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derstanding the Joy of the Lord
明瞭神的喜樂
By Carter Conlon
許多⼈都不明瞭神的喜樂⼼, 但我希望如今能藉著真道向你闡明. 尼希⽶記的背景
如下: 以⾊列⺠對神隨隨便便, 便被擄了. 他們被擄到巴⽐倫國七⼗年, 巴⽐倫⼜敗
於⽶代波斯. 後來, ⼈們為要重建他們的⾒證,透過三個階段歸回故⼟. 最後⼀組⼈是
在尼希⽶帶領之下回去的.
尼希⽶是⽶代波斯王朝的酒政(參看尼1:11). 他的兄弟傳來了有關耶路撒冷的消息-歸回的⼈極⼒重建, 但⼤⼤沮喪. 他得了報告, 便悲從中來, 開始禱告. 他在歸回耶路
撒冷上蒙神恩惠, 且⿎勵周遭的⼈回去重建. 很神奇的, 城牆僅僅在五⼗⼆天就完⼯
了.
其後, 尼希⽶, 以斯拉祭司和其他領袖召集了眾⼈去打開神的道. 請謹記, 他們先前
之所以落難是由於他們對真道態度不恭.
聖經記載: 「以斯拉稱頌耶和華⾄⼤的神，眾百姓都舉⼿應聲說：「阿們！阿
們！」他們低頭，俯伏在地，敬拜耶和華。…他們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書，講明
意思，使百姓明⽩所念的。尼希⽶省⻑、以斯拉祭司⽂⼠，和教導百姓的利未⼈對
眾百姓說：「今⽇是耶和華－你們神的聖⽇，不要悲哀，也不要哭泣。」這是因為
眾百姓聽⾒律法書上的話都哭了。」(尼8:6, 8–9).
我深信⼈們打開真道, 便⾃慚形穢, 因⾃⼰種種的跌倒⽽札⼼. 你曾有此同感嗎? 你
翻開聖經, 就讀到每⼀節經⽂都亮起紅燈. 跌倒!跌倒!跌倒! 這些⼈⼀定身同感受,
說: 「神啊, 你警告過我們, 我們卻沒有鄭重其事. 你説過我們的兒⼥會如何, 但我們
卻沒有聽從, 便致終被擄, 羞辱你的聖名. ⼅

他們讀到神的話語, 就再次曉得神在他們身上的聖召. 亞伯拉罕既是他們的祖宗, 他
們本該造福全地的⼈. 所以, ⼈們聽⾒話語, 便痛哭哀傷.
可是, 在這情況中, 卻傳來了奇怪的話語. 「尼希⽶對他們說：「你們去吃肥美的，
喝⽢甜的，有不能預備的就分給他，因為今⽇是我們主的聖⽇。你們不要憂愁，因
靠耶和華⽽得的喜樂是你們的⼒量。」於是利未⼈叫眾百姓安靜，說：「安靜，因
今⽇是聖⽇，不要憂愁。」眾百姓去吃喝，也分給別⼈，都⼤⼤喜樂，因為他們明
⽩所教導他們的話。」」(8:10–12).
⼈們也許思索: 「我們要如何假装快樂呢? 我們要强顏歡笑, 這樣説嗎: 「靠神⽽來
的喜樂是我的⼒量」, 即使我們没有身同感受. 」?然⽽, 我們得知⼈們明瞭所宣告
的話語, 便⼤⼤喜樂起來.
你也許問道, 有何話語呢? 神有何喜樂本該成為我的⼒量呢?
迷失的兒⼦
為要明瞭神的喜樂要成為我們的⼒量這原則, 讓我們讀讀以下的經⽂. 主論到某⼈
有兩個兒⼦.「⼩兒⼦對⽗親說：『⽗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他⽗親
就把財產分給他們。過了不多幾天，⼩兒⼦把他⼀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往遠⽅去
了。在那裏，他任意放蕩，浪費錢財. ⼅ (路15:12–13). 這年輕⼈與⽗親的關係, 有
如以⾊列⺠在舊約時代與神的關係⼀般, 可是他們沒有珍重這關係. 他們基本上總
結說: 「夠了. ⽣命⼀定不僅如此. 」
很有趣, ⽗親甚⾄沒有⼤加攔阻. 於是, 兒⼦帶著家產離家出⾛, 遠離⽗親, 傾家蕩
產. 這是等同信徒從未尋找⾃⼰的⽣命⽬的. 他們不明⽩⾃⼰蒙召成為神國的使者.
所以, 他們不造福他⼈, 定意為⾃⼰⽽活.
這兒⼦傾家蕩產後, 就⾯對國中嚴重的飢荒, 且開始貧困起來. 他們致終淪落到⽥裡
放豬—對於猶太的年輕⼈, 這是最卑劣的光景. 這種信徒致終淪落到難以置信的光
景—也許因⾊情資訉⽽惡瘾纏身.
這兒⼦飢不擇⻝. 社會是⾃私的—沒有給他任何供應. 為⼈兒⼥, 但卻在世上飽受排
斥, 就是最可恥的. 這年輕⼈正是如此. 根據聖經, 「他醒悟過來，就說：『我⽗親

有多少雇⼯，糧⻝有餘，我倒在這裏餓死嗎？我要起來，到我⽗親那裏去，⼅」
(15:17–18).
我能想像他在路上喃喃⾃語, 說: 「我不配不堪. 」有多少⼈這樣上教會, 極⼒與神
和好呢? 他們說: 「⽗神, 我不配不堪. 看我為你的雇⼯吧. 我為着⾃⼰的過犯⽽難
過. 我會到聖壇前呼求且悔改. ⽽且, 這是我全部的⾒證—我糟蹋了⾃⼰的⽣命, 你
卻恩慈的容許我回家. 」
「於是他起來，往他⽗親那裏去。相離還遠，他⽗親看⾒，就動了慈⼼，跑去擁抱
著他，連連親他。⼅ (15:20). 請想像那情景--兒⼦突然看⾒⼀名⽼⼈沿路跑過來.
他的⾐服流動, ⽩髮被⾵吹拂.
⽗親遠遠看⾒兒⼦, 因為他⼀直等候他回家. 神正是如此! 神向世⼈的旨意和使命向
來如此. 衪來不是要拯救義⼈; 乃是要拯救惡⼈. 衪臨到我們這些既軟弱, ⼜愚昧的
⼈. 衪來是因為惟獨衪能跨越神國和我們之間的洪溝.
出⼈意外的迎接
兒⼦被⽗親擁抱和親吻, 便⼀定感到驚訝. 根據當時的⾵俗, 你擁抱⼈, 就會帶著那
⼈的氣味. ⽗親擁抱兒⼦, 就會帶著豬的氣味. 同樣, 主上⼗字架, 伸出雙臂, 就會帶
著我們的氣味, 罪污和羞恥. 祂親⾃承當你我(即使主內的⼈) 的過犯和愚昧之事!
兒⼦開始說: 「爸爸, 我犯了罪, 不配不堪. 把我當作雇⼯吧. 」⽗親甚⾄不回應他,
反倒⾸先吩咐僕⼈說: 「快把那上好的袍⼦拿出來給他穿. 」(15:22).
那袍⼦是御⽤的⾐服. 兒⼦穿上那袍⼦, 他的往事和恥辱的氣味就被遮蓋了. 僕⼈們
⼀定多麼⼤為震驚! 根據希伯來書, 眾天使都渴望查考神的救恩. 他們不明⽩完美的
全能神竟然堅⼼渴慕你我! 我們都是祂永遠的戰利品. 神家裡上好的⾐袍就是主的
寶⾎—為要除去我們的罪污和羞恥.
⽗親接著說: 「給他帶上戒指. 」戒指代表⽗親的權柄. 兒⼦帶上戒指是指他能以戒
指蓋章在⽂件上, 就帶著⽗親的權柄. 主對我們說: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
和蠍⼦，⼜勝過仇敵⼀切的能⼒，絕沒有甚麼能害你們。」 (路10:19).
⽗親⼜說: 「把鞋穿在他腳上. 」 (路15:22). 換⾔之, 他說: 「兒啊, 你要啟程往我打
發你去的地⽅, 且要談及我. 」你認為兒⼦⾃此會發出甚麼信息呢? 是否有關成功的

七個步驟, 遵守這⽅⾯, 那樣做吧? 不! 「你必須與我⽗親相遇! 我的⽣命⼀塌胡塗.
我活在豬舍裡, 但我回家, 他就沿路跑來擁抱我. 他遮蓋我, 給我能⼒, 且邀請我啟程
去傳掦他! ⼅
⽗親的喜樂⼼
⽗親領他回家. ⾮常有趣, 他說: 「把那肥⽜犢牽來宰了，我們來吃喝慶祝；因為我
這個兒⼦是死⽽復活，失⽽復得的。』他們就開始慶祝。」(路15:23–24). 請想像
兒⼦站在房⻆, 穿上了袍⼦, 戒指和鞋⼦. 他當時是整個集會的焦點. ⾳樂奏起, ⼈們
開始載歌載舞. 我在猶太婚宴中⾒過猶太⻑者跳舞. 他們圍圈跳舞, 且舉⼿, 實在稀
奇.
於是, 兒⼦看⾒⽗親喜慶跳舞. , 便恍然⼤悟: 「爸爸很⾼興我回家! 爸爸更樂意這樣
做:遮蓋我的跌倒,給我能⼒去勝過仇敵, 呼籲我去在國中代表他! 」他得知⽗親的喜
樂⼼, 不是他⾃⼰的喜樂⼼, 成為了他的⼒量!
尼希⽶和其他⼈對⼈們說: 「靠神⽽來的喜集成為你們的⼒量. 」神樂意領你回家,
復興你們, 賜你能⼒去重建你們所失去的. 神樂意為你這樣做. 這是你⼒量的泉源!
是的, 你所得的喜樂⼼是源⾃衪的喜樂⼼!
因此, 尼希⽶和以⾊列其他的領袖對眾⼈說: 「你們去吃喝肥⽢美味, 且分給那些沒
有預備的⼈. 」換⾔之, 神如今邀請你們去享受衪的喜樂⼼. ⽽且, 你這樣做, 就會對
從未身歷其境的⼈溢於⾔表! 哈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