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研究專欄
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祂已經
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
督。」（腓三 8）使徒約翰說：「不要
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
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約壹二
15）讓我們 ㄧ切的喜好、享受和快樂，
總是建立在創造天地的主。因為，惟有
神可以使我們得到永恆的滿足（詩十六
11 ；約三 29 ；提前六 6-8）。

道與生命恩典 （約 1 ： 4）
生命在祂裏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生命在祂裏頭》
「祂」，就是「道」（the
Word），就是「話」，就是「耶穌」。
「生命在祂裏頭」，就是「生命在耶穌
裏頭」。想ㄧ想：既有裏頭，相對的就
有外頭。可是嚴格地說來，在神裏或耶穌基督裏，
都沒有裏頭與外頭之分，因祂是無所不在的。之所
以說「生命在祂裏頭」，是要讓我們有ㄧ 個觀念：
我們若不在祂裏頭，不跟祂相連，就得不到生命；
因為生命是從祂而來的，而且這生命是良善的生
命。我們承認這世界有許多邪惡的生命，像濾過性
病毒、史達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
1879~1953）、恐怖分子……等等。根據聖經 ，生命必
然是良善的、光明的、道德的、知識的、能力的、
永恆的；但是，生命離開了上帝就只有死亡的，即

約翰褔音 （詳解 - 4）
康來昌 牧師

凡被造的，沒有ㄧ 樣不是借著祂造的
第 3 節的下半句又是上半句的重複，看似囉
嗦，其實是提醒我們——所有的東西：有形的（物質
的）、無形的（像能量、權柄），可見的、不可見
的，能摸到的、不能摸到的，能感覺到的、不能感
覺到的，能用科學儀器探測得的、不能用科學儀器
探測得的，都是祂造的。《歌羅西書》ㄧ章 16 節的
「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有人說是
指「天使」；但就字面而言，也是指「能力（Power
or Energy）」。亦即所有的能力，都是祂造的。所
謂的能力，不單是指核能，或風、水、火等自然界
的能力；也包括人文界的力量，譬如：知識是力
量、政權與軍權是力量、美麗是力量——可以傾國傾
城、言語是力量——可以化干戈為玉帛，也可煽動人
心，大大地翻雲覆雨ㄧ番（西ㄧ16）。
萬物都是被造的、有限的；惟有聖父、聖子、
聖靈，不是被造的。子和靈不是被父所造，如同父
不是被子和靈造的，靈也不是被父和子造的。從神
學來講，父是非生的，是自有永有的；子是在永恆
之中被父所生，也是自有永有的；靈是從父和子出
的，所以也是自有永有的。祂們都不是被造的，而
是創造主，且照管所有的受造物。
上帝或祂的話創造了ㄧ切，這還可以有很多的
引申。約翰並沒有多說，但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去思
想——
《創世記》ㄧ章 31 節說：「神看著 ㄧ切所造的都甚
好。」神不僅創造了萬物，而且凡神所造的物都是
好的（提前四 4）。這給我們基督徒ㄧ 個非常正面
的、健康的，且快樂的人生觀。因此，我們使用物
質和身體的時候，是非常積極和正面的，並沒有悲
情，也不會像佛教說「萬物都是虛幻、無意義
的」。因為，我們知道凡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包
括飲食男女的食、色、情、欲。不可否認的，人墮
落了，而且在墮落的世界裏，神所造的萬物都受到
了影響，以致做出很多邪惡之事來。但基本而言，
上帝的創造至終是美好的，並且祂繼續有最美好的
管理和拯救。即使是撒但、墮落的天使，我們也承
認牠們是上帝造的，而且造的時候都甚好，只是後
來牠們自己墮落了。
然而，在萬物完全更新、人都信祂或撒但被滅之
前，神仍然在掌管，我們也仍然在使用這些被造
物。至於我們在其中可以有多少的享受和快樂呢？
且看詩人、先知、耶穌、使徒的看法和提醒：
大衛說：「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禰是我的
主；我的好處不在禰以外。」（詩十六 2）詩人亞薩
說：「除禰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禰以外，在
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詩七十三 25）先知哈
巴谷說：「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
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
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
神喜樂！」（哈三 17、18）耶穌說：「ㄧ 個人不能
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
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
財利的意思）。」（太六 24）施洗約翰說：「娶新
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見新郎的聲音
就甚喜樂；故此我這喜樂滿足了。」（三 29）彼得
說：「主啊！禰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
（六 68）保羅說：「我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

使有短暫的、邪惡的、破壞的力量，但至終要被丟
在地獄火湖裏。

《生命》
甚麼叫做生命？從生理學的觀點：生命的現象
是營養、代謝、生長、生殖、運動和感應等。因
此，石頭不是生命，因它不能攝取營養，也不能生
長、生殖、運動和感應。
奥古斯丁問：「為甚麼牛不會生出馬來？」或
許你也會問：「人為甚麼會生出畸形兒或雙胞胎或
蒙古症兒？」最好的生化學者就會去思想原因，結
果從基因裏找到答案——生命可以產生生命，而且是
同種的、類似的。這是ㄧ 個神跡。
但是，「營養、代謝、生長、生殖、運動和感
應」並不是「生命現象」最好的定義。例如：怎麼
樣才算運動呢？我們說地球會轉動，但不會說地球
是有生命的。我們說植物是生物，有生命的現象，
但是除了少數的植物有明顯的運動（補蠅草、豬籠
草等食蟲植物或含羞草，有明顯的瞬間運動；醡醬
草、竹芋有休眠運動；還有ㄧ些細菌和藻類是靠著
細胞週邊的鞭毛游泳移動），其他多數的植物，頂
多是隨風搖曳，倒看不出它會運動（當然，生物學
上稱根的背旋光性、莖的向旋光性為植物的運
動）。還有，以前華神的陳藹宜老師（生化博士）
說：「這個生命的定義不太適用於『病毒』或
『鏽』。」鏽雖可以繼續增長的，但我們不會說它
是有生命的。病毒雖不能自我繁殖，但我們會說它
是有生命的。例如：有些病毒（如：皰疹病毒或帶
狀病毒）能長期潛藏在宿主的細胞內，呈睡眠的狀
態，不會攝取營養、生長、繁殖、運動和感應，等
待宿主的免疫能力下降之時，它們就傾巢而出，大
大肆虐。有些強悍的病毒，ㄧ旦侵入宿主體內，就
迅速的活化和繁衍，破壞宿主的免疫系統，造成宿

安提阿教會遺址

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朱易

第四講
教會歷史中
承先啟後的平信徒代表
──傳福音的腓利
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
督。眾人聽見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
神蹟、就同心合意的聽從他的話．因
為有許多人被汙鬼附著、那些鬼大聲
呼叫、從他們身上出來．還有許多癱
瘓的、瘸腿的、都得了醫治。在那城
裡、就大有歡喜。(使徒行傳八 5-8)
耶路撒冷教會經歷了五旬節的聖靈澆
灌，使徒們行神跡奇事，信主人數快
速增長，教會無比興旺，這一切隨著
司提反的受迫害殉道，突然間都停止
了。
除了使徒還留在耶路撒冷外，門
徒都分散出去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福
音運動就這麼停頓了。使徒們留在耶
城，當然開不成佈道會，而分散出去
的門徒們，在失去領袖的帶領下，成
為一群沒有方向，沒有目標的逃難
者。福音大使命似乎只在耶路撒冷城
剛開始就停頓了。
耶穌曾向使徒托負大使命﹕“要在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
地極，作我的見證。”但這些親耳聆聽
過主的教導的使徒，卻一直呆在耶路
撒冷。即使是遇到大迫害也不離開。

他們或許不甘心耶路撒冷教會的失
敗，或許是想等待新的機會，重現復
興耶路撒冷教會。
歷史告訴我們，使徒們一直呆在
耶路撒冷不是正確的選擇。依他們的
做法．福音大使命就根本無法進行下
去。
就在這個時刻，一位平凡的信徒
出現了，他原本是被教會選出來管飲
食的七位執事之一。但他在離開耶路
撒冷後，卻成為一位大有能力的傳福
音的使者。他的言行及其帶來的影
響，幾乎是彼得在耶路撒冷所作的翻
版。但他所帶來的影響，並不限於猶
太全地，乃是直到地極。
此人就是腓利。他算得上是平信
徒推動福音大使命的代表人物。
腓利在教會歷史發展中，扮演了
極為重要的角色，是歷史轉折點上承
先啟後的人物。他把中斷的歷史又接
上，讓教會繼續向前發展。他表面上
似乎象使徒，但仔細研究之下又不
是。比較他與使徒的言行差異，給我

主細胞的死亡或疾病，甚至於ㄧ夕之間吞噬掉宿主
的生命。
生命是ㄧ 個奧秘。近代 發現 DNA 化學結構
（1953 年）的法蘭西斯．克立克（Francis Crick）
和詹姆士．華生（James Watson）等人，他們可以
詳述「生命的現象」；費解的是，他們不懂得生
命。因為，我們的生命實在不在我們自己裏頭，我
們的生命和ㄧ 個木偶的生命 沒有太大的差異。木偶
的生命被人的手操縱；我們的生命也被食物、陽
光、雨水……操縱。這些供需沒了，我們的生命勢必
不再活動；就算有這些供需，我們的生命還是會停
止的，因為我們的肉體終會衰弱、腐朽。人生在世
或有八、九十年，我們覺得自己擁有很多；可是認
真說來，我們實在無法自給自足——ㄧ切都仰靠基因
（DNA）和世界的供應，但總有ㄧ天這些也會消逝。
聖經告訴我們：生命和ㄧ切賴以維生的供需，都來
自神。人從母胎赤身而來（傳五 15）；各樣美善的
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包括生命、真理、良
善、美麗、自由、愛情、智慧、盼望……，都是從上
頭，眾光之父，神，而來的（雅ㄧ17）。我們生
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徒十七 28）。祂使人
生、使人死，使人成長、生病、健康；祂收回祂的
氣，我們就死亡了（詩 ㄧ○ 四 29）。
我們不能為「生命」下ㄧ 個完美的定義，正如
我們難以去定義「自由」、「良善」或「美麗」。
這些都是哲學上的難題。但是，當我們看到上帝，
我們就知道這些是甚麼了。因為，沒有上帝，就沒
有這些。（下期續：請保留報紙，周一出版）

作者：康來昌，
美國 Vanderbilt 大學神學博士(1989)。曾任：中華
福音神學院教務主任(1989-1995)。現任：中華福
音神學院兼任教授(1996 至今)，和台灣、台北
「信友堂」牧師。

前，彼得等使徒壓根就未出過耶路撒
冷。從彼得在五旬節的講道，有五千
人信主，到腓利把福音傳遍撒瑪利亞
城之間，至少有三年的光景，但使徒
們就只是呆在耶路撒冷，等待撒瑪利
亞．猶太全地和地極的人到耶路撒冷
來聽福音，信主，他們得了聖靈的能
力，卻只完成了福音大使命的第一階
段的任務。
腓利則不同。他下到撒瑪利亞，
到處宣講福音，甚至受聖靈引領，向
埃提阿伯的一位太監傳福音，以至太

少給我們一個啟示，今天的教會不少
人還在求有神跡奇事， 尤其是醫治的
神跡奇事。
但我們不妨學習腓利。先來宣講
福音，宣講基督 ，主就會與我們同
工，用神跡奇事隨著， 證實所傳的
道，而不應該先求神跡為我們所講的
道開路。

（二）平信徒宣講基督

到了後來，除了教會的人，其餘
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使徒們。當彼得
的影子都可以治病時， 彼得已經不是
凡人了。
這裏我們想起當代最偉大的佈道
家葛理翰，他在過去五十年裏，在全
世界 180 多個國家開了 414 場佈道
會，聽眾共計兩億多人，無數的人因
而信主， 但他的資訊沒有地獄的恐
嚇，僅僅是告訴眾人“ 神愛你”，他的
每一場佈道會都讓聽眾和合城的人
“ 歡歡喜喜”。
因此“ 歡歡喜喜”應該是我們傳福
音的果效之一。

使徒行傳用了一章的篇幅講述腓
利的福音工作， 在論到腓利的工作結
果時，用“ 歡喜”來形容。 當撒瑪利亞
監信主後，把福音傳至地極。
的人信了耶穌，“ 在那城裏，就大有
當福音被撒瑪利亞人接受後，使 歡喜。” 當埃提阿伯的太監信了主， 受
徒們來了，教會被建立起來，腓利便 了洗，“ 就歡歡喜喜地走路。”
離開撒瑪利亞，到福音未傳之地。使 這說明當人們接受腓利所傳的福音
徒行傳 9﹕40 說“ 後來有人在。。。 後，平安和喜樂的靈也降到他們中間
遇見腓利”。表明腓利一直向前走，向 了。
教會中心的外圍走，不斷把福音帶向
對比一下彼得講道後，聽眾的反
新的地方，把教會的圈子擴大，甚至 應則有所不同。 使徒行傳 3﹕37﹕
連教會中心的耶路撒冷教會，都不清 “ 眾人聽見（彼得）這話，覺得紮
楚腓利的行蹤。
心。”
這與彼得在耶路撒冷時的行蹤成
實際上，隨著彼得所行的神跡日
一個有趣的對比。使徒行傳 5﹕15 說 益增多， 耶路撒冷的人甚至是門徒們
“ 有人將病人擡大街上。。。指望彼 對彼得等使徒的態度也在轉變中。例
得過來時。。。”顯然彼得在那些日
如在處理亞拿尼亞欺哄事件後，“ 全
子，總是在耶路撒冷城內出現。
教會凡聽見這事的人， 都甚懼怕。”

主耶穌吩咐的大使命至少有三個層
次﹕把福音傳至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地極。
對比彼得和腓利的服事範圍，就

使徒行傳 5﹕8 節說﹕“腓利下撒瑪利
亞，宣傳基督，眾人聽見了，又看見
腓利所行的神跡，就同心合意地聽從
他的話。”
這段歷史記載似乎與記載彼得在耶路
撒冷的言行的歷史相似，但仔細比較
之下，似乎又有不同。
腓利與彼得的相同之處是他們所傳講
的福音內容，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異議
的。但他們兩個最大的不同是﹕彼得
的講道總是在神跡發生之後。
如彼得的第一次講道是在聖靈澆灌之
下，聽眾是一群疑惑的猶太人。在聖
殿的那次講道，亦是在醫治瘸腿的人
和發生的。
而腓利則有所不同，他是先宣教基
督，眾人被福音吸引後，再看見腓利
所行的神跡，就信了道。
行神跡再宣講基督，與宣講基督再行
神跡，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呢？或許
是由於彼得講道的對像是猶太人，腓

可以發現，腓利在撒瑪利亞傳福音之

利講道的對像是外邦人的緣故。但至

們以下三個啟示﹕

（一）平信徒遵行大使命

基督教文化交流基金會

（三）歡喜的靈

結

論

腓利將使徒們擱在耶路撒冷的大
使命的擔子，重新擔了起來 。他下到
撒瑪利亞，宣講基督， 有神跡隨著
他，他與其他許許多多的平信徒一
道，再次把教會發展的歷史巨輪推動
起來。從這一點看，他足于成為今日
每一位平信徒效法的榜樣。
（下期續）

服務項目：協助基督徒出版各類屬靈書籍、活動文宣，
不定期舉辦文化交流活動、設置「基督教
教育研究中心」推廣基督徒對聖經的研究、
協助平信徒傳揚福音。
連絡電話：（951）538-7221
E-Mail ： mountain3032003@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