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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序

非常佩服明詩琪牧師在百忙中，仍完成了這本由七十二

篇靈修文章編輯而成的結集，全書分為五個部分：

1. 愛？
2. 回來吧，好嗎？
3. 抱一抱，好嗎？
4. 我們同行，好嗎？
5. 不要絕望，好嗎？

看著這五個部分的題目，就知道作者非常有意識地寫好

一本書。五個部分都以「問號」作標題，最後四個均以「好

嗎？」作結，意思是非常清楚的，作者不是勉強讀者去

閱讀，而是邀請讀者加入在這些文章的內容中。這五個

題目層層相扣，先講出人間有愛，而人要回轉，才可擁

有真正的愛，然後是回到上帝的大家庭之內，彼此同行，

宣揚福音，第五項就是常存盼望。全書一氣呵成，層層

遞進，每一篇靈修都以經文作內容，隨之是明牧師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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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經文的反思，而又伴隨著全書的主題和五個部分的題

旨，非常好看。

願我們都一起活在仁愛、悔改、回家、團結和盼望之中。

張振華監督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02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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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序

閱讀明詩琪牧師的《還可以嗎？》很有一份親切的感覺。

一來是因為我與明牧師相識多年，閱讀本書中的文字就

猶如看見其人在眼前一樣。二來是因為本書包含的，並

不是連篇艱深難明的學術文章，而是平易近人、踏實且

貼緊生活的小品。

《還可以嗎？》共分成五個單元，分別是：一、愛？二、

回來吧，好嗎？三、抱一抱，好嗎？四、我們同行，好

嗎？以及五、不要絕望，好嗎？全書載有七十二篇文章，

分別分佈在這五個單元之內。本書的內容豐富，涉及的

問題也相當廣泛，但始終離不開對愛，尤以上帝在基督

裏的愛之敘述。

誠然，本書內容講的是愛，但不是在人生處於順境、成

功、得意的境況下高談暢論愛，恍惚愛只不過是人生某

些的點綴品，毫不要求任何的犧牲與付出似的。而是在

世界正充滿痛苦和不幸的遭遇中講愛，亦是在社會正瀰

漫著暴力、撕裂、隔離、恐慌、焦慮、競爭的氛圍下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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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人生正處於懷疑、掙扎的時刻講愛。尤有進者，

本書作者更指出，愛是不應該離地的，而是要札根在日

常生活中，也必須在人倫日用間活現出來。基督徒永遠

要從最平凡、最卑微、最被忽略、最近處的事物中實踐

基督愛的命令。所以實踐愛永遠要從最近處的家庭開始。

事實上，不愛家人，又焉能愛鄰舍；不關心家人，又怎

能做到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呢！正所謂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愛永遠從自己最近處、最微小處做起。

本書不厭其煩地指出，信仰本來就是一種與日常生活息

息相關的體驗和行動，只不過我們經常有意或無意地把

前者從後者抽離出來，至令我們所相信的變得離地，乃

至失去了真實感和實存感。更甚者，信仰還成為我們逃

避去認識自己和這個世界的藉口。前者我們豈不是慣常

以為自己就是別人心中的我，或手上所擁有的名利權貴

嗎？於是乎人活著就是要去討好別人的歡心、去迎合他

人的需要。後者我們滿以為這個罪世人間早已沉淪再無

希望而判它死刑嗎？於是乎，人就糾纏在這絕望失意的

情緒中變得憤世嫉俗甚至虛無。這無疑是生命存在的局

限，至令人不能真實地和準確地認識世界和生命。

誠然，本書作者毫不掩飾地把這個罪世人間總總的殘酷、

悲涼、痛苦和不幸，比方暴力、不義、貧窮、虛榮、驕

傲等等暴露於我們眼前，更指出我們在當中同時是受害

者也是加害者。但作者同時更有力地指出，儘管現實是

避無可避，人生會變得好無奈、好虛無，但殘酷、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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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幸絕對不是上帝創造天地萬物的初意，也不是人類

歷史的最後結局，而是上帝在基督裏，藉著聖靈向世人

彰顯的無私的愛。那麼，生命如何可以突圍，乃至能夠

超升？生活如何在世但又不屬世，乃至能夠表現得更有

意義？本書提供了一個答案，就是回歸到耶穌基督和祂

在十字架上的愛去。

本書用以上五個問題來組織全書的內容，於我看來，無

疑是作者要向讀者發出一個誠意的邀請：回歸到基督無

私的愛中，這裏才是我們真正的家園、真正的安身立命

之所。因為我們惟有在基督的愛裏方能真正認識自己和

自己的所需。事實上，基督無私的愛這個思想貫串全書

的七十多篇文章，成為本書一個重要的宣告。

今時今日面對著磨難的日子、紛亂的世界、撕裂的社會，

以及不可預測的未來，《還可以嗎？》邀請我們，回歸

到基督無私的愛中，不再有懼怕、不再有糾纏、不再有

憂愁、也不再有絕望。因為基督的愛在，希望和喜樂也

在。這就是「人間天國」吧！

我誠意將《還可以嗎？》推薦給主內眾同工同道及弟兄

姊妹，深信你們會從本書中獲得很多的安慰和鼓勵。

陳國權

道在人間靈修、輔導、文化中心主任

2020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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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序

受明詩琪牧師所託，為她即將出版的這本書作序。在快

速閱讀過書中的文章，發現它們不是講章，只能說是講

章雛型，記錄了作者在思考有關聖經經文的時候寫下來

的靈感和思緒。

這個過程是很關鍵的，許多擔任宣講或教導上帝話語職

事的人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卻未必不會忽略，令人惋惜。

觀乎它的內容，也是不乏珍貴的，既反映出作者的思考

心得，也可以讓讀者對作者思考的進路、深度與濶度有

進一步的認識。

為主耶穌基督和祂福音被囚的使徒保羅，對腓立比的教

會和信徒說：「末了，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可敬的、

凡是公義的、凡是清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有美名的，

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你們都要留意。你們從

我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事，你們

都要繼續去做，賜平安的上帝就必與你們同在。」（腓

立比書四章 8-9節）。中國人不也有「他山之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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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玉」（《詩經．小雅．鶴鳴》）之說？我的信念是「我信

聖靈，聖徒相通」，就是說無論是面對面的交談，抑或是

透過像書籍文章等媒體交流，聖靈上帝的帶領和保守往

往會令接受的人受教得益。誠心所願。

李廣生牧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退休牧師

2020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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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2012年我入職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光堂（簡稱元光堂），
期間被差往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服侍，同時預備

開荒植堂的工作。2013年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堂（簡
稱宏信堂）成立前，元光堂姊妹奉獻金錢予植堂基金，

希望我能就著自己的講章出版一本書。

2013年 12月在上帝的恩典下，宏信堂開始了第一堂崇
拜；到 2017年 5月，上帝的靈帶領著宏信堂成為自立的
堂會；到今天，上帝亦藉教會讓我知道，我需要學習的

還有很多，因此，我將赴德國深造，在上帝的憐憫下預

備自己，將來繼續為主所用。一年又一年的過去，但我

心底裏仍藏著當年元光堂姊妹鼓勵我出書的心意。今天，

我希望能在正式赴德國前把姊妹的心意完成。

由去年四月收到德國明斯特大學的取錄確認信之後不到

兩個月，香港就發生修例風波。直到今天，香港一直都

在可見和不可見的動盪中，多少的矛盾和撕裂，帶給我

們的是無盡的傷痕。在這個時候要離開牧養的堂會，並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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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宏信堂的弟兄姊妹鼓勵我邁出這一步。他們提

醒我要懂得看得更遠，亦同時預備了要在各方面支持我。

他們緊守崗位、盡忠服侍，亦不時給我安慰、提醒、指

導和關心，因著他們我才被塑造成今天的我。是他們的

成熟令我一直成長，也是他們的胸襟令我能不斷學習。

故此，若沒有他們，這本書也不會面世。而這本書亦是

我留給他們小小的心意，以表達我對他們的感謝和思念。

深信在上帝藉耶穌基督對我們無盡的掛念下，即使在充

滿挑戰和困難的世代中，我們仍得以因著愛而看見祂，

並回到祂的懷抱裏，經歷祂的同在，並帶著祂賜給我們

的盼望。

在此，我特別感謝陳國權牧師和陳錫妹牧師在這二十多

年來對我的牧養與關懷。感謝我的講道學教授李廣生牧

師，他除了讓我學習到知識和技能外，更一直教導我該

要有的胸襟。感謝張振華監督，他在我每次經歷失敗和

跌倒後，總鼓勵和扶持著我，讓我重新站起來再上路。

也容我在此再次感謝宏信堂的執事團隊和眾弟兄姊妹；

感謝我的母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合一堂在我年少時對我

的培育；感謝信義宗神學院的教授們；感謝每一個在我

生命裏曾給我提醒和意見的朋友；感謝鼓勵我出書的元

光堂姊妹。最後，感謝道聲出版社眾同工為出版此書所

付出的努力。感謝我大女兒為本書獻上插圖；也感謝我

的家人，盡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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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因為離了祢，我們就不能做甚麼。祢必興旺，

我必衰微。一切榮耀頌讚都只能歸給祢，從今時直到永

遠。阿們。

明詩琪

2020 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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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
愛？

能夠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

深，並知道這愛是超過人的知識所能測度的，為要使你們

充滿上帝一切的豐盛。

以弗所書三章18-1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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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愛？

3

怎樣才是愛？

我們軟弱，我們怕付出愛會令自己受傷，我們因而也付

不起代價去愛。所以我們猶疑去愛、停止去愛，在這猶

疑和停止之間，傷害就形成了。

面對傷害的時候，耶穌說：我就是和平，讓我來撫平裂痕。

面對孤單的時候，耶穌說：我就是生命之糧，會一直在

你的生命裏。

面對沒人愛的時候，耶穌說：進來吧！我就是愛。

耶穌就是愛，祂毫無保留地讓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祂沒

有計算和量度過我們為祂付出了多少。為的要跟受過傷

害的我們在一起。祂把祂的身體擘開，要告訴我們—

祂是和平，

祂是生命之糧，

祂更加是愛、是火熱的，

時刻都想溫暖我們這顆早已經冰冷了的心。

你愛我嗎？
約翰福音二十一章15-1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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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嗎？

耶穌愛我們，不是高高在上地發表愛的宣言，也不只從

我們的角度去想怎樣去愛我們，更是親自成為了我們，

這就超越人世間最高的愛的境界―

以祂的眼淚換取我們的和平，

以祂的傷痕換取我們的醫治。

能夠成功換取，是基於祂對我們毫無保留，並且不怕受

傷的愛。今天，當我們活在耶穌愛的懷抱裏，而又很想

以愛去回應耶穌的時候，我們又是否願意進一步去看一

看，耶穌想我們怎樣愛祂？繼而行出這份愛？

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你牧養我的羊！耶穌叫所有愛

祂的人要去餵養和牧養祂的羊。誰屬於上帝的羊？就是

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孩子，我們的丈夫，我們的妻子，

我們當中的小弟兄姊妹，那怕是最小的一個。我們為他

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等於是為耶穌而做。

耶穌說：我們若愛祂，就要牧養和餵養祂的小羊。要是

這樣，我們就從我們的家庭先開始吧，因為愛源自家庭。

所以，如果今天你和你的小朋友有隔閡，先去把他們尋

回來，把你們對他們的掛念和關心都告訴他們，讓他們

知道：我們多麼看重和需要他們。你們喜歡為家庭做些

甚麼，就用心去做吧。學習在細微的事中表現偉大的愛，

以常規性的事物去表現不平凡的愛。然後我們就會懂得

怎樣把自己變成卑微。正如耶穌也必須成為貧困者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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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愛？

進入我們當中：

祂必須紆尊降貴，變得卑微；

祂必須變得軟弱無力、孤立無援；

祂必須經歷孤單寂寞、被人遺棄，藉此宣揚上帝愛世人，

這也是我們要傳揚的福音。

因此，現在凡我所作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

共享這福音的好處。

耶穌以無條件和不計較的愛包圍著我們，溫暖著我們已

經冰冷了的心，告訴我們祂就是愛。這份愛能給我們帶

來醫治和生命的更新，使我們能夠得著動力去學習怎樣

以愛去回應耶穌的愛：

一杯涼水、

一個微笑、

一份溫柔。

就由我們的家庭開始，活出我們對耶穌的愛：謙卑、誠懇、

持久地以永生之道去牧養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並且以

耶穌的身體和寶血餵養屬於祂的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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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嗎？

6

血脈相連
約翰福音十章11-18節

人總害怕失去，所以在艱苦的世代，人就不斷去尋找他

們在人世間的救主。或許是政治性的，或許是軍事性的。

但情況是：世界上有多少被人瘋狂追隨的領袖，結果卻

又是令人失望？！多少次：

我們要去尋找愛；

我們要去尋找別人對我們的欣賞、尊敬、肯定和認同；

我們要去尋找成功；

我們要去尋找權位；

我們要去尋找自我的滿足。

浮浮沉沉，尋找再尋找，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尊嚴、價值、

被認同的身分和地位。我們都曾以為尋找到的就是豐盛，

但一次又一次，尋得的是眼淚，也是一場「空」。

耶穌很清楚，任何一個人，只要在世俗的海裏尋找、爭

取、浮沉、打滾過，就會滿身傷痕。上帝很難過，因為

我們都是上帝創造的，我們與上帝有著血脈相連的關係。

基於這種關係，耶穌甘願背上十字架，走上那條受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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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愛？

難犧牲的道路，為要保護羊在野狼的襲擊下仍能心裏剛

強壯膽。

以致不論我們在甚麼光景下，都能肯定自己與生俱來的

無限價值。

因著這與生俱來的無限價值，我們就能活得坦蕩蕩；

因著我們與耶穌那血脈相連的關係，我們的生命就能豐

盛、有意義、有深度；

因為這生命一直都盛載著耶穌基督為愛、為救贖、為醫

治我們所流出來的寶血，我們就能找到自己的尊嚴和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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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嗎？

8

童話中的愛
約翰福音十五章9-16節

我們都需要愛。可惜，世上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在健康的

愛中成長。所以我們很容易變得計較、貪婪、妒忌、敏

感、缺乏安全感、要為自己爭取更多，這都是人之常情。

只是，這令自己活得不快樂之餘，也會傷己傷人，大家

都辛苦了。

在辛苦的時候，我會幻想著童話故事。雖然明明知道童

話故事既不真實也不現實，但我還是會在某時刻幻想著

有位「王子」會給我起死回生的「一吻」，或者有位「小

姐」會用無私的愛把我從被醜化的環境中變回一位英俊

的「王子」。

試問誰不想得著一份可以令死人復活的愛？

試問誰不想得著一份可以使我們的生命化腐朽為神奇的

愛？

試問誰不想做童話故事中的灰姑娘？

灰姑娘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家庭和際遇，但因著生命知

己的出現，她就完全被改變了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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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愛？

今天，我們都虧缺了上帝的榮耀，所以我們的結局會與

童話故事中的愛隔絕，童話故事也不會在我們的生命中

出現。於是，世界就只剩下悲涼和黑暗，因為人與人之

間繼續為私慾而爭競，彼此傷害。本來這就是世界的結

局；但是，公義聖潔的上帝同時又深愛著我們，不忍心

我們就這樣與上帝的愛隔絕。所以祂讓耶穌基督來到世

界上，去扭轉我們生命的結局，為我們每一個人創造屬

於我們那獨一無二的童話故事。

耶穌基督是我們生命的知己。祂捨棄天上榮華，也捨棄

自己的尊嚴，不計較自己的名聲，來到我們當中，要成

就我們每一個人的童話故事。因祂在十字架上擔負起我

們的罪惡，除去因罪帶給我們的羞恥感。祂死而復活，

我們就能抬起頭，得著童話故事裏的新生命。

隨著人的離世或環境的轉變，塵世中的童話故事都會有終

結的一天；但耶穌以祂自己的生命和寶血，為我們帶來改

變生命的童話人生，永遠也不會磨滅。問題是—

我們願意讓自己長期居住在上帝給我們這童話中的愛裏

嗎？

我們願意藉著耶穌基督，重新創造屬於自己生命的童話

故事嗎？

我們願意長期居住在上帝那永不磨滅的愛中，直到永遠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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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嗎？

10

詩篇三十四章 1-3節：「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他
的話常在我口中。我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的人聽見

就喜樂。你們要和我一同尊耶和華為大，讓我們一同高

舉他們的名。」

大衛在這裏所表達的是一個肯定，是一紙誓言，是一種

委身。大衛表示：他要以他的生命全心全意地稱頌上帝，

要尊上帝為大。他要使大家都能覺察上帝的偉大，然後

一起去肯定上帝的尊貴和榮耀。

不過，當我們打開心門去面對我們的生命時，我們還能

不能這樣去頌讚上帝的美善？

世界的災禍；

人心的敗壞；

生命的傷痕。

我們還可以怎樣時時稱頌耶和華？如何讚美祂？如何尊

祂為大？如何高舉祂的名？今天，大家―

我頌讚，因為上帝的美善
詩篇三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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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愛？

看似擁有很多；

看似很快樂；

看似很成熟；

看似很自大；

看似很目中無人；

看似很凶神惡煞；

看似很冷漠無情；

看似很敏感；

看似天下無敵。

不管怎樣，大家在內心深處不都是在呼喊：「我渴了」嗎？

我們想要的不是一杯白開水，正如耶穌在十字架上說「我

渴了」時，祂渴求的亦遠遠超過一杯水。祂渴求的是愛：

祂在十字架上渴求把上帝的愛分給世人，祂亦渴求世上

的人都能活在基督的愛中。「我渴了」，是指我們需要

被需要、被關心、被愛、被赦罪；我們需要那吃了永遠

不餓，喝了永遠不渴的靈糧。

於是，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上帝就以祂獨生兒子耶

穌基督的生命填補了我們的空虛，醫治了我們的傷口。

如此，上帝的愛已經向我們顯明了。從今之後，我們不

用再妄自菲薄，也不用再以一個自高自大的外殼來自我

保護。因為我們已經肯定，不管此刻我們對祂的認識有

多深，甚至我們還未認識祂，但上帝都已經定意要愛我

們到底，使我們能無懼過去，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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