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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工受挫時

◆ 黃正義

我
們曾經從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

中查考過三種不同模式的成功 :

一、所羅巴伯和耶書亞動員第一代被

擄的百姓建造聖殿。二、文士以斯拉

恢復聖殿內的敬拜，引導百姓進入屬

靈的復興。三、尼希米重建損壞的耶

路撒冷城牆。現在我們要從尼希米

記 10-13 章去探討一個大部份的傳道

人不太教導的主題—當事工失敗時。

從這幾章聖經裏，我們看見回歸耶路

撒冷的猶太人曾經向神承諾要成為信

實的民族，但是很快的他們就打破了

這個承諾。尼希米先前的努力似乎都

付諸流水，因為猶太人又走到老路去

了。

我們通常把尼希米當作一個成功

的領袖榜樣，因為從 1-7 章裏可以看

到他卓越的表現：以勇敢堅定的信念

勝過敵對者的攻擊與威脅、懂得處理

沮喪的情緒、成功的動員神的百姓。

不過我們通常都忽視了 10-13 章的經

文中所呈現的，有關尼希米的另一個

面貌。在這裏，我們看到一個領袖回

頭去他的本行，百姓也離開  神。尼

希米深感到挫折，因為他的努力沒有

開花結果。做為一個領袖，要面對事

工上的失敗似乎是一件尷尬的事情。

在我們進一步研讀尼希米 10-13 章以

前，先讓我們思考一些問題：為何我

們為神所作的事工很多都是失敗而不

是成功？當事工失敗時，我們如何看

待這些失敗呢？神是否仍然掌權？我

們多半不願談論事工的失敗，寧可分

享一些成功的見證。今天我們要從這

些經文裏要來探討尼希米的事工，以

他的失敗來做為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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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一定不以為然，尼希米用

禱告來推動  神的工作，又完成了不可

能的任務。他怎麼可能是個失敗的人

呢 ? 就像舊約裏很多領導人一樣，他

有好的開始，卻沒有好的結束。他確

實被神所重用，帶領百姓重建耶路撒

冷的城牆。但是在 10-13 章裏，我們

看到不僅他的事工失敗了，而且他處

理失敗的方法是不健康且自我中心。

就像許多的傳道人一樣，尼希米的強

項也正好是他的弱項。

在尼希米記第六章，城牆硬體

建造完成之後，以斯拉和尼希米帶領

百姓奉獻城牆。第九章人們承認他們

的罪，第十章他們承諾要對神信實、

答應不娶外邦女子為妻、承諾守安息

日、守安息年、承諾以奉獻供應聖殿

和利未人的生活所需，並說：我們不

會忽視我們神的家。第十一章百姓一

起討論誰該搬回去耶路撒冷過生活，

第十二章百姓慶祝重建城牆完工、尼

希米組成二個樂團來讚美上帝、百姓

奉獻很多牲畜、眾人歡欣喜樂。看來

一切都很完美，不是嗎 ? 如果經文就

此結束， 那將是一個快樂的完結篇。

就像舊約的結束，代表我們需要新

約。第十二章的成功、歡欣到了十三

章就消失了。尼希米 13:6 告訴我們，

尼希米後來離開耶路撒冷回去侍奉波

斯王一段時間，他離開後發生什麼事

呢？過了幾年他再回來時，他發現百

姓沒有按時供應利未人和詩班的人，

所有在聖殿中服事的人全部回家去耕

作而沒有留在聖殿服事。這就是為何

聖殿中那一間存放祭品的屋子被置

空，以致於祭司會搬進去住。他也看

到百姓不再守安息日，他們歡迎外地

客來作買賣；他更發現百姓和外邦女

子通婚，所生下的孩子不會說希伯來

話也不懂神的話。

換言之，他們以前所有的罪性又

回來了。對於一個領袖來說，最可怕

的夢靨，就是當他離開一陣子之後，

再回來時發現之前一切所建造的都消

失得無影無蹤。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

在你身上，你會如何反應呢？

多數的領袖可能會責怪別人的不

忠實，這正是尼希米的反應。13:8 他

責備祭司並把他所有的東西從倉房裏

丟出去，13:19 他在安息日關上城門，

不准買賣東西，13:21 他用暴力威脅

這些做買賣的人離開，13:25 他對那

些與外族通婚的猶太人生氣，他責打

他們、詛咒他們、拔他們的頭髮。尼

希米深深感到挫折，因他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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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不住時間的考驗，不管有多大的成

就，只要他一轉身所有的成功就變

成失敗了。這是誰的錯呢 ? 我們絕對

相信百姓當初是真誠的向神委身與承

諾，只是他們無法長時間持守諾言，

而這一點正是尼希米書的結局要告訴

我們的事情 : 我們需要新約。因為離

開了基督，沒有任何一個事工可以全

然改變人心，也沒有任何人可以誇口

他們的事工可以永存。若沒有上帝的

恩典，人們何其容易失信，何其容易

墮落，這不僅在舊約時代發生，到了

新約時代也是一樣。使徒保羅晚年在

提摩太後書中感傷的說，除了極少數

的信徒之外，其他人都背叛他了，有

些他深愛的跟隨者甚至轉身與他敵

對。若是這樣，傳道人有何指望呢？

我們何必自找麻煩去服事上帝的子

民？

我想這是尼希米的掙扎，也是

我們當中許多人會面對的掙扎 ! 尼希

米沒有正確的處理他的失敗。他說的

沒錯，因為百姓正重蹈所羅門王的路

徑，這也是以斯拉當時所看到的問

題。但是我們看到尼希米和以斯拉的

處理方式是多麼不同，在以斯拉記 9:3

以斯拉在憂傷中撕裂自己的衣服，在

尼希米記 13:25 尼希米責打人民；以

斯拉扯自己的頭髮，尼希米是扯別人

的頭髮；以斯拉為社區團體禱告以致

於其他人受到感動加入禱告，尼希米

怒斥百姓與他們對立；以斯拉得到百

姓尊重、被他們擁戴。尼希米自我自

主，一再說 " 我作了什麼 "-- 我命令、

我斥責官長、我命令他們、我派駐我

僕人、我警告他們、我潔淨他們…。

他四次禱告 " 神阿 ! 求祢紀念我…"。

這是尼希米的軟弱之處。

尼希米是個有能力的人，他能

夠下定決心在五十二天內完成修補城

牆的工作，但他也可能是那種不擇手

段要完成工作的人。在尼希米記第五

章我們看到他的黑暗面，他會犧牲百

姓的利益來完成他的工作，卻沒有考

慮到四圍被影響到群眾；他常以怒氣

和暴力來達成目的。我認為尼希米的

策略與仇敵多比亞和参八拉有相似之

處，反而遠離了文士以斯拉的模式。

這是身為領袖者的陷阱，他看重事多

於看重人，當事工或計劃失敗時，他

很容易生氣或怪罪他人。當我們自覺

屬靈，認為自己比別人更忠誠服事主

時，我們也會像尼希米那樣自義的跟

神說 " 主阿 ! 求祢紀念我為祢所做的

事 "。



6 海外宣道雜誌

 信
息

回想從前，尼希米在作任何事

情之前總會先向神禱告。第一章他去

皇宮中當酒政以前先禱告，第二章他

在回答王的問話之前先禱告，到了第

十三章他變成先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後

再禱告，他甚至假藉神的名義行事然

後再求神來祝福他所行的。他變成一

個有野心的人，禱告只是手段而已。

尼希米是一個努力事奉的領袖，但他

在事工的後期卻變成一個律法主義

者，他要求人順服上帝，不惜於用恐

嚇的方式來達成目的，這種做法使尼

希米成了法利賽主義的開端。耶穌時

代的法利賽人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樣

不好的人，他們希望別人能順服神，

他們對神大有熱心，但同時也是他們

極大的軟弱之處。他們像尼希米一

樣，喜愛上帝的例律條文遠超過愛上

帝的百姓，這是耶穌反對法利賽人的

原因。如果我們以為以斯拉記和尼希

米記二書，只是勸勉我們努力建造一

個建築物或完成一項計畫，那我們有

可能會變成法利賽人，我們會錯失事

工的重點。

讓我們不要忘記，作主的工作

一定會面臨許多挑戰。我們要明白，

不管人們如何真誠，但不會永遠保

持對主的承諾。一旦事工失敗了，

我們要記得所有的工作至終都是屬於

上帝的，我們的主是獨一的神，祂興

起君王、祂也使他們敗亡。這位獨一

的主容許我們的工作中出現反對者的

聲音，祂會藉此成就祂的旨意；我們

的主容許祂的事工在祂的時間內成長

或消失，我們一定要明白這一點。我

們知道所羅巴伯和耶書亞竭力完成的

聖殿，卻在公元七十年被羅馬摧毀盡

淨；尼希米努力完成的城牆也一樣被

羅馬摧毀。為什麼呢？建築物和神的

事工中有任何關係嗎？回頭看我們現

今的工作，我們要知道這個事工也有

可能興起又消失。讓我們思想耶穌的

事工，不必注重建造有形的建築物，

乃是要建造人。耶穌是上帝的同在，

是以斯拉及尼希米異象中的實體與應

驗。祂同樣呼召我們努力在人間建造

上帝的同在，而不是努力建造一座建

築物。

讓我們來看約翰福音 2：13-22，

這段經文是描述耶穌潔淨聖殿、趕走

在殿裏做買賣的人。為何耶穌這樣做

呢 ? 祂要用權柄奪回聖殿嗎？祂要像

尼希米那樣用武力來潔淨聖殿嗎？請

注意耶穌如何回覆猶太人有關權柄的

問題，祂說 : " 這殿被摧毀，我三天就

可以再蓋起來 "。( 約 2:19) 猶太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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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生氣了：" 花了四十六年才完成

的聖殿，而祢說只要三天 " ？ ( 約 2:20) 

猶太人一向很愛護聖殿，但耶穌預言

以後聖殿將被摧毀；當耶穌談到建立

聖殿，祂是說祂要以祂身體的殿 -- 耶

穌來取代了聖殿。耶穌是上帝活潑的

同在，祂開創了一個新的事工，讓我

們以 " 心靈和真理 " 來事奉祂 (4:24)。

不論我們在任何地方，那些住在祂裡

面的屬神的百姓就是聖殿了！以斯拉

和尼希米終極指向的新事工，也是耶

穌要給我們的 -- 不論我們是傳道人、

醫生或護士，上帝呼召我們生活要聖

潔，好像是祂的聖殿一樣。保羅和彼

得的書信也提醒我們，我們是神的殿；

哥林多前書 6:19 說我們的身體是 " 聖

靈的殿 "；彼得前書 2:5 告訴我們，我

們好像 " 活石 .. 被建造成靈宮是尊君

的祭司 "。我們事工的目標是讓上帝

的同在住在我們裡面，讓我們把祂傳

給更多的人，神的同在不是住在一個

建築物裡面，上帝的工作從來不是在

建築物裡作成的。耶穌開創了一個新

事工來轉化人心 : 使他們成為上帝的

殿。以斯拉和尼希米最終極的指標，

就是耶穌的心意 : 不管我們被差遣到

何處，我們都要建造人心，把他們帶

入神的殿中。

讓我用一個故事來結束這次的退

修會，它是描述一群受逼迫、活在絕

望中的人，因為福音進入他們當中，

他們的世界就被轉化了。第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有一群犯人住在 Chungkai

監獄，他們在那裡為緬甸建造鐵路。

Ernest Gordon 是個蘇格蘭的士兵，

在新加坡淪陷後被日本人擄獲，關在

集中營裏。當時他得了很多熱帶性疾

病，如霍亂、痢疾、白喉和腳氣病。

在集中營裏最糟糕的不是疾病，而是

那股氣氛。他們生活在絕望中，所以

他們是用叢林法則 -- 人人只顧自己，

想 盡 辦 法 求 生 存、 得 利 益。Ernest 

Gordon 病的沉重，他以為就要迎接

死亡的來臨了。但是有一位叫 Dusty 

Miller 的犯人開始幫他按摩、洗腳。

在這樣一個冷酷絕望的環境中，Miller

先生怎麼能如此的與眾不同呢？透過

Dusty 的細心照顧，Gordon 後來就能

夠 走 路 了。Gordon 被 Miller 所 活 出

來的基督生命所感召，他也學習以犧

牲的愛幫助其他人，轉化這些犯人的

心。Gordon 在他所寫的書《桂河的神

蹟》中提到一件事 : 有一天工作結束

後，像往常一樣要點數工具，一個日

本守衛大叫少了一個鏟子，他堅持說

是有人偷了，為要把它賣給泰國人。

他在犯人面前走來走去、大聲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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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偏執狂一樣暴怒。他用破爛的英文

尖叫，要那個偷竊的人出來認罪受

罰，可是沒有人承認。這時守衛憤怒

到了極點，他尖叫著：所有人都去死，

所有人都去死…，他扳起來福槍準備

發射。在那一刻，有一位 Argyll( 蘇

格蘭兵 ) 出列，站得筆直、平靜的說

" 是我 "! 守衛像瘋子一樣往這個犯人

身上又踢又打，雖然血從頭上一直流

下來，Argyll 仍然挺直站立，守衛拿

起來福槍的槍管往他頭上重重一擊，

於是他就倒地不起、慘死於守衛的凌

虐之下。後來守衛室再清點一次所有

的工具，才發現並沒有遺失任何鏟

子。Argyll 願意為朋友捨命的愛心深

深感動了所有的犯人，他們對 Argyll

的愛戴遠勝過對日本守衛的仇恨。由

於 Argyll 的犧牲，集中營的氣氛也

改變了，他們開始學習彼此服事，不

再生活在叢林法則之下，而在愛的原

則之下行事。一個原本是人間煉獄的

地方變成聚集敬拜神的地方，他們的

生命也得以轉化。戰爭結束之後，這

些被釋放的俘虜們成為關心日本戰俘

(POW) 的人，他們仁慈的供應食物及

水給那些受傷的日本人。是基督捨命

的愛使他們能夠去愛仇敵，他們是主

耶穌在地上同在的彰顯。

我們的工作就是在世上建立神的

殿，但這殿不是一個有物理結構性的

建築物，它不是教堂，不是醫院，不

是任何建築物，上帝所要的殿是建立

在祂神聖的同在，居住在我們每個人

中間，我們被呼召來把祂的同在帶入

他人中，使他們也可能變成這個永活

殿中的一部份。這個殿不是由物質界

的手所建造的，而是由基督的愛，不

是由武力或壓力建造，乃是由犧牲和

喜樂來建造的，讓我們如同祂的殿般

的出去，把神的同在帶給任何祂差我

們去的人或地方，這日子即將來到，

且肯定會來到，那就是耶穌在榮耀中

來到我們中間，當祂來時，所有愛祂

的人，忠心服事祂的百姓的人，將

會聽到祂的話："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

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必再從那裡

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

名，這城是從天上從我父神那裡降下

來的，新耶路撒冷城並我的新名都寫

在哪上面 "。( 啟 3:12)

( 本信息是作者於本會緬甸醫療隊 2011 年

1 月退修會信息第四講的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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