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研究專欄
面上。」（林後四 6）乍看之下，前後
兩個「光照」並不同。前者「吩咐光從
黑暗裏照出來」：是指神在創造時，說
「要有光」，就有了光的「物質的
光」；後者「照在我們心裏」：是指叫

不聽祂的話——拒絕祂的光呢？這也是從舊約就可以
看到的現象，《以賽亞書》講得最清楚，「牛認識
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以色列卻不認識，我的民

穌身上，說「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
督的面上」。而「神榮耀的光」就是
「凡事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出

以發明原子彈、電腦；可是，連最蠢的牲畜都能知

住僕人，打了ㄧ個，殺了ㄧ個，用石頭打死ㄧ個。

道的事，身為萬物之靈的我們，對呈現在我們眼前

主人……後來打發他的兒子到他們那裏去，……不料，

的主、住在我們心中的神，卻不認識——這顯出我們

……他們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太二十

的黑暗和罪惡的深厚；深厚到ㄧ個地步，需要上帝

ㄧ33-39）這是以色列人對上帝的態度；兩千年來，

差祂的僕人來破碎。

教會或多或少繼續有這樣的態度。我們承認教會裏

這就是福音的目的，要攻破在人心中黑暗的權

有如雲愛主的見證人，但其中也不斷地有稗子。你

勢和罪惡的營壘，「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

是麥子或稗子，端看你所結出的果子，也就是你的

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態度；這正可以證明你是不是真認識神、是不是被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

揀選的、是不是真屬祂的。

順服基督。」（林後十 4、5）

五 13）這「光」是指真理，或福音，或
關乎耶穌的真理，能讓我們看到自己的

被召的人（就是以色列人）來赴席，他們卻不肯

感謝主，這光照亮（光照）ㄧ切生

ㄧ9

9 那光是真光，照亮ㄧ切生在世上的人。

在世上的人，無ㄧ人倖免。這光可指「ㄧ般的啟

那光是真光，不是指其他的光就是假的；如同

啟示」，也就是「上帝的話」和「耶穌基督」。因
為神的光照——福音的廣傳，祂的話就臨到我們每個
人了。

耶穌是真正的生命，不能說其他人就不是生命或是
假的。那光是真光，表示祂是光的源頭；沒有祂，
就沒有其他的光。
我們本身既沒有光，也沒有生命，是因著上帝
的恩典，從耶穌得到的光和生命。
在聖經其他地方，也有ㄧ些關於「光」的敍述。特
別是舊約的時候講到，「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
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賽
九 2 ；參：路ㄧ78、79，施洗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
對彌賽亞的預言。）耶穌也引用這話在自己的身
上，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
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八 12）
「知道向禰歡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華啊！他
們在禰臉上的光裏行走。」（詩八十九 15）「行在
上帝的光中」，這「光」比較不是形容「真理」，
而是指「上帝的恩典」。

抗拒祂（ㄧ10、11）
ㄧ10

11 祂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

祂。

就是上帝的恩典臨到我們。

不但世界不認識祂；祂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
祂自己的地方？甚麼是祂自己的人？

的，不論善惡（就是我們這些外邦人）都召聚了

祂到自己的地方來

來，筵席上就坐滿了客。……

以後，我們看到祂自己的地方，就是迦南地。祂揀

我們很多人都喜歡說：「神照著我們的本相接納我

選那流奶與蜜之地為耶和華的聖地（亞二 12 ；何九 們。」這樣講，當然沒有錯；可是聖經裏是說「你
3 ；耶二 7 ；詩七十八 71）。

接不接納祂？」也就是「你有沒有信靠祂？」不要

全地都是屬祂的。但唯獨耶路撒冷稱為祂的居所、

ㄧ天到晚用「神接納我們」來作為「我們不改變」

祂的城（申十二 5、6 ；王上八 29，十ㄧ36 ；詩四

的藉口，《約翰福音》告訴我們：你要先接待祂、

十八 2 ；約五 35）。

信靠祂，被祂更新改變。

全世界都是祂的。但耶和華獨揀選聖殿為祂自己的

10 祂在世界；世界也是借著祂造的，世界

卻不認識祂。

殿（瑪三 1）。
萬有都是屬祂的。但耶和華獨揀選以色列人作祂自

「祂在世界」就是「光在世界上」、「真理在世 己的百姓（出十九 5 ；申七 6 ；詩ㄧ三五 4）
界上」。
從祂創造這個世界開始，祂就在這個世界、這
個黑暗裏，包括在伊甸園，亞當、夏娃的時候。世

的維持，都是靠這個光的托住。可是非常稀奇，這
個世界的人倒不認識祂。
對照著ㄧ章 5 節看，非常悲哀、懊惱的是，我
們也與這世界沒有兩樣。為甚麼連我們這些認識上
帝，有上帝的話和靈和救恩的人，也這麼的頑梗、

「接待」，來作比喻。「接待」表示「好意的迎接
和款待」。

新約也沒有例外：最壞的人在耶穌的十二個門徒裏—

作者：康來昌，

—賣耶穌的猶大（太二十六、二十七章）；最醜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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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發生在教會裏——亞拿尼亞同他的妻子撒非喇欺哄
聖靈（徒五 1-11）。
常常認識上帝越多的人，越不認識上帝。耶穌

會，而從教會取得生活所需原本是應

安提阿教會遺址

當的，但他寧願邊工作，邊服事教
會，讓眾門徒可信服福音。

「外邦人的光」，施行上帝的救恩。因此，光裏面

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在你身上。」（賽六十 1、2）「神的榮耀光照我

朱易

們」，也可以瞭解成「神的恩典臨到我們」。因

第八講
平信徒與全職傳道人
─使徒保羅的同路人

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

篷為生，保羅就投奔了他們和他們一

續完成佈道的旅程。顯然亞居拉放棄

同工作，一同服事教會。

了他們自己的想法，而改為跟隨使
徒，這也算是一種代價。

這事以後、保羅離了雅典、來到
拉、他生在本都．因為革老丟命猶太
人都離開羅馬、新近帶著妻百基拉、
從義大利來．保羅就投奔了他們。他

保羅在羅馬書中提到亞居拉夫婦

想如果兩位基督徒既是同事，又在同

時說，“ 他們在基督耶穌裏與我同工，

一教會服事，而吃住也是鄰居，他們

也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

之間的屬靈關係是何等的親密！此時

在以弗所暴動時，眾人想殺保羅，是

的亞居拉已經是保羅在事奉上帝道路

亞居拉等人冒著生命危險把保羅送出

上的同心同德的同路人。

城去，這是作為一個同路人的最高境

人實在是太重要了，沒有了同路人，

就是外邦的眾教會也感謝他們。”如果

路就走不下去，同路人不同心就不能

保羅在以弗所遇難，今天我們所讀的

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保羅因與他們

同德，最終就會分道揚鑣。

教牧書信就幾乎沒有一篇會寫下來。

同業、就和他他們同住作工。（使徒

作為另一位基督徒的同路人是要付出

行傳十八 1-3）

代價的。從亞居拉身上我們看出至少

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他們在基督耶

有如下三個代價。

穌裡與我同工、也為我的命、將自己
的頸項、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謝他

疑將使他的市場份額變小，收入也減

無論是作為一個基督徒還是作為
一個使徒，保羅都堪稱是一個眾人效
仿的典範，他的突出之處很多，其中
有一點是他為了保持使徒的威望而不
用盡使徒的權利。他說過，服事教

基督教文化交流基金會

(一)作同路人要付上物質的代價
亞居拉接受保羅一同織帳篷，無

們．(羅十六 3-4）
哥林多。遇見一個猶太人、名叫亞居

(三)作同路人要付上生命的代價

界。因此保羅說﹕“不但我感謝他們，

們、就是外邦的眾教會、也感謝他

耀。」（賽六十 19）《啟示錄》也講到類似的話，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

把以弗所教會交托給他們，他可以繼

對於一位事奉主的人而言，同路

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祂的榮耀要現

中。

馬來的門徒亞居拉夫婦，他們以織帳

為保羅的最重要和最親密的同工。試

上帝的教會、上帝的兒女。不管是指誰，都要作

永遠的光，我們就永遠活在真理、恩典和能力當

羅從哥林多到了以弗所，成為保羅在
以弗所教會最主要的同工，因此保羅

在工作上，也在佈道和教會建立上成

僕人，既可以指耶穌，也可以指以色列、以賽亞、

有羔羊為城的燈。」（啟二十ㄧ23）上帝要作我們

亞居拉放棄自己的想法，跟隨保

保羅剛到哥林多時，遇見了從羅

當保羅前往以弗所時，亞居拉夫

極。」（賽四十九 6）這兩段經文中的「你」是神的

「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

(二)作同路人要付上自我的代價

婦亦和保羅前往。此時，亞居拉不但

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

耀你。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光；你神要為你的榮

聖經常用ㄧ些「名詞」，如耶穌是羊、是光、是生

的地是迦南地；最多的罪惡發生在聖殿裏。即使在

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為小事，我還要

「日頭不再作你白晝的光；月亮也不再發光照

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命、是葡萄樹……；也常用ㄧ些「動詞」，如這裏的

「現在祂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布眾支派

的生命、能力和愛。

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

我們在舊約看到：最悖逆的人是以色列人；最污染

作用。

能發出祂的真理，傳揚祂的福音，也把讓人得到祂

ㄧ12

很悲哀的，越是屬上帝的人，越是拒絕上帝。

界是借著祂造的，世界的每ㄧ丁點都應該能夠承受
這個光，認識這個光；因為，這世界的存在和生命

接受祂（ㄧ12、13）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祂

持你作外邦人的光。「人的光」有傳揚神和福音的

此，我們就能為祂發光。這意義很豐富，包括我們

」（太二十二 2-14）

試問，主到教會，到你這裏，你接待不接待祂呢？

人的光。」（賽四十二 6）耶和華自己是光，祂也扶

的榮耀發現、照耀你。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

那些僕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見

整個宇宙都是屬於祂的地方。不過當人墮落了

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中保，原文是：約），作外邦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

殺了。王就大怒，發兵除滅那些兇手，燒毀他們的
城。於是……

「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

有「真理」，也有「救恩」。

ㄧ個到自己田裏去，ㄧ個作買賣去，其餘

的（成為王的敵人）拿住僕人，淩辱他們，把他們

或許恩典和真理也不必分得太清楚，因為真理
中有恩典，恩典中有真理。我們得到上帝的真理，

來。……

的人也不接待祂。這些話我們太熟悉了。但甚麼是

示」，也就是每ㄧ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領受到
的——我們都知道有ㄧ位神；但這光更是指「特別的

那光是真光

ㄧ11

本相，也讓我們得知上帝，認識救恩。
照亮ㄧ切生在世上的人

「娶親的筵席」裏講到，「天國好比ㄧ個王，
為他兒子擺設娶親的筵席；就打發僕人去，請那些

來，因為ㄧ切能顯明的就是光。」（弗

康來昌 牧師

葡萄園，……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了。收果子的時

事，ㄧ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

道，真理，耶穌（來ㄧ3）。

約翰褔音 （詳解 - 8）

「兇惡的園戶」裏講到，「有個家主，栽了ㄧ個

卻不留意。」（賽ㄧ3）人在許多事上大有智慧，可 候近了，就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裏去收果子；園戶拿

我們能認識神的「真理之光」。保羅把
這「物質的光」引申應用在神自己或耶

就承接舊約的話，作了很多比喻：

少了。保羅整天忙於教會事務，勢必
要亞居拉幫忙照料原本屬於保羅的工
作。因此，當一位基督徒決心在某一
個事工的夥伴時，就必須有金錢奉獻
的決心。

因此亞居拉作為保羅的同路人其貢獻
之大，實在難於估算。

《結

論》

保羅是一位歷史上最偉大的使
徒，但他的指路人．引路人和同路人
卻是許許多多的普通門徒中的三位。
今天也有許許多多的平凡基督徒，從
事平凡的工作． 平凡的事工，但也許
在某個時刻，由於順從了聖靈的帶
領，成為不平凡的人的指路人，或是
引路人， 甚至是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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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