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上的光（一） 

馬太福音 5 章 14 節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

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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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16） 

 

教會是世上的光 

這段經文是甚麼意思呢？主耶穌在教導我們甚麼呢？每每讀神

的話，你看得見當中豐富的屬靈內涵嗎？神的話含義深邃，走馬觀

花的人並無所獲，屬靈瞎眼的人更是一絲亮光都看不見。而今天這

篇信息要談的就是光，主耶穌說，基督徒有一個大功用：是世上的

光。 

不知道你有何感受，環顧當今教會，像世上的光嗎？教會到底

怎麼了？主耶穌說，“你們”——即所有門徒，所有自稱基督徒的

人——是世上的光！不但教會是世上的光，你們也是世上的光。我

給了你們一個大使命，就是讓神的光普照世界。 

何等榮耀的使命！何等重大的責任！主耶穌並沒有說世上有很

多光，“你們是世上的光”，“光”一詞是單數，一道光！你不發

光，教會不發光，則世界怎能有光明呢？世人如何認識神呢？ 

要麼受神審判，要麼做黑暗中的光 

英國經常停電，我住的地區已經是聞名遐邇的停電區了，往往

突然間萬燈俱滅，一片黑暗，得摸索着翻找蠟燭。同樣，夢特婁偶

爾也會停電。 

想一想，燈光是怎麼來的呢？靠的是電力，沒有電，燈就不亮

了。教會在屬靈上也飽受停電之苦，燈不亮，世界一片黑暗。我告

訴你，神會唯教會是問。到了那一天，他會說：“我差遣你們做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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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光，可世界卻一片黑暗。” 

我想審判對於教會來說會更可怕，因為非信徒既然看不見甚麼

光，所以尚有借口可言，但教會還有甚麼借口呢？你身在神的教

會，卻不發光，那麼最好審判時別露面。可我真不知道你能耍甚麼

花招溜之大吉，因為神要向你討他們喪命的罪。 

神對以西結說：“我何時指着惡人說：‘他必要死’，你若不

警戒他，也不勸戒他，使他離開惡行，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死

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惡人，他仍不

轉離罪惡，也不離開惡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

罪。”（結 3:18-19） 

教會已經漆黑一片，是時候哀哭悔改、求神讓我們成為光了。

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路 12:48），神給了教會很多，必向

教會追討。 

光揭露黑暗 

當今教會需要聽的不是安慰話，而是審判話。教會已經腐敗、

墮落、犯罪到了幾近不可救藥的地步，可會眾卻說：“我們想聽安

慰話！” 

我不是“平安先知”。舊約說，假先知往往說平安了、平安

了，其實沒有平安（耶 6:14；8:11）。而真先知卻晝夜責備以色列

民，結果招來眾怒：“為甚麼你的信息這麼嚴厲？”耶利米被扔進

枯井裏，坐以待斃。因為他一開口就是責備，以色列民不願聽，詰

問道：“為甚麼不說些安慰話？”可耶利米說的是真理。先跟神搞

好關係，然後才能得安慰！ 

要是不警告你，那麼到了你站在神的審判臺前時，就是神要向

那些自稱是基督徒的人發怒的那一天，後果真不堪設想。每每想

起，我不禁膽戰心驚。 

可揭露罪往往遭人恨惡，所以真基督徒是不受歡迎的。有些人

巴不得殺了我，因為我指出了他們的罪。多年來靠神的恩典，我從

不做討好人的事，只討神的喜悅，結果那些愛罪勝過愛神的人對我



 世上的光（一） 3 

 

恨之入骨。我不在乎他們的友誼和愛，我關心的是他們的救恩。 

光是完全的 

啟示錄 6 章 15 節寫道，眾人向山和巖石說：“倒在我們身上

吧！把我們藏起來！”大部分解經家主張這些人是非基督徒，果真

如此？當然包括了非基督徒，可我告訴你，這些人絕大多數是掛名

基督徒。 

正因如此，我經常傳講要做個完全的基督徒，而眾人居然聞所

未聞！有一次我在一個大聚會上講這個話題，會眾大為驚訝，彷彿

聞所未聞，不禁問道：“甚麼是完全的基督徒？”我便解釋給他們

聽哪一種才是完全的基督徒，這是聖經裏唯一的一種基督徒。 

光就是完全的，一絲黑暗都沒有。要麼是光，要麼是黑暗，絕

對涇渭分明，不可能半明半暗。你不妨將燭光或者燈泡一砍兩半，

看能不能弄出半明半暗的光來。光是完全的，否則就根本不是光。

要麼發光，要麼不發光。 

如果神不是一切的主宰，那麼他就根本不是神。神行事決不會

三心二意、偷工減料，要麼完全，要麼不做。不信你自己查考一下

聖經。 

我們的行為必須彰顯出光 

來看一看以弗所書 5 章。8 節說，“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

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保羅這番話是對以弗所基督徒說的，他並

沒有說現在你們比以前光亮一些了，更彬彬有禮、舉止得體了；他

說現在你們是光明的。保羅不是在談外在行為，而是在談生命內

涵。從前你們裏面是黑暗的，整個性情是黑暗的，但如今在主裏面

是光明的。 

1 節說，“所以你們應該效法神。”1 節跟 8 節是緊密相聯

的，正因為神是光，所以才呼召我們成為光。約翰說，“神就是

光，在他毫無黑暗”（約一 1:5）。主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

（太 5:14）。 

一旦成為新造的人，一旦重生了，我們就會像神，有神的性



4 登山寶訓 

 

情，所以“應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也要憑愛心行

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

與神。”（弗 5:1-2）。 

緊接着 3 節又說，“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

中間連提都不可，方合聖徒的體統。”我不僅聽見基督徒談論這些

事，還見到基督徒犯了這些罪。保羅說這種事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

可，更別說犯了。4 節說，“淫詞、妄語和戲笑的話都不相宜，總

要說感謝的話。” 

看清楚保羅這番教導，你說救恩不是靠行為？不錯，可你必須

有光明的行為，因為這些行為就證明了你是甚麼人。別以為既然救

恩不是靠行為，那麼犯罪也不要緊，犯了姦淫、偷盜、欺騙、撒謊

也會得救，因為你相信耶穌。大謬不然！一旦犯罪，你就完了，除

非快快悔改，不再重蹈覆轍，而且還要預備好接受神的懲罰、管

教。神會饒恕你，但也會加以管教。所以別以為可以在教會隨便犯

罪，教會是世上的光。 

5 節、6 節繼續說，“因為你們確實地知道，無論是淫亂的，

是污穢的，是有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裏都是無分的。有貪心

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因這些事，神的

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不要上當受騙，以為基督徒犯甚麼罪都沒關係，因為我們是靠

恩典、憑信心得救，不是靠行為。保羅說“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

哄”。我們面對的是永生神。希伯來書作者警告說，休想跟永生神

耍花招，他是烈火（來 12:29）。你行為敗壞，就不能憑信心、靠恩

典得救。保羅說這種人進不了神的國。 

7 節說，“所以你們不要與他們同夥。”這些人自稱是基督

徒，卻行為敗壞，保羅說不要與他們來往。我們要立志成為世上的

光，建立基督和福音的信譽。 

光勝得過黑暗 

光勝得過黑暗，黑暗必敗無疑！燈一開，黑暗就消失了。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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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對抗不了光，光隨意穿透黑暗。同樣，基督徒的光和見證必定

勝過黑暗。 

基督徒的生命必須光芒四射，好引起黑暗的注意。當今教會如

此平庸、軟弱，只有一絲微弱的光，世界根本不屑一顧，更遑論教

會勝過世界了。我們必須在這個世代鶴立雞群。跟你同住的人有沒

有留意到你與眾不同呢？要是沒有，那麼你的生命一定出了問題。 

與眾不同不在於勸人相信耶穌，令人不勝其煩。“我們是世上

的光”不是指我們口才出眾，這不是耶穌的意思。人人都可以紙上

談兵，甚至假牧師、假先知也懂得如何誇誇其談，他們就是以此混

飯吃的。可關鍵是生命，所以主耶穌繼續說，“叫他們看見你們的

好行為”，即生命的質素。 

保羅一再以生命質素證明自己是名符其實的使徒，他說：我們

未曾虧負誰，未曾佔過誰的便宜。（參看林後 7:2; 12:17,18） 

撒母耳在士師生涯結束之際，對以色列人說：“我奪過誰的

牛，搶過誰的驢，欺負過誰，虐待過誰，從誰手裏受過賄賂因而眼

瞎呢？”眾人說：“你未曾欺負我們，虐待我們，也未曾從誰手裏

受過甚麼。”（撒上 12:3-4） 

我們的生命必須像明光照耀，而不是誇誇其談。很多人以為憑

言語就證明了自己是真基督徒，還拿着聖經去傳福音。作見證固然

好，可要是言行不一致，就別做見證了。否則別人看見你的行為，

就會說：“這傢夥講起聖經來巧言如簧，內心卻自私褊急。” 

我們必須與眾不同，而且生命經得起檢驗。當然這樣說並不是

在自誇，因為沒有神的能力，我們根本活不出這種生命來。燈本身

發不了光，不能自誇道：“瞧瞧我這盞燈，多漂亮！”電源一切

斷，燈就滅了。之所以發光，是因為神的能力運行在我們裏面，也

正因如此，我們必須與眾不同。要是神的能力在你裏面，那麼你無

論如何都會與眾不同的。 

光穿透黑暗的見證 

記得多年前我從香港坐船赴歐洲，船上乘客屈指可數，因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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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艘貨輪。其中有一位乘客恐怕是我一生中邂逅過的巨惡了，淫

亂、欺詐、咒罵等等，甚麼都幹了。他滿口污言穢語，舉止粗野，

卻還引以為榮，拿自己的罪向我誇耀。 

我只是跟他目光相對，一言不發，更沒有沖他講道。惟有他用

耶穌的名字咒罵時，我才忍不住說：“恕我直言，你這樣講話傷到

了我。” 

他是個醫生，身軀肥胖，貪食好酒，塊頭差不多可以裝下六個

我。他跟妻子之間的當眾談話已經讓人尷尬不已了。他妻子足以做

他孫女，只有二十歲左右，而他已經六十開外。我不知道他結過幾

次婚，但這是最新娶的一位。當然，她是沖着錢嫁給他的。他非常

有錢，難怪說話目中無人。 

大家一起用餐時，他妻子說：“到了維也納，你會給我買一輛

跑車吧？”而且她也常常說：“看你那張醜臉。”他的確不英俊，

可做丈夫的當然不希望妻子當眾這樣說，便也反唇相譏，還夾雜着

粗言穢語：“你嫁給我不是沖着我的長相，而是沖着我的錢，不是

嗎？”這種談話在飯桌上屢見不鮮，真讓人倒胃口。 

可是光沖擊了黑暗，我只是跟他同坐在一張餐桌上，卻讓他有

如芒在背之感。靠神的恩典，聖靈進了我的生命，我成了光明之

子，自然而然就會發光。這不是我的榮耀，而是神的能力。這人屬

於黑暗，不喜歡光，光令他難受，可他對光又敬佩不已。 

記得有一天我站在船頭看輪船乘風破浪，他走上來跟我攀談了

起來。他問了很多關於神的問題，之後又說：“熙和，不知為甚

麼，我總覺得你與眾不同。” 

“是嗎？不是我有甚麼特別，而是神在我裏面工作。你要想弄

明白究竟，最好去認識神。” 

他對光產生了興趣，光開始勝過了黑暗。有一天他來到我的船

艙，想跟我繼續聊。我給了他一本約翰福音，他欣然收下，說：

“我一定會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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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光是在效法基督 

基督徒必須在世上與眾不同，不是因為自己有甚麼了不起，而

是因為如果你是基督徒，那麼神的能力就必定在你裏面動工。不要

故作謙虛！ 

保羅以身作則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

前 11:1）。今天的基督徒哪敢這樣說呢？為甚麼保羅敢於這樣說

呢？他說：因為這是神的能力，並非我的能力。你看見我在發光，

就效法我吧，如同我效法基督。 

所以不要故作謙虛，要讓神的光從你的生命中發出來，向世人

宣告：“看看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神也能夠在你生命中工作。”

我們要成為世上的光，挑戰、勝過黑暗，這樣眾人才能歸向神。 

我告訴你，如果你是個平平庸庸的基督徒，那麼你帶出來的基

督徒也無外乎平平庸庸。完全的基督徒才能帶出完全的基督徒來，

這才是今天需要的基督徒。難怪教會充斥着平平庸庸的基督徒，因

為都是平平庸庸的基督徒帶進來的！要是教會充滿了完全的基督

徒，那麼進來的也會成為完全的基督徒。光點燃光，我們必須把別

人點燃起來。 

蠟炬成灰 

上一篇信息看的是鹽，鹽是如何發揮功用的呢？必須死，溶

解，捨己，否則就根本起不到鹽的作用。那麼燈又是如何發揮功用

的呢？跟鹽如出一轍，這就是聖經說的捨己原則。 

古時的照明工具是油燈，拉一根燈芯，燃油通常是橄欖油。而

聖經中橄欖油代表了聖靈。燈芯放在橄欖油裏，點燈時就點燃燈

芯，繼而便開始燒油了。 

主耶穌並沒有說“你們是世上的燈”，燈未必有光，除非點燃

了它。主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有光就有火，這火燒着了燈

芯，消耗燈油。 

這裏的屬靈功課就是：神差遣我們去做世上的光，能力（油）

是來自他，可也需要一樣小東西，就是燈芯。要想發光，燈芯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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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燃燒至盡。為甚麼今天教會的光如此微弱？因為肯付出、捨己

的基督徒寥寥無幾。燈芯不死，就沒有光。 

燈泡也是同樣的原則，沒有電力，燈泡就不亮。電力代替了

油，燈絲代替了燈芯。發光時，燈絲也在慢慢燃燒至盡，最終報

廢。通常燈泡能點上五百或者一千個小時，今天也有“長命”燈

泡，可以耐久一些，不過最終也會報廢，因為裏面的燈絲燒壞了。 

基督徒的生命為神燃燒至盡 

同樣道理，基督徒也要預備好為神燃燒至盡，否則就不會發

光。為甚麼你的生命不發光呢？因為你不願燃燒，更不願燃燒至

盡。而不願燃燒至盡，不願為福音而死，就不能發光。 

這個原則至關重要，是主耶穌的寶貴教導。惟有死，才能活。

就好比種子，死了，才能長出生命來。我們死了，才能發光。即是

說，我們在燃燒至盡。 

有人稱宋尚節為“神的火焰”，一點都不假！眾所周知，他為

神燃燒掉了。這個燈芯——他的生命，他的身體——一天天燃燒。 

以我目前的身體狀況來看，我想我也燃燒得很厲害。要是你試

一試連續幾天服侍神，就知道有多累了。我教過書，一天上幾小時

的課也無所謂。可傳福音跟教書完全不同，教書不用燃燒；傳講福

音時，我在燃燒，體能損耗極大，講完道後整個人竟然筋疲力盡。 

你願意付上這個代價嗎？願意燃燒至盡嗎？無論是金錢，還是

時間、健康等等，你願意消耗殆盡嗎？這樣你就會成為光了！主耶

穌差遣我們到世界去燃燒，成為世上的光。沒有火，就沒有光。 

光是不能隱藏的 

你相信的是哪一種神呢？是不是好像一位天上的祖父，往往給

你物質祝福？我在聖經中找不到這種神。神會賜下各種屬靈祝福，

但不是讓你盡情享受的，而是差你到世上發光。這是我們的使命，

出去發光！ 

而就在下一節經文，即馬太福音 5 章 15 節，主耶穌說，“人

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誰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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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燈，又把它遮蓋起來呢？要是遮蓋了起來，難道是神遮蓋的嗎？

當然不是，是我們把光遮蓋了起來。為甚麼要遮蓋呢？遮蓋的結果

是甚麼呢？ 

你用碗將點着的油燈扣上，結果會如何呢？沒有甚麼物理知識

的人也懂，沒了氧氣，火就滅了。所以保羅警告基督徒說：“不要

消滅聖靈的感動”（帖前 5:19）。別暗自慶幸：“我真好，在發

光！”要繼續發光，別讓罪、悖逆、惡念、試探把光遮住了。要是

遮住了，火就會熄滅，你就陷入了黑暗中。務要小心！ 

省察內心 

願神讓你看得見他話語的豐富內涵。願他的話深入你內心，要

捫心自問：“我是基督徒嗎？” 

你可能會說：“你總是讓我們心神不安，真不明白為甚麼我還

來教會。每次聽你講道，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徒。” 

我不想難為你，可我的責任就是向你傳講聖經的話、主耶穌的

教導。首先你要根據聖經來判斷我講的是不是神的話。你自己對照

聖經去分辨，不必單單聽我一面之辭。其次，要是你發現這是神的

話，那麼就應當問：“我該怎麼做呢？我的生命符合這番教導嗎？

我是真基督徒嗎？” 

關鍵不在於你做了甚麼，而在於你是甚麼人，所以不要捨本逐

末，說：“現在我就去傳福音。”很多人傳福音的動機不對，他們

不是完全的基督徒。首先要成為完全的基督徒，然後神希望你做甚

麼，就會親自指示你了。 

願神的話語向我們每個人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