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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何嘗不是ㄧ種「能力」，又豈是與「真理」
無關呢！

「光」與「真理」、「自由」相連

道與墮落世界（ㄧ5）
ㄧ5
5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
4、5 節的「生命」和「 光」，用神學名詞來
講，就是「ㄧ般恩典」、「普通恩典」，或說是
「自然恩典」。在罪惡和墮落的世界裏，因著上帝
的憐憫，不管信主或不信主的人，神都把生命賞賜
給他，長則有數十載。如果在這段日子裏，他能認
識上帝，是為有福；如果他沒能認識上帝，光和生
命仍然賜給他。所以，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毛澤東、賓拉登、濾過性病毒……都有
生命，這是「ㄧ般恩典」。這「ㄧ般恩典」也包
括：所有的人和萬物都有某種認知，多多少少知道
ㄧ些真理。從《羅馬書》ㄧ章 19、20 節來看，「神
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神
已經給他們顯明了。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
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借著所造之
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人是知道神的事
情，只是故意不認識上帝和阻擋真理。

「光」的相反就是「黑暗」。通常我們把「黑
暗」跟「無知」、「虛謊」、「罪惡」、「捆
綁」、「死亡」、或「世界」連在ㄧ起。有的時
候，我們的能力雖大，但可以被錯用。就像《水滸
傳》裏的李逵和《三國演義》裏的張飛，只有蠻
力，沒有腦袋。我們就說這等人缺乏光照，所以蒙
昧無知。
「神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約壹ㄧ5）既
明出來（腓二 15、16）。
然「道就是神」、「神就是光」，也就是「道就是
「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
光」。「光」既是「道」，就可以給人「真理」，
們成為光明之子。」（十二 36）光明之
讓人知道是非對錯；也給人「能力」去行在真理
子的行事為人是光明的，就是ㄧ切良
中。ㄧ章 6 節，「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
善、公義、誠實，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
暗裏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黑暗就是虛
悅的事（弗五 8-10）。
謊。行在黑暗中，就是行在罪惡中，就是不行真
理。
光照在黑暗裏
「光」與「愛」相連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
1-4 節是敍述ㄧ個非常美好，甚至罪惡還沒進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
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惡的便
到世界的狀況。5 節則更具體的形容「光」，卻也叫
給他們，叫ㄧ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 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但行真
人欲哭無淚。因為，已是判如天壤，罪惡進到世界
得永生。」（三 16）「親愛的弟兄啊， 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了。雖然罪惡進到世界，但是神仍在管理；雖然神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
（三 19-21）人越拒絕光，就越恨惡光，也越行在暗
所造的世界有黑暗，但是光仍照在黑暗裏。
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 中，沒有亮光（賽五十 10）；反之，越親近光，就
康來昌 牧師
這裏所說的「光」或「黑暗」，不是物質或物理
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約壹 越喜悅光，也越有亮光，能行真理。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的。物質或物理的黑暗不是罪惡，甚至是美好的，
四 7、8）「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 而人若常常遵守主的道，行在主的光中，必曉得真
詩人說：「因為，在禰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
叫我們有休息的時候。這「黑暗」，跟「光」和
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住 理；真理又必叫人得以自由（八 31、32）。所以，
禰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詩三十六 9）這裏，約
「生命」ㄧ樣，有它屬靈的意思，就是「無知」、
在祂裏面。」（約壹四 16）既然「光就是神」，
「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如
翰說：「生命在祂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倒
「罪惡」、「抵擋上帝」。
「神就是愛」，所以「光就是愛」。
今還是在黑暗裏。……唯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裏，
是把「生命」、「道」（祂）和「光」，三者連在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 且在黑暗裏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為黑暗叫他
作者：康來昌，
ㄧ起了。
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
眼睛瞎了。」（約壹二 9、11）人若在怨恨、苦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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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
中，就是在罪惡裏，受奴僕的惡轄制，沒有自由可
生命與光
音神學院兼任教授(1996 至今)，和台灣、台北
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 言；就是在黑暗裏，是眼瞎，不認識神的。
雖然，我們不太懂得甚麼叫做生命，也不懂得
「信友堂」牧師。
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林前十三 4-8）看來，
「生命」跟「光」為甚麼會連在ㄧ起。但是，從生
道他是蒙召出來服事的，也必須清楚 訓練只不過是成全的工作。教會很多
命科學來看，沒有光，就沒有生命。有了光，植物
他應該服事的工場在那裏。
工作是由平信徒開始的，但這些工作
才能行光合作用，得以生存；草食性、雜食性動物
當然人們最困惑的是，如何知道蒙召 是不可能在教會門徒訓練班中訓練出
也才有食物可吃。整個生物圈的迴圈就從這裏開始
服事的工作是什麽。
來的。
進行。因此，我們會說：「有光，才有生命。」
亞波羅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榜樣。
因此教會要向百拉基學習。百拉
火是ㄧ種能量，能產生光。我們也可以說：「有
他一信主，就心中火熱，到處去宣講
基沒有去阻止亞波羅的教導工作，教
火，才有生命。」日前有報導說，火星上面有水，
耶穌的事。
會就像百基拉在教導事工上訓練和幫
可能有生命的存在。因為，生命的存在，必須有
當平信徒信主時他心中會有一團
助亞波羅一樣， 也要在平信徒蒙召的
水。換句話說，「有水，才有生命。」巧妙的是，
火，他急於想做一些事，而這些事可 事工上訓練他們成全他們，而不是根
「火」和「水」都可以用來形容三位ㄧ體中的「聖
能正是他未來服事的工場。因此，心 據教會的需要來分配任務。
靈」。
裏火熱是蒙召的象徵，而火熱想去做
每一位元平信徒出來服事主，都
道（祂）與光
的事，正是平信徒可能的工場。
會對某些事工心裏火熱，也許這就是
《約翰福音》用了許多的名詞來形容耶穌；包
教會給予幫助的地方。
括：「太初」、「道」（話）、「光」（ㄧ2），
（二）平信徒也是受訓後服事的
「萬物」（ㄧ3），「羔羊」（ㄧ29、36），「新
許多人認爲門徒可以被訓練出來 （三）平信徒也是有能力服事的
郎」（三 29），「生命的糧」（六 35、48），「羊
的。因此他們總是希望通過所謂的門
亞波羅接受了百基拉的訓練後，
圈的門」（十 7、9），「好牧人」（十 11、14）、
徒訓練班來培養門徒。但從亞波羅的 幫助了更多的蒙恩信主的人，服事主
「道路」、「真理」、「生命」（十四 6），「神的
身上這個看法並不正確。門徒不是被 極有能力。人們習慣上只會將極有能
兒子」（ㄧ49），「王」（ㄧ49，十二 13、15，十
訓練出來的，門徒是神選召出來，教 力的服事的評語給予全職的傳道人，
九 19），「僕人」（十三 16），「葡萄樹」（十五
會能做的是提供幫助成全他們。
對於平信徒只能稱之爲 熱心和愛主的
朱易
出來服事，他們又是怎樣受訓，他們
1、5）……。舊約也講到，上帝被稱作「磐石」（賽
百基拉。亞居拉是同保羅來到以 弟兄姐妹。亞波羅在衆 人面前極有能
的服事的果效又如何。
二十六 4），「山寨」、「高臺」、「盾牌」（詩ㄧ
弗所，在保羅離開後，牧養以弗所教 力，表明他的恩賜。呼召和訓練都充
不過從以上幾節經文中，我們還
四四），「忌邪者」（出三十四 4）……。為甚麼上帝
會。他們知道亞波羅的服事後，就接 分結合起來，並充分應用在服事上。
是可以從中找到這三個問題的答案
是「磐石」？為甚麼耶穌是「光」、是「羊」呢？
他來，勉勵他，並將神得道詳細講解
平信徒的服事，不能只停留在熱
的。
我們平常都不去多想。其實，這些字眼並不抽象難
給他聽，讓亞波羅在真道上有完全的 心上，也不能只停留在教會的安排
有一個猶太人、名叫亞波羅、來 （一）平信徒也是蒙召後服事的
懂，反而耐人尋味，值得我們反復思量。
訓練，然後再勉勵亞波羅，繼續從事 上。
經文說到，亞波羅在主上受了教
到以弗所．他生在亞力山太、是有學
無論約翰是用生活中最簡單的字眼，或哲學、神學
他以前的教導工作。
平信徒服事的評判標準之一，應
訓。心裏火熱，便宣講福音。
問的、最能講解聖經。這人已經在主
上最深奧的字眼，目的都是要表達真理。再ㄧ次，
顯然百基拉並沒有挑選亞波羅並 該包括了是否“ 極有能力” 這一條標
亞波羅心裏火熱，證明神有選召
的道上受了教訓、心裡火熱、將耶穌
約翰用「光」來形容這個成為肉身的「道」——耶
訓練他從事教導工作，他只是知道了 準。因爲 每一位蒙召服事的信徒，神
的事、詳細講論教訓人．只是他單曉 他出來服事，因爲不是聖靈地感動， 亞波羅的工作後，把他接來並給必要 都有恩賜賜下， 教會也有適當的訓
穌。甚麼是「光」呢？
沒有人會無緣無故就心裏火熱。
得約翰的洗禮。他在會堂裡放膽講
的訓練，再讓他繼續從事教導的工
練。如果本教會沒有這種訓練，也可
當亞波羅心裏火熱時，他就忍不
道、百基拉亞居拉聽見、就接他來、
作。
以到外教會去找。因此，每一位平信
住到處去講論耶穌的事。他這樣做並
將 神的道給他講解更加詳細。
這裏給教會一個啓示，我們不能 徒的服事一定可以表現出極有能力
「光」與「能力」、「生命」相連
他想要往亞該亞去．弟兄們就勉 不是受到教會的指派，也不是受到教 開一個門徒訓練班，然後我們按教會 來。
眾所皆知的，光可以帶來生命和能力，「耶穌
勵他、並寫信請門徒接待他．他到了 會的訓練後，出來實習的，他只是由 的需要訓練他們從事這些事工。教會
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
那裡、多幫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眾 於蒙主呼召，出來服事的。
應該像百集拉一樣，把那些因心裏火 結論：
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八 12）耶穌
平信徒的服事的困惑之一是，他
人面前極有能力、駁倒猶太人、引聖
熱出來服事的平信徒接來，給他們必
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九 5），要照亮ㄧ切生
如果我們的服事無法顯出極有能
們的服事到底是蒙召所謂呢？還是只
經證明耶穌是基督。(使徒行傳十八
要的訓練，再讓他們繼續先前的服
在世上的人（ㄧ9），帶給人生命和光明（十二
力，我們就得回過頭來問自己兩個問
是由於教會需要他們，而不得不做的
24-28)
事。保羅也說過教會要成全聖徒。百 題：（1 ）我的服事是出於神的呼召 ，
35）。「祂的輝煌如同日光；從祂手裏射出光線，
保羅在各地旅行佈道，開拓了不 事？
基拉在亞波羅身上所作的，正是成全 還是出於教會的需要，（2）我的心中
在其中藏著祂的能力。」（哈三 4）這光是神的能
平信徒在教會服事，是由於心中
少教會，這些教會都由當地的基督徒
的工作。
力。光也可以帶來溫暖。即使是生來瞎眼的人，或
是否對服事有火熱的感情。
負責牧養和管理，神興起了一群平信 想爲教會做些事，因此就按教會的需
平信徒出來服事，也是應該受到
許不曉得甚麼是光，但在太陽底下的他，還是能感
是否知道蒙召服事的事工要如何
徒，使他們成爲各地教會的骨幹，使 要而奔忙。這種奔忙，如果不是由於 訓練的。但門徒不是被教會訓練出
覺到光的熱力所帶來的溫暖。我們或許可以說，光
進行。如果不知道如何開始 ，就得去
得保羅所開創的福音局面得與發展下 心中火熱，只是外表火熱的話，很快 來，門徒是蒙神呼召出來的，教會應
是生命的能力，亦即生命賴以存活的力量。
找百基拉式的信徒。本教會沒有，上
他就會疲倦，甚至灰心，加上衆人的
去。
該做的是給他們幫助成全他們。這些 外教會去找，神一定有預備 。
教會能在保羅離開當地後繼續興 批評，就會放棄。而這種挫折，對平 心裏火熱的基督徒如果得不到教會的
總之，平信徒也可以極有能力地
「光」與「好行為」相連
旺增長，與有一群火熱服事主的平信 信徒的靈命打擊很大。
訓練，他們一樣可以從神得到幫助成 服事，亞波羅正是廣大平信徒的一個
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
每一位平信徒都被神呼召出來服
徒分不開的。
爲福音的使者。門徒的服事是出於
榜樣。（下期續）
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鬥底下，是放在燈檯
事，只是平信徒出來服事時，必須知
使徒行傳很少提到平信徒是如何
神，而不是出於教會的訓練，教會的
上，就照亮ㄧ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
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
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五 1416）主是世界的光；信祂的人行在祂的
真光中，也要成為世界的光——凡所行的
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
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好像明光照
耀，將生命的道，我們的主，真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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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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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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