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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15 日 

主日講台信息 

「身上的燈」 

╱康來昌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十一章 34-35 節 

     你的眼睛好比身體的燈。你的眼睛好，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壞，全身

就黑暗。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若瞭亮，全身就光明；眼睛若昏花，

全身就黑暗。 

三種光與暗：外在的、眼睛的、心靈的 

這段經文裡，耶穌講到三種光明和相對的三種黑暗： 

第一種是外在的、物理的光和暗，「沒有人點燈放在地窨子裡，或是斗底下，

總是放在燈臺上，使進來的人得見亮光。」（33 節）。這光是上帝造的，包括陽

光；這光也是上帝藉著人造出來，包括各種照明設備（如電燈），若缺少，則是

黑暗。這光是上帝喜悅的，「神看光是好的」（創一 4）。神所造的都好，包括造

光、把光暗分開，神看是好的。 

一個在人間常有的錯誤觀念，就是好像覺得自然就等於超自然，出於自然的

就是好的，就是出於上帝。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受太多「天然療法」的影響而有這

觀念，其實自然（nature）是個墮落的東西，裡面也有很多邪惡，包括自然災害、

細菌。我提醒你，細菌都是自然的，藥物都是非自然、人工的。不過我們還是感

謝主，人工的也好，自然的也好，都在罪惡當中，但也都在上帝奇妙的帶領中。 

若沒有這外在的光照明，譬如晚上下班回家，經過一段黑巷子，哪怕只有十

幾、廿公尺，恐怕都會害怕，我們人是希望有光明，故這外在的光是重要的。 

第二種是眼睛的光和暗，就是視力的良好或視障，「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你的眼睛若瞭亮，全身就光明；眼睛若昏花，全身就黑暗。」（34 節）西方人喜

歡講這話「眼睛是靈魂之窗」，眼睛讓人肉身、精神生活得好，因為能看得清、

看得見。這同樣是我們基督徒的感恩也享受，求主給我們這樣的光。 

第三種是心靈的光明和黑暗，「所以，你要省察，恐怕你裡頭的光或者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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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35 節）這是最重要的一種光。 

不認識上帝的人在黑暗裡 

1.如尼尼微城人 

這段經文裡，尼尼微城的人和南方女王有第一和第二種光。不但在中東地區

陽光非常充沛，有大自然、太陽的光，他們也有第二種光，眼睛很銳利、頭腦很

聰明。這第二種眼睛的光應該也包括心智、頭腦，甚至道德，很多時候非基督徒

的智慧和道德都不差的，因為神有一般恩典。 

尼尼微是亞述帝國的首都，約拿書形容它是個極大的城市，不只講它的面積

大，質也是非常驚人。約拿書講到的「大」字，如大風、大浪，船上水手聽到約

拿見證上帝，就大大的懼怕，後來還有大魚，約拿對上帝大大的不悅等等，不僅

是形容龐大，而且是偉大。那鴻書 2：9 說到尼尼微「所積蓄的無窮，華美的寶

器無數。」它是個強大的帝國，文治武功都很棒，以致於掠奪了許多金銀寶器。

這類大帝國的宮殿、城牆都非常光明，叫人印象深刻。這不是壞事，人先天、後

天的美好都是上帝的恩典，不僅神看光是好的，神也要我們第二種眼睛的光能明

亮、看得清楚，而且喜悅。 

的確，約翰壹書裡說到眼目的情慾是罪惡，但眼目本身不是罪惡，是上帝的

恩典；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不但不是壞的，就它是上帝所造，那是好的，就

是因為它太好，容易取代上帝的地位，我們會因為它好而渴慕、喜悅，因此忘記

上帝。創世記 2：9，「耶和華神使各樣的樹從地裡長出來，可以悅人的眼目」。

我們看這經文上半句，所想到的下一句一定是就可以吃各樣果子，但神先講的卻

是「可以悅人的眼目」。 

所以姊妹們可以盡量打扮，悅人眼目，這是上帝講的，不是壞事。我們有美

（自然、人文的、先天、後天的）都不是壞，基督徒不反對自然，更不反對人文，

但基督徒被上帝、聖經提醒，一切榮耀要歸給上帝，在享受、使用這些東西時，

務必不要讓它漸漸（或迅速）成為我們的偶像，那美好的東西就變成罪惡的東西。

創 2：12，也講到從伊甸流出來的河流經之地有金子和寶石，「那地的金子是好

的」，是上帝造的。到最後一卷啟示錄也說在新天新地裡是黃金街、碧玉城。 

我說這些就是在說，外在的光、亮麗、美好，眼睛的銳利、美好，人頭腦的

聰明，學問知識的累積，商業的繁榮，本身都不一定是壞，甚至可以是很好的，

但若只有這兩個光而沒有第三種光，就是邪惡。 

創世記第 10 章說到，尼尼微城是由「世上英雄之首」、最偉大的英雄寧錄

所建造，偉大、龐大，有極大的文化、軍事力量，但這偉大的城跟古今中外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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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一樣，是建立在屍體上，不管是奴隸的屍體，或所征服國家人民的屍體。看

埃及那些龐大的柱子、金字塔，中國的萬里長城，好偉大，卻是建立在孟姜女的

哭泣、許多血淚之上。 

列王紀下 19 章講到「亞述諸王向列國所行的，乃是盡行滅絕…使列國和列

國之地變為荒涼」。軍隊都是殘暴的，但有些還比較有規矩，不傷到平民、不破

壞到文物。德國和英國在戰爭的罪行中也還有一點點的被約束，包括有些地方不

轟炸的。聽說投原子彈時美國也考慮要不要投京都，後來否決了，因為那裡有些

文明古蹟。而有些軍隊是很殘暴，像亞述、蒙古成吉斯汗，都是不留活口，通通

殺光、燒光，所以他們積蓄了無數的金銀寶器，有外在的光明、華麗，但裡面的

光、身體的光是黑暗的，因為他們不認識上帝。不認識上帝的人，耶穌說，那黑

暗是何等的大；大的黑暗。 

能夠想到人間有過的最大黑暗，是在埃及曾經發生過的黑暗。聖經說那黑暗

使埃及遍地有三天，人什麼都看不到，這黑暗可怕到好像摸得到。跟黑暗類似的

東西是空虛，迎面而來，好像壓得你喘不過氣來。空的東西怎麼會壓你、怎麼會

沈重？但恐怕每個人都有這樣經驗，那空虛、孤獨、寂寞、絕望、灰心，或多或

少都會臨到壓迫你；不，不是壓迫你，更可怕的是從你心裡湧出來的那空虛、黑

暗。身體裡面的光黑暗了，那就是不認識神的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 

尼尼微城人的黑暗就是不認識上帝而產生的殘暴和狂妄。那鴻書 3：1 說，

尼尼微大城是「流人血的城」。我曾講過「城市之光」，城市是越來越多人居住的

地方，比起幾十年前，現在的城市也有很多改善，好像在台北就不大看得到貧民

窟，交通、公共設施也不錯。美國有些大城市，包括芝加哥、紐約，總有一些地

區是非常黑暗，非常多罪惡。我不知道尼尼微城、羅馬有沒有貧民窟，聽說尼羅

就是放火燒掉羅馬的貧民窟要重建，而尼尼微城恐怕只有豪華。 

這我想到現在的就是杜拜和澳門。信友堂有澳門短宣隊，他們談到澳門賭

場、建築物的豪華燦爛。也不只澳門，我看全世界包括基督教國家，美國、澳洲

都越來越多，台灣不也蠢蠢欲動？只要建賭場，錢就進來。好像澳門這幾十年來

的經濟成長是全世界最高的，市民能拿到政府的老人津貼有幾萬，我們台北只有

幾千。大家都喜歡錢來，亮麗、漂亮、舒服、豪華、有工作、公共設施也因此變

好，但短宣隊很清楚告訴我們，傳福音是越來越難。以前澳門沒有這麼光明、富

裕、豪華時，短宣隊去傳福音比較有人聽。若再這樣下去，恐怕短宣隊會很難，

甚至很多人報名參加，目的是要去賭博。 

各位小心，我不是在開玩笑，教會只能走十字架的路，教會只能討上帝的喜

悅，教會不是開戲院、餐館，顧客至上，只要吸引人來就好，我們是高舉基督。

如果基督吸引了人，我們感謝主，如果基督高舉了人不來，全世界的人都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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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是高舉基督，我希望信友堂是這樣，我希望神憐憫我們。我們討人的喜歡，

敦親睦鄰，所有的節目、音樂、活動讓人喜歡、願意來，這很好，但有個基本原

則：我們是討上帝的喜悅，是遵行上帝的話，而且這是唯一的，其他都是附加的，

都可以沒有。 

尼尼微城人有非常多第一、第二種光，但那是流人血的城，「充滿謊詐和強

暴─搶奪的事總不止息。鞭聲響亮，車輪轟轟，馬匹踢跳，車輛奔騰，馬兵爭

先，刀劍發光，槍矛閃爍，被殺的甚多，屍首成了大堆，屍骸無數，人碰著而

跌倒」。一將功成萬骨枯，一個帝國的建立，死了多少人，但大家都喜歡建立大

帝國。帝國建成龐大不只是軍隊或武力，還有一個，那鴻書 3：4，「都因那美貌

的妓女多有淫行，慣行邪術，藉淫行誘惑列國，用邪術誘惑（原文是賣）多族。」

簡單說，世上大帝國、大城市的建立常有暴力、利慾的成分，暴力是強制性的，

利慾是叫人自己墮落。 

也真叫人難過，上禮拜看到一個 BBC 新聞，標題是 「首爾的老婦為何賣

淫？」韓國現在在公園裡有七十幾歲的老媽媽賣淫，對象是八九十歲的老人。人

間每一個光鮮亮麗、再好的城市後面都有很多血淚。 

心靈黑暗的可怕 

你說：「康牧師，你這講的是尼尼微城、秦始皇、成吉斯汗或許多大城市裡

有極多罪惡，那跟我們基督徒沒有關係，我們都是溫良恭簡讓，非常好。」而你

知道約翰壹書怎麼說？2：11，「恨弟兄的，是在黑暗裡，且在黑暗裡行。」恨

弟兄的！黑暗不只是不認識上帝，不只是對神的真理無知，不只是死亡。（這些

都是聖經描述，光明就是真理，黑暗就是不認識神；光明是生命，黑暗就是死亡）。

聖經也講黑暗就是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裡，而且是在黑暗裡行。各位，我們的

仇恨、對人的恨，有時是對家人、同工、鄰舍、妻子、丈夫的恨，我可以誠實的

說包括我在內，在那憤怒中，我是行在黑暗裡。（我們當中也有很溫良恭簡讓的，

沒有那麼多恨或不大恨人的）。在聖經講到的黑暗也不只是死亡、不只是不認識

上帝、不只是仇恨，也包括灰心、絕望、茫然、對前途不知道怎麼辦。這就說到

我們了，可能很多國家、社會（包括台灣）不知道希望在哪裡？前途在哪裡？ 

我並不希望台灣或任何一個國家沒有希望、前途，不管是年輕人或年老的

人。很多人說年輕人的希望沒有，我也看過夠多的數字說年老的人沒有希望：「將

來怎麼辦？誰來照顧我？」各位，我們當然說信靠主，但剛才也說了，我們並不

排斥，甚至非常鼓勵基督徒個人或團體在第一、二種光這些事上的改善，但不管

怎麼改善、不管生活得多幸福，問題不能從根解決。人所有的問題就是黑暗叫我

們的靈魂瞎了，對上帝的不認識、缺少愛、缺少從主來的盼望，我們昏迷、在黑

暗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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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裡，像我這作牧師的、宣教士也常常是在黑暗裡。我說常常，希望一點

都沒有誇大。也許我們不一定那麼恨人，更沒有想要殺人，也許我們的貪婪、淫

蕩叫我們在黑暗裡，不知道到哪裡去。有多少人是這樣，每天上班不知道在幹什

麼。很多牧師也是，我們想到的就是把這篇道講完，把這探訪做完就沒事，我們

沒有帶著愛、盼望來做事。教會是這樣、家庭是這樣、基督徒是這樣、非基督徒

也是這樣，我們憂鬱、煩惱、空虛、憤怒。可能你都有這樣的經驗，一個人在家

裡，沒有艱難、沒有煩惱，我聽過好多在職場上非常優秀的人，一退休，嚇壞了，

因為空虛。他有很多錢、開始坐郵輪、到處玩，到後來遊玩也空虛。那不是拼命

玩可以解決問題的。玩也很好，我沒有說玩不好，我要一再強調我們的眼睛、光

明、財富、知識增加不是壞事，是好事，延年益壽、有人照顧是好事，但你心裡

的光黑暗了，那是可怕的，全世界所有外在的光不能讓你心裡的黑暗消失，那是

叫你想死、茫然，且不限於大人或小孩。不限於只有老人得憂鬱症、想自殺，年

輕的人一樣。年輕的人有活力，我常覺得在更多的刺激之下，最明顯的是在熱門

音樂會，在那狂熱的用藥、狂歡之後，你看到那場地上的凌亂，你問那些年輕人

回家後的孤單、空虛，裡面的光黑暗了。教會裡也有這樣情形，我們不認得主了，

不知道主在哪裡，不知道主給人盼望、力量、愛，因為在我們裡面沒有了。我看

過很多這類宣教士、牧師的傳記，他怎麼失去了他的信仰，怎麼對上帝的安慰、

鼓勵慢慢沒有了。各位，也不必看那些名著，我們也有很多人慢慢的就退去了；

慢慢不知道怎麼搞的，神的光、愛、真理、聖靈、盼望在我們裡面就少了、沒有

了，覺得厭煩了；慢慢的不知道有多少牧師、傳道（請各位多位傳道人禱告）心

裡的愛、對上帝的渴慕、對真理的執著會淡下去。各位，不是只有尼尼微是流人

血的大城，不是只有首爾、杜拜、澳門，聖經上講的最可怕的大城是耶路撒冷，

那也是流人血的。我們求神幫助我們。感謝主，神總是幫助我們。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弟兄姊妹和慕道的朋友，基督教的信息永遠是正面的，因為我們有一位獨

一、全能、慈愛、不會失敗的上帝。以賽亞書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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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過來了，上帝的道照過來了，

「住在死蔭之地」直接翻就是「住在死亡的地方」，就像福音書裡住在格拉森墳

墓裡那位被鬼附的人，有光來照著他。耶穌在最疲倦，講了一天道，辛辛苦苦，

很需要休息，祂也真累壞了（因為在船上大風大浪都不能把祂吵醒）的時候，還

刻意去格拉森這地方把那人身上的鬼趕出去，把那人身上的黑暗變成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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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宣教

士、電波、基督徒網路，我們求聖靈工作，藉著各樣媒體、宣教士和你我每一個

人，讓住在死蔭之地的人看見了大光。基督徒、教會、牧師、宣教士、神學家，

一樣需要光不斷的來照亮我們。 

當上帝決心要毀滅尼尼微城，殘暴、惡貫滿盈的亞述時，神差遣了約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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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真會選人，尼尼微城人的心靈是黑暗的，不認識真理、沒有愛、殘忍，自己覺

得國力很強、有希望，卻讓人絕望。他們死在過犯罪惡中，因為得意而死得更悲

慘，再過四十天就要死。他們悖逆、忘記神、不理神、越來越殘暴、越來越得罪

神，神派一個光去喚醒他們，然而，這人比尼尼微城的人還要悖逆上帝。各位作

宣教士、牧師、輔導、老師的（包括我在內）小心啊。當約拿把上帝的話、光帶

到尼尼微時，他自己心裡有一段時間是一片漆黑，他不願意去。神使用了他。 

路加福音 11：30，「約拿怎樣為尼尼微人成了神蹟」。這裡「神蹟」比較好

的翻譯是「指標」。約拿去尼尼微，指示他們該怎麼走：該悔改、該信靠上帝。

人子也要照樣為這世代的人成了神蹟、指標。我們很感謝主，那在罪惡中的城，

那殘暴、心中沒有上帝、沒有愛、不給人盼望、以人為中心的城聽了約拿的警告，

就悔改了。 

耶穌是光，給人生命、真理、愛、盼望 

約翰福音 9：5，耶穌說，「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只要有上帝的

話、上帝的教會、上帝的兒女、上帝的聖靈（而上帝是無所不在的），就有光、

就有希望、就有愛、就有真理、就有生命，但也希望在黑暗中的人能夠被神感動，

抓住這機會。 

約翰福音 12：35，耶穌說：你們「應當趁著有光行走，免得黑暗臨到你們；

那在黑暗裡行走的，不知道往何處去。」沒有方向、沒有希望、過一天算一天，

到最後過一天也不能算一天，不知道往哪裡去。「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

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願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信從這光，更信從這光、更領受

上帝的愛、更認識上帝的豐富。我們很感謝主，這是黑暗的世代，我們是黑暗之

子、流血之子，但當上帝的光、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耶穌基督和聖靈進到我

們裡面時，我們成為光明之子。 

2.如示巴女王 

這是這段經文講的第一個從黑暗變成光明，尼尼微城。第二個，南方女王。

路加福音 11：31，「當審判的時候，南方的女王要起來定這世代的罪；因為他從

地極而來，要聽所羅門的智慧話。看哪！在這裡有一人比所羅門更大。」南方女

王有沒有這第一種光，不論是文明、宮殿、珠寶、金銀的五光十色？有。南方女

王有沒有漂亮、銳利的眼睛這第二種光？聖經沒有講，但我們推測應該有，她帶

來大批漂亮寶石、金子、香料，她的眼睛銳利的看遍所羅門一切榮華富貴，她應

該是看得到的，她有個身上的燈，「你的眼睛若瞭亮，全身就光明」，她能觀察，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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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問一下，南方女王為什麼會去看所羅門？王不見王的，王的相見常常

都是戰爭，王怎麼會去？她要學所羅門的經商、治國之道嗎？她自己應該也很會

經商。她聽到所羅門的富裕，是要去看他多有錢嗎？我恐怕有更深的理由，也不

曉得南方女王自己知不知道。但我們確定一件事，每一個不信主的人都沒有這第

三種最重要的光，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愛、上帝的希望，都沒有。南方女王沒有，

每個人都沒有，只有基督徒有。基督徒不是要罵你、笑你、不是要自大，我們蒙

了憐憫有那光，因為上帝的恩典讓我們開始覺得自己活得不快樂而去尋求祂。 

各位弟兄姊妹和非基督徒朋友，你要省察，路加福音 11：35，「你要省察，

恐怕你裡頭的光或者黑暗了。」我仍然是牧師、仍然在傳道、仍然在做規規矩矩

的事，我裡頭的光會不會黑暗了？我對太太、同工、世人的愛是不是慢慢的沒有

了？我傳福音的熱心是不是慢慢沒有了？我有沒有因為這世上神給我的一切豐

富，有第一、二種光、有那麼多聰明智慧、道德，而對上帝的渴慕慢慢沒有了？  

示巴女王是個女王，應該要有什麼就有什麼，起碼書上說她的國家是很富裕

的。亞述的黑暗很容易講，因為殘暴，示巴女王的黑暗我只能推測，根據聖經，

她一定是黑暗的，而這黑暗叫她聽見就去尋找所羅門。 

我知道我們當中沒有很多人是因為心中空虛而來教會，大概都是被老婆、父

母捏著耳朵來的。不論如何你來了，我們感謝主，也希望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能更

被主吸引而來。 

雖然示巴女王的來是建立在負面上，但一切的事都是好事，包括黑暗、虛空、

寂寞、痛苦、絕望，都是好事，因為在絕望中你才會去尋求希望，在空虛中才會

去尋求滿足，在寂寞中才會尋求有愛。你（包括基督徒）在這世上忙碌許多事情，

享受許多東西，慢慢忘記上帝而產生空虛、痛苦時，求聖靈使用這些，讓我們去

尋找上帝。 

生命空虛惟主能填滿 

米蘭昆德拉寫了一本書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這話很矛盾，承受不了、擔不起、太重了的「輕」；這「輕」

太重，壓死人了，生命承受不了。多重？沒有重量；多大的責任、壓力？沒有責

任、壓力，退休了。多大的考試、寫報告？沒有。很多人（可能在捷運上殺人的

鄭捷也是）沒有壓力，他不甩人，沒有人能管他，他也不交報告，也不需要賺錢，

也不愁下一頓飯吃什麼，他沒有壓力，他不要壓力。這世界上不是很多人不要壓

力：「我不受壓力，我不管，我不讀書，我不上班，可以吧？我什麼事都沒有。」

各位，你什麼事都沒有，什麼壓力都沒有，就有那不能忍受的空虛在你內心裡。

每個人都是這樣，如果沒有上帝，我們每個人都是空虛的，或早或晚這空虛就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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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其實我連這本書都沒看過，只是這題目很醒目，很有名，得過諾貝爾獎。生

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生命中背不起的輕。我覺得這是來自傳道書，我們很熟悉的

「虛空的虛空，日光之下一切事都是虛空」，接下去一句話：「神叫世人所經練的

是極重的勞苦」，極重的，沈重的空。這極重是恐怖的。我實在不想多講這些，

但知道每個人都有，從小到老、基督徒、非基督徒、牧師，都有。我們在錯誤的

信賴裡，在錯誤的享受裡，在喘不過氣的工作裡，在沒有壓力的生活環境裡，沒

有人敢罵你，沒有人敢親近你，你手上拿著刀，捷運裡的人通通跑掉了，你有不

能承受的重。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如果不在主裡面，所經歷的是極重的勞苦。我

相信沒有人例外，包括南方女王也是如此。 

整個信耶穌，沒有從聖經或上帝那裡得到任何負面的信息，任何的負面在主

裡都是正面的，因為我們有位永不改變的上帝，永遠全能、永遠慈愛、永遠獨一。

傳道書給人很多虛空的印象，其實他是在強調每件事都非常美好，但這些美好的

事若叫你忘記、遠離上帝，就是空虛和痛苦。 

傳道書 3：11，「神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原文是永遠）

安置在世人心裡。」人不是動物，人有那對永恆美善、永恆的主的一個需要，這

美善沒有在認識基督、認識基督的愛裡得到滿足，你有一切的金銀和外在的光都

不會滿足。 

傳道書 3：12，「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樂行善；並且人人吃喝」，不

是獨樂，是眾樂，「在他一切勞碌中享福，這也是神的恩賜。」人能吃喝、工作，

能跟人一起吃喝快樂，安和樂利的社會，這也是神的恩賜。基督教並不排斥，而

且很鼓勵社會的榮華、富貴、安寧、公平，但如果你沒有認識上帝，這還是空的。 

傳道書 3：14，「神這樣行，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罪人、忘記主的

基督徒在這世界上，因為遠離了主，可能很多時候很光鮮亮麗，跟示巴女王一樣，

但感謝主，她裡面的空虛叫她去找所羅門。就如同約拿跟尼尼微是一對活寶，所

羅門跟示巴女王也是一對活寶。他們都是王，都富裕，但也很諷刺，尼尼微城人

悖逆，最後聽了神的道悔改了，而約拿的悖逆，從開始到結束都不知道悔改。我

們基督徒、作牧師的真是要謙卑。所羅門可能跟示巴女王講了很多要敬畏上帝的

話：「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你要倚靠上帝；我小時候尋求神，得到這一切

祝福…」。他可能給了示巴女王很多很好的光，真理的光、愛的光、希望的光、

從神而來的光，但也不知道有多久時間，從什麼時候開始，所羅門自己心裡的光

沒有了，或是不見，或是缺少了。 

我們還是感謝主，當我們缺少、遠離主，若在狂歡、任意妄為、暴躁，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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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兇丈夫或兇妻子、兇父母、兇兒女，沒人敢說你，你沒有壓力，你是每個人

的壓力，若在那當中，一定是有黑暗、空虛、沈重，這空虛、沈重若叫我們去尋

求神，那就好得無比，空虛叫我們尋求充實，寂寞叫我們尋求有愛，痛苦叫我們

尋求醫治，失望叫我們尋求盼望，飢渴叫我們尋求飽足，黑暗叫我們尋求光明。

所以當我們在這一切沒有時，若神的靈感動教會跟我們傳福音，饑渴慕義的人有

福了，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願你的一切痛苦叫你敲上帝的門，

願你一切的罪惡叫你尋求祂。 

歌羅西書 1：13，「他救了我們脫離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

裡；」那是因為我們在世上找不到快樂、找不到真平安。以賽亞書 59：9，「公

平離我們遠，公義追不上我們。我們指望光亮，卻是黑暗，指望光明，卻行幽

暗。」我們找不到、行不到，而感謝主，上帝（耶穌）親自來找我們。約翰福音

1：14，「道成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理。」 

約翰福音 12：46，耶穌說，「我到世上來，乃是光，叫凡信我的，不住在黑

暗裡。」再大的黑暗，不能蓋過上帝的光，我們求上帝的光、上帝的真理、上帝

的福音、上帝的愛繼續不斷傳出來。也求神讓我們在非常富裕，不管第一、二、

三種光多麼豐富的在我們身上時，我們是渴慕的，是知道自己在黑暗、空虛、死

亡裡，唯有不斷倚靠、信靠上帝，我們才有豐富的光。 

所以，求神光照我們，「耶和華啊，求你鑒察我」。耶和華不需要鑒察就知道

我們，說求神鑒察，是求神讓我們自己知道，知道我的心思、意念，讓我知道我

現在的狀況是什麼，讓我知道我有沒有慢慢偏離你，讓我知道我有沒有走在正路

裡。更重要的，讓我知道你永恆的慈愛和憐憫。 

禱告： 

天父，我們謝謝你，你是世界的光，跟從你的就

不在黑暗裡走。求主幫助，你天天光照我們，求主讓

我們趁著有光、有道、有神的愛的時候就信從這光，

走在光明之中。我們不要無路可去、不知道往哪裡

走。主，指引我們，對我們說話，光照我們，使我們

成為光明之子。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