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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基書3:7-12

7 萬軍之耶和華說：「從你們列祖的日子以來，你們常常

偏離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現在你們要轉向我，我就轉向

你們。你們卻問說：�我們如何纔是轉向呢？� 

8 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你們卻

說：�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們在當納的

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 

9 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取我的供物，咒詛就臨到你們身

上。」

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

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

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11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為你們斥責蝗蟲，不容他毀

壞你們的土產。你們田間的葡萄樹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

子。」

12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國必稱你們為有福的，因你們

的地必成為喜樂之地。」

如何獲得
    滿溢的祝福

...................................................... 加拿大角聲董事孔祥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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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是基督徒的一個重要課題。作為一個信徒，如果缺
乏對奉獻真理的認知，實在是可惜的；因為奉獻的意義，
不單在於捐獻金錢，亦關乎得著神的祝福，這是我個人可
以見証的。

當我們讀舊約瑪拉基書的時候，會發覺整卷書都記述著神
的責備和審判，但當中卻有一段說及神的祝福�-�-�-�-就在瑪
拉基書3�:7�-1�2。我們可以從這裏看到幾個奉獻的要點。

      

當日，以色列人在很多方面離棄神，神叫他們回轉。當
以色列人詢問神要怎樣才可以回轉的時候，神只提了一
件事：就是叫他們忠心奉獻。瑪3�:7�-�8「現在你們要轉向
我，我就轉向你們。你們卻問說：『我們如何纔是轉向
呢？』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

從神對以色列人的回答之中，我們知道，奉獻是回轉向神
的一個指標。這也是我們靈命健康程度的一個指標。

為甚麼奉獻如此重要呢？當然，神不需要我們的奉獻，因
為祂擁有整個宇宙，但是，我們對財富的態度正可反映我
們信仰和對神忠心的程度。對於很多人來說，錢財就是他
們的「神」，正如聖經所說，「貪財」的另一個名字就是
「拜偶像」。馬太福音6�:�21說：「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裏、
你的心也在那裏。」所以，我們如何運用財富，就能說明
我們靈命有多健康。我們如何奉獻，也就能說明我們跟隨
神的心有多肯定。

有一首奉獻時所唱的聖詩，其中一段說：「願我恭敬獻金
銀，不為自己留分文。」這裏是否說，我們要將所有財產
奉獻給神呢？當然不是。這裏原來的意思是：如果神要用
我所有的財富，我也不會緊握不放。因為，我們的全部財
富都是神的。我們就像神的管家一樣，神將財富交給我

奉
獻

奉獻反映靈命的健康
      1

奉奉
獻

奉獻乃是感恩的行動奉獻奉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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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讓我們自由運用，但神才是我們財富的真正擁有者。

以色列人沒有忠心奉獻，神用什麼動詞形容他們呢？就是
「奪取」，沒有奉獻給神，亦即等於搶奪神所擁有的財
富。

瑪拉基書提到了當納十分之一作為奉獻，就是「十一」奉
獻，這「十一」奉獻的起源是怎樣的呢？聖經第一次講到
這件事，是在創世記1�4�:�20，當中就說到亞伯拉罕奉獻十
份之一。然後，在創世記�2�8�:�2�2，亦講到雅各奉獻十份之
一。他們都是因為感謝神的恩典，而作出奉獻。

當我們數算神的恩典之時，必會發覺祂所賜予我們的，是
何其豐盛，叫我們不但飽足，而且有餘。我們在感謝神之

餘，相對便應作出感恩的行動，忠心奉獻給祂。

瑪拉基書3�:10�-1�2，每一節開始時都重覆地用上了「萬軍
之耶和華說」幾個字。這種記錄的方式，就是在於強調神
的應許和保証，說明無所不能的神，必定會成就祂所說的
話。

特別要注意的，是在第10節中，耶和華說：「以此試試
我…」神叫以色列人「試試」祂。這是很不尋常的，值得
我們細細思想。在聖經中，有很多段講及「試驗」與「
神」的經文。這些經文通常都有兩類教訓。

第一類教訓是：神試驗人，不是人試驗神。例如：「亞伯
拉罕因怱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希伯來書
11�:17) 「耶和華試驗義人。」(詩篇11�:�5) 

第二類教訓是：不可「試驗」或「試探」神，這兩個詞在
英文是同一個字。例如：「耶穌對他說，經上說：『不可
試探主你的神。』」(路加福音�4�:1�2) 「不要試探主，像他
們有人試探的，就被蛇所滅。」(哥林多前書10�:�9 )

但在瑪拉基書第3章中，神自己竟然鼓勵人試驗祂。這種

奉獻帶來滿溢的祝福奉獻奉獻3
耶和華說：你

們要將當納的

十分之一，全

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糧....

瑪拉基書3:10

情形，在整本聖經中只出現了一次，就在第10節。神鼓
勵人試驗祂，看看忠心奉獻之後祂會作些甚麼，人又會得
著些甚麼？看看「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
們，甚至無處可容。」

神的意思就是說：忠心奉獻的結果，就是得著祂的祝福�-�-�-
滿溢的祝福，如水流滿瀉一樣。經文強調祝福之多；所用
的「敞開的天窗」這「天窗」一詞是眾數，表示很多敞開
的天窗；而祝福更多到「無處可容」，好像詩篇�23篇說：
神使我的「福杯滿溢」。

神祝福的結果就是3�:1�2所形容的：「萬國必稱你們為有福
的﹐因你們的地必成為喜樂之地。」就是外在生活有福
氣、內心有喜樂。

忠心的奉獻，標誌著我們靈命健康，有向著神、跟隨神的
心志。同時，奉獻也代表了我們對神的感恩，並把感恩之
心轉化成行動，以實際行動榮耀祂。神的豐盛，必叫愛祂
的人，為祂擺上的人，得著厚厚的獎賞，滿溢著神的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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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兒──一個何等親切和得人愛的名字。但對我來講，
這個名字卻代表著勇敢、父愛和神的恩典。

川兒是一個很特別的小孩子，打開他的衣襟，在他心胸前
就可以看見一個半圓型的球在跳動──那是他的心在跳。
川兒出生時，心臟就露在體外。他到紐約來，是要接受手
術──把他的心臟回放到體內。七年前，認識川兒時，他
才兩歲，還未懂得說話，但卻很懂事，更懷著一種令我羨
慕得很的勇氣。

在動手術之前，川兒首先需要經過一個「道管」體檢的程
序，把一個儀器從血管通上心臟，來查看他的體質。過程
中，他需要接受全身麻醉。記得體檢那天，麻醉前，我看著
醫生把他綁在一塊木板上。那是一個絕對令人驚慌的時刻，
但川兒並沒有哭，也沒有眼淚，他甚至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只看著我。他圓圓在轉動的眼睛，好像在跟我說：「我知
道，我明白，我不怕。」現在回想起來，彷彿就好像聽見他

................................................. 角聲副總幹事葉啟明牧師

活在勇敢.父愛.恩典中

與心臟外露搏鬥川兒

在模彷爸爸那常掛在口的一句普通話：「沒有問題。」

看見他無助地被綁在木板上，我想起了耶穌──祂被牧羊
人帶到屠殺之地，但卻沒有發出一點聲音。無助，卻是充
滿著勇敢。這副圖畫，令我今日難忘。而在動手術那天，
我還看見了另一副更加難忘的圖畫。

進手術室的時刻終於來臨。護士把川兒放在一輛像普通
家用嬰兒床的車子裡（看來頗像個鐵籠）。我陪著川兒
的爸爸走到要止步的界線，我們站在那裡，目送著川
兒。當川兒的「專車」轉角進入手術室的時候，川兒站
在那裡，手握著「鐵枝」（就像被困在一個鐵籠之中的
樣子），帶著一種「依依不捨，卻是無奈要走」的眼
神，定睛望著我們，好
像要跟我們說：「我知
道，我明白，我是有
點怕；不過，沒有問
題。」從他那雙細小的
靈魂之窗，我彷彿看見
了川兒心裡那種複雜無
比，在親情之中的百感
交集。而在他百感交集
之中，存在著一種「勇
於生存和勇於面對」的
勇敢。

發現川兒的心臟天生露
於體外的事實，他爸爸
自然是面對掙扎（試問
有誰不會掙扎？）加
上聽到醫生的解釋，
明白到要把川兒留下是多麼的「高解度」。經過認真的
考慮，在決定放棄之前，他爸爸作了一次「最後的探
望」。在離開時，他爸爸回頭要看川兒最後一眼。他爸爸
的眼睛和川兒的眼睛互相接觸，看著川兒的眼睛，爸爸心
中的父愛在一剎間就被激發出來。愛火燃起，自然就會生
出勇敢。憑著他一雙眼睛，川兒就是這樣地把自己生存的
機會和權利贏了回來。川兒爸爸這一刻的決定，要把川兒
留下雖然是難，卻不是最難；更難的是要把川兒這個「包
袱」開開心心地背起來，願意持久地超額付出。這是愛，
一種需要有勇氣才可以活出來的愛。

45

川兒首次來美做手術，入院前，他爸爸川兒首次來美做手術，入院前，他爸爸(左)抱
著他站在活主教會台上，葉啟明牧師(右)與眾著他站在活主教會台上，葉啟明牧師(右)與眾
弟兄姊妹為他禱告．當時，川兒只得兩歲。弟兄姊妹為他禱告．當時，川兒只得兩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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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前一晚，他生母還引用了聖經跟我說：「賞賜的是耶
和華，收的是耶和華。一切交托神。」而川兒爸爸在聽到
這樣的「壞消息」後，仍然能夠保持平靜，我相信多少是
因為「一切都在乎神」的真理已經進入了他的心。在等候
進院期間，川兒爸爸常拿起放在餐檯上的「標竿人生」閱
讀。在討論中，他三番四次的提到「或者有神帶領」。

川兒跟我本是同姓。一天談起來，葉師母把我爸爸留下的
家譜拿出來讓川兒的爸爸看。一看發現，原來二千年前，
我們竟是一家。我竟成了川兒的世叔伯。無論川兒爸爸是
怎樣去明白這些巧合，對我來說，從這次經驗中，我領會
到：人遇上的很多巧合和緣份，其實就是神恩典的帶領，
而從川兒身上所看見的勇敢、父愛，也是恩典的化身。

46

一個像川兒這樣體質的人，花在醫療的金錢自然不少。
川兒所做的第一個手術可算十分成功，但那次的手術基
本上只是把他的心臟放回體內，在呼吸系統的運作方
面，卻未能夠達到正常。川兒爸爸一直想為兒子進行第
二次手術。

經過角聲一番聯絡和安排，川兒終於在二月再度來到紐
約，預備作第二次手術。對他來說，應該也是一種活出
父愛的代價。川兒抵達紐約之後，住在我家。我有很多
機會觀察他們一家人的關係。看見川兒爸爸和繼母對他
的愛護和付出，就知道爸媽對川兒的愛是何等的深。談
到川兒繼母對他的愛，真是十分之難得。川兒這次來到

紐約，正是本季冬天最寒冷
的日子。一天，他們一家跟
一位姊妹到中城逛逛。中間
川兒覺得累了，他的繼母竟
然背著他走了很長的路。

檢查過後，經過匯診和醫生
詳細的分析，覺得還是不動
手術最為上策。我收到消
息，真的不知怎樣轉告他
們。他們雖然知道動手術的
風險，但總盼望川兒能夠過
更加正常的生活。這次行
程，正是帶著希望而來。為
了這次行程，川兒爸把房子
和車子都賣了。現在卻連「
冒險」的機會都沒有，特別
看見川兒爸爸對兒子那種難
以用文字描寫的情，這樣的

一個消息，怎樣告訴他們呢？出乎意料之外，他聽到消
息，竟然是那麼平靜�-�-�-那是神厚待他們的恩典。

事實上，川兒爸爸上次來紐約時，已經感受到基督徒的
愛心，對基督教有了新的理解。他回到中國後，就跟他
的朋友和川兒的生母談到他對基督教的體驗，並引起了他
朋友和川兒生母對基督教的興趣，因而開始參加教會。川
兒的生母還信了主，熱心於教會的活動。川兒在我家居住
期間，我常聽到他的生母在電話中告訴川兒，教會為他禱
告，同時亦常問他有沒有請牧師為他禱告。在通管道檢

今年二月川兒再到紐約，與爸爸攝於�M�I�T今年二月川兒再到紐約，與爸爸攝於�M�I�T
校園。他們在美期間他們在美期間，都有機會接觸福音。

死亡，別狂傲！

川兒回家之前一天，葉牧師和家人往墓園為雙親掃墓，川兒隨同前往。當
天雪蓋滿地，川兒就在墓園的斜坡滑雪；這是他生平第一次。他本來就是
踏著死亡的界線，但他卻是那麼充滿活力。「死啊！你的毒鉤在那裏？�.�.�.
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哥林多前書1�5�:�5�5�,�5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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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新加坡，嫁作香港「牧師娘」的歐謝真珠師
母，帶著濃厚的宣教熱情，跟隨她的良人歐耀強牧師，
到法國的基督教巴黎華僑教會牧會。

雖然家中孩子尚幼，教會事奉繁忙，但每逢《號角》
歐洲版出報，她總會抽幾個中午，站在美麗城(Bel�-
leville)的地鐵站，笑容可掬地把一份份《號角》，派給
熙來攘往的華人。

「大部分的華人，都很樂意拿《號角》，有些長期讀
者，還會主動向我索閱；有時連外國人，也來向我索
取《號角》呢！記得有位法國人，向我拿了兩份《號
角》，我問他：『你會讀嗎？』他說：『不會，但我和
我的女朋友正要學中文。』有一位黑人來拿《號角》，
他說是要派給一些中國朋友；另一位阿拉伯人也來拿《
號角》，原來他的太太是中國人。」歐師母愉快地說。

巴黎是個國際大城市，代表著各種宗教、觀念的免費刊
物，充斥著華人社區，因此歐師母更迫切地認為：

「巴黎的華人社區，需要有另一個聲音，一個發出主耶
穌愛的呼喚的聲音。因此我走上街頭，為愛而派報，也
為自己而派報。我認為，一個基督徒無論作甚麼，都要
有卓越的表現，縱使是派報，也要忠心耿耿，把報紙一
張一張地交到讀者手中，若他們有時間，我會藉介紹《
號角》的內容，來與他們交談。

當我為主站在地鐵站，起初人們用奇怪、疑惑的眼光來
看我。但漸漸地，他們與我攀談起來；看到一個個原來
陌生，感到疑惑不安的人，開始自由自在地與我談話，
大家的心都感到溫暖。《號角》不單是一份有質素的福
音刊物，還是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冷漠，拉近人與人之間
距離的好工具呢！」

真謝謝歐謝真珠師母，她在遙遠的巴黎，與我們一起同
工。其實，在巴黎、倫敦以致整個歐洲大陸，為愛而派
報的弟兄姊妹，還有很多呢！在此，讓我們致以謝忱和
祝福！

佇立巴黎
地鐵站

歐謝真珠為愛而派報
............................................................................... 石溪 我到世上來，

乃是光，叫凡

信我的，不住

在黑暗裏。

約翰福音12:46

Passion #7.indd36-37.indd   48-49 2007/5/13   �� 09:4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