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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人（4:6），他呼籲作為基督徒應聽從他們的勸導，不要受邪說異端迷惑而離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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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不屬於天主的人，乃屬於世界的人。若望很清楚地宣稱那些直接由宗徒授權及聖神作證下，成為宣道員的人是屬於

總括而言，書信中的 4:1-6 是教導人如何明辨屬於天主事物的方法。信中不斷重覆屬於天主與不屬於天主的分別，顯然當
時的團體內的信眾受到各種異端邪說影響，信仰的根基受到動搖，若望藉此信來鼓勵及教導信眾如何明辨信仰的真偽。
一．信仰的中心是耶穌基督，凡明認耶穌是出於天主的，才是真實的信仰。
二．接受天主成為人的道理 ─「道成肉身」，明認耶穌具有人性的特質，接受和學習衪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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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
幾回思緒在深秋，中秋之後，秋意漸濃，每每令人觸景生情，思潮起伏。這個月參加了一個有關盧雲神父的一個
避靜營，當中有不少反省，獲益良多。盧雲神父雖然逝世多年，但他的作品愈來愈受到華人教會的重視，無論是基督教
或天主教，不少信徒都深受其靈修的薰陶，在他的文字中得到鼓勵及幫助。天主教內的兄弟姊妹對盧雲的認識不少，可

三．聽從由宗徒傳授下來的信仰。

惜沒有辦過什麼活動來了解他，認識他的靈修內容，我們舉辦這個靈修營，首要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拋磚引玉，一方面讓

藉此三個明辨的要素，幫助信眾去區別屬於天主與不屬於天主的事物。
若望一書的教導，可幫助任何世代的信眾。人生的路途上有很多選擇，人心中有很多願望或渴望，那些才是屬於天主？
那些才是屬於世界？基督徒時常都要面對如此的抉擇，若望教導我們：屬於天主的人，天主必在屬於祂的人內，內心的

已經認識盧雲神父的兄弟姊妹有進一步的認識，此外，亦希望喚起其他人的興趣，在靈修生活上進一步邁進。今期我們
有兩篇文章，一篇是靈修營後的小小反省，另一篇是活水的作品《若望一書中辨別神類的道理》，希望可以令大家在秋
涼的日子添一些思緒。

渴望就是天主的渴望，他們的抉擇也是屬天主的旨意。怎樣的人才是屬於天主？就是滿全若望所言的要素。

「與盧雲同行」─靈修生活營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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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的培育期刊，介紹有關盧雲的生平及著作。無獨有偶，今次
分享的或多或少都與盧雲沾上一點關係，十月十六日至十七，我們在長洲
思維靜院舉辦了「與盧雲同行」─靈修生活的伸延避靜營。這次避靜我們
邀請了思維靜院的新任院長董澤龍神父擔任神師。董神父非常謙厚，在分

香港思高聖經學會 ，《聖經》，香港，一九六八

享期間，不下數次謙說自己不是盧雲的專家，縱然他如此說，卻在分享中
清楚勾勒出盧雲的靈修特質。董神父的分享共分成兩部分。第一部份的中
心旨在指出盧雲的靈修核心是叫人誠實的面對自己，認識福音書提到的
「神貧的人有福了」。唯有透過認識自己，我們才可以對週遭的事物產生
慈悲憐憫的心，才發現原來天主早已將這份恩寵賜給我們。第二部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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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核心是「回家」
(Ho me Comin g)。「回家」這個詞彙，經常在盧雲的作

Stephen S. Smalley, 1,2,3 John,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vol. 51, Texas: Word Books p.216

品中出現，他的人生經歷就如浪子回家的歷程，從飄泊不定到回家安頓。
1 ，指出盧雲一生經歷四個階段，分別是學習時期
杜念甘在他的文章
「盧雲生命片段和思緒：一個牧者的蒙召歸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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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聖經辭典 》，香港思高聖經學會，一九八八 ，第二百一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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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中的先知 」，《聖經辭典》，香港思高聖經學會，一九八八，第二百一十九頁

(1932-71)、教學時期(1971-81)、徘徊時期(1981-85)和歸家時期(1986-96)，正好是闡釋這個生命的輾轉起伏，盧雲最後安頓於
方舟之家，「回家」一詞，對他來說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回家」可以自由自在做回自己，有一份逍遙自在的感覺。
董神父的分享，使我們反省原來我們有好多時間是活在恐懼之中，要回
家安頓，首先要回到天主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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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de Boer, NovT33(1991), 326-46: Coming in the flesh is related to Christ’s death as a concrete and exemplary act of love.
「假基督」，《聖經辭典 》，香港思高聖經學會，一九八八，第六百九十一頁

從疏離到親密
不是每個人都感受到在家的感覺，人經常感受到是「恐懼」
(Fear)的感覺，因為缺乏愛的能力，我們慣常以為愛是一種感覺，卻不
知道愛也是一份能力，有愛的能力可以使我們克服內心的恐懼。相反，
若是缺乏這份能力，我們會走去兩個極端，造成生命中的種種偏差，失
去人與人之間的親密(intimacy)，造成人的疏離(fearfuldistance)，又或者
是因為恐懼而彼此靠攏在一起(fearful closeness)，從外表看來好像是親
密，但骨子裡都是對恐懼的一種回應，藉此來逃避恐懼。

從萎縮到豐盛
人能免於恐懼，自會結出豐盛的果實，表現在我們的生活、工作和人際關係上，然而，恐懼同樣會影響我們，使生
命的創造力萎縮，變成了無生氣(sterility)，像一片荒蕪的田地，乾涸死寂。為了逃避心靈的乾涸，人就會不斷的向外抓東
西，藉此填滿我們心靈空隙，不知不覺間，個人增值或者以個人的成就來自我滿足(productiveness)，成了另一個心靈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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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所。

的重點不僅是在於西乃山盟約上的誡命（2:7），他所指的「守天主的誡命」是耶穌所言的「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你

從彊化到喜樂

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 ，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
（若 13:34）。在（2:10）清楚指出愛兄弟的人，就是在光

我們若是留心觀察，會發現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是沒有喜樂(ecstasy)2 ，內

當中，是屬於天主的人。在第四章中，若望更深入地強調除了遵守天主的命令，彼此相愛之外，辨別我們的內心、思想和

心充斥著恐懼，那份憂心忡忡的感覺，你可以從他們的眼神和臉龐上可以

各種周遭的一切是很重要的。這方面是教導我們在靈修方面如何辨別那一個方向是屬於天主的。聖依納爵的神操第136條

認出來。面對生活的壓力，人會用什麼心態來面對呢？有些人會安於規律

提及辨別心思的方法，任何渴望或思想可增進人們對天主的信德、望德和屬靈的喜樂，皆是屬於天主的。

化的生活(routine)，一日復一天的休息、工作再工作，甘心形式化的生活
節奏，另一些會選擇過自我放逐的生活(rootlessness)。

在（4:1）中提及的“spirit”並非指「聖神」，而是指人的心神、精神、渴望等。若望指出作為基督徒─屬於天主的
人，要「考驗那些神是否出於天主」
（4:1），其意是指基督徒要不斷反省靈修生活的傾向是否屬於天主，不要隨意相信每

上述三個境況都是一種對恐懼的回應，只是表現於不同的層面，有內在
的亦有外在的，各走極端。要克服這些恐懼，回復在家的感覺，首要的是
誠實的面對自己，認識自己的景況，就像浪子回家的故事一樣，當他想到
家的時候，首先是認識自己，問自己為何我現在落在這般景況？第二是想起

一個思想、感覺和渴望。保祿在得前5:20-22都提醒當時的信眾，要辨別各種的神恩，當中有好與壞。這與若望所言的是類
同，他沒有只集中於神恩而論，而是在人的生活上而論，人的一切行動是源於植根於內心的思想與動機，人的渴望驅使人
產生種種的行為，有些行為使人更步向天主，但有些行為使人遠離天主。現在，若望希望他團體內的信眾，在面對當時流
行的各種學說時，加以辨別，尤其是在信仰的道理方面。在書信的第一章他已申明信眾應保存由宗徒傳下來的道理（1:
1）。就這一方面，猶達書當中也曾如此的勸勉當時的信眾要「維護從前一次而永遠傳與聖徒的信仰」
（猶 3）。因為宗徒

自己的家有慈父的關心，第三是行動，起來踏上回家的路途。我們現在是什

是直接由耶穌而傳授的信仰，所以他們擁有對信仰的清楚明辨，若望鼓勵信眾要信從他們
「我們卻是出於天主的；那認識

麼的景況，是流浪？是在回家的路途上，抑或已經安然在家中。

天主的，必聽從我們」
（4:6）。
若望以三種形象來說明不屬於天主的事物─「假先知、反基督和屬世」。三者間都有著共同的方向，就是相反天主的旨
意。

一．假先知
先知在舊約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因為他們是天主的代言人，奉天主的名和權威發言，教訓同時代的人，督促選民
遵守盟約，引導他們歸依天主 3 。在新約中也有先知的職位，他們是輔助宗徒傳教的宣道員 4 。若望以「假先知」一詞來
說明有些人虛妄地以天主之名來宣講信仰，妖言惑眾，他們所講的道理並不吻合宗徒的道理（申13:2-4；迦 1:8），尤其是
在耶穌人性的方面。書信強調「凡明認耶穌為默西亞，且在肉身內降世的神，便是出於天主」
（4:2），這是辨別善神與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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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的神的方法。保祿致信給格林多教友時，也說明有天主聖神同在的人才會宣認「耶穌基督是主」
（格前 12:3）。因此，明
認耶穌為默西亞及肉身內降世的神，愛耶穌的人性及天主性，這才是屬於天主的人。當時離開了團體的人是因為受了這方
面的衝擊，他們不接受「道成肉身」的信理，這信理是包括基督的受苦與死亡及其愛德上的言行 5 。在若望一書也指出：

Ecstasy 原意為狂喜，,或出神，這裡譯作喜樂。

於天主在基督內的人「應當照那一位所行的去行。」
（2:6），他指正他們要在教理上要接受耶穌人性的事實，在行為上要
相似耶穌基督愛德的行為。若望用
「假先知」
來形容當時團體內仍有些聲音不是出自天主的，那些人意圖扭曲正確的信仰，

若望一書中辨別神類的道理

誤導信眾而離開團體。另一方面，「假先知」指向那些欺詐的神是藉著「人」來影響信徒。在若望福音中描寫耶穌受魔鬼
活水

引言

若望一書是一封很短的書信，當中很難找到很有系統的信仰解釋。不過，書信看來是針對當時若望的團體的問題，

誘惑，並非以形象化的故事來闡釋，而是以歷史中與人接觸的耶穌來說明，誘惑耶穌的是來自人的聲音。

二．假基督

就書信中的內容得知，當時團體內有不少的人對耶穌基督的信仰觀念有分歧，團體面臨分裂的局面，有不少人因不能接受

另一層次，若望以「假基督」來形容信眾面對社會上眾多反對基督的言論。廣泛而言，其意是反對基督者，就是

耶穌「道成肉身」的信條而離開團體，甚至在外繼續誤導團體內的信徒 1 。若望就是面對那些威脅破壞從宗徒傳下來的基

與天主旨意背道而馳的人。就第二章中，若望已提及「假基督」的出現，「那否認耶穌為基督，否認父和子的，這人便是

督信仰的人（1:1），去考查他們所持的信仰基本瞭解。其目的只有一個，維持團體內的正確信仰，要使他們「喜樂得以圓

假基督」
（2:22）。此處所言那些假基督的人是否認耶穌是「道成肉身」的道理。同時，若望也稱他們為「撒謊者」
（2:22），

滿」
（1:4），以及「叫他們不犯罪」
（2:1）。他清楚地知道，那些離開了團體的人所持的錯誤思想是不屬於天主的，不能給

他們是叛教者，及創造邪說異端的惡人 6 。他們的言論遠離了宗徒傳授下來有關耶穌基督的奧秘─「道成肉身」7 。

人帶來喜樂。他以其熱誠的教牧之心，設法去保護他所愛的教會，免受陰險的攻擊，保守團體內的人不犯罪。故此，書信
中有一部份特別教導人要辨別善神和惡神（4:1-6），在各種背離正道和荒誕謬論之中，教導信徒要站穩堅持信仰，明辨各
種思想和學說。現在，就讓我們深入探討一下若望在（4:1-6）所提出的辨識神類帶來的啟示。

另一方面，書信上清楚說明「凡否認耶穌的神，就不是出於天主，而是屬於假基督的」
（4:3）。若望福音提及耶穌與
天父密切的同體關係，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必然認識我父．．．．．．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我在父
內，父也在我內」
（若 14:7-11）。所以，耶穌是出於天主的，凡否認此事，就是「假基督」，不屬於天主的人（2:22;4:3）。

本段獨特的文學形式結構，強調若望教導的重點─「明辨神類」
（4:1），第二節至六節解釋如何辨別是屬於天主或不

只有那屬於天主的人才會明認耶穌具有兩方面的特性，就是天主性和人性。這樣，天主才在他內。若望教導信眾辨別的要

屬於天主，最後以第四節作為全段的最高峰，就是指出真正的基督徒是屬於天主的（vv４a）
，而且天主在他們內（vv 4c）
。

素，同時也教導他們克勝邪說的要領，就是依靠那在他們內的天主，只要他們堅信從宗徒傳下來的信仰，天主必在他們內，

結構上以比較性的形式來表達，例如：（vv ４ a）與（vv ３ a）─「屬於天主與不屬於天主」；（vv ６ a）與（vv ５ a）─

而且得勝那些「假基督」。若望福音指出「那賜給我羊群的父，超越一切，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將他們奪去。」
（若10:29），
正好說明書信上所言的：唯有明認耶穌為默西亞，天主在他內，屬於天主的人才能得勝邪說。

「屬於天主與屬於世界」2 。

三．屬於世界

辨別各類的神 ─「善神與欺詐的神」
若望一開始便以命令的語氣來叫人不要相信各種的神，（申 13:1-6）提醒以色列人要當心辨別一切的神蹟或奇事，

最後，若望以「屬世」來形容相反天主旨意的事物 。若望福音在第一章稱「世界不認識基督 」
（1:10 ），還有

不可相信他們，但要敬畏天主和守祂的誡命。從若望一書的第二及第三章清楚看到不斷重提「守天主的誡命」，「那遵守

在耶穌回答比拉多的審問時，說：「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由此而言，屬於世界與屬於天主是兩個相反的方向，屬於世

他命令的，就住在他內，天主也住在這人內。」
（3:24）。由此可見，若望強調守誡命與屬於天主的相輔相承的關係。但他

界的是不認識耶穌，也不會聽從祂。宗徒是直接由耶穌派遣而傳授信仰的，凡否認宗徒傳授下來的信仰，就是否認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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