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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專文

依靠主，從失戀的痛苦中走出來，你就更能

安慰鼓勵那些在失戀中的人。

「何不食肉糜？」：古代晉惠帝只知吃喝

玩樂。當全國饑荒，到處有人餓死時，晉惠

帝卻回答：「何不食肉糜(肉粥)？」災民連

飯都沒得吃了，哪來肉粥呢？因為他在王官

太安逸，完全不能體會百姓的痛苦。人有時

如果太安逸時，可能無法體諒活在苦難中的

人。

或許我們不會說：「何不食肉粥」，但有

可能我們給人的安慰像是「何不食肉粥」，

例如：「失戀有什麼大不了的啊，不要哭

啦，要有信心。」「親人死了有什麼好難過

的啊，他跟耶穌在天上好得無比啦，不要哭

了啦！」這些話可能無法安慰人。

感冒的經歷：有一位弟兄以前從不感冒，

每當家人感冒、全身無力、睡不好、很痛苦

時，他總覺得家人好像在假裝生病，以為他

們是偷懶不想作家事、不想上學。因為他沒

有經驗過感冒，不了解感冒的痛苦。

有一次，他自己也感冒了，並且病得不

輕，全身無力也睡不好。有了那次經驗後，

哥林多後書—試煉中的得勝

◆ 張雅謙 老師

前言

寫作背景之一：保羅當年為了福音遭遇患難

危險、鞭打監禁、飢寒交迫(林後11:23-28)，這

不打緊，還面對敵對者的論斷，認為保羅的患

難正顯示他是人生的失敗組。面對這種落井下

石的酸言，保羅沒有自哀自憐，反而在哥林多

後書帶出寶貴的信息：神是能夠「化患難為祝

福的力量」。

一、安慰的能力

林後1:4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 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

的人。

意思是患難可以轉化成安慰的力量。安慰

parakaleo原文也包含鼓勵encourage，一方面舒

解soothe患難中的痛苦，另一方面又給予勇氣

courage去面對患難。1 當人在患難中經歷了神

的安慰，就有能力用神的安慰去安慰遭患難的

人。

失戀的例子：例如當你經歷失戀，就能同理

失戀的痛苦：被拒絕感、被否定感、被背叛

感。患難讓人多一份同理與憐憫的心。而當你



他看到家人感冒，就覺得很真實：「孩子多休

息，爸爸幫你跟老師請假。」「老婆多休息，

我來作家事。」就能夠去憐憫人。

DR. Foot觀光工廠的見證：最近神學院參訪林

維政弟兄的DR. Foot觀光工廠。林弟兄分享他有

兩次負債千萬的經歷，每天要面對3點半找錢入

款的壓力，後來依靠神都度過了。有一次面對

一位欠債幾十萬的人，就很能安慰鼓勵他。他

們夫妻不孕8年，試了很多方式，幾乎放棄了。

但是，藉著禱告之後懷孕生了兩個小孩。很奇

妙地，他們員工中有十幾位原本不孕的，到了

他們公司竟然就陸續懷孕了。他發覺他過去不

是白白受苦，過去的苦難讓他們得著安慰與祝

福別人的權柄。

二、彰顯主的大能

林後4:7-10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

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

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

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

顯明在我們身上。

當時的人會把珠寶放在瓦器裡。2 瓦器雖是

脆弱不值錢的東西，但是如果裡面有寶藏就很

寶貴。這是比喻我們雖然如同瓦器很軟弱，但

是我們裡面有一個寶貝—就是大能的耶穌，以

致於我們可以剛強，可以「四面受敵，卻不被

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不是我們厲

害，而是住在我們的裡面的耶穌給我們力量。

防彈背心的比喻：例如電影中男主角中槍倒

地，沒多久卻起來沒死，打開衣服，原來裡面

有個寶貝—防彈背心。人家不會說：「男主角

是練什麼神功？」而是說：「這防彈背心好厲

害哦，哪裡買的？」歸榮耀給防彈背心。

保羅的意思也是如此，當生命遇到患難時，

也是顯明基督的大能之時，能夠「心裡作難，

卻不至失望；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沒

有沈溺在灰心喪志，反而仍能重拾勇氣與信

心，人家會想：「這人可能有什麼寶貴的信

仰能力在他裡面。」而這正是我們可以見證

基督大能的時候。

「妳的信仰應該是真的」：有一位先生常

常逼迫太太的信仰，但是，太太卻很有耐

心。有一次太太去參加教會聚會，先生很生

氣就把門鎖了，太太回來時進不了家，就在

門口睡了一夜。先生早上起來開門時，太太

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藉著這樣的機會，彰顯

裡面基督愛的大能，說：「早安，我來幫你

作早餐。」以致於先生的心被震撼到，說：

「妳的信仰應該是真的。」爾後。先生也信

了主。

三、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林後4:16-18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

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

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

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

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

是永遠的。

保羅所面對的敵對者在乎世上眼見的成

功，以外在的成就誇口。以致保羅的患難對

他們而言是失敗者的表現。然而，保羅鼓勵

信徒，不要只憑眼見，更要用信心看見神將

來在永恒裡所要賞賜的榮耀，使我們有能力

勝過今生短暫的苦楚。

舉牌工的比喻：假如有個學生被某集團總

裁找去當臨時工，在暑假當舉牌工賣一棟億

萬豪宅，這位學生一開始覺得大熱天拿著廣

告板一天站8小時，而且要站3個月，相當

辛苦。但是，假如(發揮電視劇的想像力一

下)…原來他是總裁失散多年的兒子，總裁只

是想訓練他，不管結果如何，總裁已經打算

當他站完這3個月，房子就送他或把賣的錢給

他。如果，這位學生知道他站完3個月，房子

就是他的了，那原本覺得相當辛苦的工作，

一下子變成是至暫至輕的苦楚，因為相較於

所得到的那個億萬豪宅就算不得什麼辛苦

了。

這在比喻人生有苦難，服事主會受逼迫，

然而相較於神將來所要給我們的榮耀天家，

就如同站了3個月的舉牌工，就能得到一棟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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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豪宅，是至暫至輕的苦楚。因此，保羅鼓勵

信徒要用信心看見愛我們的天父，樂意為我們

將來預備永恒榮耀的天家，以致我們可以用喜

樂與盼望來面對今生短暫的苦楚。

四、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

保羅提到他服事主的歷程有讚賞肯定，也

有羞辱毀謗；有許多的似乎與卻是(林後6:3-

10)，其中之一是「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

足的。」敵對者酸保羅是個窮光蛋，但是，保

羅想說的是：在化患難為祝福的神手中，窮光

蛋的生命卻也能使許多人的生命富足。

在釋經學中，這是一種似非而是(paradox)
的修辭學，看似矛盾卻含有深度的真理。貧窮

的人自己都不夠用了，怎麼可能叫人富足呢？

然而神卻有奇妙的作為。貧窮與富有，在於你

用什麼眼光來看。保羅原本是所謂的人生勝利

組，然而他回應主的呼召，為了福音遭遇許多

患難窮困，然而，他的生命卻祝福了歷世歷代

許多的基督徒。

馬階博士：又如同馬階博士和許多宣教士的

故事，也很能夠闡明「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

人富足」的生命。馬階博士是第一位台灣北部

的宣教士，他出生在19世紀的加拿大，可以過

著物質豐富的生活；然而，為了主也為了他所

愛的台灣人，1872年9月3日搭船抵達台灣開始

宣教，過著物質窮困卻是心靈富足的生活。一

開始被誤會、被人放狗追、被潑糞，教堂被放

火燒。然而，他沒有放棄。他說：「寧願燒

盡，不願朽壞」，倚靠主的大能，藉著醫療、

教育宣教，建立了醫院學校和60多間教會，他

看似窮困的生命卻使許多人富足。

五、謙卑倚靠主的恩典

林後12:7-9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

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就是

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為這

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他對我

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

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

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保羅面對一根刺，有人認為這是比喻保羅所

面對的反對勢力，保羅沒有說明這刺是什麼，

但是，一定是讓保羅不舒服以至他三次求主拿

走這刺。只是，主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刺雖還沒拿走，卻讓保羅學習謙卑倚靠主

的恩典。因保羅得的啟示很大，講道醫病大

有能力，可能落入驕傲，以致倚靠自己。這

刺使保羅知道自己也有軟弱，他需要更緊緊

的倚靠主的恩典。

當人太順利、太有能力時，容易驕傲，倚

靠自己而離開神。我們不求患難，然而，生

命中的患難有時使我們能謙卑尋求主，保守

我們常在主的恩典中。

雷克喬納曾面對的刺：雷克喬納是知名的

先知型牧者，他曾經分享：有一次他們到了

一個城市，事工發展的很好，很受歡迎，大

量的人們湧進。然而，有人開始用言語批評

攻擊他們，而且所講的並非事實。這如同一

根刺，讓他很不舒服。

他就禱告：「主啊！阻止這人不要再攻擊

了。」主卻說：「我可以。但是，你想要誰

來取代他的位置呢？」於是，他明白這刺存

在，能使他學習更謙卑來倚靠主的恩典。所

以，他回答主說：「主啊，不用換人，這人

做的很好。」

結論

我們不是苦修主義；神是賜福的主，人生

雖有患難，服事主也有挑戰。求主幫助我

們，在患難中不要落入悲情心態，反而因著

謙卑倚靠主的恩典，化患難為祝福，得著安

慰鼓勵的能力；彰顯在我們裡面寶貝主的大

能，使軟弱的我們能叫許多人富足，並要成

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1. Colin Brown, The New Internatioanal Dictioi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V. 1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6), p.328. Ernest Best, 哥林
多後書(台南：台灣公報社，2010)53頁。 賴特
（N.T.Wright），《信主了，然後呢？－天國的倫理
學建構》，校園出版，p.309

2. Ernest Best, 哥林多後書(台南：台灣公報社，
2010)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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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聽到了耶穌拒絕母親的要求。我內心

頓時像雲霄飛車般的下沉，情緒低落甚至有

點埋怨耶穌，但瑪利亞要我等待耶穌的指

示。這時候，我的情緒再次不耐，因為會場

的喧鬧聲越來越大，而且有人開始發怒。

突然，耶穌要我去外頭把潔淨之禮的水缸

打滿水。我順服地去大門口打水，當穿過會

場時，我假裝聽不到會場的喧鬧，低著頭在

眾人的指責下穿過會場。我看著六大水缸，

心想不知道要花多久時間才打得滿，但是，

我還是默默的去一旁的水井舀水，持續把水

打滿。在這過程中，我感覺相當焦慮、疑惑

及生氣，會場的人開始在責備我，他們不知

道我在搞什麼，為什麼在打一些已經不需要

用的水，而我也回答不出來。整個會場充滿

對我的不滿，覺得我應該出來說明，而不是

在打那既不能喝，又不需要的水。當時我很

想放棄，並開始對耶穌生氣，因為祂好像使

我被眾人羞辱。我很想放棄、不再順服這樣

打水，但當我把水打滿後，突然聞到一陣酒

香。我往場內望去，而耶穌也看著我，彷彿

在說：「你看吧！」。

我開始省思默觀的內容，發現自己是容易

想要滿足他人期待的人，因此，我常不能專

注於耶穌的指示。另外，我對不明白的事情

容易感覺到沒信心，尤其是忙亂及雜亂的事

不斷出現時，更容易失去平安。透過這次的

默觀，耶穌提醒我生命中兩種無法專注於祂

的狀況，我十分認同聖靈的提醒，也許這就

是我接下來生命需要操練的。

 特別報導

今年的地點仍是寬敝、充滿錄意的林口養生村今年的地點仍是寬敝、充滿錄意的林口養生村

講員為聖依納爵靈修中心的輔導方玉華老師講員為聖依納爵靈修中心的輔導方玉華老師

帶給大家清新的領受預備開學帶給大家清新的領受預備開學

剛開始默觀時，我與耶穌及門徒同桌在筵

席的角落，視野是從會場的角落開始，耶穌

的母親瑪利亞在會場的另一側，而我是一位

局外人。

當故事內容往下走，我聽到會場因為沒有

酒而喧鬧，看見服事的人走去瑪利亞面前告

知沒有酒，又看到瑪利亞跑去找耶穌講話。

但我不夠靠近而聽不到他們的對談，我就停

止下來。

第二次，我的場景還是一樣。這次我是服

務生及負責菜餚的人。我聽到大夥喧鬧沒有

酒，我就靠近瑪利亞那桌，看到她站起來，

帶著服事的人包括我去找耶穌，然後我就聽

到他們的對談。我非常專心的要聽聖經上對

談的內容，特別是「約2:4我與你有什麼相

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我專心地看耶穌

的態度及瑪利亞的表情，卻沒什麼讓我覺得

驚訝，一切都很平淡的過去，然後我就停

止，覺得沒辦法再繼續下去。

接下來，在靜默中，我感受到聖靈要我去

當管理酒的人。場景的設定還是相同，但

是，我在靠近廚房的地方。我聽到會場的人

在喧鬧沒有酒了，甚至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找

負責人。這時，我突然感到很焦慮，思考如

何解決是好，或者出去跟會眾道歉。然後我

看見瑪利亞來找我，跟我說有解決的方式，

就領著我去找耶穌。當下我感覺鬆一口氣，

想說應該能解決。走到耶穌跟門徒的筵席桌

◆ 道碩一年級／溫國勛

默觀迦拿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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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日是我在靈神的結業講道，當天

剛好是我全職事奉邁向第十年。當謝院長為我

禱告時，其中領受的是“多國之母”的呼召，

這是第二次神透過不同牧者的口中，提到這方

面的呼召。記得剛信主時，我跟神禱告說：有

一天，我要為祢成為國際講員，只要有華人的

地方，我都要去傳講祢的話語。有關這件事，

只能默默的放在心裡，因為害怕被貼上【妄想

症】的標籤。

2015年2月25日，突然在睡夢中醒過來，看

一下時間，凌晨兩點三十五分，隱約中感覺有

人在叫我的名字，就在半夢半醒之間，我似乎

聽到熟悉的聲音對我說：“孩子，從今天起，

不再是你的行事曆、不再是教會的行事曆，而

是我的行事曆。我呼召你成為一位自由傳道，

回應多國之母的呼召。”當時的我聽到這一連

串的話，讓我睡意全無、完全驚醒。之後的

幾天，我嘗試說服自己說，那只是我的幻聽擺

了，但事實上，我心裡知道有一個屬靈的轉移

（Spiritual Shifting）正在發生。

之後，我進入內心交戰和討價還價的階段，

我告訴神說，有三個是我過不去的坎：第一，

大多數選擇為自由傳道，都是在服侍上資歷深

厚或從牧會的前線退下牧師的牧者，才會考慮

這方面，而我太年輕了，沒有突顯的專長和恩

賜，如果太早成為自由傳道，可能會夭折。第

二：我在教會服侍的圈子和格局都有限，沒有

太多機會跟其他教會連結，認識我的人不多，

因此，有哪間教會要請我講道呢？第三：如果

要成為自由傳道，至少在我被按牧後，才有公

信力。

當這些問題拋出去之後，神在禱告中回答

說：第一，我就趁你年輕，還可以拖著行李到

處走動的時候，呼召你成為多國的祝福，不行

嗎？第二，你的事工就是你的生命，很多人

有牧者的頭銜，但不一定被我用。第三：如果

因著你回應這次呼召而失去按牧的機會，你

願意嗎？聽完這些話，那一夜，我彷彿來到自

己的客西馬尼園，面對這杯，我該如何回應？

神繼續對我說：年輕的時候，一有呼召，你就

單純的回應，因為當時的你，沒有什麼可給予

的（You have nothing to Give）。如今，我再

次呼召你，你也沒有什麼可損失的（You have 
nothing to Loss）。這一刻，我心裡這一道道過

不去的坎，終於可以跨過去了。

2015年7月1日，我正式以自由傳道的身分，

飛到馬來西亞的外島講道，這是一間只有30人

教會。當教會的牧師得知我棄新加坡豐厚的薪

資成為無薪的自由傳道，也放棄了申請新加坡

永久居民的機會；他隨口說出：每天有30萬的

馬來西亞人湧進新加坡工作，就是為了新加坡

的薪資（新幣的兌換率是馬幣的一比三），而

你竟然離開住了20年的新加坡，你應該是瘋

了。我想我是的，但瘋的人絕對不只我一人，

還有保羅和許多眾聖徒。

回顧這五年的服事歷程，有太多講不完的

見證和神蹟。神用祂大能的手帶我去了15個

國家，服事了50多間教會，幾乎80%以上的機

票，都是神信實的供應，包括連續四年到蒙古

共和國的短宣費用。在這期間，最大的突破就

是用我破碎又新加坡式的英語（Singlish）在

蒙古和印尼講道，我是硬著頭皮，戰戰兢兢抓

住一個信念：神要用我破碎的英語來醫治破

碎的心靈（God want to use my broken English 
to heal the broken heart）。同時，台灣成為我

第三個屬靈的家，經過這些年與台灣教會的

配搭，在大甲靈糧堂的王銘智牧師的推薦籌

備和神學院的成全協助下，今年三月份舉行

我的按牧禮拜，我也在當天正式成立【豐盛

國際事工】，主要是以證道（Preaching）、

培訓（Tra in ing）、屬靈引導（S p i r i t ual 
Mentoring）為往後服侍的方向。在全職服事的

18年內，經

歷兩次重要

的呼召，讓

我的人生活

得很精彩，

因 為 我 深

信：一次的

呼召，一輩

子的跟隨。

一次的呼召，一輩子的跟隨

◆ 第二十一屆校友/朱雪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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