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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樂 Prelude......................Near to the Heart of God (arr. Don Hustad)............................. 司      琴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61首 亞伯拉罕的神..............................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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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敬拜呈獻偉大救主 ............................會      眾

 真光普照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主愛光輝正照耀人間，照遍黑暗地方像明燈；主基督乃真光照亮萬邦，

     賜予真理，使釋放離罪鎖。照耀我靈，照亮我心。

 (副歌) 真光普照，充滿天地乃聖父榮耀，火焰聖靈熾熱千顆心。

　          主愛湧流，施恩典、憐憫，救贖眾生；請賜真理，將主光輝照遍。

2. 靠祢寶血我進祢亮光，脫離幽暗、進威嚴榮光，在祢跟前屈膝，

   懇求憐恤、鑒察、光照我，將黑暗盡驅；照亮我，照亮我。

(副歌) 真光普照，基督，彰顯祢天父榮光，差遣聖靈，將心靈燃點，

   恩典江河傾流，充滿這世上萬邦，彰顯真理，真光普照全地！(間奏)

獻給我天上的主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版權所有，獲准轉載)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

為祢我獻上頌讚。  (全首唱兩次) 

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間奏)                                                                

祢真偉大（版權屬譜頌音樂、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全然以心歌唱頌主拯救；我要讚揚：祢真偉大！全然以心歌唱頌主拯救；偉大救主遠超萬有！

1. 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副歌)

2.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副歌) (升調)  

3.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徹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啊，祢真偉大。(副歌)

(副歌)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詩86:1-7,12..........................................主      席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錄播)  

  

主席：明頌恩傳道     領詩：廖穎珊姊妹
司琴：黃敏嫻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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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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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樂   Music Offering.......O Love that Wilt Not Let Me Go/ Come, Ye Disconsolate........黃敏嫻姊妹

                                                         (arr. Ethel Tench Ro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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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Sermon ............................講題：青年大衛蒙難記 (撒上21-23章)................................ 方兆雄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375首 全告訴耶穌 (1,2,4節)............................. 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主      席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293首 我永屬主......................................... 會      眾

祝      福   Benediction................................................................................................................ 方兆雄牧師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世頌567首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會      眾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與天父豐盛的大愛，和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同在。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與天父豐盛的大愛，和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同在。

   到永遠，到永遠，直到永遠，阿們。

殿      樂   Postlude........Praise the Lord! Ye Heavens Adore Him (arr. Anna Laura P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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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晚堂 鍾家威 黃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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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yan Peistrup  
           Title: I can remain calm, really I can
             Presider: Ms. Geriann Wyrick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10:00
(Broadcast)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林少琼牧師    講題：向神傾心吐意
主席：洪佩茜傳道    領詩：黃念郇弟兄

 11:45
 (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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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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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普通話團契(青年、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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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每 日 讀 經 B . L . E . S . S .

 (日)  耶利米哀歌     二章

 (一)  耶利米哀歌     三章

 (二)  耶利米哀歌     四章

 (三)  耶利米哀歌     五章

 (四)  何西阿書        一1-二1 

 (五)  何西阿書        二2-三5

 (六)  何西阿書        四-五章

人在世上最大的需要是：與神和好，與神重建愛的關係！但每一天，

千萬人走在死亡的路上，與他們的創造主隔絕，但他們仍竭力走下去，

我們看見嗎？

                    「人們需要主，當美夢破滅之時，祂為人開路。

                       人們需要主，何時我們才知，人們需要主？」

我們已白白領受了神的救恩，假若我們只把好消息留給自己用，我們

就是自私得可怕的人！讓我們繼續在餘下的廿十多天，每天學習為一

位未信者的得救祈禱，並適時與其分享耶穌的故事。

我要為未信的親友禱告：（請在此寫下他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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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S.S. & S.G.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註︰受疫情影響，教會已暫停所有現場聚會及活動，

   直至另行通知。請參與各項網上聚會，並密切

   留意教會網頁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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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訃聞
◆ 黃李芬姊妹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2 0 2 0 年 8 月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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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志明、蘇艷宣教士夫婦 (泰國)
1. 在疫情期間，大部份的手鈴事工都停頓下

來。求主賜他們智慧尋求新的方向繼續將福

音傳揚；請繼續為手鈴基金會的註冊手續祈

禱，求主帶領，使官員能按時批核。

2. 為他們的父母祈禱，盼望他們願意敞開心靈

接受救恩。黃志明宣教士的父親早前曾失去

知覺，醫生發現在他身上有兩個位置需要作

進一步檢查，求主醫治他！

會友消息
◆ 應瀟鵬弟兄、蒙雨知姊妹將於8月29日(六)下

午2時正，在本教會舉行婚禮。

為這世代守望祈禱
◆「我的子民哪，不用害怕，因為我與你們同

在。我要消滅我放逐你們去的那些國家，

但我不消滅你們。我要照你們應得的管教你

們，不會滅絕你們。我上主這樣宣佈了。」

(耶46:28，《現代中文譯本聖經》)讓我們在

害怕的時候，緊緊抓住神同在的應許，縱然

經歷艱難，當中也有神的管教，最終卻使我

們得着益處(來12:10-13)。

◆ 不同地區陸續出現新一波的疫情，讓我們繼

續祈求上主憐恤世界各地人民，或是疫境，

或是亂世，或是心靈軟弱，或是情緒不安，

無論在怎樣的苦難困境中，叫我們更謙卑地

倚靠主、仰望祂保守引領我們，堅持與主同

行，靠主與苦共存。

◆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箴17:22)「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

你們要喜樂。」(腓4:4)

2020佈道大會
主題：「亂世中尋出路」

講員：朱光華牧師(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長)

9月18日(星期五) 晚上7:30
分題：燥動中求挺進

見證嘉賓：梁雨恩Cathy

               (職業飛鏢手、流行樂壇歌手及演藝人)

9月19日(星期六) 晚上7:30
分題：避險時得把握

演出：城浸詩班樂組

9月20日(星期日) 下午3:30
分題：隔離中覓知音

見證嘉賓：譚麗珊教授(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

藥物治療學系風濕科主管)

「佈道大會動員日」新安排
由於疫情及限聚令，8月30日(主日)下午2:30的佈

道大會動員日改為以Zoom及Facebook直播形式

進行，鼓勵大家報名及出席，齊齊立志邀請人參

加佈道大會，使福音廣傳。請掃描

QR code網上報名或致電27674239

向楊麗群同工報名，8月23日截止。

「福音與社會」講座系列
反思神給予教會的使命
日期︰8月23日(本主日)

時間︰下午2:30-4:00

形式︰教會臉書直播 (不設錄播)

講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教會

講員︰馮兆成牧師 (中國宣道神學院榮譽院長)

會聞
◆ 原定於8月23日(主日)舉行的會友交流會取

消。會友如有任何查詢，可與有關教會同工

聯絡。

◆ 八月份會友月會原定於8月26日(三)舉行，受

疫情影響，會議延後至8月29日(六)晚上7時

15分在大禮堂進行，敬請留意！

三天聚會均在本教會Facebook及YouTube 
線上直播，現場聚會需視乎疫情進展，請
禱告記念並將佈道大會單張更新版轉發給
親友，邀請他們一同在亂世中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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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adcast Sunday mornings at 10:00 am 
until further notice.
30 Aug 2020(Sun)
Title: Cry out to the Lord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聘請
1. 財務部幹事/助理幹事
需負責全盤賬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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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文輸入法，具

良好溝通及分析能力。具體聘用職級將根據應

徵者之學歷及工作經驗而定，具處理教會財務

經驗者更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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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保安員
需具備有效保安牌照、輪班工作。
有意者請具函履歷、近照及要求待遇，寄九
龍亞皆老街206號九龍城浸信會主任牧師收，
合則約見。收集的個人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應徵者如沒收到面見通知，作不合適論。

奉獻
在疫情期間，弟兄姊妹可透過以下途徑奉獻：

1) 郵寄支票

2) 銀行轉帳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恒生銀行(024)：285-0-123932

    匯豐銀行(004)：492-002027-001

    中國銀行：012-875-2-029808-3

    (註:櫃員機轉賬或入數不用輸入括號內的數字)

3) 轉數快FPS電話號碼：96524823 (新增設)

戶口/收款人名稱:九龍城浸信會或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奉獻後請將收據及個人資料(例如：姓名、電

話、奉獻類別)電郵至offeringkcbc@baptist.

org.hk或WhatsApp至收款專用電話96524823

或郵寄收據正本到教會(請註明財務部收)。

＊詳情請參閱教會網頁特別消息內文＊

後疫期心理輔導講座系列
逆喺危機，逆喺轉機 
日期：8月30日(主日)

時間：下午3:15-4:45

講題：從情緒衝突到情緒教育(親子篇)

講員：梁經緯先生(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形式︰教會臉書直播

《親密之旅》
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培訓課程
日期：10月9日至12月18日(逢星期五晚，共11堂)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六樓禮堂(如受疫情影響將改為網上教學)

導師：潘倩雯女士及石玉瓊女士(國際親密之旅

培訓師)

對象：各年齡部成長班導師、部員及同工

人數：只限40人

收費：$160，另加課本費用$80

截止：9月6日(額滿即止)

舉辦：成年部與訓練事工

請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

崇拜前祈禱時間
特增設崇拜前祈禱時間，讓弟兄姊妹在進入崇

拜之先，同心為教會及世界守望祈禱，並準備

我們向三一真神呈獻心靈和誠實的敬拜。歡迎

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同心守望！

(周六下午5時45分起)

1-7月份財政收支
    經常費                差傳

收入    25,408,700(1)   8,185,805(2) 

支出    26,093,788      8,539,765

累積不敷     (685,088)       (353,960)

註(1)佔全年預算收入46.26%

   (2)佔全年預算收入37.44%

如疫情持續，估計全年的不敷數可能增加。

訓練事工
為了方便本教會弟兄姊妹交回訓練事工課程報名

費用，除了可交現金或郵寄支票外，現可使用轉

數快FPS電話號碼：96524823，收款人名稱會顯

示為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必

須於「訊息」欄輸入訓練事工學費/書費、科目名

稱，學員姓名及聯絡電話。(如：訓練事工學費/書

費，新約概覽，陳小芬，91115773)

完成後請將付款收據電郵至training@baptist.

o rg .hk或WhatsApp至訓練事工專用電話

91304916。



各自回頭看後頭──約瑟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創45:1-5】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0 年 8 月 1 6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曾智聰牧師 記錄：葉惠琳姊妹

成長的記號
「冤家宜解不宜結，各自回頭看後頭。」這是明朝詩人唐寅〈嘆世之二〉的名句，道出了人應放下仇怨，因

為只要回頭一看，景況便會不再一樣；否則冤冤相報，只會越陷越深，害己害人。約瑟一出生就是被父親寵愛的

兒子，父親雅各經常在眾兒子面前，不經意的流露了對約瑟的偏愛，既將獨一無二的彩衣送給他，又把他留在身

邊，免去粗活；後來惹來兄長的嫉妒將約瑟賣到埃及為奴。約瑟經過不同起跌，最終成為埃及宰相。當中兄弟重

逢，互相寬恕的一幕更說明一切皆有神的帶領。

約瑟小時候天真可愛，常常將自己做的怪夢與眾兄長分享，又暗示自己與眾不同，最終惹來兄長們的不滿，

將他賣到埃及。約瑟後來雖然得到主人波提乏的賞識，將管理一切家務的重任交給他，可惜被主母陷害，再一

次跌入人生低谷，被關進監獄，從此不見天日。在反復起跌的際遇中，約瑟對自己和神產生過懷疑，實在無可

厚非。然而，他往往表現出堅強的信念和高尚的人格，堅拒主母的引誘：「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創

39:9下)

約瑟的生命素質：有神的靈同在  
耶和華與約瑟同在，使他蒙恩又獲得司獄長的賞識，將監裏所有的囚犯都交給他管理。後來在監獄裏，他為

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長解夢，得到酒政引薦為法老王解夢，最後更被提拔為宰相，治理埃及全地(情形就像當年的

夢景一樣)。約瑟能够克服種種困難，獲得這個位份，全因他有高尚的生命素質。每位認識約瑟的人，包括波提

乏、司獄長和法老等，都對他交口稱譽，認定有神的靈與他同在（創39:2-4、21-23、41:38-40）。

我們很容易受到眼前的境況困擾，以致走不出困局，甚至怨天尤人，鬱鬱過活。然而成功的人卻會視危機為

轉機，把它看作發揮的機會。楊牧谷博士的著作《你欠生命一份神蹟》，裏面有這樣一句話：「在每個人的生命

中都有一份神蹟，而啟動神蹟的按鈕就掌握在人自已的手中。」今天，我們的生命為何平平無奇？究竟哪裏出錯

了？書中又寫到：「生命的神蹟不是歲首煙花匯演，叫全城的人譁然。但神蹟的確是煙花，叫身旁的人譁然。不

管是從那一點開始，你都可以叫自己的生命耀眼，叫你身旁的人譁然，當你的生命迸出耀眼光芒的時候。」「耀

眼的生命是個神蹟，人人都應該擁有起碼一個生命的神蹟，今天你若仍然暗淡黯然，你就是欠生命一份神蹟。」

楊博士提醒我們：要靜聽心靈的聲音，了解自己的目標和方向，追求的是甚麼？並且按着使命走人生的道路，那

麼你將會發現你的生命不再一樣。

約瑟的內心世界：忘了、忘不了；認得、不認得
約瑟也有過掙扎，從他給兩個兒子所起的名，便略知一二：「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非拉的女兒亞

西納給約瑟生了兩個兒子。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因為他說，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給

次子起名叫以法蓮，因為他說，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創41:50-52)瑪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但

約瑟是否真的忘記了？以法蓮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神使約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給了他一些安慰。約瑟經

歷了許多苦難後，生活大大改善，可謂守得雲開見月明。能够取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都是他努力走出困

局的成果。

當約瑟面對自己的內心世界時，似乎可以忘掉過去的困苦，在埃及重新開始，甚至有一番作為。然而，過去

的一切似乎都不曾存在過，包括他的父親及兄長們，約瑟可會感到可惜或遺憾嗎？從他再次與傷害自己的兄長們

相遇時，每次都大哭一場，就知道其實他忘不了！實際上，他從沒有割捨與家人的感情。

「約瑟看見他哥哥們，就認得他們，卻裝作生人，向他們說些嚴厲話，問他們說：『你們從哪裏來？』他們

說：『我們從迦南地來糴糧。』約瑟認得他哥哥們，他們卻不認得他。約瑟想起從前所做的那兩個夢，就對他們

說：『你們是奸細，來窺探這地的虛實。』」(創42:7-9)約瑟認得兄長卻假裝不認識，更要藉此機會試探他們有

沒有改變。前塵往事不易放下，百般感受湧上心頭。原諒、寬恕也許難以啟齒，但約瑟沒有立刻報仇雪恨，而是

觀察兄長們的言行，給予他們機會；最終兄弟之間得到和解，關係得以重建。



約瑟的深刻內省：哭了一場
兄長們也感到後悔，「他們彼此說：『我們在兄弟身上實在有罪。他哀求我們的時候，我們見他心裏的愁

苦，卻不肯聽，所以這場苦難臨到我們身上。』呂便說：『我豈不是對你們說過，不可傷害那孩子嗎？只是你們

不肯聽，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們追討。』他們不知道約瑟聽得出來，因為在他們中間用通事傳話。約瑟轉身退

去，哭了一場，又回來對他們說話，就從他們中間挑出西緬來，在他們眼前把他捆綁。」(創42:21-24)

當聽到兄長的悔意，約瑟就忍不住痛哭一場；當兄長把他同母的胞弟便雅憫帶來時，約瑟愛弟之情發動，就

急忙尋找可哭之地，進入自己的屋裏，又哭了一場(創43:29-31)。「約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

聲說：『人都要離開我出去！』約瑟和弟兄們相認的時候並沒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聲大哭；埃及人和法老

家中的人都聽見了。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是約瑟。我的父親還在嗎？』他弟兄不能回答，因為在他面前都驚

惶。約瑟又對他弟兄們說：『請你們近前來。』他們就近前來。他說：『我是你們的兄弟約瑟，就是你們所賣到

埃及的。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裏自憂自恨。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創45:1-5)每

當我看到這段經文時，都會大受感動，兄弟能够相擁而哭，彼此化解恩仇，實在難能可貴的。對於這突如其來的

改變，兄長們都難以接受，他們感到驚惶，約瑟卻叫他們「近前來」，化解了他們兄弟間多年來的恩怨。能夠

「行近」就是一切和好的開始。

猶大的內省獨白：我父親的命與童子的命相連
人需要自省，才有改變的可能。「猶大挨近他，說：『我主啊，求你容僕人說一句話給我主聽，不要向僕人

發烈怒，因為你如同法老一樣。我主曾問僕人們說：『你們有父親有兄弟沒有？』我們對我主說：『我們有父

親，已經年老，還有他老年所生的一個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親只撇下他一人，他父親疼愛他。』你對僕人

說：『把他帶到我這裏來，叫我親眼看看他。』我們對我主說：『童子不能離開他父親，若是離開，他父親必

死。』」（創44:18-22）猶大接受了父親極愛約瑟和便雅憫這個事實，也了解到父親如失去這兩個孩子時，那種

悲痛是會致命的。雅各叫兒子們再去糴糧的時候，他們卻被迫把便雅憫帶去見約瑟。

猶大又特別提到父親的感受，「你僕人－我父親對我們說：『你們知道我的妻子給我生了兩個兒子。一個離

開我出去了；我說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沒有見他。現在你們又要把這個帶去離開我，倘若他遭害，那

便是你們使我白髮蒼蒼、悲悲慘慘地下陰間去了。』」（創44:27-29）然後總結出：「『我父親的命與這童子

的命相連。如今我回到你僕人－我父親那裏，若沒有童子與我們同在，我們的父親見沒有童子，他就必死。這便

是我們使你僕人－我們的父親白髮蒼蒼、悲悲慘慘地下陰間去了。因為僕人曾向我父親為這童子作保，說：『

我若不帶他回來交給父親，我便在父親面前永遠擔罪。』現在求你容僕人住下，替這童子作我主的奴僕，叫童子

和他哥哥們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見我父親呢？恐怕我看見災禍臨到我父親身上。』」(創

44:30-34)

猶大能够有如此的反省，感受到父親的悲苦，甚至願意代替便雅憫作約瑟的奴僕，是因為自己也經歷過兩個

兒子的離世(創38:11-12)，以至深深感受到父親那種喪子之痛(參創37:33-34)。猶大又接受了父親愛約瑟、便雅

憫和拉結的事實，因此願意代替便雅憫作約瑟的奴僕，這絕不是容易的。

約瑟的深刻內省：原是好的
解鈴還須繫鈴人，在現今的社會中，不免會有很多不同意見，然而我們可否放下成見和冤仇，重建彼此互信

的關係？猶大因為經歷喪子之痛，不忍老父再一次傷心致死，所以願意犧牲自己，代替便雅憫；約瑟經歷了不

同的困境，但因為認定一切都有神美好的心意──被賣到埃及，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創

45:5)，神的心意「原是好的」(創50:20)，所以最後願意放下冤仇，原諒兄長們所犯下的罪。

人許多時候只會看到眼前的事物，然而這只是整件事情的一小部分，因為「我們如今彷彿對着鏡子觀看，模

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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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我們要自省，承認自己的不足；也要謙卑下來，認定有更高的主權，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當我們「各自回頭

看後頭」，想必會有另一番體會。每個經歷都會影響我們的人生，因此在困境中也要認定神，靠着祂的恩典必能

跨過。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我們只需交託給主，做好自己的本份。當我們放下成見，必能以新的眼光重新認識世

界。猶大喪子，最終卻能放下仇怨；約瑟被賣卻靠主的恩典活下來，後來與兄長相遇，又願意放下冤仇，原諒他

們。在我們的人生經歷中，神又要我們有何學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