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TO THE FOXES
對那些狐狸説話
多半的人都同意雅歌書預表了主和衪的新婦. 讓我們今天思想書中一節要緊的經文. 這是
新郎對凡認識衪的人的一個要求: 「要給我們擒拿狐狸, 就是毀壞葡萄園的小狐狸; 因為

我們的葡萄正在開花. 」(歌2:15)
當你想及葡萄園的面積, 一隻狐狸彷彿微不足道. 然而, 一隻小狐狸可以把葡萄吃掉, 破
壞那美麗, 正在開花的葡萄園. 同樣, 你我也許正在結果子; 也就是說, 我們所求所信的事
情終於成就了. 我們必須聽從, 因為我們若不對付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 就會有失見證
. 我們可以從馬太福音看見一個例證.
「(耶穌和門徒們) 到了迦百農, 有收丁稅的人來見彼得説: 「你們的先生不納丁稅麼? 」

彼得説: 「納. 」」(太17:24-25) 直到那時, 彼得在與主同行上幾乎凡事亨通. 門徒們一
對一對的奉差遣出去, 神的能力臨到了他們, 以致他們廣行神蹟. 他們多結果實. 可是, 主
知道彼得生活中有些小事情必需被對付, 否則, 他的果實就會減少.
首先, 税吏向彼得收丁税, 彼得撒謊了! 根據聖經後來記載, 他和耶穌都沒有納丁税. 我肯
定彼得在自己撒謊上理由十足. 畢竟, 羅馬時代的種種税收難以勝數! 除了入息税以外, 還
有婚姻稅, 罰款税, 死亡税. 人們使用道路來把農產品運到市場去, 也要納税. 還有聖殿的
丁稅.
我能想像彼得心中想: 「我納夠税了! 我不會到 神家裡納. 算了吧! 」所以, 當人家問及
他的夫子有沒有納丁稅, 彼得連忙回答説: 「納了! 」彼得進聖殿時, 「耶穌先向他説: 「

西門, 你的意思如何? 世上的君王向誰徵收關税丁税? 是向自己的兒子呢? 是向外人呢? 」
彼得説: 「是向外人. 」耶穌説既然如此, 兒子就可以免税了. 」」(太17:25-26). 我們從
這裡看見主向彼得解釋, 說他們實在是不必納這税的. 祂説: 「我們已得蒙遮蓋. 惟有外邦
人要納稅, 我們在神家裡並非外人; 我們都是那擁有這聖殿的 神的兒子! 所以, 我們是不
受罰的. 」
這是預表你我得知我們的罪過已得蒙遮蓋. 詩人大衛説過: 「主耶和華啊, 你若究察罪孽,
誰能站得住呢? 」(詩130:3) 換言之, 假若我們每逢犯錯, 在思想眼目上有過犯, 就被記過

, 我們都絶望了! 然而, 我們歸信主, 便罪得赦免. 我們的過犯都因主在十字架上的犧牲,
而全然得蒙遮蓋.
小事要緊
雖然彼得有關納稅的謊言已得蒙遮蓋, 但那就像葡萄園裡的小狐狸一般. 你要明白, 當我
們信徒違反 神的道,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 我們在人面前就會有失見證. 我能想像聖
殿裡的人説: 「這人跟隨耶穌, 但剛才卻撒謊了. 」所以, 你我必須注意自己心中的一些小
事情. 誠然, 我們都可以提及自己屬靈上的參與, 和參加了種種有關屬靈爭戰的大會, 但小
小的妥協會玷污一切. 一點點不義的怒氣, 一點點的欺騙, 一點點的偷竊! 「問題不大, 只
不過是從辦公室而來的幾支筆, 一些記事紙和信封而已. 有什麼大不了的呢? 反正他們虧
待了我. 」一點點的閒話! 「我沒有把每個人的每一件事都説出來. 我只不過説了幾個人
的小事而已. 」一點點的偷窺! 「只不過是一陣子而已. 神曉得我的心, 知道我實在不是這
樣子的. 」一點點的喝酒! 「足以鎮定我的神精而已. 畢竟, 主曾經把水變成酒, 不是嗎?
」
可是, 你忘記一點點的酒會影響你的心靈和言談. 我曾經當過警察多年, 見過破爛的傢俱,
受傷的身體和被虐的孩童.
我親自見過酒精所帶來的惡果. 而且, 務要提防, 因為你沒有常常犯錯, 但當你憂鬱沮喪時
, 就會常常這樣做. 你會身不由己的尋求那些向來帶給你安慰的東西.
恐怕觸犯他們
「但恐怕觸犯他們, 你且往海邊去釣魚, 把先釣上來的魚拿起來, 開了牠的口, 必得一塊錢
, 可以拿去給他們作你我的税錢.」(太17:27) 雖然主剛才解釋過, 說他們其實是不必付丁
税的, 衪卻對彼得説: 「恐怕觸犯他們. 」換言之, 恐怕在他們面前有失見證, 恐怕他們會
在街上指著我們説: 「賊! 他們不納丁税! 」
使徒保羅説: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處.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亅(林前10:23)
是的, 在我們主内的生活裡, 有些事情也許會是可行的, 但我們還是要想及這些事情對周
遭的人的影響力.
譲我給你一個例子. 領我信主的人曾經每週都到我家門口分享福音, 且説他曾經酗酒, 好
色, 又賭博. 雖然我表面抵擋他的話語, 但我無法否認這站在我面前的人已被 神的恩典全
然改變. 這是我必須承認的. 有一次, 我甚至為要試試他, 而請他喝啤酒. 你要明白, 他若
接受了, 或者, 我到他家去, 看見他桌上有一杯酒, 我今天也許不會信主. 我會假設他像我
一般, 僅僅把宗教加在他的生命裡. 的確, 他大可以理論說: 「但這只不過是件小事情而已

! 」然而, 在我看來, 事情都是黑或白的. 如果他確實是個新造的人, 正如他有關信徒的解
釋, 那麼, 舊事都該過去了. 對我而言, 事情並非模稜兩可的.
至今, 有關主所説: 「恐怕觸犯他們. 」我都承認其重要性. 神萬萬不容我因生命中的一些
事情, 而攔阻任何人去相信主是真實的. 即使是小事情都是要緊的. 請勿誤會, 我不是説,
你喝一杯酒, 就會下地獄. 請謹記, 主對彼得説過: 「我們都是得蒙遮蓋的. 」對我們而言
, 問題再也不是關乎天堂與地獄. 我們依然得蒙遮蓋, 蒙愛, 且會站在 神的寶座前, 且深
知自己是蒙愛的. 現在的問題乃是關乎見證主, 且看出那些事情會令我們有失見證. 所以,
你我必須思考: 這是值得的嗎? 我們多麼著重主會透過我們的生命而得榮耀呢? 我們會在
乎自己的言談, 看見和生活都是合乎真理的嗎? 至於我們要照亮這世代的人, 這是要緊的
嗎?
超自然的供應
我們既明白了主為何要保證他們要納丁稅,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主何不把衪自己的銀錢交
給彼得呢? 衪為何要詳盡的指示他到海邉去, 釣魚, 且從頭一條魚的口中得著銀錢呢? 畢竟
, 主若沒有錢, 祂大可以製造銀錢, 就如衪叫魚含著銀錢一般! 重點何在呢?
正如主教導彼得, 衪也教導我們說: 「如果你們現在對付小的事情, 我必為你開啟超自然
的信心和供應. 我必對你有所開啟, 好讓你能榮耀 神的聖名. 」
請想像彼得下到海邊, 向人解釋 神指示他去釣魚, 因為魚口中會有足以納丁税的銀錢. 別
的漁夫都會想: 「這人瘋了! 他過份跟隨這夫子了! 」然而, 一個小時過後, 彼得拿著銀錢
回來, 他就能見證説: 「正如主所說的! 我釣了一條魚, 牠口中果然有銀錢, 好讓主和我去
納丁稅. 」
這是説到, 你我定意行事正直, 就會得著超自然的供應(包括我們極力從別處尋找誠實的心
, 喜樂, 及安慰). 這全是因為我們讓主鑒察聖殿(即你和我) 的每個角落, 且對我們説: 「
我要與你談及一些事情. 」主在聖殿裡對彼得説話, 彼得大可以走開, 說: 「好啊, 我已得
自由, 所以我不會納丁税. 」然而, 感謝 神, 他並沒有這樣做, 因為主在教導他有關超自
然的事情.
所以, 我敦促你要讓聖靈對你的心說到那些小計劃, 小夢想, 小異象, 即種種可能奪去你的
力量的小事情. 請謹記, 主這樣做, 不是要定你的罪, 乃是要吸引你進入超自然的境界裡.
你讓主對付這些小狐狸, 就突然會得著信心, 為著前途而得著異象, 且能倚靠 神. 你會發
現自己具備屬靈權柄, 能以勝過黑暗權勢. 你也能發聲攻破各樣攔阻人認識 神的那些自高
之事. 別人觀察你, 就會從你的生活中看見這超自然的供應, 且會受激勵去問及那是從何
而來的.
請想及那從樓房上出來的120名門徒(參看使徒行傳第2章). 他們向來甘願依從 神的旨意,
同心合意, 專心致志. 神超自然的供應(彼得從魚口中發現銀錢的事蹟) 當時都傳到他們當
中, 他們便被聖靈充滿, 勇於在市集裡挺身而立. 結果, 三千名固守宗教的人便看著他們,

心中說: 「我們的宗教並沒有帶給我們這等能力! 那是從何而來的呢? 」神奇妙的賜給他
們了; 惟獨願意以自己的生命來見證主的人才能得著這等供應.
現在是説話的時候
主預見彼得不僅在五旬節, 更因後來會遭受重重困難, 而大大的需要勇氣. 根據歷史學家,
彼得至終倒過來的被釘十字架. 所以, 我們領會關於丁稅的問題, 主為何付上時間來對付
彼得生活中的小狐狸. 同樣, 你我既面對著惡者的攻擊, 都會在未來的日子裡需要 神的供
應. 所以現在, 我們必須定意對付那些小事情. 神要賜給我們能力, 但長遠看來,這些小事
情會差之毫釐, 謬之千里.
你一但定意潔淨自己的生活, 就不要因仇敵説你不會成功, 而感到驚訝. 甚至主也必須面
對這些謊言, 但衪知道那毀壞 神所賜的葡萄園的果子的, 只不過是一隻狐狸而已. 聖經記
載, 法利賽人來對主説: 「「離開這裡去吧; 因為希律想要殺你. 」耶穌説: 「今天明天我趕
鬼治病, 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 」」(路13:31-32) 「成全」是指衪必逹成目的. 毋庸置疑,
魔鬼當然會企圖令你偏離正路, 說: 「這道路太難了. 走更容易的道路吧. 你不必遵行 神
的旨意! 」然而, 請注意主的回應: 「不! 我趕鬼治病. 第三天, 我必靠著 神的權能達成我
的目的! 」如今,你也有能力對你生活中的狐狸說話. 「我再也不接受你! 憑著 神的恩典,
我要除掉你. 我已得著能力來對抗惡事, 且得蒙醫治. 我不要在工作環境裡自稱為信徒, 但
卻有失見證. 我每到一處都會帶著 神甜美的同在! 我會完成我的天路歷程, 且達成 神對我
的聖召! 沒有小狐狸能令我偏離 神在我身上的計劃! 」
務要對那些狐狸説話, 且為著主的恩典和供應而倚靠衪. 這樣 , 你就會發現祂必把你本身缺
乏的(包括勇氣, 能力, 和其餘一切所需的) 供應給你, 好讓你能得勝, 且充份見證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