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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四個人正在履行主教給他

們的指派任務，要為這位癱子安

排一次家庭探訪。我幾乎可以想

像得到，其中一位是慈助會的姊

妹，一位是長老定額組的弟兄，

另一位是亞倫聖職男青年，最後

一位──雖是最後提到但卻同樣

重要──是一位全部時間傳教士。

在他們最近一次的支會議會裡，

大家討論過某些人的需求之後，

主教便發出「救援」的指派任務。

這四個人受到指派要去幫助這位

受癱瘓所苦的人，他們不能袖手

旁觀，等他自己到教堂去，而是

黃志康長老
七十員

我
們經常聽到多馬 ‧ 孟

蓀會長說：「主動去救

援」，
1
這使我想起新約

聖經裡的一則記載。這是一個絕

佳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成員和

傳教士如何透過支會議會同心合

一地主動救援。這個故事記載在

馬可福音第 2章第 1至 5節。我發
現耶穌用來教導我們某些教義或原

則的經驗，總是最具有啟發性。

這個故事裡的其中一位人物

是個癱瘓的人，一舉一動都要靠

他人幫忙。這個人只能等待援助。

在我們的時代，情況可能如

他兒子問說：「爸爸，你為什麼

要去教會 ?你看不到也聽不到，上
教會對你來說是件難事。你為什

麼要去教會 ?」父親回答說：「是
為了聖餐。我要去領受聖餐。」

願我們每個人來參加聖餐聚

會時，都已準備好要獲得「一個

真正的靈性經驗，一次神聖的聖

餐儀式，一次靈魂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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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天父和救主活著。我

很感激聖餐讓我們有機會去感受

祂們的愛，並領受聖靈。奉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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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救援
為了協助基督，我們必須合作無間、和諧共處。 
每個人、每個職位和每一項召喚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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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進行家庭探訪才行；他們必

須走出家門、去找到他才行，而

他們真的做到了。於是，這個人

被帶去見耶穌。

「有人帶著一個癱子來見耶

穌，是用四個人抬來的」（馬可

福音 2：3）。
不過，屋子裡太擁擠，他們

進不了門。我很確定他們一定費

盡心思氣力，但就是進不去。事

情的進展並不如他們原先計畫的

那麼順利。在這趟「救援」行動

的過程裡，有著重重障礙。不過，

他們並未因此放棄，更沒有把癱

子留在門外。他們一起商量了下

一步的行動，討論該怎麼把癱子

帶到耶穌基督面前，好讓他得著

醫治。這項協助基督拯救靈魂的

工作，絕非強人所難，至少對他

們而言是如此。他們想出了一個

對策，這個方法雖然不容易，不

過他們仍然付諸行動。

「因為人多，不得近前，就

把耶穌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頂，

既拆通了，就把癱子連所躺臥的

褥子都縋下來」（馬可福音 2：4）。
他們把他帶到了房頂，我猜

想當時屋外並沒有讓他們走上去

的階梯，因此要讓每個人全都上

到房頂，一定費了不少時間。以

下是我所想像的當時情況：支會

的這位男青年率先爬上了房頂，

他年紀輕，充滿活力，這件事應

該難不倒他。他的家庭教導同伴

──也就是那位長老定額組弟兄，

連同那位全部時間傳教士，則合

力從下面用力地往上推。那位慈

助會姊妹則提醒他們要小心、並

為他們加油打氣。這幾位弟兄接

著合力拆開房頂的時候，這位姊

妹就在一旁繼續安慰這位等待醫

治、等待能夠重獲自由行動的癱

瘓病人。

這項救援的指派任務需要每

個人互助合作。在這個關鍵時刻，

需要大家謹慎仔細地協調，才能

把癱子從房頂上縋下去。這四個

人必須合作無間、和諧共處，這

當中不容許有任何不和諧的地方。

他們必須以相同的步調、速度把

癱子縋下去；要是有個人比其他

三人更快鬆開繩索，癱子就會摔

出床外，因為他本身虛弱不堪，

無法靠自己抓牢。

為了協助基督，我們必須合

作無間、和諧共處。每個人、每個

職位和每一項召喚都很重要；我們

必須在主耶穌基督裡團結合一。

最後，癱子被放在耶穌面

前，「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

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了。』」

（馬可福音 2：5），耶穌對他動
了慈心、醫治了他，不只醫治他

的身體，更醫治了他的靈性──

「小子，你的罪赦了。」這不是

很美好嗎 ? 我們難道不也很希望
這樣的事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

嗎 ?我確實希望如此。
我們在生活中是否認識某位

在靈性上癱瘓，無法靠一己之力

回到教會的人呢 ?他（她）可能是
我們的子女、父母、配偶或朋友。

現在教會的每個單位都有更

多的全部時間傳教士，主教和分

會會長如果能更善加運用自己的

支會和分會議會，將是明智的做

法。主教可以邀請來參加支會議

會的每位成員，帶一份可能需要

援助的人的名單。支會議會成員

要一起謹慎仔細地商議最能幫助

這些人的方法，主教則要專注地

傾聽大家的意見並指派任務。

對於支會的救援工作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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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對啊，那也不是我們該去
想的；我們只要知道自己是聽命

於國王那就夠了，如果他的理由

是錯的，那我們對國王的服從就

免除了我們的罪。」

威廉士又說： 「如果理由不
正當，國王自己這筆帳就要算不

清了。」

亨利國王當然不以為然，他

說：「國王要為部下負責；但是每

個部下要為他自己的靈魂負責。」
1

莎士比亞並不想在戲中解

決這場爭論，而這樣的爭論在某

種形式上也持續到我們這個時代 
——誰該為發生在我們生活中的

事情負責 ?
事情不順遂時，人往往會責

怪他人，甚至責怪神。有時個人

或團體會有一種「應當如此」的

意識，他們試著把為自己謀福利

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或政府。有

陶德‧克理斯多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莎
士比亞的劇作亨利五世

（The Life of King Henry 
V）中，有一場夜景戲，

描述英國士兵迎戰法軍的前一

晚，紮營在阿金庫爾的情景。在

昏暗的夜光下，喬裝打扮的亨利

國王在士兵當中四處遊走，沒有

人認出他來。他與他們談話，由

於敵我雙方兵力懸殊，他想了解

自己士兵的士氣，而由於他們沒

認出他的身分，所以士兵都放膽

直言。在一場對話中，國王與士

兵探討著，誰該為戰爭對人類的

所造成的傷害負責——究竟是國

王，還是士兵自己。

亨利國王說： 「我想，再也
沒有比和為正義而戰的國王一同

戰死沙場更好的事了。」

米迦勒 ‧ 威廉士反駁說： 
「這我們可不知道啊。」

他的同袍也同意他的看法，

全部時間傳教士是非常好的資源。

他們既年輕又充滿活力，喜歡有

特定的名單讓他們去提供幫助，

他們也喜歡與支會成員一起工作。

他們知道這些都是在尋找方面的

絕佳機會。他們致力於建立主的

國度，也有堅強的見證，知道他

們在參與這些救援工作時，會變

得更像基督。

最後，請容我跟各位分享隱

藏在這個經文故事裡的另一項寶

藏，是在第 5節：「耶穌見他們
的信心」。我以前並未注意到這

一點──他們的信心；我們眾人

聯合起來的信心也會影響到其他

人的福祉。

耶穌提到的那些人是哪些人

呢 ?很可能包括那四位扛抬癱子的
人、癱子自己、為癱子禱告的人，

以及所有在現場聆聽耶穌講道並

為即將發生的奇蹟而內心默默喝

采的人。也可能包括丈夫或妻子、

父親或母親、兒子或女兒、傳教

士、定額組會長、慈助會會長、

主教或一位遠方的朋友。我們可

以彼此互相幫助。我們都應當一

直熱心地參與，去救援有需要的

人。

我見證耶穌基督是一位奇蹟

之神，耶穌基督愛我們每個人，

祂在屬世和屬靈方面具有拯救和

醫治的能力。我們在協助祂進行

拯救靈魂的神聖事工時，我們自

己也會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救援。

我如此見證，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註：

1. 例見多馬‧孟蓀，「我們的救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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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自由， 
可以自己採取行動
神的旨意是要我們成為自由的男女，使我們能夠在屬世和屬

靈兩方面發揮所有的潛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