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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的時代
2020 年，你過得怎樣呢？相信不需多問，全世界

的人都會說：「這是最壞的一年。」因新冠肺炎，全
球受到影響，超過七千多萬人感染，一百六十多萬人
死亡。各國和不少城市都限制出入境，一個本來是地
球村的世界，活動差不多都停頓了。對不少人來說，
更重要的是經濟嚴重受挫。有公司倒閉或裁員，失業
率上升。在學的基本上都無法上學，師生只能在網絡
中交流……

除了受新冠肺炎所影響外，香港更受到政治所影
響，香港變成了一個被厚厚的黑雲所掩蓋、看不見光
明的城市。早在 2019 年，因政府硬推逃犯條例的修訂，
不但弄至最初兩星期一百萬、二百萬人的遊行，下半
年的每個星期，在不同社區均有遊行，甚至變成暴力
衝突。進入 2020 年，反修例運動仍未結束，只可惜是
新冠肺炎發生，政府又用緊急法訂立限聚令，制止民
間的社會運動。

每年 11 月，社會都已出現聖誕的燈飾，聖誕歡樂
的氣氛已開始籠罩市面。但 2020 年的 11 月，因肺炎
疫情仍嚴重，限聚令禁堂食，已令市面熱鬧氣氛大大
減弱。

新版序
無力的時代，有力的信仰──

將臨期的信仰

12 月的頭幾天，每天聽到的都是壞消息。香港的
聖誕，你不會看到下雪，香港的冬天也不會很冷，但
這個普天同慶的節期，這個冬日，的確令人感到嚴寒，
天空也好像被厚厚的黑雲掩蓋著。寒冷和黑暗，不單
是 12 月的日子，香港在過去幾年所過的日子，也實在
是這樣。

有人曾這樣說：「沒有最黑，只有更黑。」意思
是 我 們 所 過 的 日 子， 只 會 越 來 越 黑 暗，2021 年 會 比
2020 年更黑；或許我們也可以加上：「沒有最冷，只
有更冷。」

有力的信仰
我明白這種心情，因我也有這感覺，但我盼望自

己和香港人不要太灰心和失望。我很喜歡很久前一則
電視廣告，「希望在明天」。一班少年人，看見大雨
下著，但相信會有天晴的日子，「生命滿希望，前路
由我創」。我盼望香港人，不論身處海外或仍留在香
港，都存著這盼望和動力。

12 月是慶祝聖誕的日子，但過去歡樂的慶祝已不
能見到了。但耶穌降生的日子，第一個聖誕並不是一
個歡樂的聖誕，而是在黑暗中發生。耶穌出生時，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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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nt）， 源 自 拉 丁 文 adventus， 對 應 希 臘 文
parousia，指向耶穌基督在終末的來臨，這與今天很
多基督徒將這節期視為慶祝耶穌降生的準備不同。

「將臨期」是一個等待和盼望的節期，就好像耶
穌出生前，人等待和盼望彌賽亞的來臨。今天我們不
單因耶穌的降生而慶祝，我們還要盼望主終末的來臨，
審判萬國萬民。

「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
不再有悲哀、哭號、痛苦，因為先前的事都過去了。」
（啟二十一 4）這是我們對終末的盼望，但今天，面對
黑暗邪惡的權勢，人仍要忍耐的等待。

將臨期的四個主日，分別有不同的中心主題。有
些教會以醒悟、悔改，喜樂和平安為四個主日的主題，
但亦有教會以盼望、信心、喜樂和平安為主題；其實
兩者並沒大分別。我們盼望主的再臨，但主再來是要
審判萬民，沒有醒悟，怎能面對主的再臨？我們悔改，
是建立在相信上帝的信實，祂必會赦免我們的罪（約
壹一 9）。

我個人較喜歡以後者為將臨期的四個主題。特別
是在今天，黑暗無力的時代，更需要有盼望，信心，
還需要喜樂的過活，心中有平安。

的父母要被迫前往伯利恆作人口登記。人口登記的目
的與徵稅息息相關，當時的徵稅明顯是一種壓迫，也
顯示羅馬政權的高壓管治。耶穌出生時，也發生了希
律殺害嬰孩的事，可見耶穌出生時政治黑暗的情況。

但耶穌的父母約瑟和馬利亞卻深信在黑暗中，上
帝不會離棄祂的百姓，他們與許多敬虔的以色列民都
是等待著一天——彌賽亞的來臨，「他要作雅各家的
王，直到永遠，他的國沒有窮盡。」（路一 33）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
不至於落空，因為上帝的愛，已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
靈，澆灌在我們心裡。」（羅五 3-5）

基督教信仰中不否定黑暗、災難、逼迫等的存在，
但我們更深信在黑暗中有光明，在患難中有憐憫，在
逼迫中有拯救。存著這盼望使我們生活有力量。

基督徒每年 12 月時慶祝聖誕，又約於每年 3 或 4
月時紀念耶穌的死和復活，這兩個節期，教會都有不
同的崇拜活動。但我們較多忽略的，就是在 12 月慶祝
聖誕前四個星期，傳統教會所定的「將臨期」。

「將臨期」的慶祝，大概始自主後第四至五世紀
時。「將臨期」是教會禮儀年曆的開始，可以說是教
會的新年。這節期是在聖誕日前的四個主日作開始，
2020 年 11 月 29 日是將臨期的第一主日。「將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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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和再版《無力的時代，有力的信仰》，除刪
除部分文稿外，我加了幾篇 2020 年將臨期和聖誕的講
章，盼望能在今天黑暗無力的時代中，鼓勵我們仍存
著盼望和動力。雖然書籍出版時，已不是將臨期了，
但今天我們就是活在一個「既濟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的日子。耶穌第一次已臨，我們正在等待祂
的再臨。我們每天都是生活在這等待中，在等待的日
子，要常存盼望、信心、喜樂和平安。

將臨期一個期盼是，「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主說：「是的，我必快來！」（啟二十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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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 有 最 黑， 只 有 更 黑！」2014……2019、
2020，都是黑暗的日子，2021 會如何？不少港人都認
為會「更黑」。

不錯，日子看來越來越黑，但黑暗中總不會沒有
光明，否則你便無法分辨黑暗與光明。「夜越暗，星
越亮」，這是我們常看到但容易忽略的現象。

約翰福音的序言

今日是慶祝耶穌降生的正日，聖誕日。約翰福音
一章 1-18 節，聖經譯本多在這段經文前加上標題「道
成肉身」，因為第 14 節這樣說：「道成了肉身，住在
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
的榮光，正是父獨一兒子的榮光。」聖誕日誦讀此段
經文實在最適合不過了。

這段經文不單是約翰福音的開始，也是福音書的
序言。這篇序言，就好像是一幕戲劇的序幕，將福音
書要寫的，先簡單導出來，其中一個主題，就是「光
明」與「黑暗」。

〔聖誕日崇拜 2020.12.25〕
黑暗抑或光明，你怎樣選擇？

6.5
序言中談及的「光明」與「黑暗」

在序言和福音書中談及「光明」與「黑暗」，有
以下幾點：

一，黑暗與光明，自創造時皆在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這道
太初與上帝同在。萬物都是藉著他造的，沒有一樣不
是藉著他造的。」（一 1-3）

序言的開始，對猶太人而言，很自然想到舊約創
世記的卷首，上帝創造世界的記述。「起初，上帝創
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深淵上面一片黑暗；上帝的
靈運行在水面上。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創一 1-3）。

有關上帝的創造，不少信徒以為上帝的創造，是
從無到有。但創世記的記述很清楚顯示出，上帝的創
造，是從空虛混沌和黑暗中創造了秩序和光明。所以
在創造時，黑暗已存在，只是上帝將光照在黑暗之中，
創造了這個世界，亦從混沌中創造了秩序。

所以我們無須懼怕黑暗的存在。我喜歡攝影，數
碼世界帶來給攝影的人很多方便。就算不大懂攝影的
人，只要調校一下光圈快門，看看攝影機的顯示器中
的光暗分析圖便可以知道拍出來的照片，光暗如何。
如果在光與暗之間出現一個山形的圖，有光位和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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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照片的光暗必定不會太差。相片是這樣，我相信
在我們生活中，有暗，也不一定是不美的事。當然，
生活中也需要有光。

二，耶穌是世界的光，也是生命的光

「凡被造的，在他裡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
光。」（約一 3-4）

光，不單照亮世界，也要照亮人心。人的心，本
來就能清楚知道甚麼是光明，甚麼是黑暗，只是人被
罪惡和黑暗所蒙蔽，對黑白是非分不清，更嚴重者，
是顛倒黑白。

三，耶穌是真光

「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一
9）

這是耶穌來世的目的，也是聖誕的真義。聖誕節
時，世界各個角落都有美麗的燈飾，這氣氛當然是緣
於聖誕佳節，只是今天已變成商業的宣傳，燈飾中甚
至連有關聖誕的事蹟也沒有。我不反對這些美麗的燈
飾，因為這也帶給人們歡樂。特別是今天，新冠肺炎
肆虐，世界不少地方的人都被限制，沒有太多的活動。
看看這些燈飾，也會帶來短暫的歡樂。

不過，聖誕燈飾總會關掉，要尋找永不熄滅聖誕
的光，才是人的選擇。

四，人喜歡黑暗，不愛光

「他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並不接納他。」
（一 11）

這真是矛盾。人不願意在黑暗中生活，人卻需要
光。人好像生活在光中，但行事為人卻是黑暗。顛倒
是非、指鹿為馬、屈枉正直、以權謀私、濫權、打壓
異見者……等等，都是今天我們看見黑暗的事。

五，接受光的，被稱為上帝的兒女

「凡接納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
柄作上帝的兒女。這些人不是從血生的，不是從情慾
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願生的，而是從上帝生的。」（一
12-13）

這正是這福音書寫作的目的，「但記載這些事是
要使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並且使你們
信他，好因著他的名得生命。」（約二十 31）

「光明」與「黑暗」，是一個選擇

在序言之外，福音書多處有提及「光明」與「黑
暗」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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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21：「光來到世上，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
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這就定了他們的罪。凡作
惡的人都恨惡光，不來接近光，恐怕他的行為被暴露。
但實行真理的人就來接近光，為要顯明他的行為是靠
上帝而行的。」

八 12：「耶穌又對眾人說：『我就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必不在黑暗裡走，卻要得著生命的光。』」

十 一 9-10：「 耶 穌 回 答：『 白 天 不 是 有 十 二 小
時嗎？人若在白天行走，就不致跌倒，因為他看見這
世上的光。人若在黑夜行走，就會跌倒，因為他沒有
光。』」

十二 35-36：「耶穌對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
為時不多了，應該趁著有光的時候行走，免得黑暗臨
到你們；那在黑暗裡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去。你們
趁著有光，要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

十二 46：「耶穌喊著說：『我就是來到世上的光，
使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裡。』」

上述經文都清楚指出，光已來到世上，人要選擇
「光明」抑「黑暗」。

失明者活在光明，看見的活在黑暗中

約翰福音九章，是福音中最詳細描述選擇「光明」
與「黑暗」是甚麼一回事。不同的選擇，帶來甚麼結
果。

一個生來失明的，只看見黑暗。究竟是誰犯了罪，
這問題不易解答。但他得到耶穌的醫治，看見光明。
能看見當然是恩典，但他更重要得著的，就是內心的
眼睛看見真理和恩典。

在另一面，法利賽人，當時的宗教領袖，也是社
會中有權勢的人，他們沒有失明，但是他們卻活在黑
暗中。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說『我們能看見』，你
們 的 罪 還 在。」（ 九 41） 他 們 明 明 看 見 失 明 者 能 看
見，但是他們卻拒絕承認那人是被耶穌所醫治。他們
不單拒絕神蹟，更是要扭曲事實，否定失明人是生來
如此的事實（九 19）。他們又想指控耶穌是罪人（九
24），也想失明人也同意他們所說的話。

今天我們何嘗不是常看到一些人，特別是有權力
的人，扭曲真理，指鹿為馬。他們雖然是有眼能看的
人，甚至因他們所行的得到不少政治利益，但是他們
都是心眼盲瞎的人，因為他們的良知已被埋沒。耶穌
對法利賽人的批評（九 41），也正是對他們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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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與影的比喻

因已退休，閒來沒事做，便重看一些舊的電影或
電視劇。其中看到陳嘉上所導演的《四大名捕》，電
影描述朝庭一場篡位的驚天陰謀。當中有一些對白值
得反思。例如由黃秋生所扮演的神侯府主事人諸葛正
我，他提及黑白有時不會太清楚，「黑中有白，白中
有黑」，黑的未必是全黑，白的也未必是全白。真的，
人總不會全黑或白，有時會做對，有時也會做錯；調
回頭，常做錯事的人，也不一定不會做過對的事。世
界上的確有黑有白，有光明，也有黑暗。

與神侯府常有競爭的六扇門門主捕神，曾有一次
有陽光普照下對主角鄧超所色演的冷血，說出了這一
句話，「有光的地方，總會有黑影」。但在電影結束時，
冷血則這樣說：「有黑影的地方，總會有光照著。」

這兩句對白也道出世界中有黑有光的事實，問題
只是你從哪個角度去看。前者會從灰暗的角度看事物，
心存不詭的人甚至會覺得黑暗是理所當然的，也做出
黑暗的事來。後者從積極的角度來看事物，帶來光明
的力量和盼望。「光明」與「黑暗」，你怎樣選擇？

結語

聖誕詩歌中，〈小伯利恆歌》其中有這樣兩句：

「在你漆黑的街衢，永遠的光照啟，萬世希望，
眾生憂驚，今宵集中於你。」

不單是街道，世界到處都充滿著黑暗，但我們相
信光已臨在，要照亮黑暗中的人。

另一首詩歌，〈至死隨主歌〉，雖然不是聖誕節
期唱的，但其中有一兩句很有意思。

「黑暗滿塵寰，求主賜真光，賜我忠與愛，永遠
向主仰望。」

黑暗存在，主已賜真光，但我們更求主光照我們，
使我們對主有忠有愛，對人有誠實和公義，這光便能
在黑暗中燃點。

「夜越暗，星越亮」，這是聖誕的信息，也是我
們的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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