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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Lai

尋找家園 Finding Home
Luke 4: 22-30
今天的福⾳音經⽂文出⾃自路加福⾳音第四章。︒ 這個故事的起頭是耶穌回到⾃自⼰己長⼤大
的地⽅方拿撒勒, 他在會堂讀出部份的以賽亞書。︒ 這故事的上半部在上星期已
經讀出。︒但是我沒有處理那段經⽂文，因為整個記載還沒有結束。︒ 當耶穌讀完
以賽亞書, 說 : “那天經⽂文今天應驗在你們中間了。︒” 眾⼈人都稱讚耶穌 。︒今天
我們的經⽂文是這個故事的下半部。︒ ⼤大家都記得耶穌接着說這句說話, “沒有先
知在他本鄉是受歡迎的。︒” 這句話成為⾦金⾔言，是教會多年在閒談時常有的⼀一
個⼼心態。︒ 所謂 “本地薑唔辣。︒” ⼈人常覺得需要離開家園發展事業。︒ 是否這個
原因當教會聘請教牧同⼯工時, 不在本地尋找, 要去到山長⽔水遠的地⽅方, 例如溫哥
華來尋找。︒
為何先知不在本鄉被歡迎呢 ? 耶穌在拿撒勒地⽅方成長, 相信不少⼈人都認識耶
穌是約瑟的兒⼦子。︒ 雖然看⾒見他成長, 知道他的家底, 但他們並不認識耶穌的使
命及呼召。︒耶穌回到他的家鄉, 向同鄉的⼈人講解使命, 為何他們不能接納?
家鄉? 何處是家鄉 ? 家鄉認識我嗎? 我喜歡我的家鄉嗎?
我們有很多原因需要離開家鄉。︒ 無論是什麼原因, 我們多數有⼀一⽇日會回到⾃自
⼰己出⽣生及成長的地⽅方, 那時常常感覺到陌⽣生, 又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我們與家
鄉分享外地的⽣生活, 並不⼀一定是⾼高歌歡唱。︒ 因為無論我們認為我們對家鄉有
多深的認識, 我們不再是以往的那個⼈人, 我們已經改變了, 這事實有時連⾃自⼰己也
不為意的。︒ 但是我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有時又不能全⼈人投入。︒ 家這個問題
是我們⼈人⽣生路上必會遇到的旅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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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有⼗〸十⼀一⽉月底開始我奔⾛走多處地⽅方。︒ 去過上海, 蘇州, 南京, 北京 ⾹香港, 又回
到多倫多, 以上沒有⼀一處地⽅方我可以說是我的家。︒ ⾹香港雖然是我出⽣生及成長
的地⽅方, 每次回到都有不同的感覺, 我雖然在那地出⽣生, 但它不是我的家。︒家,
不⼀一定是指我們的原居地，出⽣生的地⽅方。︒ 家, 並不⼀一定是我們⼯工作的地⽅方。︒
家, 也不⼀一定是那座幾⼗〸十萬甚至百幾萬的⼤大屋。︒ 家, 是⼈人群相遇, ⼈人能夠以⼼心
連⼼心的地⽅方。︒ 是在那裏我們可以活出⾃自⼰己的本相。︒ 家是⼀一個⼈人際關係的描
述, 它不⼀一定是我們現處的環境, 它可以是我們響往的⼀一個⽬目標。︒
耶穌回到家鄉, 要讓百姓明⽩白⼀一個重要的真理。︒ 但是他們接納不來。︒ 雖然那
是⼀一個迷失⽅方向的年代, 他們不接納耶穌並不是因為本地薑 “唔夠辣”，⽽而是
耶穌給 “家” ⼀一個新的概念, ⼈人民接納不來。︒耶穌要講的家, 不是個⼈人的家, ⽽而
是⼈人與⼈人⼀一起相處的⼀一個⼤大家庭。︒
在我們的腦海當中, “拿撒勒⼈人耶穌” 這個名號是我們對於耶穌的稱呼。︒拿撒
勒是指以⾊色列的⼀一個⼩小鎮。︒ 但這個⼩小鎮是羅⾺馬帝國的⼀一部份, 正如以⾊色列再
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了。︒ 它是帝國的⼀一部份。︒ 當我們讀新約聖經的時候, 通
常都沒有留意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就是當⽇日的政治氣候如何影響耶穌, 甚至是
⽇日後使徒的信息。︒加利利地內的拿撒勒, 不可以再以單猶太⼈人的語⾔言, ⽂文化, 及
政治來理解。︒ 它是帝國的⼀一部份, 與其他⽂文化, 民族, 及政治勢⼒力結連，互相
影響。︒ 若你願意的話, 可以以今⽇日⾹香港⼈人對⾹香港前景的盼望跟他們已經是中
國這個國家的⼀一部份所帶來的衝擊及⽭矛盾。︒⽤用這比喻，我們或者可以掌握些
少在耶穌的時代, 地區與帝國之間所產⽣生的張⼒力, ⼈人民抗拒融合, 在迷宮中看不
⾒見前景的挑戰。︒ 我們或者能夠了解耶穌為何不被當⽇日的拿撒勒⼈人所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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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馬帝國統治之下, 帝國內的⼈人，不論任何種族及⽂文化, 都可以隨意出入, 沒
有限制。︒ 這是第 1 世紀的多元⽂文化現象, 是前所未⾒見, ⼀一個⽂文化融合與交流新
景象, 是帝國帶來的新產品。︒ 有聖經學者指出, 當⽇日的加利利地⽅方, 即是說包
括拿撒勒在內，有⼤大半以上的⼈人是外邦⼈人, 即是非猶太⼈人。︒ 猶太⼈人與其他種
族⽂文化的⼈人同住⼀一處, 猶太⼈人聲稱這是他們的地⽅方。︒ 你們或者可以猜測在這
些情況之下⼈人與⼈人之間, 民族與民族之間所產⽣生的各種磨擦 。︒所以當聖經在
上星期的經⽂文這樣說, “耶穌來到⾃自⼰己長⼤大的地⽅方, 照着慣例在安息⽇日進入會
堂, 站起來讀聖經。︒”
照着慣例, 這不是說他不加思索, 乃是說他尊重猶太⼈人傳統。︒就是說耶穌並沒
有忘記⾃自⼰己的⼈人民, ⽂文化, 及信仰。︒但耶穌讀出以賽亞書某些章節, 不是單是叫
⼈人⾼高舉⾃自⼰己⽂文化, 然後貶低他⼈人。︒耶穌要讓⼈人明⽩白, 原來猶太⼈人信仰傳統包括
接待及歡迎他⼈人的⽂文化。︒
他讀出的聖經來⾃自以賽亞書 60 章 1-2 節及 58 章 6 節, 透過這些經節我們理解
耶穌以及那些跟隨祂的⼈人的使命, 原來是要去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宣告被擄的
得釋放 , 瞎眼的得看⾒見, 受壓制的得⾃自由, 又要宣告住神所喜愛的禧年。︒ 禧年
是要指出聖經所教導的每逢 50 年, 債項就要被取消, 做奴隸的得釋放, ⼟土地將
要歸還到原初的主⼈人。︒ 聖經雖然是這樣寫, 但不少⼈人懷疑古代猶太⼈人曾幾何
時進⾏行過這些釋放的政策。︒ 耶穌在這裏介紹我們認識上帝所關⼼心的是什麼。︒
就是那些被社會誤解及排斥的⼈人, 被信仰⼈人仕定為罪⼈人，不值得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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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描述⼀一個新類型的⼈人類 “家庭”, 當⽇日的信仰⼈人仕不歡迎, 耶穌在本鄉不受
歡迎因為他讓⼈人民想起上帝對的被遺棄的⼈人的⽀支持及愛護。︒
今天這個故事耶穌這樣說, 他⽤用先知以利亞及以利沙的例⼦子, 讓⼈人想起外邦⼈人
被上帝祝福的例⼦子, ⼈人民聽不入⽿耳。︒ 特別以利沙先知這個例⼦子, 讓⼈人記起⼀一個
敘利亞的軍師名叫乃縵, ⼀一個外邦⼈人, 在那個時候能夠從⼤大麻風的病中得到潔
淨, 其他⼈人郤沒有。︒乃縵並不單是外邦⼈人那麼簡單, 他是敘利亞的軍師, 即是說
是以⾊色列⼈人的敵⼈人。︒當⽇日加利利⼈人民族情緒⾼高漲, 並不期待耶穌把家的⼤大⾨門
打開, 包括外邦⼈人在內。︒ 耶穌來到, 要講的這個⼤大家庭的概念，並不狹窄地祗
講猶太⼈人的家。︒ 耶穌所關⼼心的是被排斥的⼈人, 使有信仰的⼈人所遺棄的⼈人。︒ 上
帝的家並不是狹窄地單⼀一個⽂文化, 上帝的家容納不同種族與⽂文化 , 能夠在⼀一起
經驗上帝創造的美好 。︒
上帝透過耶穌擴⼤大我們對別⼈人相處的能⼒力, 特別是認識⼀一個神聖的價值觀。︒
家不再是單元⽂文化, ⽽而是歡迎其他因素的介入。︒ 是這個原因當⽇日⼀一些有宗教
信仰的⼈人不歡迎本鄉的耶穌。︒ 是敬拜耶和華的⼈人不願意打開家⾨門, 接納上帝
所接⽴立的, 歡迎上帝所歡迎的。︒
這個故事對於我們今天活在北美洲的華⼈人有莫⼤大的提⽰示。︒ 我們山長⽔水遠來到
這處安居樂業, 是要建⽴立美好的家園。︒ 但美好家園這個概念跟着我們離開原
居地進入⼀一個新的地⽅方, 需要改變。︒ 我們的家不再是單元⽂文化。︒我們當⽇日離
開家鄉來到⼀一個新的地⽅方的原因並不但是要鞏固華⼈人⽂文化。︒ 這個⼼心態最好的
表達是留在家鄉。︒ 我們來的時候也帶着⼀一個興奮的⼼心情希望認識⼀一個新的社
會，新的語⾔言及⽂文化。︒總使我們極⼒力保持我們原初的⽂文化, 我們所處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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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環境, 它的⾔言語及⽂文化像洪⽔水湧入我們的家庭內。︒ 透過我們的第⼆二代及第
三代, 甚至是第四代的來臨, 這個家慢慢變成多元⽂文化。︒ 我不是說我們的兒女
與外族通婚。︒ 就是他們與有中國⾎血統的⼈人通婚, 西⽅方⽂文化以不同的速度進入
我們的家庭。︒ 若我們今天嘆息的話, 我們不要怪責我們的下⼀一代。︒ 這正是我
們當⽇日山長⽔水遠, 離開家鄉到達此地所帶來的正常後果。︒
教會⽣生活也有⼀一定進度，模式，假設，及慣例。︒我回到⾹香港參加循道衛理聯
合教會的崇拜, 崇拜形式甚至是教會⽣生活跟以往⼀一式⼀一樣, 沒有改變。︒我⼼心想,
他們不需要處理聯合崇拜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每個星期⽇日都是聯合崇拜, ⽤用單
⼀一個⾔言語。︒ 但是我們不同, 我們則需要處理⽂文化差異及⾔言語的問題。︒正當我
們強調這是華⼈人教會之際, 我們不能同時忘記這是加拿⼤大。︒我們的教會⽣生活
不能忘記我們處於⼀一個差異的⽂文化假設之內。︒我們不能否定, 這個家庭內的
⼈人喜歡聽兩類不同的歌, 講兩種不同的⾔言語, 以兩種不同的⽂文化來⽣生活。︒ 所帶
來的後果是不同的觀點與角度, 不同的處事形式, 及不同的思考⽅方式。︒ 但是我
有⼀一個信念, 這信念是源於上帝無條件的愛。︒ 是因為我說我們是相信上帝的
⼈人, 被福⾳音薰陶過的⼈人, 我相信信耶穌的⼈人有上帝所賜的信⼼心及來⾯面對⾃自⼰己的
假設, 願意明⽩白對⽅方, 以商討的⽅方式不斷創造⼀一個美好的家園。︒我仍然相信這
是⼀一個有效的假設。︒
我們今天竭⼒力希望建⽴立的這個家是複雜的, 是多元化的, 是需要雙⽅方願意讓步
及體諒的。︒ 在北美洲⽣生活, 個別家庭是這樣, 教會整體也是這樣。︒
最後我想重複之前我講過的。︒ 就是家不⼀一定是我們現處的環境, 它可以是我
們响往的⼀一個⽬目標。︒ 當⽇日的拿撒勒⼈人不歡迎耶穌傳講⼀一個能與不同⽂文化研⾔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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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人共處的信息, 但願 21 世紀的華⼈人教會, 特別是在北美洲, 被聖靈充滿, 曉
得真理, 願意歡迎耶穌的信息。︒願耶穌進入我們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