分，時時悔改回歸

正軌，作出合神心意的選擇。

周六成長班 

主日成長班

訓練事工 

女傳道會 

普通話青年團契

晴心組(癌關團契)

基督少年軍(97)

基督少年軍(40)

男士事工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查經祈禱會(周三)
早上9時 (網上直播)，晚上7時半(網上錄播) 

負責同工：方兆雄牧師

主題：禱告讚美會

2 0 2 0 年 3 月 2 2 日

禱告園地
禱告園地是本教會在逢周三查經祈

禱會所列出的各項代禱需要，讓我

們以禱告記念教會聖工及眾聖徒需

要。請掃描QR code獲取有關資訊。

差會代禱事項
為東亞地區代禱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下，東亞地區教會所有

聚會都停止了，牧者只能靠賴網絡上的社交平

台來牧養信徒。求神加添牧者屬靈智慧，在困

境中給予信徒屬靈的亮光；也為未來教會恢復

聚會作好準備。

為這城守望祈禱
◆「但耶和華啊，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

們是泥，你是陶匠；我們都是你親手所造

的。」(賽64:8，《和修版》)讓我們謹記，

無論在任何境況，神仍然是我們的天父，我

們都是祂親手所造的兒女，與祂有密不可分

的關係，我們要好好珍惜與祂的關係，在「

疫」境中經歷祂仍與我們同行(賽63:9)。

◆ 為在家中、檢疫中心或醫院的被隔離人士及

患者禱告，求主賜他們在隔離檢疫的日子，

有平靜及忍耐的心；醫院的確診者也能夠得

到適切的治療而早日康復回家。

◆ 世界各地開始了「封城」或「鎖國」的抗疫

措施，祈盼國與國之間可以有好的溝通和合

作，不會各自為政，這樣才能夠同心抗疫，

打贏這場「病毒戰爭」。

◆ 記念參加DSE的考生，求主賜他們健康和平

安，盡力完成這數星期的考試。

崇拜和祈禱會特別通告
因著「新型肺炎」的影響，教會考慮群眾聚會

可能帶來對參加者的感染，因此，現場崇拜及

查經祈禱會聚會繼續暫停，弟兄姊妹請安坐家

中，參與網上崇拜及查經祈禱會，也可以在主

日有更多安靜時間讀經祈禱親近神。有關安排

及網上聚會如下︰
1. 崇拜及查經祈禱會繼續暫停，直至另行通

知。會眾請留意教會網頁或臉書的最新通
告，也可以與傳道同工聯絡或在辦公時間致

電教會辦公室查詢。
2. 網上轉播聚會時間

    崇拜：周六下午6:00
    英語崇拜(English worship)：10am, Sunday 

    普通話崇拜：主日上午11:45

    查經祈禱會：周三上午9:00
【以上的聚會是錄播形式，會眾在上述時間開
始後，於任何時段都可以在網上參與聚會】
希望弟兄姊妹能夠明白和包容，並讓我們繼續
在基督裡互相守望和代禱！

駕車會友注意
因本教會聚會暫停，九龍醫院復康大樓泊車場

周六、日整天停止服務，直至另行通知，敬希

留意。

會聞
◆ 衷心感謝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總幹事盧惠

銓牧師蒞會證道。

◆ 3月22日(主日)的會友交流會取消。會友如有

任何查詢，可與有關教會同工聯絡。 

◆ 三月份會友月會延後至3月28日(六)晚上7時

30分在大禮堂進行，敬請留意！

◆ 4月5日(主日)個人佈道組出隊日取消，敬請

弟兄姊妹留意。

四月份主餐崇拜特別安排
四月份主餐崇拜仍安排於4月4、5日進行。請會

眾循教會臉書收看直播或錄播主餐崇拜，並跟

隨主禮牧師指示同領主餐。安排如下︰

在參與主餐崇拜前，已受水禮會眾可透過以下

途徑預備主餐用品︰

(i)3月23日起，親身或派代表到本教會以下地點

   領取二合一主餐套裝

a. 耆壯中心︰禮拜一至五 (09:30-17:30)

b. 保安室︰禮拜一至五(08:30-09:30/

    17:30-22:30)、禮拜六及主日 (08:30-22:30)

(ii)自行到基督教書樓購買二合一主餐套裝

a. 太子天道書樓，電話︰2776 6887

b. 觀塘種籽書室，電話︰2720 3670

c. 油麻地道聲書局，電話︰2388 7681

(iii)自行購買梳打餅及葡萄汁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English Ministry worship 
now only online at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English Ministry, Facebook (https://
www.facebook.com/KcbcEnglishMinistry/) 
LIVE Sunday mornings at 10:00 am until 
further notice.
29 Mar 2020(Sun)
Title: Disciples who imagine their own 
        greatness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Rev. Bryan by 
email: bryan.p@baptist.org.hk

關顧部輔導組主辦講座

日期：4月19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八樓禮堂

講員：許德謙牧師

靜聽──禱告靈修工作坊：在禱告中復原
日期：4月25日、5月2日(禮拜六)(兩天內容相同)

時間：上午10:30-中午12:00

地點：六樓禮堂(25/4) 四樓禮堂(2/5)

人數：每節15人

         (工作坊舉行前一星期截止或額滿即止)

查詢：周麗珠同工(電話:27674226)

在紛亂中自處，在亂世中同行：從傷害到復原

有意應徵者請具函履歷致本教會主任牧師
收。合則約見。(信封面註明申請職位)

聘請
財務部助理幹事
需協助處理財務部日常工作，大學畢業或同等

學歷，五年以上會計工作及全盤賬目經驗，能

獨立工作，具良好溝通及分析能力。

事務員
需具維修工作經驗及輪班工作，體格強健，良

好的工作態度，無不良嗜好。

《城浸早晨，樂享聖言》網上靈修分享
目的：在疫症嚴峻期間，成長班和教會活動未

能舉行之際，為了讓弟兄姊妹在一天生活之

始，上班前、出門坐車之時領受聖言，好讓弟

兄姊妹與教會密切的聯繫和得到適時的牧養和

鼓勵，特設立「城浸早晨，樂享聖言」網上靈

修分享，                      ，由傳道同工以聲音

與弟兄姊妹分享當日讀經內容要旨，在教會網

站及facebook播放，歡迎按時收聽。

播出日期：由2020年2月24日起至疫症紓
緩/停止

每日早晨8時播出

「40天服侍小行動」
由3月1日起至4月9日一連40天內，全教會聚焦

一個方向，集中以愛服侍關懷(SERVE)，每日

甘心樂意實踐一件服侍小行動，特別在疫情期

間，不但祝福社區，更幫助我們的生命能夠轉

化，更像基督，榮耀神！(「記錄咭」將於成長

班復課後補回，或可在本季成長班課本的第二

頁找到)

宣傳片指引備忘錄

傳道部個人佈道組
「破籠五色佈道法」佈道訓練
日期：4月28日至5月26日(逢禮拜二)

時間：晚上7:30-9:30(共5堂)，另外三次出隊

地點：六樓禮堂(若因疫情影響，可能會在網上

授課及學習)

內容：佈道基礎、佈道須知，得救見證；破籠

福音講述；破籠重點重溫：甚麼是罪、

信心、即時栽培；網上傳福音的技巧，

如何運用工具，注意方法，出隊須知；

向兒童、老人、家人、病人佈道須注意

事項，出隊疑難。

截止：4月5日(可登入QR code 填寫報名表並電

郵至leona.y@baptist.org.hk遞交)

費用：$40元(用作購買佈道工具)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福音與社會」講座
反思神給予教會的使命
日期︰3月29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4:00

講題︰動盪時代中教會的使命

講員︰盧允晞博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新約助理教授)

聚會在教會網站及臉書設有網上直播及錄
播，歡迎會眾一同參與。

代訊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來函，預計轄下港九兩墳

場清明節當日前往掃墓人士眾多，建議信徒避

免在正日前往掃墓，墳場亦將按實際情況而實

施單向人潮通行。因應九龍聯合道華人基督教

墳場(九龍)的擠逼情況較為嚴重，請掃墓人士盡

量使用靜安街出入口進出墳場。



亞伯拉罕(二)：耶和華以勒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創22:1-19】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0 年 3 月 1 5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陳沛偉傳道 記錄：葉秋江姊妹

新型冠狀病毒已經進入全球大流行，各地政府面對極大的考驗，經濟和民生各方面也受影響。在這個特別的

時刻，讓我們重溫一個經典的片段——亞伯拉罕獻以撒的記載。這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在當中讓人更深認識神對

人的愛和看顧。這個記載有很多發人深省的地方，究竟順服神的吩咐可以去到甚麼程度呢？神的心腸是怎樣的

呢？「耶和華以勒」有甚麼重要的含義呢？ 

一、面臨更大的考驗 
上文創21章描述了幾件重要的事情，讓我們看見這記載的背景。首先是亞伯拉罕和撒拉引頸以待的兒子以撒

的出生，應驗了神在1年前對他們的承諾，也應驗了神20多年前呼召亞伯拉罕時給他的應許。第二件事是亞伯拉

罕打發了夏甲和以實瑪利離開，使一個積聚已久的家庭問題得到解決。第三件事是亞伯拉罕和當地的王亞比米勒

立約，確立了雙方和平相處的關係，足證當時的亞伯拉罕已有一定的影響力和勢力。總括而言，當時亞伯拉罕正

處順境之中，沒想到隨即就要面對一個重大的考驗。這或許也是人生的寫照！

神吩咐亞伯拉罕獻以撒，使我們想起神在創12章對亞伯拉罕的呼召，同樣也是神呼召亞伯拉罕進入一個未知

的當中，然而他同樣立即回應，聽命順服神。但這次是極之不同，也是更艱難的。在十二章神呼召亞伯拉罕，有

一個很明確的盼望，就是將要使他成為大國，蒙神賜福，也叫萬族得福。這是放棄現在及過去，展望將來的一個

呼召。但現在的呼召更加困難，因為現在要放棄的不是過去，而是將來，並且是摯愛的以撒。獻上以撒，就好像

一切的盼望都破滅。有指望，有將來，是人能夠在困境中支撐下去的動力(耶29:11)。要拿掉人的盼望是很殘忍

的事，特別是牽涉所愛的人的性命，是很難的功課。

亞伯拉罕雖然被稱為信心之父，但他的信心並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神給他的考驗也是按部就班，一步

一步讓他在試驗中看見自己的本相。考驗讓人生命得以被煉淨、成長和變得更堅壯。對亞伯拉罕來說，這次考驗

無疑是他人生中的一次大考，所以一點也不簡單。亞伯拉罕要獻上以撒，是一個十分難的決定。當然我們不是要

按字面的意思來代入將兒子獻為燔祭的經歷，但撫心自問，當有一個相似性質的考驗臨到我們身上，我們會如何

決定？ 能否順服神？在掙扎當中，保羅的話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你們所受的考驗無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神是

信實的，他不會讓你們遭受無法承受的考驗，在受考驗的時候，總會給你們開一條出路，讓你們能忍受得了。」

(林前10:13和修本)。

二、容讓留白的信仰 
由亞伯拉罕回應神獻以撒的呼召到抵達獻祭的地方，共有三天的路程。這對亞伯拉罕來說，可能是他一生中

最漫長又難熬的路程。經文雖然沒有描述他當時的心情，但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心中必有很多的痛

苦和掙扎！從經文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創22:6、8都提到亞伯拉罕和以撒「二人同行」，似乎是要表達亞伯拉

罕非常不捨的心情。三天的沉默，就連他最信任的兩位僕人也不能替他分擔，真是有苦自己知。有時我們的人生

也一樣，除了神之外，無人能夠明瞭、分擔我們的掙扎。創22：4節的描述很蒼涼——「到了第三日，亞伯拉罕

舉目遠遠的看見那地方。」經過三天，沒片言隻字，不想到的地方終於到了，當亞伯拉罕舉目看這個將要成為他

傷心地的地方，那份莫名的哀愁似乎已經完全滲透了亞伯拉罕整個身軀。

我們可能會為亞伯拉罕抱不平。神是否很矛盾？聖潔的神為何會作出如此的吩咐？祂想愚弄亞伯拉罕嗎？這

些問題，聖經沒有作出直接的回應，就像神由始至終沒有直接回應約伯一樣。對於生命中的種種疑問，有時很難

有簡單的答案，就算有，對於正面極大逆境的弟兄姊妹來說，也沒有多少分量。這也是我們常有的無奈，理性的

答案總是不夠應付我們內心的疑問。在整段經文中沒有太多的闡釋、人物對話，以及各人心路歷程的描述，作者

或許想在敘事中刻意在一些地方留白，讓人去思想、讓人自己和神對話，從中尋求答案。

人生中有些遭遇有時會令人費解，神沒有提供簡單即時的答案，而這或許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我們不須

急於去「填滿」這些留白的空間，神在適當的時候會讓我們看得見，就像神讓亞伯拉罕一步步地看見祂的作為，



明白祂心意。有時候在我們有生之年都看不見整幅圖畫，但我們亦無需耿耿於懷，正如保羅所說：「我們如今彷

彿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

樣」。（林前13:12）這是我們終極的盼望。

人在考驗或困苦中最常問的問題是「為何？」（Why?），這往往也是最令我們與神糾纏的問題。但若果我們

的問題是問「是誰？」（Who?），情況會否不同呢？究竟是誰在掌管呢？究竟是誰引導着我的人生？誰是我真正

的倚靠呢？這些問題的答案只有一個，也只需要一個，就是神。這個答案往往能夠幫助我們化解一些其他疑問。

這對父子的沉默最終由兒子打破，以撒終於忍不住問父親：「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裏

呢？」(創22:7下) 面對兒子的提問，亞伯拉罕沒法再迴避，他說：「我兒，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創

22:8) 他的回答正正就是Who，神自己必預備！神在每個人生命的計劃都不同，沒有一條固定的方程式，但我們可

以肯定神的屬性必然是常數──祂有憐憫、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這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

必須抓住的。

三、「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必看見」
亞伯拉罕告訴以撒，神自己必預備作燔祭的羊羔，原文「預備」直接的翻譯是「看見」。雖然當時他看不見

神有預備，但這並不重要，因為他最信任的神能看見！整段經文很強調看見──原文相同的意思共出現了5次，

其中包括「耶和華以勒」，「以勒」也是看見的意思。「耶和華必看見」的引申義就是「耶和華必有預備」。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祂的人，和仰望祂慈愛的人。」(詩33:18)。「耶和華必看見」是更加完備的。

神不單供給人的需要，更時刻關注。有些人被稱為缺席的父母(absent father/mother)，他們由於工作或其他的

原因，不能抽時間和孩子相處並關心他們，因此只能用物質來滿足孩子的需要。神對我們卻是無微不至，時刻看

顧，祂的眼目沒有離開過我們，就連我們的頭髮也都數過。既然如此，我們就不需要過分擔心日用的缺乏，也不

需擔心神在重大的事上對我們不聞不問，因為祂看得見我們的需要，連我們不知道的祂也看得見。

亞伯拉罕對神的順服、信靠令他能看見和經歷神的奇妙作為，與神相遇，這是我們持守信仰所需要具備的一

個重要元素。我們的信仰必須每天用信心去經歷，總不能靠一兩個獨特的屬靈經驗，或得救見證去支撐我們一生

之久的信仰，因為即使那個見證是多麼的感人肺腑，熱情終會冷卻。有時我們或會慨嘆生活中未能經歷神、看見

神，心中暗忖為何神總是不在——God is nowhere；其實若我們願意信靠順服，無論大事小事都願意押上信心，

就不難察覺神就在身邊──God is now here！若果以亞伯拉罕三天的路程來比喻我們人生一些遭遇，或許你正面

對不同的景況，處於不同的階段。但無論如何，亞伯拉罕獻以撒的記載提醒我們，耶和華看見，祂必看顧，在未

曾想到的時候，祂已按自己的意思介入我們的生命。「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9）。神就是這樣將出人意外的平安恩惠賜給祂的子民！

四、天父的心腸
獻以撒是極大的考驗，超乎人的常理。我們嘗試代入亞伯拉罕的處境，想像當他到最後知道這是神對他的考

驗，他的心情會是如何？是放下心頭大石充滿喜樂，抑或會心中動怒——為何我對神如此的忠心，卻被祂如此試

驗？這段記述沒有提及以撒的母親撒拉，直到23章才提到她的死亡。因此有些猶太拉比解釋，當撒拉知道整件事

情的時候，抵受不了打擊以致鬱鬱而終，我們沒有肯定的答案，但如此的考驗的確不是每個人都承受得起。究竟

在這段經文當中，神的心腸是如何的呢？要我們對神有怎樣的認識呢？這段經文令我們聯想到神的羔羊，神同樣

獻上祂獨生的兒子耶穌基督，所不同的是耶穌基督最終要死在十字架上，以撒卻得蒙解救。神在摩利亞山上憐恤

了亞伯拉罕的獨生子，但在加略山上卻沒有愛惜祂的獨生子耶穌，讓祂擔當了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要求亞

伯拉罕獻以撒，但這也正是神自己將要做的事——神要獻上自己心愛的獨生子耶穌，這份不捨和錐心的痛，亞伯

拉罕預嘗了！亞伯拉罕向歷代顯示了對神無比的信心，也間接彰顯了神這份不可能的愛，讓我們更深地體會到神

將祂的愛子耶穌基督送上十字架作為挽回祭的痛苦。神對我們的愛是難以想像的，神怎能為了我們這些不配的罪

人犧牲自己的獨生愛子呢？正如詩歌《難以解釋 I cannot tell》所說，那份愛是無法解釋的！「神既不愛惜

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羅8:32）這是神的心腸！既然如

此，我們還有甚麼需要害怕、需要獨力承擔呢？神已經將祂寶貴的獨生子賜給我們，這是一份不可言喻的愛。

總結
面對人生的考驗，無論是當下的疫情所帶來的困難，或是人生種種的難關，或許我們會有不解的地方，經歷

留白，但必須記得神對我們這份不可能的愛，和祂對我們時刻的關注。「耶和華以勒」──神看見、神介入，神

供應。道路或許很漫長，但不用怕，因為有極愛我們的神時刻看顧、供應。讓我們堅持對神的信靠，將一切的憂

慮全然交託給神。願神藉着今日的經文堅固我們眾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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