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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無處不飛花

大華府地區的天氣向來變化多端﹐今年四月初﹐春寒料峭﹐戶外還是冷颼颼的。
直到近日出門﹐忽然覺得眼睛癢﹑鼻子塞﹐腦袋昏沉﹐昏昏欲睡。等聽到車裡收音機報說
︰「今日花粉量（pollen count）非常高」才恍然大悟﹐原來和風送暖﹐百花齊發﹐溫暖的
春天終於到了。
中國古人在春天出遊﹐會寫道︰「薰風吹得遊人醉」。原來是因為古人每到春日遊
園﹐和風一吹﹐早年不知是花粉做祟﹐無以名之﹐所以頭昏了就用“薰風”﹑“人醉”這
一類浪漫的詞句來描述當時的感受。現在﹐我們活在當下的現代人就明白了﹐我們知道只
要吃一顆“抗粉丸”（Claritin-D）﹐對絕大多數來說﹐一切就迎刃而解﹐春天出遊時﹐依
舊可以神清氣爽﹐享受人間春色。
這樣看來﹐因為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在這個天父世界裡﹐花草樹木，穹蒼碧海，都時
刻述說着天父的奇能。因此﹐在春風拂面的季節﹐古人享受的是當時的朦朧浪漫之美﹐現
代人則可以享受頭腦清醒之利。上帝降雨水空氣﹐降給好人也降給歹人︰造月亮太陽﹐光
照今人也光照古人﹐祂對人類的普遍恩典﹐是永遠公平不變的。由是觀之﹐在天父的世界
裡，古人今人﹐同享主愛﹐同受主恩﹐各有所得﹐理當誰也不必羨慕誰。
繼上一期「磐石」﹐首刊張牧師的文章十架七言之一 「父啊﹐赦免他們﹗」﹐本期繼
續刊登十架七言之二︰ 哥白尼的羨慕「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主耶穌釘十架時﹐
各各他有三個十字架﹐這三個十字架上釘死的人代表三種人﹐也代表三種光景。為什麼大
天文學家哥白尼會羨慕一個卑微的強盜﹖他羨慕的又是什麼呢？我們要仔仔細細﹐字字
句句的認真去讀﹐才能領會到其中真正的深意。
劉牧師牧會四十多年﹐於 2013 年底從本教會退休。雖云退休﹐因為遠近各方盛情邀
約﹐實際上是奔波不斷﹐「退而不休」。本刊特別約稿﹐請劉牧師撥冗為文﹐綜述這兩年
多來的退休生活點滴。特別着墨於他和師母在日本東京國際教會冬令會主講時﹐腰椎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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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段。
「東京遇難記」﹐內容平實﹐風趣幽默﹐全文逾四千多字﹐一次刊出﹐以饗弟兄

第一頁 姐妹。
序言:
春城無處不飛花
記得有一首老歌﹐一開頭就熱情洋溢的唱道︰「春風她吻上了我的臉﹐告訴我現在
十架七言之二:
哥白尼的羨慕

第二頁

是春天…」。是的﹐春天是四季之首﹐是發芽的時間﹐是成長的日子﹐但願我們能將上帝
的話語﹐深藏在心裡。屆時﹐春天一到﹐生根發芽﹐成長開花。

「今日你要同我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禦柳斜」。但願﹐主的道就像風中的花粉﹐春城的飛

在樂園裡了。」
東京遇難記

第八頁

花﹐在這春光無限﹐百花爭妍的時節﹐能飛揚在大華府地區﹐遍滿人間﹐遍滿大地。◇

- 文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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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七言之二 哥白尼的羨慕︰

「今日 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
經文﹕路加福音 23.39-43

張麟至牧師

加略山受惠者

但願主耶穌的靈再一次帶領我們回到加略山﹐看祂是如何為我們釘死的。一共有三個十字架﹐耶穌
釘在中間﹐左右各有一個同釘的強盜。原來在中間該釘死的強盜名字叫做巴拉巴﹐他莫名其妙地得到了釋放
了﹐他是頭一個主釘十架的受惠者。第二個就是那個蒙恩的強盜。原來要釘十字架的人有三分之二得救了﹗
許多時候這個得救的強盜故事被人誤解了﹐以為人到了最後一刻才信主就可以了。不錯﹐我們絕對不否
認﹐到了人生的最後一刻﹐罪人還是可以信主﹑主也會救他的。然而這種的得救﹐很難有救恩的確據﹔因為
沒有人知道他到底真得救了沒有﹐旁邊的人固然不知道﹐他自己也很難知道﹐只有神知道。
然而這個歸主的強盜卻有確據。他接觸主的時間雖短﹐但是主在他心裏厲害地工作﹐使他不但認識主而
悔改歸主﹐而且有救恩的確據。他和所有信主的人一樣﹐一步都沒有少。

如何悔改歸正﹖
我們就稱他為悔改的強盜吧﹗他是怎樣得救的呢﹖他實在是一個蒙恩的人﹐從他開始和主耶穌一同走哀
傷道到他悔改歸主﹐只有短短三小時不到的時間。不錯﹐是神恩待了他﹐開他的心眼。但是另一面﹐我們也
看到他有一顆向神敏銳的心﹐其實他一走上了哀傷路﹐就在路上在觀察與同揹十架的主了﹗

哀傷道上祂是誰 ﹖
哀傷道原來是那強盜的死亡之路﹐卻成了他的永生之路﹗因為他在路上看到了一幅奇妙的景象。他和另
外一個強盜都在背自己的十字架﹐走向死刑的刑場﹐心中哀傷。可是有一個陌生人怎麼也在在背十字架呢﹖
那應該是巴拉巴的十字架嘛﹗方才在死獄裏﹐這兩個受刑人可能還親眼看見巴拉巴被點名釋放了出去。巴拉
巴是怎麼得到自由﹐而逃掉一劫呢﹖原來是有一位頂替了他的地位﹐代他受苦受死。
那位頂替者是一位怎樣的人呢﹖賽 52.14, 53.2 告訴我們﹐許多人因祂驚奇﹐祂的面貌比別人憔悴﹐祂的
形容比世人枯槁。…祂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祂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祂的時候﹐也無
美貌使我們羨慕祂。可是祂卻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吸引力﹐柔和又謙卑。約 19.17 說耶穌所背的是祂自己的十
字架﹗明明是巴拉巴﹑強盜頭子的十字架﹐可是耶穌卻當是祂自己的十字架來背。祂甘心順服的背﹐就叫旁
邊看著的人覺得有一股威懾的力量。雖然一路上多少奚落的眼光﹑羞辱的評語﹐叫他們三個人難堪﹔但是耶
穌的默默無聲﹐卻吸住了這一個悔改的強盜的注意。那些愛祂的婦女們為祂哀哭﹐祂卻怎麼說﹖耶路撒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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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因為日子要到﹐…人要向大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向小山說﹐遮蓋我
們！路 23.28-29。強盜聽到這些話﹐就在想﹐這位究竟是誰呢﹖

赦免禱告的震撼
更奇妙的事在後頭。路 23.33 的釘十字架是何等痛苦﹐叫人無法不咒詛釘他們十字架之人。可是耶穌卻為
傷害祂的人禱告﹗悔改的強盜自己也被釘在十字架上﹐處在極度撕裂的痛苦中﹐但是另一種悔恨卻在裏面撕裂
他的靈魂﹐那是一種更劇烈的痛苦。旁邊兩個十字架滿了哀哼或咒罵﹐而中間的十字架卻默默無聲﹐好像順服
的羊羔被牽到剪羊毛之人的手下那樣。
當那三個十字架被舉起之時﹐噢﹐那是最痛苦難當的一刻了﹔因為他們全身的重量都掛在他們的釘傷
上。可是就在這最疼痛煎熬的時刻﹐聽啊﹐那是什麼聲音﹖有人在旁邊禱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
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 23.34a)出自釘在中間那一位同釘者的口中。何等的愛﹐祂求天上的父神赦免傷害
祂的人﹗這個禱告震撼了尋求罪得赦免之強盜的心靈。

走在詩廿二篇裏
可是更奇妙的事發生了。在耶穌的時代﹐一個從小在猶太社區長大的人﹐總是會聽到許多的舊約篇章。
釘在十字架上的這個強盜﹐親眼看見了兵丁們為耶穌的裏衣拈鬮﹐路 23.34b﹐這不是記載在詩 22.18 的事蹟
嗎﹖接著﹐他又聽見站在十字架下的官府的人在那裏譏誚耶穌說﹕他救了別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揀選的﹐可
以救自己吧！路 23.35。這不正是詩 22.6-8 的寫照嗎﹖
6 但我是蟲﹑不是人﹐
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
7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
他們撇嘴搖頭說：
8 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吧！
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吧！
他問自己﹐這豈不正是活生生的詩廿二篇的真實世界裏?﹗而那一位耶穌豈不正那一位要來的彌賽亞嗎?﹗
耶穌曾經告訴門徒說﹐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
我﹐約 12.32。現在耶穌被人藐視﹑被人棄絕﹐好像一條蟲一樣﹐正如
詩 22.6 所預言的﹐被釘了十字架﹐真的被人舉了起來﹐祂會被人認出祂
是那位將要得榮的彌賽亞﹑受祂吸引而歸向祂呢﹖
這個強盜何等有幸成了第一個被吸引歸向耶穌的人。那些在十字架
以下譏誚耶穌的人﹐不知不覺地成了神所使用另類器皿﹐見證祂正是那
位舊約詩篇所預言的受苦的彌賽亞。神恩待這個強盜﹐開啟他的心眼叫
他看見耶穌到底是誰﹐就像祂曾開啟那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一樣。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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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得快﹐有的人慢。在這個強盜的案例上﹐神要領他信主﹐而他只有短短的時間了。因此﹐神的

靈要在他心裏快速地的工作﹐使他悔改歸正。
更奇特的是﹐有誰比那一個強盜更能領會詩廿二篇裏彌賽亞的苦難呢﹖沒有比與基督同釘的強盜更能體會
了。又有誰能比強盜明白彌賽亞為著罪人所受的苦難﹐是那樣地感同身受呢﹖

主罪名反成見證
就在這時﹐連置耶穌於死地的羅馬巡撫所設下的罪名－其實是一種諷刺－也不知不覺之中﹐為祂作了美
好的見證。彼拉多在耶穌的十字架上安了一個牌子﹐寫了犯人的名號是﹕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
19.19﹔這個名號就是祂的罪狀﹐路 23.38//太 27.37//可 15.26。誰看那牌子最清楚呢﹖那同釘的強盜﹗
噢﹗原來祂就是耶穌﹗主後 27-30 年間生活在巴勒斯坦的老百姓﹐不可能不知道有耶穌這一個人物。人知
道祂的事蹟﹐雖然不一定相信祂是那位要來的彌賽亞。不但如此﹐在那些年間﹐猶太人普遍有一種末日意識﹐
就是相信那位他們自古以來所期盼的彌賽亞就要來了﹐只是天然人不能領會聖經的啟示﹐他們只以為彌賽亞是
在榮耀中來臨﹐殊不知祂第一次的來臨是來為罪人受苦﹐榮耀中來臨還在未來。
從哀傷道以來的幾個小時﹐這個強盜得了神的開啟﹐他認識了這位為世人背十字架﹑釘十字架受苦的耶
穌﹐正是那位詩廿二篇﹑賽 53 章所預言受苦的彌賽亞﹗祂是猶太人的王﹗祂將來還要回來得國。

主啊﹗如今我等什麼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詩 39.7。悔改的強盜終於有了屬靈的突破了﹐他還等什麼
呢﹖因此有了路 23.40-42 的認信(confession)－認罪與信仰告白。

悔改者的認信
好﹐那強盜有了屬靈的突破。他的認罪不容易﹐因為當時的環境壓力﹐連使徒們－除了約翰以外－都逃
跑了。人都在譏誚主﹐有誰信靠祂呢﹖無怪乎英國的萊爾(J. C. Ryle, 1816-1900)主教說﹐這幾節要用金字印出

來﹐太寶貴了。
現在我們來看他在路 23.40-42 所說的認信﹕
你[指著一個不悔改的強盜]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神嗎？
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做的相稱﹐但這個人
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事。 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
候﹐求你記念我！
(1) 他認自己的罪﹐23.41a。他和另一個強盜不同﹐他看清楚了自己的罪﹐同時認為他為他所犯的罪受到刑
罰﹐是應當的。他為他的罪責備自己。這是聖靈的工作﹐約 16.8-11﹕
祂[=聖靈保惠師]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9 為罪﹐是因他們不
信我； 10 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裡去﹐你們就不再見我； 11 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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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2) 而且他為他將來在末世所要受的神親自審理的那一個大審判責備自己﹐40b。他現在所怕的是那一個死
後面對神審判﹐何等可畏﹗他為那一個永遠的審判責備自己。多年前在紐約長島有一個判例﹕一個青
年弒父﹐被陪審團定罪﹐但犯人桀傲不馴﹐絲毫沒有悔意。法官在最後終結審判時﹐講了一句重話﹕
今日你面對自己所犯的罪還可以不認罪﹑不害怕﹐但有一天你要面對神的大審判﹐那時你要認罪﹑你
要害怕﹗
那個不悔改的強盜看不見那一個永遠的審判﹐毫無悔意。可是那個悔改的強盜因為看見了末日的審判﹐
害怕了﹐悔改了。
(3) 不只如此﹐最重要的是﹕他為「義」責備自己﹐因為他明白耶穌沒有「不好的事」。3 耶穌才是義
人﹑完全人﹐祂不但被人看見﹐也被天使看見﹑更被聖靈稱義﹐提前 3.16。十架下的百夫長後來也做
見證說﹐這真是個義人﹗路 23.47﹐參太 27.54﹐可 15.39﹐這真是神的兒子了。祂是那沒有瑕疵的神的
羔羊﹐背負世人罪孽的﹐約 1.29。
(4) 因此他轉而責備另一個強盜。這 40 節的話意味著耶穌也是那位神﹗他提醒另一個譏誚耶穌的昔日同
伴﹐你如今在面對神﹐而你將來更要面對祂的審判﹗
(5) 他承認現在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穌﹐正是將來那位回來得國榮耀的彌賽亞－君王﹗祂實在是猶太人的
王﹐就是耶穌的頭上的牌子所寫的那樣﹗
(6) 他稱呼主時用的是地上最甘美的名字﹕耶穌啊﹐路 23.42。他當然知道這個名字本身的意思﹕祂要將自

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太 1.21。
(7) 最後﹐他謙卑地求主在末日審判的時候﹐記念他﹑恩待他﹑赦免他在地上所犯的一切罪孽。

今日樂園應許
還有什麼比主的應許更甘美的呢﹖那強盜求主將來得國降臨時恩待他﹐主卻以今日的樂園恩待他。4 樂
園這個字是指主今日所在的天﹐是保羅所說好得無比的那一邊﹐腓 1.23﹐在那裏他可以「離世與基督同
在」。保羅為什麼說那個地方是好得無比的呢﹖因為他去過了﹐保羅曾經有過一次十分奧秘的﹑非比尋常的
經歷﹐就是他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那裏是宇宙的至聖所﹐他又稱之為樂園﹐林後 12.1-7。這地方也是路
16.23 所提到的「亞伯拉罕的懷裏」﹐是神的恩約所記念的人去的地方。主在離世時對門徒說﹐我去為你們預
備地方﹐約 14.2﹐不就是樂園嗎﹖
那強盜只求主記念他﹑赦免他的罪﹐是屬於消極的恩典﹐但是主所賜的卻超過
他所求的－主要與他同在﹗在那一天﹐那兩個強盜都死了以後﹐他們所去的地方有
天淵之別﹗路 16 章告訴我們﹐得救的乞丐去的地方是「 亞伯拉罕的懷裏」－樂
園﹐而為富不仁的財主去的地方則是極其痛苦的陰間。我們將來的結局是今日我們
自己的抉擇所決定的。神的話－惟獨神的話－清楚地啟示我們了十字架的觀點﹐你
何不站到這一個新的觀點﹐回頭來看看你的自己呢?﹗

各各他三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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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釘十架的情景共有三個十字架﹐耶穌釘在中間﹐左右邊各有一個﹐一個得救了﹐另一個卻死不悔
改。
這三個十字架上釘死的人代表三種人﹕死在罪中﹑為

罪而死﹑向罪而死。(die in sin, die for sin, die to sin) 三個介
詞不同﹐說明三種人和罪的關係之不同。第一種是最普遍
的﹐死在罪中。罪惡是人類最大的仇敵﹐有誰能征服呢﹖
政治﹑經濟﹑軍事﹑藝術﹑科學都不能﹐宗教也不能。第
二種是為罪而死﹐這種人只有一位﹐就是耶穌﹐因為只有
這位全然聖潔的神子可以為世人的罪孽而死。第三種是蒙
恩的人﹐他們察覺到自己的罪﹐轉而投靠基督﹐向罪而
死。
最重要的是你的觀點﹕除了耶穌的十字架之外﹐世界
上只有兩種十字架﹕一種是人自己扛負的﹐死在罪中﹔另一種是容主為我們扛負的﹐向罪而死。前者的結局
是永死﹐後者卻是永生。
什麼叫做死在罪中呢﹖死亡基本上是屬靈的死亡﹐與神隔絕。(1)普世人類都與神隔絕了﹐這是屬靈的死
亡。(2)肉身的死亡即身體與靈魂的分離﹐乃是一般人所說的死亡。其實﹐人的靈魂是不朽的﹐仍要接受審
判。死亡有可畏懼。(3)永遠的死亡是將來大審判以後﹐人與神的永遠隔絕﹐那就是地獄。那個與主同釘的罪
犯正是這種人﹐死不悔改﹐還要譏誚耶穌﹐居然盲目到看不清自己的罪惡﹐不怕死亡的恐怖﹐沒有一絲悔
意。

衣德來的悲劇
1944 年美國空軍編組 509 飛行大隊﹐任務非常機密﹐飛行員只知道他們的任務可以快速地結束二戰。他們
在美國本土受訓一年﹐次年六月十五日進駐 Tinian 島。從這個小島飛 1,500 英哩﹐可
以到達日本。這個飛行大隊與眾不同的是﹐投彈高度高達 32,000 英尺﹐準確度卻要在目標的 500 英尺範圍之
內﹗而且投彈以後﹐掉頭就快快飛走。
那個日子終於來到了。1945 年八日六日凌晨﹐三架 B-29 先飛﹐分別去看三個目的地的氣象如何。飛廣島
的 B-29 看到當地幾乎是晴空萬里﹐就在發電報給大隊長(飛 Enola Gay)建議炸第一目標。於是九點 17 分﹐人類
的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投下了﹐開啟了核子時代。三天後第二顆原子彈在長崎投下。日本天皇向盟國無條件投
降。三天之內二戰真的結束了。廣島約有十萬人死亡﹐直徑十公里的面積夷為廢墟。5
可是擔任廣島氣象偵察的衣德來少校(Major Claude Eatherly)後來瘋了﹐他認為是他的通知造成了廣島十萬
人慘死。衣德來二戰退伍後﹐約在 1947 年讀了赫許(John Hersey)所寫的廣島 (Hiroshima) 一書後﹐廣島開始成
為他的夢魘﹐揮之不去。他夢到「他的飛機飛到該城上空﹐接著他人在城中火焰之中﹐他眼見小孩在火焰

中跑進跑出﹑尖叫。他也想跑進火焰之中﹐但每次他都軟弱了﹐跑不動。有時候他驚叫而醒﹐他會坐在
床沿﹐嚇得一身冷汗。他說﹕那夢是紅色的﹐一定是火焰﹔人們有向外跑的﹑有向裏跑的﹐我總是要向
裏跑。可是我總是跑不到﹐我不知道﹐我猜﹐有什麼東西把我攔住了。」同年他的妻子流產﹐他以為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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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懲罰他。1950 年二月起﹐他就常進出醫院。他犯各樣的罪﹐如偽簽支票﹑搶雜貨店﹑搶郵局…﹐甚至自
殺﹐只為求懲罰﹐叫他的良心稍微平安。榮民醫院大夫診斷他是精神分裂症﹐因此每次他犯了罪﹐陪審團都無
法定他的罪。投原子彈的罪惡是整個國家﹑整個世界的罪﹐他一個人怎麼受得了呢 ﹖
但他又拒絕神的救恩﹐要自己受罪以減輕罪惡感。這是地獄﹐可 9.48﹕在那裏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
蟲指人裏頭的罪孽不斷的折磨﹐火指神的公義聖潔在人良心之內無止息的審判。廣島曾是人間地獄﹐衣德來認
為他的罪惡深重﹐無可赦免。在珍珠港事變中擔任空戰指揮官的淵田美津雄﹐其罪惡可謂重於衣德來﹗可是淵
田戰後在日本悔改信主了﹐聽說依德來的苦情﹐就很想對後者作見證﹐現身說法他是怎樣得著主的赦罪與平
安。1962 年初淵田到了德州佈道時﹐要找依德來﹐後者卻避不見面﹐講明不要耶穌來解決他的罪疚﹗9 這實在
是死在罪中。依德來重蹈那個不肯悔改強盜的錯誤﹐你可不要笑依德來的固執﹐你會重蹈他的錯誤嗎﹖

哥白尼的羨慕
大天文學家哥白尼在(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臨終時﹐要求他的墓碑上這樣寫著﹕
我不羨慕保羅的神學﹐
我也不羨慕彼得的口才﹐
我只羨慕與主同釘強盜悔改時﹐主給他的應許。
他是近代天文學的創始者﹐但他並不是實驗科學家﹐而是數學家﹑天文物理理論家。今日在英文裏有一個
詞叫「哥白尼革命」(Copernician revolution)﹐就是講他如何發現太陽為[當時所領會的]宇宙之中心的天文真理。
哥白尼的天文學之發現﹐秘訣在於觀察者改變觀點。並不是以往人看不見﹐而是因為他的觀點沒有改變﹐
所以看不見。一旦觀點改變﹐就看見了。他是怎樣找到這一個新的﹑對的觀點﹐以觀察天文的呢﹖是用實驗法
嗎﹖不是的。在他那個時代還沒有發明天文望遠鏡呢﹐他所觀測到的星辰﹐和我們今日用目測所觀察到的是一
樣的。但是哥白尼會思想﹕他相信完美的神所創造的天地﹐也應該是完美的。身為數學家﹐他問自己﹐怎樣的
天文軌道才是完美的呢﹖其答案自然是﹕圓的。於是哥白尼進一步問自己﹐他要站在那裏觀看天文﹐才能看到
眾行星的軌道是圓的呢﹖他是數學家﹑他會算。經過計算﹐他有了一個大發現﹕如果他站在太陽上來觀測眾行
星的話﹐眾行星的軌道是圓的﹗所以﹐他得到了一個革命性的結論﹕那麼﹐宇宙的中心不應該是地球﹐而是太
陽﹗
人類的歷史就是這樣﹐改變觀點很難﹐這點哥白尼知道﹐他的大作論天體的運轉(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 ,1543)是他託朋友在他死時才發表的。1632 年義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敢在生
前發表類似驚爆性的論文﹕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Chief World
Systems)。天主教就將他軟禁十年﹐到死為止。晚至 1983 年﹐教廷官方才承認 350 年前宗教裁判所的審判是錯
誤的。1992 年秋﹐伽利略的名譽才算得到平反。
然而﹐哥白尼的墓誌銘告訴人類更重要的信息。他發現了對人類而言﹐屬靈世界的座標點乃是基督的十字
架﹗人本質上都是罪人﹐可是人要怎樣才會看清己的罪﹐而悔改信主呢﹖很簡單﹐哥白尼告訴你﹕改變你的觀
點－站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來看你自己﹐你就會看見自己的罪孽深重﹐你才會看見主耶穌因此掛在那裏是為著
你﹗你也會循著強盜悔改的軌跡向主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你也會聽見主在掛十字架
上對你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那是哥白尼的羨慕﹐你羨慕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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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京 遇 難 記
這

劉傳章牧師

個遇難不是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而遇

難，乃是身體遇到不適，所造成的難處。
話說從牧養教會四十多年的職務上退下來之
後，以為從此可以不慌不忙，無憂無慮，不看鐘不
看錶的，過著度日如年(天天過年)，坐以待幣 (幣 =
退休金)的日子。那知退休之後，原想先去台灣看看
多年不見的二哥和五妹和一些姪輩們，大家可以聚
聚，閒聊家常。可沒想到一到台灣，聖經教會在台
灣的會友齊平中、魏鄰夫婦早已為我們安排了一連
串的聚會，他們說，這叫著「退而不休。」不過，
沒有牧會的責任，講道還是很輕鬆的。在台灣一個
多月，過得很快也很輕鬆。特別是與家人十八口，

伉儷情深︰劉牧師與師母攝於日本東京盛開的櫻花樹下。

一起過年，由二哥親自下廚，作出十八道可口大
菜，據他自稱外面是吃不到的好菜佳餚，我們吃的人也都同意他的說法。
在台灣期間我們抽出一個星期的時間，去澳洲參加么弟的么女結婚典禮。這是我第一次踏足澳大利亞州，
到此算是走遍了世界五大洲了。這也應驗了當年神呼召我的時候所說的一句話：「你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給萬民聽。」(馬可福音十六 15) 五十多年後實現了。參加小弟之么女的婚禮的，除了我們倆之外，還有我們
的女兒，兒子一家五口，我的四弟夫婦及在台灣的妹妹，也都有參加，在澳洲的大團圓也是十八人，有些是
重覆的兩處都去了，就像我們倆。我們去這兩個地方，主要是與家人團聚，順便有些服事。
三月回到美國家中，稍作休息後，從一四年四月到一五年三月，可以用「馬不停蹄」四個字來形容這一
年的日子。因為我們覺得我們還很年輕，看見我的人，都猜不出我多大年紀，我說七十多啦，他們都嚇一
跳，有人減我十歲，有人減我二十歲，我真高興，就這樣，我忘記了我的年齡，我還把自己當小伙子來看。
誰知「歲月不饒人」，老骨頭承擔不了經年累月的奔波勞累，所以身體就出了狀況。現在被逼在家中休養。
身體出了啥狀況呢？先說我們前年(2014)十二月三十日在芝加哥講完了道之後，匆忙的趕回馬利蘭州，第
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就飛往日本，去年(2015)一月一日抵達東京，第二天就開始主講東京國際教會的冬令會，
接下來就準備在東京住三個月，三月二十三日回美國。就在快要回美的前一個多禮拜，三月十四日早晨，起
床坐在床邊上，就站不起來了。我告訴我的內子，她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兒。好不容易的洗刷完了，腰已
直不起來了。坐在餐桌邊吃早餐時，忽然左腿開使麻痛，這時真感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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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不通，一時覺得束手無策。原本定在那一天
下午有聚會，看我當時的情況，內人趕快打電話
給負責弟兄，就把聚會取消了。同時也來了幾位
弟兄把我送去看醫生。醫生的診斷是扭腰了，需
要休息。開了藥，綁了護腰帶，就把我送走了。
回到住處，吃了藥，痛仍未減輕。發生事的
那天是星期六，第二天，早已有安排我要講三次
道，臨時也找不到人來代替。第二天主日的早
晨，我以「鐘樓怪人」的姿態，從所住的公寓十
樓，彎腰龜行的走到電梯，下了十層樓，有人接
我們去禮拜堂。教堂門口的十幾個台階，平時上
去都要氣喘吁吁，更何況現在，好不容易的趴了
劉牧師主講東京國際教會的冬令會。

上去。當時我挺不起腰來，不能站著講道，他們

又臨時把講台搬開，把聖餐桌搬上，我就坐著講了上、下午的兩堂主日敬拜的道，一堂團契的聚會講道。這
樣，總算把差事交待了。
那天晚上，我們回到住處，我已不知我是誰了，疼痛難忍，夜不成眠。幾次睡睡醒醒，到黎明快到的時
候，我再也躺不住了，就起來到外面客廳的餐桌旁的椅子，坐在那裏爬在桌上，不知不覺的睡到早上八點。感
謝主總算睡了一覺。
在東京的最後一個禮拜，日子真是煎熬，每天都有弟兄姊妹關懷，但他們解決不了我的疼痛。三月二十二
日原定是我要講道，到星期四早上，我的疼痛狀況還沒有改善，就打電話給教會負責人，說明我主日無法講
道，張文耀執事得知我的狀況沒有改進，就聯絡一位華人骨科醫生，那位醫生本來星期六有事，後來計劃改
變，所以又有空了，這真是主的安
排，他得知我的情況，不但身體有疼
痛，並且星期一要搭機返美，就要張
執事帶我去他的診所，給我打止痛
針。於是張執事夫妻就開車兩個小時
的車程，從東京開到他的診所。這位
醫生是基督徒，對我也略有所聞，不
但給我免費打止痛針，還請我們吃中
飯。打過針之後我覺得舒服多了。
回來的路程，比去時感覺上快多
了。身體上的疼痛減輕了許多，就後
悔不該把我禮拜天要講道取消。不
過，實在說來，疼痛雖然減輕，但是
腰還是直不起來，左腿無力。所以，
那個主日我沒講道，也不能去教堂敬

團契聯合聚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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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就在住處網上敬拜。
回美的路程也是艱辛但奇妙。首先，回美的機位可以改乘商
務艙，這樣就可以躺著回來，就比乾坐十三、四個小時舒服多了。
要感謝主的是回程剛好有位子，並且只要 30000 miles (三萬哩數)就
可以調升商務艙。在東京機場，有服務人員一路從到達機場到上飛
機，推著輪椅把我送上飛機。在寸步難行的情況下，順利的上了飛
機。
在下飛機之前，我們還有一個煩惱。這次去日本是要住三個

日本名山富士山 。

月，所以行李帶的比較多。我是在臨行前的一個禮拜腰出了事，所

有的行李打包都由內子一人包辦，打完了包，她已腰酸背痛了。所以，行李就由搬運公司事先運到機場，交
由航空公司轉運。但是到了美國在機場怎麼辦，我自顧不暇，內子也無力拖拉四口大箱子，怎麼辦？心裡
想，到時就只有找人搬運了。那知，在過關檢驗護照的時候，因為隊伍很長，轉來轉去，忽然看見了蘇振台
和陳安慈夫婦，原來他們是從台灣回美，在日本轉機，與我們搭同一班飛機，只是在飛機上沒有碰到。看到
他們，我們好像遇到了救星，他們看到我坐在輪椅上，甚為驚奇，經交流一番，他們了解了我的情況。行李
就由振台弟兄負責搬運了。這是上帝多麼奇妙的安排，大事小事祂都有安排。也謝謝振台的勞力。
在回美之前，在網上已經約好了要看家庭醫生的時間，三月二十五日看了醫生，給了止痛藥，也約了照
MRI =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的時間。原定的要去亞特蘭大地區的福音營講道，也因身體的緣故取消了。
好在張麟至牧師願意代替我去講道，才沒有影響他們的聚會。
照 MRI 是訂在三月二十九日，就是看家庭醫生四天後，那是很快的約定，上午九點半，照約定去照 MRI,
因為我的背痛，而又要仰臥在平台上照像，在那半小時躺在那裏不准動，真是嘗到甚麼是要命的滋味。忍痛
照完了 MRI 還得到技術小姐的稱讚，說我能忍耐，沒有因痛而半途而廢。照 MRI 那天是主日，因為照 MRI 的
時間很早，照像的地方離蓋城堂又很
近，所以，也沒有耽誤敬拜神的時
間。
我們回來沒有幾天，麥醫生和陳
弟兄就來看我們，然後就要我去她的
診所看她。先是一週兩次，身體有進
步時，就一週一次，然後兩週一次，
身體狀況再好一點的時候，就是一個
月一次。這樣從三月到十二月，在麥
醫生十個月悉心的治療之下，我的康
復就很快了。真是感謝主的安排及麥
醫生的愛心照顧。
再說 MRI 照好，馬上就有結果

日本東京青年團契和劉牧師與師母合影。

報告出來，簡單來說，椎間盤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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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嚴重。我的家庭醫生甚麼治療方法都沒有提供，
還是我追問他要不要作復健，他才推介我去作復健。
有一天，因稅務問題請教於林文陞弟兄，他得知我的
身體狀況，他就竭力推薦他所認識的推拿師，要我去
找她推拿。並且他也把原先他已定好的約定讓給我，
因為那位推拿師很忙，並且不收新病人。我在林弟兄
的盛情難卻下，去赴了約。這位師傅手力特大，很有
功夫，兩個小時下來，雖然沒有立竿見效，所花的功
夫與所付的價銀，我說值了。於是我接著去了七次，
在我開始請這位推拿師推拿的時候，我的心裏是期盼
著，上帝一手幫我在我睡眠中，或在我不知不覺中，
把我突出的椎間盤推進去。同時我在讀歷史書，在列
王紀中讀到乃縵將軍患痲瘋病，以利沙要他去約旦河

教會詩班 獻唱

洗七次。所以，我決定推七次就停止了。這不是迷信，而是因為在推完第四次之後，我突然覺得左腿有力
了。之後第五次、第六次推完之後都沒有甚麼大不同的感覺，第七次之後也是一樣。所以就跟師傅說暫停一
下。
我要感謝上帝，通過林弟兄的讓位，藉著推拿師的推拿，我今天可以行、坐、站、躺。還要感謝上帝的
是，在推拿那裡所花的費用，在我從未想到的狀況下，收到了剛好與所花的數目差不多的愛心奉獻，奉獻者
並不知道我需要醫藥費，但我的上帝知道。
七次推拿之後，我的身體狀況大有改進，但是，還是不能行動自如。就在我覺得左腿有力，能站能走的
時候，就又去站著講道。在洛城國語堂講了兩次，回家之後都有些不舒服，但都沒拿當回事兒。六月七日在
蓋城堂講完道，內子已受不住了，因為她最近身體也不好，不能睡覺，於是我們就沒有留下吃中飯就回來
了。下午，有一對年輕人來看我們，他得知我有椎間盤突出的問題，又得知我們下兩週要外出，他大力反對
我外出講道，他說，看我的身體狀況，如果外出遠行，會進三步退兩步，才好一點的又會變壞。要我們一定
不要外出，要我們
取消匹茲堡之行。
我看他的態度誠
懇，是為我好，又
覺得內子也是力不
能勝的樣子。於
是，當晚就取消了
匹茲堡之行。接著
我就也把去年全年
餘下的講道安排全
都取消，在家安心
養病。
說到匹茲堡之

日本東京婦女會和劉牧師與師母合影。

行，要取消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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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因為我覺得我的身體還可以支撐。並且這是五十年才一次的事件，
我豈能再等五十年去參加下一次的慶典？但上帝要我謙卑、順服。他們沒有你也照樣可以
慶祝五十周年。
從六月到十一月，我們那裡都沒有去，也沒有講道。每天就是靜修禱告，走路運動，
身體狀況慢慢好起來，九月份得紐約華人教會邀請，在感恩節那一天開佈道會，我就答
應，因為很久沒有搭乘飛機，去紐約是短程，想試試看，我的腰能不能受得住？感謝主，
紐約之行，一切順利。尤其在紐約下了飛機，由機場到住處因堵車，花了兩個多小時才到
達，比坐飛機的時間還長。身體還可以承擔。因此，就把去年取消的機票全部再重新訂
票，其中就有去日本的機票，一年之內還有效。在主的許可之下，今年 (2016)二月十七日
再回日本一個月，還了一部分福音的債，也與弟兄姊妹多有交流。尤其年輕人，特別可
愛。
今年三月十四日，我又從去年發生事的同一張床上起來，沒事兒。上帝讓我可以在同
一個地方來慶祝腰傷一週年紀念，我們真是沒想到，受傷一年之後能在原地從新開始。三
月十三日在東京國際基督教會講了最後的一堂道，「還有末了的話」，三月十六日搭機平
安回到家中。這一次日本之行，在旅途上，最感謝主的就是，旅客很少，飛機坐位很空，

我們也在網頁上!
www.cbcm.org
繁/簡 => 資源寶庫

來回都有空位，可以躺下休息，在長途旅行中，對腰部很有幫助，本來我想，拿不到 upgrade, 坐那麼長時間的飛機會很辛苦，但神都有預備。讚美主。
這次生病學了不少的寶貴功課，其中最重要的有兩件：其一是「大腿窩」(雅各的經
歷) 被摸了一把；其二是身上的「一根刺」(保羅的經歷)。限於篇幅，不能在此分享，待日
後有機會再說。這其間，許多人的代禱，關懷，在此一併致謝，求主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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