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嘉璐

William Paul Young

《小屋》The Shack
—尋愛的人生之旅
播出時間：12/25( 二 )21:00
撰文◎莊恩慈

轟動全球的《小屋 The Shack》這本書，於 2017 年拍成膾
炙人口的電影《心靈小屋》。不論是著作或電影，都締造
相當的口碑，雖然故事並非原著作者 William Paul Young
的親身經歷，但其中每一句與天父、耶穌和聖靈的對談，
都出自他破碎生命裡真實的求問……。

《小

屋 The Shack》 的作
者 William Paul Young
受到太太的鼓舞，
藉著故事書寫自己的信仰歷程，他
闡述了《小屋》的意義：「代表我
們靈魂深處的破碎與不堪，我們習
慣用完美的表象去掩蓋、忽略它，
神卻在那裡等候，要與我們一同解
決。」

童年的傷痛
Paul 的父母是來自加拿大的宣教
士，一歲時他就跟著父母到現在屬
於印尼的新幾內亞高地，另外三個
兄弟姊妹也在此地接連出生，他們
是當地第一批進駐的白人。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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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忙於宣教事工，無法全心照護
孩子，Paul 在六歲前，都由部落的
人照顧，早上六點即接他出門，晚
上九點才送回家。他說：「那段時
期，我甚至不認為自己是白人，直
到六歲去寄宿學校時，才意識到自
己竟然是白人，我還失望了一下。」
儘管父母有著聖經中亞伯拉罕獻
以撒的高貴情操，但卻真實地犧牲
了 Paul 的童年生活。Paul 說：「因
為部落文化中充斥著性，所以那些
我認同的部落家人，從我五歲前便
開始對我性侵，後來到寄宿學校，
學長也繼續性侵我……」
遭受這樣的對待多年，Paul 卻無
法告訴任何人，甚至是父母，因為

攝影◎賴竹山

父親脾氣暴躁，母親也忙於事工與
他關係疏離。雖然知道這些行為是
錯的，但也莫可奈何，導致他在性
格上缺失，對人與人之間的界限模
糊不定。他開始以各種方式，來掩
蓋內心的羞恥感。「失落感劇烈地
影響我，使我變成一個極佳的『表
演者』(performer)，那是我生存的方
式……」他成績優異，扮演眾人眼
中的乖乖牌，但心裡卻極度的自我
厭棄。

如浮萍無根漂流
Paul 十歲時，全家搬回加拿大。
一歲起就在雨林地帶生活，回到都
市感受到文化衝擊很大。他說：「看
到電梯覺得像一個魔術箱子；看到
黑人會跑去跟他說新幾內亞族語；
我的衣著打扮、髮型，沒有一樣是
對的…」回到自己的國家，爸媽的
事工雖然轉型，但仍舊忙碌，直到
高中畢業前，Paul 換過十三所學校。
從小因為受到錯待，內心傷害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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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aul 自小就以為自己是部落的一員
3. Paul 與妻子 Kim 經過許多波折，終於恩愛過一生
4&5. 在台灣各地分享《小屋》和自己的信仰

有獲得醫治，Paul 持續用完美的表
現，掩蓋心中的羞愧感，他說：「因
為我深怕當別人知道我真正的問
題，他們會露出失望、嫌棄的表情，
所以我學會問『你要我怎麼樣？』
然後就做給你看，用行為來約束內
心。我並不是刻意要表裡不一，而
是我以為只要努力，總有一天會變
成完美的人。」他很清楚從小自己
被錯待，是出於人性的錯誤，也努
力尋求上帝，感覺只有神才能解決
一切，但依然無法使他感受到自我
的價值。
也因為成長過程中不斷轉換環
境，對 Paul 來說，每建立一段新的
關係、就是道別的開始，所以他習
慣性與人抽離，不再建立深入的關
係，免得受傷。進入婚姻後，他繼
續隱藏自己真實的感受，但也嘗試
當個好先生和好父親。

訴她，因為這些秘密吞噬著他的生
命。太太不假思索的要他放馬過來，
卻沒想到接下來花了四天的時間，
才將他生命中所有的不堪訴說完
畢，夫妻間曾以為擁有的互信和互
相了解，也蕩然無存。Paul 說：「這
次我選擇不再隱藏，她所有的家人、
我的家人、同事、教會都知道了。」
接著，Paul 找到一處以信仰為基
礎的諮商機構，專門針對性侵受害
者進行諮商輔導，他下定決心要治
療，從小因受傷而扭曲的身心靈和
行為模式，這是他人生第一次向另
一個人說「請你幫助我」。諮商師
表示，從未看過如此認真想改變的

人。Paul 說：「我會這麼努力，因
為我已經觸底了，除了改變，沒別
的路可走。」即便如此，他和太太
完全和好已在 11 年後。
在 這 11 年 中，Paul 也 數 度 想 放
棄，甚至想要自殺，特別是太太不
斷以強硬的態度對待他，但他深知，
太太當然有權選擇不原諒，甚至因
著那強硬的態度，不斷迫使他正視
生命的破口。Paul 說：「當我知道
我裡頭有多麼不真誠，大半的人生
都活在謊言和扮演的假象中，我絕
望極了，感覺自己裡頭像一坨即將
風乾、灰飛煙滅的屎，但朋友鼓勵
我，有一粒希望的種子在其中，種
子不就是以屎做為肥料，才長大的
嗎？於是我決定不自殺，繼續接受
諮商。」

蛻變
11 年來，與太太 Kim 之間的問題，
從陷入膠著到有了轉機，Paul 努力
面對自己長久以來深藏的真我，努
力學習真誠融入群體。在五十歲那
年，他終於感受到越來越健康的自
我，也與 Kim 完全和好。雖然那時
他們擁有的不多，甚至他必須身兼
三份工作才能維持家計，但內心感
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
在 這 條 醫 治 之 路 上，Paul 也 翻
轉了過去對神的憤怒、誤解，並與
神建立了親密的關係。Kim 不斷鼓

婚外情「爆」
38 歲時有了六個小孩，最小的六
個月大時，一段婚外情粉碎了 Paul
長久以來所經營完美的表象。太太
非常生氣，把他找來，當面對質了
四個小時，Paul 決定面對一切，他
告訴太太，如果他們的婚姻要維繫
下去，他必須將心中所有的秘密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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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他，將他對於信仰的新眼光寫下
來，於是在五十歲那年，他在每天
通勤的火車上，完成了《小屋 The
Shack》這本小說，做為孩子們的聖
誕禮物。在他禱告的過程中，神也
親自回應他「Paul，你為孩子寫的
這個小故事，我要為我孩子們的緣
故，讓它被閱讀、看見。」後來，
完 全 出 乎 Paul 意 料 之 外，《 小 屋
The Shack》的出版造成轟動，在毫
無宣傳的情況下，靠著眾人口耳相
傳，就創下第一年賣出一百萬冊的
紀錄。十年來，銷售突破兩千萬冊，
被翻譯成 50 國的語言，2017 年還
拍成電影《心靈小屋》，票房突破
八千萬美元。

真實的關係
《小屋 The Shack》幫助許多人，
重新建立信仰中與父神的關係。其
實，Paul 也藉著這本書，開啟與父
母對話的機會。儘管母親在看到天
父被描述成一位黑人女性時，勃然
大怒、大罵兒子是異端，但後來她
看完後卻告訴 Paul，讀這本書時，
是她生命中唯一感受到神的愛的時
刻。而與父親的關係雖然仍不甚理
想，但隨著年紀增長，Paul 也越來
越明白父親的原生家庭對其帶來的
傷害，越發體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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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認 為《 小 屋 The Shack》 造
成如此大的轟動與回響，完全是神
的作為，他表達：「若是明天這些
名氣就消失，我也不會難過，因為
我不再需要靠表現來定義我自己，
神也不需要我用好表現來取悅祂。」
現在的 Paul 非常坦然面對自己、家
人和教會，甚至讀者、外人，他成
為表裡如一，活出真實自我的人。
雖 然 Paul 曾 經 建 構 起 自 己 的 小
屋，隱藏了自小產生的羞恥，感受
自己沒有價值，但是他勇敢面對自
我，讓神進入他的心靈小屋，改變
了他的內裡，讓他能聽見神的聲音，
也學習藉各種管道與神交通。所以，
我們的價值不在於自我或他人的認
定，而在於神。

真情小語
Paul 的一生走過許多的高低
跌宕和各樣的難堪，但正是這
些流淚、難堪、挫折的生命故
事，串起一本小說，拍成一部
電影，著作和電影都大受歡迎，
為何他破碎的生命能造成多人
的祝福？因為他人生這台戲的
主軸不是這些負面的經歷，而
是上帝的醫治與修復。從自我
出發的戲劇，只會充滿怨懟、
憤怒、失望和難以彌補的懊悔，
忘記了這位永恆的劇作家上帝，
祂樂意給予我們力量勝過這一
切。可能在過程中，我們不明
白這些令人傷痛的點點滴滴，
為何會發生？但使徒保羅說，
要誇自己的軟弱，讓基督的剛
強覆庇我。Paul 想要呈現的不
是自己的難堪，而是上帝的醫
治。相信我們的劇本，因著耶
穌在十架上犧牲的愛，主角已
不再是我，而是那位創造我們、
為我們犧牲，又時時引導我們
的三位一體真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