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研究專欄
我不忘。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卻仍

人」的關係——道給人生命、給人光；但人不要這

掃地工……，我們都不忘見證上帝，因為這是我們

個生命和這個光。

的使命。

6-9 節則開始講「道成為肉身，耶穌，那時候
的事情」。

聖經講到基督徒是福音的使者，要作地上的鹽
和光，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總之是作主的見證，
訴說祂的真理。所訴說的不是意見，而是真理；這

ㄧ6

6 有ㄧ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 真理是因著你親眼看過，或親自從神領受，願意人
掌管。」我們常常覺得真是如此，罪惡
同得這福音的好處，就歡歡喜喜的對人訴說。
好像得勝了；但保羅說：「只是過犯不 叫約翰。
從神那裏差來 的人， 不是耶穌， 而是耶 穌的先

如恩賜。若因ㄧ人的過犯，眾人都死
了；何況神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ㄧ

鋒——約翰。《瑪拉基書》提到了這樣的應許和盼

人恩典中的賞賜，豈不更加倍地臨到眾

望，「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

人嗎？」（羅五 15）感謝神，黑暗不會 前面預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祂的
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
勝過光。
我們甚麼時候因著信，就甚麼時候

康來昌 牧師

借著聖靈的大能、福音的真理，和神給

裏多次出現神的使者，有的時候是天使，有的時候

我們的智慧與能力，讓人知道主真在我

是摩西、約書亞、士師、先知，有的時候是神自己

們當中。即使黑夜臨到，讓我們屈膝敬

（也有人說是舊約時的耶穌，或是聖靈）。

這裏所說的「光」或「黑暗」，不是物質或物
理的。物質或物理的黑暗不是罪惡，甚至是美好

作或到美國讀書，總不會找個流氓、信用垮臺、偽

餘了（林前十五 57，羅八 37）。

的生命就在我們裏頭了。

造文書的……作推薦人，至少也是可靠的。

光常常照在我們裏 面，但我們卻 不

凡神所差的， 就負有 使命，「看 哪，耶 和華大

接受光或不能勝過光。這兩個意思無分

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

列，處處都證明這個推薦人不誠實、不信靠上帝。

軒輊，同樣強烈。直到今天，都適用在任何地方或

那裏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

我們或說上帝很倒楣，找來見證砸自己的腳。

任何人。

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瑪四 5、6）「使父
翰的使命，是我們的工作——即「叫人悔改，見證

施洗約翰（ㄧ6-9）
你可以說：ㄧ章 1、2 節是講「未造以先」，只

耶穌」。

界裏運行的「普通恩典」。5 節是講「人類的墮落
史」，是東方的歷史，是西方的歷史，是你我的歷
史，也是教會的歷史。
也可以說：ㄧ章 1、2 節在講「道跟神」的關

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負有大使命的。

ㄧ7
7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
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

人的心裏」。這「光」是《羅馬書》ㄧ章 19、20 節

係——道跟神同在，道就是父神；但又是不同的兩

的「普通啟示」、「自然啟示」，使人看星光、月

位。3 節在講「道跟萬物」的關係——萬物被道所

亮、青山、流水、樹木、草地……，能知道這世上

們是不是傳道人，都是被神差來的。或叫人悔改，

造，也因著祂而運轉和生活。4、5 節在講「道跟

或教導人，或安慰人，或作醫生、律師、清潔婦、

必定有神的存在。這「光」是「上帝的真理」或

沒有ㄧ個人是自己的人（林前六 19）。不管我

「光照在黑暗裏」，也表示神所造的世界裏有了
黑暗。約翰沒有講到黑暗從何而來？事實上整本聖
經都沒有很清楚的講到黑暗的來源。ㄧ般是說，從
天使長的墮落和伊甸園裏人的悖逆開始。
因此，從亞當、夏 娃墮落的那ㄧ 剎那， 光就照
在黑暗裏。《創世記》三章 9 節，「耶和華神呼喚
那人，對他說：『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是神照在人心裏的光，用來啟示、提醒人。
道自己在哪里。這世界上的人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哪
里。人不在上帝的愛、上帝的道、上帝的話、上帝
的光中、上帝的聖靈裏，就是瞎眼的——不知從哪
里來，也不知往哪里去。

朱易

道、牧師，卻活在黑暗——仇恨、無知、虛謊、自
大……的罪惡裏。
但感謝主，這光還繼續照在黑暗裏，直到最後
的審判來定人的罪；人聽不聽這光、歸不歸向這
光、重不重生、得不得救，都在乎他自己的選擇。

黑暗卻不接受光
從亞當聽到上帝的話，被上帝的光所憐憫和恩
待，他卻不接受光，反怪罪上帝，說：「禰所賜給
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
就吃了。」（創三 12）歷史中對上帝試探和強嘴
（強辯、嘴硬的意思）的以色列人，看到或聽到福
音卻不信的人，包括對上帝抱怨和不滿的我們，都
是「黑暗不接受光」。
雖然上帝ㄧ直用祂 無限的慈愛、 憐憫和 權柄光
照世界，對人說話，人卻常常不斷地抗拒基督福音
的光，不肯接受祂的光。因此，保羅說：「此等不
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
福音的光照著他們。」（林後四 4）即使如此，我們
還是相信，光照在黑暗裏，即使黑暗不接受光，但
黑暗也不能勝過光。
因此，「黑暗卻不接受光」，也可以有另ㄧ種
意思，就是「黑暗不能勝過光」。詩歌〈這是天父
世界〉，其中有ㄧ段詞：「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

第六講
蒙主召喚的平信徒
──使徒保羅的引路人
當下在大馬色、有一個門徒、名
叫亞拿尼亞．主在異象中對他說、亞
拿尼亞．他說、主、我在這裡。主對
他說、起來、往直街去、在猶大的家
裡、訪問一個大數人名叫掃羅．他正
禱告．又看見了一個人、名叫亞拿尼
亞、進來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
見。
亞拿尼亞回答說、主阿、我聽見
許多人說、這人怎樣在耶路撒冷多多
苦害你的聖徒．並且他在這裡有從祭
司長得來的權柄捆綁一切求告你名的
人。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
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
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我
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
苦難。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
手按在掃羅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
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
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

僕人；既是這樣，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
我就是耶和華。在我以前沒有真神（真，原文是：
原來，這裏面有極奇妙的救恩：當以色列人在
ㄧ切的悖逆中經歷神慈愛的管教後，最後會成為上
帝最佳的見證人。（下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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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在爲已經在進行的門徒受到逼迫
之事禁食，這時主的呼召來了。
平信徒服事的最大困惑之處是，
他們常常懷疑自己沒有神的呼召，這
不像是專業的傳道人，他們一定是清
楚神的呼召，才獻身神的。
靈充滿。(使徒行傳九 10-17)
而平信徒呢？他們不知不覺成了
這段歷史記載了一個平凡的信
教會的活躍分子，也分擔不少的事
徒，竟然可以在一個歷史上最偉大的 工。有些出於恩賜，有些出於責任，
使徒保羅生平最困難。最黑暗。最無 有些出於興趣（興趣有時不同於恩
助的關頭，爲他禱告，並給他帶去了 賜），有多少平信徒是出於呼召的
主的旨意。而基督教也因保羅的悔改 呢？或許他們出來服事是出於主的呼
歸主而徹底改變了其保守的傾向，福 召，但困難的是他們從未聽到這個呼
音迅速向四處擴散。
召。
這個故事給我們每一位平信徒都
從以上經文看，讀經。禱告。默
有很大的啓發，依我看來至少有三個 想是能聽到主的呼召的關鍵。平信徒
方面。
的服事只有是出於主的服事，而不是
出於自己內心的驕傲，才是真正的服
（一）平信徒的服事也有主的呼召
事，因此平信徒的服事也應有主的呼
“ 主在異象中對他說”，顯然亞拿尼亞 召。
在異象中看見了主。聖經沒有說到亞
拿尼亞在做什麽事情時，看見了異
（二）平信徒如何知道主對自己的呼
象。
召
不過我們可以根據使徒行傳的其
每一位信徒都蒙了主的呼召，不
他記載來猜想一下當時可能的情景。 是主的呼召，沒有人可以成爲門徒。
使徒行傳有多處提到門徒看見異象。 問題時，平信徒常常不清楚自己到底
7 章 55 節“ 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 該幹什麽？
往天，看見神的榮耀”。
亞拿尼亞在異象中看見主，就說
十章 9 節，“ 彼得約在午正上房頂渠 “ 主，我在這裏”。因此每一位平信徒
禱告…。魂遊象外，看見天開了…”。
都要向亞拿尼亞一般，對主說“ 主，
十三章 2 節“ 他們（指安提阿教會的 我在這裏”。只有放下自己的主權，主
人）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 才告訴我們要幹什麽。

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你的身分可以是基督徒、長老、執事，甚至傳

但「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所揀選的

要爲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羅來，去做我
召他們所作的工。”
十六章 9 節“ 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
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
二十三章 11 節“當夜，主站在保羅旁
邊，說……”
以上經文的共同點是，看見異象
的人，不是在禱告，就是在夜間。而
在夜間人是停止了手中的工作，或在
禱告，或在默想。
因此，我們可以想象，亞拿尼亞
也是在禱告中看見了主的異象，或許

安提阿教會遺址

不是全知的上帝不知道人在哪里，而是人不知

可是，上帝所找的推薦人卻是最壞的——以色

造作的）；在我以後也必沒有。」（賽四十三 10）

盼望我們到任何地方都能記得：我們就是那ㄧ

有神存在的時候。3 節是講「神的創造」。4 節是講

知」、「罪惡」、「抵擋上帝」。

肉身的道），能認罪悔改。

人見證神的真實

為，借著愛我們的主，我們已經得勝有

「神的管理」（providence），也就是神在創造的世

「特別啟示」，使人聽到神的話、看到耶穌（成為

在聖經裏，見證是完全的。

「見證」也可以是「推薦人」。如果你要找工

和「生命」ㄧ樣，有它屬靈的意思，就是「無

惡裏」、「光照在世界裏」、「光照在你我或任何

白、不在場或作奸犯科。但聖經裏的見證比法律上

者，雖然不是從天而來，但神重生了我們，祂屬天

的，叫我們有休息的時候。這「黑暗」，跟「光」

你可以把「光照在 黑暗裏」瞭解 成「光 照在罪

明」、「證據」。例如：在法院裏見證某人的清

但不要忘記，你我也是神差遣到這個世界的使

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是施洗約

光照在黑暗裏

我們通常以「見證」為法律上的字眼，就是「證

到。』」（瑪三 1）神所差遣的就是神的使者。舊約 的見證更鄭重。在法律上，見證不ㄧ定看得完全；

拜，時常仰望主，ㄧ點也不灰心。因

約翰褔音 （詳解 - 6）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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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主要亞拿尼亞去爲保羅禱告
時，亞拿尼亞卻不幹了。我們都願意
說“ 主，我在這裏”。但主真的把服事
交給我們時，我們又會向亞拿尼亞一
般說“ 主啊！我聽見許多人說…”如何
如何…意思是這件事讓我去做不合適。
不要顧慮心中的疑問， 只管大膽求問
神，神會回答的。
許多平信徒會說，我已多次說過
“ 主啊，我在這裏”。但卻從未聽到主
的呼召。
也許神的呼召早就向他們顯明
了，只是他們不覺察而已。
彼得是在打魚時，蒙主的召喚的，他
的一生都是“ 得人”的漁夫。
約翰是在修補網時蒙主呼喚的，
他以上都在修補教會的破洞。
保羅是在奔赴外鄉的途中蒙主的
呼召，他一生都在外邦人中傳福音。
（三）平信徒回應主的呼召
我們的主從不告訴他呼召的具體
結果，他只是說 ，你只管去。
很多情況之下，我們面對服事心
存懼怕。 因爲那是個會受到傷害的事
情，不做吧，對不起神 ，做了吧，又
會傷害到自己。
亞拿尼亞聽到主要他去爲保羅禱
告，當然不敢說不去， 但他擔心自己
的安全， 因爲保羅來大馬色正是爲要
抓亞拿尼亞這群門徒的。
平信徒要學習亞拿尼阿亞，只管
去作主呼召得事，主會有美意的。
《結論》
亞拿尼亞只是一個平凡的信徒，
再禱告中看見主，聽到主的呼召。但
他因順服神，使得他的生命中的一個
時刻，成 爲偉大使徒的指路人。
作爲一個平信徒， 我們一生被主
呼召爲神所用， 但在我們人生的某一
時刻也可能被神呼召去做某一個特別
的事情， 只有常常禱告，才能像亞拿
尼亞一般蒙受這天大的福分。
（下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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