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稿

帶你到不願意
去的地方

▌作者／巴恩斯（M.Craig Barnes）  ▌譯者／林鳳英

悔改總是發生在我們不願意去的路途中。

我們唯有放棄想要回到更想去的地方的希望，

才能抵達悔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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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耶穌」是件危險事

年
輕的牧師可以從他牧養的會友學到許多事。最能教導我如何跟隨耶穌的，不是在神學

院、研究所或我讀過的各種書本中，而是我牧養的會眾。某些會友犯的錯誤，教導我許

多重要的功課。他們戲劇化的見證，說明了神尋找他們的決心，超越了他們會迷失的可

能性。然而，過往這些年，我學到傾聽另一種更微妙的故事，儘管他們沒有犯什麼大錯，卻一樣

發現自己非常需要耶穌。

這些人的生命一點也不戲劇化。我受邀進到他們的故事中，通常是危機發生時，或是生命中

出現不可預測、不想要的轉變。比方：失業了、醫生的檢驗報告傳出壞消息、孩子持有違禁藥品

被捕。我聽到這些心碎的基督徒說：他們無法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他們數算對神的愛，一

生敬虔委身於教會和家庭。他們想要說的是：「我沒有做錯事！」然而，他們感到迷失，感到被當

成大罪人。

這促使他們尋找自己的過錯、並且謀求補救，以期恢復對生命的夢想。他們多半會感激我提

供明智的協助，而我也會對自己蒙召成為協助者感到陶陶然。然而，我一踏入這種試探，就必須

承認，我的建議對他們並沒有什麼幫助。

我的職責是，向他們指出耶穌是唯一的救

主。如果我自己試圖成為救主，就不可能

將他們引向耶穌。我總是急於幫助人恢復

井然有序的生活，但那可能正是他們最需

要脫離的生活狀態。

我們察看聖經對耶穌基督的描述，就會發現，耶穌總是帶我們離開生命中想要去的地方。事

實上，那是耶穌對祂頭一個門徒的應許。

〉〉	我總是急於幫助人恢復井然有
序的生活，但那可能正是他們

最需要脫離的生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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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復活之後，我們看到耶穌和彼得之間的對話（約二十一15-19）。這幾節經文似乎就是

約翰福音的中心主旨。這段對話發生在耶穌發現彼得再次回到安全的漁船上。這是門徒困惑的時

刻：首先，耶穌死了，然後復活了；接著耶穌再次向門徒顯現，之後祂又離開。當耶穌變得不可

預測的時候，要回到我們可以依靠的事上，向來都成為一種令人猶疑難決的事。

然而，有一天，在供應早餐的營火旁，耶穌的話顯得格外清晰。彼得無法逃避耶穌提出來的

問題：「你愛我嗎？你愛我嗎？你愛我嗎？」三年來，彼得學習事奉耶穌，得到許多不尋常的經

歷，累積了不少學分。然而他的學徒生涯顯然終

結於一個簡單的問題：「你愛我嗎？」耶穌沒有問

彼得：「你學到什麼？你有什麼成就？你帶了多少

人信主？」最終唯一的問題是，我們愛耶穌嗎？

對於耶穌一直堅持的提問，我們可以轉而指向我們對其他人的責任，有多少事需要我們的關

注。或者我們對「你愛我嗎？」這個問題有多驚恐；難道我們不能就只餵養這些羊嗎？不，其實

我們沒有能力。當羊變得令人厭惡（他們會變的），如果不是因著愛耶穌的緣故，我們遲早會放棄

羊群的。

聖經告訴我們，耶穌三次問彼得這個問題時，彼得覺得難過。或許是因為他想起稍早之前，

有人在火堆旁問了他三次問題。或許是因為他終於聽到這個問題，而且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彼

得能回答的，也是我們能回答的：「主啊，祢知道每件事；祢知道我愛祢。」的確，主知道每件

事，甚至知道我們是多麼猶豫要捨棄，或被迫捨棄祂的愛。然而無疑的，這是祂對門徒的渴望。

顯然「你愛我嗎？」這個問題是不會消失的。耶穌會不斷的問，直到我們了解，什麼是在愛裡與

祂同在。

「你愛我嗎？」這個問題浮現後，答案就出來了，然後我們被賦予使命—「餵養我的羊。」

那使命也不會消失。因為耶穌會不斷呼召彼得進到這個使命中。

我發現，人們通常認為他們的生命正蒙召要進到一個特定的使命中。但是他們又不敢確定。

有時候他們擔心，如果不立刻回應，會失去在神國度裡被使用的機會。但我還沒有發現真有這樣

的例子。如果呼召是真的來自神，它就不會消失。正如耶穌不斷的問彼得，祂也會不斷的提醒我

們的使命。我們更多的愛祂，祂就更多帶領我們回到我們的呼召—餵養。我們餵養人群，因為

他們饑渴。他們渴望尋找意義和目的、渴望獲得安慰和了解。他們最渴慕的是神。畢竟，他們是

祂的羊。

一開始最直接的使命似乎是—餵養渴慕神的人。但不止於此。這同時也是預告：「你年少的

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

地方。」（約二十一18）

〉〉	最終唯一的問題是，
我們愛耶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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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成熟的門徒，就表示要被領到和

耶穌一樣沒有權、沒有勢的地方。用盧雲

（Henri	Nouwen）的話說，它意味著：在一

個爭著向上的世界裡，朝著向下的路走去。

我不會感到悲傷，而是充滿喜樂，因為向下的路，是神向我們顯示、與我們同在的路。1

我聽到盧雲說這段話，是在神學院的畢業禮上。他在台上傳講耶穌和彼得之間這段談話。無

疑的，這是我一生聽過最難忘的信息。我和同窗剛剛完成三年嚴格的訓練，預備接受牧職。大部

分同學不久前剛接到生平首個牧區邀聘，準備摩拳擦掌進入夢想了好幾

年的生涯。我們穿著新牧師袍，列隊走進普林斯頓大學大教堂的中央走

道。偉大牧職新的一頁就在前方不遠。我們受過訓練，我們蒙受召喚，

我們準備好在神的國度點燃熊熊火炬；至少我們是這麼想的。

今日我仍然清楚看見盧雲在台上傾身向前問我們：「你愛耶穌嗎？你

愛耶穌嗎？你愛耶穌嗎？」他停頓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等待我們回應。

是的。是的。是的，我當然愛耶穌，要不然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我這麼

想。然後他做了保證：

如果你回答「是」，這將意味著：開會、開會、開會，因為這個世界喜歡開會。這也意味著：

會眾只要你做一件事，不要破壞現狀⋯⋯這意味著：只能臣服於無止盡的「少管我」的經歷中。

這意味著以上所有。但同時也意味著焦慮的心，等待著聽到一句安慰的話，無數顫抖的雙手渴望

被觸摸，及破碎的心靈期待被醫治。

你的生命將不會安逸，也不

應該安逸。它應該是艱困的，它

應該是激進的，它應該是不得安

息的；它會帶領你到一個你不願

意去的地方。2

	

我聽這篇信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餵養耶穌羊群多年之後，我的牧師袍變得破舊不堪。我最

常想起的話是盧雲的保證：我得無止盡地臣服於「少管我」的經歷，陪著一群堅持要走自己的

路，卻不清楚要往哪裡去的會眾；這種事不斷地發生。

大部分的牧師，都懷有一種可貴的、成為摩西的自我期許，試圖帶領百姓到應許之地。我們

總認為可以把他們帶到某個目的地。但我驚訝，我們不知浪費了多少時間漂流在曠野。自從我被

任命為牧師，在三個不同教會的談話室裡，一面吃披薩一面談有關青年團契的問題，我至少說過

兩百次相同的話。我大部分的時間，不是握住顫抖的雙手，而是為了付租金。我深具信心，教會

可因我的投入而有番新氣象，雖然我不確信，這番不同是不是更靠近神的應許之地。我願意為了

〉〉	如果你回答「是」，你的生命將不會安逸，
也不應該安逸。它應該是艱困的，它應該是

激進的，它應該是不得安息的；它會帶領你

到一個你不願意去的地方。

▌盧雲（Henri Nouwen）

〉〉	作為成熟的門徒，就表示要
被領到和耶穌一樣沒有權、

沒有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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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冒著失敗的危險，我也確定能掌握住成功。但我不想承擔的是：神的百姓每天漫無目的的

旅程。然而，那卻是我蒙召前往之地。而我深信，對我的會眾而言，耶穌的愛，才是唯一有意義

的途徑。

沒有人要走向下的道路。如果你渴望向下之路，是因為你不了解。往下走的代價太大。它和

渴望領自己向上走的道路正好相反。按理，我們應該擁有衡量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標—婚姻、孩

子、事業、房子、更好的事業、更大的房子。我們應該走在該走的路上。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耶穌

要問我們是否愛祂；然後，如果我們回答「是」的話，我們的應許將是：被帶到一個我們不願意

去的地方？

那是什麼樣的地方呢？我們為什麼要放棄熟知的生活，而單單愛耶穌呢？或許答案不是我們

會被帶到哪裡，或是我們要離開哪裡。答案反而是：沿途將有哪些事會臨到。

愛耶穌的危險：另一個故事

諾瑪的祖父母是宣教士，父母親是敬虔的基督徒。她積極參與當地教會，之後進入基督教大

學。在學校裡，她遇見了她的基督徒丈夫。諾瑪跟隨耶穌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幾乎可以進到

「從此以後幸福快樂」的那一邊。顯然，臨門的一步是耶穌給了她一個基督化的家庭。但那正是諾

瑪的救主耶穌讓她感到困惑的開始。

諾瑪和先生發現他們患了不孕症。經過多次禱告，也努力了一陣子之後，他們決定領養小

孩。一開始領養的三個孩子都很順利。撫養小嬰孩有它不容易的時刻，但諾瑪證明自己是好母

親。就像彼得找不到耶穌而回到漁船上一樣，耶穌的門徒都另有一技之長，當跟隨耶穌途中遇到

挫折時，他們就回到原先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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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瑪和先生搬到農場。每天早晨她先生搭車進城裡主持公司龐大吃重的業務。白天及大部分

的夜晚，農場裡只有諾瑪和孩子。生活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段時間，復活的主似乎忙於向其他人顯現，而不理睬諾瑪。確實也沒有奇蹟顯示她可以生

出自己的孩子。那種失望，加上對她幼年時，刻板保守信仰的反彈，使得諾瑪漸漸、以致於長期

疏離教會。她所能找到最好的夢想是，忘記耶穌的呼召，單單在農場裡養育孩子。

有天，社工員打電話問她，要不要考慮收養黛比—一個年紀較長，來自問題家庭的孩子。

諾瑪渴望收養。她知道該怎麼做。她確定，以她的愛來充滿這個孩子，會改變這個小女孩的生

命。

但是她錯了。

黛比的問題不是良好的養育、及新鮮的空氣可以消除的。她的童年被暴力蹂躪，情緒的創傷

蔓延得非常深。諾瑪勇敢的、努力的做了她所能做的每件事之後，終於了解她已經沒有什麼可以

餵養這個叫她媽媽，卻饑渴且迷失的羊。在她最勇於面對的時候，她坦承問題不是她養育子女的

技巧失敗，真正的問題是，她不知道如何去愛這個憤怒的女兒。而諾瑪一直認為養育子女她很在

行，在這件事上她並不需要耶穌。

她禱告求神的恩典。恩典已經來到，那就是帶她到一個她不願意去的地方。

有九年那麼長的時間，諾瑪和她的先生一直走在向下佈滿失望的路上，直到黛比離家。黛比

在畢業典禮那天，和她的朋友跑到芝加哥，逃避諾瑪為她邀請外地親友所舉辦的畢業宴會。

領養黛比，是因為諾瑪認為窮困的孩子需要被拯救。當然，這是另一個機會來證明她有愛的

能力，證明她對於神來說是有價值的，證明她是一個母親，因為她善於做母親。

黛比是來自神的禮物。她的給予不是要讓諾瑪來證明任何事。這個麻煩的禮物，證明了那個

有需要的人是諾瑪，而不是她想拯救的那些孩子。那是她悔改的時刻。現在諾瑪知道她無法成為

救主。現在她知道她需要被拯救。

在諾瑪願意接受神對她無條件的愛之後：給予所有的孩子恩慈，比拯救孩子容易多了。當基

督徒真正相信自己需要耶穌，就不會受誘惑，想要成為其他人的救主。

這件事發生在不久之前。諾瑪和她的先生現在已經離開農場──那個她的夢想幻滅之處。他

們同時回到教會。事實上，他們擔負起帶領教會從事本地的事奉專案。其中之一，是對當地學校

確認為處境危險的青少年，提供托付的照顧關係。教會會友自願協助參與這個計畫，諾瑪花許多

時間，小心提醒他們如何照料這些有問題的孩子。她告訴義工要有被拒絕的心理準備，她提醒她

們：努力使這些孩子改變，他們也不會以感激回應。改變他們不是重點；能持續不斷的愛他們才

是重點。唯有我們沈浸在耶穌恩典的愛中，才能做到持續的給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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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瑪會更喜歡容易一些的恩典功課。但

恩典沒有容易學的功課。當我們回答耶穌

「你愛我嗎？」這個問題後，就必須是一個

接著一個的悔改回轉。

我一直被諾瑪和她先生維繫著和所有孩

子之間愛的關係所感動，也包括黛比。因著父母協助，黛比從大學畢業、結婚，現在是兩個孩子

的媽媽。她的生命仍然不算完美，但她說：她從養父母那裡知道什麼是愛。

經過這許多年後，諾瑪仍在學習最艱難的功課—愛—如何接受愛。她還在這路途中。還

有更多的悔改會來到。

模糊不清之間

在生命的道路上，要多麼常與神會晤，這往往多到令人吃驚的地步。亞伯拉罕和撒拉必須離

開他們迦勒底吾珥的本族本家，前往應許之地。他們靈性的成長，悔改的腳步，都發生在路上。

亞伯拉罕生命結束時，唯一擁有的土地，是他買來作為埋葬妻子撒萊之地。然而故事的結束並不

是最重要的部分，他們與神同行的長途旅程才是最重要的。

當摩西帶領希伯來人脫離奴隸身分，前往相同的應許之地時，也產生相同的狀況。有一條路

直接從埃及通往巴勒斯坦，稱為「非利士地的道路」（出十三17）。但是神沒有帶領百姓走那路，

因為祂知道，如果要百姓面對戰爭，他們會逃回埃及。所以祂讓百姓向南，下到西乃半島，在那

裡他們才會學習如何信靠神。這是奴隸轉變為神國祭司的唯一道路。

他們向南走了大約二十哩，到了以琳，百姓抱怨旅程太艱辛。他們失去了在埃及有吃有喝的

保障。沒有什麼比當奴隸更為安全的了。自由使我們驚惶。當我們獲得自由，我們所知道的只

是：我們正在路上，我們不知道是否能抵達目的地。我們也確實不知道要怎樣才能抵達目的地。	

這趟旅程的隱喻，有助於了解婚姻。我所認識的大部分牧師，都比較喜歡在夫妻結婚約六個

月後，才做婚前輔導—這時新婚夫婦才預備好會聆聽。當他們想到自己身在何處時，已經向南

走了二十哩遠了。他們的資源用盡了。他們不確定是否走在對的方向。他們開始了解，對婚姻的

夢想實際上是要付代價的。他們甚至開始想念埃及。只有在捨棄中，他們才會了解，婚姻是一趟

長遠的旅程。

「婚姻需要救主耶穌是什麼意思？」對於以這句話來開場的嚴肅談話，通常讓這些夫妻很受驚

嚇。大部分夫妻想從我這裡得到的是，一些建議，或者是一本可以處理他們問題的書。進入婚姻

六個月，他們就想要抵達應許之地。他們還有很遠的路要走，當他們被領向應許之地，還有許多

〉〉	當我們回答耶穌「你愛我嗎？」
這個問題後，就必須是一個接著

一個的悔改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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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祕要發掘，是他們未曾想過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告訴他們如何每

天接受神的嗎哪。這很不起眼，當然也就不是他們想要的。但是在這

條婚姻旅程，能夠讓他們彼此同行的唯一途徑，就是學習如何每天接

收神對他們婚姻的恩典。

對神的子民，這也同樣真實。信心子民的挑戰就是學習如何跟

隨。關鍵的功課，是放棄想知道：我們將前往哪裡的期望。

耶穌已經預備好要前往耶路撒冷之後，宣告做為門徒要付上嚴苛代價的警告。許多福音書裡

都說明了祂的門徒在這條十字架的道路上所發生的事。事實上，耶穌大部分的事奉也都發生在這

條路上。路加福音告訴我們，「他們走路的時候，有一人對耶穌說：祢無論往哪裡去，我要跟從祢。」

（路九57）然後耶穌告誡祂的門徒，「失去一切」正等在前頭。「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

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

耶穌最令我們沮喪的一件事，是祂不

想安定下來。祂不斷的把我們從想要停留

下來的地方挪開，像是把我們從加利利，

帶向耶路撒冷，那我們不想去的地方。

我們旅行在模糊不清的地帶。我們在：捨棄表面狀似安全的生命，以及在耶路撒冷等待著我

們，不確定的生命，兩者之間旅行。在這條路上，福音開始改變我們的生命。或許在這條路上，

會遇見耶穌和我們一起進到苦難之地，像是離婚、疾病或死亡。或許在這條路上是從婚禮、孩子

出生或是很棒的新工作開始。我們認為我們所走是向下或向上的路。我們認為那是走向成功，或

失敗的道路。但最終卻發現那條路是走向耶路撒冷，我們的救恩無疑的就在那裡。

有時我們感覺生命走在正確的地方。我們的身體狀況和工作都很好，家人和朋友也都很好，

每個人都在。這時真想讓人大叫，「好，大家都不要動！」嗯，最好趕快拍個照，因為，有更大的

機率耶穌將邀請我們經歷更多的捨棄。

因為耶穌不會滿足於我們降低自己的夢想，接受生命就只是這個樣子。祂會不斷的把我們推

向看不見的應許。耶路撒冷為什麼如此特別？除了救恩將會在那裡出現之外，大部分的時間，門

徒並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在這當中，應許使得他們上路，那就改變了我們的生命。

法莉（Margaret	Farley）的說法是：「終極意味著⋯⋯我今日所作的承諾，唯有在我生命結束

時才會明朗；我生命的意義，因為我今天所作的承諾，在結束時將會有所不同。」3在委身時，

我們將自己投進方向確定的水流中。但方向可能會改變，水流可能會變得波濤洶湧。一直要到最

終，我們才會知道今日進到水流中的意義。

〉〉	耶穌最令我們沮喪的一件事，
是祂不想安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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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條路上，耶穌會邀請我們，丟掉身上所背負沈重卻深受珍愛的負擔。不要回頭看。失去

是走向耶路撒冷的另一步。在福音書中，耶路撒冷在故事的結尾才出現，那表示門徒花了許多的

時間才領悟，耶穌要帶他們告別離開的地

方，多於祂要帶他們前往的。有很多很好

的理由，可以當做藉口停止不再往前走。

有一個人要回家埋葬他的父親。另一個人

要向親人告別。但是耶穌清楚的指出—救恩的道路就在前面。

旅程中的每一天，耶穌的門徒要對繼續往前與否做抉擇。這是回頭向後看的時候，還是應該

繼續往前呢？我們對這個問題怎麼回應，我們的信心就怎麼成長。屬靈成長大師早就知道這點。

中世紀歐洲本篤會的修道院，所有的修士都要穿上簡單，不起眼的服裝，作為他們靈命旅程

的象徵。新來的見習修士會脫下他舊有的衣服換上新的修士袍。但這些舊衣服不會丟掉。衣服會

被放在修道院的衣櫥裡，提醒這些見習修士，一旦他想離開，這些舊有的衣服仍在等著他。這迫

使他們每天必須對自己的使命做抉擇。

基於相同的原因，馬丁路德宣稱他每天都必須重生。每天他都必須要選擇擁抱受洗時的誓

約，每天他都必須重申跟隨耶穌的誓約，去到他不願意去的地方。

捨棄才能委身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教會從聖本篤（St.	Benedict）及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學習英雄式的

委身。這使我們很想接近這些英雄式的人物，期望從他們身上學到更多。但是今天的教會充滿了

信心和委身的例子。這些同時代的聖徒圍繞在我們身邊，但我們看不見他們，因為他們隱藏在平

常的生活中。

凱瑟琳在五個孩子中排行老四。她的妹妹安妮絲，家中的第五個孩子，出生就是唐氏症患

者。當時，醫生通常會建議把這樣的孩子送進收容機構，因為她的生命預計只有幾年。然而，凱

瑟琳的父母決定和其他的孩子一樣，在家裡扶養安妮絲。

因著驚人的耐心及無限的愛，凱瑟琳的媽媽教導安妮絲生活起居。她學會作飯、到雜貨店買

東西、到教會，並且會自己搭車。凱瑟琳和其他的手足把安妮絲視為家中重要的一份子，事實上

她也是。看起來一切似乎很順利。

凱瑟琳高中畢業後，進到一間有名的大學，並在紐約市的出版社擔任繁重的工作。安妮絲完

成少許的學校教育，便待在家裡，協助父母親作一些家務。

她們的父親意外的過世了，留下安妮絲和媽媽。三年之後，媽媽也過世了。沒有一個孩子認

為有需要討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凱瑟琳是四個手足中唯一沒有結婚的。所以她留在父母親的

房子裡，承擔起照顧安妮絲的責任。這不是她曾預料前往的地方。阻礙出現在前往其他夢想的路

上。

〉〉	耶穌要帶他們告別離開的地方，
多於祂要帶他們前往的。



特　稿

	 校園	20
	 2012	/9、10月號

三十五年來，凱瑟琳通勤往返於郊區的家，及她工作的市中心。有時晚上排定的工作行程，

讓她只能在安妮絲將就寢時才回到家。任何需要出差推廣的工作行程，她都要拒絕，她也無法回

答是否單身獨居的問題，使她幾乎不和人約會。

當安妮絲到了需要有人一直在旁照料的階段，凱瑟琳改成在家工作，白天協助妹妹因應退化

的狀況。有些夜晚則被孤寂籠罩沒有人知道她為安妮絲做了多大的犧牲。但是經由凱瑟琳的愛及

委身，安妮絲雖然智力只餘二歲，卻歡度了她五十六歲的生日。

凱瑟琳是我太太的姨媽。我所認識的每個人都稱她為凱瑟琳姨媽，這些人當中有許多是因著

對她的喜愛，而不是血緣的關係。我們這兩代家族的人，一直把她當成母親的替身，是忠心的姊

妹及隨時的輔導者。她是委身基督的具體形象，神對我們家族恩典的象徵。

不久前，安妮絲的健康狀況顯著的衰退。照顧她就像承擔赫連恩（Herculean希臘神話完成

十二項英雄事蹟的大力神）的艱鉅任務。沒有人可以預料安妮絲還能活多久。家族裡有些成員私

下悄悄的說著，他們懷疑，如果安妮絲死了對凱瑟琳姨媽是不是最好，凱瑟琳姨媽把她生命最好

的歲月都給了安妮絲。但那不是凱瑟琳的看法。生命對於安妮絲從來都不容易。每次安妮絲愉快

的過了一天，凱瑟琳都認為那是一種勝利。不論好或壞，她都希望有更多的日子和安妮絲在一

起。

這不是凱瑟琳從畢業時夢想的生命。這個束縛帶她到她不曾計畫前往的地方。但這是耶穌基

督帶領她前往的地方，正是她所渴望的生命。這就是成為基督徒的意義。		 v

 （本文譯自When God Interrupts—Findig New Life through Unwanted Change, IVP- USA , 1996，已獲准翻譯。

附註：

1.		Henri	Nouwen,	commencement	address,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June	2,	1981.	See	Nouwen,	“A	Please	You’d	Rather	Not	
Go,”	Princeton Seminary Bulletin3,	no.3（1982）:237.

2.	Ibid.,	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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