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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會沒事的
▌作者／吳蔓玲

頭
一次聽丹尼斯．哲尼更 （Dennis	 Jernigan）唱詩，就被

歌詞的信息深深吸引。 他是福音詩歌界著名的歌手，

從九○年代初期，就 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詩歌。已

有二十多年歷史的〈祢是我的一 切〉（You	are	my	all	 in	all），

就是他的作品，至今仍是主日崇 拜常唱的詩歌。他寫了上百首

詩歌，有意思的是，他不認為自 己是詩歌作詞、作曲家，只說

自己是一位「詩歌接收者」（song	 receptor）。

他不像麥克．史密斯那樣家 喻戶曉；主要是因為他有九個

孩子，而他極重視孩子的教養， 因此不常辦巡迴演唱會。他

曾提過，父親的身分是誰也替代 不了的；他說女兒青少年時期

打扮漂亮，得到母親的稱讚很重 要，但父親的讚美，才能讓她

感到篤定。顯然，哲尼更安於做 自己，也知道怎樣在世界美名

和權勢下做自己。

破碎的生命

就像不少上帝所使用的僕人一般，哲尼更也曾是一位十分破碎的人，破碎到他的生命只容得

下上帝的救贖。他生於基督教家庭，自有記憶以來，他的父親就在教會領詩，而他從小有音樂天

份，九歲就在祖父牧養的第一浸信會教會參與司琴的事奉。

因為住在鄉下沒有師資，是由祖母教導他怎樣配和弦的，而他司琴完全是靠聽力，當場臨摹

曲子。他的祖母敬虔愛主，哲尼更從祖母身上看到，原來人不只能靠耶穌基督得到救恩，並且可

以和上帝建立生命交流的親密關係。

才九歲，他就感受到耶穌基督的召喚。他問母親怎樣才能得救，她解釋人人都是罪人，原本

應當下地獄，但透過耶穌在十字架的救贖，我們可以與上帝恢復原本那美好的關係。於是，1968

年九月八日，他請求耶穌進入他的生命，並在當晚受洗。

然而，這些屬靈的美好傳承並沒有讓哲尼更的人生比較平順。大約九、十歲時，他就深受同

性吸引；而他從教會講壇和教會長輩的談論聽到的盡是：「應當把所有同性戀者都驅逐出境，他們

活該下地獄！」身邊的一切讓小小年紀的他看不到盼望。他想：「這些認識上帝的男人憎惡像我這

樣的人，那麼上帝必然也憎惡我。」

過去二十年來，西方的性教育其實充斥了性解放的意識型態；當台灣正走向這樣的潮流，我們如何逆流而上？

▌ 丹尼斯．哲尼更（Dennis Jern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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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博取人們的接納和肯定，尤其是從男人來的肯定，也為了隱藏自己內心那份不為人知的

痛苦，他努力表現，諸如：學校成績優異、所屬籃球隊拿了三年州冠軍、高中畢業代表畢業生致

詞等，他努力得到身邊的人的讚賞。

不再戀慕同性多年之後，他曾感嘆：「我為自己當年的選擇負責任！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認，

是教會對於同性戀的恐懼和無知，將我驅離教會。可悲的是，今天基督的肢體中，仍有不少人如

此行。」

天生是同性戀？

也許你會問，他是否天生是同性戀？我想結婚近三十年的他，會大聲回答你：不是的。不少

同性戀的書籍提到男同性戀成因之一，是與父親關係的疏離，無法得到父愛滋養所造成的；哲尼

更便是其一。儘管照人的眼光來看，他的父親是位負責的父親，他努力賺錢養家；不過，他從未

擁抱過兒女。哲尼更無法從地上的父親感受到愛，從而無法完全領受天父上帝的接納和饒恕。

他強調自己過去在同性戀傾向中掙扎，絕對不是因為父親失職，也不是因為小時候曾無意中

在男廁看到不該看的事情（儘管這是真實發生的事），而是因為他聽信了撒但的謊言。

回顧往事，他領悟到自己從小就相當自我中心，很難相信有人會愛他，因此切斷了接受愛的

能力。他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即使他竭力表現優異，卻總覺得自己不夠好。好成績和優越的音樂

表現並沒有帶給他任何希望，只有痛苦和寂寞。即使在人群中，也甩不開寂寞感。他生活的種種

決定，都是基於人們對他的看法。他變得愈來愈自私，甚至為了表現優異，不惜踩在別人的頭

上，而他的弟弟們就成了最大的受害人。

其實，他人生的每個活動和事件，他的父母從未缺席過，這些行動在在說明他們對哲尼更的

愛；直到多年後，他才明白在成長時期，他的父親曾以許多方式向他表達愛。但是，年少的哲尼

更選擇相信父親不愛自己，並且讓這個謊言和被拒絕感充滿他生命的每個領域。因著這個謊言，

他拒絕父親，並且開始渴望以逆反常情的方式，與男人發展親密關係，來滿足內心對愛的需求。

有意思的是，在同性戀的掙扎中，九歲的他曾聽見上帝對他說，將來他的家會是擁有九位子

女的大家庭。他那時想：我真是瘋了，同性戀者怎麼會有九個孩子？

慾海浮沉

直到高中畢業，都還沒有人曉得他心中的掙扎。在奧克拉荷馬浸信會大學就讀時，他仍隱藏

這個祕密。不過，他發現同學中有人也有一樣的掙扎，於是在身體和情感上，他落實了自己是同

性戀者的認知。只是他愈相信自己是同性戀者，日子過得愈痛苦。

回想起來，大學時代還是有一些美好的時光。因為年輕時缺乏正規音樂訓練，大學的音樂課

程為他打開了一扇嶄新的語言大門，他學習讀寫音樂。這份訓練成為寶貴的生命資產，讓他能夠

用詩歌來表達內心的情感。不但如此，他也體會到儘管當時他在罪惡和困惑中打滾，上帝大能的

手仍舊不吝向他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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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那年，他認識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瑪琳娜。他認為她是自己曾見過最美麗的女人，他受

她深深吸引。然而，即使他們斷斷續續的約會，他仍舊與其他男人發生性關係。

到了大四，他情緒混亂，痛苦不堪。畢竟從兒時起，他就不斷乞求上帝除去那些同性戀的感

覺，但什麼事也沒發生。畢業前那學期的某個晚上，他待在自己的小公寓裏，決定尋死。他打開

瓦斯企圖自殺，但才沒幾分鐘，他就開始害怕，自己該怎麼面對永恆？—他知道自己尚未預備

好。

沒多久，他主動與瑪琳娜分手，告訴她，他再也不想看到她。瑪琳娜心碎了，儘管他們斷斷

續續分手過好幾次，但這一回她心想：「這下子真的完了。」然而，死了這份心的瑪琳娜，讓自己

生命的重心回到上帝面前，不再用男女之情填補內心的空虛。

畢業後那個暑假，哲尼更和另外一個男人有三個月的關係。他放棄掙扎，接受媒體所說的：

同性戀是不可能改變的。他假設若是接受同性戀的身分，內心就可以得到平安。他告訴自己：「我

天生是同性戀……上帝要我過的就是這樣的生活。」

大錯特錯！那幾個月的同性戀生活讓他多數的時候感到被利用。比起真誠無私的愛，那種愛

似乎更為自我中心，更具有虐待性。他對同性戀群體的幻想逐漸破滅，於是再次轉向尋求上帝。

愛的介入

他申請進入神學院，以為或許可以找到些許答案。但是，就在開學前三天，他接到一通朋友

的電話。他說：「哲尼更，上帝最近常讓我想到你。事實上，這星期我做了有關你的夢。」朋友解

釋：「在夢裏，上帝給了你各式各樣的歌曲。」當時，哲尼更覺得他發瘋了，但朋友接著說：「不

但如此，我媽媽這星期也做了同樣的夢。」這下子，嚇壞他了。

他放棄了上神學院的計劃，接受邀請，與朋友的家人同住。音樂的大學文憑很難找到合適的

工作，最後他擔任校車司機，在早晨和下午接送學童的空檔中，他傾心呼求上帝。他曉得上帝是

真實的。

沒多久，朋友就發現了他的祕密。他沒有拒絕哲尼更，也沒有羞辱他，而是再次肯定他對哲

尼更的愛和關懷，願意陪伴哲尼更面對同性戀的掙扎，即使哲尼更會跌倒再犯罪，他也不改變這

份愛。這是哲尼更過去從未經歷的無條件之愛。在此之後，上帝開始帶領其他人進入他的生命，

在哲尼更經歷改變的這段過程中，無條件地愛他。

剛開始，他把聖經放在鋼琴上，對上帝吟唱大衛寫的詩篇。他看到大衛和上帝之間有親密、

誠實的關係，這是他一生所渴望的。他看到大衛向上帝坦言心情和心態—這些是「好人」會隱

藏的感受。然而，上帝稱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徒十三22）。沒多久，他就開始向上帝唱出自

己的感受和祈禱，把多年來靈魂的苦痛，全都傾倒、敞開在上帝的面前。

後來，一個名為「使徒行傳第二章」的著名基督徒團體來當地演唱，哲尼更覺得自己必須

去。就在演唱會中，上帝的大愛和歌唱者的真誠俘虜了他的心。詩歌乍然停止，演唱者開口說：

「上帝把某人放在我的心裡。他的心隱藏了某項十分痛苦、可怕的事，要是其他人發現，就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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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上帝要你曉得，祂看到它，並且祂依然愛你。」接著，她鼓勵大家把自己的重擔交給

主。

這樣的敬拜對哲尼更是全新的體驗。當他全然交托之時，上帝變得更真實，是超越他能夠想

像的。他感受到耶穌就在身旁，願意與他同走；他可以誠實面對耶穌。

他內心呼喊著：「主耶穌，我改變不了自己，也改變不了被我弄得一團糟的生命，但祢可以改

變……」就在那一刻，哲尼更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給耶穌—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身體，

以及他的過去。

那是有生以來頭一次，他領悟到：同性性行為其實是惹上帝傷心的罪，而耶穌已經為這個罪

受死。他感到耶穌在他的心中低語：「哲尼更，我正塑造你成為全新的人。我的血為你的罪債付了

代價。你已經自由了。」

十五年的痛苦在那一夜結束，開始了他奇妙的生命之旅。這也是平生頭一遭，他看到自己得

饒恕、得潔淨。他生命中戀慕同性的權勢已經被打破。從那一刻起，原本纏擾他多年的那些戀慕

男子的性慾望漸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聖潔和純淨的性思想。他深知是耶穌改變了他。

破碎後散發的香氣

大約一年後，他感到上帝鼓勵他再次聯絡瑪琳娜。他愛她，想娶她。他不是先與她聯絡，而

是寫信徵求她母親同意他重新與瑪琳娜交往。幾個月後，他就求婚。不過，哲尼更並沒有告訴妻

子有關自己同性戀的過去，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得醫治，沒必要舊事重提。

1988年七月，他覺得上帝要把他人生最大的失敗和軟弱，變成人生的強處。不僅如此，要是

他肯公開承認自己不堪的過去，撒但就再也沒有子彈可以攻擊他，他就不用再活在擔心被人發現

他的過去的恐懼中。

於是，他先向妻子吐露了自己的過去。儘管她內心有許多疑問，但她很感激哲尼更在她的愛

中有足夠的安全感，願意分享過去最深、最隱密的罪。三天之後，他在教會裡公開吐露自己的過

去。之後，奇妙的事情開始發生。

人們開始找哲尼更吐露他們過去最深的傷口，諸如：同性戀、亂倫、通姦、強暴、墮胎。當

他們承認自己的罪和痛苦，耶穌就開始醫治他們。

一生的音樂事奉

有一回，在家鄉社區中心帶領敬拜之後，一位老婦人來找他，她是他祖母的禱告同伴之一。

她說：「……真是奇妙，你祖母的禱告如此得應允！……」哲尼更問：「什麼禱告？」她回答：

「……你的祖母告訴我，當你每天在她房間裏練琴時，她會站在你的身後，懇求上帝在音樂和敬拜

上，在祂的國度中大大使用你。」

從那一年至今，多年來上帝回應且成全了那些祈禱。而今天，一如當年上帝曾對他說過的，

他和妻子生了九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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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把自己的詩歌放在youtube上，而他的網站每個月都有免費詩歌提供下載。他一生的使命

是成為上帝的器皿，釋放被擄的得自由。

																											＊　　																									＊　　																										＊

此時，耳邊響起這首詩歌〈一切將會沒事的〉（It’s	gonna	be	alright）。我曾在靈魂的黑夜中，

反覆聽著這首詩歌，為我帶來極大安慰。當初他是為自己的女兒正面臨離婚，和他一位在痛苦中

的朋友，來到上帝面前禱告，而寫下這首詩歌。參考的經文是詩篇三十二篇7節和西番雅書三章

17節。我試著照它的原文，直譯歌詞如下：

一切都會沒事的，孩子！

即便在黑夜中，孩子！

我甚至會使用黑夜

教導你如何聆聽我

現在，一切都會沒事的

即便你看不到事情會如何

我甚至會使用你的失敗

幫助你親近我

這裡一切都會沒事的

倘若你讓我拉近你的心

我甚至會使用你的憂傷

教導你怎樣愛我

	

一切都會沒事的，孩子！

我會緊緊握住你的，孩子！

我甚至會使用你的傷痛

幫助你更認識我

你為何緊握自己的過去不放

放手，緊握我不放，愛會持續下去

若是你不信任我的愛，你怎能認識我

放手吧！你會發現我的愛超乎所求

（副歌）

聆聽我，我在呼喚：

「孩子，來，深深愛上我。」

相信我，你必須放手

不然，你永遠不會知道我裡面更深的愛。

It's gonna be alright, child
Even through the darkest night, child
I'll even use the darkness
To teach you how to hear Me

It's gonna be alright now
Even if you don't see how
I'll even use your failure
To help you to draw near Me

It's gonna be alright here
If you will let Me hold your heart near
I'll even use your sorrows
To teach You how to love Me

It's gonna be alright, child
I'll hold you really close and tight child
I'll even use Your woundings
To help you know more of Me

Why do you hold on to the things of your past
Let go and cling to Me and love that will last
How can you know Me if you do not trust My love
Let go! You'll find My love is more than enough

Hear Me. I am calling,
"Child, come falling deeper in love with Me."
Trust Me, you must let go
Or you will never know any deeper love in Me

				丹尼斯．哲尼更的網址如下：http://www.dennisjernigan.com/，他每個月都放一首歌曲，提供自由下載。他常把自己寫的歌放在youtube

上，並解釋寫曲的背景和默想的經文。他的註冊代號是Singoverme；網址如下：http://www.youtube.com/user/Singover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