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們是世界的光 

 

以他們能夠聽得懂的說話去給在我們週圍的人分享「信德的光」的新文章系列的第一

篇。 

—— 麵團裡的酵母 

—— 「你的綜合在那裡」 

—— 「從自己的水井中取水喝」 

 

「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見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陰影之地的人，為他們出現了光

明。」（瑪 4:16）聖瑪竇引用先知依撒以亞上述說話，以光來象徵吾主耶穌在加里肋

亞 —— 這一個連接以色列和外邦人國度的地區──展開的使徒工作。正如長者西黙盎

雙手抱著聖嬰時所預言過的，耶穌是「為作啓示異邦的光明，祢百姓以色列的榮

耀。」（路 2:32）耶穌自己也在日後說：「我是世界的光。」（若 8:12）藉著信德的

光，藉著本身就是光的基督，一切實在的事物都變得清晰透徹；生命有了真確的意

義。但是，「沒有光，一切都變得模糊；我們因而無法辨別善惡，也不能分辨導往目

的地的道路，而在其它路上打轉，不知何去何從。」1 

今天很多人都在尋找天主，有時是不自覺地這樣做。他們在尋找的是快樂，那種只有

在天主內才可以找到的快樂，因為他們的心是由祂所造、也是為了祂而造的。聖奧思

定在祈禱中向天主說：「祢在他們的心裡面，祢在那些明認祢、投身入祢懷抱中、在

飽歷了各種滄桑憂患後在祢懷中痛哭流淚的人的心裡面……因為，再造他們，安慰他

們的是祢，上主，不是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血肉的人，而是祢，上主，他們的創造

者。」2  然而有些人仍舊希望在他方尋找到快樂，猶如基督信仰中的天主是他們渴求

快樂的一個競爭對手似的。其實他們是在找尋天主，可惜他們只發現「祂的影子，因

為他們不認識基督其人。他們從未瞻仰過祂的豐釆儀容，從未領教過祂的卓絕訓

導。」3 

耶穌在治好那個胎生就是瞎子的人後問他說：「你信人子麼？」「主，是誰，好使我

去信祂呢？」（若 9:35）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都有不論男女的人，縱使他們表面上看似

對信仰漠不關心甚或敵視，也會希望有人能夠給他們指出哪裡可以找到天主，哪裡可

以找到能夠使他們的眼睛看見、使他們的飢渴得到滿足的「祂」。聖依勒內在談到亞

巴郎時所說的話也可以用來描述這些人身處的境況：「當他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熱望驅

策他去四方各地找尋天主，以至自己開始感到疲憊，即將放棄時，天主憐憫了他，這

唯一一個在靜靜地找尋祂的人。」4 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必須努力去接觸所有這些正在找

尋天主的人，謙遜和安靜地滿懷一個信念，就是我們認識那位他們正在找尋的「祂」

（參閱若 1:45及宗 17:23）—— 縱使我們也經常察覺到自己仍然並不十分認識祂。上

主告訴所有基督徒：「你們是世界的光」；（瑪 5:14）「你們給他們吃的吧！」（瑪

14:16） 

麵團裡的酵母 



「福音回應人的最深需要……人受造是為接受福音要帶給我們的福祉……這信息肯定

會回應人內心最深的渴求。」5 我們的信德與那些純人性的、只能照亮人生某些層面的

知識有所不同。「信德之光是獨一無二的，能光照生命的每個層面。」6 可是，那 

「在黑暗中照耀」（若 1:5）的光卻受到世界的冷待，因為世界只認受那些可以看得

見、觸摸得到、或人憑現今科技可得知、又獲大眾所認同的東西為真的。過去幾百年

來習非為是的一種文化上的怠惰，使信德往往被視為「在沒有光的時刻，任由盲目的

情感所驅使，在黑暗中所作的跳躣；信德也被視為主觀的光，或許能夠溫暖心靈，帶

來安慰，但我們不能對人說這光是客觀和可共享的。」7 

然而我們也能夠找到許多令人感到樂觀的理由。教宗本篤十六世指出，科學在近期也

開始看到了自身的侷限。「今天，很多科學家認為，萬事萬物一定有一個本原。 我們

必須重新提出這個問題。這樣就再度萌發出新的對宗教的理解，即宗教的實質不再是

神話或遠古時代的現象，而是源自邏各斯（Logos）的內在關聯。」8 一個過份簡單的

看法就是：信天主只是一個人類炮製出來的、賴以掩蓋人的無知的辦法，但這個看法

也正漸漸地被克服了。一條途徑被開拓出來了，它讓人視信仰為一個窗口，使人從中

對世界、對歷史、和對人類得到更深入的了解，同時又認識到其中所涉及的錯綜複雜

和奧秘隱密。9 

上述的新視野給神學和教理講授，也給我們的個人使徒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宗教

也需要自我更新，以找到新的表達和理解形式。今天，人們己經不能理所當然地理

解，十字架上基督的血，是為贖人的罪而流……我們必須對這些說法進行新的解釋，

讓人們更好地理解它們。」10[ 的確，神學家們的職務不但只是越加深入地鑽研我們對

於信仰的各方面的理解，也要引領每個世代的人越加接近福音。神學和教理講授都不

應企求使信仰如何能適應當代的短視看法，而是要讓當代的人明白基督的教訓。每一

個時代所關心的、所遇到的挑戰、和說話的方式都要得到正視，不是說要視之為諸害

中的較輕者，而是要視它為天主期待我們能夠轉化成為芬芳美味的、滋養每一個人的

麵包的麵團。（參閱瑪 14:16）「我們被邀請了去成為這裡的麵團的酵母。當然，他處

或許有更加好的『麵粉』，但是上主邀請了我們成為此時此地的酵母，面對此時此地

的挑戰。不只是去抵擋別人的攻奸，不是要出於畏懼，而是要手握鋤具，幫助那些往

往是被撒播在莠子當中的種子能夠長成麥子。」11 

要顧慮到今天的人的心態，並不代表要在福音裡加入一些新原素。相反，它正是忠於

基督的真理的一個必然部分。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信仰，真實地活出它，和給他人教

授它。（參閱瑪 16:15）所以，我們必須珍惜、也協助他人珍惜信仰的真諦：是一個可

以轉化我們的生命、照亮我們的生命的、天主的鴻恩。「有些人彷彿生活在隧道裡，

不認識信德的陽光所發射的光輝、安全和熱力。」12 

我們為了使他人接觸到信仰的光芒和溫暖而付出的努力，充滿著真誠地希望我們能夠

明白他們的困惑和疑難，絕不輕視它為只是頭腦固執或思想混亂。這就是在每次該用

怎麼樣的說話來令他人懾服的最佳方法。聖施禮華說：「有些人對天主一無所知，毫

無認識，因為沒有人用他們能夠理解的語言，向他們講論天主。」13 有時候，對方不

明白，可能是因為給他解說的那個友人自己也不完全明白他提出的問題。或許他不能

全面地掌握對方的疑慮和所關注的事，因而過份抽象地給他解說，不能吸引到他的注



意。同時，我們也應該記得：「要讓每個人都能輕鬆理解或樂意接受教會的訓導，我

們將力有不逮。信德常源於十字架，必有其隱晦之處，無論信仰的贊同多堅定，總不

會消滅其隱晦……因為信仰的贊同與愛就如姊妹，超越了清晰理由和論據的層次。」
14 

有時候，天主教教友被人批評為思想狹隘，因為他們拒絕接受一些世人普遍都認受了

的預設立場。然而在面對這些批評時，我們不應表現出害怕或憤恨。我們必須洞察他

們反對我們背後所隱藏著的，個人的不安或受過的傷害，經常地留意一些可以更好地

解釋我們的世界觀的方法。漸漸地，他們會在我們身上看到「具有世界胸懷的觀

點……對科學與當代思潮的動向，應有慎重明智的瞭解，以及對當前社會和生活方式

的變化動態，應抱積極和開明的態度。」15 

這是一篇試圖說明天主教信仰如何令人滿意地解答隱藏於二十一世紀的人心內的渴求

的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正如梵二教訓我們的，基督「替人類展示了人之為物和人的

崇高使命。」16 我們要處理許多人，包括受過良好培育的基督信友們所遇到的、關於

信仰的某些困難，以及給那些冷淡的、或是那些想知識多一點的人解釋信仰。所以，

我們心想的讀者羣會是廣濶的，包括信友們、內心有疑惑的人、以及不信但卻對信仰

持有或多或少開放態度的人。 

我們所選擇的題目，是那些能夠重啓舊的、或開闢新的渠道，以助人掌握一些今天可

能是比較模糊不清的要點的題目。簡而言之，我們要試圖指出信仰如何能照亮現實，

以及信仰的光如何能使我們表裡一致地生活。我們要處理的問題包括：基督已經從死

亡中復活，或天主的三位一體本性等等與我的生命有何相干呢？相信世界是由天主創

造會如何影響我對現實世界的看法呢？如果人死後的來生不是存活在某一個地方裡，

我如何可以視它為好似我現正踏著的這塊土地那麼真實呢？ 

「你的綜合在那裡」 

單是坐在電視機前看一場網球比賽並不能改善一個人的球技。人從螢光幕裡看別人打

球而學會了的，必須親自在球場上實習才能學到。同樣，若要更加深入地認識信仰，

人不能單靠牢記別人提供的資訊和解釋。我們從閱讀和學習中可以獲得很大的禆益，

然而我們必須認真吸收所學到的真理，使它成為是屬於自己的。「如果我們讀神學時

不用刻板的或背誦式的方法，而是學習以它作為生活的一部份，便會大大幫助我們使

信仰的真理成為是屬於自己的，並且任何思想都會是在信德中，以信德為出發點。要

處理在職業生涯中，在社會整體的進步中出現的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這就是唯一的

方法。」17 

愛德、手足之愛、視每一個人為兄弟姊妹，無疑是信德最清晰、最真確的見證。「如

果你們之間彼此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 13:35）當人知道自

己受到別人真實的、無條件的愛時，就會感覺到那位「先愛了我們」（若一 4:19）的

天主，會感覺到這種愛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因為它超脫了許多令人忽略或小覷他人

的東西 —— 過錯、憎惡、膽怯、和無知。「人若要看見天主，必須用心來看；單憑理

性是不夠的。」18 能直達人心的愛德，使天主在世界的臨在成為有形可見的。如果沒



有愛德，天主的臨在便會很難得人窺見，也使人的福傳努力的合理性大打折扣，使他

成為一個假先知（參閱瑪 7:15）。 

然而今天的人對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所懷的期望並不止於愛德的見證。另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他在談到天主時如何自然地和真心地談。當一個人慣性地反思信仰的內涵，努力

更加深人地掌握它，藉著心內與主的對話來充實自己的祈禱生活，又藉著這種祈禱生

活來充實自己時，給他人談天主便不單是傳遞一些教理或神學的知識了，而是傳遞自

己與天主一同生活、為了天主而生活的個人經驗。相反，正如聖奧思定所說的：「一

個人如果口裡宣講天主的聖言，卻不努力在心內聆聽它，他會是徒勞無功的。」19 聆

聽天主的聖言的意思就是要讓它塑造自己的思想、說話、和生活的方式，好能照亮自

己生命中所有的事件和情況，使它成為真正是屬於自己的。 

教宗方濟各套用並稍改基督的一句說話（參閱瑪 6:21）寫道：「你的綜合在那裡，你

的心也在那裡。有人以綜合照明，有人以風馬不接的意念啓迪，兩者的不同就像心頭

的灼熱與枯燥。」20 我們不需要是一個偉大的演說家才能鼓動人心，但是我們的說話

必須發自親身的經驗，措辭是自己的，以及出於自己的信德生活的。因此，給人提供

教理培育的內容不應只侷限於自己所擁有的、但與自己的生活無關痛癢的知識。它必

須直接關乎我們的本身、我們的生活的任何一個層面。而且雖然每一個人接近信仰的

方式都會有所不同，但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在自己身上彰顯出同一個天主聖神。 

這就是我們在諸聖人身上所看到的。他們都各自用不同的方式來給我們談天主。同樣

的情況也出現在生活在今世的、藉藉無名的諸聖人聖女。如果每個世代 —— 今個世代

或許更甚 —— 都有其充滿雜亂無章、震耳欲聾的聲音的巴貝耳塔（參閱創 11:9），那

麼天主聖神說話所用的語言則繼續在「新的聖神降臨節」21 中，在任何有人願意聆聽

祂的地方擴展。因為「如果天主聖神沒有從內裡協助人的理智，人便會致力於工作但

卻徒勞無功……如果天主聖神沒有陪伴著聆聽者的心，任何一個老師的話都會是毫無

用處的。」22 

「從自己的水井中取水喝」 

有人說過，文化就是人忘掉大部分在學校所學到的知識後所剩下的東西。聖施禮華喜

歡說：「我們的培育是永無止境的。」23 我們必須終生學習，仿效福音所記載的那個

努力在田間工作的農人（參閱瑪 13:3-43），以求得到更大的收穫。耕種是一份長期而

且辛苦的職務，但若持之以恆的話，它會給人帶來滿足感，讓人親眼看到植物長出新

芽，最後結實纍纍。 

我們若要對信德有成熟的和牢固的掌握，說話真誠開放和真心真意，除了在祈禱中與

天主作個人的交談及隨時隨地都願意與他人交談之外，更需作自我反省。自我反省需

要我們犁耕、播種、和澆水。我們需要釐清思緒，慎重用詞，縱使有時候我們在表達

自己時可能會拙於言辭。雖然借用別人的說話或意見可以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如果我

們想以心為心地給每一個人談話，我們便不能只懂得拾人牙慧。 

單是搜集資訊和事實，猶如只是拼命地搜集數據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學會和深化對天

主、對周圍的世界的洞悉，殷切和透徹地了解它。努力深化自己對信仰的掌握是每一

個人的職責，無論他的身分為何：大學教授、勞工階級、老師、或會計。這項必須的



職責不是有別於人深入認識信仰的內容所應付出的努力，反而是它的一部份和它的指

引。重點就是努力把所聽到的成為屬於自己的，在自己的行為舉止上，以及在思想上

和言談中反映出來。「如果我在今天的文化中，在今天的大眾傳播媒體風氣中，在與

人對話，面對種種經濟實情等景況中真誠地活出自己的信德，我就是一個屬於現今世

代的人了。如果我嚴緊地細看自己的經歷，又尋求適應這個今天的實況。這樣，我們

就會漸漸地得到他人明白我們。聖伯納多在他的書 De consideratione裡向他的門生教

宗恩仁說：『你要默觀從自己的水井，就是說從自己的人性中取水喝。』如果你對自

己誠懇，開始明白信德對你自己來說為何物，現在就從你的人生經驗，如聖伯納多所

說的，從自己的水井中取水喝，那麼你就可以給他人說應該說的話。而在這方面，我

想重要的就是要認真地留心這個世界，但也留心那位居於自己心內的天主：成為一個

屬於現今世代的人，同時又是一個信仰基督的人，基督在自己內把那永恆的訊息轉化

為現在的、適用於今天的訊息。」24 

這樣做的人，每次與人交談時都會學到一點東西；不會因為別人的反駁而受阻，反而

視它為讓自己能更深入地明白自己的信仰的挑戰。他會切願了解他人的想法，和在他

們遇到的不安及擔憂中陪伴他們。他會花很長的時間去聆聽，並從每一個人的身上學

一點東西。他與別人的對話不會是一種為了堅持己見和抵擋別人的反駁而作的努力，

反而是和諧的「互諒互讓」，好使每一個人的說話都能對真理得到更加清晰的了解作

出貢獻。「對話比傳達真理更為豐富。對話源於談話的樂趣上，並使藉著話語彼此傳

情的人有更豐富的內涵。對那些藉對話而交流的人而言，這並非物品的增值，而是人

格的豐裕。」25 

真的，一個天主教教友必須維護信仰，但是這項努力不應在於收復什麼失地，而是在

於如何在安詳寧靜地爭取得到的基礎上建設。我們知道哪裡可以找到自己內心所尋覓

的、所有人都想尋覓的快樂，而我們又想與他們一起尋覓它：「我心中時常在

想：……『上主，我在尋求祢的儀容。』」（詠 27:8）這個信念給我們帶來多麼大的

安詳啊！我們樂意與每一個人對話，與我們的兄弟姊妹對話；他們也和我一樣在尋覓

著「祂」；他們沒有察覺到自己和我一同分享著的其實有這麼多。我們會與他們一起

進步，知道假以時日，真理將會出現，而我們這些朋友們將會發現「一心嚮往真福的

所在」26，而我們也陪同他們，再次發現它。 

Carlos Ayxela 

[[HL]] 

建議閱讀 

下列的書籍和文獻可以協助讀者們在今時今日如何能夠有效地與人談論信仰。日後在

這系列刋登的文章也會按其題目提供一些建議閱讀。 

教宗方濟各，2013年 6月 29日《信德之光》通諭。 

教宗方濟各，2013年 11月 24日《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尤其是第三章《福音宣

講》。 



教宗本篤十六世 2012年 10月至 2013年 2月信德年內的公開接見活動中的教理講解，

尤其是 2012年 11月 28日《如何談論天主》以及 2012年 11月 7日《對天主的渴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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