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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太福音當中，出現了三次	
「人子來」。在馬太福音1 8 : 1 1
節說：「人子來，為要拯救失喪的
人。」(參 	 路 1 9 : 1 1 )。在馬太福音
20:28節說：「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
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
的贖價。」(參 	可10 :4 5)。這兩段的經文給
我們肯定，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的使命就
是透過祂的服事和最後十字架上的捨命去
尋找並拯救一些失喪(失落)的人。在馬太福
音11 :19節出現了另外一次「人子來」：「人子
來了，也吃也喝，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
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
為是。」耶穌說人子來了，也吃也喝。原來耶
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其中一個使命是來吃
和喝。耶穌在世上的事工大部份都是圍繞在
餐桌和吃喝中間。祂的第一個神蹟也是在婚
宴中行的(參 	約2 : 1 -1 1 )。祂接觸不同人大
多都是在用膳時，例如：祂和門徒的最後晚
餐，耶穌復活後在以馬忤斯上遇上兩個門
徒，最後和他們共膳擘餅和耶穌在提比哩亞
海邊向門徒顯現，為他們預備早飯，堅固彼

得等等。猶太人誤會耶穌是
個貪食好酒的人，因祂是稅吏
和罪人的朋友。稅吏和罪人正

是當時猶太人視而不見，沒有交
道的人。耶穌的使命就是透過吃喝成

為他們的朋友。可想而知，與別人共膳是一
個實踐福音使命的地方。

飯桌是關係建立的地方

現代人可能已經忘記共膳是一個關係建立
的地方。在這個高科技的社會中，雖然一同
用膳，但各人卻在看自己手機的螢光幕。可
能我們在家中吃飯的時候，也很自然地會打
開電視，各人的眼目和專注都不是放在他身
邊的人。尤其現在快餐文化中，一頓午餐可
能要用最快的時間完成，好讓完成繁忙的時
間表，可惜身邊的人卻彷彿感到被忽略了。

我們要重拾飯桌成為一個關係建立的地
方。在共膳中，彼此能夠分享日常生活瑣碎
的事和重要生命的故事，一同回憶以往的
事；一同夢想將來的事；一同歡笑，一同哭

使命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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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無論信仰歷程是在甚麼光景當中，我們
都可一同尋找，一同經歷神的信實和恩典。
我們可能會覺得在未信的人面前講述福音
很困難，但是我們要認定福音不只是神學理
論，而是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故事。所以，在
一同進膳，互相交流生命故事的時候，神很
自然地就會在我們的故事中流露出來。

飯桌是打破界限的地方

跟我們共膳的人通常是我們的家人、教會的
弟兄姊妹、朋友、同事，同學等等。每一類別
的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和空間一同進膳。最
有可能與同事和同學共膳的地方是在公司
和學校，與弟兄姊妹可能是在團契小組或崇
拜後聚餐，有些時候會在餐館，有些時候在
家裡。我們與家人共膳的時間可能較多，而
大部份都在家中。在特別節日的時候，我們
都喜愛和最親的家人共膳。這可能是我們日
常的定律。原來在甚麼時候和甚麼人一同用
膳間接地是反映到我們的關係。試想像，如
果你邀請某同事一同在家中吃早餐，就表示
你和這同事可能較深交。弟兄姊妹在餐館裡
跟在家中的共膳的親密感覺都可能不同。如
果我們在大節日中，邀請一些不相熟的朋友
來我們家中吃飯，他們的感覺又會如何呢？

原來一頓飯可以無形地定了一些界限，將人
分別出不同的親密和接納程度。耶穌卻是打
破這界限去和那些不被接受的人共膳。因為
祂接納和愛那些被社會邊緣化及需要福音
的人，祂願意打破界限進入人群當中，與他
們進深關係。飯桌絕對是打破界限的地方，
或許我們跟一些關係不親密的人一同用膳
會感到恐懼，但這卻是打開隔膜，一種接納
和包容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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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飯桌是我們第一個福音據點，是一
個生命交流的地方，一個接納和包
容的地方，也是一個服侍的地方。
我們一天有至少三次用膳的機會，
我們會怎樣好好使用神給予我們的
機會呢？

每週挑戰

在你的小組或個人， 
邀請一位不相熟的朋友共膳。

(考慮開放你的家，但地點並無硬性規定)

飯桌是服侍的地方

邀請別人到我們的家裡作客，給他們弄一頓
晚餐是一種款待。這不單只是食物的款待，
而是令到客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食物的質
素不是最重要，反而是我們對他們的服侍更
為重要。在家中服侍的時候，他們可能透過
我們家裡的擺設、照片，圖畫等等加深對我

們的認識。飯桌的服侍是生命交流的服侍。
服侍的人不但付出他們的時間，心意和空
間，還付出他們生命和生活的一部份。這種
服侍是將眾人距離拉近的。這不是福音的重
點嗎？福音就是將神與人拉近，從而令到人
與人的關係拉近。讓飯桌成為一個服侍的
地方，一個實踐福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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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恩慈去包容

 路加福音5:27-32

這事以後，耶穌出去，看見一個稅吏，名叫
利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
來！」他就撇下所有的，起來跟從了耶穌。
利未在自己家裡為耶穌大擺筵席，有許多稅
吏和別人與他們一同坐席。法利賽人和文士
就向耶穌的門徒發怨言說：「你們為什麼和
稅吏並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穌對他們說：
「無病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
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
改。」

聚餐的場合在路加福音舉足輕重，耶穌宣講
福音時經常和群眾一起用膳，與他同餐共桌
的人都是被社會歧視的群眾和和罪人(7:29,	
3 1 - 3 4 ;14 : 1 -24 ; 1 5 : 1 -2 ; 1 9 : 1 -1 0)。在27
節，記載了耶穌「看到」一個稅吏名叫利
未。稅吏坐在稅關上收取過路費、關稅和其
他稅項，這個制度給稅吏帶來貪污的機會，
他們會將收到的稅款中飽私囊。稅吏這個群
體經常在四福音裏出現，他們沒有任何資歷
和學問，屬猶太的社會中最底的階層，猶太
人恨惡他們，因為稅吏剝削自己的同胞。反
之，法利賽人就受到猶太人尊敬，他們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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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敬虔生活，他們身體力行地遵行律法書的
規條，務要在任何事情上保持聖潔，法利賽
人是不願和罪人來往的。

27節記載耶穌主動「留意」利未，而利未沒
有注意耶穌，耶穌單純以恩典來呼召利未委
身─ 叫他去跟從耶穌。利未隨即回應呼
召，就立刻「起來」撇下一切去跟從耶穌(28
節)。「起來」這個動辭顯示一個人的決心，
利未以「撇下所有的」去表明他的委身心
志，他勇敢地離開他的稅關，放棄他舊有的
生活方式；利未更在自己的家裏為耶穌擺設

筵席去回應呼召(29節)；利未邀請很多稅吏
和「別人」去出席這個盛宴，因為他要向大
家分享福音的信息。但法利賽人標籤「別
人」為罪人 ( 3 0 節 )，顯而易見，這些「別
人」的生活方式不符合法利賽人的標準，他
們和稅吏都是受法利賽人所排擠。

有別於法利賽人，耶穌選擇和利未和稅吏們
共餐，祂恩慈地接納利未的邀請，出席在他
家中舉行的宴會，他投入利未的社交圏子。
耶穌選擇了包容去取代排擠，以喜樂的心代
替抱怨，接受代替抗拒(30節)。

以恩慈去包容

反思

神對所有人有恩典，有憐憫！我是
否在有意無意間，排斥一個在你周
邊的人？也許他是個極需要神的愛
和救恩的人。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求你憐憫我，除去我眼
前的障礙和防礙我接受你愛的攔阻，求
你擴闊我的眼界，讓我知道你的心意，
幫助我找到身傍那些迷失的人！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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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赴敵人的筵席

 路加福音7:36-50

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和他吃飯，耶穌就到
法利賽人家裡去坐席。那城裡有一個女人，
是個罪人，知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裡坐席，
就拿著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穌背後，挨著
他的腳哭，眼淚濕了耶穌的腳，就用自己的
頭髮擦乾，又用嘴連連親他的腳，把香膏抹
上。請耶穌的法利賽人看見這事，心裡說：
「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誰，是個
怎樣的女人，乃是個罪人！」耶穌對他說：
「西門，我有句話要對你說。」西門說：「
夫子，請說。」耶穌說：「一個債主有兩個
人欠他的債，一個欠五十兩銀子，一個欠
五兩銀子。因為他們無力償還，債主就開恩
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這兩個人哪一個更愛
他呢？」西門回答說：「我想是那多得恩免
的人。」耶穌說：「你斷的不錯。」於是
轉過來向著那女人，便對西門說：「你看見
這女人嗎？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
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濕了我的腳，用頭髮擦
乾；你沒有與我親嘴，但這女人從我進來的
時候就不住地用嘴親我的腳；你沒有用油抹
我的頭，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腳。所以我
告訴你：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的愛
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於是對
那女人說：「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
裡說：「這是什麼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
安地回去吧！」

讀這段聖經，我們通常會專注於故事的主角
那位妓女的身上。今日的靈修，請我們將焦
點轉移到法利賽人西門和耶穌的對話。通常
我們會忽略了事件發生的地點：耶穌接納了
西門的邀請到這個法利賽人的家出席這場「
鴻門宴」，西門和他的同夥就是早前30節經
文描述：「為了自己廢棄了神的律法的法利賽
人和律法師，因為他們沒有受過約翰的洗」
的人。早前兩章經文描繪了這夥人對耶穌有
敵意：法利賽人議論耶穌(路5:21;6:2)，發怨
言(路5:30)和傾全力去窺探耶穌(路6:7)。

我們知道耶穌喜歡和罪人同席，同時也喜歡
和法利賽人交流。當然，耶穌清楚知道在席
間的交談，必然會涉及一些具爭議性的話
題，但是耶穌沒有逃避，而是把握機會和西
門對話。

妓女並不是宴會的座上客，但她到場迎接耶
穌(37節)。這位妓女被描繪為一個罪人，她預
備了昂貴的香膏放在珍貴的瓶子內去膏抺耶
穌的腳，耶穌認定是個難能可貴的奉獻(38
節)。但是西門只關心耶穌為甚麼讓一個有罪
的婦人去接觸他(39節)。耶穌就把握機會去
教導西門，如何去回應神的愛這個重要課題
(40-47節)，耶穌透過債主恩免欠債人，債項
多寡的比喻說明：當人感到自己越多的虧欠和
不足，就越能感受到神的豐盛。西門認為自己
已經是做得很好，很足夠，所以他停止去服侍
耶穌(44節），停止表達敬意(45節)和停止付
出(46節)去回應愛他的耶穌。



蒙召祝福之旅 | 47

這段對話可能成為改變法利賽人西門生命
的重要時刻，但也要視乎他如何理解這次對
話。不要忘記，雖然西門和法利賽人以耶穌
為敵，但耶穌仍然恩慈地給西門一個機會，
接受他的邀請到他家作客。

赴敵人的筵席

反思

假設我是耶穌，我會如何把握這個聚
餐的機會和法利賽人和婦人分享耶穌
的使命？誠實地從我的心底找出這些
人，可能這些人很少與我打交道，特
別是經常和我作對的。當我想到這些
人時，有甚麼在我腦海中出現？

禱告

主耶穌，鑒察我，驅走我內心的怯懦，
讓我可以和批評我，對我不滿和經常
挑剔我的人對話。我知道他們需要耶
穌的愛。神啊！求你賜給我勇氣和恩慈
的心，接受你付託的神聖任務和他們一
同用膳。主啊！賜給我由你而來的智慧
和平安的心。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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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疲倦時的邀請

 路加福音9:12-17

日頭快要平西，十二個門徒來對他說：「
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裡去借
宿找吃的，因為我們這裡是野地。」耶穌
說：「你們給他們吃吧！」門徒說：「
我們不過有五個餅、兩條魚，若不去為這
許多人買食物就不夠。」那時人數約有五
千。耶穌對門徒說：「叫他們一排一排地
坐下，每排大約五十個人。」門徒就如此
行，叫眾人都坐下。耶穌拿著這五個餅、
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掰開，遞給門徒，
擺在眾人面前。他們就吃，並且都吃飽
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
籃子。

餵飽五千人是四福音書都有記載的神蹟，耶
穌在行神蹟前，花了很長的時間去聆聽十二
使徒的報告，他們傳福音所做的一切(參	可
6 :3 0 )。之後，耶穌打算和使徒退到一個寧
靜的地方休息(參	可6:31)，但是群眾發現了
耶穌就從各城徒步跟隨他們。當耶穌看到人
群就起了憐憫的心，因為他們好像沒有牧人
的羊(參 	可6 :3 4)，祂開始醫治當中的病人
和教導群眾(參	太14:14)。

試想你是耶穌，當你工作了漫長的一天，到
了黃昏，你已疲累不堪正需要休息，你會像
門徒一樣要送走人群，好讓大家可以歇息和
有一個寧靜的時間嗎？門徒的反應是合符情
理，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食物去供應這大群
人，門徒疲倦，紅日西沉，身處郊野，遠離城
鎮，對門徒而言，最好的解決方法是解散人
群，讓他們不致餓死。另外，門徒也可以歇
一歇，為明天的工作做好準備，這是合乎邏
輯達到雙贏方案，你同意嗎？

儘管如此，耶穌做了出人意表的事！在這疲
倦時間，耶穌不獨關心群眾靈命的需要，同
時也關注他們肉身的需要(路9:13)。耶穌決
定餵飽五千人，帶給我們一個驚喜！這是耶
穌施行過的最大神蹟，門徒和群眾親身經歷
了耶穌轉變事物的大能和他豐盛的恩典。如
果耶穌聽從門徒的建議解散群眾，事件會變
得平平無奇。反之，耶穌在他疲倦的時間作
出明智的決定，讓神的名得以被高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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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讓我有充足的信心和憐
憫的心去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賜給我由
你而來的愛心和力量，踏出我的安樂窩去
服侍他們，讓我在事奉時可以經歷到你
改變事物的大能和豐盛的慈愛！聖靈啊！
求你指導我，讓我可以知道你的旨意，殷
勤好客地服侍有需要的人。阿們！

反思

假設我是耶穌的門徒，經歷這個神蹟
我有甚麼領受？我會有很多合情理的
借口逃避去款待有需要的人嗎？又或
許我會用總有第二次機會去做為自己
開脫？從耶穌對群眾憐憫的心和關注
他們的需要上，我有甚麼領受呢？當
有迫切需要的人出現在我面前，即或
會打擾我的計劃，我會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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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不吝嗇的款待

 路加福音14:7-15

耶穌見所請的客揀擇首位，就用比喻對他
們說：「你被人請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
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貴的客被他請
來，那請你們的人前來對你說：『讓座給
這一位吧！』你就羞羞慚慚地退到末位上
去了。你被請的時候，就去坐在末位上，
好叫那請你的人來對你說：『朋友，請上
坐！』那時，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
彩了。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
必升為高。」耶穌又對請他的人說：「你
擺設午飯或晚飯，不要請你的朋友、弟兄、
親屬和富足的鄰舍，恐怕他們也請你，你
就得了報答。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貧窮
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
了！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報答你。到義人
復活的時候，你要得著報答。」同席的有
一人聽見這話，就對耶穌說：「在神國裡
吃飯的有福了！」

耶穌在這個比喻教導我們謙卑和款客之道。
當年，跟別人用膳是一個重要的社交禮儀，
從在路加福我們知道設宴的地點(5:29)，客
人的身 份 ( 5 : 3 0 ) 和 宴 會的禮 儀 ( 7 : 4 4 ;	
1 1 :3 8)。參加宴會有重要的社會意義，進餐
的習慣揭示了社會不同階層的鴻溝，耶穌和
法利賽人對餐宴觀念就有天壤之別。耶穌招
待的對象都是社會的邊沿階層，預表了天國
慶典的盛宴。反之，法利賽人就以社會地位
決定請客名單，將大部分群體拒諸門外。

早期教會不太關注耶穌再來和餐宴關係的屬
靈意義，他們倒關注出席餐宴客人的身份和
他們所屬的社群，並引發激辯(徒1 0 , 1 5 ;加
2 : 1 1 - 1 4 )。從事件中我們可以學到兩個功
課：第一，餐宴不能用來表達客人的社會地
位，卻是表明慶賀的喜樂(7-1 1節)，主人要
視每個客人為上賓。第二，我們不可以祈望
從客人身上得到回報(12-13節)。耶穌教導
主人不要請你的朋友、兄弟，親戚和富有的
隣居，反而，我們要邀請貧窮、殘障、瘸腿，
和瞎眼的作客，耶穌的客人屬於利未記指的
「不可接近」的群體(利2 1 : 1 7-23 )。我們服
侍是要神得榮耀，因此我們祈望的祝福是來
自神並不是來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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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吝嗇的款待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求你轉變我的思想和
心志，讓我可以漸漸蛻變成近似你的樣
式，因為你是柔和謙卑和慷慨。教導我，
給我一顆開放和真誠感恩的心去服侍人
群。阿們。

反思

這個比喻提醒我們要重新思考和反省
自己的基督徒的價值觀，內中有甚麼
讓我們在有意或無意間造成一道屏
障，攔阻我們去邀請其他人加入基督
的群體，或是讓他們無法接受神的恩
典？	

神不看重我們的社會地位，祂要我們
每日與人交往時，活出一個異常慷慨
和包容的心態。我們的小組是封閉，
或是開放歡迎新人加入？我們又如何
作好準備去歡迎新人加入呢？神又預
備了那些新人在我周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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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使命聚餐

第五天

無條件的接納

 路加福音19:1-10

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有一個
人名叫撒該，做稅吏長，是個財主，他要
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
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見。就跑到前頭，爬
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必從那裡經
過。耶穌到了那裡，抬頭一看，對他說：
「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
」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
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他竟到罪人
家裡去住宿！」撒該站著對主說：「主
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
誰，就還他四倍。」耶穌說：「今天救恩
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撒該不單是個稅吏，他還是個稅吏長和很富
有的人(2節)，他在猶太人中不受歡迎因為他
敲詐很多人(8節)，又是個罪人(7節)，因此，
在群眾中，沒有人願意讓出位置讓他可以看
到耶穌。撒該為要看到耶穌，終於要爬上無
花果樹上去看耶穌是甚麼人(4節)。當我們將
這事件結連和路加福音18 :18 -25耶穌宣佈
天國福音時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可真
難啊！」的教訓。比較下，這個富有的官就沒
有將自己生命最珍愛的東西交給耶穌，他選
擇緊抱自己的財富，結果就憂愁地離開耶
穌。不過，當我們仔細地去檢視這兩件事情
時，撒該和這年青富有的官都有一些相似的
地方：他們都「跑」向耶穌，內心非常急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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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懇地去追尋他(路19:4比較可10:17)，撒該
爬上樹去「見」耶穌顯示了他的謙卑，因為富
有的人不會這樣做，同樣，少年的官亦謙卑
地跪在耶穌跟前(參 	可1 0 : 1 7 )。但後果有
別，撒該就歡歡喜喜去接待耶穌，那少年的
官卻離棄了耶穌，憂愁地繼續自己的生活。
為甚麼有分別呢？少年的官來到耶穌面前問
了一個錯誤的問題：「我該做甚麼才得到永
生？」(路18 :18)，但撒該只是懷著單純的心
走到耶穌面前。

耶穌見到撒該立即對他說：「撒該，快下來！
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裏。」(5節)耶穌在人潮
中揀選了罪人撒該，一個受到輕視和不受歡

迎的人，耶穌不但和他打招呼，還要到他的
家住宿，表明耶穌決心尋求和撒該建立緊密
的關係，這樣，就給撒該一個意外驚喜，當所
有人都排斥撒該，此刻，他完全感受到耶穌
無條件的接納。耶穌要住在撒該的家，是要
當眾確立他的尊嚴，打開撒該的眼睛和開放
他的心去懺悔。由於得到神的認可，撒該的
生命出現了重大的轉變，他甚至願意四倍償
還曾經給他敲詐過的人，而根據舊約的條文，
他悔罪後不用作這樣重大的賠償(利6 :5 ;民
5 :7 )。反而，在前一章記載的年輕的官就憂
愁地離開，因為他一心追求錢財。由於耶穌
無條件的接納，促使撒該有出人意外的回
應。

無條件的接納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感謝你賜給我無條件
的愛和包容，教導我可以仿傚你，幫助
我可以開步以通過邀請他人與我進餐
的方法，引領他們進入我的生活圈子。
聖靈啊！我確信你會驅走我心中的恐
懼和焦慮，在整個過程中指引我，讓我
的生命可以成為神恩典的流通管子。阿
們。

反思

我會如何對待那些不接受我或經常對
我發怨言的人(7節)？我預備好去接待
受歧視或是不受歡迎的人嗎？我有準
備，例如和他們進餐表達神的愛嗎？
今天如果我要仿傚耶穌去和他人進
餐，我會如何表達對他們的接纳？我
又打算邀請那位呢？如果我是撒該，
會如何回應來自神的愛和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