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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黑夜相逢」為題，探討十架約翰「黑夜」靈修神學，並試圖以此回

答本文研究假定：基督徒靈命成熟的路徑之一，是透過一種「不知而知」（A.1.4.5）

的否定之道，進到無助「黑夜」旅程中，真實認識上帝並與上帝聯合。本文第二

章探索十架約翰黑夜的起源，第三至六章為論文主體，將十架約翰黑夜的四個向

度：「主動」與「被動」，「感官」與「心靈」，加以組合形成四重黑夜，依序

逐章聚焦討論「主動感官黑夜」、「主動心靈黑夜」、「被動感官黑夜」、「被

動心靈黑夜」。如此由外而內，由淺而深，層層剝開探討「黑夜」靈修神學底蘊。

據此，本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四個「否定之道」，來描繪「黑夜」靈修神學的底蘊，

及其煉淨景觀下進入該黑夜的靈修路徑： 

第一、經由割捨達致成全：這是「主動感官黑夜」煉淨景觀所標誌的否定之

道。重點在主動克制與割捨一切欲望，倚靠恩典來達致成全的目標。而進入此黑

夜的靈修路徑，則是以「經常的渴望」（A.1.13.2）、「經常努力傾向」（A.1.13.6）

地使用「基督中心、熾熱的愛、否定之路」這三帖醫治良方，總意是「效法基督」。 

第二、透過否定實現肯定：這是「主動心靈黑夜」煉淨景觀所蘊義的否定之

道。重點在否定、揚棄一切神秘經驗，只珍視、肯定少數揭露上帝本質的超性經

驗。而進入此黑夜的靈修路徑，則是落實生活中的三個屬靈操練：以「信」來接

納理智的黑暗、以「望」來治癒記憶的空虛、以「愛」來推動意志的赤裸，總意

是「活在信望愛中」。 

第三、藉著乾枯進入豐實：這是「被動感官黑夜」煉淨景觀所指出的否定之

道。重點在神主動介入，幫助人把罪惡的劣根性置於乾枯中，以此破七罪宗、克

勝三仇，結出生命豐盛的果實。而進入此黑夜的靈修路徑，則是在神枯中耐心等

候，分辨三個停止默想徵兆同時出現時，把握時機轉入默觀，總意是「從默想到

默觀」。 

第四、通過黑暗顯出光照：這是「被動心靈黑夜」煉淨景觀所闡釋的否定之

道。重點在神主動介入，在人的心靈深處剝除盡淨，滌除一切的不成全，在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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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痛苦的折磨之後，好像木頭預備好被愛火焚化成為火，顯出光照，並在默觀

中引領靈魂走上與神聯合的十級愛之梯。而進入此黑夜的靈修路徑，則是被上帝

帶進默觀中、從相識到相愛、最後與神在黑夜中相逢，總意是「相逢黑夜中」。 

 

關鍵詞： 

十架約翰（John of the Cross） 

靈修（spirituality） 

靈修神學（spiritual theology） 

否定神學（apophatic theology） 

靈魂的黑夜（dark night of the soul） 

煉淨（purification） 

光照（illumination） 

默觀（contemp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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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研究動機 

 

「靈修」（spirituality）這個詞對基督徒含饒富深意，指涉的是關於信仰的生

命由什麼來激發、維持和發展。1 靈修一詞被廣泛使用，無論在西方或東方世界，

都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歡迎和注目。天主教耶穌會近代著名的神學家拉徒萊（R. 

Latourelle）把靈修描繪成是一種與上帝相會的生活方式，他說：「靈修就是人在

基督裡，與這位拯救我們的上帝之間一種生動的交往，而且切願使這種交往完美

地實現在我們的整個生活中。」2 另一位著名的天主教靈修史學者歐邁安（Aumann, 

Jordan O. P.），在探討整個天主教從初代教父、東西方隱修傳統、中世紀、一直

到近代、二十世紀的靈修歷史與傳統時，他提綱挈領的說：「基督徒的靈修就是

以圍繞基督為中心的一種生活。」3 在基督新教裡也不遑多讓，周學信認為福音

派靈性復興在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侯士庭（James Houston）、魏樂德（Dallas 

Willard，1935-2013）、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1932-2018）等大師帶領下，

持續受到眾人的關注，4 為廿一世紀基督徒的靈命追求帶來新的樣貌。 

基督徒的靈修常常被功能性的用來作為靈命成長的途徑或方法，一個人歸信

時就會被教導若要過一個「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必須藉著「靈修」來使靈命成

熟。5 在跟隨主的旅途中，慢慢發現靈修其實不只是「工具」或「方法」，更重

要的可能是「關係」。因此，霍華德（Evan B. Howard）就認為「靈修」是指著人

類與超越或神聖之間的互動，而在基督教傳統中，主要意義是指藉著耶穌基督與

                                                        
1 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基督教靈修學》，趙崇明譯（香港：基道，2004），2。 
2 拉徒萊（R. Latourelle），《神學：得救的學問》，王秀谷等譯（台中：光啟，1974），146。 
3 歐邁安（Jordan Aumann, O. P.），《天主教靈修學史》，宋蘭友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1），

31。 
4 周學信，〈導讀〉，霍華德（Evan B. Howard），《21 世紀基督教靈修學導論》，李永明、鄭

淳怡譯（台北：校園，2014），xiii。 
5 例如「學園傳道會」出版的〈四律〉（Have You Heard of the Four Spiritual Laws）福音小冊，教

導帶領決志時同時要鼓勵剛信主的人透過「靈修、讀經、禱告、聚會、做見證」這五個步驟來

過基督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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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建立關係。6 使徒保羅勸勉以弗所信徒對抗那些滲入初代教會的異端時，就

是鼓勵他們要追求靈性的成長：「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

成的身量。」（弗 4:13）對每一個基督徒的生命而言，「長大成人」也意味著與

上帝的關係更加密契以達完全。7 反思個人屬靈生命的成長，其中最核心的本質

就是靈修。廿一世紀福音派中最具影響力的英國聖公會牧師斯托得（John R.W. 

Stott，1921-2011）在他人生最後的一場公開講道中，就認為基督徒靈修的終級目

標是「更像耶穌」。8 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也說，靈修是「站在耶穌

所站之處，像耶穌所作的一樣。」9 作為基督徒的靈修，有其豐富的意象與深厚

的底蘊。 

 

其次，在多年牧會的第一現場，近身觀察信徒屬靈生命的成長軌跡，培育、

牧養、關顧、造就，但總發現每個人靈命成長的樣貌卻各自不同。同樣澆灌，同

樣的靈修方法、教材、或系統，卻開出百種花朵。顯然，基督徒生命成長的實況，

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多元。畢德生認為牧者最重要的三個服事是：禱告、讀經、

屬靈引導。10 牧者要引導信徒在「與上帝關係」的建立上，走上進深之路，某方

面來說，就是成為他的「靈性引導」（spiritual direction）或是「靈修嚮導」（spiritual 

guidance）。牧者除了傳講上帝的道、教導禱告、裝備訓練信徒，也成為信徒靈命

成長的陪伴者和引導者，探尋靈命成長的不同路徑，是牧者一生的學習。上帝創

造每一個人都是原版，沒有複製品，獨特而唯一，是那麼尊貴又蒙愛，因此，每

個人因著特質、個性、背景不同，認識上帝的路徑也會有所不同。傅士德和畢比

（Gayle D. Beebe）甚至從歷史靈修傳統中挖掘出七條通往上帝的主要路徑，透過

                                                        
6 Evan B. Howard, The Brazos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spirituality (Grand Rapids: Brazos Press, 2008), 16. 
7 以弗所書 4:13「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其中「長大成人」的希臘文「τέλειος」這個字至少有三重意義。第一、用於事：

指著成全的、完全的事。第二、用於人：指著長大、成熟，不再做小孩子，而是可吃乾糧的大

人。第三、用於神：指著像神那樣的完全。 
8 〈更像基督〉是斯托得（John R.W. Stott）於 2007 年 7 月 17 日在凱錫克會議（Keswick Convention）

上，最後一次公開講道的內容。見斯托得（John R.W. Stott），〈更像基督〉，《Xuite》， 

https://cht.tw/x/fhkwy (取自 2019 年 11 月 30 日)。 
9 這句話是鄧紹光引自羅雲．威廉斯於 1991 年寫的的一篇文章〈To Stand Where Christ Stand〉。

見鄧紹光，〈導讀〉，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知識的傷痕：從新約到路德與十架

約翰的靈修學史》，鄧元尉譯（台北：校園，2015），xvi。 
10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建造生命的牧養真諦》，郭梅瑛譯（台北：以琳，2000），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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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靈修路徑，幫助基督徒進一步與上帝相連。11 因此，從牧會生涯中的事奉

體會和觀察，也促使我想要更深探尋關於基督徒靈命成長的不同面貌和路徑。 

從教父時代、中世紀、宗教改革及其後、直到當代，許多心靈走過不同的靈

修路徑，藉以更深渴慕、過與上帝同行的生活。在與經典靈修文本打交道

（engagemant with classical texts）時，12 1542 年生於西班牙的十架約翰（John of the 

Cross）13 所指涉關於「靈魂的黑夜」（dark night of the soul）的意象與概念，吸引

我的目光、激起了我的興趣。周學信探索十架約翰「黑夜」時，認為「暗夜」只

是一個形容詞，用以說明人類在生命被上帝恩典成全之前的光景。14 羅雲．威廉

斯則認為十架約翰的「黑夜」是強調人的有限與上帝的無限，認識上帝的途徑「「在

轉向黎明之前會愈加黑暗」（A.1.2.5），這是與基督新教傳統「肯定神學」（kataphatic 

theology）不同進路的「否定神學」（apophatic theology）。15 

本文首先就是從這個顯著不同於基督新教傳統與經驗的靈修路徑出發；其次，

交待十架約翰及其歷史處境中的靈修傳統，爬梳整理十架約翰的生平，並從他生

命中黑夜經歷與作品剖析中探索其黑夜的起源；再者，聚焦探討其所指涉關於「靈

魂的黑夜」（dark night of the soul）的神學意涵與靈修路徑；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11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畢比（Gayle D. Beebe），《一生渴慕神-基督徒靈修七徑》，平山

譯（台北：校園，2009），16。 
12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認為「與經典靈修文本打交道」（engagemant with classical texts）是

基督教靈修學中一個重要的主題，目的是要去發掘一些曾經滋養過以前世代的人並對他們有用

的洞見，並為將來世代提供各種可以照樣相同運作的提示。見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基

督教靈修學》，244-45。 
13John of the Cross 天主教的譯名為「十字若望」，本文則採用基督新教普遍使用的中譯名為「十

架約翰」。 
14周學信根據「黑夜」的西班牙原文 oscura noche 有「黑暗的夜晚」之意，強調它的不可知、黑

暗、深邃、闃黑，因而使用「暗夜」一詞來描繪十架約翰的「黑夜」「dark night」，但鑑於過

往關於十架約翰的研究中，把「dark night」翻譯為「黑夜」已經是約定成俗的用法，且具有某

種指標性的意義，因此本文仍以「黑夜」名之。參周學信，《無以名之的雲》（台北：長頸鹿

文化，1997），90。 
15肯定（kataphatic）與否定（apophatic）神學，是（托名）狄奧尼修斯（Dionysius）所闡釋關於神

學研究的兩種向度，為當代與後世的靈修神學提供不同的研究取向和進路。基督新教受理性主

義與實用主義影響，傾向以正向肯定方式來言說上帝，而歷代靈修傳統則有很大部份傾向以負

向否定的方式來認識隱藏不可言說的上帝。兩者定義在第三節「語詞定義」中有詳細說明。見

（托名）狄奧尼修斯，《神秘神學》，包利民譯，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古代系列（香港：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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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意義與研究假定 

 

周學信認為，研究「基督教靈修學」（Christian Spirituality）必然關係到基督

教的過去與傳統，必須從神學和歷史的進路來加以理解。16 每個時代都有偉大的

聖徒，尋求合適的靈修路徑，藉著聖靈的同在與能力，活出基督豐盛生命。17 這

些豐富的靈修傳統、歷史與人物，在對靈性成長如飢似渴的後現代，更具有意義

和價值。雖然霍華德認為：「基督教靈修學現正時興！」18 但在學術界，相較於

其他神學研究領域，相關研究其實仍然顯得稀少，而「唯獨聖經」傳統和「實用

主義」的影響，也使靈修神學領域的相關研究相對「冷門」。19 就研究趨勢而言，

雖是方興未艾，卻值得投注心力。在閱讀十架約翰的著作和初探相關的研究之後，

發現十架約翰的靈修進路與神學思想，仍然像一片未開發、廣闊的處女地一般，

尚有許多值得探索、梳理、挖掘的空間和價值。因此，就此意義而言，期待透過

本研究之選題「黑夜相逢：十架約翰黑夜靈修神學之研究」，聚焦探索其關於「黑

夜」所指涉的神學意涵與靈修進路，並提供不同的視界和激發新的觀點。 

 

「黑夜」對十架約翰來說，似乎意味著人的靈魂在追求與上帝合一過程中，

所必經的靈修路徑。十架約翰甚至認為：一個人在某種意義上會逐漸變成自己所

熱愛的對象。（A.1.4.3）20 當一個人的欲望和認識從上帝轉向萬物或指向自己時，

                                                        
16周學信在詮釋「基督教靈修學」時，認為它不僅只是「基督徒」生命的某一層面，而更是「基

督徒」生命的全面。由此觀之，周學信定義的「基督教」靈修學的範圍，似乎超越「基督新教」

或「天主教」的狹隘限制，而代以廣泛的「基督徒」為其關注範疇。參周學信，《無以名之的

雲》，28、30。 
17周學信，《無以名之的雲》，29。 
18Evan B. Howard, The Brazos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spirituality, 9. 
19從「中華福音神學院」歷年神學碩士論文（包含大報告）的研究選題來觀察，發現關於靈修神

學的研究，僅有朱惠芬，〈從聖本篤群體靈修生活來探討福音派群體的靈命與成長〉 （大報告，

2008）。 
20（A.1.4.3）是指《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四章第三節，有關標題縮略的說明詳見本章第五

節「研究範圍與限制」。十架約翰的意思是說，在這個觀點上他會同意那個時代任何一位經院

學者所同意的。 

http://lib.ces.org.tw/bookDetail.do?id=5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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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自我就會受困於此。21 因此，他以「黑夜」表達一種與現代（或當代）不同

且弔詭的靈修進路：十架約翰認為經過「主動與被動的黑夜」的淨化，人才得以

更深認識隱藏的上帝並與上帝合一。22 本研究假定，基督徒的靈命成熟的路徑之

一，是進到無助的「黑夜」旅程中，如同十架約翰所說的與上帝結合是一種「不

知而知」23（A.1.4.5）的黑夜旅程，經由割捨、空虛、乾枯、黑暗的否定之道，

才能真實的認識上帝並與上帝聯合。 

 語詞定義 

 

「靈修」（spirituality）這個詞對基督徒含意深刻且豐富，源於希伯來文רוַּח

（ruach）這個字，通常譯為「靈」（spirit），也可延伸解作「氣息」（breath）

和「風」（wind）。當我們說「這靈」（the spirit）時，即意指賦予某人生命和氣

息。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這樣定義：「靈修」是關於信仰的生命由什麼來

推動和激發、以及人可以憑什麼而有助於信仰生命的維持和發展。24 霍華德則把

spirituality 等同於「靈性」或「靈修學」來看待，意思是指「在實踐中被活出來，

在動力中得表述，在正規研究中被探索的與上帝之間的關係。」25 就此意義而言，

「靈修」是指著人類與超越或神聖之間的互動，而在基督教傳統中，主要意義是

指藉著耶穌基督與上帝建立關係。26 也可以說「靈修」是指藉著基督的靈，活出

與上帝之間所有真實的關係。 

                                                        
21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 Theological History from the New Testament to Luther and St. 

John of the Cross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0), 163. 
22Rowan Williams, Ch ristian Spirituality, 165-173. 另參中譯本：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

《知識的傷痕：從新約到路德與十架約翰的靈修學史》，鄧元尉譯（台北：校園，2015），299-

314。其中第八章〈隱密的階梯〉即以十架約翰的靈修思想為探討主題。 
23十架約翰這裡說：「靈魂為了達到與天主的上智結合，必須經由不知，而非透過知道。」另參

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靈魂如何瘦身，走上通往成全的登山窄路》，加爾默羅聖衣會

譯（台北：星火文化，2012），62 
24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基督教靈修學》，2。 
25Evan B. Howard, The Brazos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5-16.  
26Ibi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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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靈修神學」，乃是根據聖經教導，探究真摯的基督徒靈修學之教

義根基，並建議用何種途徑可達到規範的目標。歐邁安如此定義：「靈修神學屬

於神學科目之一，是根據上天啟示的真理和個人的宗教經驗，確定靈修生活的本

質，列明其成長和發展的規律，並且闡解人靈從靈修生活開始，直到聖善滿全狀

態所經歷的過程。」27 換句話說，靈修神學就是教人如何過靈修生活，並傾向於

以個人長進到完全為其焦點。28 

 

張聖佳指出，對許多神秘主義者來說，上帝是隱匿的，超越理性的認識。他

分析否定神學的底蘊時指出，因著人類語言的有限，所以在神學思考上不採取肯

定的論述。他的理解和舉例很清晰： 

就著信仰啟示來說，上帝是可知的；但就著上帝的超越性來說，祂的屬

性卻是不可知的。人越是皓首窮經，就會越自嘆上帝的不理解，明白人

用來形容上帝的詞彙和概念都是不完全的類比，因此在談論上帝的屬

性時不能用肯定的敘述（例如：上帝是美善），而必須用否定的敘述（例

如：上帝不是美善，因為祂超越了美善）。29 

托名狄奧尼修斯（Dionysius）認為上帝是可言說與不可言說之奧秘，因此神

學有其明理與隱藏的向度，這兩種神學的取向就稱為肯定（kataphatic）與否定

（apophatic）神學。狄奧尼修斯這樣定義： 

之前，我的論證從最崇高的範疇向最低下的範疇進發，在這下降的道路

中，包容進來隨著下降每個階段而增加的觀念。但是，現在我的論證是

從下者向超越者上升，他攀的越高，語言便越力不從心；當他登頂之後，

將會完全沉默，因為他將最終與那不可描述者合為一體。30 

                                                        
27歐邁安（Jordan Aumann），《靈修神學》，蔡秉正譯（台北：光啟文化，1995），29。 
28Evan B. Howard, The Brazos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spirituality, 36. 
29張聖佳，《珍珠與塵沙：認識基督教的必備錦囊》（台北市：中國主日學協會，2014），180。  
30（托名）狄奧尼修斯（Dionysius），《神秘神學》，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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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肯定神學（kataphatic theology）是由上而下，以最高超之名來確定地

指述至高者；否定神學（apophatic theology）則是由下而上，從最低的範疇逐級否

定，迫近那「超出理智的黑暗。」31 換句話說，肯定神學的向度是正面地言說上

帝「為此為彼」；而否定神學的向度既非否定有上帝論，也非不可知論，更不是

否定上帝言談的可能性，反而是強調在上帝的言談中，人只能說上帝「既非此亦

非彼」。32 

 

十架約翰開宗明義地表示「夜」是個象徵，他說：「靈魂的淨化我們稱為黑

夜。」（A.序.6）33 事實上，十架約翰廣泛的使用「夜」這個字，在《攀登加爾

默羅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中出現約 218 次，在《靈魂的黑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中則出現約 282 次，合計約 500 次左右。34 據此看來，十

架約翰不僅頻繁使用「黑夜」的語彙，來傳達他的思想和體會，他也藉著「黑夜」

的意象，來闡釋發揚他屬靈生命的追尋路向。的確，十架約翰正是用「夜」和「黑

夜」的比喻和意象，來反應人的靈魂在通往並追求與上帝聯合的旅程中，所必經

的靈修路徑；也正如同《攀登加爾默羅山》所描繪的屬靈旅程一般，從起點、過

程到終點都會經歷「靈魂的黑夜」（dark night of the soul）。35 何瑞臣（Richard P. 

Hardy）認為，每當十架約翰使用「靈魂」（soul）這個字時，他是指著「人」（person）

而言，也就是指著一個身心靈整全的人。36 周學信對「靈魂的黑夜」觀察很深刻，

他簡潔的定義「黑夜」，就是用以說明人類在生命被上帝恩典成全之前的光景。

37  

                                                        
31陳佐人，〈中譯本導言〉，（托名）狄奧尼修斯（Dionysius），《神秘神學》，xxxv。 
32狄奧尼修斯也同時指出肯定與否定並非相反或對立的兩極，乃是人朝向神同時進行之道。他說：

「不要認為否定只是肯定的相反，應認為萬物之因遠遠優先於此，祂超出缺乏、超出所有的否

定、超出所有的斷定。」相關討論見（托名）狄奧尼修斯（Dionysius），《神秘神學》，93。 
33（A.序.6）是指《攀登加爾默羅山》序的第六節。另參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51。 
34加爾默羅聖衣會，〈導讀篇 1：聖十字若望純愛的一生與著作〉，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

山》，363。 
35吳東昇，《靈魂之愛火：基督教靈修歷史的先鋒與奧秘家》（新北市：聖經資源中心，2018），

236。 
36何瑞臣（Richard P. Hardy）認為當我們謹記這個「靈魂」就是指「人」的時候，我們可以避免誤

解他的作品含有「二元」論的主張。見何瑞臣（Richard P. Hardy），《十架約翰亦人亦聖》，

130。 
37周學信，《無以名之的雲》，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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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與論文結構 

 

霍華德認為基督教靈修學的研究要以「跨學科」的方法，把一切組合在一起，

來探索與上帝關係的本質。38 據此，本研究擬以下面幾個進路來進行。 

 

主要透過閱讀十架約翰的四部原典：《攀登迦密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靈魂的黑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靈魂之歌》（Spiritual 

Canticle）、《愛的活焰》（The Living Flame of Love）。仔細閱讀文本，進行整理

分析，特別集中梳理關於「黑夜」的意象與思想，並詮釋其靈修與神學的意涵。 

 

輔以閱讀二手相關文獻所做的詮釋，整理十架約翰關於黑夜的靈修與神學思

想，希望能從前人的研究中，進行理解與反省，並嘗試做出詮釋，並探尋對當代

的意義。 

 

從遠處發現觀點和模式，透過基督教靈修歷史，重要人物、運動、議題來理

解十架約翰所處的時代和靈修傳統，從其中整理影響十架約翰靈修神學的因素。 

 

基督教靈修學是探索我們與上帝的關係，就規範而言，應當受到基督信仰的

經文和傳統影響。39 因此，針對十架約翰原著文本，所大量引用的經文，40 應放

                                                        
38霍華德（Evan B. Howard）整合「個人經驗、聖經、日常關係、基督教歷史、神學和哲學、人文

科學」這六方面為跨學科的研究。見 Evan B. Howard, The Brazos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spirituality, 
70-71.另參霍華德（Evan B. Howard），《21 世紀基督教靈修學導論》，94-96。 

39Evan B. Howard, The Brazos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spirituality, 46. 
40十架約翰在《山》序言中就提到聖經的重要：「談論這個黑夜，我依靠的既非經驗，也非學識，

因為經驗和學識能誤導和欺騙我們。我一切協助中，賴主慈恩，我可以說是聖經。」（A.序.2）

見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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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文本的脈絡中來思考，並探尋與「黑夜」的關聯。 

 

霍華德認為基督教靈修學的探索，個人生命經驗是聆聽真理的情境，其獲得

的洞見臨到研究者自身，因此與上帝關係的個人經驗若是越深，對理解這關係的

本質越有幫助。41 本研究擬於研究期間撰寫個人靈程日誌，誠實紀錄與上帝關係

的心路歷程，在自身生命中探索「黑夜」的主題，並作為此研究的參照。42 

 

根據上述，本文將分成下列七章來闡述十架約翰黑夜靈修神學： 

第一章 緒論：本章是緒論，共分五節，第一節首先說明研究的兩項動機，

第二節解釋本研究的意義並建立研究的基本假定，第三節則提出四個需要定義的

關鍵語詞，第四節是方法論說明本研究採用跨學科的五種方法，並列出論文結構

與大綱，第五節則是標明研究的範圍和可能的限制。 

第二章 黑夜初臨：十架約翰黑夜的起源：本章主要處理關於十架約翰黑夜

的起源，共分五節。第一節為十架約翰與其歷史處境中的靈修傳統，第二節梳理

十架約翰的生平並在附錄中提供一份簡明的年表為參照，第三節辨識十架約翰生

平中的黑夜經歷，第四節從十架約翰的作品剖析黑夜的起源，第五節則為黑夜的

起源做出本章簡要的小節。 

第三章 主動的感官黑夜：經由割捨達致成全：第三至第六章這四章是本論

文的主體，處理根據「主動」、「被動」、「感官」、「心靈」四個面向所組成

的四個黑夜，各章分別依序處理「主動的感官黑夜」、「主動的心靈黑夜」、「被

動的感官黑夜」、「被動的心靈黑夜」。第三章優先處理「主動的感官黑夜」，

共分五節，前四節聚焦在討論主動感官黑夜的神學底蘊，第五節則提出進入該黑

夜的靈修路徑。本章大綱如下： 

第一節 愛的道路：攀登欲望的高山 

第二節 轉身離去：主動感官黑夜的面容 

                                                        
41Evan B. Howard, The Brazos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spirituality, 44 
42研究期間共撰寫「靈程日誌」百餘篇，節錄「靈程日誌」63 篇摘抄，詳見附錄五。 



10 

第三節 欲望的傷害 

第四節 從割捨到成全 

第五節 靈修路徑：效法基督 

第四章 主動的心靈黑夜：透過否定實現肯定：本章接續第三章探討「被動

的心靈黑夜」，仍然以前四節討論「被動的心靈黑夜」的神學底蘊，第五節提出

進入該黑夜的靈修路徑。本章大綱如下： 

第一節 理智的黑暗 

第二節 記憶的空虛 

第三節 意志的赤裸 

第四節 透過否定實現肯定 

第五節 靈修路徑：活在信望愛中 

第五章 被動的感官黑夜：藉著乾枯進入豐實：第五、六兩章探討「被動的

黑夜」部份，本章探討「被動的感官黑夜」，仍然以前四節討論「被動的感官黑

夜」的神學底蘊，第五節提出進入該黑夜的靈修路徑。本章大綱如下： 

第一節 破七罪宗 

第二節 克勝三仇 

第三節 被動感官黑夜之果實 

第四節 藉著乾枯進入豐實 

第五節 靈修路徑：從默想到默觀 

第六章 被動的心靈黑夜：通過黑暗顯出光照：本章接續第五章繼續探討「被

動的心靈黑夜」，仍然以前四節討論「被動的心靈黑夜」的神學底蘊，第五節提

出進入該黑夜的靈修路徑。本章大綱如下： 

第一節 剝除淨盡的痛苦 

第二節 被動心靈黑夜的益處 

第三節 神秘的愛之梯 

第四節 通過黑暗顯出光照 

第五節 靈修路徑：相逢黑夜中 

第七章 結論：本章分兩節，第一節為十架約翰黑夜神學與靈修提出總結，

第二節則為後續研究提出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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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範圍與限制 

 

如同前文「研究意義」所描述，在華人教會中，特別是基督新教傳統中，雖

然對於十架約翰的靈修神學取向、以及其所走的靈修途徑，普遍感到陌生。但十

架約翰的思想卻早已滋養以前的世代，如今穿越時空長廊，仍然持續影響著當代

的靈修神學。十架約翰的靈修神學具有豐富的底蘊，而其指涉與闡發的核心就是

「黑夜」的意象。有鑑於此，本研究定以「黑夜相逢」為主標題，選定十架約翰

「黑夜」靈修神學為研究主題與方向，探索基督徒在黑夜中與神相會的神學底蘊

和靈修路徑的種種樣貌。 

其次，在透過與十架約翰的四部原典打交道時，43 發現這四部著作正描繪出

十架約翰整全靈修神學的樣貌，也與傳統指涉的三個靈修途徑接軌，即「煉淨、

光照、聯合」，有時也用「黃昏、深夜、黎明」三階段表示。根據著作劃分這三

個靈程階段如下表： 

靈程階段 著    作 

煉淨：主動 《攀登加爾默羅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 

煉淨：被動 《靈魂的黑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光照、聯合 《靈歌》（Spiriitual Canticle） 

聯合 《愛的活焰》（The Living Flame of Love） 

圖表 1-5-1 靈程階段與作品對照44 

十架約翰根據八節詩歌〈黑夜〉寫成兩部註釋作品，即《攀登加爾默羅山》

與《靈魂的黑夜》，這兩部著作就是建構十架約翰關於「黑夜」的主要來源，45 重

                                                        
43這四部原典是：《攀登迦密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靈魂的黑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靈歌》（Spiritual Canticle）、《愛的活焰》（The Living Flame of Love），有關

作品剖析在第二章第四節「黑夜的起源」中有詳盡說明。 
44圖表 1-5-1「靈程階段與作品對照」主要參考吳東昇改編。參吳東昇，《靈魂之愛火》，235。 
45致力於研究與出版十架約翰著作的「台灣加爾默羅聖衣會」在〈導讀篇 1：聖十字若望純愛的

一生與著作〉一文中，認為《攀登加爾默羅山》與《靈魂的黑夜》雖然是兩本書，但從書的結

構、處理的問題、使用的語詞、顯然是有系統的一部書，同樣是〈黑夜〉這首詩的註解。見加

爾默羅聖衣會，〈導讀篇 1：聖十字若望純愛的一生與著作〉，356。 



12 

點在談論人與上帝聯合動態過程中的「煉淨」階段。顯然，他把「光照」甚至最

終的「聯合」階段，放在《靈歌》和《愛的活焰》兩部著作中加以闡述。因此，

在研究範圍上，雖然「黑夜」是十架約翰整體靈修神學的核心，但本文的目的並

不在於全面綜述十架約翰的所有思想，而是選擇專注在「黑夜」這個核心意涵，

探索人與上帝相會途徑中的煉淨過程。因此，本文雖然也會引用《靈歌》、《愛的

活焰》的內容，但主要仍是以《攀登加爾默羅山》與《靈魂的黑夜》這兩部著作

為本文探討的底本。選擇限縮這樣的研究範圍，除了因為十架約翰的靈修神學底

蘊豐厚，值得多次、分項加以梳理探討之外，另一個考慮則如同謝華犀利的觀察： 

對於十架約翰的靈修乃至對基督教神秘主義的整體理解，研究者常常

偏愛從上帝人合一的高度去描述那種沈醉狂喜的經驗，而對於達到此

合一需要的艱難繁瑣的修行過程，以及這種修行在整個基督教傳統中

的地位和意義，並不是特別關注。46 

基於上述的考慮，本文研究的範圍將專注於「黑夜」所闡述「煉淨」的靈修

動態過程，這也正如十架約翰在定義或描繪「黑夜」的象徵意義時，在《攀登加

爾默羅山》的第一卷第一章第一節開宗明義所揭櫫的提示：「黑夜，神修人稱之

為靈魂的煉淨或淨化。」（A1.1.1）研究者個人期盼在一個向著低處足夠深入的耕

耘和梳理的基礎上，使「光照」、「合一」等較為高妙或進階、成熟的經驗，47 在

未來研究上得著進一步理解、詮釋和闡發的可能。 

本文所依據的十架約翰原典，主要是 Kieran Kavanaugh, O.C.D.與 Otilio 

Rodriguez O.C.D.合譯於 1991 年出版的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John of Cross。若

遇中文譯文主要是採用台灣加爾默羅聖衣會所翻譯，由星火文化出版的版本，出

版年分別是：《攀登加爾默羅山》，2012 年、《靈歌》，2015 年、《愛的活焰》，2015

年、《靈魂的黑夜》，48 2018 年。本文中若引用十架約翰著作時，則按英文標題縮

略如下： 

                                                        
46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十字若望靈修思想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10），附

錄 viii。 
47靈修傳統有時也會把「煉淨、光照、合一」看成是靈修的「初學者、進階者、成熟者」三階段。 
48加爾默羅聖衣會將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譯為《心靈的黑夜》，2012 年由星火文化出版，

但為避免與「感官黑夜」（night of the sences）、「心靈黑夜」（night of the spirit）混淆，在本

文中仍稱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為《靈魂的黑夜》，意為包含感官與心靈兩種黑夜。唯引

注時仍以該原中文書名《心靈的黑夜》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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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  

N —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C — Spiriitual Canticle  

F —The Living Flame of Love 

這四部著作的引用，在引文後直接標明出處，不再另外標註在註腳內。例如

（A.1.2.3）是指《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二章第三節，又如（N.2.1.8）則是

指《靈魂的黑夜》第二卷第一章第八節；（C.31.5）則指《靈歌》三十一詩節第五

點；（F.4.14）指《愛的活燄》第四詩節第十四點。若引用中譯本的長引文，49 則

在註腳內註明中譯版本的出處。另十架約翰著作中出現的聖經經文，雖然在加爾

默羅聖衣會所翻譯的中文版中，使用的是天主教思高版聖經譯文，但為符合基督

新教的傳統用法，本文將一律採用和合本聖經的譯文，但若著作中引用的是次經

經文，則仍採用思高版聖經為原則。50 

 

首先，由於研究主題與範圍的限制，本文對「黑夜」討論僅限於與十架約翰

靈修神學有關的部份，其他例如輔仁大學哲學系黃鼎元的碩士論文〈論黑夜的概

念〉，雖然也探討了十架約翰「黑夜」的三階段：煉道、明道、合道，但主要是

從哲學角度探討知識論與神秘知識論，51 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又如輔仁大學

宗教系何豔姍的碩士論文〈C.I.S.A 法在「黑夜」中的詮釋與應用〉， 則是從心

理學與西撒法（C.I.S.A）的角度討論哲學諮商、輔仁大學哲研所聶雅婷的博士論

文〈從「默觀」看東西文化交流與對話──十字若望與莊子的對談〉，則較從文

化與宗教比較角度談論東西文化的匯通，亦不在本文的研究範疇內。52 

                                                        
49長引文是指：中文稿件多於三行、英文稿件多於五行的引文，又稱「區塊引文」（block quotation）。

見臺灣神學院，《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研究報告格式手冊》（台北市：臺灣神學院，2019），6。 
50十架約翰在著作中多次引用次經經文，例如《智慧篇》（Wisdom of Solomon）、《德訓篇》（Wisdom 

of Jesus Son of Sirach）、《多俾亞傳》（Tobit）等。 
51黃鼎元指出，十架約翰的著作中呈現出一套完整的神秘知識論體系，透過士林哲學知識論的系

統，將神秘知識論中的種種表達的淋漓盡致。後世學者如馬里旦（Jeacques Maridan）在《知識

的等級》（The Degrees of Knowledge）書中就把十架約翰的神秘知識論列為最高等級的知識。詳

細討論見黃鼎元，〈論十字若望的「黑夜」概念〉，（碩士學位論文，輔仁大學，2002），21。 
52何豔姍，〈C.I.S.A 法在「黑夜」中的詮釋與應用〉，（碩士學位論文，輔仁大學，2016）；聶

雅婷，〈從「默觀」看東西文化交流與對話──十字若望與莊子的對談〉， （博士學位論文，

輔仁大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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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黑夜」是十架約翰靈修神學的核心，對十架約翰而言，達到與上帝

聯合共融的整個靈性旅程都是「黑夜」。黑夜是起點，黑夜也是過程，黑夜更是

最後的終點。但如同上文所述，在研究範圍上本文將專注在十架約翰詮釋〈黑夜〉

詩作的《攀登加爾默羅山》與《靈魂的黑夜》這兩部著作，因此對十架約翰豐富

整全的靈修歷程，並無法提供全部的觀點，特別是在「聯合」的議題上，本文顯

然無法做出完整的討論與結論。因此，針對十架約翰的另兩部探討「與上帝聯合」

的著作《靈歌》（Spiriitual Canticle）與《愛的活焰》（The Living Flame of Love），

只能留待未來進一步深入研究，這是本研究必須面對的第二個限制。 

第三，是關於語文的限制。由於十架約翰的原典是用西班牙文寫作的，研究

者僅有半年西班牙文的學習經驗，尚無法流暢閱讀西班牙文。所使用的英文譯本

雖已經使用多年且具有相當精確的表達，但若是能直接閱讀西班牙文，則應該另

有新的體會或更貼近十架約翰的原意，由於西班牙語言能力的不足以致在某些方

面可能影響對文本的理解，這也是本研究無法逃避的限制。 

最後，是關於詩的語言限制。詩是最崇高的文學形式，卻也是最難翻譯的文

字，十架約翰是詩人，使用詩的語彙和形式表達其深邃豐富的思想，如同謝華在

研究十架約翰過程中所承認的限制一般，他說：「如果一個西方人不懂漢語而聲

稱自己熱愛李杜詩篇，中國人或會寬容地報以鼓勵的微笑，心底裡卻很難相信他

隔著語言而能真正領會詩歌的意義，因為詩歌語言本身所承載的內涵是翻譯工作

最難以透徹的。」53 的確，詩歌本身已經是深奧的文學，詮釋上有相當的難度，

加上翻譯的問題，就是難上加難，就研究本身而言，這也是極大的限制。 

本研究雖然必須面對以上這些限制，但如同「黑夜」其中所指涉的否定路徑，

在研究過程中承認研究者的未知、無有、有限，並學習與限制共舞，或許也正是

經歷「黑夜」所必須的途徑吧！ 

  

                                                        
53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後記，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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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黑夜初臨：54 十架約翰黑夜的起源 

黑夜初臨， 

懸念殷殷，灼燃愛情， 

啊！幸福好運！ 

我已離去，無人留意， 

吾室已然靜息。          （〈黑夜〉．詩節 1）55 

近代被譽為研究十架約翰靈修思想的重要學者，依恩瑪竇神父（Father Iain 

Matthew）56 認為：「十架約翰就像歷史中的任何人，屬於某一時代和地方，也受

限於某心態、學派、傳統的影響。」57 周學信也認為，要探究基督徒的靈修，必

須從神學和歷史的進路來加以理解。58 換言之，要探索十架約翰所指涉的「黑夜」

起源，需要更多進入十架約翰本人的生命歷程，在他的生命歷史和他所處時代的

靈修傳統來加以理解，到底十架約翰一生中的哪些獨特經歷，使他發展出「黑夜」

的神學與靈修路徑呢？據此，本章第一節首先探討十架約翰與其歷史處境中的靈

修傳統。第二節綜述十架約翰的生平，並進一步根據生平整理一個較完整的年表

以供參照。第三節則聚焦在生命歷程中那些有關黑夜的經歷，並評估對其「黑夜」

起源的影響。第四節則以其作品的剖析來理解其「黑夜」的起源，最後則在第五

節為本章「黑夜」的起源做出小結。 

  

                                                        
54本章標題「黑夜初臨」是引用〈黑夜〉第一節的首句，取其「初臨」的概念，探討「起源」。 
55〈黑夜〉的中譯採用加爾默羅聖衣會的譯文，見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靈魂在成全的境界

之前，必須經歷這些考驗》，加爾默羅聖衣會譯（台北：星火文化，2018），58。另中文版完

整八節〈黑夜〉詳見本文文末的附錄二。 
56依恩瑪竇神父（Father Iain Matthew O.C.D.）1978 年加入加爾默羅會，隸屬於英格蘭-愛爾蘭省，

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論文主題是關於十架約翰，其書 The Impact of God : Soundings 
from St John of the Cross 被譯為多國語言，已然成為認識十架約翰及其靈修的首選。 

57Luis Arostegui，〈前言（寫給中文讀者）〉，依恩瑪竇神父（Father Iain Matthew），《天主的撞

擊：這是聖十字若望的回答》，加爾默羅聖衣會譯（台北：星火文化，2015），13。 
58周學信，《無以名之的雲》，28-9。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Father+Iain+Matthew+O.C.D.&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Father+Iain+Matthew+O.C.D.&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key/%E4%BE%9D%E6%81%A9%E7%91%AA%E7%AB%87%E7%A5%9E%E7%88%B6/area/mid/item/0010676222/page/1/idx/1/cat/001/pdf/1
http://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key/%E4%BE%9D%E6%81%A9%E7%91%AA%E7%AB%87%E7%A5%9E%E7%88%B6/area/mid/item/0010676222/page/1/idx/1/cat/001/pd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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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架約翰與其歷史處境中的靈修傳統 

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的教會處在分崩離析中，教會內部的腐化，加上文

藝復興引進的人文主義，使信仰參雜世俗主義色彩，教會至社會各階層的道德都

越顯敗壞。歐邁安這位著名的天主教靈修史學者，甚至引用被稱為「天主教人文

主義者」伊拉斯姆（Erasmus，1466-1536）於 1501 年所說的話，來描繪當時基督

徒整體的墮落，他說：「即使在異教人之中，也找不到比普通的基督徒更腐化的

人。」59 因此，以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為主的宗教改革運動在歐洲中部、西部和北部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

羅馬天主教內部也同時出現改革的火苗。教宗保祿三世（Paul III，1534-1549 年擔

任教宗）對宗教改革運動有所警覺，設立宗教裁判所在西班牙進行對異端的處置。

1545 年他在意大利北部召開天主教會最重要的「天特」（Trento）大公會議，以

「反改革」來推行天主教會內部靈性革新。60 而改革的火苗可以說是從修會開始

點燃的，有心人士從天主教內部進行靈性、制度、禮儀、神學的反省和革新。 

教會改革的呼聲此起彼落，也影響了西班牙的教會和修會團體。最具代表性

的應該算是西班牙的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在 1540 年成立

的「耶穌會」（Jesuit Order）。而依納爵羅耀拉《神操》（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的出現，正是強烈地意識到教會的缺失，並渴望更新當時的教會。而

他的更新方法，主要是透過交談與神操來助人達致內在的更新。61 依納爵羅耀拉

對當時的靈修傳統帶來兩方面的貢獻，其一是使靈修操練臻於可行完善，其二是

給教會留下一個新的生活模式。62 

另外一個同樣屬於西班牙靈修傳統的就是十架約翰所在的「加爾默羅會」

（Order of Carmelites），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至十二世紀末，傳統認為首批加爾

默羅聖衣會士是加爾默羅山的隱修士，他們自稱為以利亞和以利沙的門徒，這些

                                                        
59歐邁安（Jordan Aumann, O. P.），《天主教靈修學史》，252。  
60劉錦昌，《我的心渴慕我主：基督徒靈修史略》，基督徒靈修系列（台北：使徒出版社，2016），

114-15。 
61陳幸裕，〈論聖依納爵．羅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神操》中的「神枯」〉，華人神學園

地，http://www.chinesetheology.com/ChanHU/SpiritualExercies.htm (取自 2019 年 11 月 28 日)。 
62歐邁安（Jordan Aumann, O. P.），《天主教靈修學史》，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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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修士後來發展成隱修團體，63 並定修會全名為「加爾默羅山榮福童貞馬利亞兄

弟會」（Brothers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of Mount Carmel），會士配戴一種特別

的聖衣（Scapular），故也俗稱「聖衣會」。最初的聖衣會士是單純的隱修者，與

世無爭，以其無名來顯主榮。到了大約 1210 年左右，耶路撒冷宗主教聖雅爾伯

特（St. Albert）制定會規，把以利亞的先知精神和避世隱修的傳統結合起來，具

體表達修會生活的宗旨是「服事耶穌基督」，也構成了加爾默羅靈修的兩大主軸：

愛與純潔。這也反應在後來十架約翰的作品和靈修神學中，成為他生命生生不息

的愛火與徹底淨化靈魂的黑夜。64 

歐邁安也指出，要充分了解十架約翰與其歷史處境中的靈修傳統，必須先理

解他那個時代西班牙基督徒生活的情況。當時基督徒似乎極其推崇那些聲稱自己

能得到特殊啟示、看見異象或異常奧秘現象的人。有些人為了得到這些經歷，甚

至偽裝看見異象和弄出身上的傷痕偽裝成「聖殤」，來吸引基督徒的眼光。在修

院中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充斥追求特殊神秘經驗的怪異現象，認為人可以在奧秘

經驗中就直接與上帝聯合共融，以致排斥一切的制度或規範。西班牙那時的宗教

裁判所調查的就是這種虛假的奧秘主義，宗教裁判所雖然似乎暫時控制了當時混

亂的情況，但長遠來說卻也窒息了正統和正確靈修的發展。65 

1542 年，十架約翰出生於西班牙。距離馬丁路德於 1517 年揭櫫的宗教改革

已經過去 25 年。而 1543 年開始的「天特」大公會議，就是十架約翰出生的隔年。

可以這樣說，十架約翰所處的時代，整個靈修傳統就是處在一個教會極度渴望改

變或改革的氛圍中。加爾默羅會的會母大德蘭（Teresa of Avila）回應天特會議的

呼聲，1562 年在亞味拉（Avila）開始重整修會，並且呼召了十架約翰投入改革的

行列。1568 年，就是在十架約翰二十六歲那年也開始男會士的革新，他創立了第

一所男性的「赤足加爾默羅修會」（Discalced Camelites），革新修會的目的，是

透過禱告和渴望教會的合一，而尋求和主更深的親密，十架約翰一生共創立了十

五間男性的「赤足加爾默羅修會」。66 十架約翰的作品，最早大部份都是為著修

                                                        
63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加爾默羅會聖衣會靈修：修會改革及其會母和會父的默觀〉，《神學

論集》165（2010 秋）：382。 
64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附錄，ii。另參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加爾默羅會聖衣會靈修〉，

382-83。 
65歐邁安（Jordan Aumann），《天主教靈修學史》，270-71。  
66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加爾默羅會聖衣會靈修〉，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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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靈修需要而寫，他的「黑夜」所指涉的徹底煉淨，即使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

靈修傳統中，恐怕也是極為激進的。正如長期關注基督徒靈修課題，並在台灣長

老教會內部，持續推動靈修運動的劉錦昌牧師研究指出：十六、十七世紀在天主

教內部，也是靈修人物備出、靈修運動活潑蓬勃的時期，對於基督徒的內在生命

（inner life）多有探索。67 而十架約翰的「黑夜」靈修神學就是在這樣歷史處境

中的靈修傳統醞釀而生的。 

以下是十架約翰所處時代重要人物與事件對照表：68 

 
 
 
 
 
 
 
 
 
 

                

 

 

 

 

 

圖表 2-1-1 十架約翰所處時代重要人物與事件對照表 

  

                                                        
67劉錦昌，《我的心渴慕我主》，115。  
68圖表 2-1-1「十架約翰所處時代重要人物與事件對照表」，係研究者根據本節內容歸納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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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架約翰的生平69 

十架約翰（John of the Cross），是默觀者、靈修大師、神秘學家、神學家、

西班牙詩壇巨擘，也是天主教修會的重要改革家。1542 年生於西班牙，1591 年

12 月 4 日病逝。1726 年受封為聖人，1926 年受封為教會聖師。他與大德蘭（Teresa 

of Avila）同時代，二人攜手合作，為天主教加爾默羅聖衣會的共同改革者。 

十架約翰的父親為富商之後，母親則為鄉下孤兒。為了與母親共結連理，他

的父親不顧家族勸阻，後遭驅逐並與家族斷絕關係，從此屈從貧寒困境。父親在

其年幼時即辛勞過度病逝，從此家計更加困難。十架約翰身材短小，身高略過 150

公分。九歲起，十架約翰接受教育並在修女院協助修女工作。十六、七歲開始在

醫院照顧傳染病患，深得院長賞識，送他進入耶穌會學院就讀，接受紮實的人文

教育，培育出深厚古典文學素養。 

二十一歲加入加爾默羅聖衣會，次年進入當時天主教改革的主要神學中心的

「撒拉曼加（Salamanca）大學」繼續研讀神學三年。二十五歲被按立為司鐸。同

年遇見了比他大二十七歲的大德蘭（Teresa of Avila），受到她的感召，幫助她改

革加爾默羅修會，使之回歸原初會規的祈禱生活。1568 年，十架約翰二十六歲時

創立了第一所男性的「赤足加爾默羅修會」（Discalced Camelites），他一生共創

立了十五間。然而 1577 年十二月，正值三十五歲的壯年時，他的同會弟兄卻誤

解他，甚至將他監禁，在肉體和精神上極其折磨他。長達九個月的牢獄生活不但

沒有讓他放棄改革，反而加深了他對上帝的愛，耶穌基督的苦難與死亡滲透他的

生命之中；在此期間他寫下著名的詩歌〈靈歌〉，是神秘經驗的極致表達。 

1578 年八月，十架約翰神蹟般的逃離監獄，接著在 1578 至 1588 年歷任男修

院的院長，也是女修院的屬靈導師，照管修會的發展，這十年中間他完成了大部

分的靈修作品。十架約翰的文學造詣高深，是西班牙文學黃金時代重要的作家之

一，最重要的著作有《攀登迦密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靈魂的黑

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靈歌》（Spiritual Canticle）、《愛的活焰》

                                                        
69關於十架約翰詳細生平年表，參閱文末附錄四：「十架約翰生平重要紀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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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ving Flame of Love）等。 

十架約翰最後兩年歲月是在逼迫與疾病中度過，1590 年因為修會內意見分

歧，他喪失了修會內的任職資格。1591 年他以一個平凡修士的身份，隱居在陪紐

耶納（La Penuela）等候上帝新的帶領。1591 年九月初，十架約翰的健康狀況惡

化起來，他前往烏貝達（Ubeda）的修院修養。十二月十四日臨終前的清晨，晨

禱的鐘聲響起，他說：「榮耀歸於上帝，我將會在天上晨禱了。」他望著圍繞他

身邊的每一個人，好像給他們一個個人的信息，他再次吻著十架，閉上他的雙眼，

然後說：「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手中。」70  

                                                        
70何瑞臣（Richard P. Hardy），《十架約翰亦人亦聖》，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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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架約翰生平中的黑夜經歷 

Iain Matthew 發現，十架約翰的著作正是醞釀自他瀕臨最軟弱的經歷和時刻。

71 的確，十架約翰豐富而深邃的「黑夜」神學與靈修，是從他一生獨特的經驗中

所結出來的果實。因此，爬梳十架約翰生命中那些愛、痛苦、幽暗的經歷，有助

我們辨識與探索「黑夜」的起源。以下就從根據上文所描述、整理的生平與年表，

找出那些特別指涉「黑夜」經驗的事件加以探討。 

 

父親為著所愛的母親而被原本富裕的家族視為叛徒、斷絕關係，失去繼承權

和身份，這份慷慨的愛情帶來辛酸備嚐的家庭生活。早年喪父，母親帶著他和十

二歲的哥哥，一家三口被迫長途跋涉向父親家族的人求援，再一次，被無情的拒

絕。十架約翰很小就經驗到世情冷暖，雖然他出生於十六世紀超強國的西班牙，

社會上卻也同時充斥著普遍的貧窮與根深蒂固的歧視。活在中世紀的後期，十架

約翰和他的原生家庭算是底層、失敗、貧窮者。在貧窮的環境中勉力掙扎維生的

童年和單親生活，使他暴露在生命敞開的創傷中，並且置身在此創傷中成長。 

雖然十架約翰的童年顛沛流離，在社會底層打滾，朝夕不保勉強餬口。但因

為母親的溫良慈愛，能勇敢迎向生活的挑戰，不僅獨立撫養兩個孩子，也因著自

己的貧窮而常與更窮的人分享食物，這來自母親堅定的愛，伴隨著生活痛苦遭遇

的童年經驗，同樣滋養了十架約翰的生命和個性。 

 

十架約翰九歲時舉家遷到梅地納，這是貿易中心，吸引北歐、東方的人群但

也帶來疾病。幼小的十架約翰，一方面被送到收留窮人和弱勢兒童的學校就讀，

稍長一些時，一方面也必須在城中的醫院打雜兼看護病人，這是特別收容梅毒病

患的救濟院。在敏感的青春期，他沒有一般青少年意氣飛揚的狂飆生活，反而陪

伴他的是感染性病的瀕死病患。再一次，年輕的生命與死亡相遇，在這樣黑暗與

                                                        
71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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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環境中，十架約翰這位青少年卻能以相當堅強和慈愛的態度來面對，他對

瀕死病患非常靈敏和關愛。這早年的特殊經驗和對死亡的體會，全都蘊藏在他後

來的詩作裡面了。 

 

十架約翰廿一歲加入加爾默羅修會，思想前路，渴望進入更深的呼召。廿五

歲開始任職服事那年，遇見了正在改革修會的大德蘭。當初次相遇時，十架約翰

對牧職其實毫無經驗，大德蘭幫忙塑造他，但十架約翰也同樣地塑造了大德蘭。

在 1572-1577 年他們相處五年期間，十架約翰成為大德蘭主管的亞味拉（Avila）

「基督道成肉身修道院」的懺悔神甫（confessor）和屬靈導師，無論是靈性成長

和靈修洞見，他們在相互影響極大。大德蘭和十架約翰亦師亦友、相濡以沫，大

德蘭的生命榜樣、深深感召了十架約翰，使他回應上帝的呼召，一生從事牧職，

投身修會改革、追求屬靈生命的進深，也幫助人遇見基督，與主聯合。而其參與

的修會改革，走了與當時不一樣的路線，面對艱困的環境與反對勢力，大德蘭溫

暖的支持是他牧職生涯重要的支柱。再一次，獻身與溫暖兼具的這些經驗，使十

架約翰成為真正的他。 

 

十架約翰參與修會的改革，遭致保守派的強烈敵意。1577 年，十架約翰正值

人生 35 歲的黃金歲月，同屬修會內的反對勢力爆裂開來。十二月初的一個寒夜，

一行人挾持了十架約翰，穿越寒冷的瓜達拉馬山脈（Sierra Guadarama）把他帶到

托利多，監禁在一間六呎寬十呎長，原本作為小壁櫥改建的「壁櫃監牢」中，四

壁蕭條、只有高處一條裂縫透出一絲光線和通風。托利多的冬天酷寒、夏天令人

窒息，惡臭的氣味、極少的食物造成營養不良、定時鞭打引起皮膚潰爛、腐爛的

衣服、蝨子，加上心靈的折磨、辱罵訕笑，身體和精神的苦待、情緒的傷害，心

靈的憂慮，與上帝的關係備受考驗。這漆黑一片似乎無止盡的棄絕長達九個月，

即使他需要感受上帝的臨在，卻越發感覺上帝的不在。他被關期間遭受極深的內

                                                        
72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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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痛苦與黑暗。73 Iain Matthew 甚至引用那時代的見證人的話說：「有時候，上

帝完全隱退，讓他在漆黑的牢房中內心滿是黑暗。」74 

在這被隔離和棄絕的雙重剝奪中，他的內在自我被煉淨，痛苦是前所未有的，

信心受到嚴厲的試驗，黑暗使他發出毫無掩飾的呼聲：「上帝，祢在哪裡？」也

是這個黑夜的深刻經歷，他寫下了追尋上帝，那動人心弦的〈靈歌〉： 

祢藏在哪裡？ 

心愛的， 

留下我獨自嘆息， 

祢宛如雄鹿飛逝， 

於創傷我之後； 

我追隨呼喚， 

卻杳無蹤跡。           （〈靈歌〉．詩節 1）75 

這是〈靈歌〉的第一詩節，卻道盡了十架約翰在那段黑夜時間的所有永恆的

追問。這九個月的痛苦黑夜經驗也孕育了出獄後不久所寫成的〈黑夜〉： 

黑夜初臨， 

懸念殷殷，灼燃愛情， 

啊！幸福好運！ 

我已離去，無人留意， 

吾室已然靜習。                     （〈黑夜〉．詩節 1）76 

十架約翰後來寫的書，都是詩的註解，透過詮釋帶我們進入詩中，展現詩境，

洞察造就詩作的嚴酷考驗：與死亡如此靠近，身心靈經歷無盡黑夜，成為十架約

翰「黑夜」神學與靈修的底蘊。 

                                                        
73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10. 
74Testimony of the nuns of Sabiote, in Eulogio Pacho San Juan de Cruz sus escritos Madrid, Ediciones 

Christiandad 1969, 111. 
75十字若望，《靈歌：我的雙眼仰望祢，我看見祢的美麗》，加爾默羅聖衣會譯（台北：星火

文化，2015），31。 
76這裡〈黑夜〉詩歌的中文翻譯，是採用加爾默羅聖衣會的翻譯，完整詩歌譯文列於文後附錄

二。見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58。 



24 

 

黑暗牢獄的歷練並沒有隨著他重獲自由而結束，他那段靈性黑暗期的反思，

還要經過一個時期才臻成熟。脫獄不久時，他傾向較單純的把苦難作為一種考驗。

78 1578-1588 這十年時間，十架約翰出任培亞城（Baeza）新修院院長，頂著反對

者的中傷與刁難，繼續不懈的進行修會改革工作。同時在這人生屬靈生命經歷黑

夜進入圓熟的時期，陸續完成了四部主要著作：《攀登迦密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靈魂的黑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靈歌》（Spiritual 

Canticle）、《愛的活焰》（The Living Flame of Love）。這些詩歌及其註釋，不僅

是他對那段黑夜經歷的安放，也是他用以展敘靈修全程的線索。 

1590 年十架約翰在一次的禱告裡，當他聽到耶穌對他說，他可以祈求任何想

要的恩惠，十架約翰的回應是：「主，使我為你的緣故而受苦且被鄙視。」這個

解執的禱告，正是十架約翰「黑夜」神學與靈修的信念。事實上，十架約翰的晚

年最常的禱告是類似這樣解執的禱告：「不要以長上的身份逝世，而願承受痛苦

與孤獨，死在一個無人所知的地方。」79 這個禱告不久得到主的回應，1591 年十

架約翰因為得罪新來的赤足加爾默羅會代理總監而被革除職位，且因逼迫和疾病

承受許多苦難。1591 年十二月十四日臨終之時，他只是平靜地重複一句經文，也

是耶穌在十字架上說過的話：「天父，我把我的靈魂交在你手中。」80 

十架約翰到了人生最後兩年，又再次經歷剝奪與黑夜，正印證他一生所探索

的靈修路徑：黑夜不再只是靈修階段需要跨越的某個階段，而成為他靈修的出發

點、道路和終向。81 

  

                                                        
77detachment 雖有「超然」、「超脫」的意思，但西班牙文為 nada，意為「無」，劉錦昌論十架約

翰的專文即把 detachment 譯為「空無」。何瑞臣（Richard P. Hardy）認為「超脫」（detachment）

是和「執著」（attachment）相對，他認為對十架約翰來說，「執著」的意思是被事物所拘束，

而「超脫」是不受那個拘束，放手「執著」就得著自由「超脫」。相關討論參劉錦昌，《基督

信仰的靈修觀-人物與思想》，（新竹：聖經書院，2012），546-48；何瑞臣（Richard P. Hardy），

《十架約翰亦人亦聖》，130。 
78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8。 
79吳東昇，《靈魂之愛火》，233。 
80歐邁安（Jordan Aumann, O. P.），《天主教靈修學史》，271-72。 
81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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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夜」的起源：作品剖析 

正如羅雲．威廉斯準確的觀察：「十架約翰的作品若不放在他生命諸般掙扎

的脈絡下，是不能正確解讀的。」82 的確，十架約翰是藉著生命中所經歷的愛、

熱情、掙扎與痛苦，然後才淬煉書寫出他的著作來。毫無疑問，「黑夜」是十架

約翰所有作品的核心概念。這些作品也形塑了其指涉「黑夜」的起源。 

十架約翰的著作若和歷代靈修傳統的作者相比，在數量上顯然少了許多，但

即使如此，他的作品卻主題前後一致。83 他所關注的中心論題是引導人走上「與

上帝聯合」的靈修途徑，而此聯合之途的開始、過程、和終向都指向「黑夜」。 

根據柯文諾神父(Kieran Kavanaugh, O.C.D.)編撰的《十架約翰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John of Cross），十架約翰一生的著作大約劃分為：詩集、格

言：《光與愛的話語》（Sayings of Light and Love）、書信、《攀登加爾默羅山》

（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靈魂的黑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靈歌》（Spiriitual Canticle）、《愛的活燄》（The Living Flame of Love）。前面

三個是小品，後四個是論著，詩歌不逾一千行，論著不逾一千頁。84 十架約翰最

早寫作的詩歌作品〈靈歌〉（Spiriitual Canticle），是在他三十五歲被囚禁在托利

多（Toledo）「壁櫃監牢」時所寫的，出獄後則陸續完成了另兩首詩歌：八節的

〈黑夜〉（The Dark Night）、四節的〈愛的活焰〉（The Living Flame of Love）。

可以這樣說，他先做了詩人，然後才因著當代讀他詩作的第一批讀者要求，而以

散文體的方式寫了系統化的闡述，來表達他關於靈魂煉淨與屬靈生命轉化的教導。

基於這三首詩歌，十架約翰寫出了四部近一千頁左右的註釋散文，來闡揚他對靈

魂在追尋上帝的旅程中，所經歷的種種。而其中一再出現的主題是關於「靈魂的

黑夜」和意象。事實上，八節的詩歌〈黑夜〉（The Dark Night），引發兩部長篇

的註釋書：《攀登加爾默羅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和、《靈魂的黑夜》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82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61. 
83加爾默羅聖衣會，〈導讀篇 1：聖十字若望純愛的一生與著作〉，353。 
84Ibid.,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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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是十架約翰詩歌作品與註釋書的對照表：85 

詩歌作品 註釋書 

名稱 名稱 主要靈程階段 

〈黑夜〉 

（The Dark Night） 

《攀登加爾默羅山》 

（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 
煉淨：主動 

《靈魂的黑夜》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煉淨：被動 

〈靈歌〉 

（Spiriitual Canticle） 

《靈歌》 

（Spiriitual Canticle） 
光照、聯合 

〈愛的活焰〉 

（The Living Flame of Love） 

《愛的活焰》 

（The Living Flame of Love） 
聯合 

圖表 2-4-1 詩歌作品與註釋書對照 

從上表中觀察，發現這四部著作構成十架約翰對屬靈生命成長追求的完整架

構，靈魂經過「黑夜」的煉淨，至終進入與神聯合的成全。其中，根據詩歌〈靈

歌〉寫成同名的註釋書《靈歌》，把人的靈魂通往上帝之旅程當成一則寓言，經

過靈修傳統煉淨、光照、聯合的三個階段，達到今生可能有的最高屬靈經歷：「神

婚」（Spiritual Marriage）。86 而另一部與詩歌〈愛的活焰〉同名的註釋著作《愛

的活燄》，描繪的則都是與上帝奧秘聯合的頂峰經歷。87 

《攀登加爾默羅山》88 與《靈魂的黑夜》89 雖是兩部書，但書的結構、處理

的問題，是一脈相承的，都是〈黑夜〉這首詩的註解。十架約翰說：「靈魂要達

到成全的境地，通常必須先經過二種主要的夜。」（A.1.1.1）這「二種主要的夜」，

指的是感官與心靈的夜，並各有主動與被動階段。他說：「第一個夜或煉淨，涉

及靈魂的感官部份，也是本書第一卷要談論的。其次是心靈的部份，就是接下來

                                                        
85吳東昇，《靈魂之愛火》，235。  
86「神婚」（Divino desposorio）的概念，是十架約翰表達人與神結合的成全之境，在《夜》裡僅

出現一次（N.2.24.3），在《靈歌》中則有較詳盡的解釋。參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204。 
87吳東昇，《靈魂之愛火》，235。 
88本文從這裡開始，《攀登加爾默羅山》簡稱《山》，以下同。 
89《靈魂的黑夜》簡稱《夜》，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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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詩節述說的；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我們也要談論主動的夜；至於被動的

夜，將在第四卷中解說。」（A.1.1.2）意即《山》第一卷談主動的感官之夜，第

二卷和第三卷談主動的心靈之夜。但是《山》全書只有三卷，因此在十架約翰的

計畫中，《夜》是第四卷，繼續談被動的夜。 

因此，可以這樣說，《山-夜》其實是「一本書」，是〈黑夜〉這首詩的註解，

內容如下表：90 

《攀登加爾默羅山》-《靈魂的黑夜》 

1《山》第一卷：15 章 主動感官之夜 克制欲望 
註解〈黑夜〉 

第一詩節 

2《山》第二卷：32 章 

主動心靈之夜 

信：淨化理智 
註解〈黑夜〉 

第二詩節 
3《山》第三卷：45 章 

望：淨化記憶 

愛：淨化意志 

4《夜》 第一卷：14 章

第二卷：25 章 

被動感官之夜 

被動心靈之夜 
上帝淨化靈魂 

註解〈黑夜〉第一詩節 

註解〈黑夜〉第一至三詩節 

圖表 2-4-2 〈黑夜〉註解內容分析 

《山》和《夜》是建構十架約翰關於「靈魂的黑夜」的主要作品和來源。他

在脫離備受黑夜煎熬的「托利多黑夜之囚」不久之後，為《山》這部著作寫下了

這句具有指標性的話：「靈魂的黑夜，就是信仰本身。」（A.2.1.3）這如同是他

對自己靈修體會的總結，同時也為後來的闡釋定下了一個基調：對他而言，靈修

並非某種特定的操練、技巧或境界，而是以「黑夜」（dark night）所象徵的基督

信仰本身。91 因此，黑夜的濫觴由此展開。 

  

                                                        
90加爾默羅聖衣會，〈導讀篇 1：聖十字若望純愛的一生與著作〉，357。 
91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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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十架約翰用「夜」和「黑夜」的比喻和意象，來反應人的靈魂通往與上帝聯

合的旅程，如同「攀登加爾默羅山」之屬靈旅程一般，從起點、過程到終點都會

經歷黑夜。92 而此「黑夜」不是一種短暫的屬靈狀態，反而是一種長久且深邃與

上帝親密相愛的屬靈真實。黑夜是痛苦、剝奪的，但對每一個追求與上帝聯合，

認識上帝、愛上帝的基督徒而言，黑夜也是不可避免的。Perrin 就指出，因著我

們對上帝的奧秘無法全然明白，人生有時如同處於一個在上帝愛的擁抱中的「囚

牢」，但這囚牢卻是榮耀與奧秘的。93 McGinn 的觀察很犀利，他認為在十架約

翰看來，這「榮耀與奧秘的囚牢」就是「黑夜」，而在黑夜旅程的每一處，上帝

的愛都「擁抱」著攀登高山的客旅。94 

據此，要達到與上帝聯合，必須經過一系列的黑夜的煉淨與剝奪。十架約翰

整個「黑夜」思想的推衍，就在處理「靈魂的煉淨」。他認為「夜」是個象徵，

他說：「靈魂的淨化我們稱為黑夜。」（A.序.6）95 因此身體與心靈所有的官能

都要進行劇烈且徹底的淨化。黑夜和煉淨有關，如同基督耶穌對每一個追隨他的

人所說的話：「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可

8:34）「捨己」就是激進的剝去自我，好能「跟隨」主，就是像基督一樣自我倒

空「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腓 2:7）正如馬里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這位代表著二十世紀一個先知性聲音的呼籲：「基督徒若想

真實跟隨耶穌，就必須以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所示範的方式，煉淨一切手段（the 

Purification of Means），無所羈絆地來跟隨基督。」96 就此意義而言，「煉淨一切

手段」這也正是十架約翰「黑夜」的核心。 

  

                                                        
92吳東昇，《靈魂之愛火》，236。 
93David B. Perrin, “John of the Cross (1542-91) The Dark Night,”in Christian Spiritiuality: The Classics, 

ed. Aruthur Holder (Kindle version), (New York: Roultedge, 2010). 
94Bernard McGinn, The Doctors of the Chruch: Thirty-Three Men and Women Who Shaped Christianity (New 

York: Crossroad, 1999), 151. 
95（A.序.6）的縮略在這裡是指《攀登加爾默羅山》序言第六節。 
96「煉淨一切手段」（the Purification of Means）片語，是畢德生引用 Jacques Maritain 的話。見畢

德生（Eugene H. Peterson），《耶穌的道路》，郭秀娟譯，新北市：校園，2009，16。另參 Jacques 

Maritain,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and Sons, 1936),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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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動的感官黑夜：經由割捨達致成全 

黑夜初臨， 

懸念殷殷，灼燃愛情， 

啊！幸福好運！ 

我已離去，無人留意， 

吾室已然靜息。          （〈黑夜〉，詩節 1） 

這是〈黑夜〉的第一詩節，〈黑夜〉整首詩共有八節，十架約翰寫了《山》

與《夜》兩本著作來詮釋〈黑夜〉的詩，其中篇幅最長的是《山》這部書，共有

三卷合計九十二章。詩歌蘊義深遠，詩的語言精簡豐富，十架約翰使用詩歌表述

其思想，作為一個敏銳的詩人，十架約翰意識到即使單一意象或簡潔的詩句也能

夠捕捉他想發揚的內涵。但為了回應大德蘭革新加爾默羅修會隱修女的邀請和男

會士的需要，他才開始用散文來解釋自己的詩作。97 羅雲．威廉斯說的對：「十

架約翰是做了詩人，之後才寫了系統化的闡述。」98 雖然整部《山》只詮釋了〈黑

夜〉的開頭幾句，並沒有把〈黑夜〉八節詩歌完整詮釋，但羅雲．威廉斯也認為

這並無損十架約翰對整個黑夜靈修與神學的闡釋：「因為針對任何一行詩句所作

的長篇評註，也同樣能夠用於其他詩句。」99 

十架約翰在《山》第一卷第一章，開宗明義簡要的解釋第一詩節的意義： 

靈魂「懸念殷殷，灼燃愛情」因著上帝的吸引，只為了愛祂，燃燒著愛

火，在一個「黑夜初臨」裡離去。這黑夜就是剝除和淨化感官所有的欲

望，對所有外在的世物、肉身的享樂、及愛好的私意的欲望。這一切都

發生在這個感官的煉淨中。靈魂被上帝放進這個黑夜，經歷許多美好的

事。因此，靈魂說這是「啊！幸福的好運！」因為沒有任何肉身的欲望，

也沒有其他的事物能阻礙。「我已離去，無人留意，吾室已然靜息。」

因為除非欲望被削弱且沉入睡眠，靈魂無法從導致痛苦和憂傷的欲望

小屋中離去。所以感官的部份已經靜息，欲望在他裡面睡著了，他也在

欲望內沉睡。而且因為在黑夜裡離去，亦即上帝藉著缺乏從靈魂拿走一

切，所以這是靈魂的夜。（A.1.1.4-5）100 

                                                        
97何瑞臣（Richard P. Hardy），〈一條通往愛的道路〉，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14。 
98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62. 
99Ibid. 
100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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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約翰在簡要闡釋第一詩節的意義之後，繼續說明「黑夜」是什麼。事實

上，《山》這部著作從一開始就談論黑夜：「靈魂經過黑夜，達到與上帝之愛完

美結合。」（A.序.1）十架約翰稱這「靈魂與上帝結合的歷程為夜。」（A.1.2.1）

他把這黑夜歷程的起點、過程、終向分成三部份，而這整個歷程都是黑夜。101 

第一、靈修旅程的起點，相似黃昏：要離去時對一切事物的欲望必須逐漸消

除，摒棄絕它們。這個否定與剝奪對所有人的感官彷彿是黑夜。 

第二、在旅程的路途中，有如深夜：靈魂通往結合的道路所需要的是信心，

而信心對理智而言如同黑夜。 

第三、在旅程的終點，接近黎明：超越的上帝對渺小的人而言，上帝本身就

是一個奧祕莫測的黑夜。（A.2.2.1） 

十架約翰進一步提到「靈魂達到成全的境界，通常必須先經過二種主要的夜。」

（A.1.1.1）這兩種主要的夜指的就是「感官」（sences）和「心靈」（spirit）的夜。

「感官之夜」是為剝掉我們對世界事物的慾望和感情依附，而「心靈之夜」則是

為剝淨我們對屬靈愉慰經歷的渴望和情感依附。這兩種夜也各有「主動」（active）

和「被動」（passive）階段，「主動階段」是指我們主動與上帝的恩典合作，脫

去舊人那些攔阻我們與上帝親近的事物，也是《山》所要談論的主題，涵蓋《山》

整部書的內容：《山》第一卷談論「主動感官黑夜」（active night of the sences），

第二、三卷談論「主動心靈黑夜」（active night of the spirit）。此外，主動的煉淨，

表明淨化的力量來自靈魂自身的努力，亦正如「攀登」一詞所表達的，主動努力

去登山一樣。在人這一方需要主動地與上帝的恩典合作，竭力脫去舊人那些攔阻

我們與上帝親近的所有欲望，靈魂在愛火中點燃，進入上帝的幽暗中，並且深深

籠罩在所有感官與心靈的黑夜中。 

而「被動階段」則強調，讓上帝主動在我們裡面做剝奪和煉淨的工作，我們

自己不能做什麼，只須放手、超脫執著，領受上帝的恩典讓上帝來做。這部份則

是《夜》這部著作所談論的主題：《夜》第一卷談論「被動感官黑夜」（passive 

night of the sences），《夜》第二卷談論「被動心靈黑夜」（passive night of the spirit）。

                                                        
101這夜的三個部份合起來是一個夜，恰如自然的夜有三個部份一樣：黃昏、深夜、黎明（A.1.2.5）。

另見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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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靈修進程來說，《山》適用於「初學者」，《黑夜》則適用於「進修者」。

（A1.1.3） 

十架約翰指出「靈魂的煉淨」或說「黑夜」的進程不是直線的，而比較像是

螺旋形，但按照「感官」、「心靈」與「主動」、「被動」這四個向度的組合，

以及黑夜在靈魂中的深入，是由外到內、由感官到心靈，層層剝開黑夜籠罩的欲

望屏蔽，因此一般說來仍有以下四個次序：主動的感官黑夜、主動的心靈黑夜、

被動的感官黑夜、被動的心靈黑夜。而這四個黑夜都和煉淨有關。依循此次序，

本章將優先處理「主動感官黑夜」的種種樣貌和描述，並提出進入此主動感官黑

夜的靈修路徑。 

 愛的道路：攀登欲望的高山 

舊約中，「加爾默羅山」102 是先知以利亞和巴力較勁之地，在山上以利亞擊

敗四百五十位假先知，為以色列百姓重新建立對上帝的信仰（王上 18:20-46）。

加爾默羅山，就其象徵意義而言，是祈禱的地方，上帝在那裡顯示祂自己，在那

裡，我們能夠與祂相遇，經驗祂，並且和祂結合。103 加爾默羅山是以色列北部臨

靠地中海的一座高山，意即「上帝的葡萄園」。何瑞臣觀察到十架約翰透過登山

「揭示行走此一道路中的境況，該或不該做的事，為能向上帝的所有恩典開放，

這也是邁向三一神的朝聖路途中，上帝賜給每一個追尋祂的人和群體的恩寵。」

104 何瑞臣同時認為攀登加爾默羅山，其實就是登上「一條通往愛的道路」，因為

十架約翰是在熾熱的愛火中走上放開的道路，為上帝造出空間，105 並主動地煉

淨感官的欲望，攀山越嶺向著他所愛的主而去。 

十架約翰以登山的意象，並手繪一張登山地圖，告訴我們靈魂達到與上帝合

一，必須經歷許多困難和煉淨，才能抵達「山頂」，走到與上帝親密結合的道上。

                                                        
102「加爾默羅山」（Mount Carmel）在中文和合本聖經中翻譯成「迦密山」。 
103Fr. Saverio Cannistra，〈在加爾默羅山和上主相遇〉，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12。 
104何瑞臣（Richard P. Hardy），〈一條通往愛的道路〉，15。 
105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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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這張「攀登加爾默羅山地圖」，又稱「成全聖山圖」，可以說是十架約翰談論

人與上帝聯合之途的地圖與指標。不僅標出目的地，也一路指出方向、提供裝備

和登山的方法。在那個時代，幾乎加爾默羅會的修女與修士人手一張。「黑夜」

靈修神學的路徑在這裡不僅是攀單一座欲望的高山，也同時被定調為是「一條愛

的道路」。 

十架約翰手繪的「山圖」包含了四個部份： 

第一、山頂：上帝在最中央，只有上帝的榮耀和光榮居於此山。（耶 2：7）

至此已沒有道路，因為義人沒有法律，他本身受法律。周圍環繞著德行與恩賜：

右邊包含「正義、剛毅、愛德、虔敬」，並寫著「痛苦與我無關」；左邊則包含

「愉悅、歡欣、喜樂、平安」，並寫著「光榮與我無關」。 

第二、中央的道路：成全精神的加爾默羅山路，107 狹窄且突出，寫滿了「虛

無」，108 重複了七次，甚至在山上也是虛無。 

第三、旁邊的兩條大路：不成全精神之路，分別寫著五種短暫的世福。右邊

的路指出「地上之物」是「財富、快樂、知識、安慰、安息」，但都標示出出「不

是那個」，很少渴望它們時，全有它們而不渴望，愈渴望尋求它們，找到的愈少。

左邊的路指出「天上之物」是「光榮、快樂、知識、安慰、安息」，但也標示「不

是這個」，已經不再渴望它們時，全有它們而不渴望，愈渴望擁有它們，找到的

愈少。以此強調「這個」和「那個」都要捨棄。 

第四、山腳下：列舉一些詩節，教導登上山頂的方法，十架約翰不僅給出地

圖，也為登山者指出路標和方向。 

「攀登加爾默羅山地圖」如下：109 

 

 

                                                        
106李秀華，〈登上加爾默羅山：單純的凝視〉，《神學論集》174（2012 冬）：496。 
107此處所指「成全精神的加爾默羅山路」的「精神」，應該指的是兩種主要的夜其中的「心靈」

（spirit）之夜，與之相對的則是「感官」（sences）之夜。 
108「虛無」西班牙文為 nada，意為「無」，劉錦昌論十架約翰的專文即把 nada 譯為「空無」，

見劉錦昌，《基督信仰的靈修觀-人物與思想》，546-48。 
109此圖亦簡稱「山圖」，見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40-41。西班牙文原手稿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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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1- 1 攀登加爾默羅山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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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身離去：主動感官黑夜的面容 

轉身離去，就是離開欲望的居所，所以十架約翰說：「我們在此稱之為夜，

表示剝除愛好一切事物的欲望。」（Ａ.1.3.1）「愛好」一詞的西班牙文是 gusto，

有很多不同意思：指味覺器官，表示很有滋味、趣味、令人喜歡、滿足、愉快、

愛好、滿全、享受等。十架約翰使用「愛好」（gusto）在黑夜的論述中是一個很

重要的關鍵字，指出人所以不能達到對世物的自由與空虛，主要是因為對世物的

愛好和欲望，而不是擁有世物的本身。110 謝華就主張：「離開小屋」是馴服感

官、擰息欲念，是靈修的起點，也是克修者的基本姿態。111 的確，不斷告別、割

捨、從世界轉身、離去，是進入感官黑夜的起點。同時，離開也代表著一種終向

的目標，那就是為了回天父的家，而這「我已離去」的過程可能「無人留意」，

沒有任何人的面容和眼光的呼應，即使如此，在上帝那裡可以止息欲望，重獲身

心安定，以另一種對欲望的割捨，來達致生命的成全。 

十架約翰在這一個主動的感官黑夜裡，至少指出三重「轉身離去」的面容：

光的剝除、五官的黑暗、欲望的虛無，分述如下： 

 

十架約翰談到剝除愛好一切世物時說：「夜不是別的，就是光的剝除。」

（A.1.3.1）這樣帶來的結果是使一切藉著光看見的對象也被剝除，使視覺留在黑

暗中，什麼也看不見。克制欲望就如同光的剝除，好像視力藉著光被能看見的東

西餵養，靈魂也是藉著欲望被感官的愛好餵養。而把光熄滅就是克制欲望，靈魂

不再被感官的愛好所餵養，欲望就只能留在黑暗和一無所見一無所有中。 

「光明」與「黑暗」其實是兩個相反卻又相成的悖論，聖經充滿這兩者的隱

喻。舊約中神的同在藉著「雲柱」象徵與以色列百姓的同在，雲柱使光與黑暗兩

邊不得相近，出埃及記十四章 20 節：「在埃及營和以色列營中間有雲柱，一邊

黑暗，一邊發光，終夜兩下不得相近。」新約聖經則有多處經文提到黑暗與光明

                                                        
110相關討論見（A.1.3.1）的譯註 16。參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57。  
111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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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不妥協。耶穌基督自己就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 8:12）又說：「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裡。」（約 12:46）使徒約翰在約翰福音一章 5 節說：「光照在黑暗

裡，黑暗卻不接受光。」保羅則說黑暗與光明互相矛盾，彼此毫不相似，哥林多

後書六章 14 節：「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新約聖經多處教導耶穌基督要

「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西 1:3）並且「祂救了我們脫離黑

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裡。」（西 1:4）彼得說耶穌基督「召我們出

黑暗入奇妙光明。」（彼前 2:9） 

但舊約另一處也同時記載，當上帝在西乃山上「從火中、雲中、幽暗中」（申

5:22）向摩西頒布十誡之後，上帝在黑暗中與人親近，申命記五章 23 節：「那

時，火焰燒山，你們聽見從黑暗中出來的聲音；你們支派中所有的首領和長老都

來就近我。」此外，人在完全的黑暗中，因著與神的相會，反而得著真實的光照。

當所羅門建立聖殿竣工時，「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充滿耶和華的殿；甚

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那時所羅門說：耶和華曾說，

他必住在幽暗之處。」（王上 8:10-13) 聖殿裡的「至聖所」是人與神相會之處，

裡面完全沒有天然的光，只有神榮耀同在的榮光在黑暗中，而在這完全的黑暗裡，

天然的光被剝除淨盡，如同人在黑暗中割捨所有天然欲望，單單沈浸在上帝那超

自然的榮光中。 

「黑暗」與「光明」在聖經的文本脈絡裡有著多重悖論的弔詭：有時是不得

相近、有時是彼此矛盾、有時是出黑暗入光明、也有時是在黑暗中就是光明。十

架約翰所指涉的「光的剝除」，就是主動克制感官的欲望，而走向在幽暗中充滿

榮光與人相會的上帝。 

 

十架約翰雖然是充滿詩意與詩心的詩人，但也是飽受經院哲學訓練的神學家，

他的論述經常緊扣聖經經文並且善用例證和隱喻。因此，十架約翰在論述「光的

剝除」是克制欲望起步之後，緊接著就舉身體五個官能的實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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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官的內容與功能如下表：112（A.1.3.2）  

五官 功能 經驗 克制欲望 

耳朵 聽覺 聽到愉悅的聲音 

留在黑暗 

與空無所有中 

眼睛 視覺 看見悅人的景色 

鼻子 嗅覺 聞到芳香的味道 

舌頭 味覺 嚐到甜美的食物 

皮膚 觸覺 摸到柔軟的東西 

圖表 3-2-1 五官的功能 

十架約翰認為就著身體與靈魂來說，靈魂如同「囚禁在黑暗的地牢中」，而

感官就如同「牢房的窗子」。（A.1.3.3）如果沒有承受任何來自感官的知識，人

是無知的，因為沒有任何知識能從其他來源灌輸給靈魂。但也因為通過這些感官

感知世物，各式各樣欲望佔據了人的靈魂，使人不再專注於造物主的身上。聽覺、

視覺、嗅覺、味覺、觸覺這五官如同「窗戶」，是人用來感知事物的第一個入口。

人當然不能不聽、看、聞、嚐和觸，這是造物主美好的創造與設計，使人可以體

會經驗與認識世界，但十架約翰認為感官功能使靈魂不能自由的真正問題，不在

於如何使用五官，而是在於人的理智與意志，在於人的自由意願和計畫。（A.1.3.4）  

換句話說，十架約翰談的不是五官對世物的眷戀和佔有，而是談靈魂的欲望，

因為「如果對事物懷有欲望，即使剝除了事物也不能使靈魂赤裸。」（A.1.3.4）

所以要處理和割捨的不是感官的能力，對五官的煉淨並非指不再使用它們，因為

這是不可能的，感官黑夜真正要做的是否定對一切事物的貪愛，113 是要「剝裸

靈魂對事物的愛好和欲望。」（A.1.3.4）如此，人即使擁有世物，仍能處於對世

物的自由和空虛中。Howells 在研究十架約翰和大德蘭的著作中就認為，人要追

尋上帝的奧秘，首先要做的就是使感官得到淨化、純粹化、無限化或神秘轉化，

才能重整靈魂的能力，達到靈修的目的。114 這種不被世物捆綁，「有似無、無似

有」的悖論，聖經中最好的例子是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六章 10 節裡的宣告：

                                                        
112十架約翰原著中並無圖表，本圖表係研究者根據文本自繪。 
113黃鼎元，〈論十字若望的「黑夜」概念〉，54。 
114Edward Howells, John of the Cross and Teresa of Avila: Mystical Knowing and Selfhood (New York: 

Crossroad, 200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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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所以十架約翰才說要讓五官「留在黑暗和

空無所有中。」（A.1.3.3）這也是轉身離去，使五官黑暗的最好姿態。 

 

主動感官黑夜旅程，靈魂「轉身離去」的三重面容開始於光的剝除，繼之將

五官留在黑暗與所有空無中，緊接著在欲望的虛無上達到第三重的高潮。十架約

翰的黑夜，一再觸及這個核心：「為走向與上帝結合，必要真實地經過這個感官

的黑夜，亦即克制欲望。」（A.1.4.1）克制欲望其實建基在十架約翰的「獨一真

神」的神學基礎上，如同羅雲．威廉斯所觀察，那就是「上帝迥非世上萬物，無

一物可取代上帝」，115 而靈魂一旦嚐過上帝的美善滋味，一切塵世或受造物的

美善就只能是「虛無」罷了。這種偉大的獨一神觀，不僅指出了受造世界與創造

主之間的無限對立與絕對距離，116 更使「上天下地的萬物與上帝相比時全然虛

無。」（A.1.4.3）十架約翰多次使用「虛無」這個詞來表達欲望的無能與無用，

在「山圖」裡描繪中央的道路時，就指出成全精神的加爾默羅山路狹窄且突出，

寫滿了七次「虛無」，甚至抵達山頂時也是「虛無」。「虛無」西班牙文為 nada，

本意為「無」，但 nada 的英譯是 detachment，也有「超然」、「超脫」的意思。

117 換句話說，這就是十架約翰的意思：「靈魂愛戀受造物，在上帝面前也是虛

無，且更甚虛無。」（A.1.4.4） 

當靈魂與上帝相遇，「感官」的就再也不能也不會如同過去那樣運作其機能。

甚至會感到痛苦，如同十架約翰〈靈歌〉當中新娘的創傷所表達感官的痛楚： 

唉！誰能治癒我？現在，就真的將祢給予我！ 

不要再送給我任何使者， 

我想聽的，他們不能告訴我。 

所有逍遙的，向我傳述萬千寵惠； 

更創傷我， 

致死我於不知他們咕噥著什麼。（〈靈歌〉．詩節 6、7）118 

                                                        
115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62. 
116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31。 
117相關討論參劉錦昌，《基督信仰的靈修觀》，546-48；何瑞臣（Richard P. Hardy），《十架約翰

亦人亦聖》，130。 
118〈靈歌〉一詩的中譯文，採用的是加爾默羅聖衣會的翻譯。見十字若望，《靈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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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靈歌〉的這段詩節裡，新娘聆聽世界，且聽出弦外之音：儘管萬物都在，

但又彷彿道盡了上帝的不在。要認識無限的神，就必須脫離、超越有限的受造界，

克制欲望，使一切感官虛無。十架約翰指出：「受造物全部存有，與上帝無限存

有相比較，全是虛無。」（A.1.4.4）  

十架約翰列出四項欲望的虛無：  

 

耶穌對門徒的教導說：「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路 12:34）十架約翰在此有類似的體認：他認為對感官欲望的愛好，使人無法

與上帝聯合，因為愛什麼至終會成為什麼，「一個人在某種意義上會逐漸變成自

己所熱愛的對象。」（A.1.4.3）不僅如此，十架約翰更進一步指出，愛戀的對象

不僅反過來抓住愛慕者，甚至造成愛慕者比所愛的對象低等。他說： 

愛戀和執著某受造物，便使人等同於所愛戀的那個受造物；愛戀愈深，

則愈相似受造物，同化作用也愈大，因為愛使愛者與被愛者彼此產生相

似。因此，大衛談到把愛戀放在偶像上的人在詩篇一百卅五篇 18節說：

「造它的要和它一樣。」所以，凡愛受造物的人，他與該受造物同樣卑

微。（A.1.4.3）119 

 

十架約翰引用耶利米先知的話：「我觀看地，不料，地是空虛混沌；我觀看

天，天也無光。」（耶 4:23）與這位偉大的創造者獨一上帝相比，受造的大地是

一片空虛，所有天空的發光體也純然是黑暗。 

 

「是」指的是存有，「不是」指的是不存有，簡言之，也可以說是「有」與

「無」。上帝的「有」表明祂永恆屬性的「所是」：上帝是慈愛的、信實的、公

義的、美麗的、智慧的。而受造物的「無」表明人的「不是」，人與上帝比較是

無愛的、虛謊的、不義的、醜陋的、愚昧的。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三章 19 節

                                                        
119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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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正指出了人的「不是」與神的「是」中間的差異：「因這世界的智慧，在神

看是愚拙。」十架約翰認為想要用人的智慧作為與上帝結合的途徑，在上帝面前

反而是無知、遠離上帝的上智，如同羅馬書第一章 22 節：「自稱為聰明，反成

了愚拙。」因此，十架約翰在這點上總結地說：「靈魂為達到與上帝的上智結合，

必須經由不知，而非透過知道。」（A.1.4.5） 

 

人若以感官的愛戀想要拉近與上帝的關係，反而造成與上帝之間更大的距離。

十架約翰引述奧古斯丁（St. Augustinus，354-430）在《獨白》（Soliloquies）裡對

上帝傾訴的話，表達對此距離的虛無透徹的領悟：（A.1.5.1） 

我是個可憐蟲，什麼時候，我的怯弱與缺少德行才能契合祢的正義？祢

是美善，而我邪惡；祢仁慈，而我脆弱；祢是神聖的，而我可憐；祢是

正義，我不義；祢是光明，而我盲目；祢是生命，而我死亡；祢是良藥，

我是疾病；祢是絕對的真實，而我是全然的虛空。120 

  

                                                        
120十架約翰這裡引用奧古斯丁《獨白》（Soliloquies）裡的一段話，見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

山》，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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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望的傷害  

十架約翰闡述攀登與主聯合的高山就是經歷主動的感官黑夜，開始、中途與

終點要面對的黑夜都是克制欲望。描繪轉身離去克制欲望的三重面容之後，十架

約翰在《山》的第六至第十章引用耶利米書為基調，來說明欲望的「兩件惡事」：

「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

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 2:13）任何錯亂的欲望行動都會造成這兩種傷害，

前項「離棄活水泉源」是消極的傷害，後者「為自己鑿出破裂水池」則是積極的

傷害。 

在消極的傷害方面，主要原因在於人不能同時愛上帝又愛世界，這是兩相矛

盾的事。十架約翰認為一個主體不能同時兼容相對立的兩者，如受造物與造物主、

感官與心靈、可見與不可見、暫時與永遠。（A.1.6.1）人愛戀受造物，欲望在靈

魂內的實存愈多，他接受上帝的能力就愈減少。十架約翰引用馬太福音十五章 23

節，耶穌回答迦南婦人時說的話：「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以及馬太福音七

章 6 節對門徒的教導：「不要把聖物給狗」，十架約翰把這兩處經文的「小狗」

寓意的解釋為「在受造物中覓食維生的人」，同時也代表著離開了創造的天父的

活水源頭，因此「被奪去了應當成為兒女的食糧，因此如同小狗總是處在飢餓中，

因為碎屑激起更多的欲望，而非填飽飢餓。」（A.1.6.3）的確，當人離開活水泉

源，總是不滿足和痛苦，如同飢餓的人，如果不先趕走來自欲望的受造飢餓，非

受造的飽滿就不能進入人的靈魂內。 

而在欲望造成積極的傷害方面，十架約翰則用了較長的篇幅具體的闡述，他

歸納欲望對靈魂造成積極的傷害有五項：疲倦與倦怠、折磨與痛苦、盲目與黑暗、

污損與弄髒、冷淡與虛弱。 

以下分項探討傷害的原因與影響： 

 

十架約翰首先指出感官的欲望對人的第一個影響和傷害，是使人感到疲累和

倦怠。他列舉出五個原因：（A.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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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小孩子從不滿足地向媽媽哀求要這個、要那個：又像貪婪挖掘財寶之人，

追求欲望所求之物，以致精疲力盡、疲乏不堪。如同挖掘漏水池不貯蓄解渴的水。

（耶 2:13） 

 

好像發燒的病人，若非燒退總覺得仍在病中。正如約伯在經歷痛苦的試煉時

所說：「他在滿足有餘的時候，必到狹窄的地步；凡受苦楚的人都必加手在他身

上。」（伯 20:22） 

 

欲望如風吹皺水面一樣使人心湖波動，心煩意亂不得安寧而感到疲倦。如同

先知以賽亞所說：「惟獨惡人，好像翻騰的海，不得平靜；其中的水常湧出污穢

和淤泥來。」（賽 57:20） 

 

這樣的人找錯食物，以空氣當糧食，不但不得飽足反而更加飢餓與空虛。耶

利米先知針對此，勸告人錯誤的使用欲望只會造成更多的虛空，因此他說：「不

要使你的腳赤露，你的喉嚨乾渴。」（耶 2:25《新譯本》） 

 

欲望好似火，當木頭投擲於火中時就激烈的燃燒起來，而當木頭燒盡，火勢

也隨之減弱。但當欲望得到滿足時，欲望的強度並不減少，即使其對象已經不復

存在。欲望更加劇烈，而木頭卻減少，欲望因此叫人疲累倦怠。 

 

欲望在靈魂上造成第二個積極的傷害是折磨和痛苦，十架約翰列舉三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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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約翰使用三個隱喻來形容欲望所帶來的折磨。（A.1.7.1）第一、繩索：

欲望如同被繩索所捆綁的折磨，若不解開繩索，就不得自由和安寧。大衛曾被罪

惡所勝，在情慾上跌倒失敗，他說：「陰間的繩索纏繞我，死亡的網羅臨到我。」

（詩 18:5）第二、荊棘：十架約翰又使用「荊棘」的意象來描繪欲望帶給靈魂的

痛苦。欲望就是荊棘，增加憂苦與折磨的火。大衛說：「他們如同蜂子圍繞我，

好像燒荊棘的火。」（詩 118:12）第三、耕牛：農夫為貪求豐收，惡待犁地的耕

牛，為得到切望的東西，貪慾折磨屈服於欲望的靈魂。 

 

十架約翰認為欲望與折磨成正比，欲望多，折磨愈多；反之折磨多，欲望也

愈多。十架約翰舉參孫的例子，說明欲望如同鎖鏈束縛他，逼使參孫推動情慾的

磨，落入仇敵手中，受盡殘酷的折磨與刑罰。十架約翰在這裡巧妙地使用「鎖鏈」

的隱喻，表達被欲望擄獲的靈魂，也倍受折磨與痛苦。（A.1.7.2） 

 

大衛犯罪後感到欲望所引致的罪，如同重擔壓得他喘不過氣來：「我的罪孽

高過我的頭，如同重擔叫我擔當不起。」（詩 38:4）所以十架約翰說：「欲望是很

重的負擔。」（A.1.7.4）因此，十架約翰引用馬太福音中耶穌對被欲望重壓之人

的呼喚：「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

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太 11:28-

29） 

 

欲望在靈魂內造成的第三個傷害是盲目與黑暗，十架約翰指出三個原因： 

 

欲望蒙蔽了人的理智，也使得意志麻木，記憶遲鈍，正常的官能作用錯亂無

序，因此造成盲目與黑暗。每當人被欲望主導時，就是使自己盲目。十架約翰是

使用比喻的高手，在這裡他使用三種比喻來形容欲望的盲目：第一、「霧氣」使

天空隱晦朦朧，阻擋燦爛的陽光。第二、「模糊的鏡面」，無法照出人的面容。第



43 

三、「泥漿中攪動的水面」，不能反映出照臨其上的面孔。（A.1.8.1） 

 

欲望本身就如同是「瞎子」，每個人被自己本身欲望引導，就是使自己盲目。

當看不見的帶領那看得見的人時，兩人都成了瞎子。如同馬太福音十五章 14 節

所說：「任憑他們罷！他們是瞎眼領路的；若是瞎子領瞎子，兩個人都要掉在坑

裡。」十架約翰繼續使用「飛蛾撲火」的例子，說明飛蛾渴求光的美麗，使它受

欲望牽引而直飛撲向火中。其次，又舉「被光迷炫眼睛的魚」為例，魚是如此盲

目，以致不能看見漁夫的陷阱。（A.1.8.3）  

 

十架約翰又用「眼中的白內障或沙子」的隱喻，來說明除非清除乾淨，他們

總是阻礙視力，使人盲目與黑暗。（A.1.8.4）先知以賽亞說：「我們摸索牆壁，好

像瞎子；我們摸索，如同無目之人。我們晌午絆腳，如在黃昏一樣。」（賽 59:10）

以賽亞說愛追求欲望的人沿路摸索著牆壁好像瞎子一樣，而我們的盲目使我們在

正午顛仆，如在黑暗中行走。最後，十架約翰這樣總結欲望使人盲目與黑暗的傷

害：「被欲望弄瞎的人正是這樣，在真理和有益於他的處境中，卻看不見什麼，

彷彿置身黑暗之中。」（A.1.8.7） 

 

十架約翰認為欲望對人的第四種傷害是污損與弄髒，他列出三種原因： 

 

他以瀝青為喻，指出正如瀝青使黃金和鑽石污損一樣，欲望的熱火燒灼瀝青，

同樣也使人污損和弄髒。十架約翰認為受造的靈魂本有神美麗的形像，但罪和欲

望卻使靈魂被醜化和玷污。（A.1.9.1）  

 

欲望未被淨化，無法與上帝和諧一致，錯亂的欲望使人遠離上帝的聖潔。

（A.1.9.1）十架約翰以先知耶利米為例，若人不肯主動割捨、離去欲望，就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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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面貌比煤炭更黑」（哀 4:8），但若是肯在上帝面前將欲望潔除，則會「比

雪純淨，比奶更白」（哀 4:7）。 

 

十架約翰引用以西結書八章 10-16 節的經文，上帝向以西結啟示三個獨特的

異象，看見聖所內部的種種污穢。十架約翰指出這三件事代表人的理智在欲望中

的三個結果：第一個房間有以色列長老們敬拜畫在牆上的惡獸和偶像，代表容許

欲望對理智造成妨礙；第二個房間有婦女們為當地的神明哭泣，代表當意志碰觸

這些欲望後，使欲望更貪求鄙俗的事；第三個房間有人背對著上帝在拜太陽，代

表這些欲望將把人帶離上帝的面。因此十架約翰總結強調重點是「任何一個欲望，

即使是最微小的不成全，也會玷污和弄髒靈魂。」（A.1.9.7） 

 

十架約翰認為欲望對人的第五種傷害是冷淡和虛弱。這裡指的特別是對德行

的冷淡，失去熱心與活力，並且在生活的實踐上感到無力與虛弱。原因有三： 

 

注意力分散，分散的對象愈多，每個欲望愈虛弱。十架約翰以漏水的水壺為

例，欲望使人把力量分散到一些芝麻瑣事上，就如同水從會漏水的水壺底部流失

一樣，不得滿盈，結果毫無用處。（A.1.10.1）十架約翰另以兩個生活中的例子解

釋：熱水若不覆蓋，即刻失去熱度；芬芳的香料沒有密封，逐漸失去芳香和馥郁。 

 

就像樹上冒出的新芽，若不修剪，只會消耗樹力，而使樹無法結果。（A.1.10.2）

十架約翰又以「水蛭」為例，欲望像水蛭，經常吸吮血管的鮮血，使人虛弱無力，

如同箴言卅章 15 節：「水蛭有兩個女兒，常說：給我！給我！」（箴 30:15《新譯

本》） 

 

十架約翰引用毒蛇為例，幼蛇在母蛇腹中長大，吃掉母蛇的內臟，以母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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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作為生產的代價。（A.1.10.3）如同德訓篇廿三章 6 節所說：「不要讓肚腹的食

慾和肉慾的烈火統治著我，也不要讓我有一顆無恥愚昧的心。」同樣，沒有割捨

的欲望，結果也是這樣毀滅人與上帝的關係。 

綜合以上十架約翰談論欲望的傷害，可以用下表歸納之：121 

欲望傷害：離開活水泉為自己鑿出破裂的水池（耶 2:13） 

種類 傷害的名稱內容 原      因 隱喻與例證 引用經文 

消 

極 

的 

不滿足、飢餓、 

痛苦 

遠離上帝 

同時愛上帝又愛世界 

小 狗 吃 桌 上 掉 下

來的碎屑 

耶 2:13 

太 7:6、15:26 

積 

 

極 

 

的 

一、疲累與倦怠 

(一)欲求不滿 

(二)乾渴增加 

(三)焦躁紊亂 

(四)吃不得飽 

(五)欲望如火 

小孩求媽媽、貪婪

挖寶、漏水池、風

吹皺水面、以空氣

當糧食、木頭投擲

於火 

耶 2:13 

伯 20:22 

賽 57:20 

耶 2:25 

二、折磨與痛苦 

(一)被欲望捆綁 

(二)欲望愈折磨 

(三)欲望的重擔 

繩索、荊棘 

耕牛、鎖鏈 

詩 18:5、38:4 

詩 118:12 

太 11:28-29 

三、盲目與黑暗 

(一)欲望蒙蔽理智 

(二)欲望本身盲目 

(三)欲望阻礙真理 

霧氣、模糊鏡面、

泥漿攪動水面、瞎

子、飛蛾撲火、被

光迷炫的魚、眼白

內障沙子 

太 15:14 

賽 59:10 

四、污損與弄髒 

(一)罪的欲望醜化靈魂 

(二)錯亂欲望破壞醜陋 

(三)最小欲望弄髒靈魂 

瀝青黃金鑽石 

以 西 結 聖 殿 污 穢

異象 

哀 4:7-8 

結 8:10-16 

德 23:6122 

五、冷淡與虛弱 

(一)欲望分散人的力量 

(二)欲望成長消耗力量 

(三)欲望奪去原來已有 

漏 水 的 水 壺 、 熱

水、香料、新芽、

水蛭、幼蛇吃母蛇 

箴 30:15 

圖表 3-3-1 欲望的傷害 

  

                                                        
121圖表 3-1-3「欲望的傷害」為研究者歸納後自編，原著中並無圖表。  
122《思高本聖經》的德訓篇（Wisdom of Jesus Son of Sirach）第廿三章 6 節：「不要讓肚腹的食慾

和肉慾的烈火統治著我，也不要讓我有一顆無恥愚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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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割捨達致成全 

十架約翰為幫助人走上與上帝聯合的道路，首先為登山者描繪心靈地圖，並

且設立路標，指出方向，引導在靈修路上的同行者，往上攀登。其次、十架約翰

指出登山旅程的起點，好像黑夜前的黃昏，登山者先要勇敢主動地「轉身離去」

欲望小屋，「轉身離去」表達主動感官黑夜的三重面容：白晝的天然光漸漸剝除、

讓五官留在黑暗和虛空中、把一切欲望打入虛無。因為與真實偉大的造物主相比，

一切的事物顯得全是黑暗與空無。接著，十架約翰不僅自由運用許多生活當中隨

手可得的例子為隱喻，更廣泛引用聖經經文，把焦點指向上帝的話，123 為登山

者詳細說明欲望帶給靈魂的各種傷害，其中更詳述五項積極性的欲望傷害。 

十架約翰在《山》的第六至十章裡用了五章的篇幅，描繪「疲倦與倦怠、折

磨與痛苦、盲目與黑暗、污損與弄髒、冷淡與虛弱」這五種欲望傷害。之後，他

顯然必須面對當代他的讀者們的提問：「為了達到這個成全的高境，所有的欲望，

無論大小，是否必須先完全克制呢？」（A.1.11.1）這個提問某方面來說，也為

十架約翰在主動感官黑夜這一階段的煉淨，提出一個反詰式的辯證。其實不只第

一代閱讀十架約翰著作的讀者，包括大德蘭及默羅修會的女隱修士和男會士們這

樣提問，時間往後推移五百年，今天我們對十架約翰所指涉的感官黑夜，一樣會

有類似的提問。因此，十架約翰接著就在《山》的第十一、十二章裡，用三個「自

問自答」的方式來描繪他心目中主動感官黑夜的煉淨景觀。 

以下針對這三個提問與十架約翰自己的回答，來描繪「從割捨到成全」的主

動感官黑夜之煉淨景觀： 

 

針對第一個提問，十架約翰首先承認不是所有與欲望都有害處，特別是那「本

性的欲望」（natural appetites）。124 其中例如維持人類生存所需的飲食與睡眠等

欲求，是不可能禁絕的。而五官對事物的感知所引起的種種快樂或不悅的情緒感

                                                        
123《山》一開始講論黑夜時，十架約翰在序文裡的一段自白指出聖經的重要：「談論這個黑夜，

我依靠的既非經驗，也非學識，因為經驗和學識能誤導和欺騙我們。我一切協助中，賴主慈恩，

我可以說是聖經。」（A.序.2）見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49。 
124本性欲望（natural appetites）或稱自然欲望，指基本生存所需欲望如吃、喝、睡、感覺冷、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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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雖是不可避免的，但人只要不去強化與撥動這些自然的感覺，「靈魂拒絕且

不加以理會，就如同沒有看見、聽見等，這並不要緊，也不會阻礙靈魂。」十架

約翰的意思是說把它視為虛空，因此「靈魂即使擁有世物，仍能處於對世物的自

由與虛空中。」（A.1.3.4）如此感官傳達的信息就不會阻礙人達到與上帝的結合，

因為黑夜與割捨不是對外在對象的剝奪，而是對靈魂本身欲望的超脫。125  

因此，十架約翰在這裡要處理的其實是另一種稱為「故意的欲望」（voluntary 

appetites）。126 他主張故意的欲望，無論是最嚴重的大罪、較不嚴重的小罪、或

只是最不嚴重的不成全，全都必須倒空與割捨。特別是其中「習慣性的欲望」

（habitual appetites），例如愛說閒話、明知不好的癖好、習慣、偏好、癮頭、或

執著於某人、某件衣服、某間房屋、某種食物等等。十架約翰認為若繼續執著於

任何一樣故意的欲望且養成習慣，對德行的成長和成全都會造成阻礙。十架約翰

在這裡用了一個非常具深意的隱喻來表達： 

因為一隻小鳥，被細線或粗繩綁住，並沒有分別。因為即使是細線，小

鳥被綁住，與綁在粗繩上完全一樣，小鳥無法掙脫細線，展翅高飛。細

線較易掙斷，這是真的，然而無論如何容易，不先掙斷，小鳥仍然不能

飛翔。執著於某一事物的靈魂亦然，雖然有更多的德行，也達不到神性

結合的自由。（A.1.11.4）127 

根據費德立克．路易斯（Frederico Ruiz）對十架約翰生平和教導的研究中，

他發現十架約翰有一件生活軼事，可作為這種割捨「細線般微小依戀」的例證： 

十架約翰素好詩畫，而畢生清貧，私愛珍藏唯一自繪的基督苦像一張，

每於日課時持頌觀照，深為自得。某日一位修女來訪，偶然也流露出對

這福小畫的喜愛之情，十架約翰便毫不猶豫地把畫像給她。128 

另一位二十世紀身兼法國神秘主義者、哲學家、社會學家的西蒙娜．薇依

（Simone Weil，1909-1943），在其極富盛名的《在期待之中》（Awaiting God）書

中，談到她向一位神父摯友的靈性生命提出建言時，也引用了十架約翰生平中的

                                                        
125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34。  
126「故意的欲望」（voluntary appetites）或稱「自主的欲望」，又分為「偶發的欲望」（sporadic 

appetites ）和「習慣的欲望」（habitual appetites）。  
127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83。 
128費德立克．路易斯（Frederico Ruiz），《聖十字若望的生平與教導》，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

（台北市：上智，2000），66-67。  



48 

這件軼事。她說： 

你身上存在嚴重不足的地方，就是對教會的依戀，好像眷戀鄉土一樣。

這種依戀對你而言，也許就是十架約翰所說的牽絆小鳥的細線，這根細

線只要還沒有切斷，就會像一根粗鐵鍊那樣堅固地把鳥鎖在大地上。我

想這根最後的線雖然纖細，必將是最難切斷的，因為一旦被切斷，它就

要展翅飛騰，而這會使人害怕。129 

十架約翰的第一個自問自答，首先勾勒的是一幅主動感官黑夜煉淨一切欲望

的最核心圖畫：只有割捨對任何事物的依附和迷戀，才能從捆綁中得被釋放，邁

向自由與成全的生命。十架約翰更引用「不修補杯子細小裂縫，水就會流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來隱喻「任何小罪的不成全，足以導致另一個小罪，結果

每下愈況。」（A.1.11.5）如同哲諺「魔鬼藏在細節中」所描述的。因此，十架約

翰勸勉每一位登山的旅者「在此路上不斷前行，要經常除去喜好」，不要放縱以

達到目的。」「喜好」一詞西班牙文是 quereres，指的是就是種種的偏愛、放不

開、捨不下。十架約翰認為任何故意的偏愛、執著、依戀，即使再微小，若不完

全割捨，就無法走到山頂，達到完全。如同「預備燃燒木頭。只要缺少一度的熱

力，就不能使木頭焚化為火。」（A.1.11.6）願意為達到與上帝的聯合而除盡欲

望，經由捨去而獲得、透過放下而拿起，如同耶穌的教導：「得著生命的，將要

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太 10:39）煉淨一切，是從割

捨走向成全必經之路。 

 

對十架約翰而言，感官黑夜的煉淨，其實是「恩典」、是上帝親近的記號。

130 因此針對第二個提問，十架約翰優先指出「只有包含大罪的故意欲望，才能

導致全部的傷害，因為它剝奪了今世的恩寵，及來世享有上帝的光榮。」（A.1.12.3）

大罪就如死罪的欲望，會對人產生完全的疲倦、折磨、盲目、污損、虛弱，甚至

奪去救恩的確據，使人與上帝永遠隔絕。除此之外，其他故意欲望犯的小罪或不

成全的習慣，則不會造成剝奪恩寵的嚴重程度。雖然如此，十架約翰站在屬靈的

高度，期待登山的尋道者，仍然要煉淨一切，包含那些所有不成全、習慣的欲望，

                                                        
129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北京：三聯，1994），48。  
130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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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無論多麼微小的欲望和貪戀，都有可能造成攀登高山的攔阻，不進則退，甚

至跌倒。十架約翰舉他親身目睹的經驗為例： 

我們看過許多人，上帝賜予恩惠，帶領他們在超脫和自由上大有進步，

只因為開始陷入一個小小的貪戀，以行善作為掩飾，放縱於交談和友誼，

因此而倒空心靈，失去享有上帝、及神聖的獨居，從喜樂和堅定於靈修

操練中跌倒，直至失去一切所有。（A.1.11.5）131
 

再一次，十架約翰強調要割捨那些生活中經常習慣性的不成全、貪戀、執迷，

而這過程需要「上帝賜予恩典」。Thomas Moore 曾是修士、也是音樂家、大學教

授、心理治療師，他認為十架約翰強調的黑夜是邀請人放棄「對控制的控制」、

接受生命的不肯定性，並倚賴那「超出人能力以外」的事物。132 割捨需要倚靠恩

典，聖潔不是人的本性，人主動割捨欲望，同時也需要仰賴上帝施恩成全。宗教

改革後約兩百年，十八世紀英國的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在靈

性塑造的觀點上，也主張人的改變需要透過恩典。他認為一旦我們能夠超越自己

的天然感官，就能真實與神相遇，而「蒙恩」的人在生命和行為上的轉變，就是

向著「成聖」（sanctification）與「完全」（perfection）的轉變。133 他所發起「聖

潔運動」，帶來爆炸性的靈性覺醒與成長，復興了人們對內在靈性的熱望。134 就

此意義而言，十架約翰追求的也是一條「倚靠恩典而成聖」的旅程。十架約翰在

這裡的第二個提問，指出成為聖潔的旅程，要倚靠恩典來超越感官，並且激烈的

煉淨一切的不成全。如同希伯來書十二章 14 節所說：「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同時，在上帝的恩典中因割捨達致成聖與成全。 

 

十架約翰針對第三個提問，他先回到第二個提問的回答，肯定「無論大小的

欲望，都足以導致一切合併的積極傷害。」（A.1.12.3）但他進一步指出「每個

欲望造成所有的傷害，各有其主要與直接的傷害，而間接造成其餘的傷害。」

（A.1.12.4）換句話說，雖然每一個欲望無論大小肯定都會造成整體共有的傷害，

                                                        
131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84。 
132Thomas Moore, Dark Nights of the Soul: A Guide to Finding Your Way Through Life's Ordeals (New York: 

Avery, 2004), 56. 
133龐君華，〈成聖之道：循道衛理運宗的靈修觀〉，《神學論集》174（2012 年冬）：604。 
134張聖佳，〈從聖潔運動的源起與發展來反思〉，《今日華人教會》（2015 年 4 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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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會有「直接或主要」和「間接或次要」傷害的區別。十架約翰舉例一個好

色的欲望，雖然造成整體的損害，但主要和直接引發的是五項積極傷害中的「污

損與弄髒」，又如一個貪婪的欲望，雖然也造成整體的損害，但主要和直接產生

的則是「苦惱和痛苦」的傷害。 

羅雲．威廉斯認為十架約翰在這裡的辯證，重點是要留意「那些我們在其中

可以自由抉擇要順從還是反抗上帝的事物。」羅雲．威廉斯的觀察極具洞見： 

比方說對環境和事物幾乎無害的依附，以及一些稱不上致死大惡的習

慣，但它們依舊是自私的。這一切如果被忽略，終會成為如同蓄意而為

之罪那般嚴重的阻礙。一旦恩典之光顯明這些事物是以自我為導向時，

除了致力掙脫這些事物的束縛外，別無他路可走。135 

正如十架約翰所說：「這條攀登達到上帝的山路，必然需要以一種經常的留

神來停止和克制欲望。」（A.1.5.6）要獲得屬靈自由所擺上的代價就是恆常的留

神與儆醒。十架約翰清楚地看出，我們在這方面越是長進，就會有越多事物以這

種或順服上帝或悖逆上帝的抉擇方式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來。 

總之，十架約翰在這裡顯然採用的是一種延續自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辯證

法」（dialectic），136 透過與自己內心的「對話」（conversation），表達自己的看

法和價值觀。137 若總結這三個自問自答式的「對話」與「辯證」，可以摘述如下：

「任何一個故意欲望所犯的大罪小罪，無論大小，都會對人的靈魂造成傷害，而

每一個欲望除了會對整體造成傷害之外，不同的欲望也會造成某些直接、主要、

特定的傷害。因此，所有故意的欲望都要完全剝除與割捨。」這也表達主動感官

黑夜的真實樣貌和悖論：經由割捨達致成全。正如同十架約翰在《光與愛的話語》

（Sayings of Light and Love）的格言： 

要達到神聖的心神收斂，你要做的是拒絕，而非接受。你若能從對事物

的貪戀及欲望中淨化，你便能以超性的精神了解這些事物。若你拒絕貪

愛這些事物，你便會欣賞這些事物的真實性，那些不被欲望擺佈的人，

在心靈的提昇上，就如同羽豐盈的鳥兒般，輕輕快快地飛升。138 

                                                        
135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知識的傷痕》，301。  
136維基百科，〈辯證法〉，https://tinyurl.com/w2gr67k（取自 2020 年 1 月 31 日）。 
137侯士庭認為藉著實質的對話（conversation），真理就在溝通的討論與論證中以個人的方式傳遞

出去。見侯士庭，《喜樂流放者》，劉如菁譯（台北市：校園，2014），230。 
138十字若望，〈棄絕〉，《光與愛的話語》，馬利亞小德蘭譯（台北：光啟，2017），1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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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本節「主動感官黑夜：經由「割捨達致成全」的底蘊，可以「一張地圖、

三重面容、五項傷害、三點辯證」來表達，如下圖： 

圖表 3-4- 1 主動感官黑夜：經由割捨達致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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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路徑：效法基督 

十架約翰的黑夜神學其實是建基在實踐的基礎上，如同他是先做了詩人，並

且因著所服事對象屬靈指導的實際需要，後來才做了系統化闡述的神學家。因此，

十架約翰不只描繪黑夜的登山地圖，他同時也為這個向山而去的旅途，詳細的設

立路標、指出方向，引導登山者能夠正確地走在這個朝聖的路徑上，而不至偏離

目標。因此，《山》第一卷最後的三章，十架約翰說是「談論進入這個感官的夜，

必須有的方式和方法。」（A.1.13.1）而十架約翰對主動感官黑夜淨化所提出的

靈修路徑，無論什麼意義上，在這裡都是指向「效法基督」這個「良方或勸言」

的實踐運用。139  

十架約翰選擇徹底「效法基督」的靈修路徑，包含三個重點：第一、十架約

翰勉勵我們要習慣性地渴望效法基督，讓欲望有一個正確的導向，這是「以基督

為中心」的克修觀。140 第二、在此路徑中的操練是為了愛主的緣故，面對感官欲

望，不僅有力量「棄絕它們並保持空虛」，並且更積極的「滿足天父旨意」，「不

久必能克制空虛感官的享受，彷彿置身黑暗中」（A.1.13.4），這是被「熾熱的

愛」所吸引的行動力。第三、十架約翰指出格言具有徹底治癒的良方，藉由否定

實現肯定，最終會從中尋獲很深的「愉悅與安慰、寧靜與安息」（A.1.13.13），

這是「否定之路」的辯證法。 

這三個「效法基督」的靈修路徑，如同登山者所需要的路標，為進入主動感

官黑夜的旅程指出方向，引領朝聖者走上攀登高山的旅途，以下分別展開： 

 

現代的加爾默羅會士喬丹（Regis Jordan, O.C.D.），他認為十架約翰「在他所

有的著作中，總是隱約地向我們講述耶穌基督。他熱愛著耶穌基督，耶穌是他生

命的重心，也是焦點。」141 另一位以研究十架約翰的基督論著稱，曾任西班牙密

                                                        
139這修「勸言」是指一些簡短、少數和有效的話語，類似格言。十架約翰曾寫給加爾默羅隱修女

一些靈修的規則和格言，後來收編在《光與愛的話語》（Sayings of Light and Love）這小書中。 
140加爾默羅聖衣會，〈導讀篇 1：聖十字若望純愛的一生與著作〉，358。 
141喬丹（Regis Jordan, O.C.D.），〈聖十字若望筆下的耶穌基督〉，鄭天民譯《神學論集》135（2001

春）：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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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大學（University of Mysticism）校長的隆多尼奧（Rómulo Cuartas Londoño, O.C.D.），

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十架約翰的基督論，基本上是一種「強調生活經驗的基

督論，並落實於專心跟隨主的生活見證中。」142 耶穌基督成為十架約翰整個生

命跟隨的對象，也成為他黑夜靈修生活的中心。的確，十架約翰在《山》裡，不

斷地把我們帶回到基督中心的主題上，他為進入感官黑夜所設立的第一個「醫治

良方」，就是以效法基督為中心，這是攀登山徑首要的路標。他說：  

第一、在所作的一切事中，要懷有效法基督的經常欲望，相稱於基督的

生活。必須仔細思量祂的生活，為的是知道如何效法祂。且在諸事中，

像祂那樣行事作為。無論能給予感官什麼享樂，如果不是純然為了上帝

的榮耀和光榮，都要為了愛耶穌基督，棄絕它們，並保持空虛。（A.1.13.3-

4）143 

十架約翰使用「欲望」這個字時，都是複數名詞 apetidos，指著那些需要棄

絕的事物或感官的享樂，是消極、負面的用法。但十架約翰在這裡所說，效法基

督的「經常欲望」，卻不同於在其他地方提到的「欲望」，這裡的「欲望」是單

數的 apetido，有積極、正面的用法，指涉之意是對基督的經常「渴望」。而十架

約翰說這種對基督的渴望，就是「仔細思量」基督耶穌道成肉身活過的生活。十

架約翰在《靈歌》第 31 詩節「細思量，一絲秀髮頸上飛揚」，對「仔細思量」

（considerar）這個詞語如此解釋：「因為細思量，就是對所看的對象，以非常特

別的注意和尊重去注視；強而有力的愛使上帝更頻繁地回目垂視。」（C.31.4）

144 Iain Matthew 認為，選擇基督，習慣以祂作為行動的終極基礎，而非以我們的

感受。而一個「經常的欲望」就是以基督為中心，選擇基督，給祂空間，並賦予

意義去剝除生活中任何牽掛。145 

弔詭的是，十架約翰為「基督中心」靈修路徑開出的「醫治良方」，使用的

語言不是肯定的「是」，正好相反，他用的是否定的「不是」。因此在《山》的

第十三章裡，他寫出了一段可能是作品中最著名的一段勸諫，建議我們做任何選

                                                        
142隆多尼奧（Rómulo Cuartas Londoño, O.C.D.），〈聖十字若望的基督論〉，蔣範華譯，《神學論

集》180-182（2014 夏、秋）：358。 
143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89。 
144另參十字若望，《靈歌》，224。 
145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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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時，永遠都要選擇比較不投合自己偏好的方式。乍看之下，這些格言頗為怪異，

令人費解。羅雲．威廉斯甚至認為這「最著名的」一段話，可能也是十架約翰所

有著作中「最惡名昭彰」的一段話。146 但他也同時認為，如果脫離上下文脈絡，

這段話也會同時被負面解讀成是違背人性，且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如同 Iain 

Matthew 的洞見，他認為「不」的意思是：為了基督，確定一個更大的愛。他說：

「為了更大的愛，對經常的滿足說『不』，對更大的愛說『是』，甚至得付出代

價。」147 

十架約翰正是以這樣「否定實現肯定」的悖論，做為他進入主動感官黑夜的

靈修路徑，他說要經常努力傾向： 

不是最容易的，而是最難的； 

不是最愉悅的，而是最乏味的； 

不是樂趣最多，反而是樂趣最少； 

不是那令人安息的，而是辛勞費力的； 

不是那安慰的，反而是沒有安慰的； 

不是那最多的，而是最少的； 

不是那最崇高和珍貴的，而是最卑微和受輕視的； 

不是企盼什麼，而是什麼也不企盼； 

不是四處尋求現世事物中最好的，而要尋找最差的； 

並且渴望為了基督，在世上的諸事中， 

進入完全的赤裸、空虛和赤貧。（A.1.13.6）148 

這些格言採用「不是......而是……」是警戒式否定的說法，所針對的是感

官的淨化，為了愛和得到自由，走與世界不一樣的否定之道。放在整段討論的文

脈中來看，其實十架約翰是將它視為整個段落的高峰，那些以自我為中心所偏好

的事物，不能導向人的最終成全。十架約翰鼓勵登山者「應該全心接納這些格言，

且努力克服意志對這些事的反感。」（A.1.13.7）並說：「如果切實付諸實行，

足以使人進入感官的夜。」（A.1.13.8）可見，十架約翰不斷重複這些話的原因，

就是在強調，效法基督不是玄學和空談，而要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進行實踐和屬靈

操練。149 Lawrence S. Cunningham 和 Keith J. Egan 探索基督教靈修傳統時，認為

                                                        
146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65-66.  
147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48. 
148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90-91。 
149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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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耶穌在地上傳道開始，即要求門徒們放棄一切來跟隨祂，而這些激進和看似不

合理、違反人性又極端否定的要求，從不同角度得到解釋和強調，因而也體現出

不同的苦修生活樣式。150 耶穌自己就是以天父的心為心，順服到底：「不要照我

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 26:39）又說：「子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唯

有看見父所做的，子纔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約 5:19）耶穌基督

正是以激進的方式，向著魔鬼在曠野的試探和誘惑說「不」，151 並且向著十字架

和救恩的苦杯，對著天父的旨意說「是」。152 

與「基督中心」相反的靈修路徑就是「自我中心」。近幾年有一種文化趨勢，

就是所謂的「靈性」或「靈修」被廣泛的注意，且幾乎成為新世紀的顯學。即使

在非基督徒的圈子裡，無論在個人或企業界，都追求所謂「靈性成長」和「靈性

管理」，所以包含「冥想」（meditation）153、「靜觀」（mindfulness）154、「禪修」

（Bhavana）155 等，都成為關注的焦點，甚至成為企業文化的一種潮流。但無論

世俗的各樣靈性操練或基督徒的靈修，若不是為了與那位神聖他者建立關係，而

是把靈修當成一種可行、有效的工具，目的是開發潛能、激發創意、提昇自我價

值與能力，目標是自己，其實就是徹頭徹尾的「自我中心主義」。背後的核心信

念是：我可以掌握自己，我靠自己的無窮意志力和潛能，改變自己，進而改變世

界。「我」是這裡的主角，上帝淪為邊緣角色。羅雲．威廉斯的觀察很犀利：「當

一個人的欲望和認識，從神轉向萬物或指向自己時，他的自我就會受困於此。」

                                                        
150Lawrence S. Cunningham and Keith J. Egan, Christian Spirituality: Themes from the Tradition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6), 107. 
151耶穌在曠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參馬太福音四章 1-10 節。 
152參馬太福音廿六章 36-39 節。 
153冥想所指甚廣，基本上任何宗教或非宗教，以默靜、靜坐等手法作精神上的訓練都可稱之為冥

想。見 Peter，〈靜觀、冥想、正念、禪修分別是什麼東西？和宗教有關係嗎？〉，《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19 年 3 月 16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4916（取自 2019 年 12

月 29 日）。 
154靜觀和正念，英文都是 Mindfulness 在現代心理學的情景下，基本上兩字是通用的。根據 Google 

Trends 的數據，靜觀一詞應是在香港誕生。直至現今，Mindfulness 一詞在香港通常譯作「靜

觀」，在其他華文的國家，如台灣、中國等，則較多譯作「正念」，但實質上都是同一個概念。

台灣天主教中，早期卻是使用「靜觀」一詞來翻譯另一個字「contemplation」，近年才改用「默

觀」。參 Peter，〈靜觀、冥想、正念、禪修分別是什麼東西？和宗教有關係嗎？〉。 
155禪修泛指在佛學下對心靈的修練和培養，冥想、靜坐是其中一部份，但絕不是全部。和現代靜

觀不同，禪修的主要目的不是爲快樂、減壓，而是爲直悟無我、因緣和合等佛教教義，和修八

正道一樣，禪修以達致涅槃爲目的。禪修的內容除了打坐，一般還有禮佛、念誦、學佛等內容，

所以一般由有佛教背景的機構指導。見 Peter，〈靜觀、冥想、正念、禪修分別是什麼東西？和

宗教有關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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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所以，十架約翰說：「一個人在某種意義上會逐漸變成自己所熱愛的對象。

（A.1.4.3）進入感官黑夜，十架約翰要我們從自我中心的牢籠「出走」、「離開」

欲望小屋，開始「幸福的冒險」，而「經常努力傾向於」（A.1.13.6）效法基督。 

 

十架約翰為「效法基督」設立的第二個「良方」，是關於愛的動力之原則。

如果沒有溫暖熾熱的愛火，靈修的路徑只會剩下冰冷律法主義的要求，和嚴苛苦

修的自虐。〈黑夜〉首詩節的第二行詩「懸念殷殷，灼燃愛情」正說出了十架約

翰看待效法基督的動力，是出於對基督深切的愛而非要求：「是上帝吸引了他，

而靈魂這樣做，只是出於對上帝的愛，而祂的愛炙燃著他。」（A.1.1.4）此外，

十架約翰在談論效法基督時，在《山》第一卷十四章裡進一步註解： 

靈魂說「懸念殷殷，灼燃愛情」，穿越並離開感官的黑夜，邁向與愛人

（上帝）結合。因為，為了克勝所有的欲望，和棄絕對所有事物的享受，

由於懷著對它們的愛和愛戀，通常點燃意志去尋求享受它們，所以必須

燃燒起另一種更猛烈的愛火，就是愛他的淨配，藉著在此愛情中獲得的

滿足和力量，將會有勇氣和恆心，易於棄絕其他所有的一切。（A.1.14.2）
157 

顯然，十架約翰在這裡進一步的詮釋，強調的重點是，為了進入感官黑夜，

克制感官的欲望，僅僅愛基督是不夠的，還必須在熾熱的愛中，心焦如焚，將愛

戀的激情化為芳醇，為能效法基督，所有的剝奪與割捨都是必要的。隆多尼奧在

其研究〈十架約翰的基督論〉專文中，就主張十架約翰的基督論，是一個強調愛

的基督論，是在愛中的轉化，因為基督愛我們，交付了自己。158 至於我們，則以

任由祂愛我們來接受這份愛，好能在生活上效法基督。隆多尼奧更準確地觀察到，

基督的愛，是基督徒「以愛還愛」來效法基督的動力來源，他說： 

  

                                                        
156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63. 
157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93。 
158隆多尼奧（Rómulo Cuartas Londoño, O.C.D.），〈聖十字若望的基督論〉，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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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督投注的愛，和愛戀祂的弟子的回應力量，使後者才有可能經過

狹隘的道路和黑夜、捨棄與淨化，來跟隨主。這跟隨，要求經過「舊人」

的奴役，到上帝兒女的自由。對所有任由基督愛他、並以愛還愛的人來

說，一切都是可能的。159 

的確，十架約翰指出進入主動感官黑夜的靈修路徑，不在於禁慾與捨棄，而

是在於愛耶穌基督並跟隨祂。捨棄，只是為了愛與跟隨。這也是耶穌的呼召：「這

樣，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 14:33）

又說：「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

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可 8:34）撇下一切與背起十字架，都是「因為基督的愛

激勵我們」（林後 5:14《和合本修訂版》）。 

十架約翰指出，要「效法基督」，沒有別的途徑，只有對基督癡情的力量所

燃燒熾熱的愛，才有可能做到。如同 Iain Matthew 的理解：「要擺脫被奴役，我

們需要一種充滿我們的愛；要超越我們的平庸，我們需要一種愛，這愛就在我們

害怕的門檻處，碰觸我們。」160 是基督對人的愛戀，給了人跟隨祂的可能性，而

愛祂的人也竭盡全力來回應。161 

 

十架約翰為「效法基督」的靈修路徑，給出第三個具有徹底治癒的良方，是

另一組更為悖論的格言，但十架約翰也說這最終會從中尋獲很深的「愉悅與安慰、

寧靜與安息。」（A.1.13.13）162 他在《山》裡手繪的「山圖」，為登山者指出一

條通往成全與愛的道路。黑夜的意象與攀登的意象，在這裡結合的非常緊密，共

同標誌出上帝對受造界的絕對性與超越性。如同登山，是一種克服重力脫離大地

的努力，攀登就某意義來說，就是對大地這世俗之道路的否定。當一個人的渴望

從對上帝的愛與認識轉向「萬有」時，他的自由與安息就受困在自我的牢籠裡。

當一個人定意貪求擁有萬有、渴望佔有一切、享受一切、知道一切，並以此作為

                                                        
159隆多尼奧（Rómulo Cuartas Londoño, O.C.D.），〈聖十字若望的基督論〉，361。. 
160依恩瑪竇神父，《天主的撞擊》，116。  
161隆多尼奧（Rómulo Cuartas Londoño, O.C.D.），〈聖十字若望的基督論〉，362-63。  
162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92。  

http://search.books.com.tw/redirect/move/key/%E4%BE%9D%E6%81%A9%E7%91%AA%E7%AB%87%E7%A5%9E%E7%88%B6/area/mid/item/0010676222/page/1/idx/1/cat/001/pdf/1


58 

個人內在生活的實在，那就沒有辦法真正認識上帝，並且愛上帝。163  

在山圖底部的山腳下，十架約翰寫下一組充滿悖論的句子，作為登上山頂的

指導，就靈修路徑而言，也可以看作是進入感官黑夜淨化之路的總結： 

為達到享受一切，不要渴望享受什麼， 

為達到知道一切，不要渴望知道什麼， 

為達到佔有一切，不要渴望佔有什麼， 

為達到是什麼，不要渴望是什麼。 

為達到你未有之樂，你必須經過那無樂之路， 

為達到你未有之知，你必須經過那無知之路， 

為達到你未有之有，你必須經過那無有之路， 

為達到你未有之是，你必須經過那無是之路。 

當你止於某物時，你不再超越萬有之上。 

因為從萬有到萬有，你必須在萬有內棄絕萬有。 

而當你擁有萬有時，你必須毫無渴望地擁有。 

因為如果你渴望在萬有內擁有什麼， 

你就不是純然在上帝內擁有你的珍寶。 

在此赤裸中，心靈尋獲他的寧靜與安息； 

因為，心靈無所貪求， 

受高舉不疲倦，受貶抑不氣餒； 

因為已經處於其謙遜的中心。（A.1.13.11-13）164 

這組顯得「刻薄無情」的登山方法指導，算是「效法基督」進入感官黑夜的

「良方」嗎？謝華的研究指出，如果脫離了「否定道路」的神學視野，上面這段

話就難以得到適切的理解。165 其實這段充滿激進、徹底的否定語言，走的正是

否定神學辯證法之路。十架約翰指出「要知道是透過不知」、「要擁有是透過棄

絕」，「要找到自己的所是，是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的不是」，進入黑暗，才能

真正在黑夜中遇見滿有榮光的主。聽起來很激烈，但十架約翰對認識神的理解，

反而使這否定之路成了合乎邏輯的發展。 

如同羅雲．威廉斯準確的觀察： 

                                                        
163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63.  
164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91-92。 
165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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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就是合一，認識就是參與，認知者在這過程中被塑造而擁有了被認

識者的形式。一個認知自我並沒有辦法同時具有受造物的形式與造物

者的形式；一個人若對上帝有愈加真實而親密的認識，就會愈加削弱與

遠離「具受造形式」的認識──反之亦然。166 

因此，在效法基督的靈修路上，靈魂必然會剝除一切受造之物，剝除它自身

的行動與能力，靈魂必須拋棄「屬於自己的事物」，丟掉自己習慣的模式與經驗

模式，才能領受屬於上帝的事物。而這樣的「離去」，始終都是剝除、簡化與否

定之路，同時也意味著屏棄熟悉事物，離開安全區，會是一個需要付上極高代價

的歷程。從某種意義而論，否定之道的靈修路徑其實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和作門

徒必須付上代價（costly discipleship）是分不開的。 

金碧士（Thomas a ̀ Kempis，1380-1471）在其最著名的靈修經典《效法基督》

（The Imitation of Christ）說道十字架是一條走向基督更高的路，他說： 

一切都全備在十字架裡面，只在乎我們是否肯死於其上，因為除了十字

架的道路和不斷的克己之外，再無他途可以引到永生和真實的內在平

安裡去。不論你走到那裡，不論你怎樣尋找，你在上找不到一條比十字

架更高的路，在下也找不到比十字架更穩當的路。167 

聖經「創造、墮落、救贖」的宏大救恩敘事中，顯示耶穌為成全人類救贖所

走十字架的道路，也大大出乎當時猶太人的意料之外，是另一條看似疲軟無力的

否定道路。耶穌在約翰福音十四章 6 節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

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我就是道路」指涉的不是一個方法，而是說耶

穌自己就是道路的本身，只有透過耶穌自己，我們才真正走上與主相遇的道路上。 

否定之路的靈修路徑，目標當然是指向效法永恆的基督。但我們也不得不承

認否定之道所帶來的「張力」或「悖論」，是控制慾強的現代人所厭惡的，因為

那處在「懸而未決」的狀態令人感到不安。然而，聖經的救恩敘事，卻往往是處

在這種「已然」與「未然」之間。聖經的語言裡出現多樣的悖論，例如耶穌這樣

說：「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太 10:39）

                                                        
166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知識的傷痕》，296。  
167金碧士（Thomas à Kempis），《效法基督》，黃培永譯（香港：晨星，20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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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使徒保羅的體悟：「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

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林後 6:10）又如：「因神的愚拙

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林前 1:25）這些「看似失去卻是得著」、

「看似憂愁卻是快樂」、「看似貧窮卻是富足」、「看似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

「看似愚拙卻是智慧」、「看似軟弱卻是剛強」的悖論，其實正是十架約翰否定

之道所走的路向。從這個意義來看，我們可以說，十架約翰是藉著否定之道的靈

修路徑，來實現進入主動感官黑夜的煉淨。 

總之，十架約翰在第一階段主動感官黑夜的靈修路徑裡，指出「基督中心、

熾熱的愛、否定之路」這三個「醫治良方」，總意是「效法基督」。對十架約翰

來說，「效法基督」是靈修的基本態度和原則，他鼓勵我們要「經常的渴望」

（A.1.13.2）、「經常努力傾向」（A.1.13.6），這也意味著人要主動積極的割捨，

才能達致成全，當然人願意效法基督，是因著上帝的施恩，並且被熾熱的愛火焚

燒，甘願離棄自我中心，轉向以基督為中心，效法基督的捨己，勇敢走上否定卻

又幸福的道路。 

如同十架約翰在〈純愛心禱〉（Prayer of a soul taken with love）的格言中所描

繪的： 

我主，請祢不要從我手中拿走， 

那些祢曾經在祢獨子耶穌基督裡， 

賜給我所渴望的一切。 

諸天屬於我，大地屬於我；普世萬民屬於我，義人罪人屬於我。 

上帝屬於我，並且為了我，因為基督是我的，且全為了我。 

一切為我，都不為祢。 

一切為祢，都不為我。168  

  

                                                        
168十字若望，《光與愛的話語》，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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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動的心靈黑夜：透過否定實現肯定 

黑暗中，安全行進， 

攀祕梯，裝巧隱， 

啊！幸福好運！ 

置黑暗，隱蹤跡， 

吾室已然靜息。         （〈黑夜〉，詩節 2） 

十架約翰用〈黑夜〉第二詩節的註解，來開始《山》第二卷第一章的談論，

也為《山》的後半段，包含卷二卷三合計長達七十七章的長篇論述，定下基調：

欲望在「黑暗中」離去：「因為使這心靈部份的家靜息，會遭遇更大的艱難，方

能進入此內在的黑暗，這就是心靈內所有事物的赤裸。」（A.2.1.1）第一詩節裡，

感官部份在「黑夜初臨」時轉身離去，在第二詩節裡，論到心靈的部份，說是「在

黑暗中」離去。因為「心靈部份的黑暗更是強烈，就如黑暗遠比夜的陰暗更深濃。」

（A.2.1.3）對十架約翰而言，進入感官黑夜，割捨欲望達致成全，為了得到屬靈

的喜樂而棄絕肉體的愉悅，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的。換句話說，「感官黑夜」相

對來說是比較直接的，而「心靈黑夜」則是較為深刻與晦澀的經驗。羅雲．威廉

斯說的好：「心靈黑夜直接重擊幻相的真正根源，並系統性地將人類的屬靈活動

還原為一種信心與渴望的行動。」169  

十架約翰《山》整部書的核心在探索「主動的黑夜」，卷一為「主動的感官

黑夜」，已於上一章討論。卷二及卷三為「主動的心靈黑夜」，則是本章接下來

要探討的部份。主動的感官黑夜所涉及的，都是十架約翰所謂「可感知」部份的

淨化，即自我受到肉體感官欲望與偏好限制的部份，有相當程度是靈魂進程中的

預備階段。但十架約翰從他實際指導加爾默羅會士的經驗中發現，他們生命裡所

面對的，主要還不是來自感官的欲望，問題最多是心靈層面的：「在深沈的靜默、

漫長的孤寂、徹底的退隱、無邊無際的祈禱中，心靈內理智的活動、記憶的翻攪、

意志的歸屬等等。」原來感官的真正黑夜，其實和心靈黑夜密不可分，互相影響。

                                                        
169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知識的傷痕》，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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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因為感官部份所有的不成全和錯亂無序，都根源於心靈，從心靈中得到它

的力量。」（N.2.3.1）因此十架約翰說，真正的感官淨化始於心靈。人不單要使

感官進入黑夜，也需要使心靈的官能（spiritual faculties）進入黑夜中。 

十架約翰用其深厚經院哲學訓練的背景，將源自奧古斯丁與中世紀那為人熟

知，關於靈魂的三重性──理智、記憶、意志，用來發展「心靈黑夜」的整個架

構。按照關永中的說法，就是：「理智」作為「認知官能」，「記憶」作為「庫

存官能」，「意志」作為「意欲官能」。171 而這一切模式都必須得到淨化、脫離

它們的捆綁與限制，繼續割捨、離去、倒空，整體自我才能被帶到上帝面前，領

受祂的充滿。 

 理智的黑暗 

十架約翰在主動心靈黑夜裡，首先要處理的就是關於人的理智，要將理智留

在黑暗中。理智作為認知官能，十架約翰在《山》第二卷第十章裡，用很精簡字

句，為理智所能把握的領悟與理解，做出提綱挈領系統化的分類，並以此基礎發

展他獨特的神秘知識論。十架約翰自己定義默觀是「隱密的愛的智慧與認識」

（F.3.3）， 而他根據《山》第十章的總論，繼續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鉅細靡

遺的描繪探討這神秘經驗知識的種種面貌。因此，關永中認為，十架約翰的論述

因而成了西方古典神秘經驗知識論的典型。172  

 

十架約翰為了把理智積極的導入黑暗，對理智作為認知功能做了清晰系統的

區分。他認為理智基本上是通過兩種方式獲得知識：「理智能以二種方式得到認

                                                        
170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聖十字若望靈修的一生與著作〉，《神學論集》168（2011 夏）：304-

05。  
171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聖十字若望的提示〉。《輔仁宗教研

究》17（2008 年夏）：119。 
172關永中根據《山》的第二卷第十章訂出十架約翰知識論的四個綱目：一、被知視域（the horiozns），

二、外感官功能（the exterior senses），三、內感官功能（the interior senses），四、靈功能（spiritual 

faculties）。並依此四個綱要發展其〈十架約翰的神秘經驗知識論〉專文。唯本文在「研究限制」

一節即說明本論文對「從哲學角度探討知識論與神秘知識論」部份不在本文研究範圍內，因此，

本文將不會詳細論述這部份。相關研究與討論詳見關永中，〈明鑑洞照、趣機若響──與聖十

字若望懇談神秘經驗知識論〉，《攀登加爾默羅山》，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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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和理解，即本性與超性的。」（A.2.10.2） 

根據十架約翰《山》第二卷第十章裡提出知識論的分類，可用圖表示：173 

理 

智 

獲 

得 

的 

知 

識 

以本性獲得的知識 
包括理智由身體感官或藉反省了解的一切事

物（A.1） 

以超性獲得的知識 

包括所有以超越本

性的能力和本領給

予理智的一切 

身體的 
得自身體的外感官（A.2.11） 

得自身體的內感官（A.2.16-22） 

心靈的 

清楚、個別的認識 

（A.2.23-32） 

神見 

啟示 

神諭 

心靈的感受 

黑暗、普遍的認識 默觀 

圖表 4-1-1 理智獲得的知識 

根據上表，第一種是「本性的知識」，包括通過外在身體的感官與理性反思，

而獲得的世俗知識與宗教知識。第二種是「超性的知識」，則指理智以超越本性

的能力和本領，給予理智的一切知識。就主動黑夜的煉淨而言，第一種本性知識

屬於感官黑夜，是《山》第一卷的內容，已在本章第一、二節討論過；而第二種

超性知識，則屬於更黑暗的心靈黑夜，是《山》第二卷內容，也是本節要討論的

重點。 

因此，十架約翰最主要是要引導「超性的知識」進入心靈的黑夜，用十架約

翰的話說，是「剝除理性的光明，或者，更好說，使理性盲目。」（A.2.2.2）要

達到這個目的，靈魂不只必須行走在受造物與本性感官較低部份的黑暗中，而且，

在有關造物主和心靈亦即理智與較高的部份，也必須進入黑暗與盲目。（A.2.4.2）

所謂「超性的」，就是超越本性之上，人只要仍有餘力，就必須盡其所能地全然

空虛自己，且「經常留在彷彿空無所有和黑暗中。」（A.2.4.2） 

關永中針對第二種「超性知識」的運作，做了更詳盡的歸納與整理。他辨識

十架約翰所說，人的一切官能，除了有其日常生活的本性運作（natural operations）

以外，尚有會發顯其超能力，而引申各式各樣的所謂「超性運作」（supernatural 

                                                        
173圖表的原型來自謝華的整理，但在本性知識上稍加修改。參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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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他按十架約翰在《山》卷二與卷三的整理，把包含內外感官及心靈

的三官能，所能引申的超性運作，表列如下：174 

圖表 4-1-2 理智的超性運作 

上述的超性知識對靈修都造成阻礙，對十架約翰而言，進入主動心靈黑夜，

就是要人揚棄對超性經驗的執迷。換句話說，就是要使超性運作的所有內容都導

入黑暗之中。 

                                                        
174這個圖表是關永中的原創，在此圖表中將「spiritual」譯為「心靈的」，但在其專文中，有時則

譯為「靈」或「靈性」，例如心靈的感受「spiritual feeling」有時譯為「靈性感受」或「靈的觸

覺」。見關永中，〈明鑑洞照、趣機若響──與聖十字若望懇談神秘經驗知識論〉，468；另

參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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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外感官的超性認識，是指以超性方式，經由身體的外感官，即：看、聽、

聞、嚐、觸，達到的理智的超性認識。 

 

十架約翰說藉由這五種外感官，靈修者「能夠、也常常有超性的顯現和對象。」

（A.2.11.1）因此也容易超性地導致各種「神秘經驗」，分別是： 

1. 視覺可見到另一生命的影像與人物，如聖人、天使、魔鬼，甚至超凡的光

芒等，引申的神秘經驗可稱之為「感官的神見」（sensible vision）。 

2. 聽覺可聽到不尋常的話語，有時來自異象中的人物，有時聽到聲音而不見

其人，引申的神秘經驗稱之為「感官的神諭」（sensible locution）。 

3. 嗅覺有時聞到異常的芳香，卻不知從何而來，引申的神秘經驗稱之為「甜

蜜的異香」（sweet fragrance）。 

4. 味覺可以體驗不尋常美妙的味道，引申的神秘經驗稱為「美妙的香味」

（exquisite savor）。 

5. 觸覺感受到極深喜悅，深入骨髓地強烈滲透到身體每部位，引申的神秘經

驗稱之為「極深的喜悅」（extreme delight）。（A.2.11.1）如下表：175 

五官 功能 本性經驗 神秘經驗 

眼睛 視覺 色 感官的神見（sensible vision） 

耳朵 聽覺 聲 感官的神諭（sensible locution） 

鼻子 嗅覺 聞 甜蜜的異香（sweet fragrance） 

舌頭 味覺 嚐 美妙的香味（exquisite savor） 

身體 觸覺 觸 極深的喜悅（extreme delight） 

圖表 4-1-3 外感官導致的神秘經驗 

                                                        
175參照關永中整理的表格，稍加修改。見關永中，〈明鑑洞照、趣機若響〉，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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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永中的研究指出，人可以透過身體的外五官，攝取不尋常的神秘經驗，反

之亦然，神秘經驗藉著外感官而傳達人，異常地薰陶著人的個體，如下圖示意：

176 

 

圖表 4-1-4 外感官與神秘經驗之關係 

 

十架約翰談論對外感官引申的神秘經驗，要「不該膽敢想望接受」，因為會

帶來六種損害：（A.2.11.7） 

1. 逐漸削弱信心：因為如果不對所有感官經驗，特別是經由感官而來的神秘

經驗閉目，會大大減損信心，使人離開與上帝結合的道路。 

2. 成為心靈的阻礙：如果不拒絕感官的神秘經驗，將阻礙靈魂，使心靈無法

高飛。 

3. 心靈不再赤裸：在感官上的超性經驗，靈魂逐漸佔為己有，不再繼續走向

真正心靈的捨棄與赤裸。 

4. 失去靈性的豐富：因為雙眼專注於感官，使心靈失去在其產生豐富靈性效

果。 

5. 失去上帝的恩惠：視感官的神秘經驗為己有，又沒有因之得到益處，反而

失去上帝要給予人的恩惠。 

6. 讓魔鬼趁虛而入：因為巴望得到感官的神秘經驗，為魔鬼大開門戶，利用

                                                        
176關永中，〈明鑑洞照、趣機若響〉，409。  

人 外五官 神秘經驗 

透過 

薰陶 

攝取 

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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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似東西來欺騙，使人認為這神秘經驗都是好的，如同哥林多後書十一章 4

節所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十架約翰認為雖然超性認識或引申的神秘經驗，能夠經由上帝，發生在身體

的外感官上，除非罕有的特殊情況例外，且需有充足的屬靈引導（A.2.11.13），

否則應該忽略它們，十架約翰一貫的態度就是「絕不可依賴或接受它們，反而更

應該完全逃避它們。」（A.2.11.2）有幾方面的理由： 

第一、就著人的經驗來說： 

1. 愈外在和身體的，愈難保證來自上帝。（A.2.11.2）  

2. 愈外在和彰顯的，愈容易受魔鬼欺騙。（A.2.11.3）  

3. 愈外在和形式的，內在和心靈益處愈少。（A.2.11.4）  

第二、就著人的心靈來說： 

1. 愈沈迷，愈容易引起傲慢、虛榮和錯誤。（A.2.11.4） 

2. 愈沈迷，愈容易自我滿足、減損信心、本末倒置遠離神。魔鬼擅長慫恿人

暗中自我滿足，有時明顯得很： 

為此，牠時常供給感官一些對象，顯示給視覺聖人的形像和美麗的光輝，

給聽覺虛偽不實的話語，給嗅覺芳香的味道，也在人口中放置甜蜜，又

使觸覺愉悅。牠做這一切事，目的是誘使人陷入許多惡事。（A.2.11.5）
177 

第三、就著上帝來說： 

1. 神秘經驗來自神的主動恩賜，不是人的努力或能力，人只能被動接受。 

2. 如果神秘經驗來源出自上帝，即使忽略它並不會因而減弱其中的影響力。

就好像皮膚接觸到火，不論渴求與否，也必然被火灼傷；同樣若上帝賜予異象或

                                                        
177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133。 



68 

神秘經驗，不論接受與否，也必然如同被上帝的愛火灼熱一般獲得正面迴響。

（A.2.11.6） 

 

十架約翰說「內感官」包含「想像與幻覺」，而且互相協助，無須太加以區

分。（A.2.12.3）關永中定義這兩種能力，其一是「想像力」（imagination），意

指以圖像來協助思辨事理，讓人能夠思想事物的圖像與動靜；例如：想像與有人

在鳥語花香的花園散步。其二是「幻想力」（phantasy），意指以攝取的圖像加以

改頭換面，藉以產生新的形像，例如：美人魚、獨角獸。178 

而上帝和魔鬼不必經過外感官，也能以超性的方式，把形像與心象呈現給內

感官的想像與幻覺，甚至會更加美麗和完美，藉著這些形象，上帝經常讓人經歷

神秘經驗。這類呈現，就叫做「想像神見」（imaginative vision）。 

 

十架約翰引用聖經的記載，說明想像神見的例子。 

1. 以賽亞見異象：以賽亞看見上帝充滿祂的榮光，是在充滿煙雲的聖殿中。

和各以兩個翅膀遮臉、遮腳、飛翔的撒拉弗形式下看見的。（賽 6:1-8） 

2. 耶利米見杏樹枝的異象。（耶 1:11） 

3. 但以理見四獸的異象。（但 7） 

這些聖經的例子，先知們所見異象，就是想像神見最好的典型，其中內容不

是當事人的主動幻想，而是上帝所給予的看見。十架約翰說「在幻想和想像的這

面鏡子內，靈修者有這些想像的神見，比起身體外在的神見頻繁的多。」（A.2.16.3） 

 

所有源自上帝的想像神見，都蘊含了豐富的智慧，灌注認識和愛。而人被動

的領受，如同「玻璃窗不能阻止陽光照耀其上，無須其努力或工作。」（A.2.16.10）

                                                        
178關永中，〈明鑑洞照、趣機若響〉，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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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無論人抗拒或順從，都阻止不了超性的灌注。面對內感官超性運作想像神見所

帶來的神秘經驗，十架約翰維持其一貫「否定」的態度：不留戀、沈迷，而要使

其進入黑暗中。從《山》第二卷第十六章至二十二章中，歸納以下八點對想像神

見應有的態度： 

1. 不依賴，除去卻得到：主動並甘心情願地除去想像神見，不但不會失去上

帝要給的美善恩賜，反而會準備的更好，以更豐富、清晰、心靈的自由和單純，

來領受這些美物。（A.2.16.11） 

2. 專注那看不見的：雙眼越過感官看見的異象，專注在屬於心靈那看不見

的，棄絕想像神見中可以感覺和理解的部份，把它們放開時，將會對屬靈生命有

實質的助益。因為上帝賜給人這些神秘經驗，「不是要人渴望佔有或執著貪戀它

們。」（A.2.16.12） 

3. 忽略它並不影響上帝施恩：即使拒絕或忽略想像神見，也不會因此減弱神

要給予人的恩惠，神主動藉著神秘經驗給予人的祝福與恩惠，早已灌注在人心靈

內。（A.2.17.7） 

4. 拒絕它可從分辨中得釋放：要分辨好壞想像神見，確知是來自上帝或魔鬼

是非常費心勞神的，因此無論神秘經驗的來源如何，全然拒絕它可更專注在重要

的事上。（A.2.17.7） 

5. 最準確穩妥的作法是躲避它：上帝話語和想像神見，在種種方式中可能是

真的和確實的，而我們卻可能仍然受其欺騙，因著人的有限，我們不會按上帝的

目的和觀點去理解這些神秘經驗，因此「最穩當的作法是明智地躲避這些超性的

經驗。」（A.2.19.14） 

6. 愈渴求愈容易本末倒置：渴求超性的異象和神秘經驗，就是「越過本性的

限度。」十架約翰認為這是不合法、本末倒置的作法，而且是試探主，反而不討

上帝喜悅。（A.2.21.1） 

7. 愈渴求愈容易受欺騙：十架約翰認為渴望以超性的方法與上帝交往，這是

                                                        
179關永中，〈明鑑洞照、趣機若響〉，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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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其危險的事。」因為魔鬼也以利用內感官來導致想像神見的神秘經驗，人若

迷戀異象、渴求神秘經驗，則無異是將自己曝露於魔鬼的矇騙中。（A.2.21.7） 

8. 注視基督而非另求新奇的事：如同歌羅西書第二章 3 節所說的；「在祂裏

面蘊藏著一切智慧和知識。」（西 2:3《和修本》）上帝已經把所有的奧秘，在

基督裡啟示了一切，因此「現今凡求問上帝，或渴求什麼神見或啟示的人，不只

愚蠢狂妄，也冒犯上帝，因為他沒有完全注視基督，而渴望其他什麼東西或新奇

的事。」（A.2.22.5） 

 

十架約翰從《山》第二卷第二十三章起至結尾的第三十二章止，用了十章的

篇幅，論述心靈功能中的理智領悟。這些領悟，「因為不是藉著身體的感官顯現

給理智，如身體內感官的想像神見一般。而是完全沒有身體內、外感官的介入，

清楚和分明地超性地呈現給理智。」（A.2.23.1）因此，稱這些是純心靈的理智

超性認識，也就是不透過外感官，而超自然地直接賦予心靈特定而明確的知識，

包含以下四種：神見（visions）、啟示（revelations）、神諭（locutions）、心靈的

感覺（spiritual feelings） 

 

這裡的「神見」，不是外感官的神見，也不是內感官的想像神見，而是一種

「理智神視」（intellectual vision），因為靈魂的「理解」，也可說是靈魂的「看

見」（see），因此這一切領悟是理智可以理解的，也是心靈所能看見的。所以十

架約翰說：「理智能以心靈的方式看見對象，就像身體的眼睛能實在看見一樣。」

（A.2.23.3）換句話說，「理智神見」意謂著理智接受到一種類似感官視覺所感

受的顯現，只是並不經歷任何內外感官，而直接藉由理智來接收。 

十架約翰把「理智神視」分為兩類：其一為「有形體的理智神見」（intellectual 

vision of corporal substances），指著理智直接接收關於「有形體可見物質事物」的

景象，可以是「地上的」（earth）、也可以是「天上的」（hesven）。前者的例子

如馬太福音記載，魔鬼將「世上」一切國度及其榮華指給基督看；後者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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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啟示錄中，使徒約翰從「天上」看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聖城的異象。其二

是「無形體的理智神見」（intellectual vision of incorporal substance），180 意謂上帝

不再假借任何其他形像寓意自己的臨在，而以其本質顯現，讓人心靈直接領悟。

十架約翰舉聖經經文為證，例如：出埃及記第三章 22 節裡，上帝將本質直接向

摩西顯現；列王紀上第十九章 13 節裡，以利亞領受神見；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

2 至 4 節裡，使徒保羅見到三重天的異象。（A.2.24.2-3） 

面對有形體的理智神見所經歷的神秘經驗，十架約翰的態度是「否定」，他

說要「拒絕它們」，因為： 

1. 這些神見不能作為親近上帝的捷徑：因為它們牽涉受造物，而有限、渺小

的受造物沒有與無限、偉大創造主的本質相比。因此「不要貯存、不要珍藏，也

不要執著它們。」十架約翰甚至用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靈魂應該乾脆地拒絕這

些神見。」（A.2.24.8） 

2. 將理智神見的神秘經驗置於黑暗中，靈性愈加成長：懷著單純的信心和赤

裸，反而得到更多的鼓舞和提拔。十架約翰這樣描繪屬靈成長的圖畫： 

就好像，透過對萬物的虛空、黑暗和赤裸，信德被傾注於靈魂內，且在

靈魂內更深紮根，或藉心靈的貧窮，上帝的愛德，也同時被傾注，且更

深紮根於靈魂內。對於外在和內在能領受的一切東西，靈魂愈渴望黑暗

和滅絕，信德的傾注愈多，隨之而來的，是望德與愛德的傾注，為三超

德是一起增長的。（A.2.24.8）181 

3. 經由拒絕萬有，走向上帝：因為魔鬼設置障礙，藉著對理智神見的神秘經

驗使人執迷，阻止了心靈的赤裸與空虛，因此十架約翰說要拒絕它們，並且「要

把愛和喜樂建立在今生不能看見和感受的上帝，祂是不可領悟和超越萬有的。」

（A.2.24.9） 

整理理智神見的超性運作，可用下面圖表示意：182 

                                                        
180十架約翰對「無形體理智神見」的態度是肯定並珍視，這部份將在本節的第五段落中討論。 
181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197。 
182圖表 4-1-5「理智神見」，十架約翰原著中並無此圖表，係研究者根據文本自繪，同時指出十

架約翰對此神秘經驗的「否定」與「肯定」之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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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1-5 理智神見 

 

理智的領受，彷彿領悟和理解新的事情，如同耳朵聽到沒有聽過的，稱之為

啟示（revelations）。啟示是揭示某個隱藏的真理，或顯示某個祕密或奧秘。

（A.2.25.1）十架約翰把啟示分為兩類，其一是「理智認識」（intellectual knowledge）

183：意謂「理解及看見上帝的真理，或現在、過去或未來的事，這些和先知的恩

賜相符。」（A.2.26.2）其二是「祕密的顯示」（secrets），意謂上帝藉言說、圖

像等的灌注，而向理智揭露有關上帝的隱藏的奧秘及其工作。十架約翰認為這兩

者有密切關聯，意義有時甚至會部份重疊或滲透。 

十架約翰認為「祕密」作為「啟示」而言，又可分為「有關上帝的祕密」（secrets 

concering God ）和「有關上帝作為的祕密」（secrets concering God in His works）。

前者展露有關上帝本身的奧秘，包括三位一體奧蹟、或其他在聖經中論及上帝自

身的啟示，後者則指展露上帝對創世與救贖的奧蹟，這兩者也都是教會共同承認

的信條。（A.2.27.1） 

按照十架約翰的觀點，不論「有關上帝的奧秘」如聖三，或「有關上帝作為

的奧秘」如救贖，都是已經啟示給教會的真理，自基督降世後，就再沒有更多的

信條要啟示了，一切「私人啟示」（private revelations）充其量只是舊啟示的複述

而已。（A.2.27.2-4）因此，十架約翰主張「要對新啟示關閉理智。」十架約翰提

出面對啟示所引申的神秘經驗，也採取「否定」的態度，要「忽略」或「拒絕」

                                                        
183十架約翰對「有關造物主之理智認識」的態度是要珍視，這部份亦將在本節第五段落中一併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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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 

1. 忽略重提已有的舊啟示：十架約翰認為嚴格來說，已經啟示過的就不能稱

為啟示。（A.2.27.2）人只須聆聽教會的宣講即可，因為上帝已經藉著耶穌基督

充分啟示了自己。（A.2.27.4） 

2. 拒絕異於舊啟示的新啟示：因為魔鬼善於偽裝，給人新的或不同於聖經真

理的啟示。（A.2.27.3）十架約翰引用保羅的話來論證：「但無論是我們，是天

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加 1:8） 

3. 拒絕其他混雜的認識：十架約翰認為「不僅要拒絕有關信仰的新啟示，也

要出於謹慎，拒絕接受其他與之混雜的認識。」（A.2.27.4）因為魔鬼先用真的

和逼真的事餵飽人，繼而施行詐騙。如同用豬鬃穿洞引出引線，先利用真理作為

引誘的小鉤，再設陷阱引人誤入歧途。 

4. 對所有新的啟示閉上眼睛：不要對啟示帶來的神秘經驗好奇，或渴望理解

得很清楚。與其追求理解本來就說不清的奧秘，不如保持單純的信心，好進入理

智的夜，與神聯合孕育愛的知識。 （A.2.27.6） 

整理啟示的超性運作，可用下面圖表示意：184 

 

圖表 4-1-6 啟示 

                                                        
184圖表 4-1-6「啟示」，十架約翰原著中並無此圖表，係研究者根據文本自繪，同時指出十架

約翰對此神秘經驗的「否定」與「肯定」之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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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性的神諭（locutions），指「沒有通過任何身體感官，經常發生在屬靈之

人的心靈。」（A.2.28.2）意謂靈修者並非透過外感官的聽覺，而是藉由理智超

性地聆聽到靈界的心聲。十架約翰把其中繁複現象歸納為三種類型：連續神諭、

正式神諭、實質神諭： 

第一、「連續神諭」（successive locutions）：指靈魂在收斂心神的狀態下，

常會形成和推論演繹出一些心靈的語言及思考。（A.2.28.2）當心靈全神貫注時，

思潮泉湧，透過默想形成明確語言和判斷，推論並發現他所不知道的事。導致這

種神秘經驗的來源有三：來自上帝、來自個人、來自魔鬼。（A.2.29.11）十架約

翰對連續神諭採取「否定」的態度： 

1. 抱持懷疑：十架約翰認為要對這種神秘經驗抱持懷疑，特別是聽到人說：

「上帝對我說」、或「上帝回答我」，他認為更多時候這些話是出自自己而不是

上帝。（A.2.29.4）  

2. 不要理會：如果加以重視，這種神秘經驗，對與上帝結合的路，會是嚴重

的障礙，要將理智留在黑暗中，藉著信心行走在黑暗中，而不是藉著許多推理。

（A.2.29.5） 

3. 活於信心：十架約翰認為這種神秘經驗，充其量只是傳遞一兩個信息而

已，如果與活於信心所得的真理相比，在質方面，就像極純的純金與粗略的金屬；

在量方面，就像海洋和一滴水。因此活在信心裡，讓我們沉浸在上帝的普遍智慧

中，與基督心神合一無間。（A.2.29.6） 

第二、「正式神諭」（formal locutions）：意謂靈魂超性地接受清晰而正式的

語言，它不經由外感官的管道，而直接傳達於理智，人不必處於心神收斂的狀態

下，而清楚知道它不是來自自己，而是來自第三者。（A.2.28.2）這第三者，可

能來自上帝或是來自魔鬼。前者使人得光照並謙卑，後者則使人傾向虛榮與驕傲。

（A.2.30.3-4）十架約翰對正式神諭仍然採取「否定」的態度： 

1. 置之不理：不論這第三者的來源出自聖靈或邪靈，一律置之不理，不要留

意它，否則容易受魔鬼欺騙。（A.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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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辭退拒絕：十架約翰建議，要把這種神秘經驗向有經驗的屬靈導師尋求引

導，如果找不到這樣的人，最好絕口不提也不要告訴其他人，直接拒絕這些神諭。 

第三、「實質神諭」（substantial locutions）185 ：也是心靈內正式產生的話語，

有時處在收心中，有時沒有，這些神諭超性地傳送自另一個體，人的理智在無預

警狀態下被觸及，而產生極深的影響。（A.2.28.2） 

整理神諭的超性運作，可用下面圖表示意：186 

 

圖表 4-1-7 神諭 

 

理智以其餘的感官方式領受的，例如領悟心靈的甜蜜芬芳，心靈的美味或心

靈的愉悅，靈魂能以超性方式享有的，稱之為「心靈的感覺」（spiritual feelings）。

（A.2.23.3）顧名思義，「感覺」意味著心靈有感於上帝的觸動，發而為湛深的

歡愉。十架約翰認為心靈的感覺因著感觸程度可分為兩類：其一為「在意志情感

中的感受」（feelings in the affection of the will），其二為「在靈魂實體內的感受」

（feelings in the affection of the soul）。其中後者在程度上高於前者：當上帝觸及

意志時，其中的感受固然喜悅，但觸及靈魂實體的感受，卻最為美善。而且不是

                                                        
185十架約翰很積極的看待此種實質神諭，肯定它對人的幫助，這部份亦將在本節第五段落中一併

討論。 
186圖表 4-1-7「神諭」，十架約翰原著中並無此圖表，係研究者根據文本自繪，同時指出十架約

翰對此神秘經驗的「否定」與「肯定」之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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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力所主導，純粹是上帝無預警下的主動所施的恩惠。（A.2.32.2） 

十架約翰提出面對心靈的感覺所引申的神秘經驗，他仍然採取一貫「否定」

的態度，指出三個方向：辭退、謙虛和被動。（A.2.32.4） 

1. 辭退（resignation）─不刻意追求感受：任何有關心靈感受的事，什麼也不

要做，要對之保持被動，不要介入本性的能力。不刻意追求這種神秘經驗，否則

理智會自己營造自以為是的知識，魔鬼也會找到灌輸假信息的機會。（A.2.32.4） 

2. 謙虛（humility）─承認自己的無有：承認在上帝面前自己一無所有，承

認恩典並非藉由個人功勞賺取的。十架約翰如此說明這是上帝主動施予的恩惠： 

這些恩惠，不在於靈魂所做的工作，也不取決於所行的默想，雖然這些

事是領受恩惠的好準備，上帝將之賜給祂所願意的人，也為了祂所願意

的理由。因為有可能發生的是，某人以做了許多神工上的修練，上帝卻

沒有給他這些觸動；另一個人的修練少得多了，卻蒙受最卓越的觸動，

而且是豐沛大量。（A.2.32.2）187 

3. 被動（passive）─被動地接受感受：人無法揠苗助長，也不能憑己力領悟

心靈的感受，全由上帝採取主動，理智唯有被動地接受。（A.2.32.4） 

整理心靈的感覺的超性運作，可用下面圖表示意：188 

   

圖表 4-1-8 心靈的感覺 

                                                        
187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228。 
188十架約翰原著中並無此圖表，係研究者根據文本自繪，同時指出十架約翰對此神秘經驗的

「否定」與「肯定」之路向。spiritual feelings 加爾默羅聖衣會的譯為「心靈的感覺」，關永

中則譯為「靈性感受」。見關永中，〈明鑑洞照、趣機若響〉，468。 

心靈的感覺

spiritual 

feelings 

在意志情感中的感受 

feelings in the affection of the will 
否定 

肯定 在靈魂實體內的感受 

feelings in the affection of the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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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理智超性運作的各式各樣表現和神秘經驗，十架約翰指出兩個重點：其

一是，凡不揭露上帝本質的神秘經驗，應該一概否定，拒絕，不要執迷。其二是，

並不需要放棄所有的超性經驗，那些直接揭露上帝本質的神秘經驗則要加以肯定。

十架約翰至少肯定了其中五種揭露上帝本質的超性經驗，並且鼓勵我們珍視它們： 

 

意謂著上帝不再假借任何其他有形體來彰顯其同在，而直接揭露其本質。上

帝本質赤裸裸的自我顯現，被人所看見。十架約翰用聖經的三個例子說明：上帝

向摩西的顯現（出 33:18-22）、上帝顯現給以利亞（王上 19:13）、上帝顯現給使

徒保羅（林後 12:2-4）。（A.2.24.2-3）十架約翰對此神秘經驗的態度是肯定的，

他認為這個本質的理智神見，「雖然有時短暫、罕有或幾乎很少發生，只給少數

的人」（A.2.24.3），既然人生存的最終目標是為了面對面與上帝相會，那人一

旦很難得的獲得這份經驗，就應好好珍惜。（A.2.26.10）  

 

在「啟示」各類超性經驗中，十架約翰格外珍視這關乎上帝本質的啟示，它

是理智對造物主本質（essence）與屬性（attributes）有清晰的認知，人對上帝的其

中一個屬性，如全能（omnipotence）、剛毅（fortitude）、美善（goodness）、甘

飴（sweetness）等有湛深的體會。（A.2.26.3）並且經驗到上帝的臨在，因而整個

心靈充滿喜悅。十架約翰對此神秘經驗的態度也是肯定的，他鼓勵我們此神秘經

驗既不由人控制，應該以謙虛、辭讓、感恩的心去接受。（A.2.26.9-10） 

 

指人的聽覺接受到上帝的話語，立竿見影地獲得相應的實際效果。例如聽到

主說：「會好的！」（Be good），人立刻會實質地好起來；或聽到主說：「愛我！」

（Love Me），人立即在內心燃燒愛火，並察覺自己內心愛上帝的實質；或聽到

主說：「不要怕！」（Do not fear），人隨即感受到很大的剛毅和寧靜。（A.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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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福音書中耶穌向病人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罷！」（約 5:8）主耶穌只

須一句話，即叫病人痊癒，起死回生。十架約翰很積極的看待這種超性經驗，他

肯定「實質神諭」對與上帝結合有很大的幫助，凡聽到上帝這樣蘊含實質話語的

人是有福的。（A.2.31.2） 

 

指人靈魂的觸覺實質地碰觸到神，在極度崇高的喜悅中，體會上帝的同在，

因而獲得生命的轉變，人唯有信靠上帝的引導，領受恩典。十架約翰肯定這種超

性經驗是「本性無法達到，也不能憑己力領悟，只能領受。」因此他鼓勵我們應

該要謙虛的接受並珍惜它。（A.2.32.4） 

 

十架約翰談論神秘經驗，叫我們要否定、忽略很多不同的經驗，甚至不要保

留這些超性經驗，但唯獨對上述這四種超性經驗，他則建議我們要常在記憶中回

味它們，因為它們向我們揭露上帝的本質，而在我們的回憶中，可以重溫這人神

間的聯合。因此他說：「對於造物主的認識，應該盡其所能，常常回想，因為將

導致很大的效果。」（A.3.14.2） 

總結來說，十架約翰談論理智所引申的神秘經驗，叫我們忽略很多不同的經

驗，而只珍惜上述這五種經驗。189 除了以上這五種超性運作的經驗外，對於一

般的神秘經驗，十架約翰都採取「否定」的態度。他勸諫我們要拒絕、忽略、勿

沈迷、勿執著，讓理智留置在黑暗中，徹底被煉淨，以免本末倒置，阻礙屬靈生

命的成長。 

  

                                                        
189關永中在不同專文中，提到十架約翰要我們珍惜的神秘經驗時，有時說五種，有時則主張有六

種，其中的差異是把「默觀」也視為其中一種。本文沒有把「默觀」放在這裡討論，主要原因

是認為十架約翰在主動心靈黑夜裡，其實並未對「默觀」做詳細的討論，僅只帶過而已，直到

《夜》時，才詳細闡述默觀。因此，本文認為「默觀」屬於被動淨化的部份，較合適於第四章

「被動的黑夜」再詳細討論默觀，故不列在此處。相關討論見關永中，〈超越的切慕、洞察與

歸化─兼論聖十字若望對郎尼根體系能有的補充與啟發〉，《哲學與文化》33 卷 11 期（2006

年 11 月）：35-36；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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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的空虛 

十架約翰在對「理智」做了詳細的分析之後，對「記憶」的部份則做相對較

簡略的說明。《山》的第三卷共有四十五章，是三卷中最長篇章的一卷，旨在「談

論記憶與意志的主動煉淨之夜」（A.3.1.題解），他用《山》第三卷的第十六至

四十五章共廿九章的篇幅談論「意志」的煉淨，但只用第三卷第一至十五章共十

五章的篇幅討論「記憶」的煉淨。他認為「理智、記憶、意志」這三個心靈功能

的作用彼此互相依賴，且都隸屬於同一個整體，因此「理智」的討論，已足夠讓

他的讀者舉一反三，能夠理解心靈其他功能的運作。（A.3.1.1）  

從「理智的淨化」進入「記憶的淨化」，在這個階段，靈修的目標是「經由

單純的信德，與上帝結合」（A.3.1.1），其餘與淨化相關的討論，有許多是重複

理智的黑暗已經談過的部份，因此與《山》第二卷相比顯得較為概要。從這點觀

察，顯然十架約翰把與記憶有關的淨化，都看成與他在《山》第二卷所談論述的

極為相似。羅雲．威廉斯認為，它們都圍繞著相同的「煉淨」主題：「也就是剝

除心智所擁有的安全感，這心智是根據從受造物所接收到的形式來塑造的。」190  

十架約翰承襲奧古斯丁的說法，以「記憶」為心靈的獨特功能，與「理智」

和「意志」有同等的地位，191 也淨化各自的領域。「為了在默觀中前進，達到與

上帝結合，必須經由清除障礙、空虛、捨棄官能中本性的管轄與作用，給出空間，

接受超性的傾注與光照。」（A.3.2.2）對於記憶的淨化，十架約翰指出他一貫的

「否定」路線： 

靈魂邁向天主，必須藉著知道上帝不是什麼，而非因知道上帝是什麼，

為了歸向上帝，拒絕和不接納本性與超性的領悟。為此，現在對於記憶

亦然，我們必須使記憶離開本性的限度和支持，超乎其上，亦即超出所

有分明的認識，及所有可領悟的，處於不可理解之上帝的至高望德中。

（A.3.2.3）192 

                                                        
190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72. 
191關永中，〈明鑑洞照、趣機若響〉，460。  
192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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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約翰把記憶的運作分成三類：記憶的本性認識（senses memory）、記憶

的超性想像認識（supernatural imaginative memory）、記憶的心靈認識（spiritual 

memory）。從以上這段對記憶總論式的提要來看，記憶的淨化，就是透過否定和

拒絕記憶所有本性與超性的認識，來使記憶留在空虛中。 

 

記憶的本性認識是所有能由五官──亦即聽、看、聞、嚐、觸──形成的認

識，及所有記憶能形成和構造的這類認識。（A.3.2.4）而所有這些經由本性認識

的記憶都應該剝除和空虛，且力求放開對它們的想像領悟，使之不留任何印象，

也不留下事物的痕跡，而處與空曠和空無中，就好像從未有過似的，處於完全的

遺忘與休止。 

 

如果人仍然想用記憶的本性認識和推理來走向上帝，十架約翰指出會有三種

損害與障礙，前兩者是積極的損害，第三者是消極的損害： 

1. 來自世俗的損害：例如包括虛偽不實，以真為假、以確實的為可疑，使人

幾乎不能徹底認識真相；或者是把記憶放在聽到、看到、觸到、聞到和嚐到的事

物上，使得痛苦、害怕、贈恨、輕浮享樂、虛榮等情緒，而造成小罪的不成全。

而這些欲望，更影響是非善惡的判斷，以致心靈內產生很多的不純潔。「如果記

憶對這些不使之盲目與黑暗，沒有人能徹底得到釋放。」（A.3.3.2-3） 

2. 來自魔鬼的損害：魔鬼使用來自記憶中的認識，增加形式、認識和推理，

借用它們導致人引發驕傲、貪婪、氣憤、嫉妒、不義的憎恨、虛空的愛和多種的

欺騙。魔鬼使用人的記憶招來騙局，使人真假不分，甚至沈溺罪中之樂，離開上

帝的美善。魔鬼主要就是透過記憶的認識工作，因此，十架約翰說：「如果滅絕

記憶中的認識，魔鬼就什麼也不能，因為牠找不到什麼能緊握靈魂的，而什麼都

沒有，也就什麼也不能。」（A.3.4.1-2） 

3. 阻礙道德與心靈的善：因著記憶的本性認識，帶來人情緒的不穩定和波

動，時喜時悲、時恨時愛，總是沒有定性。例如想起煩悶討厭的事，可能惹來悲

傷和憎恨，想起愉快的回憶，可能惹來欲望和享樂。十架約翰說：「隨著領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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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騷擾必定接踵而至。」除非努力忘掉一切，不然這些認識阻礙良好的倫理

德行。朝三暮四的靈魂，沒有良好倫理的基礎，有障礙的記憶也阻礙心靈的美善。

如同十架約翰時常說的：「靈魂必須憑著不理解，而非理解走近上帝，他必須捨

棄能改變、可理解的領悟，以換得不變和不可理解的。」（A.3.5.1-3） 

 

相對於使用本性記憶造成的三種損害，忘記和倒空本性記憶所得的益處也有

三種： 

1. 享受寧靜與平安：因為從記憶的思想而來的擾亂和變動不在了，隨之而來

的是心靈真正的寧靜與平安。 

2. 從魔鬼的捆綁中得釋放：魔鬼利用那些思想認識，使人藉著回憶陷入許多

的不純潔和罪惡，如同大衛說：「他們譏笑人，憑惡意說欺壓人的話。」（詩 73:8）

所以除去介於當中的思想，魔鬼就沒有什麼可用來與心靈作戰的。 

3. 預備接受聖靈的引導：藉著對事物的遺忘和收斂，準備好接受聖靈的引

導，如同智慧篇第一章 5 節193 所說：「施訓的聖神，遠避欺詐，遠離無知的思

念。」（A.3.6.1-3） 

 

十架約翰對待本性記憶的態度，採取的是「否定」的語言：倒空、遺忘。他

說：「空虛並煉淨記憶中所有的認識，且留在遺忘中。」而且這樣做是適宜和明

智的，因為聖靈使他們知道那應該知道的，不曉得那不必曉得的，記住那應該記

住的，無論有或沒有形式，忘記那應該忘記的，且使他們愛那應該愛的，不愛那

不在上帝內的。（A.3.2.9） 

十架約翰知道人靠著本性的能力，要空虛記憶的認識是困難的，而且本性不

穩和脆弱，即使已經好好訓練過，還是會被記憶絆倒。（A.3.5.4）如同先知耶利

米說：「我心想念這些，就在裡面憂悶。」（哀 3:20）雖然如此，十架約翰然說

「在可能的範圍內，善做準備，這是他能以本性做到的。」而且藉著上帝的恩典

                                                        
193此處用的是《思高本聖經》智慧篇「Wisdom of Solomon」的經文，和合本聖經無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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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幫助，人可以「盡己之力，進入這個捨棄和倒空形式之中，上帝會使他擁有結

合。」（A.3.2.13）因此，十架約翰鼓勵靈修者採納以下警戒： 

在記憶中，不要儲存，也不要捕捉所有聽見、看見、聞到、嚐到或觸到

的事物，反而要立刻忘記：而且，如果有必要，就得力求忘記，一如別

人力求忘記；致使記憶中，不存留事物的任何認識或形狀，彷彿它們已

經不在這世界上。記憶是自由和沒有阻礙的，完全不受縛於從上或從下

來的思慮。（A.3.2.14）194 

 

記憶的超性想像認識，指的是凡記憶到超性經驗如神見、啟示、神諭、屬靈

的感覺等，在想像力或靈魂內留下形象、形式、形狀或認識的印象。它們有時極

為靈活、生動或有效，它們涵蓋範圍甚廣，凡記憶藉由內、外感官，甚至理智所

導致的對有形事物的神秘經驗，都在記憶的超性想像認識下。（A.3.7.1） 

 

十架約翰指出對經由超性管道進來的想像記憶，如果使用、重視，就有危險

陷入五種損害： 

1. 受騙將本性視為超性的：正如本性想像，沒有人能完全獲知，也不能有整

全確實的判斷，何況對於超越我們能力，又很少發生的超性事物，更是無能為力。

因此，往往把自己的幻想認為是來自上帝。（A.3.8.1） 

2. 陷於自負和虛榮的危險中：有超性經驗的人，自認為特別，隱藏著自我重

視和滿足，不只看重這神秘經驗，也看重自己，不知不覺導致心高氣傲，如同耶

穌所說的比喻，法利賽人因自己遵守律法感謝上帝，不像別人儘行不義（路 18:11-

12），但他從這些對德行的記憶中，自認為非常靠近上帝，卻導出自我滿足和輕

視稅吏的驕傲。（A.3.9.1-2） 

 3. 給魔鬼更多機會欺騙：由於魔鬼不只呈現給記憶和想像許多假的經驗和

形式，它們看起來像是真的、好的，在心靈和感官上留下有效和確定的記憶，致

                                                        
194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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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認為鐵定沒錯，就像所感受的。但如同魔鬼也會偽裝為光明的天使（林後

11:14），魔鬼經常唆使感官，又把愉悅、樂趣和歡愉放進感官中，使人眼花撩亂，

全神專注在樂趣而不是上帝。（A.3.10.1-2） 

4. 阻礙與上帝的結合：盼望是全然專注於上帝，凡不是上帝的事物，都不該

存在記憶中。凡記憶能把握的形式、形狀、形像或其他認識等這些神秘經驗，它

們本身都不是上帝，也和上帝不相似，如同大衛所說：「主啊，諸神之中沒有可

比你的；你的作為也無可比。」（詩 86:8）所以，如果記憶想要緊緊抓住這些記

憶，必定阻礙與上帝的合一，而且記憶佔有愈多，就愈加失去盼望。（A.3.11.1） 

5. 卑劣且不當地判斷上帝：過度重視這種神秘經驗本身，會奪走對上帝的注

意，而專注在受造物或超性經驗上，因此對崇偉的上帝本身失去敬畏的心，致使

對上帝的判斷和尊崇，不如祂應該有的那麼尊貴。（A.3.12.1）  

 

相對於過度重視使用造成的五種損害，倒空記憶中想像的所有想像形式，也

會得到與上面五種損害相反的益處。而空虛記憶，忽略它，還有其他心靈的益處，

包含很深的安息和寧靜、從記憶中得自由、節省浪費的時間用來有益的操練；最

後，更加上帝契合。（A.3.13.1） 

 

十架約翰對待超性想像記憶的態度，採取的也是「否定」之道：不要儲藏、

不要佔有。十架約翰提醒我們時常牢記一個否定的原則：「愈重視無論是本性或

超性的經驗，靈魂愈沒有能力，也愈沒有預備好進入信德的深淵。」因為所有能

被記憶領悟的超性形式或認識，都不是上帝，記憶必須倒空所有不是上帝的一切，

為的是走向上帝。所以，記憶也必須毀掉所有這些形式和認識，為達到在盼望中

與上帝結合。如同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1 節所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

見之事的確據。」（來 11:1）一切佔有都與盼望相反，因此十架約翰說：「記憶

愈不佔有事物，就愈有盼望；盼望愈深，也就愈和上帝結合。」（A.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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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第三種領悟，就是心靈的認識，這認識不是藉由留在身體感官上的畫

像或形象，也不是來自幻覺，而是來自回想所得的認識。根據十架約翰的解說，

這些認識與在《山》第二卷第二十六章所談論的「理智的認識」（intellectual 

knowledge）有關，意謂記憶藉由理智管道所引申的「理智認識」。（A.3.14.2）

按此，十架約翰簡要分兩項談論： 

第一、是對受造物理智認識的記憶：十架約翰認為當這種認識產生好效果時，

回想它們不是為了繼續保留，而是為了激起對上帝的認識和愛。但若記憶它們生

不出好的效果，記憶就絕不要渴望去回想。 

第二、是對造物主理智認識的記憶：記憶的回想，並不是經由刻印在心靈的

任何形式、形像與形狀。這些認識是與上帝結合的觸動與感受，不具形式、形像

或形狀，而是藉由其內的光明、愛、喜悅和心靈的更新，每一次回想起來，某些

效果則再次更新。因此，對於全能造物者上帝的認識，十架約翰則主張要「盡其

所能，常常回想」，因為將導致很大的效果。（A.3.14.2） 

總結來說，十架約翰對記憶的處理形式，其實是和對理智、意志的處理是一

致的：就是盡量把感官的運作與心靈的運作清楚的加以區分出來。Howells 認為，

十架約翰在這裡，是把通過心靈能力得到的神秘知識，與通過感官得到的自然知

識以及神秘知識的預備，盡可能地區分開來。195 在這樣的理解下，十架約翰對

淨化記憶的指導和對淨化理智的指導才能達成一致：既然理智邁向上帝，只能藉

著知道「上帝不是什麼」，而非「上帝是什麼」來認識上帝（A.3.2.3）， 亦即通

過理智的割捨與否定來發展知識。那麼，記憶所喚起的一切知識內容，也應該被

否定、遺忘與空虛。 

如同十架約翰對記憶的空虛的結論，這樣說： 

  

                                                        
195Edward Howells, John of the Cross and Teresa of Avila,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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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從每天的經驗看到的，靈魂處於沒有形式和形像之中，失去想像，

記憶全神灌注於至高無上的美善，在最深的遺忘中，什麼也不記得，因

為這個神性的結合，空虛記憶中的幻像，掃除所有的形式和認識，提拔

記憶達到超性的境界。（A.3.2.4）196 

整理本段「記憶的空虛」蘊義，可用下面圖表示意：197 

 

 

 

 

 

 

 

 

 

 

 

 

圖表 4-2-1 記憶的空虛 

 

  

                                                        
196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232。 
197圖表 4-2-1「記憶的空虛」，十架約翰原著中並無此圖表，係研究者根據文本自繪，同時指出

十架約翰對此神秘經驗的「否定」與「肯定」之路向。其中 spiritual memory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為「心靈記憶」，但關永中則直譯為「靈性記憶」，參關永中，〈明鑑洞照、趣機若響〉，465。 

記憶 

memory 

本性記憶 

senses memory 

超性想像記憶

supernatural 

imaginative memory 

肯定 

否定 

心靈記憶 

spiritual memory 

對受造物理智認識記憶 

對造物主理智認識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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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志的赤裸 

「意志的淨化」，在整個主動心靈黑夜淨化的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十架約翰使用《山》第三卷第十六章開始一直到整部書的結尾，總共長達二十九

章的篇幅來談論「意志的赤裸」這個主題。198 謝華的研究指出，對十架約翰而

言，與上帝合一的根本在於清除意志之中的欲望與激情，使人的意志與神聖意志

同一。199 當意志否定一切欲望，剩下的赤裸意志，就是對上帝的愛。如同十架約

翰談論「意志的淨化」時，就在《山》第三卷第十六章第一節開宗明義的說：「如

果淨化理智，使理智在信德中紮根；再淨化記憶，在愛德中紮根；卻沒有藉著愛

德也淨化意志，我們必會一事無成。」（A.3.16.1）也因此，十架約翰引用申命

記第六章 5 節的經文，為「意志的赤裸」定調並打下基礎：「你要盡心、盡性、

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 6:5） 

心靈能力中，「理智」（intellect）和「記憶」（memory）主要彰顯其認知功

能，而「意志」（will）則主要發顯其意欲功能，牽涉情感上的喜好與憎厭。但

關永中認為：「即使這樣，也不妨礙其仍有認知的面向，因為人畢竟沒有缺乏意

欲的認知，更沒有缺少認知的盲目衝動。」200 因此，「理智」作為「認知能力」，

推動著「意志」的好惡，反之，「意志」作為「意欲能力」，其好惡也反過來影

響「理智」的認知。201 從這角度來說，意志和理智兩者相輔相成，不僅如此，在

十架約翰看來，意志更是理智和記憶的「驅動者」，它決定理智之所思和記憶之

所念，並推動他們的種種欲望和情感。 

意志作為情感的功能，十架約翰將意志分為四種主要的「情感」或「情緒」

反應：202 快樂（joy）、希望（hope）、懼怕（fear）、痛苦（pain /sorrow）， 關

永中將其與欲望的關係連結呈現四種面貌，如下圖： 

                                                        
198「記憶的空虛」的範圍是從《山》第三卷的一章至十五章共十五章，而「意志的赤裸」則從《山》

第三卷第十六至四十五章總共二十九章，這幾乎是「記憶」的兩倍篇幅。 
199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44。 
200關永中，〈明鑑洞照、趣機若響〉，466。 
201關永中，〈黑夜與黎明──與聖十字若望懇談默觀〉，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211。 
202十架約翰交互使用「情緒」(pasiones)和「情感」(afecciones)這兩個語詞，兩者並沒有很清楚的

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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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而獲得者 
引致 

 
快樂（joy） 

   

欲而未獲者 
引致 

 
希望（hope） 

   

不欲而瀕臨 
引致 

 
懼怕（fear） 

   

不欲而至者 
引致 

 
悲哀（sorrow） 

圖表 4-3-1 欲望與意志的連結203 

他更進一步從產生「快樂」的對象上，歸納出六種「福份」或六種「善」（good）：

204 世俗的、本性的、感官的、道德的、超性的、靈性的。在《山》的最後篇幅中，

十架約翰仔細地討論這六種不同對象引申的快樂情緒，對靈修的損害、益處，以

下分述之。 

 

 

「世俗之善」（temporal good）或稱「現世之善」，205 在此意指：「財富、

身份、職位和其他追求的事物，還有兒女、親戚、婚姻……所有這些都是意志能

享有快樂的事物。」（A.3.18.1）世俗之善本身並非必然造成犯罪，但由於情感

的脆弱，人心通常會過度把持它們，而辜負上帝的心意。因此，這也是耶穌把世

俗之善稱為「荊棘」的原因（馬 13:22；路 8:14）。而耶穌對那富有的少年官說：

「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路 18:24）也正凸顯人歡樂於財富，

使人自陷於危險中。西班牙文的 temporal 意指「短暫的」，十架約翰指出世俗

                                                        
203這四種情緒或情感的西班牙文分別是：快樂（gozo）、希望（esperanza）、懼怕（temor）、痛

苦（dolor），其中痛苦（dolor）的英譯也可翻為「pain」或「sorrow」，關永中即採用後者英譯

將 dolor 視為「悲哀」取代「痛苦」，專文中並無圖表，此圖是研究者自繪。見關永中，〈黑

夜與黎明〉，211；另參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262。 
204「福份」西班牙原文是 bienes，意思很廣，指所有好的、幸福的、善的。 
205本文採用的是謝華所翻譯的「世俗」之善，而加爾默羅聖衣會翻譯的版本是「現世」，關永中

則用「暫世」的翻譯，表示現世的快樂都只是短暫的。相關討論見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

46；關永中，〈黑夜與黎明〉，212；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2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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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善大都是「短暫的享受」，無論是財富、兒女、事業、地位等都與永恆無涉而

指向虛空。亦如同耶穌所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

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太 16:26）（A.3.18.3）因此，十架約翰要我們

不要把歡樂放在世俗之善上，而要放在與上帝有關的事上，因為不是根據上帝而

得的快樂，對人的心靈是完全沒有益處的。（A.3.18.6） 

 

把意志的情感在世俗之善上，主要損害的根源是離開上帝，轉而藉著對受造

物的情感，從中生出所有損害和罪惡。十架約翰用申命記第三十二章 15 節的經

文做註解：「但耶書崙漸漸肥胖，粗壯，光潤，踢跳，奔跑，便離棄造他的神，

輕看救他的磐石。」（申 32:15）其中有四個消極的損害，且一個比一個壞。

（A.3.19.1-2） 

1. 倒退：吃太飽而肥胖，就是沉迷於受造物的歡樂。讓步於貪戀，對上帝的

心思變為遲鈍，人的判斷陷入倒退。（A.3.19.3-4） 

2. 失卻熱心：因飽滿粗壯而踢跳奔跑，是意志的擴張，在世俗之善上更加無

度，快樂卻更建立在受造的世俗之物上，使得靈修的操練形式化、或習慣被迫而

不是出於愛，失去了對上帝的熱心。（A.3.19.5-6） 

3. 捨棄上帝：包括所有心靈的官能，都專心致志於財富、交易、物品等世俗

之善，對上帝的律法一概不理，完全捨棄上帝與造他的主。（A.3.19.7） 

4. 因為貪財而失去救恩：這是這四種當中最嚴重的損害，理智因貪心而昏

暗，服事的不是上帝而是金錢，他把心獻給金錢，把金錢當成偶像來敬拜，至終

為錢受折磨，為錢出賣恩寵，失落救恩。十架約翰引用保羅在羅馬書第一章 28

節的話說：「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

的事。」（羅 1:28）（A.3.19.8-11）  

 

斷絕把快樂放在「世俗之善」上，所帶來的益處，首先是從上述的危害中得

釋放。除此之外，由於除去歡樂於世俗之善，也獲得了靈魂的自由、清楚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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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寧靜的信賴上帝、以及意志對上帝真實的崇拜等益處。十架約翰還指出：「放

棄歡樂於受造物，有一個很大和主要的益處，就是為了上帝，使內心自由無礙。」

（A.3.20.2-4）而這內心的自由，使人可以自由放棄世俗之善的享樂，並且「在今

生得百倍、來世得永生」（可 10:30）的賞賜。 

 

 

「本性之善」（natural good）或稱「自然之善」，按照十架約翰的定義，指

的是「美麗、姿色206、靈巧207、身材和所有身體方面的資質；還有靈魂上的良好

理智、判斷力和其他屬於人理性上的天賦。」（A.3.21.1）如果人因天賜的優點

而享樂，沒有感謝上帝，那就如所羅門的箴言所說：「豔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

浮的。」（箴 31:30）人很容易分散上帝的愛，陷入虛榮、自滿，迷上它們而受

騙。十架約翰鼓勵在這個虛空的快樂上，應該使他的意志受淨化，置之於黑暗。

提醒自己，美麗和其餘的天賦，都是來自塵土，歸於塵土；靈巧、姿色無非塵世

煙霧。唯有上帝本身是這些所有的榮美，超越所有受造物。十架約翰引用大衛的

詩篇：「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漸漸舊了。你要將天地如

裡衣更換，天地就改變了。唯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詩 102:26-

27）為此，在萬事萬物中，如果快樂沒有導向上帝，就常常是虛假和受欺騙的。

（A.3.21.2） 

 

把快樂放在本性之善時，直接導致心靈和身體損害有六種：（A.3.22.2） 

1. 虛榮、自大、驕傲和輕視鄰人：專注於看重某物，就會對其餘不予理睬，

容易陷入故意輕視別人、自大、甚至在言語上論斷別人。 

2. 誘使感官求滿足、愉悅的經驗：十架約翰認為許多損害都來自對本性的姿

色和美麗的迷戀，甚至沉溺於色情、淫蕩上。他引用參孫墮落的例子說明沈溺姿

                                                        
206「姿色」西班牙原文是 gracia，含義很廣，有天生的恩賜、恩典、魅力、風趣、優雅等。 
207「靈巧」西班牙原文是 donaire，還有風趣、灑脫、文雅、優美的意思。 



90 

色的危害，他認為情慾如同毒藥，而解毒的方法是一旦在本性之善感到享樂時，

就應該立即想到，天使是怎樣因喜悅自身的美麗，而驕傲墮落成魔鬼的。十架約

翰這裡也引用了 Thomas a ̀ Kempis《師主篇》（The Imitation of Christ）裡的詩；「玉

體違和把醫延，應手回春也無難，若待沉痾膏肓入，人間哪有續命丹？」208

（A.3.22.6） 

3. 限於諂媚和虛空的誇讚：包括欺騙和虛榮，希望別人讚美姿色和美麗，引

人陷入虛空的自滿。 

4. 變得遲鈍：本性之善比世俗之善與人的連結更緊密，本性之善的快樂產生

直接更快的印象，在感官上留下痕跡，令人沈迷，使感官與心靈都變得遲鈍。 

5. 心神分散：因受造物的各種吸引而分心。 

6. 心靈的冷淡與虛弱：對上帝的事感到厭煩、低沉、甚至憎惡，由於對本性

之善的快樂沒有平息，也就沒有單純和愉悅的心靈。 

 

拒絕把快樂寄託在本性之善上，十架約翰指出有六種益處：（A.3.23.1-6） 

1. 能自由去愛：能為自謙自卑和愛鄰舍而鋪路，了無障礙得到深度的自由。

亦即對上帝有更大的「執著」209，更自由地愛上帝和愛人。 

2. 能棄絕自己：人本來無法靠自己做到，但拒絕本性之善帶來益處，就是能

夠實現主的吩咐：「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

十字架來跟從我。」（太 16:24） 

3. 很深的寧靜：除去分心走意，收斂眼睛感官，既不想看，也不浪費時間，

使靈魂導致極深的寧靜。 

4. 靈性純潔：漸漸越來越像主，使心靈和感官的靈性趨向純潔。 

                                                        
208見耿稗思（Thomas à Kempis），《師主篇》，光啟編譯館譯（台北：光啟文化，2012），37。

另參另一中文譯本：金碧士（Thomas à Kempis），《效法基督》，19。 
209中譯本把這裡的西班牙原文 asimiento 翻成「執著」，有緊抓不放之意，但這裡的「執著」是

正面的意思，意指「更愛上帝」。見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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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避免無數虛榮：除了避免上述惡事外，另一普遍的益處是避免其他心靈和

世俗的損害，和無數的虛榮。 

6. 心靈非常慷慨：最後一個益處，是心靈極大的自由可以克服誘惑、越過考

驗，自在地服事上帝。 

 

 

「感官之善」（sensory good），按照十架約翰的定義，是指「在今世所有能

以視、聽、嗅、嚐、觸的外感官把握，以及推理想像的內感官所帶給意志歡樂的

事物。」（A.3.24.1）人的感官無論經由心靈或感官，都不能認識上帝，如果沒

有拒絕感官之善，就阻礙了意志的力量，使人不能愛上帝。意志如果逗留在感官

之善的歡愉中，受他們餵養，因而遭致損害，就應該斷絕使用它們。十架約翰斬

釘截鐵地說：「所有的快樂，若沒有包含捨棄和滅絕其他任何感官的快樂，雖然

是看來非常高超的事，也全是虛空和無益的，是意志與上帝結合的障礙。」

（A.3.24.7） 

 

十架約翰指出把意志的快樂置於感官之善，會招致五官帶來的五種損害：

（A.3.25.1-6） 

1. 視覺：因看見事物而沒有歸向上帝而捨棄，直接導致心靈的虛榮、心神的

分散、錯亂的貪婪、不正經行為、內在和外在的不潔淨、思想不潔和嫉妒。 

2. 聽覺：聆聽無益之事的快樂，直接發生想像的散漫、饒舌多嘴、錯誤判斷、

遊蕩的思想。 

3. 嗅覺：甜美氣味的享樂，造成唾棄窮人、厭惡僕人、對謙卑的事內心不順

服、而且欲望愈多，心靈愈麻木。 

4. 味覺：享受美味食物，直接生出貪吃和醉酒、生氣、對鄰舍和窮人缺少愛

心、大吃大喝缺少節制而生病、心靈麻痺、對靈性事物不渴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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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觸覺：接觸溫柔事物的快感，使感官更快脫離心靈，熄滅活力和心靈的力

量；增加淫慾、花言巧語、放縱口舌、阻礙判斷、使心靈愚鈍和愚蠢；道德上懦

弱反覆無常，不該怕而怕，精神錯亂，無法採納人意見，也無法給予，十架約翰

用一個比喻來總結這個損害：「沒有能力承受倫理與心靈的福份，就像破碎的玻

璃杯，毫無用處。」（A.3.25.6） 

 

拒絕感官之善的快樂，十架約翰指出有三種益處：（A.3.26.1-5） 

1. 在上帝內收斂心神：從過份使用感官而墮入的分心中復原，恢復靈性和德

性，並使之增長。 

2. 從屬感官的變成屬靈的：從屬事和屬人的，變為屬神和屬天的。如同保羅

所說：「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

能做所願意做的。」（加 5:17） 

3. 百倍的賞賜：棄絕一個感官的享樂，上帝賜下百倍今生和屬靈的報償，並

且豐盈地增加。正如耶穌所說：「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來世必得永生。 」

（可 10:30） 

 

 

「道德之善」（moral good）或稱「倫理之善」，210 十架約翰定義為：「倫

理上的德行和德行的習慣、任何德行的實踐、慈善事工的佈施、遵守上帝的法律、

審慎知禮、及在良好本性和傾向上的所有修行。」（A.3.27.1）十架約翰認為「道

德之善」更勝於前面三者之善，帶給人更大的快樂。雖然人所擁有道德之善的德

行本身自有其價值，但眼光不能停留在人所擁有的部份，而要以良好的習慣和德

性，只專注於上帝，做善工是為了愛上帝，因此能喜樂地事奉上帝。（A.3.27.4） 

                                                        
210加爾默羅聖衣會把「moral」翻譯成「倫理」。見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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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在「道德之善」的快樂，若非為了上帝，其他任何動機究其根源，都是

源於自我中心，十架約翰因此認為會產生七種靈性上的損害：（A.3.28.1-9） 

1. 自義與驕傲：如同法利賽人在上帝面前自以為義的禱告，誇耀自己守節、

禁食、奉獻的善工（路 18:11-12）。 

2. 判斷他人：常論斷別人道德、行為和善工不如自己，心中輕視，口中批評。 

3. 不因愛而行善：習慣從道德行為中得到滿足，因此當不能從中獲得快樂，

或得到別人的稱讚時，就不去做，更不會出於對上帝的愛而行善。 

4. 看不見真正的報償：希望找到今生的快樂或安慰、榮耀或利益，因此失去

了屬天的報償。如同耶穌所說：「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像

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裡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太 6:2）因此，人不僅不要在人前宣揚善行，也

要向自己隱藏，使其遺忘，如同耶穌的教導：「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

右手所做的。」（太 6:3） 

5. 不能在成全的路上前進：執著於善工的愉悅和安慰，一旦在善行中得不到

鼓勵，就變得缺乏勇氣，失去堅忍精神，無法往成全之路邁進。 

6. 變相的自我肯定與自大：弄錯了靈修的目標，是原本應是自我否定與棄絕

的操練，變相成為自我肯定、滿足和自大。 

7. 不聽建言：意志眷戀道德之善的快樂，變得不能接受合理的勸告和教導，

不認為別人的建言比較好，或雖然更好，也不願順服。 

 

斷絕道德之善的快樂，十架約翰指出會有五種益處：（A.3.29.1-5） 

1. 得免陷於魔鬼的誘惑與欺騙：其實虛空的快樂本身就是騙人的勾當，如同

先知耶利米所說：「住在山穴中據守山頂的啊，論到你的威嚇，你因心中的狂傲

自欺。」（耶 49:16）尤其是吹噓善行時，魔鬼也隱藏在善工的快樂中，因此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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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免受魔鬼的欺騙。 

2. 實行善工更平穩和完全：十架約翰認為人應該關心的是工作的實體和益

處，而不是工作給予的樂趣和愉快，才不會如同鬥拳打空氣（林前 9:26）。意志

離開和斷絕道德之善的快樂，是實行善工成功的原因。 

3. 心靈貧窮的神性益處：熄滅善工的虛空快樂，得到心靈貧窮的祝福。 

4. 溫良、謙虛且明智：因為棄絕善工之樂，使他行為不會猛烈急躁、不因快

樂而盲目而失去謹慎。 

5. 免於靈性的貪婪：愉悅上帝和人，免於靈性的貪婪、貪吃、懶惰及靈性的

嫉妒和其他的惡事。 

 

 

「超性之善」（supernatural good）或稱「超自然之善」，十架約翰的定義是：

「上帝所有恩賜和恩惠，超越本性的官能和能力，稱之為「白白賜予的恩典」。

211 如上帝賜給所羅門智慧和知識的恩典，及保羅所說的屬靈恩賜：信心、醫病、

行神蹟、先知、分辨、方言、翻方言等。」（A.3.30.1）超性之善不像本性之善那

樣與生俱來，而是上帝超自然給予的特別恩賜。超性之善的對象指向受造物，因

為屬靈恩賜的目的，是使人能為他人帶來益處，如醫病、使瞎子看見、趕鬼、甚

至使死人復活等（林前 12:7），並透過善工因而增加對上帝的認識與愛。（A.3.30.3）

但擁有超性之善並不意謂就能使人走向上帝，正如耶穌與那些向祂邀功的門徒的

對話：「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阿，主阿，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

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麼？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太 7:23）因此，人應該更看重的是屬靈的

果子而不是特殊的屬靈恩賜。（A.3.30.5） 

 

                                                        
211十架約翰在這裡引用拉丁原文「gratis datas」，亦即白白給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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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約翰指出，把意志的快樂置於超性之善上，會帶來三個主要的損害： 

1. 自欺欺人：基於兩個理由，其一，因為快樂使判斷愚鈍和黑暗；其二、因

為有了超性恩賜服事效果，不只使人貪求更快信以為真，甚至時候未到，就催促

人去做。這兩個缺點足以使人被欺騙，甚至自欺，隨己意說預言，或捏造異象。

十架約翰顯然發現在他所處時代，許多虛假的神秘經驗，甚至是與魔鬼有關的，

有人與魔鬼立約屈服於魔鬼，在巫術、迷信盛行的西班牙，十架約翰力勸具有超

性恩賜的人，應該斷絕貪求此特別恩賜，且不要任意使用。（A.3.31.1-7） 

2. 毀壞信心：其一、在不適當又非必要情況下施行奇事或異能，其實是在試

探主。若做不到，使人不信或輕視信仰；雖然有時候做到了，但時候不恰當，也

必犯錯而得罪上帝。其二、依賴屬靈恩賜，反而失去單純信靠上帝的信心。

（A.3.31.8-9） 

3. 陷於虛榮：歡樂於神蹟奇事，沒有專注於上帝，也沒有歸榮耀給上帝，使

人陷於虛榮與虛空。（A.3.31.10） 

 

捨棄超性之善的快樂，除了可避免上述三種損害外，還得到兩種卓絕的益處： 

1. 讚美與頌揚上帝：其一、上帝向人彰顯祂的榮美、奇妙，而使人的心及意

志快樂，而高舉頌揚上帝。意志倒空對萬物的快樂，斷絕超性之善的任何奇事異

能，而把快樂唯獨專注於上帝，將更大的尊榮獻給上帝。其二、由於意志斷絕超

性事物，不必要求證明上帝的能力或顯出徵兆，因此上帝得到的信任愈多，對上

帝頌揚與讚美也愈多。（A.3.32.1-3） 

2. 自己的靈性向高處行：因為意志斷絕所有外表的證據和徵兆，在單純的信

心中，靈魂被舉揚，上帝格外傾注給他單純的信心，而且連同盼望、愛也一起增

加，靈性往高處走上上帝。（A.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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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之善」（spiritual good），按照十架約翰的定義，是指著所有幫助靈魂

轉向上帝、和推動靈魂與上帝結合的靈性事物。簡單來說，就是指著與神聯合，

這是終極的善。（A.3.33.1）面對前面五種善，十架約翰要我們都採取否定的態

度：斷絕、拒絕、赤裸。因此不要留戀、不要執著，才不會使心靈受捆綁，不能

自由向著上帝而高飛。但對於第六種善，則是肯定鼓勵我們要珍惜，並以之為追

求的終極目標，進入默觀中逐步實現。 

 

十架約翰把靈性之善分為兩類：「愉快的」和「痛苦的」。每一類各自有兩

種方式，其一是能夠被清晰理解的對象，其二是模糊不能被清晰理解的對象。「痛

苦的」靈性之善，是屬於被動的黑夜，是十架約翰在《夜》裡要處理的議題，而

關於「愉快的」其中「模糊不能清晰理解」的部份，十架約翰也說它屬於「普遍、

模糊和愛的知識，形成靈魂與上帝的結合」，他不打算在這裡討論它們，而說要

留到「後面」再談。212 因此在這樣的篩選下，主動的淨化，在這裡就只涉及靈性

之善裡那些「愉快的」其中「具有清晰可被理解對象」的快樂。（A.3.33.3-5） 

若以圖示來表達十架約翰對靈性之善的淨化，可用下面圖表示意：213 

 

 

圖表 4-3-2 靈性之善的分類 

 

                                                        
212雖然十架約翰說「留到後面」再談，但一直到《山》的結束，他都沒有再談論這一部份。因此

我們必須從其他的著作中，即《黑夜》、《靈歌》、《愛的活燄》，去了解十架約翰所要說的。 
213圖表中實線部份就是《山》最後篇幅所談的，也是本段「主動淨化」要討論的。至於虛線部份，

是「被動淨化」，十架約翰在《夜》一書中才會處理，本文將在第四章「被動的黑夜」中探討。 

靈性之善 

愉快的 

痛苦的 

主動淨化 清晰的 

模糊的 

清晰的 

模糊的 

被動淨化 



97 

關於意志在靈性之善的淨化，基本上，他認為前面「理智」與「記憶」二個

官能的說明已經足夠，無須在這裡重複。對於那些所有領悟，理智與記憶應有的

作為，意志也該這麼做。因為同樣道理，適用其一，也適用其二。因此，十架約

翰採用與「理智的黑暗」、「記憶的空虛」相同的態度，就是「倒空其中的快樂，

使意志赤裸。」（A.3.34.1）雖然如此，有趣的是十架約翰根據上述的分類，還

是用了不少的篇章來討論靈性之善此部份的內容。他接著在《山》第三卷餘下的

所有篇幅，即從三十四至四十五章共十一章，來談論這「靈性之善」項下，那些

「愉快的」其中「具有清晰可被理解對象」的快樂，意志應該有的作為。 

十架約翰把「靈性之善」那些「愉快的」、意志「能夠清晰理解」的快樂，

又分成四種，亦即：動機的、誘發的、指導的、成全的。但他一直到最後一章，

也只談了前面兩種，就結束整部書的寫作。214 而「動機的」事物，包含「聖像、

經堂、聖禮」；「誘發的」事物，則指著「講道」，至於「指導的」與「成全的」

這後面兩部份則完全未討論。 

把這部份加進上面的圖表 4-3-2，則可以用下面圖表示意：215 

 

                                                        
214這十一章中「動機的」佔了十章，而「誘發的」只佔了一章。所以嚴格來說，這最後的篇幅都

在談「動機的」，關於「誘發的」應該只是概略的提到，並未深入的分析。 
215圖表 4-3-3「靈性之善的淨化」，是結合圖表 4-3-2「靈性之善的分類」而成，主要增加的部份，

是把其中「清晰的」往下細分，均為研究者自繪。 

 

 

 

 

 

 

 

圖表 4-3-3 靈性之善的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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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中，可以看見十架約翰在面對靈性之善中，能以清晰的方式，給予意

志的快樂，本應該談論四種事物，雖然最後只談了前兩種，包含聖像、聖禮、經

堂、講道等事物，但若維持其一貫「舉一反三」的教導與原則，仍然可以窺見其

要義。總體來說，關於聖像、聖禮、經堂（或祈禱的場所）、宣講等所有這些包

含在內的一切所謂宗教事物，若有助於推動人收斂心神，專注在上帝身上，十架

約翰認為這樣的事物是有益的，應該要肯定並珍視；但他認為同時卻有危險的一

面需要考慮。例如，從聖像中激發起對聖之象徵者的愛是有益的，但若產生對聖

像本身的迷戀卻是有害的。有時這兩者會很難區分，甚至引來魔鬼的欺騙。十架

約翰認為「真正敬虔的人，主要專注於看不見的對象上，而且他在自己內尋找的

活肖像，是被釘的基督。」（A.3.35.5）所以，十架約翰認為當人在靈性之善的

種種對象中，體驗到喜樂與滿足時，必須保持警醒，而且不要過度的執著與迷戀，

隨時有勇氣擺脫心靈的愉悅感，以達到與上帝的結合。 

總之，十架約翰引用波愛修斯（Boëthius, 480-524）的話說：「如果你要清楚

明瞭真理，必須拋棄你的快樂、希望、懼怕和痛苦。」216 這四種情緒互相牽引、

相伴相生。欲望的獲得會引致快樂的情緒，因此十架約翰僅以「快樂」為例，提

出淨化意志的總原則是：217 「意志不應快樂，而只該在那光榮和榮耀上帝的事

上歡樂，而我們能給上帝的最大榮耀，就是依照福音的全德來服事祂；任何與此

無關的事，對人毫無價值與益處。」（A.3.17.2）其中「快樂」的情緒引伸出的

六種善，只有第六種「靈性之善」是終極之善，需終生追求。其餘「世俗的、本

性的、感官的、道德的、超性的」這五種善，十架約翰採取和前面對待理智、記

憶一致「否定」的態度，使用的語言則是「斷絕」、「拒絕」，以使意志「赤裸」。 

總結本段十架約翰論「意志的赤裸」的蘊義，以下面圖表示意： 

                                                        
216波愛修斯（Boëthius, 480-524），又譯波伊提烏斯，羅馬哲學家與政治家。生平致力於把柏拉圖、

亞里斯多德的著作翻譯為拉丁文，並加以註釋，為後世西方神、哲學思想體系鋪路。十架約翰

這裡引用的這一段話就是來自波愛修斯最著名的著作《哲學的安慰》（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Opuscula theological）。參維基百科，〈波愛修斯〉，https://tinyurl.com/wmztdo4（取

自 2020 年 2 月 14 日）；另見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183、263。 
217《山》第三卷後段用了幾乎二十八章很長篇幅對「快樂」進行討論，但還沒有全部討論完畢便

突然結束第三卷，直接轉入《夜》對被動淨化的談論中。謝華認為十架約翰中斷寫作的原因不

明，可能是本來計畫要對這四種情緒都進行分析，但後來因為某種原因而中斷了；也有可能是

他覺得關於意志淨化所講的已經足夠，不須在往下寫；抑或是他的手稿遺失或殘缺等。相關討

論參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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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3- 4 意志的赤裸218 

  

                                                        
218圖中實線箭頭 為本段「意志」所探討的部份，虛線則為《山》一書中未談論的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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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否定實現肯定 

十架約翰在他所處的時代裡，看到許多人偏離的基督的道路，轉而尋求各種

特殊的靈異或神秘經驗，認為人可以在奧秘經驗中就直接與上帝聯合共融。所以，

當時有許多人聲稱自己能得到特殊啟示、看見異象或異常奧秘現象，有人甚至為

吸引基督徒的眼光，還故意傷害自己偽裝「聖殤」的傷痕。219 十架約翰因此不客

氣的評論說：「那些自視為基督好友的人，非常不認識基督。」（A.2.7.12）  

十架約翰在面對主動心靈黑夜時，辨識出其實整個主動心靈的煉淨，基本上

是以耶穌的十字架為中心的。亦即，誰為了基督，否定自我，捨棄理智、記憶、

意志所能渴望與享受的一切，而選擇那更似十字架的，這人反而會獲得生命。所

以他說：「在這道路上，只容納棄絕自我和十字架，十字架是達到目的的手杖。」

（A.2.7.7）羅雲．威廉斯甚至認為：「心靈黑夜在某種特別意義上，就是認同耶

穌並且背起祂的十字架。」220 

十架約翰在這個主動心靈黑夜裡，使用「黑暗、空虛、赤裸」這三個關鍵字

詞，相對應來處理心靈的三個官能，亦即「理智的黑暗」、「記憶的空虛」、「意

志的赤裸」。在這個夜裡，如同用十架約翰自己的話來說，正是：「邁向生命的

道路，必須要把靈魂的三官能留在空虛與赤裸中。」（A.2.7.1）耶穌在福音書中，

提到這條道路的話，成為十架約翰談論主動淨化心靈黑夜的經文基礎：「引到永

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太 7:14）十架約翰把「窄門」

喻意解釋為「感官」部份，而「小路」解釋為「心靈」部份，這條成全的道路，

不只要進窄門，割捨感官的對象，也必須走小路，否定心靈的對象。（A.2.7.3）

因此，不只所有屬於受造物的部份，必須消除障礙，更要在所有屬於心靈的部份，

走上交出一切所有和否定自我的道路。這也是耶穌所走的道路，他在馬可福音第

八章那充滿激進與熱情、看似否定實是肯定的呼喚，也正是對每一個願意主動煉

淨心靈的基督門徒的呼召：「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

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

                                                        
219歐邁安（Jordan Aumann），《天主教靈修學史》，270-71。  
220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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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命。」（可 8:35） 

十架約翰這一篇〈解執的禱告〉（Prayer of Detachment），正說出了他回應基

督「捨己」、向下走的呼召： 

主耶穌，救我脫離 

期待被愛的欲求， 

受人褒揚的欲求， 

受人讚賞的欲求， 

被人選取的欲求， 

得人認可的欲求， 

受人歡迎的欲求。 

主耶穌，救我脫離 

被人屈辱的恐懼， 

被人輕視的恐懼， 

被人責備的恐懼， 

被人遺忘的恐懼， 

被人取笑的恐懼， 

別人比我更被愛的恐懼， 

主耶穌，求祢施恩使我渴求 

別人比我更受尊重， 

在世人看來， 

別人越興旺我漸衰微， 

別人被選上而我卻落選， 

別人被讚賞而我被忽略， 

別人比我更聖潔， 

而我亦已盡力追求聖潔。 

如同十架約翰所說，這道路是「死於自我來效法基督。」（A.2.7.9）「向自

己死」、「捨己」，這些由否定或拋棄而達致最終肯定的悖論，其實是源自狄奧

尼修斯「否定神學」的方法論，否定方法不僅僅只是「肯定神學」的反面，它更

根本的意義是蘊含對自身的否定，所以狄奧尼修斯說：「以黑暗來比喻上帝，同

時也肯定說明上帝並非黑暗，因而黑暗也同時是黑暗之光，是滿溢我們失明的理

智之光。」221 而這種達致的肯定，不是認知者靠己力的把握，而是不可認知者自

身主動的顯現。這從十架約翰在「山圖」裡，提供給登山者裝備的其中一句格言

                                                        
221（托名）狄奧尼修斯（Dionysius），《神秘神學》，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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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可以認出這否定之路：「為達到你未有之知，你必須經過那無知之路。」

（A.1.13.13）從這角度而論，這正是十架約翰主動心靈黑夜的真實樣貌與悖論：

透過「否定實現肯定」。 

總結本章前四節「主動心靈黑夜」的煉淨景觀，可以用下面圖表來呈現： 

 

 

 

 

 

 

 

 

 

 

 

 

 

圖表 4-4-1 主動心靈黑夜：透過否定實現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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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路徑：活在信望愛中 

Iain Matthew 指出，十架約翰四部重要的著作。雖各自具風格。但都使用一

個共同的語言：那就是全都講述關於信、望、愛。222 事實上，十架約翰更強調

「對於外在和內在領受的一切東西，靈魂愈渴望黑暗和滅絕，信德的傾注愈多。

隨之而來的，是望德和愛德的傾注，因為三超德是一起增長的。」（A.2.24.8）

因此，十架約翰在《山》第二和第三卷中，關於這條主動進入心靈黑夜的路徑，

指出這條道路「並不在於繁多的思慮，不是方法、方式和品味，但需要的只有一

件事，就是能真實地棄絕，無論是其內在或外在，獻身於為基督受苦和滅絕一切。」

（A.2.7.8）十架約翰透徹地敘述，使我們與上帝結合的是信、望和愛。（N.2.21.11）

因此，在十架約翰看來，對治心靈三官能使之黑暗、空虛、赤裸的不只是方法或

方式而已，而更是一種生活的實踐態度與實際屬靈的操練。主動心靈黑夜的靈修

路徑正是：以「信」來接納理智的黑暗、以「望」來治癒記憶的空虛、以「愛」

來推動意志的赤裸。以下分別逐項展開： 

 

十架約翰在《山》第二卷的卷首題解中，直言「本卷談論登上與上帝結合的

最近方法，亦即信德。」（A.2.1.題解）他同時指出心靈的夜就是信心的夜。如

同〈黑夜〉第二詩節所描繪：「在黑暗與安全中」離去，人愈少憑自己能力的工

作，前進的愈安全，信心也前進得愈多。（A.2.1.3） 

為什麼信心是進入心靈黑夜的靈修路徑呢？十架約翰引用靈修傳統、聖經、

和隱喻來指出方向。首先，在聖經經文的支持方面，十架約翰主要引用的是舊約

和新約的兩處經文。其一是：「你們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穩。」（賽 7:9）其

二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

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來 11:6）十架約翰強調認識上帝的第一步，不是藉著

知道而是藉相信。（A.2.9.1）人信了才會真正了解，而這份了解建立在人對上帝

                                                        
222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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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心上。關永中的研究指出，Gabriel Marcel（1889-1973）223 對「信任」和「信

及」的分析，很能發揮十架約翰的這論點。224 Gabriel Marcel 認為：「信及」（believing 

that / croire que）只處於在「主客對立」的觀點，把「奧秘」（mystery）約化為

「問題」（problem），企圖加以肯定；相反地，「信任」（believing in / croire un）

則處在「主體互通」的關係中，體證其奧秘的豐富，在互愛之中孕育出「信與忠

信」（faith and fidelity）。225 從這觀點而論，真實的信心是「信及」或「信入」，

不在辯證上的澄清，而在於黑暗中互愛關係的認證，以致十架約翰稱之為「信心

的黑暗」，而走向理智的黑暗就必須在信心的黑暗中被成全。（A.2.6.1） 

其次，靈修傳統方面，十架約翰受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1225- 

1274）的影響和啟發，認為信心是一種「習性」（hábito / habit），指著「一種存

在的狀態」，226 十架約翰認為這種存在的狀態，意思是指著信心與理智的狀態，

對靈魂而言，確實是「非常黑暗的」。227 接著，在隱喻部份，十架約翰舉強烈的

陽光為例，信心如同強烈的陽光，使其他的光黯然失色，以致當陽光照耀時，其

他光就彷彿不是光了。他生動的隱喻說： 

對靈魂而言，信德賦予他的這個過度強光，卻成為黑漆漆的黑暗。當太

陽直射眼睛時，陽光克勝我們的視力，竟至使之盲目，剝除呈現眼前的

事物；因為陽光與視力極不相稱，且過份超越視力，同樣，信德之光，

由於其過份的強光，壓倒並克勝理智的光明。（A.2.3.1）228 

十架約翰的意思是說我們留守黑暗中，對其他的光閉上眼睛，在這黑暗中只

                                                        
223Gabriel Marcel（1889-1973），當代法國一位有神論的存在主義思想家，也是位享譽國際的劇作

家、戲劇評論家和音樂家，創作有三十部的戲劇作品。Gabriel Marcel 的存在哲學明確地陳述一

個有神論的立場，將主觀的臨在經驗視為對存有（being）與最高存有（Being，上帝）的依據，

我們不是通過自身的「存在」（有）來肯定「最高存有」（是，Being，上帝），乃是先肯定了

「最高存有」而證據便是臨在的主觀經歷，也就是他所謂的「奧秘之光」，「存有即奧秘」（Being 

as Mystery）是 Gabriel Marcel 哲學的中心思想。參維基百科，〈加布里埃爾·馬塞爾〉，

https://tinyurl.com/wl9ed7e （取自 2020 年 2 月 22 日） 
224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122。  
225Gabriel Marcel, Creative Fidelity (New York: Noonady Press, 1964; reprinted 1967), 134. 
226hábito 的拉丁原文是 habitus 含有境界或狀態的意思，按文直譯是習性，解說其義，則指存在

的狀態。相關討論見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神學大全》，第二集第二部第

七冊：論信德與望德（台南：碧岳學社、中華道明會，2008） 
227「非常黑暗」原文是 oscura timiebla ，兩個字都是黑暗的意思，英譯為「dark darkness」，是

加強的說法，加爾默羅聖衣會的中文譯文是「黑漆漆的黑暗」。見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

山》，100。 
228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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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德，而信德也是黑暗的，信德才是我們要依靠的光。（A.2.16.15）理智在這

裡完全走入黑暗，信心以接納的謙卑姿態接手。以信心接納理智的黑暗，這個「接

納」的概念，是來自黃敏正研究十架約翰〈攀登加爾默羅山的訣竅〉專文中的一

個洞見。他主張十架約翰具有先知性的看見，信心其實不是消極的「反對」理智，

而恰好相反，而是積極的「接納」理智。229 Iain Matthew 也有類似的看法，信心

與黑夜都是上帝給予的禮物，他認出十架約翰看待信心「不是只使用一次的東西，

而是賴以生活的禮物。」230 關永中則指出，理智唯「馴服」於信，意謂人不再執

著於思辯智巧，而單單「接受」信心來連結上帝及其奧蹟。231 

據此，信心與理智，並不是一條完全相背的途徑，但信心卻指出一種單方向

的隔斷：從人這方要倚賴任何理智達到上帝是不可能的。232 理智需要扭轉它的

道路來馴服於信心，理智並沒有被完全摧毀，而是不再把持與主宰、不再執著與

迷戀，而緊緊依存在信心的接納之中。如同十架約翰引用彼得後書第一章 19 節

「如同燈照在暗處」的隱喻，理智好似承托整個信心之光的燈臺：燈臺愈黑暗，

其上的燭火愈顯光亮。因此，信心接納理智，理智為信心效力，並同時留在黑暗

中，「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裡出現的時候。」（A.2.16.15） 

 

十架約翰在談論「記憶」的淨化時，維持一貫對待理智淨化的否定路向：「靈

魂邁向上帝，必須藉著知道上帝不是什麼，而非因為知道上帝是什麼。」因此，

他說：「對於記憶亦然，我們必須使記憶離開本性的限度和支持，超乎其上，亦

即超出所有分明得認識，及所有可領悟的，處於不可理解之上帝的至高望德中。」

（A.3.2.3）信心與盼望相連，這也是十架約翰引用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1 節的原因：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事實上，十架約翰顯然認為信

                                                        
229黃敏正認為天主教在梵二大公會議之後，教會的使命由「帶領人出離邪惡世界走向上帝」轉變

為「走入世界協同人在世界中找到上帝」，因此信望愛的靈修觀不是消極，而改為積極的「接

納、提昇、付出」。他認為十架約翰雖生在梵二之前，以信心使理智黑暗其實是一種積極的接

納，因此視之為「先進和深奧」。見黃敏正，〈攀登加爾默羅山的訣竅〉，《神學論集》174

（2012 冬）：492。 
230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104.  
231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122。  
232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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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盼望與愛，是一個人完整的需要。如同他告訴我們，理智、記憶和意志並非

三個各自獨立的官能，而是一個整全的人在三方面的行動。（A.3.1.1）因此，主

動心靈黑夜靈修路徑的第二方面指向的是「以盼望治癒記憶」。 

記憶需要治癒嗎？記憶的空虛裡，十架約翰基本的意思是說：記憶是人的能

力，追溯、期待、擁有其他飛逝的時光為己有，使我們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對過去，

也觀看當下、或未來。233 因此十架約翰說為了達到與上帝美善的結合，記憶要

使之空虛與遺忘：「記憶全神灌注於至高無上的美善，在最深的遺忘中，什麼也

不記得，因為這個神性的結合，空虛記憶中的幻像，掃除所有的形式和認識，提

拔記憶達到超性的境界。」（A.3.2.4）雖然過去可能不復記憶，未來可能不存在，

但它們的影響卻是真實的。尤其是「過去的記憶」深深紮根於人的心靈中，當時

光流逝，其累積的影響操控理智與情感，使我們遠離上帝的道路。而魔鬼更是擅

長利用記憶的高手，十架約翰就指出不只「魔鬼利用人經常使用的記憶，在靈魂

內造成悲傷、憂苦、虛空和罪惡的快樂。」（A.3.4.2）包含我們自己常有的經驗，

也都是讓過去記憶的根控制我們，使我們憂心，時喜時悲、時恨時愛；（A.3.5.2）

失去心中的平安，更癱瘓了未來。（A.3.6.3） 

因此，Iain Matthew 正確的指出，上帝對我們的作為，其實是記憶的治癒。要

使我們從「過去往事」或「未來無定」的圈套中得釋放，而解開圈套就是「盼望」

的工作。234 換句話說，使記憶空虛的靈修路徑是通過盼望來治癒記憶。在這意

義上，十架約翰是把盼望看作是一種治療、一種淨化，它把記憶中一切佔有的內

容清空，從而把人從過去中，或者說從時間中釋放出來，帶向希望的未來。235 記

憶走進黑夜，意味著它不再執著於過去，而是寄望於上帝所應許的未來。（A.2.6.1）

正也如同保羅在人生服事的晚年深刻的體悟：「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4） 

關永中的研究指出，十架約翰把「記憶」與「盼望」相提並論是明智之舉，

他藉此向我們表達：「記憶」在意識「過去」的同時，也意識到「時間性」，只

                                                        
233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106. 
234Ibid. 
235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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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通常只注意到記憶所儲存的「過去」，卻忽略所展望的「未來」。236 因此

十架約翰勸我們不要把自己拴在過去，特別是曾經有過的靈異經歷或神秘經驗，

而應該以盼望治癒過去的記憶，使之遺忘與空虛，然後讓自己向未來完全地釋放

開來。 

西蒙娜．薇依在她另一本極富盛名的著作《重負與神恩》（Gravity and Grace）

裡對十架約翰談論記憶的空虛有深刻的觀察： 

免除債務，接受過去，而不向未來要求回報，讓時光即刻停止流逝，無

欲、解脫、愛或對絕對之善的渴望，都是同一件事。基督教導：「免我

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就意味著要人免除「我們對人和事期望

的一切，我們認為自己應得一切，我們認為過去賦予我們對未來的全部

權利，必須放棄。237 

在這個意義上，饒恕就是淨化，放棄就是希望。當我們願意選擇對過去、特

別是那些受傷的記憶放手，上帝的醫治就帶來未來的盼望。正如同沃弗（Miroslav 

Volf）這位以《擁抱神學》（Exclusion & Embrace）著稱的神學家，十年後以另一

本《記憶的力量》（The End of Memory: Remembering Rightly in a Violent World）具

體而微地對「遺忘」此一課題，做出恰如其分的信仰反省，他的結論裡開出一帖

治癒記憶的良藥： 

活在上帝裡並不是活在時間裡的另一條路，我們只能二選一。相反地，

活在上帝裡，將我們從無法改變的過去以時間的不可逆轉為鐵腕的暴

政中解放出來。上帝不會帶走我們的過去，上帝會將過去交還給我們，

將收集起來的片段，重新編寫的故事，真正獲得救贖的自我，以及永遠

和好的人們，放在你我手中。238 

從這角度而論，自我在上帝的生命裡，將會完整、受到保護，有能力放下自

己，放下那些內疚的記憶。記憶唯有通過盼望的治癒，才能走向十架約翰所說的

「唯求一無所求」（A.1.13.11），使記憶進入一切的空虛中，在上帝的恩典中完

滿。也正如謝華的研究辨識出，十架約翰這裡所談論的盼望，是整全又同時是純

                                                        
236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123。   
237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重負與神恩》，杜小真、顧嘉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2003），13。 
238沃弗（Miroslav Volf），《記憶的力量》，吳震環譯（新北市：校園，201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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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的：人不能以自己的盼望去界定上帝，也正是讓人達到在無所渴望之中，唯獨

渴望那不可渴望的上帝，而最終能夠處於純粹的盼望之中。239 

 

意志走進黑夜，意味著它不再執著迷戀於錯亂的感情。當人清除意志之中的

欲望與激情，剩下的赤裸的意志，就是對上帝的愛。十架約翰在靈修的實踐上，

顯然非常看重三超德中的愛德，當他一開始談論意志的黑夜時，就很清楚表達他

心中的意向： 

如果淨化理智，使理智在信德中紮根；再淨化記憶，在愛德中紮根；卻

沒有藉著愛德也淨化意志，我們必會一事無成。因為，在信德內，藉愛

德而行的工作是活的，且有很高的價值；沒有愛德，它們分文不值。

（A.3.16.1）240 

難怪，十架約翰引用雅各的話：「虛浮的人哪，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

是死的麼？」（雅 2:20）十架約翰體會到信心與行為並存的弔詭：原來我們是在

愛裡工作，在愛鄰舍的行為中，越發彰顯我們對上帝的信心和愛。而愛人建基在

愛主的前提上，因此十架約翰引用申命記第六章節關於最大誡命的經文：「你要

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 6:5）對十架約翰而言，只有以愛上

帝的愛來推動意志的赤裸，才有可能在這世上生發愛人的意志。 

相對於「夜」，「愛」在十架約翰所有著作中，是出現次數最多的詞，十架

約翰賦予它無限豐富的異象。他偏愛的說法是：「在一個黑暗的夜裡，懸念殷殷，

灼燃著愛情……」（〈黑夜〉．詩節 1）或是在〈愛的活燄〉中：「一個愛的海

洋，她已進入海洋中。」（F.2.10）抑或在〈靈歌〉中：「當靈魂連一個等級的

愛也沒有時，她是死的。」（C.11.11）除此之外，當他談到淨化時，最主要的就

是通過愛而戰勝欲望與偏情：「是上帝吸引了他，而靈魂這樣做，只是出於對上

帝的愛，而祂的愛炙燃著他。」（A.1.1.4）談到意志的赤裸時，則說：「藉著愛，

                                                        
239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94。  
240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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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虛意志241 內的所有事物，因為愛德要求我們愛上帝在萬有之上。」（A.2.6.4） 

十架約翰在這裡向我們展現一種積極主動進入心靈黑夜的靈修路徑：透過愛

來推動意志的赤裸。意志作為意欲的功能，指涉的就是人的感情與愛。關永中就

正確的指出：意志走進黑夜，就是不執迷於「亂情」（inordinate affections），而

死於對世物的貪戀，一心唯愛上帝在萬有之上，並為主的緣故，愛人如己，也只

以上帝的愛做基礎去愛宇宙萬物。242 換句話說，就是意志不再本末倒置，把世

物偶像化，作為自己追求的最終目標，而是以主為第一優先次序，以追求與上帝

結合為人生的終向。（A.2.16.2）如同耶穌對跟隨的門徒所說的話：「這樣，你

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 14:33）以愛

推動意志的赤裸，也正如前述，意志對著六種善（good），要選擇否定、拒絕與

赤裸前面五種善：世俗之善、本性之善、感官之善、道德之善、超性之善，而退

讓給第六種「靈性的至善」：與上帝結合之路。（A.3.33.1）亦即，人必須放下

其他一切，變賣所有來換得珍寶（太 13:44-45），並以愛推動所有這些能幫助我

們走向上帝的靈性事物。（A.3.33.2） 

在這個基礎上，十架約翰贖回意志，使意志赤裸，採用的路徑是「以愛還愛」。

（C.9.7）他知道愛並非禁欲主義，也不是壓抑的，相反地，愛是一種推動意志赤

裸的力量。243 這點從他那部更多談論與神聯合的《愛的活燄》裡，可以看出端

倪： 

愛是愛的活力，與有力和衝勁的接觸。（F.1.33） 

愛從不偷懶，而是繼續不停地行動。（F.1.8） 

這是愛的特徵：細察心愛主的一切美善。（F.2.4） 

真正的愛人，只當用盡自己所有的一切，即把最珍視、擁有和得到的一

切，都用在愛人身上時，才會心滿意足。（F.3.1） 

如同隆多尼奧的觀察：「唯有愛，能使跟隨基督並與祂共融成為可能。」244

的確，跟隨基督是十架約翰靈修路徑的一貫核心，而它的力量來自於愛，愛祂並

                                                        
241這裡提到愛德「空虛」意志，是指著剝除所有非上帝之事的情感和快樂，十架約翰在別處的用

語則是愛德使意志「赤裸」。亦即，赤裸表達的是剝掉與上帝無關的所有意志裡的快樂和情感。

見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113。 
242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124。    
243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109-110.   
244隆多尼奧（Rómulo Cuartas Londoño, O.C.D.），〈聖十字若望的基督論〉，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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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愛我們的這位上帝共融，使我們逐漸地愈來愈像祂。唯有藉著愛的推動，才能

使意志赤裸。原來，靈修生活的中心不在於禁慾，而在於愛耶穌基督；原來，我

的捨棄與赤裸，只是為了更加愛慕祂。費爾明（Francisco Javier Sancho Fermin, OCD）

這位以研究十架約翰和 St. Edith Stein（1981-1942）著稱的學者，在〈聖十字若望

─靈修陪伴者〉的專文中，巧妙地指出我們和上帝的之間是個不折不扣的「愛情

故事」：走在靈修路上的人，要將三超德當作一路的基礎和依據，人是憑著信、

望、愛達到與主的結合，它們是連接人與上帝在這愛情故事裡的橋樑。245 在這

個理解裡，十架約翰在《靈歌》裡寫下的這句短語，或許可以使我們意志的赤裸

再次被愛來推動：「愛只能以愛本身來償還。」（C.9.7） 

最後，信、望、愛作用在於藉著淨化而結合，十架約翰指出了在這主動心靈

黑夜，藉著三超德煉淨的程度： 

在今生，靈魂與上帝結合，不是藉著理解，不是藉著享受，不是藉著想

像，也不是藉著其他什麼感官，而只是藉理智的信德、記憶的望德、意

志的愛德。正如我們所說，三超德空虛此三官能：信德導致理智的黑暗，

望德使記憶完全無所有，而愛德使意志空虛、剝除所有非上帝之事的情

感和快樂。（A.2.6.1-2）246 

當然，在這主動心靈黑夜的靈修路徑中，十架約翰要提醒我們，即使人需要

主動淨化心靈，實踐信望愛的生活，但即使人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的去愛神

並愛人（可 12:30-31），仍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本性或能力所能達成的，這一

切仍然是仰賴上帝的恩典。所以，當十架約翰說「我們要提供一個方法，如何空

虛和淨化心靈官能中不是上帝的一切，使三官能留在三超德的黑暗中」（A.2.6.6）

時，他在方法前面說了另一句至關重要的話：「同樣，在這個心靈的夜，依賴上

帝的恩佑。」也因著上帝主動的恩典和幫助，十架約翰才說：「這是徹底安全的

方法，足以對抗魔鬼的狡猾詭計。」（A.2.6.7） 

藉著活在信望愛中，使理智黑暗、記憶空虛、意志赤裸，行走在尋獲心靈美

善與純潔的路上。這帶給每一個想要活在信望愛中的基督徒，極深的確據和安慰。

原來，上帝在這黑夜的路徑中與我們同行，並且一路滴下恩典的脂油。（詩 65:11） 

                                                        
245費爾明（Francisco Javier Sancho Fermin,OCD），〈聖十字若望─靈修陪伴者：兼論對盲眼陪伴

者的批評〉，蔣範華譯，《神學論集》180-181（2014 夏、秋）：270。 
246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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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被動的感官黑夜：藉著乾枯進入豐實 

在一個黑暗的夜裡， 

懸念殷殷，灼燃著愛情， 

啊！幸福的好運！ 

沒有人留意我離去 

我的家已經靜息。    （〈黑夜〉，詩節 1）247 

十架約翰根據〈黑夜〉一詩，寫了《山》和《夜》兩本註釋書，做為詮釋他

整個「黑夜」靈修神學的底蘊。他開宗明義地揭示：「第一個夜或煉淨，涉及靈

魂的感官部份，也是本書第一卷要談論的。其次是心靈的部份，就是接下來的第

二詩節述說的；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我們也要談論主動的夜。」（A.1.1.2）可

見《山》主要內容是論述「主動的黑夜」，這一部份我們已在上一章詳細探討。

但十架約翰在同一個的地方也說：「至於被動的夜，將在第四卷中解說。」（A.1.1.2）

問題是《山》全書只有三卷，因此顯然在十架約翰的計畫中，《夜》是第四卷，

換句話說，《山》和《夜》合起來其實才是一部完整的書。《夜》無論在結構或

處理的問題上、都一脈相承延續《山》的思路，從靈程的階段而言，則是從「初

學者」跨入「進修者」，因此《夜》是《山》的續集，繼續論述的是「被動的黑

夜」。 

在《山》的「主動淨化」裡，十架約翰表明「我們可以做什麼」，以及「我

們可以如何回應」，在生命中清理出場地來讓上帝工作，並操練《山》所描繪的

藉由割捨達致成全、透過否定實現肯定，徹底的煉淨一切，繼續為上帝開創空間。

基本上，十架約翰是指出我們要怎樣才不會阻礙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為。然而，

十架約翰並沒有停在主動的黑夜，因為從他生命的經歷和多年與神深刻發展密契

關係的操練裡，發現單單「超離」的操練，並不會產生淨化，只是讓淨化成為可

能。248 原來，淨化乃是上帝的工作。「主動黑夜」的克制欲望並不能除去我們裡

                                                        
247〈黑夜〉中文有不同的譯本，在第三章採用的是較為文言的譯本，第五章則採用是較為白話的

另一個譯本。完整的兩種譯文，詳參附錄二。見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279-283。 
248Rowan Williams, Ch ristian Spirituality,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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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罪根。因此，似乎《山》還沒有寫完他原先應允要談論的，就戛然而止的一

頭栽進《夜》的寫作裡，他似乎有著更強烈的負擔，要談論「被動的黑夜」。他

深知苦修並不能達到徹底的超脫，不能讓人養成完善的習性（habit of perfection），

如同他說： 

關於這些以及其他的毛病，靈魂無法徹底自我淨化，除非等到上帝把他

放在被動淨化的那個黑暗的夜裡……無論一個靈魂如何使盡全力，他

仍然無法主動地淨化自我，竟致達到成全聖愛中神性結合的最小等級。

除非上帝親自下手，在那使靈魂感到黑暗的火光中煉淨他。（N.1.3.3）
249 

「除非上帝親自下手」，這句話點出了整個「被動淨化」的核心。「主動」

（active）意謂人能藉著本性的能力（natural power）而主動的克修（asceticism）。

「被動」（passive）則意謂著人的能力有所不及，必須經由超越的他者──上帝

的超性能力（supernatural power）來施行淨化的工作，人只能領受、配合，而不能

助長。（A.1.13.1）「被動」的西班牙原文 paciente，意指「病人」，柯文諾（Kieran 

Kavanaugh）的英譯版本中，將 paciente 翻譯成 recipient，意指「接受者」。250 從

這角度來說：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得痊癒之路，唯有成為被動的接受者來完全信

賴醫生的親自動手，除此以外，別無他途。 

從這個意義來看，「主動淨化」過渡到「被動淨化」，正如同「黃昏」進入

「黑夜」：可見的、天然的微光漸漸失去，象徵著人的無能為力，唯有進入完全

的深夜，仰賴上帝的超自然的「黑暗之光」，人才有可能轉化並且真實地認識上

帝。而這個「被動黑夜」也分成「被動感官」和「被動心靈」兩個黑夜，從感官

黑夜到心靈之黑夜，愈來愈暗、愈來愈深，如同「子夜」般全然闃黑、幽暗、無

助。靈魂想要進入豐實之路，唯有藉著走入黑夜中，乾枯與煉淨一切的劣根性，

而這需要仰賴上帝親自下手。本章即先梳理「被動感官黑夜」的種種樣貌和底蘊：

首先、第一二兩節先後討論被動感官淨化的內容：破七罪宗與克勝三仇，第三節

討論這個被動感官之夜帶來的果實和益處，第四節描繪被動感官之夜的煉淨景觀，

是藉著乾枯進入豐實，最後、第五節則提出被動感官黑夜的靈修路徑。 

                                                        
249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73。  
250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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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七罪宗 

十架約翰在《夜》第一章裡即明確地指出，進入被動黑夜就是上帝逐漸吸引

人離開「初學者」的階段，而開始安置在「進修者」的階段。（N.1.1.1）十架約

翰用母親乳養漸漸長大幼孩的隱喻，表達長大成熟、從初學者跨入進修者過程的

現象。他這樣說：「當嬰孩漸漸長大，母親把苦汁塗在甜蜜的乳頭，放下膀臂中

的小兒，讓他自己走路，好能除掉小孩子的習性，承受更大和重要的事。」（N.1.1.2）

十架約翰列舉「七罪宗」（seven capital sins）251 來說明初學者的毛病，被稱為「罪

宗」，是因為它們引發其他的罪過，生出其他的邪惡。252 十架約翰認為七罪宗也

是一切罪行和「其他毛病的根源」（N.1.1.2），以此開始談論被動感官之夜的煉

淨。 

 

「驕傲」（pride）或稱「傲慢」，是「七罪宗」裡最嚴重的罪惡，包括對上

帝不敬、對他人凶殘；傲慢被認為是七罪宗中最原始，最嚴重的一項，因為撒旦

擁有統治世界的權力，而濫用權力正是一種傲慢。253 十架約翰把驕傲放在七罪

宗的第一項來談論，是指著初學者在靈性學習上的自傲與自鳴得意，同時生出虛

榮心，好教導、輕視、誹謗他人。十架約翰以聖經為例：法利賽人輕視稅吏（路

18:11-12），「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太 7:3），

以及「蠓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倒吞下去。」（太 23:24）而這樣的人對待長

輩或屬靈導師時，也「驕矜自負，眼高手低，想要做的事多，完成的少。」（N.1.2.3）

期望獲得別人稱讚，卻吝於讚美他人。十架約翰甚至點出有些人藉著魔鬼的助力，

而在神魂超拔的神秘經驗上沾沾自喜，巴不得人人皆知。驕傲幾乎是每一個初學

                                                        
251七宗罪（拉丁語 septem peccata mortalia；英譯 seven deadly sins），天主教稱「七罪宗」，或稱

七大罪或七原罪，屬於天主教教義中對人類惡行的分類。歸入這一類別的，能夠直接形成其他

不道德的行為或習慣。現在七宗罪一般指傲慢、貪婪、色慾、嫉妒、暴食、憤怒及怠惰。見維

基百科，〈七宗罪〉，https://tinyurl.com/rkl5pgs（取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另「七罪宗」是第

六世紀末直至現代，天主教會慣用的說法，意指七種容易引人犯罪的大傾向。見陳文裕，《天

主教基本靈修學》，輔大神學叢書之廿三（台北：光啟，1991），85。 
252 謝華認為「七宗罪」的譯法容易模糊了罪惡之「宗」即 capital 的含義，使人誤把它當成一個

「量詞」，就 capital 的現代意義所表達的，應理解為是罪惡藉以滋生擴大的「資本」，而不應

僅僅理解為七種最嚴重的大罪。見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64。 
253維基百科，〈七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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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多或少都會犯的毛病，有的輕微，有的則陷入非常嚴重的地步，招致許多惡

事。（N.1.2.6） 

與驕傲相反的是「謙虛」（Humility），十架約翰指出謙虛的人，從不自以為

絕對正確，因此會很溫和、有彈性、很快離棄原路，走上新的道路。他們更多談自

己的過錯和罪惡，心靈單純、純潔和真實，以討神喜悅為樂。（N.1.2.7）但十架約

翰明說「這樣的靈魂少之又少」，因此「上帝要把這些靈魂放在黑暗的夜裡」，

人無能為力，只要被動的接受，「上帝願意主動淨化所有的不成全，帶領他們前

進。」（N.1.2.8） 

 

「貪婪」（greed）或稱「強欲」，希望佔有比所需更多的事物。多瑪斯．阿

奎納認為貪婪是「背向神的罪惡，正如所有朽壞的罪惡一樣，是人為了會腐敗的

東西，放棄永恆的東西。」254 十架約翰特別指出初學者的第二罪宗，是「靈性的

貪婪」，是一種追求一些外表事物新奇的欲望。十架約翰針對當時的現象做出反

省，認為消磨時光在種種新奇經驗的嘗試上，例如追求執迷於稀奇的聖像、唸珠、

十字架等聖物的樣式，違反了遵守心靈貧窮的德行。（N.1.3.1）他認為真正的敬

虔來自內心，而不是外面事物的佔有與執迷。 

十架約翰認為人無法徹底地自我淨化這些毛病，除非等到上帝把他放在被動

煉淨的黑夜裡，也只有在被上帝安置的黑夜中，才能得到神聖的治癒而康復。十

架約翰在這裡再一次使用「除非上帝親自下手，在那使靈魂感到黑暗的火中煉淨

他」的強烈用語。（N.1.3.3） 

 

「色慾」（lust）或稱「迷色」255 或「淫慾」256，色慾是指過於強烈的、不

合乎道德的慾望。放縱自己的慾望，只重視肉體的滿足，忽略心靈的溝通交流。

對性愛的渴望，對刺激的追求，均屬於色慾之罪。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

                                                        
254維基百科，〈七宗罪〉。 
255關永中把 lust 譯為「迷色」，見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125。 
256黃鼎元把 lust 譯為「淫慾」，見黃鼎元，〈論十字若望的「黑夜」概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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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曲》（Divine Comedy）裡認為色慾是「過份愛慕對方」，而這樣便會貶低

了神對人們的愛。257 十架約翰認為之所以稱為「靈性的色慾」，不是因為色慾是

靈性的，而是因為它來自靈性的事物，例如有時發生在領聖餐或禱告時，在感官

部份經驗到不純潔的衝動和感受。 

十架約翰認為這「不是我們能掌握的」（N.1.4.1），來自下列原因的任何一

個： 

第一、在靈修上找到本性的樂趣。從心靈和感官部份的娛樂中得到樂趣，分

別按著其本性和特質經驗到歡愉。例如在領聖餐時，因為在這個愛的動作上得到

喜樂和愉悅，在心靈上經驗到更新和滿足，但在感官上卻感受到被動的不馴、動

作和行動，以致產生不潔的感官滿足。換句話說，心靈向著神前進，但有的人受

於身體的限制，對於感官刺激比較有反應，因而朝著欲望前進。（N.1.4.2） 

第二、來自魔鬼的誘惑。當人在禱告時，魔鬼造成不安和攪亂，盡力在感官

部份惹起不潔的感受，使人轉移注意力，甚至放棄禱告，造成損害。（N.1.4.3）

十架約翰在這裡再一次提到不潔的思想，對犯憂鬱症的人影響很大，唯進入黑夜

的煉淨始得釋放。258 

第三、對欲望的害怕。當人從所見、所說和所思的事物，突然記憶起過去所

作的事，生出不潔的思想而感到害怕。（N.1.4.4） 

第四、情緒被挑動。有些人因為本性敏感而脆弱，當從禱告中得到滿足時，

立刻隨之引起淫念的熱情，使之陶醉和撫弄感官，捲入快感中，貪愛罪中之樂。

（N.1.4.5） 

第五、因意志的同意，記憶中浮現對某人的某種興致與優美儀表，而自陷在

空虛的滿足中。十架約翰認為即使對某些人會有情意好感，卻需分辨往往源自色

慾，而非來自靈性。（N.1.4.6-7） 

上述任何一個原因都造成色慾的不成全，生於感官的愛，終止於感官的愛。

                                                        
257維基百科，〈神曲 Divine Comedy〉，https://tinyurl.com/vng7fc6 （取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 
258十架約翰在這裡分辨不潔的思想是來自憂鬱症，或是因魔鬼誘惑使人產生不潔的思想而犯憂

鬱。前者需要就醫治療，後者則是需要煉淨的部份。十架約翰在其著作中總共三次提起憂鬱症

與黑夜的不同和分辨，這裡是第二次提到，第一次是在（A.2.13.16），另一次則在（N.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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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唯有靈魂全然置身於黑暗的夜中，「上帝的愛加強且淨化，另一個愛自會

消除和消滅。」（N.1.4.8） 

 

「忿怒」（wrath）或稱「憤怒」（anger），雖有程度差異，但都指向一種生

氣、惱怒的情緒、憎恨他人或自己。十架約翰在這裡指的是在靈修中的美好經驗

或滿足感褪去時，感官會陷於乏味和沮喪而暴怒。十架約翰舉一個生動的例子說

明：正如小孩子正享受美味的母乳時，突然被人抱離母親的懷抱。忿怒表現在三

方面：第一、為小事而大發雷霆：初學者在美妙屬靈經驗後，反而容易感到乏味、

無趣、繼而抱怨、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生氣。第二、自以為義：初學者陷

在靈性的忿怒中，也容易對別人的罪過發怒。第三、生自己的氣：看到自己的毛

病，感到無能為力，而責怪自己。（N.1.5.1-3） 

十架約翰認為人靠己力，定下計畫和遠大志向想要克勝忿怒，但「定志愈多，

跌倒也愈多，而發怒也愈多。」（N.1.5.3）因此，除非願意耐心等候上帝的作為

和恩典，經過黑夜的煉淨，不然不得痊癒。 

 

「貪食」（gluttony）或稱「貪饕」、「暴食」，狹義的觀點認為「暴食」等

於浪費食物。從廣義來說，就是指「沉迷」於某事物，如酗酒、濫用藥物、屯積

不必要的物品、沉溺於賭博玩樂而不思進取等，但丁的觀點是「過份貪圖逸樂」。

259 十架約翰則意指「靈性的貪吃」，而這也是很少初學者不遇見的試探。就是在

靈修中經歷美好的感受與領受上帝的恩典，卻為極度渴望更多的經歷而走向極端，

越過了界線，強用自己的方法要再尋得神秘經驗，例如過度無節制的禁食。

（N.1.6.1）十架約翰認為靈性的貪吃，是逞一己的私意，其實沒有走在順服的路

上。甚至在禱告時，也在乎尋獲感官的滿足，若得不到就會轉而厭惡，不願再重

新禱告，有時索性全部放棄。十架約翰說這樣好比幼稚的小孩，只靠愉悅行事，

所有禱告都耗費在尋求心靈的愉悅和安慰。（N.1.6.6） 

                                                        
259維基百科，〈七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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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約翰認為對付這種靈性的貪吃，「最好是讓這些人進入我們所指的黑夜

裡，煉淨這個幼稚的行為。」（N.1.6.7）如同他也說：「我們的主會藉著試探、

乾枯和其他考驗來治療他們。」治療的良方不是要在其中更多得到什麼，而在於

知道從中捨棄自我，「直到主願意淨化他們，把他們帶進黑暗的夜裡。」（N.1.6.8） 

 

「嫉妒」（envy）跟貪婪一樣，是一種因為不能滿足的欲望而產生的罪惡。

貪婪通常跟物質財產有關，而嫉妒則跟其他方面有關，例如愛情，或他人的成功。

但丁的觀點是：「忌恨其他更美好事物的擁有者之欲望。」260 嫉妒是不滿別人蒙

受祝福，看見別人開心時自己傷心。261 十架約翰認為靈性的嫉妒，是特別指著

當看到別人有好的靈性時，心情沈重，看到別人屬靈生命長進，反而自己覺得難

過。這種悲傷來自它們無法忍受別人領先自己，或比自己屬靈。（N.1.7.1） 

十架約翰認為靈性的嫉妒都和愛相反，他引保羅的話說：「愛是不嫉妒，愛

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

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林前 13:4-6）因此，靈性的嫉妒同樣要被安置

在黑夜中，「藉著完全的乾枯與內在的黑暗，上帝使他斷奶」來經歷夜的煉淨。

（N.1.7.5） 

 

懶惰（sloth）或稱「怠惰」、「懶散」，常指著逃避現實、無責任心及浪費

時間。怠惰被宣告為有罪是因為：其一、其他人需更努力工作以填補缺失。其二、

該做的事情還沒有做好，對自己是百害而無一利。但丁的觀點則是「未能全心愛

上帝，未能全副精神愛上帝，未能盡全人之心靈愛上帝。」懶惰是人過份追求舒

適的傾向，貪圖空閒，逃避辛苦的勞累。262 十架約翰指出靈性懶惰的毛病，是因

習於在靈修上尋求美好的經驗，當體會不到時，感到煩悶，就不願再回來禱告，

把成全的道路棄置一旁，轉而謀求個人的愛好，尋求自己的滿足甚於尋求上帝。

                                                        
260維基百科，〈神曲 Divine Comedy〉。 
261湯慕臨（Graham Tomlin），《解．破七宗罪》，黃家燦譯（香港：基督教文藝，2009），47。  
262陳文裕，《天主教基本靈修學》，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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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8.2） 

十架約翰認為靈性的懶惰使人「討厭十字架」，使人想要逃離所有的難事，

對進入基督所說的生命的窄路（太 7:14），悶悶不樂和極度反感。這樣的毛病，

十架約翰認為人「其實也做不了太多的事，唯願上帝樂於賜給我祂的神光。」

（N.1.8.5），需要上帝來把他們安置在進修者的階段，接受黑夜的煉淨。 

七宗罪的概念，更早是源於第四世紀在埃及和敘利亞沙漠教父有關克修

（ascetial）的教導。這些教父包括本都的伊萬革儒斯（Evagrius of Pontus，345-399）、

約翰．卡西安（John Cassian，360-435）、尼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335-

394）等，他們關心並探討關於人生中每人都得面對的基本問題：包括飲食、性

慾、物質擁有、與人相比、怨恨不滿、失敗、成功，和自私自利等。這些引起我

們內心的試探，傳統上稱為「八大致命思想」，人人都受這些思想的侵害。後來

經過第六世紀的大貴格利（Gregory the Great，540-604）的修訂，並稱之為「七大

致命的罪」。263 這些早期的傳統對人內在的掙扎，與激起欲望罪根的探尋，在十

架約翰看來，其實正寓意著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而破七罪宗的途徑，主要還不

是靠自己的苦修，「除非上帝親自下手」（N.1.3.3），靈修的目的就是讓神的恩

典在我們生命中彰顯功效出來。 

總之，十架約翰在《夜》開頭七章，以七罪宗進入被動感官黑夜的談論，旨

在表達這七罪宗，不因人主動克修而徹底根治。迪亞倫（Diogenes Allen）就認為，

七罪宗是以基督在曠野面對試探為模型，每個跟隨基督的基督徒，或早或遲都會

受它們的侵襲。如果沒有倚靠神的力量，我們將無法走上跟隨基督的道路。264 十

架約翰探討被動感官之夜，就在強調上帝主動的作為。就這意義而論，十架約翰

談破七罪宗，主要的反思是神如何介入我們的感官層面來幫助我們，因為如果上

帝不來幫我們清理，把劣根性拔起，我們終究無能為力，能結出美好屬靈生命的

果實，畢竟不是靠天然的努力，而是因著上帝的恩典。  

                                                        
263迪亞倫（Diogenes Allen），《當靈修遇見神學》，王建國譯（香港：更新傳道會，2010），103。 
264Ibid.,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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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勝三仇 

十架約翰在《夜》卷一的卷首註解裡，清楚的為「被動的感官黑夜」定下基

調：「這個黑暗的夜，在此指的是煉淨的默觀，如我們所說明的，被動地在靈魂

內導致棄絕自我和萬物。」（N.1.註解.1）十架約翰也指出經過此夜走向上帝的

路上，是「幸福好運」，致使靈魂的三大仇敵都不能阻擋他。靈魂的三仇就是「世

俗、魔鬼和肉身」，這些仇敵經常在這條路上作對。（N.1.註解.2）有趣的是，

十架約翰提出三仇之後，卻在《夜》第一卷裡用「破七罪宗」開始討論被動的淨

化，但「克勝三仇」卻留在《山》第二卷的第二十一章才討論。關永中的觀察很

正確，他認為十架約翰在卷首的註解裡，已經提到上帝主動出擊對治三仇，並指

出這是由「感官層面」開始著手。因此可以確認，十架約翰的意思是：「克勝三

仇」的工程，始於「被動感官黑夜」，而延伸到「被動心靈黑夜」，它同時連貫

了身體與心靈感官的煉淨過程。265 這一點在另外一個研究裡也得到證實：書的

長度及劃分章節方面，作者並沒有按規則註釋詩句。意思是說原來的《夜》裡並

沒有分卷，是連貫的，只是後來的編輯在 1618 年，將《夜》分成了兩卷。266  

據此，雖然十架約翰把「三仇」放在《夜》第二卷「被動心靈黑夜」才正式

談論，但如前述，「克勝三仇」仍然是從被動感官的煉淨開始的，因此就聚焦在

本節中一併來討論。感官煉淨的主要目標是對抗靈魂的三仇，就是魔鬼、世俗與

肉身。十架約翰使用〈靈歌〉中的第三詩節來隱喻這三種仇敵的工作： 

我要尋找我的愛， 

我要奔向高山和海岸， 

花兒不摘取， 

野獸不怕懼， 

我要越過勇士和邊際。  （〈靈歌〉．詩節 3）267 

這節詩句中，十架約翰以「花兒不摘取」來寓意「不貪戀世俗」及「避開三

仇的障礙」。（C.3.5）而阻礙走向基督窄路的就是靈魂的三仇，在路途中，它們

                                                        
265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125  
266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探索聖十字若望的黑夜──論默觀中的被動淨化〉，《神學論集》166

（2010 冬）：494-95。 
267十字若望，《靈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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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戰爭和困境。詩節中的後兩句「野獸」是指世俗，「勇士」指魔鬼，「邊際」

則是指肉身。（C.3.6）這三者都會佔據人心，因此需要經歷感官與心靈的煉淨。

而十架約翰則在《夜》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提出克勝三仇之道，乃在於上帝的主

動協助。於此同時，上帝也要求人這方需要負起領受恩典的責任，那就是以「信

望愛」來回應。十架約翰巧妙的引用〈黑夜〉第二詩節中「裝巧隱」的意象，來

表達克勝魔鬼攻擊。詩句如下： 

黑暗中，安全行進， 

攀祕梯，裝巧隱， 

啊！幸福好運！ 

置黑暗，隱蹤跡， 

吾室已然靜息。         （〈黑夜〉，詩節 2） 

「裝巧隱」另一白話翻譯是「改變了裝扮」，268 十架約翰在這裡顯然是回應

保羅對抗魔鬼的建言：「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弗

6:11），而這全副軍裝就是「信的白色長衣」、「望的綠色背心」以及「愛的紅

色外袍」。以下分別展開： 

 

在〈靈歌〉中，「魔鬼」被稱為「勇士」有三個原因：第一、以猛力阻止人

走向上帝道路的通行。其二、魔鬼的誘惑狡猾更勝於世俗和肉身。其三、魔鬼會

聯合其他二仇增強勢力，招致更劇烈的戰爭。（C.3.9）聖經裡也形容「你們的仇

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 5:8）因此使

徒彼得要我們「務要謹守，儆醒」並且用「堅固的信心抵擋牠。」（彼前 5:9）

十架約翰引用舊約中約伯提到這野獸「鱷魚」的勢力：「牠一起來，勇士都驚恐，

心裡慌亂，便都昏迷。」（伯 41:25）受造物中沒有人的力量可以相比，只有上

帝的大能足以制勝牠，也只有上帝的神性之光透徹牠的陰謀。十架約翰因此說克

勝魔鬼的勢力，「不能沒有祈禱、克苦和謙遜。」（C.3.9） 

                                                        
268〈黑夜〉中文白話譯本見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282-83。完整譯文參文末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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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約翰解釋「裝巧隱」是「把自己掩飾並隱藏在別的衣服和形像下。」

（N.2.21.2）並且由於被基督的愛觸動，穿上那能鮮活代表其心靈情感的裝扮，

因更安全地前進對抗仇敵。說這裝扮有三種主要的顏色：白色代表信德、綠色代

表望德、紅色代表愛德。藉此得到主的恩寵和垂愛，且掩飾得很好，安全地避開

三仇。（N.2.21.3）因此，信好比潔白的長衣，使所有理智盲目。穿上信德的白

色長衣，魔鬼就看不見他。（N.2.21.4）所以彼得說：「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

擋他。」（彼前 5:9）信心的潔白長衣也是望和愛的基礎和起始，如同希伯來書

的作者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

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來 11:6）靈魂穿上信德白長衣進入黑夜，走在內

在的黑暗和窘困中，關永中說得很正確：「白色長衣耀眼奪目，不單叫理智不能

正視，就連魔鬼也無從觀看或敢於攻擊。」269 

 

靈魂的第二個仇敵是「世俗」，〈靈歌〉中將世俗稱為「野獸」，是因為開

始踏上前往上帝的路時，世俗呈現如同野獸般可怕的形象，使人感到恐怖和威脅。

世俗的野獸主要透過三種方式驚嚇：第一、恐嚇人會過一個失去友情、聲譽、價

值，甚至財產等一切利益的世俗生活。第二、使人懷疑自己無法長久忍受失去一

切享受、利益、滿足和快樂的世俗生活。第三、最嚴重是使人誤認為自己一定會

成為眾矢之的，被人嘲弄、反對、批評、譏笑和輕視。（C.3.7）這些來自世俗的

驚嚇，造成極大的困難，使人往往無法堅持地對抗這些野獸，也很難開始上路。

除了這三個世俗的驚嚇以外，十架約翰也指出有些靈魂會面臨其他「內在」和「靈

性」的野獸：例如困難和誘惑、苦難和考驗。而這些其實是上帝的禮物，為要使

人往成全的路上走，試煉他們如同黃金。十架約翰引用大衛的詩：「義人多有苦

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詩 34:19）但愛上帝的人唯有信賴祂的愛和

幫助，才有勇氣對抗世俗的威嚇並且不再懼怕。（C.3.8） 

除此之外，「世俗」在十架約翰〈愛的活燄〉的第一詩節中，被比喻為第一

層需要撕破的面紗。在《愛的活燄》註釋書裡，十架約翰指出阻礙與上帝結合，

                                                        
269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125。 



122 

而必須撕破的面紗有三種，亦即：世俗的紗、本性的紗、感性的紗。為了達到與

上帝的結合，前面二層紗一定要撕破，否定和捨棄世俗，才能與上帝「甜蜜相遇」。

（F.1.29）詩句如下： 

啊！愛的活火焰， 

溫柔地觸傷我的靈魂 

至深中心點！ 

既然祢已不再壓抑， 

瞬即團圓！若是祢願意； 

撕破此紗甜蜜相遇！           （〈愛的活燄〉，詩節 2）270 

十架約翰在第一種信德的白長衣上，繼續在此穿上第二種顏色的衣服，就是

代表望德的綠色背心。藉著盼望，靈魂得到釋放和掩護，免去世俗的驚嚇。十架

約翰以「綠色」喻意生命與活力，來和世俗的「乾枯、了無生氣、沒有生命、毫

無價值」對照。靈魂脫掉摒除盡世俗的衣服，不把心放在任何事物或期望現在將

來之事物，他只單單穿上盼望的背心來生活，心高舉超然世外。因此世物無法碰

觸和捉住他的心，也進不到他的視線之內。（N.2.21.6） 

使徒保羅的眼光，經常從世俗可見的事物上，轉向不可見的。他說：「我們

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但我們若盼望

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羅 8:24-25）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對於盼

望這主題有著深入而豐富的論述，他詮釋保羅這段經文時，用深刻的語調說道： 

當前與將來、經驗與盼望是互相矛盾的，於是，人並不是與既定情勢和

諧一致的，而是捲入盼望與經驗的衝突當中。新約中的盼望處處指向那

還不能看見的事物，因此是一種「抵觸盼望的盼望」，從而就把看得見

的和現在可經驗的事物，判定為上帝所離棄的現實，必須要被超越、必

須要流逝。271 

盼望，使人與自己和世界當前看似富有卻是乾枯的現實裡，處於一種矛盾和

悖論之中，十架約翰藉著綠色的裝扮和隱裝，靈魂安全地前進，避開了世俗這第

                                                        
270十字若望，《愛的活燄》，55。  
271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盼望神學：基督教終末論的基礎與意涵》，曾念粵譯（香港：

道風，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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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敵人。十架約翰也引用保羅的另一段話，稱盼望是「救恩的頭盔」。（帖前

5:8）而頭盔遮蓋整個頭，只留下一點空隙讓眼睛看見，盼望就是這樣遮蔽所有的

感官，不使它們專注在任何世物，也不讓世俗的火箭中傷它們。靈魂只能在黑夜

中尋索那位愛的上帝，其他什麼也看不到。（N.2.21.7）為此之故穿上綠色的背

心，總是注視著上帝，除了上帝，無一能滿足，推動他，使他克勝世俗的就是堅

忍不拔的盼望。（N.2.21.8）關永中說得對：活於「望」，有如套上綠色背心，讓

「記憶」不再寄望於「現世」，而轉目盼望「將來」永恆的至善。272 

 

〈靈歌〉中，十架約翰以「邊際」寓意肉體的本性，靈魂要越過邊際，因為

肉身本性和神的本性是相對立、反抗、相反的。如同保羅所說：「因為情慾和聖

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加

5:17）情慾，就是肉體的私慾，有如站立在邊際，反抗聖靈的道路，阻礙與上帝

的聯合。《愛的活燄》中也有兩處提到肉體的私慾阻止了人與神的結合。其一、

稱肉體為「本性的紗」，包括本性的作用和傾向，需要克制本性的欲望與情感。

（F.1.29）其二、在達到與上帝聯合的境界前，會有三種磨難：感官的誘惑、心

靈的困苦，以及世俗的考驗。這來自世俗的考驗，包含沮喪、害怕、誘惑等，十

架約翰指出，凡願意進入此階段者，感官都必須已經被煉淨。（F.2.25） 

為了穿好隱裝和服飾，使之臻於完美，在白色長衣和綠色背心之上，十架約

翰說靈魂在此穿上第三種顏色，亦即優雅的紅色外袍。紅色外袍寓意著愛德，增

加另外兩種顏色的美麗，提昇與上帝的親近。紅色象徵愛，不只掩護和隱藏靈魂，

避開肉體這第三個敵人，而且增強信心與提昇盼望，給予活力和力量來轉化肉體

的私慾，更從上帝那裡領受恩惠導致更多的愛，以之回應心愛的主，而使上帝喜

悅，所以十架約翰引用雅歌的話：「坐墊是紫色的，其中所鋪的乃耶路撒冷眾女

子的愛情。」（歌 3:10）穿上紅色的外袍，離開自己與受造物，因著「懸念殷殷，

灼燃愛情」進入黑夜與上帝愛的聯合。（N.2.21.10）關永中的理解很深刻：活於

「愛」，好比加上紅色外袍，保護「意志」免於「肉體」的私慾偏情，好把「亂

                                                        
272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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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轉化為對神的戀慕。273 

房志榮認為十架約翰把信、望、愛當做三種顏色衣飾，是「最妙的比喻」。

信德是白色，望德是綠色，愛德是紅色。這些顏色一方面討神的喜悅，另一方面

是防止魔鬼的侵害。274 十架約翰也說在黑夜裡，登上秘梯所穿著的，正是這三

種顏色的衣飾，而這些顏色是靈魂的三官能與上帝結合的最適宜準備。（N.2.21.11）

在這裡十架約翰似乎使用與《山》第二、三卷裡談論「理智、記憶、意志」類似

的用語來談「心靈」的淨化。顯然，在十架約翰的心中，克制三仇開始於感官的

煉淨，但卻延伸到心靈的煉淨，才算完整。所以，第一、穿上信心的白色長衣使

理智黑暗，克勝魔鬼的攻擊；第二、穿上盼望的綠色背心使記憶空虛，來脫離世

俗的驚嚇；第三、穿上愛心的紅色外袍使意志赤裸，來轉化肉體的私慾偏情。如

同關永中的結論：「如此一來，上帝會因應著我們的配合，而一方面協助我們，

從外克勝三仇，從內淨化心靈的三官能，使我們裡外都能合乎神的心意。」275 

  

                                                        
273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125。 
274房志榮，〈推薦序〉，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0。  
275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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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動感官黑夜之果實 

十架約翰在《夜》第一卷的第十一至十四章這最後幾章中，談論一個在整部

《夜》中較為正向、積極的主題：關於在這感官之夜裡，上帝要賜給我們的生命

的果實和許多益處。276 而這一切果實和益處都包含在「我已離去、無人留意」這

詩句中，「離去」暗示著，「經由這個夜，靈魂離開所有受造物的情感和作用，

走向永恆的事物，這是極大的幸福好運。」（N.1.11.4）經由感官黑夜，上帝沛

賜恩惠，帶領我們克勝三仇破七罪宗。十架約翰說這是「極大的幸福和好運」，

有兩個原因：其一、因為最大的福分是熄滅對一切事物的欲望和感情；其二，因

為很少人忍受痛苦且恆心地進入這個「窄門」（太 7:14），而「窄門」寓意著感

官之夜，為了進入其中，靈魂被掠奪和剝裸，連接在信心之上，好能接續進入心

靈之夜的「窄路」中。 

十架約翰在這裡勾勒進入被動感官黑夜中，上帝賜給我們果實和益處的圖畫。

以下從兩個主要益處、七個果實、其他益處三點逐項討論。 

 

上帝脫去靈魂的襁褓，從雙臂放下他來，讓他自己用雙腳走路；給他斷奶，

用乾糧代替母乳和柔軟的食物。就在此感官的乾枯與黑暗中，這堅硬的食物使所

有感官的美味枯燥和空虛，但卻也是「長大成熟」必需的食物。（N.1.12.1）因

為「惟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來 5:14）感官之夜裡，因著上帝恩惠施予對欲望的煉淨，對靈魂而言是「幸福

的」，意思是說帶給他許多的福分和益處。十架約翰指出這個枯燥與黑暗的感官

黑夜，帶給人主要的益處有兩種：其一、是更認識自己，其二、是更認識神。以

下分述之： 

 

                                                        
276被動感官之夜的果實，形成《夜》卷二的一個新的主題，這部份在較新的研究中，重新被確認。

相關討論見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被動感官之夜的益處及可怕：註解《黑夜》卷一第十一至

十四章〉，《神學論集》173（2012 秋）：447-55；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9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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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給予的恩惠，最主要的是讓人更認識自己。這些感官的乾枯和空虛，取

代了先前的經驗，在黑夜中體會自己無能為力的困境，認識自己的卑微和可憐。

（N.1.12.2）十架約翰引用出埃及記中以色列百姓在曠野漂流的例子，上帝為讓

以色列這群頑梗的百姓更認識自己，脫去了他們身上華麗的衣飾，穿上簡陋的衣

服，在荒涼的曠野中工作和生活，讓他們看見自己衣服的卑汙，認識自己的不堪，

知道自己是誰。出埃及記三十三章 5 節，上帝對百姓這樣說：「你們是硬著頸項

的百姓，我若一霎時臨到你們中間，必滅絕你們。現在你們要把身上的妝飾摘下

來，使我可以知道怎樣待你們。」因此，穿上工作服，乾枯又無依無靠，之前的

光明變為黑暗，靈魂認識自己的可憐真相，在這樣的認識中，他開始擁有「真實

的光明，自視虛無，對自己感到毫無滿足之處，因為他知道，憑自己既做不了什

麼，也不能做什麼。」（N.1.12.2） 

十架約翰認為當人蒙受了認識自己的恩典之泉，自然會從這泉源中流溢出更

多的益處。首先是導致靈魂和上帝交往時更謙恭有禮。（N.1.12.3）在順境時，

人傲慢無理。十架約翰引摩西與神相遇的例子，當摩西聽見上帝對他說話時，那

愉悅和欲望使他盲目，以致他竟膽敢向前：「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

沒有燒壞呢？」 （出 3:3-4）若不是上帝命令他脫下鞋子，恐怕他已被神的榮耀

與聖潔擊殺。（出 3:5-6）因此，十架約翰指出人與上帝相會，必須懷有尊敬和慎

重，剝除欲望。脫下欲望和滿足的鞋子，意謂著人完全認識自己的可憐，因此產

生對神的敬畏和謙虛。 

 

在感官黑夜裡，上帝主動施恩，光照靈魂，不只使人認識自己的卑劣可憐，

也使人認識上帝的尊威卓絕。（N.1.12.4）十架約翰舉約伯的例子：當約伯在一

無所有時，進入黑暗的旋風中與上帝單獨相會，才發現自己的微小，更加認識上

帝高深莫測的智慧與奧秘：「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

己（或譯：我的言語），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伯 42:5-6）十架約翰認為自

我認識首先來自這乾枯的感官之夜，而這個自我認識有如泉源，從中湧流對上帝

的認識。所以奧古斯丁說：「主啊，請讓我認識我自己，那麼，我就會認識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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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十架約翰為證明感官之夜帶來的益處，引用大衛的詩篇：「神啊，你是我的

神，我要切切地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

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為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詩 63:1-2）大衛認識上

帝的光榮，其準備和方法，不在於他已得到的許多靈性的愉悅和滿足，而在於乾

旱沙漠地之感官的乾枯和超脫。十架約翰在這裡為感官黑夜帶給靈魂的主要益處，

做一個簡要的結論：「所以，達到認識上帝和自我的方法是這個黑暗的夜，及其

乾枯和空虛。」（N.1.12.6） 

 

《夜》從第十二章七節至十三章結束，談論感官之夜「特別的果實」。278 這

些果實逐一對治前述之「七罪宗」，在此欲望之夜的乾枯和虛空裡，聖靈賜給靈

魂對應的果實： 

 

相對於七罪宗「靈性的驕傲」，首先得到的果實是心靈的謙虛（Humility）。

藉著上述的自我認識，清楚自己的乾枯和可憐，不再自視比別人優越和進步，煉

淨驕傲罪宗上的不成全。（N.1.12.7）其次、謙虛生出對鄰舍的愛：因著尊重不

去論斷他們。人因為知道自己的可憐，時刻不忘，以致沒機會注意其他人的做為。

十架約翰引大衛為例，大衛處於這個夜時，說出自己靈魂的處境：「我默然無聲，

連好話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發動了。」（詩 39:2）大衛不但不能說，也無話可

說，且對鄰舍緘默無言，更由於認識自己的可憐而感到痛苦。（N.1.12.8）接著、

謙虛也生出順從和服從：由於深知自己的可憐，他們不只會聽從別人的教導，也

渴望被人指導如何行事為人，不再矜誇自負。因此，當繼續在此路上前進，靈性

的驕傲這第一罪宗上的不成全，都會被上帝掃除盡淨。（N.1.12.9） 

                                                        
277十架約翰引用奧古斯丁《獨白》（Soliloquies）裡的一段話，見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03。  
278在論述完被動感官之夜的主要益處後，理當結束十二章，但以下 7-9 節所談論的是特別的果實，

應該和第十三章合併，專門討論對治七罪宗的果實，加爾默羅聖衣會認為有可能是最初編輯著

的錯誤。見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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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第二罪宗「靈性的貪婪」，得到的第二個果實，主要是「節制」與「超

脫」。279 本來貪求各式各樣的靈性事物，想從其中得愉悅，卻從不滿足，如今處

於乾枯和黑暗的夜裡，靈魂得不到先前的愉悅和美味，反而因乏味和艱辛而變得

有節制。藉著上帝給予的謙虛和敏捷，即使感到乏味，得不到愉悅，但因只為上

帝而去做，在很多靈性的事上變得很超脫。（N.1.13.1） 

 

相對於第三罪宗「靈性的色慾」，得到的果實是「貞潔」（Chastity）。關於

這個果實，十架約翰的說明極為簡略，他認為情慾通常是從心靈的愉悅流溢到感

官的，因此，靈魂在靈性的事物上體驗到感官的乾枯與乏味，就從「不純潔中得

到釋放」。（N.1.13.2） 

 

靈性獲釋於黑暗之夜的第四罪宗「靈性的貪吃」，280 最主要得到的果實是

「節制」（Temperance）。十架約翰詳細描繪這個「靈性節制」的樣貌： 

上帝把靈魂安置在這個乾枯和黑暗的夜裡，使靈魂如此的克制強烈的

情慾和欲望，致使上天下地任何感官事物的愉悅和美味都不能使他飽

飫。上帝繼續不斷地這樣煉淨，使靈魂順服，重整且克制他的貪慾和欲

望。（N.1.13.3）281 

十架約翰接著使用「斷奶」的隱喻：「結果，情緒和強烈的情慾失去力量，

成為荒蕪的，得不到任何滿足，就好像習慣不從乳房吸奶，奶水自會乾涸。」

（N.1.13.3）藉此靈性的節制，帶來四個益處： 

                                                        
279在十架約翰之後，耶穌會傳教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於 1604 年寫成《七克》，講述如何

克服七宗罪，共七卷，其中相應於「貪婪」的美德是「慷慨」（Charity）而不是十架約翰這裡

提到的「超脫與節制」。後來天主教傳統對治「七宗罪」的「七美德」裡，也大都以「慷慨」

對治「貪婪」。見維基百科，〈七克〉，https://tinyurl.com/vupq2mm（取自 2020 年 3 月 2 日）。 
280十架約翰在這裡稱「靈性的貪吃」為「第四罪宗」，和在《夜》第一卷第五、六章裡的順序不

同：那裡是把「忿怒」放在第四罪宗，「貪吃」則放在第五罪宗來討論。參本章第一節。 
281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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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安的愉悅：因為欲望和強烈慾情都已熄滅，沒有攪亂不安，靈魂生活在

靈性的平安與寧靜中。 

2. 時時記憶和關懷上帝：在靈修路上，靈魂常常記得上帝，懷著戰戰兢兢知

情，害怕退後。 

3. 靈魂得到淨化：那些不成全是經由欲望和情感使靈魂執迷，使靈魂遲鈍和

迷糊，現在都已清除，靈魂因此潔淨和單純。 

4. 所有德行同時進步：例如即使處在空虛和乾枯時，沒有安慰和愉悅，仍然

能忍耐和恆毅地操練靈性；又如不再受工作中的可口誘人美味主導，而能單單以

為了愛神而事奉；又或者在艱辛和乏味的工作中，仍能剛毅，從虛弱中得力量，

因此，變得強壯有力。最後，「三超德」、「四樞德」282、和倫理道德等德性都

一起增長。（N.1.13.5） 

 

相對於七罪宗裡「靈性的忿怒」，得到的第五個果實主要是「柔順」。283 靈

魂因著乾枯、困難和試探、艱苦，而變得柔順和謙虛，上帝主動恩典在這個夜裡

磨練靈魂，使他對上帝、自己和別人都很溫良，以致使他不再以激動的忿怒對待

自己，以及自己和別人的過失，也不會因為上帝沒有很快使他成全而生氣、抱怨。

（N.1.13.7） 

 

相對於七罪宗「靈性的嫉妒」，得到的果實是「仁愛」（Kindness）。過去

當別人比他更看重或更進步時，他感到愁苦，然而現在他所愁苦的是看到自己的可

憐，他的嫉妒變成渴望效法別人，並且產生對人的寬容和仁愛。（N.1.13.8） 

 

                                                        
282「四樞德」指「節制、明智、公義、勇敢」。見《思高本聖經》智慧篇第八章 7 節：「有人愛

慕正義，應知道：德行是智慧工作的效果，因為她教訓人節制，明智、公義和勇敢：在此生沒

有比這些為人更有裨益。」 
283天主教七美德對應「忿怒」的是「耐心」（Patience）。而《七克》中則以「平靜」對應之。見

維基百科，〈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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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七罪宗最後一項「靈性的懶惰」，所得到的果實是「勤勉」（Diligence）。

十架約翰在這裡簡略的說「在靈性的事物上，靈魂的懶惰與厭惡，現在也不像過

去那樣敗壞」。過去的罪過，來自靈魂有時體驗到的愉悅，而當他無所體驗時，

則設法去謀求，然而現在則不因愉悅與否，都因上帝而能改善靈性的懶惰。

（N.1.13.9） 

 

除了上述兩種主要的益處和靈性的七個果實之外，十架約翰在《夜》第十三

章的結尾幾節，總結式的指出其他處於枯乾的夜中所帶來的益處，歸納有： 

 

在黑夜中，即使人沒有想到，上帝仍主動地賜給人心靈的甜蜜、純潔的愛、

心靈的認識，每個這樣的恩賜都是有益且彌足珍貴。（N.1.13.10） 

 

欲望被煉淨，心靈得自由，聖靈賜給人十二個屬靈的果子：仁愛、喜樂、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寬宏、仁慈、貞潔。（N.1.13.11） 

 

當感官被熄滅，無論是魔鬼、世俗或感官。都沒有武器或力量對抗心靈。

（N.1.13.11） 

 

主導他的工作不再是從中獲得滿足和愉悅，而只是為了悅樂上帝，懷著純潔

行走向上帝。（N.1.13.12） 

 

                                                        
284十架約翰說的聖靈的十二個果子，在《聖經和合本》的加拉太書五章 22-23 節裡只有九種。此

處應該是引用《聖經武加大譯本》，又譯《拉丁通俗譯本》，是一個五世紀的《聖經》拉丁文

譯本，由耶柔米自希伯來文舊約和希臘文新約進行翻譯。八世紀以後，該譯本得到普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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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不驕傲自負，也不自我滿足，而是因認識自己而增加對上的聖善畏懼。 

 

在乾枯的夜裡，上帝增加靈魂對祂的關注，且懸念殷殷於事奉祂。十架約翰

舉例說：「就像逐漸乾涸的感官乳房，靈魂所追求的欲望藉感官而得以維生和養

育，現在處於乾枯和赤裸中，唯獨懸念殷殷於渴望事奉上帝。」（N.1.13.13） 

十架約翰談論靈魂在感官之夜的煉淨中，因著上帝的作為，獲得許多果實和

寶貴益處，就如同〈黑夜〉的詩句：「啊！幸福的好運！沒有人留意我離去。」

亦即從他的情感和感官的圈套和控制中離去，沒有被發現。過去三仇和欲望、自

我滿足在一起，設下圈套，拴住靈魂，阻止他走出自己，達到上帝之愛的自由。

如今沒有了這些欲望和滿足，三仇不能和靈魂作戰，再也不能阻礙他。（N.1.13.14） 

也因著本性欲望的經常乾枯，情緒被熄滅，欲望靜息。藉此，淨化感官幸福

之夜沉入睡眠，這些感官暫停工作時，感官和內在的官能達到和諧，全然進入安

息，因此靈魂說：「我的家已經靜息。」。（N.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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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著乾枯進入豐實 

十架約翰在《夜》卷一第十四章這最後一章中的開頭，似乎是以解釋〈黑夜〉

首詩節最後一句「我的家已經靜息」，作為被動感官黑夜的結論：「當感官的居

室已然靜息，亦即被克制了，情緒被澆滅，欲望靜息，藉此淨化感官的幸福之夜

而沉入睡眠。」（N.1.14.1）可是，十架約翰接著話鋒一轉，在這一章的餘下篇

幅中，帶出了一個被動感官之夜可能落實的不同方式和程度的論述。換句話說，

十架約翰顯然認為，要達到「被動感官黑夜」裡的靜息，會因著上帝的心意和每

個人不同的狀況，經歷不同程度與方式的乾枯。十架約翰甚至用「上帝打發暴風

雨和磨難」（N.1.14.4）這樣強烈的字眼，來形容被動感官黑夜最後階段的煉淨

景觀。走上「心靈黑夜」的進修者道路之前，常常伴隨著沈重的困苦和感官的誘

惑，每個人經歷的「時間、試探、經歷也各自不同，而這一切全按上帝的聖意安

排。」（N.1.14.5）十架約翰指出在這些可能的方式中，有三種誘惑的情況：感

官的、褻瀆的和多疑，而這三種誘惑分別來自邪淫之魔、褻瀆之魔、可憎之魔。 

第一、邪淫之魔，以可憎和強烈的誘惑襲擊人的感官，以醜惡的思想和栩栩

如生的形像折磨心靈，這種折磨有時候甚至令人感受比死還難受。（N.1.14.1） 

第二、褻瀆之魔，在這感官黑夜中，褻瀆之魔在人的思想和觀念中加上無法

忍受的褻神話語，有時這些褻瀆的話與強烈地影響想像，幾乎迫使靈魂說出來，

這是極大的折磨。（N.1.14.2） 

第三、可憎之魔，使人昏眩、混亂，使感官黑暗，令人充滿無數的疑慮和迷

惑，判斷力混淆不清，對什麼都不滿意，也無法接受任何勸告與意見。這是感官

之夜中最嚴厲的一種刺激和恐怖，非常相似於心靈黑夜所經歷的。（N.1.14.3） 

十架約翰指出，上帝在這感官黑夜最後階段，通常都使人在這乾枯和試探中

停留長久的時間。而上帝使用嚴峻的考驗，目的是為了懲戒和打擊，好能逐漸預

備和鍛鍊感官和官能，為能進入心靈的黑夜達到與上智的結合。這樣徹底的乾枯，

只為了使人經過艱苦和誘惑試探、考驗和證實，以走向與上帝聯合之路。同時，

十架約翰也指出，這過程是上帝主動的作為，並且會因著我們屬靈生命的情況而

施恩幫助我們。（N.1.14.5）如同使徒保羅所說：「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



133 

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

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 10:13） 

換句話說，這裡勾勒出十架約翰被動感官黑夜煉淨的景觀，正是藉著乾枯進

入豐實。原來是上帝施恩幫助我們，使我們可以因著灼燃的愛火，有力量來對付

那生命的劣根性和來自三仇的攻擊，使我們經過感官黑夜的煉淨，不僅獲得從上

帝所賜聖靈的果子，更可以預備進入更深與主聯合的心靈黑夜的旅程中。從這角

度而論，這正是十架約翰被動感官黑夜的樣貌與底蘊：藉著乾枯進入豐實。 

總結本章前四節「被動感官黑夜」的煉淨景觀，可以用下面圖表來呈現： 

圖表 5-4-1 被動感官黑夜：藉著乾枯進入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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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路徑：從默想到默觀 

十架約翰在論說被動感官黑夜的煉淨景觀裡，指出要面對生命中的劣根性、

破七罪宗、克勝三仇，從「初學者」要進入「進修者」的階段，是何等需要上帝

來把我們安置在黑夜中。在這黑夜裡，藉著完全的乾枯和內在的黑暗，上帝使我

們斷奶，不再吸吮美味和愉悅的乳房，除掉幼稚和所有不適當的言行，使我們進

入靈性的豐實。十架約翰也清楚的引導我們：「無論初學者在行為和情感上，多

麼盡力地修持克苦，除非等到上帝以被動的方式，經由所說的夜的煉淨，他們絕

不能大功告成。」。（N.1.7.5）關永中的觀察很正確：如果上帝不來幫我們清理，

把劣根連根拔起，我們終究無能為力。285 換句話說，我們唯有被動地接受上帝

在感官部份給予的淨化，甚至要經過前述如暴風雨般的磨難，好能向自己乾枯，

進入上帝的豐實裡面。因此，被動感官黑夜較為積極的意義，則是為我們指出這

條靈修的路徑：「我們有待上帝的引領，好能逐步離開較為感性的默想，踏上靈

性的、神秘的默觀。」286 

而被動感官黑夜的「煉淨」，其實帶領人過渡到「光照」。按照羅雲．威廉

斯的看法，「光照」涉及的是一種徹底自我感的解離，他說： 

若我們要經歷上帝直接在靈魂任何向度中所作的工作，就會涉及拒絕、

侮辱、無用的強烈感受，自我的乾枯與解離，而無論多麼痛苦，都顯然

比主動黑夜的乾枯和空虛還要更加殘酷。因此，十架約翰宣稱：這是與

上帝合一的必要前奏。287 

張振東則認為十架約翰所說「黑夜中人的感官被淨化，靈魂走過黑暗之夜。

才能走向靈魂的光明」（N.1.8.3），正是「神修三路」中由「煉路」（Via Purgativa）

走向「明路」（Via Illuminativa）的過程，而黑夜的神枯是煉淨與剷除感官的一切

障礙，然後得到上帝的光照。288 十架約翰在《夜》第一卷最後一章那裡，要結束

                                                        
285關永中，〈黑夜與黎明〉，252。  
286Ibid.  
287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74. 
288張振東，〈黑夜感言──神枯是神修的第一步〉，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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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感官黑夜的論述，準備進入《夜》第二卷談論被動心靈黑夜之前，也指出「開

始走上心靈之路，亦即進修者的道路，另一個名稱叫做明路，或灌注的默觀之路。」

（N.1.14.1）而進入此路前，必定會經歷更深沉的枯乾。的確，十架約翰自己也

說「在轉向黎明之前會愈加黑暗。」（A.1.2.5）在這個理解上，被動感官黑夜的

靈修路徑，要從下面三個面向開步：首先、必須經歷「神枯」，其次，要辨識進

入默觀的徵兆，接著，才可以從默想進入默觀。 

 

十架約翰指出，神枯的現象通常出現在被動感官黑夜的階段中：「靈魂開始

進入這個黑暗的夜，就是上帝逐漸吸引他們離開初學者的階段（亦即在靈修道路

上型默想的階段），開始安置在進修者的階段（亦即成為默觀者）。」（N.1.1.1）

神枯是一個靈修路上的危機，許多屬靈導師可能因為不了解這個危機的真實情況，

而錯誤的引導，使祈禱者徒然浪費時間，甚至放棄繼續追求認識神。289 張振東

認為，神枯是靈魂的黑暗期，如人在黑夜一樣，使人處在敗興和失望中，對工作

及祈禱都無興趣，甚至憂愁厭倦、心灰意冷、誘惑甚多，失去依靠上帝的心，嚴

重的甚至懷疑上帝的存在。290 多瑪斯．格林（Thomas H. Green）這位現代耶穌會

士，在其多年擔任屬靈導師的經驗中發現，神枯其實是與耶穌的受苦有關，他說：

「神枯不只是一種令人沮喪，感覺不到上帝的經驗而已，上帝允許我們遇到神枯，

它主要使我們與耶穌認同，同祂一起由所受的苦難，學習順服。」291  

十架約翰作為一個修會的屬靈導師，他看到許多處在神枯狀態的靈修者，感

到擔憂，這或許也是迫使他似乎尚未寫完《山》，就急切轉入《夜》的寫作之原

因。292 十架約翰帶著牧者的心腸，幫助走在靈修路徑稍稍體會主恩滋味的旅人，

能夠明白神枯不但無須懼怕，而且有其必要性。他先說明神枯出現的時機： 

                                                        
289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探索聖十字若望的黑夜〉，508。 
290張振東，〈黑夜感言──神枯是神修的第一步〉，11。 
291多瑪斯．格林（Thomas H. Green），《井枯之時》，沙微譯（台北市：光啟，2001），96。  
292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探索聖十字若望的黑夜〉，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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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美好的時光中，修持神業充滿愉悅和美味，本來隨時只要願意，

都可以在上帝裡面品嚐到，就在他們認為神性恩惠的陽光照耀的最明

亮時，上帝卻使一切的光明變成黑暗，關閉門戶，封鎖甜蜜靈水的湧流。

（N.1.8.3）293 

神枯出現了，靈修路徑上充滿危機。十架約翰接著敘述這神枯的樣貌： 

上帝把他們留在如此的黑暗中，他們不知道感官的想像和推理要走向

何方？他們在默想上寸步難行，不能像過去習慣那樣默想，現在內在的

感官已淹沒在這個夜裡，上帝把他們留在如此的乾枯中，他們不只無法

從神業和善工中得到美味和滿足，如同先前一般，而且取而代之的，在

所說的那些事上，得到的反而是無味和苦澀。（N.1.8.3）294 

十架約翰描繪神枯其實是幫助人從主動的淨化階段，進入被動煉淨階段的過

程，即使人努力克制欲望，操練默想，但罪根的毛病唯有上帝才有辦法徹底根治，

救人從捆綁當中得釋放。神枯是上帝送來的考驗，是生命成熟必經之路，是上帝

特別的愛和訓練，而這也是進入被動感官黑夜必須具備的經驗。（N.1.8.4）所以

十架約翰指出：「當上帝覺得他們已經有點長大時，為了使他們強壯有力，讓他

們離開甜蜜的胸懷，把他們從雙臂上放下來，好能習慣用自己的腳走路。」（N.1.8.3） 

就此角度而言，神枯是靈修路徑中，追求靈命成熟不能逃避的經歷，甚至成

為一種必要。十架約翰自己就說：「通常，在度過靈修生活的初步階段後不久，

初學者就會開始進入這個感官的夜，因為通常會看到他們陷於乾枯之中。」

（N.1.8.4）而經歷神枯，帶來光照。羅雲．威廉斯對於人在乾枯中被神光照的觀

察很深刻，他認為光照不只是一種神秘經驗，而是更深的看見自己的乾枯，甚至

成為一個與基督聯合的入口，他以典型的深刻與清晰的語調寫道： 

光照並不是罕見的神秘經驗，好像失神忘我、異象或狂喜。而是感到自

己被吸入一種晦澀不明的磁場中。光照就是語言和思想都已窮盡，是由

上帝所施與的力量，全然超越我們的想像和理解之上。光照是一個入口，

由此進入基督信仰核心的「悖論」，而這悖論正是在耶穌身上所表現出

來的。295 

                                                        
293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86。 
294Ibid. 
295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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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羅雲．威廉斯的理解，基督信仰一貫的悖論：因著耶穌的死，我們得生

命；我們若與基督同死，就必與基督同活（提後 2:11）。神枯與光照在這裡也反

應了此一悖論：藉著乾枯進入豐實。原來，乾枯是我們得以進入上帝豐實的途徑。

人面對神枯時無須懼怕、逃避，反而應該欣然接納。不只因為上帝在神枯中，要

逐漸把我們從默想帶進默觀的境界，也更因為這不是我們自己能力做得到，因此

可以承認自己的乾枯與無有，放手交託給上帝來工作。正如同謝華犀利的觀察： 

在靈枯（aridity/dryness）中，靈魂被迫擺脫自己對感官經驗的依靠，

轉而尋求心靈上的自由。同時在無力接近上帝的苦悶中，重新恢復謙卑

的德性，因為它知道自己的一切進步與福樂，都並非憑自己的力量可以

定奪。296 

神枯中的無力和痛苦，比順境中的一切善行與快樂更加寶貴，因為它主要是

來自上帝對人的愛與恩典。我們必須學會在一切消極的感受中信賴上帝，把自己

完全安置在上帝恩典的工作中。所以十架約翰說：「上帝親自轉變，把靈魂從感

官的生命帶進靈性的生命」（N.1.10.1）經歷神枯，就靈修路徑某方面意義而言，

就是經歷上帝的恩典，把我們帶進祂為我們所預備的，那豐實的同在中。 

 

然而，十架約翰同時指出，神枯的經驗，也有可能並不是上帝的工作，而只

是精神的厭倦與疲累，是人的身心疾病例和心理上的軟弱所導致。因此，十架約

翰標誌出三種記號，來區分被動感官黑夜和今天我們所稱的憂鬱症，同時辨識默

觀肇始的徵兆。從「默想」（mediation）到「默觀」（contemplation）的轉捩點上，

若遇到以下的三個記號，就需停止一般日常思辨性推理默想，297 可以開始默觀；

亦即空虛身心的普通運作，而開始把自己開放在主的臨在面前，靜靜地體會主的

                                                        
296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56。 
297關永中認為十架約翰並沒有詳細對「默想」（mediation）多做分析，只簡略地稱之為「以形像

做推理」（discursive act built upon form）（A.2.12.3）。隴統地說，它是引用理智的思辨性思考

（speculative resoning）來反省道理或經文，企圖理解其中意義，藉此引申對上帝的認識：或引

用想像力來思念主耶穌或聖經人物的行跡，並想像自己生活在其中，與他們相遇、晤談、觀察、

聆聽，藉此激發對基督的愛。（A.2.12-13）參關永中，〈黑夜與黎明〉，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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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同在與愛的傾注。 

值得注意的是，十架約翰在《山》和《夜》兩部著作裡都同樣提到這三個進

入默觀的徵兆，只是次序稍有不同。有趣的是，同時出現在《山》卷二與《夜》

卷一的這三個徵兆，在十架約翰的黑夜裡指涉的是不同階段的夜，前者是「主動

心靈黑夜」，後者是「被動感官黑夜」，關永中對此的分析極為中肯： 

「主動」與「被動」是相對應的，而「感官」與「心靈」又同屬一個整

體，以致任何靈修都牽涉主動與被動面，而任何煉淨都維繫著感官與心

靈，充其量只是在不同的進程中，各成份有不同的比重而已。有鑑於此，

最好避免指明，《山》與《夜》兩組三徵兆的描述是為哪一層級的神修

人而設的。不如說，默觀肇始的時分是由神來安排，人無法揠苗助長。
298 

據此，可把《山》與《夜》兩組三徵兆，整合歸納為「對世、對神、對己」

三個面向來梳理： 

 

想像與感官都無法專注在其他個別的事上，對於引用想像來構想神的形像，

人感到索然無味，不會滿足。（A.2.13.3）不僅靈魂不再從上帝的事得到愉悅和

滿足，同時也不能從屬世的事物中獲得安慰，世界已經不再吸引他。藉著這個記

號，靈魂可以分辨出來，這個乾枯和乏味不是來自新犯的罪過和不成全，否則人

會傾向貪戀受造物。（N.1.9.2）但須留意的是，心理不適和憂鬱症也有可能造成

人對屬天與屬世的事物都興味索然，所以需要有第二個記號或條件來進一步判斷。 

 

這是三個徵兆中最有力、最確實的記號，叫我們停止用推理默想。也就是靈

魂喜歡停留在單獨中，以愛注視上帝，沒有個別的思想掛慮，也沒有官能、記憶、

理智和意志的行動與操練，不再做尋思窮理的推理，處於內在的平安、靜默與安

息中。（A.2.13.4）在被動感官黑夜裡，靈魂自認為沒有好好事奉上帝、向後退

步，因為察覺到自己倦於習慣性的靈修，而產生痛苦的憂心和掛慮。（N.1.9.3）

                                                        
298關永中，〈黑夜與黎明〉，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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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注視著上帝，對上帝有著牽掛的愛，是辨識停止默想進入默觀最重要的記號，

因為它代表著是熱切。同時十架約翰也在這裡指出，經過煉淨的乾枯與冷漠有著

天壤之別：後者對上帝冷淡，心神鬆懈散漫，對上帝麻木不仁；而前者仍然是熱

切而憂心的，為自己不能好好事奉而深感痛苦。十架約翰也指出這種乾枯，雖然

有可能因憂鬱症和其他體質的影響，但總不會失去煉淨的效果。（N.1.9.3） 

 

第三種辨識的徵兆是關於自己，當人在默想時感到神枯，即在進行例行的推

理默想時，不論是思辨性或想像思考，都大不如前地不再感受到曾經有的神慰

（consolation），不但失去滋味，不像從前喜歡默想，反而感到厭煩。導致乾枯的

原因綜合來說有三種： 

1. 人已經從默想中蒙受所有益處：一般而論，每次經由默想都蒙受神賜的靈

性益處，也感到慰藉。因此，當他取盡所有益處，自然就再無引用的必要。（A.2.14.1） 

2. 已經習慣性地形成對上帝愛的嚮往：人在經常默想中得益處，增加對上帝

的認識和愛，並且已經成為習慣與實質，形成一種普遍與愛的認識。因此只要收

斂心神，即可感受上帝的同在，如同靈魂已經擁有儲存的水，無須勞苦、或藉過

去的形式、思維、形狀的管道取水，就可平安寧靜的飲水。（A.2.14.2）因此，

推理默想不單是多餘的，而且還有礙於人與神的共融。十架約翰另舉三個隱喻說

明：其一、如同吃奶的嬰孩已緊靠胸懷中，就要吸吮時，發現乳房被挪開，被迫

再努力地壓擠和反覆觸摸，重新開始去吃奶。其二、已經除掉果皮，正要享受果

肉時，被迫又再開始削皮，但其實果皮早已剝除，如此既找不到果皮又不得享受

握在手中的果肉。其三、又如放棄已經捕到手的獵物，又再去獵捕他物。（A.2.14.3） 

3. 不能使用內在的感官做默想或推理：默想在此無能為力，人不能再像從前

那樣運用想像等能力與主交會，不牽涉理智的思辨推理，也不與外五官或內感官

有關，上帝開始引領人以單純的默觀來與祂溝通。（N.1.9.8） 

上述的第二個「對神」的記號，是從肯定的意義上指出被動感官黑夜中的體

驗，而另兩個記號則是從否定的方面來描述。至於第三個關於「對己」的記號，

實際上也就是「從默想到默觀」的轉變。正如十架約翰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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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在此最好不要在意失去他的官能作用，反而要更喜歡快點失去。因

為。這樣才不會阻礙上帝賜予的灌注默觀的作用，使之能更平安多量地

領受，導致他的心靈點燃和焚燒起愛，此乃碰觸和通傳給靈魂的黑暗與

祕密的默觀。（N.1.10.6）299 

 

關永中指出，上述這兩組三個徵兆的主題，一再被引述，自有其貫通之處，

但其實都聚焦在一個總問題：人需在什麼時候放棄「默想」而進入「默觀」呢？

300 按照十架約翰的看法，三個徵兆或記號兼備的時候可考慮轉向。換句話說，

要三個記號都出現，才可以調整或中止默想，而開始進入默觀。（A.2.13.5-6）只

有第一徵兆，可能是出於個人靈修上的鬆懈；若只有第一和第二徵兆，則可能是

因為人在鬧情緒、或身體不舒服；（N.1.9.2）只有三者兼備，才可導入默觀之途。 

換句話說，若三個記號沒有同時出現，十架約翰則鼓勵人不要隨便遠離默想，

因為「還沒有進步到這個境界，一個人會時而默觀，時而默想。」（A.2.15.1）

從這角度來看，在十架約翰的心中，默想與默觀或許不是那樣絕對對立，它們其

實是互相制約的。 

關於「默想與默觀」的認知，二十一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神學家莫特曼，他的

觀點既深刻又豐富，他以充滿反思的語調說道： 

我知道，藉著默想，對於某物產生愛、同情和參與的認知，而藉著默觀，

這個思想在默想中開始認識自己。想要默想的人，沉浸在他所默想的對

象中。他沉迷於對象裡面，因此「忘掉自己」。接下來，祂所默想的對

象也沉浸在他的裡面。然後，在默觀中，他又再恢復自我知覺。他把這

個改變，紀錄在他自己的裡面。301 

周學信在研究莫特曼與神秘經驗關係的專文中，302 辨識出莫特曼對「默想

與默觀」的認知，對現代人的平庸是一個貢獻，現代人可以藉著這樣的默想與默

                                                        
299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95。  
300關永中，〈黑夜與黎明〉，226。 
301Jürgen Moltmann, “Theology of Mystical Experience,”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Vol.32 (Decmber, 

1979): 506. 中譯文引自周學信，《行動的原點：公共參與的 10 堂靈修課》（新北市：校園，

2015），226-27。 
302莫特曼神秘旅程的結構有三步驟：行動與默想、默想與默觀、默觀與神秘主義，其內容與傳

統的「煉淨、光照、聯合」三方法有所不同。相關討論見周學信，《行動的原點》，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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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而豐富起來。303 莫特曼認為，沒有默想就沒有默觀，反之亦然。因此默想與默

觀是相互制約互通有無的，在每一個默想中，都有默觀的時刻。不過，莫特曼在

解釋靈魂如何達到他與上帝交通時，也從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1260-1328）

得到一個觀念，就是在靈魂回歸上帝的旅程中，會棄絕所有默想。莫特曼提到「默

觀」時，某程度是把它等同於「神秘的聯合」（unio mystica），就這角度而論，

雖然莫特曼認為默想與默觀相互影響、制約，但就神秘經驗而言，似乎仍有程度

的不同。304 

因此，在默觀的開始，人不再使用習慣性的推理默想，學習懷著專注的愛和

平安留守在上帝裡面，雖然失去了一切可注目的對象，自覺什麼也沒有做，但漸

漸地神聖的安寧和愛，伴隨著對上帝的認識將傾注於靈魂。（A.2.15.5）靈魂在

此不要在操心默想的事，而應該為自己默想能力的失去而感到歡喜，因為在黑暗

中，上帝正在為他準備著神秘的默觀，準備把神聖的愛與平安傾注給人。（N.1.10.6） 

十架約翰在這裡首次使用「灌注的默觀」（N.1.10.6）一詞，「灌注」（infused）

這個語詞寓意著上帝明顯在人身上的「超性」（supernatural）工作，也代表著這

純粹是上帝的賜予，人只能「被動」（passive）接受，不應也不能揠苗助長。305

如果人還想要在自身做些什麼努力，反而阻礙了上帝的工作，失去了上帝要藉著

靈魂的平安和悠閒，安置並刻畫在靈魂上的恩惠。在十架約翰看來，這就好像以

下這幅圖畫： 

這就好像畫家要繪畫或修飾一個面容，如果這個面孔扭動著要做別的

事，這個畫家必定什麼也不能做，而且擾亂他的作畫。所以，同樣地，

當靈魂想要留在內在的平安和悠閒中時，他那時若是想要有任何的動

作、情感或留意，必會使他分心和不安寧，而體驗到感官的乾枯與空虛。

因為他愈尋求得到情感和觀念的支持，則愈感到缺乏，因為這是不能經

由感官而補充的。（N.1.10.5）306 

十架約翰稱這為「灌注的默觀」，似乎指出三徵兆出現的時候，雖然人可以

停止默想，開始進入默觀，但仍然只是從「初學者」過渡到「進修者」的初步階

段，上帝看來尚未彰顯其完全的「灌注」。按照關永中的研究和觀察，他認為與

                                                        
303周學信，《行動的原點》，227。 
304Ibid. 
305關永中，〈黑夜與黎明〉，228。  
306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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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約翰同時期的大德蘭，他們兩位在默想與默觀的論點與發展上相互影響。對

大德蘭而言，「默想」轉捩至「默觀」存在著某種「灰色地帶」，307 而對十架約

翰而言，則已把這一時機畫分為默觀的肇始。十架約翰傾向人若把握這三個徵兆

的時機，停止默想，放手收心，轉入默觀，繼續在黑夜中停留在主的同在中，親

密與主同行，不斷以愛注視上帝，則默觀會有進展，上帝成為我們的中心。而經

過這感官黑夜的被動灌注，上帝要帶領我們繼續走入更深邃的被動心靈黑夜，那

正是黑夜已深的子夜。 

如同這位跟隨十架約翰靈修路徑的現代作家約翰．可尼（John Kirvan），在

《不怕黑夜：根據十字若望經典靈修》（Fear Not the Night）依據十架約翰〈黑夜〉

編寫的禱告書中，一個表達從默想「放手」的禱告：讓默觀「做所能做」的： 

黑夜降臨時， 

請再次提醒我 

行走在愛中的靈魂 

既不休息， 

也不會越來愈疲憊。 

在今夜的靜謐中， 

能否讓我休歇片刻， 

不再抓住不放 

我所擁有、 

我所熟悉、 

令我安心的舒適。 

我不能繼續操控， 

因為這會將我拉離平安── 

這份祢早就賜給我的禮物。 

我必須放手， 

讓祢做只有祢能做的。 

現在請降到我的靈魂， 

像一股平安之流， 

取走我的不安， 

取走我對黑暗的怕懼。308  

                                                        
307例如大德蘭所談的「主動收心祈禱」（prayer of active recollection）（全德 28-29）有別於「寧靜

祈禱」（prayer of quiet）的「灌注收心」（infused recollection）（靈心城堡 4.3.8），這還不能嚴

格地算是狹義默觀的正式開始，而只是「灌注」狀態的門限而已。相關討論見關永中，〈黑夜

與黎明〉，228。 
308約翰．可尼（John Kirvan），《不怕黑夜：根據十字若望經典靈修》，上智文化事業譯（台北

市：上智文化事業，2008），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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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被動的心靈黑夜：通過黑暗顯出光照 

幸福夜裡，隱祕間， 

無人見我影， 

我見亦無影， 

沒有其他光明和引領， 

除祂焚灼我心靈。    （〈黑夜〉．詩節 3）309 

「被動感官黑夜」如同由黃昏薄暮時分進入黑夜，天然的光線雖然消滅，但

似乎還憑藉著感官的殘存能力，想要漸漸習慣黑夜，十架約翰說因此需要上帝主

動來幫助我們剝裸感官、除掉一切的劣根性。而「被動心靈黑夜」卻有如「子夜」

時分般的幽暗、闃黑，不僅天然的光線完全沒有作用，人的感官也失去功能，只

能徹底的交出自我，十架約翰因此說：「這樣離棄自我和萬物是個黑暗的夜，在

此指的是煉淨的默觀，被動地在靈魂內導致棄絕自我和萬物。」（N.1.註解.1）

從感官黑夜到心靈黑夜，愈來愈暗、愈來愈深，如同十架約翰的形容，相較於感

官黑夜，心靈黑夜是「恐怖和驚駭的。」（N.1.8.2）從靈修的階段來說，進入被

動黑夜，就是上帝逐漸吸引人離開「初學者」的階段，而開始安置在「進修者」

的階段。（N.1.1.1）十架約翰堅持，相對來說只有少數人進入全然經歷「被動心

靈黑夜」的重負階段，正如他常用耶穌所說的隱喻：「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太 7:14）十架約翰將「窄門」寓意為「感官黑夜」，

「小路」寓意為「心靈黑夜」（A.2.7.3），且「找著的人也少」。而被動感官之

夜正是「進修者」經歷更深徹底「剝除淨盡」的時刻，不僅如此，就傳統靈修路

向而論，也是從「煉道」（Via Purgativa）的煉淨，走向進入「明道」（Via Illuminativa）

的光照，如同羅雲．威廉斯的提醒，在被動心靈黑夜中，更多涉及的是光照： 

我們必須謹記，十架約翰不是談論自我貶抑的「技巧」，更不是在談自

我貶低的心思習慣， 他要講的是在愈加親近上帝的過程中，所感受的

一連串後果，還有如何承擔並詮釋這些感受的問題。再一次我們涉及的

是光照的方式。310 

                                                        
309本章〈黑夜〉詩採用是白話文譯本。完整的兩種中譯文，詳參附錄二。另見十字若望，《心靈

的黑夜》，279-283。 
310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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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從這裡，預備走入更深邃的黑暗中，向著「黑夜已深」的子夜邁進，不

僅是完全放棄人的任何主動意欲與作為，更是讓上帝完全憑其聖意，主動在我們

裡面做剝奪和煉淨的工作，在深夜中，我們放手、超脫執著，領受上帝的恩典，

進入「被動的心靈黑夜」。本章即延續上一章「被動感官黑夜」，繼續梳理「被

動心靈黑夜」的種種樣貌和底蘊：第一節先討論被動心靈淨化，所帶來剝除盡淨

的痛苦，第二節則論述此心靈黑夜帶給靈魂的益處，第三節聚焦詮釋十架約翰指

涉黑夜默觀中十級神秘的階梯，第四節以「通過黑暗顯出光照」來描繪被動心靈

黑夜的煉淨景觀；第五節則提出被動心靈黑夜的靈修路徑，是在黑夜中與上帝相

逢。 

 剝除淨盡的痛苦 

十架約翰在《夜》第二卷，開宗明義就說：「若沒有心靈的淨化，雖然感官

淨化及其強烈，也無法到圓滿和成全。」（N.2.1.1）而處於被動感官黑夜的人是

「進修者」，感官的淨化只是「默觀的門和起點」，為了要導向心靈的淨化。而

在心靈黑夜中，十架約翰使用一個極為激烈的語言：「剝除淨盡」，並且說這是

「靈魂達到與主結合應有和適當的方法。」（N.2.2.5）按照關永中的觀察，他認

為「被動心靈黑夜」意謂著，神容許人進入痛苦的心靈磨練，以滌除內在各種的

不成全，好使心智在高度煉淨中得以純全。311 十架約翰解釋這個心靈黑夜，是

經由灌注的默觀，上帝主動地煉淨和光照靈魂。（N.2.5.1）不過這裡有一個經常

被提及的疑問：既然是上帝光照和煉淨，為什麼靈魂在此稱之為黑暗的夜呢？十

架約翰以其慣用的辯證法，自問自答的提出兩個理由：第一、因為神性智慧的至

高，超越人本性的能力，神性事物的本身愈是清楚和明顯，對於靈魂自然地更加

黑暗和隱藏。十架約翰舉例：光愈明亮，貓頭鷹就會愈看不見。為此，狄奧尼修

斯稱這個灌注的默觀為「黑暗的光」。312 第二、因為靈魂的卑劣和不純潔，曝在

光明中而覺得痛苦與黑暗。（N.2.5.2） 

                                                        
311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與結合〉，126.  
312（托名）狄奧尼修斯（Dionysius），《神秘神學》，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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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約翰也特別解釋，為什麼黑暗的默觀對靈魂是痛苦的，他說：「由於人

尚未完全煉淨，神性灌注的默觀具有許多良好的特質，而靈魂確有許多缺乏，兩

相對立，不能存在於一個主體，因此靈魂如同一個戰場，一定會遭遇到折磨和痛

苦。」（N.2.5.4）十架約翰甚至說，在此黑夜中的煉淨程度是「剝除淨盡」的。

（N.2.2.5）因此，在《夜》卷二第五至八章裡，十架約翰論述心靈黑夜中剝除淨

盡帶給人極大折磨與痛苦，至少有以下六點： 

 

人感到第一個憂苦的原因，是因為人本身的不潔，無法承受來自上帝純潔默

觀的光明與智慧，因此備受折磨。例如當眼睛生病且虛弱時，如果有一道輝煌的

明光照射過來，眼睛無法承受就會感到痛苦。上帝如同純潔的明光侵襲而入，想

要驅逐所有的不純潔，人自覺如此的不潔與卑劣，感覺好像上帝與他作對，他也

在反抗上帝，因此遭受無比的痛苦。 

這來自上帝神光的襲擊，使人認為上帝拒絕了他而深感痛苦。十架約翰引用

約伯為例，約伯感受極大的痛苦，原因之一是在他並不知道生命的苦境來自上帝

的考驗，因此痛苦的吶喊著：「鑒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於你何妨？為何以我

當你的箭靶子，使我厭棄自己的性命？」（伯 7:20）藉著這道純淨的光照，靈魂

清楚地看見自己的不純潔。在黑暗中，靈魂最悲傷的是自覺永遠都不配上帝、甚

至配不上任何受造物，不配得到任何祝福。這也是大衛在犯罪後痛苦的呼喊：「你

因人的罪惡懲罰他的時候，叫他的笑容消滅，如衣被蟲所咬。世人真是虛幻！」

（詩 39:11） 

這種默觀一開始就叫靈魂無法承受，靈魂一方面因為強光照射而越發漆黑一

片，一方面卻發現自己內心深處的污穢和卑微。十架約翰用「心靈深深沉浸在認

識自己和感受自己的可憐和罪惡中」（N.2.5.5），來表達這黑夜中被剝奪淨盡的

第一種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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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第二種受苦的方式，是來自人本性、道德、心靈的軟弱。十架約翰認為

上帝神性的默觀光照在人身上，目的並不是要摧毀或責罰人，反而是為了「征服

和強化他」（N.2.5.6）並「給予靈魂恩惠」（N.2.5.7）。十架約翰認為上帝作工

的手是柔軟溫和的，並沒有擠壓或重壓，而是慈悲的接觸，輕輕的碰觸，但靈魂

卻因著虛弱和不成全，反而感受到如此沈重和拂逆。 

這種神性的默觀，帶著幾分強勢，為要折服高傲不馴的靈魂，但由於人本性

的軟弱、道德的無能，無論感官或心靈都在極沈重又黑暗的負擔下，忍受劇烈的

痛苦和掙扎，甚至到了瀕臨死亡的邊緣。十架約翰在此再次引用約伯痛苦中咒詛

自己的生辰，甚至求死的經驗：「我為何不出母胎而死？為何不出母腹絕氣？」

（伯 3:11）不僅他感到失去神的寵愛，過去所有的幫助支持都消失了，甚至沒有

人會同情他。所以約伯說：「我朋友啊，可憐我！可憐我！因為神的手攻擊我。」

（伯 19:21）（N.2.5.7） 

 

靈魂在此黑夜中忍受的第三種痛苦是雙重的，即同時感受到被上帝棄絕也被

朋友拋棄。十架約翰指出會有這雙重的痛苦，主要原因是因著神和人這兩個極端

會合在一起所造成的。（N.2.6.1）煉淨的默觀是屬神的，卻必須進到屬血氣的人

裡面，這種兩極的衝突，造成人在黑暗神聖默觀光照中，產生無比巨大的痛苦。 

十架約翰描繪這種衝突：一方面，神的極端打擊煉淨靈魂，藉著剝除、去掉

和舊人牢牢綁在一起不成全的習慣、劣根性，使之順服並更新他的靈魂。另一方

面，當神這個極端的打擊，破碎心靈使之專注在深奧的黑暗時，人在此看見自己

的實像彷彿熔解一般，因此感受到正被一個殘酷的心靈死亡所融化和毀滅。十架

約翰形容這種痛苦好像一個人要被野獸吞下去，在黑暗的肚子裡被消化一樣，忍

受著相似約伯的痛苦。（伯 2:7-8）雖然如此幽暗與痛苦，十架約翰引用復活的意

象指出在黑夜中的盼望：「靈魂處在這個黑暗死亡的墳墓裡，是很合宜的，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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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到所希望的心靈復活。」（N.2.6.1） 

大衛描述這個痛苦和折磨是完全無法言喻的：「陰間的繩索纏繞我，死亡的

網羅臨到我。」（詩 18:5）然而，最深的悲傷、最悽慘和沈重的痛苦，是認為上

帝已經拒絕了他，憎惡他，把他投入黑暗中。（N.2.6.2）大衛就體會這種黑夜的

痛苦： 

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無力的人一樣。我被丟在死人中，好像被殺

的人躺在墳墓裡。他們是你不再紀念的，與你隔絕了。你把我放在極深

的坑裡，在黑暗地方，在深處。你的忿怒重壓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

住我。（詩 88:4-7） 

十架約翰說明這個煉淨的默觀光照一個人時，靈魂感受到死亡的陰影、嘆息、

悲傷，這一切都反映出失去上帝、被上帝懲罰和拒絕的感受。感到配不上祂，是

祂發怒的對象，甚至彷彿這種痛苦不會停止，會無限期的永遠持續下去。其次，

在默觀的煉淨與光照中，人也感受到不僅被上帝拒絕，也被朋友的拋棄和輕視。

（N.2.6.3）所以大衛接著說：「你把我所認識的隔在遠處，使我為他們所憎惡；

我被拘困，不得出來。」（詩 88:8）313  

 

黑暗默觀因其尊威和崇高的特質，導致靈魂的第四種痛苦，是使靈魂在自己

內感到另一個極端，就是發現自己極深的貧乏和可憐。這樣的認知來自在黑夜的

煉淨與光照中，靈魂對現世的、本性的、靈性的事物，都感到空虛和貧乏；同時

意識到身處罪惡、不成全之中，知覺官能的乾枯、倒空，心靈被拋棄在黑暗中。

上帝同時煉淨感官和心靈：感官經由乾枯而淨化、心靈經由深濃的黑暗而淨化。

（N.2.6.4） 

上帝藉著黑暗的默觀，來完成這一切的煉淨和光照，而這「空乏和吊銷」的

過程，十架約翰形容說：「這是可怕的酷刑，彷彿懸掛在半空中，不得呼吸。」

                                                        
313新譯本的直譯較能看出「我所認識的」就是「知己」：「你使我的知己都遠離我，使我成為他

們所厭惡的。我被囚禁，不能外出。」（詩 88:8〈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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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6.5）而這個默觀毀滅、倒空並銷毀所有的感情，及不成全的習慣，又好像

「火銷毀金屬的瑕疵和銹斑」，靈魂要忍受一種壓抑的破滅，和內在的折磨。十

架約翰引以西結的話：「你要多加柴枝，點上火，混和香料，把肉煮爛，使骨頭

燒焦；然後把空鍋放在炭火上，使鍋燒熱，使銅燒紅，使其中的污穢熔化，使它

的鏽得以除淨。」（結 24:10-11）這段引言指出，默觀的火導致的煉淨，靈魂忍

受著沈重的痛苦，為了燒盡情感的銹，這些與生俱來的激情和不成全，都必須這

樣的被毀滅和破滅。（N.2.6.5） 

這個黑暗的默觀帶給人的淨化，如同黃金在「坩堝」314 中受火的試煉，感受

到實體內可怕的毀滅，和至極的貧乏，好像已接近終結，如同大衛的呼喊：「神

啊，求你救我！因為眾水要淹沒我。我陷在深淤泥中，沒有立腳之地；我到了深

水中，大水漫過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嚨發乾；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 （詩

69:1-3）有時這些經驗非常生動，彷彿靈魂看到地獄和毀滅就在眼前，如同大衛

說：「願死亡忽然臨到他們！願他們活活地下入陰間！因為他們的住處，他們的

心中，都是邪惡。」（詩 55:15）對在此黑夜中的人而言，就好像在陰間一般的恐

怖和黑暗。即使如此，十架約翰仍然帶給在此黑夜中受苦的人一絲盼望：「上帝

貶抑靈魂，為的是後來要大大舉揚他，因為靈魂在今世一個小時的煉淨，所得的

益處，遠超過在地獄中的許多時間。」（N.2.6.6） 

 

在黑暗默觀中，靈魂忍受的第五種痛苦，是一種在意志內經歷深深被上帝遺

棄的感受。十架約翰用《夜》卷二的第七章，詳細的論述這種意志的痛苦，而這

種痛苦來自記憶，流溢到意志。因為進入此黑夜的人，之前已經歷神慰，也參與

了許多服事，但現在卻遠離這些美好的幸福。（N.2.7.1）十架約翰頻繁引用約伯、

大衛、和先知耶利米的經驗，來描繪被動心靈黑夜中痛苦是何等的多與重。

                                                        
314十架約翰使用「坩堝」來取代「爐」（智慧篇 3:6），應是他那時代熟悉的用具。坩堝（Crucible）

最早使用於鍊金術實驗，用途是盛液體或固體進行高溫加熱。另外，冶金學中用來融化金屬的

容器也被稱作坩堝。坩堝的材料要求耐熱，比較堅固，而且在高溫下也不易發生化學反應。見

維基百科，〈坩堝〉，https://tinyurl.com/uklb2y9 （取自 2020 年 3 月 15 日）。另參《思高本聖

經》智慧篇第三章 6 節：「他試煉了他們，好像爐中的黃金；悅納了他們，有如悅納全燔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2%BC%E9%87%91%E6%9C%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6%E9%87%91%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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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7.2）耶利米被稱為「淚眼先知」，他的哀歌表達了他一切的痛苦和煎熬，

他生動地描繪在此煉淨心靈黑夜中的至極哀哭： 

我是因耶和華忿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導我，使我行在黑暗中，

不行在光明裡。他真是終日再三反手攻擊我。 他使我的皮肉枯乾；他

折斷（或譯：壓傷）我的骨頭。他築壘攻擊我，用苦楚（原文是苦膽）

和艱難圍困我。（哀 3:1-5） 

十架約翰再一次使用這是「既猛烈又恐怖」（N.2.7.3）的強烈語彙，來表達

被動心靈黑夜的剝除盡淨。此外，這個夜導致孤寂和淒涼，使人找不到安慰和支

持，即使他的屬靈導師也無法給予引導和幫助，反而因為無法體會他的強烈感受

而造成更大的悲傷。十架約翰使用「地牢」的意象，隱喻在此狀況中，人能做的

少之又少，更顯無助。315 他深刻地描繪地牢的隱喻： 

他相似於那關在地牢中的人，手腳被綁起來，動彈不得，既看不見，也

感受不到來自上天下地的任何恩惠。他留在這個情況中，直到他的心靈

謙卑、柔順和淨化，直到他變得如此靈巧、單純和純淨，能夠與上帝合

而為一。（N.2.7.3）316 

在地牢中受苦的靈魂，遭受很大的懷疑之苦，不知是否永遠無法離開，或痛

苦會有終結的一刻。十架約翰若有所指的說，在此地牢般的黑夜中，失去上帝和

痛苦的當下感受，即使擁有信望愛三超德，仍然一點幫助都沒有，得不到安慰和

祝福。十架約翰很真實的吐露在這黑夜中人性的掙扎和懷疑： 

雖然他們知道自己愛上帝，這並沒有給他們安慰。因為他們認為上帝不

愛他們，而他們不堪祂的愛。因為他們看到自己失去了上帝，立足於自

己的可憐中，他們感到，自己內實在有一切的理由，被上帝拒絕和憎惡。

（N.2.7.7）317 

                                                        
315地牢的隱喻，極有可能是來自十架約翰親身被監禁在托利多「壁櫃監牢」的痛苦經驗，相關論

述見本文第二章第三節「十架約翰生平中的黑夜經歷」，另參附錄四：生平重要記事年表。 
316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34。  
317Ibid.,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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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懷疑，是信心的考驗，雖然人在黑夜中忍受痛苦，知道自己仍愛著上

帝，甚至願意給出一千個生命獻給祂，但也找不到出路。這個矛盾的認知，反而

使痛苦倍增。不過十架約翰在這章的討論中，為這黑夜的苦境，仍然帶著牧者心

腸，為旅人指出一點盼望的微光，這裡涉及的是「光照」所帶來的煉淨效果，他

從自身於多利托地牢脫困的經驗中，發展了他的觀點： 

這個煉淨真的是有果效的，無論多麼強烈的煉淨，都會持續幾年的；雖

然暫停的期間，此時黑暗的默觀停止以煉淨的方式襲擊靈魂，而且充滿

光明與愛地照耀靈魂。那時靈魂好像除去了束縛，從地牢中得到釋放，

能享有無拘無束和自由自在，在很豐富有隨時即有的靈性交往中，體驗

平安的很大甜蜜，及與上帝充滿愛的友誼。（N.2.7.4）318 

十架約翰認為，這些「光照」對靈魂是個標記，標示出煉淨在靈魂內產生的

健康狀況，並且預嚐靈性的豐富。他在約伯、大衛身上同時發現，在痛苦的試煉

之後，他們的生命得到光照。所以約伯說：「祂將深奧的事從黑暗中彰顯，使死

蔭顯為光明。」（伯 12:22）而大衛則說：「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圍的亮光必成

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祢不見，黑夜卻如白晝發亮。黑暗和光明，在祢

看都是一樣。」（詩 139:11-12） 

 

第六種在黑暗默觀中造成折磨的痛苦，是由於黑夜阻礙他的官能和情感，他

無法向上帝祈求，也做不到向祂高舉心神和情感。（N.2.8.1）十架約翰再引先知

耶利米哀歌，上帝「以黑雲遮蔽自己，以致禱告不得透入」（哀 3:44），以及「用

鑿過的石頭擋住我的道；祂使我的路彎曲。」（哀 3:9）上帝不聽也不垂顧人的

禱告，因此耶利米哀嘆：「我哀號求救；他使我的禱告不得上達。」（哀 3:8） 

十架約翰指出這個時候，不是禱告的時候，反而應該是忍耐承受煉淨的時候。

因為此刻正是上帝在人裡面工作，人做不了什麼，既不能口禱、也無法專心靈修，

更別說處理現世的事物。而此時刻可能會持續很長的時間，他卻不知道自己所做

                                                        
318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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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所想的。這個夜的煉淨是包含理智、意志和記憶，大衛的詩篇說出了這種煉淨

人的一無所知：「我這樣愚昧無知，在你面前如畜類一般。」（詩 73:22）而這樣

的心不在焉和記憶的遺忘，來自內在的收斂，在默觀中使靈魂專注凝神。（N.2.8.2） 

雖然人在此刻無法禱告，但卻全神貫注於此默觀中，帶來黑暗的靈光。十架

約翰在這裡指出一種慣常使用的悖論：神光愈單純潔淨，靈魂就愈黑暗、空乏和

滅絕，反之亦然。換句話說，在默觀的黑暗中顯出神的光照。這看似不可置信的

弔詭，十架約翰用「自然光透過灰塵被看見」這經典又深具意涵的隱喻來說明： 

太陽的光照射窗子，如果塵埃淨除，陽光則愈不易清楚地看見，要是玻

璃中滿是灰塵，就會很容易清楚地看見陽光。理由乃是光的本身是不可

見的，而是要藉著碰觸的對象方得以看見，也就是當光反射於其上才能

看得見，更進一步觀察，光所在之處反而更加黑暗，因為光驅散並使其

他的光黯淡。（N.2.8.3）319 

這正是黑暗默觀的「光照」，上帝的靈光碰到任何可照射的東西，無論多麼

微小的不成全，會更加容易辨識出來原來他在這個黑暗中。（N.2.8.4）320 因此，

所有的領悟全被空乏和滅絕，而能認識神的奧秘（林前 2:10）。靈魂經過神光的

煉淨與光照，不在任何事上尋求滿足，留守在默觀光照的空虛與黑暗中，以周全

的準備接納上帝要給予的一切。十架約翰在這段論述以一個悖論做總結，他以使

徒保羅的話，證實像這樣的心靈貧窮，正是被動心靈黑夜剝除盡淨所帶給人的祝

福：「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似乎一無

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林後 6:10）」 

  

                                                        
319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39。 
320Ibid.,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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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動心靈黑夜的益處 

十架約翰對被動心靈黑夜的描繪，基本上使用的都是比前面任何黑夜階段，

更為激烈、極端的語言。例如：在此忍受的黑暗是「深奧的、可怕和至極痛苦的」

（N.2.9.3）、藉此煉淨的默觀被置之於「可怕的疾苦和憂傷中」（N.2.9.5）、這

個夜是「痛苦的擾亂」（N.2.9.7）、「這個戰爭和搏鬥是很深的」（N.2.9.9）、

當光照耀靈魂時，他「必須受苦」（N.2.9.11）。十架約翰所說的被動心靈黑夜，

帶給人無法想像的痛苦，如同進入黑暗的深淵與隧道中。但十架約翰在論述完被

剝除淨盡的六種痛苦之後，並沒有停在痛苦和絕望裡面，因為他深知所信的是一

位慈愛與憐憫的上帝，祂雖然把我們帶進心靈黑暗，卻是為了光照心靈，把光明

帶給靈魂。（N.2.9.題解）再一次，這裡標誌出十架約翰「通過黑暗顯出光照」

的目的。十架約翰用《夜》卷二第九至十六章的篇幅，談論被動黑夜中煉淨光照

心靈，帶給靈魂的益處，以下分別展開： 

 

十架約翰指出此夜使心靈黑暗，是為了給予光明，如同貶抑是為了舉揚、空

乏是為了伸展。（N.2.9.1）而此帶給人的益處，展現在兩方面；其一、使人更純

淨。其二、做好預備與神結合。 

首先、心靈必須單純、純潔，對所有當下或習慣的本性情感赤裸，使心靈能

和神性的智慧交往。沒有煉淨，就不能體會靈性的豐盈。十架約翰舉以色列百姓

在曠野漂流，因貪愛埃及的食物和肉，就無法真正品嚐上帝預備的嗎哪天糧（出

16:3）。當下或習慣的貪戀，影響心靈品嚐自由的愉悅。因此，十架約翰才說「默

觀的黑夜必定先要滅絕他，破滅他的卑劣，置之於黑暗、乾枯、衝突和空虛中。」

（N.2.9.2）而這傳達給靈魂的黑暗之光，就是高貴的神性之光。種種的邪惡，在

此神性默觀的火中虛弱、枯竭和精鍊，心靈變得純潔和單純，帶著煉淨過且健康

的味覺，好去體驗神性智慧的崇高。 

其次、十架約翰清楚的指出：「在此結合中，黑夜是個準備。」（N.2.9.4）

換句話說，心靈煉淨而純潔的目的，是為了領受上帝那奇妙的豐盛之恩。默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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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對靈魂本來是柔和友善的，也是靈魂必須與之結合的一道光。（N.2.9.10）

但由於心靈的虛弱與不成全，準備不夠充分，所具有的資格和這光背道而馳，才

使人經歷痛苦。（N.2.9.11）十架約翰在這裡使用「心靈的貧窮」的意含，遙指

人的有限與上帝無限中的差異，人唯有被置於心靈的空虛與貧窮中，煉淨每一個

本性的支持、安慰與領悟，經由這個夜才能預備好，領受上帝為愛祂的人所預備

那感官與心靈雙重的內在的平安，如同先知以賽亞所說：「人未曾聽見、未曾耳

聞、未曾眼見在你以外有甚麼神為等候他的人行事。」（賽 64:4）321 

 

〈黑夜〉首詩節第二句「懸念殷殷，灼燃愛情」在這裡寓意著，燃燒的愛火

在此痛苦的默觀之夜中，點燃了心靈對上帝的熱愛。十架約翰指出由於在黑暗的

默觀中，這愛是灌注的，是被動而非主動的，因為是在心靈內燃燒，產生熱切又

強烈的愛。（N.2.11.2）這愛是上帝的行動，發現靈魂已經準備妥當，可以接受

在祂裡面的結合與創傷。在黑暗的煉淨中，上帝使滿足斷奶、收斂欲望。祂堅強

靈魂，賜給他能力，得到這強烈的愛之結合。藉此煉淨的賜予，在此結合中，靈

魂以其全部的力量，收斂感官和心靈，熱切的愛上帝。（N.2.11.3）為了獲得這

個愛之結合的力量，因此大衛說：「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詩 59:9） 

這個愛火因為太過激烈，甚至創傷了靈魂，但是也因為火的熾熱，使他的全

部心靈力量都聚集在此愛的燃燒中。（N.2.11.5）因這神性之愛與火的接觸，使

心靈切望滿足對這神性之愛的渴望，大衛在曠野的黑夜裡，淋漓盡致地表達縈迴

在心思中對神的渴望：「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

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詩 63:1）這也是十架約翰不斷重複使用

「懸念殷殷，灼燃愛情」這詩句的原因：在此燃燒的創傷中，沒有任何事使他安

息，他感受到這個懸念。十架約翰再引約伯的例子為證：「像奴僕切慕黑影，像

雇工人盼望工價；我也照樣經過困苦的日月，夜間的疲乏為我而定。我躺臥的時

候便說：我何時起來，黑夜就過去呢？我盡是翻來覆去，直到天亮。」（伯 7:2-

                                                        
321新約中，使徒保羅引用以賽亞書這段經文時，深化了他的意義：「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

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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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十架約翰指出，在此愛的燃燒中，靈魂的懸念和痛苦雙倍地增加，主要來自

兩個原因：其一、因為懷疑害怕而受苦。其二、因為上帝愛的燃燒和鼓舞，帶來

愛的創傷。（N.2.11.6）這種懸念，以賽亞用「夜間」和「清晨」的追尋來表達：

「我們的心靈在夜間渴望你，我們的心神在清晨尋覓你。」（依 26:9）322 然而，

十架約翰辨識出在黑暗默觀的光照中，正因為襲擊靈魂，這愛的黑暗之火，其力

量和效果是以被動的方式賜予，被刻印在靈魂上的。因此，上帝藉著煉淨與灼燃

的愛火，親自陪伴我們，並成為我們的力量。（N.2.11.7） 

十架約翰將這黑暗默觀煉淨定義為「愛」，因為沒有愛，上帝絕不會賜予神

秘的智慧，心靈的潔淨無非就是上帝的愛和恩寵。（N.2.12.1-2）換句話說，在愛

的煉淨之火中，這個默觀考驗每個靈魂，各按其能力與需要，上帝光照並灌注愛

和智慧。所以大衛說這個愛看起來好像一種活火：「我的心在我裡面發熱。我默

想的時候，火就燒起。」（詩 39:3） 

 

默觀的黑夜帶給靈魂第三種益處，在於使理智與意志配合、互動來進入默觀。

十架約翰指出，當上帝灌注靈性的美善時，意志無須理智的理解，就能非常容易

地愛，就像理智無須意志在愛，也能認識。十架解釋理智與意志在進入默觀時，

會有三種互動的情形： 

第一、理智得到光照，意志卻充滿乾枯。十架約翰用「火的光」隱喻「理智

的光照」、以「火的熱」隱喻「意志的愛」，他說這種互動就如：「看到火光，

而沒有感受火的熱。」（N.2.12.7） 

第二、理智在黑暗中，意志卻充滿愛火。十架約翰形容這種互動如同：「感

受到火的溫暖，卻沒有看到火光。」（N.2.12.7） 

第三、理智得到光照，意志也充滿愛火。這是較深入的默觀階段，黑暗的默

                                                        
322十架約翰此處引用的是《思高本聖經》依撒意亞 26:9。《和合本》是以賽亞書 26:9，譯作「夜

間，我心中羨慕你；我裡面的靈切切尋求你。」另「我裡面的靈」在《呂振中譯本》則譯做「早

晨我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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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同時在理智與意志上行動，「卓越地、柔情地、強有力地燃燒起愛。」根據兩

者煉淨的程度，使其結合變得更加成全和有深度。（N.2.13.2） 

理智與意志互動的三種方式，可以歸納如以下圖表：323 

互動方式 一 二 三 

理智（intellect） 光照（light） 黑暗（dark） 光照（light） 

意志（will） 枯乾（dry） 愛火（love） 愛火（love） 

默觀的程度 最低 較低 最高 

圖表 6-2-1 理智與意志互動的三種方式 

關永中在辨識十架約翰關於理智與意志的配合運作時，指出上帝隨其心意灌

注默觀，雖然理智與意志的互動有三種方式，但兩者的功用仍然是彼此貫通的。

十架約翰的一貫思想是：默觀的黑夜在靈魂內，理智引致愛火、愛火導致更豐盛

的知識。324 因此，十架約翰說： 

由於理智被動領受，只能接受赤裸和被動的知識，除非理智已經煉淨，

否則無法接受這個知識。所以理智尚未煉淨之前，靈魂經驗到知識的觸

動比較少，愛的激情反而比較多。為了感受愛的激情，意志無須在激情

上如此受煉淨；激情甚至有助於靈魂體驗非激情的愛。（N.2.13.3）325 

理智與意志的互動，共同孕育愛的知識，十架約翰因此說：「因為意志沒有

介入的事，理智和其餘的官能，既不能接納，也不能拒絕。」（A.3.34.1）Jure Kristo

在其談論〈宗教經驗的解釋〉專文中，提到當神秘主義者談論自己的經驗時，常

常是理智與意志互相配合運作的，他說：「腦不能缺少心而有所洞見。」326 十架

約翰說黑暗默觀的煉淨與光照，無非是以超性之光，光照人的理智，使之成為神

                                                        
323參考關永中的原型改編。見關永中，〈黑夜與黎明〉，217。 
324關永中，〈黑夜與黎明〉，216。  
325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59。 
326Jure Kris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What Do Mystics Intend When They Talk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Journal of Religion 62(1), (Jan, 1982): 29. “Mind does not see until it sees with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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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結合。上帝把愛灌輸給意志，使之不再以非神性的方式去愛，卻與上帝的聖

意合而為一。不僅理智與意志如此，記憶亦然，換句話說，所有心靈都按照上帝

的意思，在黑暗默觀中走向與神聯合之路。（N.2.13.11） 

 

十架約翰以〈黑夜〉首詩節後三行詩句「我已離去，無人留意，吾室已然靜

息」，隱喻當人想把事情做得更好，不受阻礙，會在夜間、黑暗中出去，那時人

人都在屋子裡睡著了。必須使人的操作和行動沉入睡眠，靈魂才可以領受上帝愛

之結合的超性美善。因為當人清醒和活動時，無法完成此結合。所有的本性能力，

只會阻止結合，也不能領受上帝的恩惠。唯有上帝以被動、隱密的方式，靜默地

灌注給靈魂超性的恩惠，那所有感官與心靈都會接受這個灌注。（N.2.14.1） 

而這就是「幸福好運！」帶來的第四個益處，使靈魂在黑暗默觀中，能夠更

安全的行走和前進，十架約翰在《夜》卷二第十四至十六章中，以〈黑夜〉第二

詩節的第一行詩句「黑暗中，安全行進」來描繪這個屬靈的恩惠。並解釋為什麼

靈魂行在黑暗中，卻反而是安全的。至少有以下幾方面： 

 

黑暗是關於內在和心靈的欲望和感覺官能，藉著黑暗默觀的煉淨，受到超性

的光照：情感受壓抑和約束不能隨心所欲，想像受到束縛無法做任何推理，記憶

中止，理智暗淡無光，不能理解任何事，導致意志也乾枯，所有官能空乏而無用。

十架約翰總括地形容說：「在這一切上面，好像有朵濃密沈重的雲，使他憂心愁

苦，不得接近上帝。」（N.2.16.1）為此，在黑暗中，靈魂安全地行走。 

 

走向與神聯合的路上，靈魂的欲望、推理默想、知識與情感等運作，通常不

是太過就是不足，不是變化太多就是混亂錯誤，一旦這些行動沉入睡眠，作用受

阻，靈魂就避開從自身肉體來的錯誤，而安全地行走。此外也從世俗、魔鬼的捆

綁中得釋放，當靈魂熄滅其情感和官能作用時，三仇無法對靈魂引發戰爭。

（N.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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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約翰指出，人的欲望隱晦黯淡、情感乾枯受壓抑，在黑暗默觀的夜裡，

人完全不能憑自己的官能作任何內在的修行。但是卻不要為此憂苦，反而要視為

「運氣真好」，因為上帝要親手帶領，在黑暗中引導，好像我們是瞎子，祂要帶

我們走到一個不知道的地方。無論我們有多好的眼睛和雙腳，都無法自己走到那

地方。（N.2.16.7） 

 

在黑暗中，靈魂不只安全地向前行進，更因為當他用一種不同以往的新方式，

領受更好的恩賜，得到更多的益處和收穫。十架約翰這裡用慣常弔詭的隱喻，指

出通常最好的方式，常就是我們「最不了解」的方式。就好像一個旅行者，要到

一個不知道的新地方，他不能倚賴先前知道的方式來引導自己，反而要懷疑，並

尋求其他人的指導。從這角度來說，如果旅行者不放棄那些熟悉的途徑，不走一

條前所未知的新道路，就不能到達新的地方，也不會知道得比以前多。如同學習

新技能，總是經由黑暗，而非藉著先前知道的。十架約翰因此說靈魂有所進展，

是因他走在黑暗與不知之中，不把舊的放開，他就無法用新的方式前進。（N.2.16.8） 

 

在黑暗中安全行走的另一個理由，是靈魂在痛苦中邁進。因為痛苦的道路更

為安全，甚至更有益處，超過平順、享樂的道路。十架約翰提綱挈領指出兩個原

因：其一、因為在痛苦中，上帝賜給人力量，而在平順享樂時，人運用的只是自

己的虛弱和不成全。其二、因為在痛苦中，藉著忍受試煉得淨化，而更有智慧。

（N.2.16.9） 

 

這道黑暗之光，使靈魂專注凝神於此默觀的黑夜，就是把他安置在靠近上帝

的地方，因而受到保護，遠離非上帝的一切。就好像在此黑夜中接受上帝的治療，

上帝親自給他規定飲食，戒絕破壞靈魂的欲望，把病人守護在裡面，不讓壞的環

境影響他。（N.2.16.10）但十架約翰也同時指出，當靈魂愈靠近上帝，由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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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會愈感到濃厚的黑暗、深沈的隱晦。就像愈靠近光，由於眼睛的虛弱和不

純潔，愈感覺燦爛的光輝造成的黑暗與痛苦。對上帝來說，愈是光亮，對人愈是

黑暗。 

十架約翰指出人生中的危險在於，我們以為最清楚和最真實的事，對我們卻

是最黑暗和最可疑的。他說： 

我們逃避那最適宜我們的，卻擁抱那最明亮和最滿足眼目的，追隨對我

們最糟的事物，因而步步跌跤！人的生活中有多少的危險和恐懼，因為

本性眼睛的光，本該是他們的嚮導，卻首先在走向上帝的道路上欺騙他

們。如果他們要確實看到往何處去，則必須閉上眼睛，在黑暗中行走，

方能安全地行走。（N.2.16.12）327 

專注在黑夜的默觀中，就得以隱藏和掩護，如同大衛所說：「你把他們藏於

你面前的隱密處，免受人的暗算；你珍藏他們於棚幕中，免遭口舌的爭鬧。」（詩

31:20）黑暗默觀的防禦，對抗所有可能因人而來的事件，是完美的掩護和安全，

因此，靈魂在黑夜中可以安全的行進。（N.2.16.13） 

 

為了使靈魂剛毅，上帝在黑暗默觀之夜的開始，就賜給他來自上帝的隱晦、

痛苦、密雲黑水（詩 18:11），雖然在黑暗與痛苦中，上帝在最適宜的時候卻使

他重新振作和剛毅起來。黑暗的愛在靈魂裡燃起剛毅的決心和動力，避開一切不

討上帝喜悅的事，而用所有力量來服事上帝，朝向與上帝愛的結合。（N.2.16.14） 

  

                                                        
327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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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愛之梯 

十架約翰以〈黑夜〉第二詩節中第二詩句「攀祕梯，裝巧隱」，稱黑暗的默

觀為「秘梯」。（N.2.18.1）他在《夜》卷二第十八章中，解釋為何祕密的智慧也

稱為梯子，有三個理由： 

第一、好像登上梯子、進入城堡，得到其中的美物與財寶。同樣，經由祕密

的默觀，不自覺地，靈魂攀登而入，認識並獲得天上的美物和寶藏。十架約翰引

用詩篇第八十四篇 5 至 7 節，以朝聖者「嚮往錫安大道，攀登聖殿階梯」，328 來

描繪進入錫安聖殿獲得天上真福寶藏的意象。（N.2.18.2） 

第二、就像梯子，同樣的階層可上升，也可下降。同樣，祕密的默觀，也有

此特徵，有時舉揚，有時貶抑，或有時兼而有之。如同耶穌的教導：「因為，凡

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路 14:11）上帝經由這個梯子上升，

為使他下降；而使他下降，也是為使他上升。如同箴言的智慧話語：「敗壞之先，

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箴 18:12）十架約翰同時指出，直到獲得成

全的習慣之前，上升下降會不斷來回移動。（N.2.18.3-4） 

第三、因為梯子是上帝的愛灌注知識的管道，既光照靈魂，也使靈魂傾心熱

愛，提昇靈魂級級上升，達到上帝那裡，因為只有愛才能使靈魂與神聯合，因此

這個梯子也稱為「愛的階梯」。（N.2.18.5） 

十架約翰接著在《夜》卷二第十九至二十章裡，把這神秘的愛之梯劃分為十

級來討論。329 劉錦昌也清楚地辨識出，十架約翰這十個愛的階梯，不僅僅只是

根據伯納德（St. Bernard）與多瑪斯的神學所做的整合，也是十架約翰根據雅歌的

經文所自創的靈修新境。330 

                                                        
328十架約翰在這裡所使用的經文原文與《思高本聖經》的譯文不同，也與《和合本》不同。他的

原文依據加爾默羅聖衣會的中譯文是：「那接受祢恩惠與助祐的人，真是有福。他們在心中已

經準備他們的攀登，經過涕泣之谷，走向要去的地方。因為在此路上，總管法律的上主會祝福

他們，他們的體力越行越有，彷彿級級上升，達到錫安晉見至高上帝。」（詩 84:5-7）；參十

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80。 
329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82 
330劉錦昌，《基督信仰的靈修觀》，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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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梯的第一級，是使靈魂獲益而生病。這也是煉淨的開始，因為事事物物

都導致害病和虛弱無力，這是走向上帝最先的第一級階梯。在愛的默觀中，上帝

注入愛的焦慮和憂思，引導靈魂失去對一切事物的興趣和欲望，如同雅歌裡的新

娘思念良人：「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我囑咐你們：若遇見我的良人，要告訴他，

我因思愛成病。」（歌 5:8）十架約翰也解釋，這個夜使靈魂憔悴的是人的罪過，

和一切非屬上帝的一切，而不是來自上帝本身，如同大衛印證的：「我心渴想你

的救恩。」（詩 119:81）331 他的靈魂虛弱、生病，是因為渴慕上帝的救援。但是

如果沒有從上而來的熱力，靈魂也不會得這個病，如同耶穌所說：「這病不至於

死，乃是為神的榮耀，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約 11:4）因此，上帝使靈魂

生病，有一個積極的目的，為要引導人開始攀登與神聯合的第一級階梯。（N.2.19.1）  

 

新娘在第一級中衰弱無力，找不到良人而生病：「我夜間躺臥在床上，尋找

我心所愛的；我尋找他，卻尋不見。」（歌 3:1）但到了愛之梯的第二級，上帝

促使靈魂起來，加給祂力量，使他不停地尋找上帝。所以雅歌裡的新娘不在靈魂

安居的小屋內，她走入黑夜不停地尋找良人的面容，她說：「我要起來，遊行城

中，在街市上，在寬闊處，尋找我心所愛的。」（歌 3:2）大衛也說：「要尋求

耶和華與他的能力，時常尋求他的面。」（詩 105:4）在這一級裡，靈魂在萬般事

物中尋找心愛的主，不顧一切，直到找著為止。或想或說，心思意念都在主身上，

吃飯、睡覺、守夜或做任何事，全神貫注懸念殷殷於心愛的主。十架約翰並指出

在第二級的愛裡，靈魂會漸漸康復，獲得力量，經過夜的煉淨，預備登上第三級

階梯。（N.2.19.2） 

 

愛之梯的第三級，是推動靈魂有所行動，賦予他熱情，不致退後。如同大衛

                                                        
331十架約翰這裡特別指大衛渴想神的救恩而「心力衰弱」，但《和合本》這節經文沒有把原文中

「衰弱」的意思翻譯出來。《思高本聖經》則譯為「我靈渴慕你的救援而衰弱」（詠 119:81），

另《新譯本》譯為「我渴望你的救恩以致心力衰竭」，《呂振中譯本》譯為「我的心神渴想你

的救恩到暈過去」。參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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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敬畏：「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詩 112:1）在這一

級中，靈魂愛的熱火已經燃燒起來，因此喜愛以服事的行動來回應，不在乎時間

長短，如同雅各為所愛的拉結服事七年又七年，卻不以為苦。（創 29:20）這種

對上帝熱切的愛，甚至使靈魂會為服事少而傷心痛苦。一方面看清自己的貧乏、

缺陷和不成全；一方面自覺慚愧，甚至願意為上帝自我犧牲。默觀中的愛在這第

三級裡，教導他上帝堪得敬畏和深愛，雖然靈魂認為自己所作的其實微不足道，

但十架約翰認為在這階段中，靈魂獲得的益處，使他能夠遠遠地避開虛榮、自大

和譴責怪罪他人，因此鼓足勇氣和力量，上升到第四級。（N.2.19.3） 

 

在此愛之梯的第四級裡，為了心愛主，在靈魂內產生一種經常的痛苦，但卻

不會疲倦。心靈具有強大的力量，因此輕看其他的安慰與滿足，他全神專注的是

如何討主喜悅，只要能稍微服事上帝，即使要附上受苦、死亡的代價都在所不惜。

雅歌中新娘渴望與良人結合，她帶著極大的心靈力量說：「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

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

電光是火焰的電光，是耶和華的烈焰。」（歌 8:6）十架約翰認為這一級的愛情

相當高尚，懷著如此純真的愛，常常追求上帝，充滿為他受苦的精神。十架約翰

在這一級階梯裡說出了一個心靈的禱告： 

啊！我的主！多少人去向祢尋求安慰和滿足，渴望祢賜予恩惠和恩典，

然而，那些渴望悅樂祢，付出自己一些什麼，不計個人私利的，少之又

少。我的主啊！並非祢不願意賜給我們新恩惠，而是我們沒有把所得的

恩惠全用來服事祢，卻又強迫祢繼續施恩於我們。（N.2.19.4）332 

從靈性意義來說，靈魂的內在不一靠一切受造之物，靈魂灼燃起對上帝的渴

望，即使為主受苦也無所懼怕，這熾熱的愛使他繼續向上爬升。 

 

愛之梯的第五級，賦予靈魂忍無可忍地渴望上帝、切盼上帝。激烈的渴望，

使靈魂想要了解心愛主，並與祂結合，以致所有的延遲，無論多麼短促都覺得漫

                                                        
332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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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無奈和難受，若渴望挫折則憔悴如同大衛的禱告：「我羨慕渴想耶和華的院

宇；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神呼籲。」（詩 84:2）333 若不能看見他所愛的，

甚至寧願死去，如同拉結對丈夫雅各說：「你給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創

30:1）靈魂熱切飢渴想要與上帝結合但卻不能，覺得希望落空而心神憔悴，他的

希望與愛都處於被動淨化之中，十架約翰指出這一級的特徵是「飢餓」，而餵養

靈魂的是愛，因為所飢餓的，也是所滿足的，唯有愛能填滿他的一切飢渴。

（N.2.19.5） 

 

第六級使靈魂輕快地飛跑奔向上帝，所懷的希望使他奔跑不會虛弱無力，也

由於經過煉淨的愛已經堅固，使得他可以輕快的飛翔，向神飛奔而去。如同以賽

亞先知所說：「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

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 40:31）大衛也體會這種如同口渴的小鹿，輕快

地飛奔到水邊的感受：「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詩 42:1）十

架約翰指出，靈魂在這一級階梯裡，因為更深的淨化與愛的成長，因此懷著輕快

敏捷的愛，開始向著上帝飛奔，如同大衛所說：「你開廣我心的時候，我就往你

命令的道上直奔。」（詩 119:32）所以，靈魂在這一級不會停留太久的時間，立

即從第六級被帶到第七級。（N.2.20.1） 

 

愛之梯的第七級，賦予靈魂猛烈的膽量。這裡的愛，使他不因無用的意見而

等待、不因勸阻而退避、不因羞愧而受控制。使徒保羅說：「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7）十架約翰舉摩西大膽為以色列百姓求

情的例子：「倘或你肯赦免他們的罪，不然，求你從你所寫的冊上塗抹我的名。」

（出 32:32）這也是雅歌的新娘膽敢對良人說：「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

情比酒更美。」（歌 1:2）此外，十架約翰也提醒若不倚靠神的恩典，未保守謙

遜之心而魯莽行事，也極可能會從已登上的這一級跌落下去。例如以斯帖，若沒

有蒙受國王向她伸出金杖的恩惠，她就不可能如此大膽（斯 5:2、8:4）。在此階

                                                        
333《呂振中譯本》譯：「等我的心神渴想著永恆主的院子、到暈過去；我的心腸我的血肉都歡呼，

頌讚我生命之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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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猛烈的愛使靈魂不再猶豫不決，使他放膽行事，因而進入第八級。（N.2.20.2） 

 

愛的第八級，靈魂找到了他的愛人，便緊緊抓住心愛主，不放祂走。就如同

雅歌裡的新娘說：「我剛離開他們就遇見我心所愛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領

他入我母家，到懷我者的內室。」（歌 3:4）在這一級中，靈魂與他的愛人彼此

聯繫，永結同心，在此結合的等級，靈魂的渴望得到滿足。但十架約翰也提醒說，

這種結合不是永久性或持續不斷的，因為有人才把腳踏上此階梯，立刻就退下去。

十架約翰舉但以理是「大蒙眷愛的人」（但 10:11)為例，說明僅有少數的人能停

留稍久預嚐天恩，但一般而言，靈魂在這一級停留的時間通常很短。這級之後。

進入第九級，已是成全的等級。（N.2.20.3） 

 

愛的第九級導致靈魂溫和地燃燒，這是個成全的等級，已經與上帝結合，聖

靈在他們裡面造成溫柔和愉悅的熱心，燃燒甜美的愛。十架約翰在這裡舉出尼撒

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335-394）所用的例子：當聖靈臨到使徒們，他們裡

面燃燒溫柔的愛，即便千言萬語也無法說清楚。334 在這一級中，靈魂無法用言語

訴盡從上帝來的豐盛祝福與恩典，達到此等級的少之又少。（N.2.20.4） 

 

這是神秘愛之梯最巔峰的一級，他已經不屬現世的生命。藉著分享上帝的榮

光，靈魂與祂面對面，完全肖似上帝，使徒約翰說：「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 

（約壹 3:2）在這最後一級，上帝就立在那裡，沒有任何東西攔阻在上帝與人中

間，達到與神的聯合。不過十架約翰清楚地說，還沒有到那一天之前，無論靈魂

達到何等境地，總是留有隱藏的奧秘。（N.2.20.5-6）  

                                                        
334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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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黑暗顯出光照 

靈魂的黑夜，是十架約翰靈修神學的核心，他從早期教父對神聖黑暗的理解

裡，發展他的黑夜神學：當靈魂接近上帝的時候，它被拋入上帝居住的神聖黑暗

中。335 但相較於早期教父具有較客觀和理論性的特徵，十架約翰著重在討論靈魂

在愛之中尋求上帝的體驗，十架約翰的理解是：只有處於被動淨化狀態，熱愛上

帝的靈魂，才能在黑夜中藉著煉淨與光照來與上帝合一。這就是為什麼十架約翰

多次引用狄奧尼修斯的話，稱這灌注的默觀為一道「黑暗的光」。336 當然，如同

前面的討論，在黑暗默觀中的煉淨與光照，是不能避免「剝除盡淨」的創傷，十

架約翰特別解釋為什麼默觀對靈魂不只是個夜，而且是痛苦與折磨： 

這個神聖的智慧對於靈魂來說，不只是夜晚和黑暗，而且也是痛苦和折

磨，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由於神聖智慧的高度，遠遠超過了人的本能所

能容納的範圍。第二是由於人的卑下與不純潔，因此，神聖智慧對靈魂

而言是痛苦、折磨，也是黑暗。（N.2.5.1）337 

對十架約翰來說，在黑暗的夜中，人的本性能力乾枯，一切感官和心靈的作

用都被剝裸、虛空，在沒有天然的光中，令人驚恐可怖。完全的黑暗，使人無能

為力，只有完全倚賴上帝的恩典和灌注充滿，在被動淨化中顯出上帝屬天的光照。

十架約翰舉貓頭鷹為例：光愈明亮，貓頭鷹就會愈看不見，同樣，人若愈是注視

燦爛的太陽光，陽光愈使視覺的官能黑暗，人就愈盲目愈看不見光。（N.2.5.1） 

除了貓頭鷹的比喻外，十架約翰關於被動心靈黑夜的景觀描繪，最生動並最

常被引用的例子，當屬在《夜》卷二第十章所提出「火焚木頭成為火」的隱喻。

某種程度上，這個隱喻也深刻地反映出通過黑暗顯出光照的底蘊：黑暗默觀所啟

動剝除淨盡的痛苦，藉著光照，至終帶來靈魂美麗的果實，進入與神聯合的幸福

恩典中。十架約翰詳細又極智慧地一步一步描繪這個生動的圖像，把我們帶入這

個通過黑暗顯出光照的氛圍中。 

                                                        
335安德鲁．洛思（Andrew Louth），《神學的靈泉：基督教神秘主義傳統的起源》，孫毅、游冠

輝譯（北京市：中國致公，2001），240。 
336（托名）狄奧尼修斯（Dionysius），《神秘神學》，104。 
337本段譯文為研究者自譯，係根據柯文諾(Kieran Kavanaugh.)編撰的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John 

of Cross 的英譯本，與加爾默羅聖衣會的譯文略有不同；另參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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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約翰認為靈魂之被煉淨，預備好和神性之光結合，就像準備好木頭，焚

化成為火。他說： 

火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使木頭乾燥，除掉所有水分和濕氣。逐漸地燒黑木

頭，使它漆黑和醜陋，甚至放出臭氣。待木頭乾燥後，火帶來光，除掉

所有的醜和黑，這些附質是與火相反的。最後，從外面增加熱度燃燒木

頭，焚化木頭成為火的本身，使木頭如同火一樣的美麗。（N.2.10.1）
338 

當木頭完全焚化成為火，除了重量和數量比火稠密外，其本身不再有任何主

動或被動。換句話說，焚化的木頭已經具有火的特性和動作：它是乾燥、熱的，

散發出「熱」；它是明亮、閃耀的，散發出「光」。十架約翰這個隱喻，豐富的

表達被動心靈黑夜的煉淨與光照，十架約翰繼續深究其意含： 

這火導致黑暗和隱晦，呈顯出靈魂的醜陋……這個神性的煉淨翻動所

有卑劣和惡毒的情緒，這些情緒根深蒂固駐紮在靈魂內，這是他未曾注

意的…..由於此神性默觀的黑暗之光照射，使靈魂清楚地看見，自己這

麼壞。（N.2.10.1）339 

根據十架約翰的隱喻，可以歸納出七個要點，解釋這個黑暗的光照：340 

第一、心靈唯有靠這煉淨與光照才能轉化，因此要學習順從它：這將要和靈

魂結合充滿愛的光與智慧，和先前要煉淨靈魂的火是同一道黑暗之光。就好像火

焚化為木頭，使木頭與火合併，準備好這個焚化。（N.2.10.3） 

第二、黑夜中痛苦的經驗不是來自上帝，而是來自我們的缺乏與不完全：靈

魂因著自身的軟弱與不成全，因此需要被激烈的煉淨，因為沒有煉淨就沒有光照，

正如尚未備妥的木頭，無法被施加其上的火焚化。（N.2.10.4）如同安德鲁．洛

思（Andrew Louth）正確的觀察：十架約翰的黑夜指出，當我們接近上帝時，我

們才意識到我們的罪惡有多深。341 

                                                        
338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47。 
339Ibid., 148. 
340以下這七點的標題，主要參考傅士德與畢比的歸納。參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畢比（Gayle 

D. Beebe），《一生渴慕神》，331。  
341安德鲁．洛思認為十架約翰對罪的認識更徹底：「不是罪導致「黑夜」，而是「黑夜」揭示了

靈魂的罪性。」見安德鲁．洛思（Andrew Louth），《神學的靈泉》，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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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們的眾罪將藉由黑夜的煉淨與光照而消滅：靈魂的不成全和軟弱，

正是使火可以燒起來的燃料，因此在光照中看見自己的醜陋與黑暗，將之投入火

中被徹底焚燒，一旦除掉不成全，就沒有留下什麼可以燃燒的，火的煎熬也就止

息，痛苦中止，留下的是喜樂。（N.2.10.5） 

第四、這火具有破壞力的表象，使我們有時看不清它的煉淨功效：黑暗默觀

中會按著靈魂煉淨的程度，更進一步經歷愛火的燃燒，就如當木頭去除濕氣與醜

陋後，火就使之更加灼熱。但靈魂有時不是經常感受到這愛的燃燒，看不清被煉

淨的結果。因此當默觀沒有這麼猛烈時，靈魂得以觀察煉淨的程度。好像一個鐵

匠停工，並從熔爐中取出鐵來觀看。同樣，當火焰停止撲向木頭時，就得以清楚

看到木頭燃燒程度如何。隨著剝去污穢的程度，心靈越來越灼燃起愛火。（N.2.10.6） 

第五、這愛的烈火，把抵擋神的外在不完美與內在性情都消滅了：經過以上

的緩和之後，靈魂在此受苦，且比過去更激烈、更深入。因為神愛之火再度返回，

更深入地灼傷靈魂必須淨化和銷毀的部份。因此，靈魂的痛苦更刻骨銘心，相似

於火燃燒木頭的動作，當火更深入地燒透木頭時，它的動作變得更強而有力，也

更猛烈地預備最深入的部份，使火侵佔木頭。火愈深入木頭，終於把木頭焚化為

火。（N.2.10.7） 

第六、在黑夜煉淨與光照的過程中需要忍耐：因為我們在很長的時間裡，只

看得見自己的悲慘，自認罪惡滿盈，一無良善，這時除了痛苦之外，什麼都感覺

不到。就像燃燒中的木頭，給予最多痛苦的燃燒是烈火本身，而不是空氣或其他

任何東西。不過。後來像先前一般，淨化與緩和一再重複出現時，由於更深入的

光照與潔淨，靈魂的喜樂也更為內在。（N.2.10.8） 

第七、最後，我們必須看出內在與外在的煉淨顯然不同：這個煉淨與光照是

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靈魂在間歇的時間中，因光照而獲致喜悅，以為煉淨的痛

苦不再來折磨他，但他不久會發現，內裡有仍有其他罪惡之根，更內在的部份仍

有待煉淨和光照。換句話說，未煉淨的部份，無法被已淨化好的部份隱藏。就好

像仍需受光照的木頭最深部份，和已煉淨的部份，兩者有著非常顯著的不同。因

此，我們需要領悟什麼已經被煉淨和光照，而什麼是還需要繼續被煉淨和光照的。

（N.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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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約翰在揭櫫其「黑夜」的概念時，在《山》的序言裡，即開宗明義標明：

「靈魂經過黑夜，達到與上帝之愛完美結合的神性光明。」（A.1.序.1）從這句

總綱裡，看見「黑暗」與「光明」其實是一體兩面的，牽涉靈修的整體過程。總

結本章前四節「被動心靈黑夜」的煉淨景觀，可以用下面圖表來呈現： 

圖表 6-4-1 被動心靈黑夜：通過黑暗顯出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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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路徑：相逢黑夜中 

十架約翰在他主要的四部作品中，都不約而同提到「默觀」的概念：其一、

在《山》中，默觀是理智對上帝的崇高認識，342 因此默觀被稱為神秘神學，是上

帝的隱密智慧。（A.2.8.6）其二、在《夜》裡，默觀是從上帝而來，一種對意志

的祕密、平安和愛的灌注。（N.1.10.6）其三、在《愛的活燄》中，默觀是理智與

意志共同保有對神的祕密之愛的知識。343 （F.3.49）其四、在《靈歌》裡，默觀

的終極完美狀態，是在靈魂離世之後才會經歷的「榮福神視」（Beatific Vision）

344 或「神婚」，因此今世中的默觀仍是有其限度的。（C.14-15.16） 

值得注意的是，十架約翰在這四部著作中提到「默觀」時，都稱之為「黑暗

的光」。事實上，這正是十架約翰發展其黑夜神學的底蘊，所以他說：「這個夜，

我們說是默觀。」（N.1.8.1）又說：「這個黑暗的夜，在此指的是煉淨的默觀。」

（N.1.註解.1）同時，黑夜指涉「淨化」與「光照」的歷程，在黑暗的默觀中，

淨化與光照來來回回，在感官與心靈、主動與被動的整體運作中，使人走向與神

聯合的旅程。據此，被動心靈黑夜是靈程的「進修者」（N.2.2.1），在煉淨中更

徹底地被剝除淨盡、經歷如同木頭被神的愛火熱烈焚燒，而成為火的本身一般；

而在光照中，黑夜揭示靈魂的罪性，因此更多認識自己。當我們接近上帝時，在

此默觀的黑暗之光中，我們才開始意識到，我們離開神有多遠，我們才可以真正

地認識神。 

對十架約翰來說，當我們沉浸在上帝的煉淨與光照時，我們與神的關係才從

相識進到相愛、才真正離開自己的小屋，走向上帝那更廣闊的家。如同安德鲁．

洛思所說：「當我們出於對上帝本身的愛，回應上帝的召喚，放棄自身能提供的

滿足感和禱告方式，並進入到沉思的黑夜時，我們便接近上帝了。」345 從這個理

                                                        
342在《夜》第二卷，十架約翰進一步說「默觀也是超性的運作奪去理智的本性能力、更勝理智。」

（N.2.5.3）。 
343關永中認為《愛的活燄》裡對默觀的定義較為完整，因為涵蓋《山》與《夜》兩者的定義。見

關永中，〈黑夜與黎明〉，210。 
344關永中指出，「榮福神視」是只能被期待的經歷，甚至連十架約翰都只提出這種經歷而沒有對

其多做分析。見 Carlo Kwan（關永中）, Knowledge of the Transcendent──A Comparison of St. John 
of the Cross and Carlos Castaneda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Faculty of Theology, 1983), 192. 

345安德鲁．洛思（Andrew Louth），《神學的靈泉》，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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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出發，並根據本章前四節所探討的，進入此黑夜的靈修路徑，重點在三方面：

其一、被帶入默觀中，其二、從相識到相愛，其三、相逢盡在黑夜中。以下逐項

展開： 

 

十架約翰直接定義「黑夜」就是「默觀」，並說「默觀被稱為神秘神學，意

思是上帝的隱密智慧」（A.2.8.6）、「是上帝祕密或隱藏的智慧」（C.39.12）、

「稱黑暗的默觀為祕密」（N.2.17.2），十架約翰對默觀的看法，顯然受到多瑪

斯的影響，所以他說：「默觀是神秘神學，神學家稱之為祕密的智慧，聖多瑪斯

說，此乃經由愛通傳且灌注給靈魂的。」（N.2.17.2）346 關永中認為，對十架約

翰來說，「祕密」（secret）一詞，幾乎和「神秘」（mystical）一詞劃上等號。347

而「神秘神學」（Mystical Theology）是相對於當時經院訓練主流的「士林神學」

（Scholastic Theology）而言的。348 士林哲學採用哲學概念，以理智來說明啟示和

理解信仰。349 十架約翰則從早期教父傳統與多瑪斯那裡，汲取養分把神秘神學應

用在他的黑夜神學裡。他主張不能用士林神學的研究方法和路徑達到默觀，因為

默觀基本上是神秘的，是上帝隱藏的智慧。藉由默觀，上帝把關於祂自己的神秘

智慧傳達給我們。換句話說，有別於士林神學以理智運作達到認知，神秘神學則

以接受上帝的神秘光照、愛的灌注達到體驗，而這不是人主動的作為可達到的。

所以十架約翰說：「經由默觀，上帝隱密地教導靈魂，傳授給他愛的成全，但靈

魂卻沒有做什麼，也不知道是如何發生的。」（N.2.5.1） 

「默觀」中文直譯為「默默的觀看」，按其拉丁文的字義則有「觀看、察視、

持續注目」的意思。Adolphe Tanquerey 在其討論《克修與神秘神學》（The Spiritual 

Life: A Treatise on Ascetical and Mystical Theology）的專書裡，將默觀定義為「對神

之單純直覺的凝視，以致在聖愛中孕育出神聖的事物。」350 關永中將 Adolphe 

Tanquerey 對默觀的定義，詳細加以詮釋： 

                                                        
346參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神學大全》2-2.45.2。 
347關永中，〈黑夜與黎明〉，232。  
348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探索聖十字若望的黑夜〉，498。  
349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神學辭典》（台北：光啟文化，1998），33-35。  
350 Adolphe Tanqueray, The Spiritual Life: A Treatise on Ascetical and Mystical Theology (Tournai: 

Desclee,1930),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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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單純的」（simple），即繁複思辨已經沈寂；它是「直覺的」（intuitive），

即揚棄了感性知覺讓「智的直覺」（intellectual intuition）湧現；它是一

種「凝視」（a gaze），意即非肉眼的觀看，而是靈智上的開悟；其中

的見道與光照（illumination/enlightenment）是環繞在人神間的愛之契合

中兌現。351 

多瑪斯認為，默觀就是樸素地凝視真理。十架約翰對默觀的體認則是：不是

我們要做什麼，而是上帝做了什麼。換句話說，默觀最重要的是所凝視的對象─

─上帝自己。而這被動心靈黑夜中的黑暗默觀，是上帝主動帶領靈魂達到與祂之

間更靈性的交往。（A.2.17.7）如同 St. Edith Stein 對默觀深刻的詮釋： 

這個默觀，不只僅僅是接受聽來的信仰信息，也不只是轉向因傳聞而認

識的上帝。默觀是內在的接觸，是對上帝的一種經驗，能夠使靈魂超越

所有的受造物，也能高舉他，同時沉浸在愛裡，然而他卻不知其所愛的

對象。352 

不僅如此，十架約翰指出在這被動心靈的淨化黑夜裡，「無論一個靈魂如何

使盡全力，他仍然無法主動地淨化自我。」（N.1.3.3）關鍵是「除非上帝親自下

手」，在默觀的黑暗之光中煉淨他。這條靈修的路徑，在掙扎著進入或逃避著離

開中間，也存在著恩典與律法的張力，與其說是我們掙扎著要進入默觀的黑夜中，

倒不如說是因為上帝的主動恩典，帶我們進入默觀中，使我們的生命被徹底剝除

淨盡與光照。梅頓（Thomas Merton，1915-1968）這位二十世紀深深影響西方世界

的靈修導師、詩人、哲學家、文學家、隱修士，他認為默觀本質上是回應上帝的

呼召，因祂在我們心的深處說話，默觀是我們心靈深處與上帝話語深沈的共鳴。

梅頓深刻的反思指出，是神把我們帶入了默觀，呼喚我們回應祂： 

然而，默觀永遠不可以成為有計畫之野心的目標。默觀不是一種我們依

計畫、實事求是地思考便得到的東西，而是我們好像曠野被追獵的鹿兒，

渴望溪水一般，渴慕屬靈的活水。不是我們喚醒自己，而是神選擇喚醒

我們。353 

                                                        
351關永中，〈黑夜與黎明〉，208。  
352St. Edith Stein, The Science of the Cross, Hilda Graef, trans. (London: Burns & Oates, 1960), 89.  
353梅頓（Thomas Merton），《默觀的新苗》，羅燕明譯（香港：基道，200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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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心靈黑夜通過黑暗，顯出光照的靈修路徑，第二個重點仍然是在〈黑夜〉

首詩節第二詩句「懸念殷殷，灼燃愛情」中找到方向。關永中的歸納很有洞見，

他認為十架約翰在被動心靈黑夜中所指出的默觀，是一個實現人神間愛的知識之

歷程，包含三個面向：其一是人與神間的戀愛、其二為人神間在愛中孕育知識、

其三是默觀之愛的知識經歷一段發展的歷程。354 換句話說，默觀是建立在人神間

愛的關係。Gabriel Marcel 對十架約翰所指涉默觀裡人神之間的愛，提出一個圓融

的看法：神對人愛的呼喚與人對神愛的渴慕，其實是同一個完型（gestalt）的兩

面，亦即上帝在人心坎內播下嚮往的種子，好讓人在切慕中尋獲祂。355 

在前述「火焚化木頭成為火」（N.2.10.1）的隱喻裡，我們可以清楚看見，

不只木頭本身願意「去掉濕氣、露出醜陋、除掉臭氣」來預備被火焚燒，上帝作

為燃燒的火，才是使木頭得以灼燃的主要外力。而這是一把熱烈的愛火，強烈、

純粹到一個地步，甚至灼傷心靈，留下「聖愛的創傷」（wound of divine love）。

因此〈愛的活燄〉首詩節唱出靈魂在愛中被觸傷：「啊！愛的活火焰，溫柔地觸

傷我的靈魂至中心點！」（F．詩節 1）大德蘭曾經描繪，這種永恆的創傷一旦形

成，才發現亞當的原罪帶來何等可怕的惡果，因此對上帝的洞見，同時也是對自

身罪性的洞見。356 在默觀中神的愛火推動人的意志，使人從理智對上帝的「認識」，

轉化或昇華成為意志對上帝的愛，因此在默觀的靈修路徑中，發展出「相愛」的

歷程。十架約翰下面這段關於意志燃燒愛火，更多煉淨理智的說明，很能表達在

此默觀中人神關係從相識到相愛的進程： 

愛的溫情創傷了靈魂的實體，因而靈魂身不由己地被動地（passively）

推動愛情，因此，稱這個愛的燃燒為愛的激情（passion of love），是一

種被動的愛，而不是意志的自由行動。因為只有意志是自由時，才能稱

之為意志的行動，意志被聖愛的激情俘虜，失去自由，被激情的力量強

烈地推動。因此，愛火在意志中燃起。（N.2.13.3）357 

                                                        
354關永中，〈黑夜與黎明〉，212。  
355Gabriel Marcel, Being and Having (New York: Harper, reprinted 1965), 208-09. 
356歐邁安（Jordan Aumann），《靈修神學》，328。 
357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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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瑪斯．格林在探討《祈禱的三階段》（The Three Stages of Prayer）一書中，

把默觀放在「第三階段」，他認為「從相識到相愛」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從愛

到真正的愛」。358 就著相遇、相識到相愛的神人關係成長歷程來說，進入默觀的

祈禱者，也是從主動轉化為被動的祈禱者。意謂著更浸潤在上帝的愛中，接近也

更肖似上帝愛的本質，從人有限短暫的愛，融化在上帝無限永恆的愛中。這種神

與人彼此同在，在默觀凝視之下充滿愛意的美麗圖畫，譚沛泉用「我看著神，神

看著我」的景象來描寫。359 正如 Basil Hume（1923-1999）這位近代本篤會的修士

說：「默觀來自一種自然的渴望，去回應那已經賜我們的深厚之愛。」360 Jacques 

Maritian 在分析十架約翰的默觀時，他清楚地辨識出對十架約翰而言，默觀是一

種關於愛與結合的經驗知識，而這經驗最主要的根基是愛。361 這也是十架約翰

所強調的，沒有愛則默觀就毫無意義，默觀是一種關於結合的特殊經驗，不只是

為了愛的緣故，更是藉著愛而達成。362 

因此，十架約翰甚至稱成全的默觀為「神婚」：在其中，人與神心心相印，

在愛中契合。（C.26.11）這份環繞在人神間的愛是如此熾烈，以致人甚至不知如

何去形容它、稱呼它，如同〈靈歌〉詩中所說： 

所有逍遙的， 

向我傳述萬千寵惠； 

更創傷我， 

至於死於 

不知他們咕噥著什麼。  （〈靈歌〉．詩節 7）363 

從相識到相愛，說出了在這條靈修路徑的中心是神自己的愛。耶穌升天之前

的臨別之言，顯然不是要門徒以工作取悅神，而是說：「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

（約 15:9）在黑夜裡，縱身於神愛寬闊洋海中的深處，回應耶穌的呼召和邀請，

                                                        
358多瑪斯．格林（Thomas H. Green），《祈禱三階段：從相識到相愛》，姜川譯（台北市：光啟，

2017），78。 
359譚沛泉，《基督徒靜觀靈修》（香港：基督教靜觀靈修學會，2014），16。 
360Basil Hume, Searching for God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79), 130. 
361Jacques, The degrees of knowledge (Indina: University of Norte Dame Press, 1999), 359. 
362黃鼎元，〈論十字若望的「黑夜」概念〉，78。 
363完整 40 節〈靈歌〉中譯文，見十字若望，《靈歌》，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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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住在祂的愛裡。大德蘭對默觀的體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和十架約翰有異

曲同工之妙，都指涉著人與神相愛的關係，她說：「當我們默觀時，我們會聽到

第一件事是：我們是被愛的。」瑪麗．麥克瑪（Mary McComock）這位近代加爾

默羅的修女說：「同在一起、注視、分享、愛和被愛，這些就是大德蘭默觀祈禱

的方式。」364 十架約翰說「默觀是注視基督」（A.2.22.5），正是回應愛的使徒

約翰的話：「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約壹 4:16） 

 

被動心靈黑夜靈修路徑的第三個面向，是在默觀的黑夜中與神深刻的同在。

用「相逢」的意象，主要表達基督徒認識神是一種「神聖相會」的路徑，365 通過

黑暗顯出光明，在黑夜的默觀中真實的與上帝相逢。這相逢的中心點不是自我，

而是上帝──「靈魂的中心是上帝」（F.1.12）。〈愛的活燄〉首詩節道出了與

神在黑夜中相逢的神髓： 

阿！愛的活火焰， 

溫柔地觸傷我的靈魂 

至深中心點！ 

既然祢已不再壓抑， 

瞬即團圓！若是祢願意： 

撕破此紗甜蜜相遇！        （〈愛的活燄〉．詩節 1） 

十架約翰的意思是說，為了這位愛我們的上帝，藉著交出我們的「自我」，

而使我們與上帝在中心點相遇。366 而在黑暗的默觀中，愈加顯出神光明的照耀，

人看見許多需要「撕破的紗」，那些無論感官或心靈的不成全，都在默觀的煉淨

中被揭穿、光照，雖然帶來剝除淨盡極度驚恐的經驗，但卻也是進入與主重逢、

                                                        
364她是英國倫敦諾丁丘（Notting Hill）加爾默羅至聖聖三隱修院（The Carmelite Monastery of the 

Most Holy Trinity）的院長，見瑪麗瑪．麥克（Mary McComock），《走進倫敦諾丁丘的隱修院》，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台北：星火，2013），60-61。 
365在哲學觀點上知識的概念區分為兩類：一為命題式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透過歸納

演繹得到的世界上的事實（facts）。另一是經驗知識（acquaintance knowledge），必須親自經驗

才能獲得的知識。而神聖相會（Numinous）的觀念是由德國神學家魯道夫．奧托（Rudolf Otto, 

1869-1937）所提出。參教育部教育雲，〈命題性知識與陳述性知識，《教育百科》， 

http://bit.ly/37TtJ5N（取自 2019 年 11 月 30 日）。  
366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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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圓、甜蜜相遇的必經途徑。 

早於十架約翰約兩百年，大約在十三、十四世紀之間，一位軼名的英國聖徒

蒙召過默觀生活，寫下了《不知之雲》（The Cloud of Unkowing）這本靈修經典作

品。多瑪斯．格林認為雖然不能百分之百證明十架約翰的黑夜，受到《不知之雲》

的理論影響，但他指出，《不知之雲》事實上就是十架約翰所稱的「黑夜」。367 

《不知之雲》的作者體驗到默觀生活，正是十架約翰後來所主張的：默觀是不把

注意的焦點放在任何個別的人或事物上，而是專注在所愛的上帝身上。 

《不知之雲》的作者用深雋的語調寫道： 

默觀時，該小心從你心靈撤去上帝以外的一切，拋棄遜於上帝自身的一

切知識和經驗，統統把它擱在「坐忘之雲」以下。你還該設法不僅忘掉

一切受造之物以及對它的需要，你也該忘掉你自己，以及你為事奉上帝

所做的一切。因為真的有情的人，不僅愛他的情人勝過自己，他更為所

愛的人忘掉自己。368 

「忘掉自己」與上帝相逢而圓滿地合一，是靈修路徑重要的面向，也是被動

心靈黑夜煉淨與光照，所帶來的屬靈果效與益處。羅雲．威廉斯說的對：若要經

歷上帝此刻正直接在靈魂任何向度中所作之工，就一定會涉及某種強烈的否定與

自我感的解離。369 十架約翰因此宣稱：「在這路徑上，只容納棄絕自我和十字

架。」（A.2.7.7）默觀是與上帝合一的前兆，也是自我防衛與自我倚賴的最後攻

防站。就這意義而論，與神相逢黑夜中，某程度就是「向己死、向主活」，默觀

就是在注視基督受苦的奧蹟上，認同耶穌的十字架，而祂的十字架也成了我們「自

己的十字架」。（A.2.7.7）使徒保羅的話提供了十架約翰黑夜默觀的基礎：「我

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羅 6:5） 

或許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十架約翰一再宣稱：被動心靈黑夜是一個「令人恐怖

和敬畏」的夜。（N.1.8.2）因為這稱為默觀的黑夜，牽涉的不只是靈魂徹底剝除

                                                        
367多瑪斯．格林特別指出《不知之雲》最後一章，作者提出辨識人是否被呼召過默觀生活的記號，

和十架約翰關於從默想進入默觀的三個記號，極為相似。相關討論見多瑪斯．格林（Thomas H. 

Green），《井枯之時》，147；軼名，《不知之雲》，鄭聖沖譯（台北：光啟，1991），173-75。 
368軼名，《不知之雲》，104。 
369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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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盡的割捨和煉淨，也牽涉光照中的全然否定與虛己。謝華就因此認為：「十架

約翰的靈修就是一個不斷傾空自身，不斷自我否定的過程，是對既得與既定的一

切事物不斷批判與超越，這就是否定神學的真正精神。」370 在全然聖潔完全的

上帝裡面，人的污穢與不成全，成了與上帝聯合最大的攔阻，那是本質上的差異，

如同油與水不能融合一般。十架約翰告訴我們，靠著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只有上

帝親自下手，我們才有可能重回上帝的懷抱，在黑夜中與上帝重逢，浪子才得以

真正歸家並使「小屋靜息」。原來，靈修路徑仰賴的仍然不是我們的方法、技巧

或多麼努力，而完全在於「唯獨恩典」的神。 

人與神的相逢，也是一種真實的相遇，德國神學家魯道夫．奧托（Rudolf Otto, 

1869-1937）首先提出「神聖相會」（Numinous）的概念。他認為神聖相會是宗教

經驗中最獨特（unique）、非理性（nonrational）、非知覺（nonsensory）而且無法

將其簡化或描述的經驗。這是人類與自己「絕對他者」（Wholly Other）的存在相

會時所有的經歷。371 借用他的論點，我們與神相逢時產生三種反應：神秘反應

（mysterium）、戰兢反應（tremendum）、吸引反應 （fascinans），也恰表達在基

督徒與神相會的默觀經驗上：第一、神秘：表達我們無法對超越的神，分析、瞭

解、描述、或掌控。只能目瞪口呆、啞口無言。（提前 6:16）第二、戰兢：表達

我們在祂面前自覺渺小、不配、恐懼、戰兢。只能敬畏自卑、俯伏下拜。（創 18:27）

第三、吸引：表達我們在祂面前自覺被吸引、渴望、依靠、親近。盼望得到恩典、

憐憫幫助。（來 4:16）372 

「神聖相會」的概念，在另一位猶太裔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

1965）的論述裡，有了更深一層意含。他於 1923 年出版最著名的作品 Ich-Du（英

譯 I-Thou，中譯《我與你》），深刻地描繪人神彼此真實坦承對話式的相遇：373 

                                                        
370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63。  
371相關討論見魯道夫．奧托（Rudolf Otto），《論神聖》，成窮，周邦憲譯（成都：四川人民，

2003），9-48。 
372蔡茂堂，〈神聖相會 Numinous〉，《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2007 年 6 月 24 日，

https://tinyurl.com/wnvs8jh（取自 2020 年 3 月 21 日） 
373布伯主張人與存在之間可以有兩種互動關係，第一種稱為 Ich-Du（英譯為 I-Thou，我與你），

是人類與周遭存在彼此真實坦誠的對話式相會（dialogical encounter），另外一種關係稱為 Ich-

Es（英譯為 I-It，我與它），這是人類將周遭存在概念化與客體化（conceptualization and 

objectification）之後所產生的獨白式經驗。參蔡茂堂，〈相會神學 Encounter Theology〉，《台

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2007 年 5 月 27 日 https://tinyurl.com/sk4zn7q（取自 2020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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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見「你」全靠恩典──倘一味地找，恐怕不能找到。 

我遇見了「你」。我走進了與「你」的直接聯繫裏。 

聯繫，是被揀選、揀選的合一，被動、主動的合一。 

基本詞「我─你」只能用整個的生命說。 

召集，向著整個的生命融化，當然不能只靠「我」，但也不能沒有「我」。 

挨著「你」，就有了「我」。 

「我」在成為「我」的時候說出了「你」。 

所有的真實生活，都是相遇。374 

布伯的洞見，奇妙地神似十架約翰所指涉關於黑夜中與神的相逢。借用布伯

的說法，在這種互動模式中，我們並不是只使用感官與心靈，甚至超越主動與被

動，我們不是將不可知的神，拿來做客觀的觀察與分析，而是將我們自己全人投

入 來 與 神 相 會 。 而 這 種 相 會 ， 將 對 參 與 相 會 的 雙 方 產 生 轉 化 性 的 影 響

（transformation）。從這意義來說，使徒保羅在大馬色與神相會時，因上帝的大

光，使他本性的眼睛因黑暗而瞎了，進入闃黑無助的暗夜中，但那光照也逼使他

面對自己恪守律法，卻了無生氣、表面的宗教生活。當他更深「在基督裡」的時

候，便說出「與祂一同埋葬、與祂一同復活」（西 2:12）的體驗。他的生命因真

實與主相逢，產生了轉化性的改變，所以他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

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

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 2:20） 

這就是默觀中的黑夜相逢，在這與神聯合的靈修路徑中，因著相遇、相愛、

相會，為黑夜的靈修指出了終向：有一天，我們生命會漸漸地愈來愈像基督。如

同保羅那充滿渴慕與盼望的話語：「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

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後

3:18） 

  

                                                        
374布伯（Martin Buber），《我與你》，楊俊杰譯（香港：道風，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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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  論 

綜合地說，本文以「黑夜相逢」為題，探討十架約翰「黑夜」的靈修神學，

並試圖以此來回答本文的研究假定：基督徒的靈命成熟的路徑之一，是透過一種

「不知而知」（A.1.4.5）的否定之道，進到無助的「黑夜」旅程中，才能真實的

認識上帝並與上帝聯合。因此，本文處理的方式，在第二章探索的黑夜的起源之

後，緊接著將十架約翰黑夜的四個向度：「主動」與「被動」，「感官」與「心

靈」，加以組合形成四個黑夜，在第三至第六章中各以一章聚焦討論「主動感官

黑夜」、「主動心靈黑夜」、「被動感官黑夜」、「被動心靈黑夜」，如此由外

而內，由淺而深，層層剝開探討黑夜靈修神學底蘊，並在各章中根據其煉淨的景

觀提出進入該黑夜的靈修路徑。據此，在本文的最後一章中，一方面要為十架約

翰所勾勒的「黑夜」靈修神學，做出總結性的評論來回答研究假定，以「全是黑

夜」（Everything is Night !）的意象，帶出四點否定之道作為結論；另一方面，

也要以一種「已完成的未完成」悖論式的隱喻，以終為始，試著為後續的研究提

供建議，藉此做為本論文的結束。 

 結論：全是黑夜 

周學信認為「夜晚伴隨著未知與不確定，但盡管如此，我們必須承認：夜晚

也豐富地蘊藏著人類深邃的經歷。」375 的確，本文從一條不同的靈修路徑出發，

經過了漫漫長夜，我們似乎接近旅程的終點。但回頭一望，才發現原來對「黑夜」

的深邃，竟理解的如此不足。相對於「黑夜」的豐富，我們顯得貧窮，仍有許多

可以學習、理解、與經歷的地方。在探索十架約翰「黑夜」時，發現他對「夜」

其實有多重的分法。雖然十架約翰開宗明義地表示「夜」是個象徵，他說：「靈

魂的淨化我們稱為黑夜。」（A.序.6）但十架約翰說的黑夜有幾種？或說有幾個？

靈魂必須經過的黑夜，是一個、兩個、三個或四個？看是從什麼角度來說，其實

                                                        
375周學信，《無以名之的雲》，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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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正確答案。一個黑夜，指的是整個歷程；兩個黑夜，指的是淨化：主動、被

動，或感官、心靈；三個黑夜，指的是一個夜分成三個時分：黃昏、深夜和黎明；

四個黑夜，指的是主動的感官之夜、主動的心靈之夜、被動的感官之夜、被動的

心靈之夜。十架約翰廣泛的大約使用 500 次「夜」這個字，376 據此來看，十架約

翰不僅頻繁的使用「黑夜」的語彙來傳達他的思想和體會，他也藉著「黑夜」的

意象來闡釋發揚他屬靈生命的追尋路向。是的，對十架約翰來說，一切全都是夜！

（Everything is Night !） 

黃昏薄暮時，是黑夜初臨之際。而黑暗，在人不知道的時候，一下子就籠罩

過來了；同時，也在人尚未察覺時，就已經置身在完全闃黑、幽暗的深夜中，等

待黎明的到來。十架約翰的「黑夜」，不只源自他個人那四十九年短暫又命途多

舛的人生歲月，更是從他一生事奉主、甘願為主受苦的經歷中淬煉而來。藉著「黑

夜」，靈魂在愛火中被點燃，煉淨一切手段，深深地戀慕主，他進入追尋神、認

識神、愛神、與神聯合的屬靈旅程；透過「黑夜」，他為基督徒的靈修開闢一條

新的蹊徑，帶我們更深走上那豐滿無限的奧秘旅程。就這意義而言，十架約翰的

「黑夜」，不只是屬於他個人或那個時代的人，十架約翰的「黑夜」，今天也成

為我們的黑夜，成為歷世歷代每一顆認真尋求神的靈魂之黑夜。就此意義來說，

再一次，對所有人而言，全是黑夜！ 

「黑夜」所指涉的靈修，無論主動或被動、感官或心靈，都指向一個靈魂煉

淨的過程。一個人的屬靈生命成長需要經歷「黑夜」，十架約翰亦澄清，這「黑

夜」在某種特別的意義上，就是認同耶穌並且背起祂的十字架：「在這道路上，

只容棄絕自我和十字架。」（A.2.7.7）「黑夜」比起某些「道路或方法」或任何

「屬靈技巧」都要來得更單純、同時也更艱難。十架約翰甚至說：「凡喜愛行走

在甜蜜、方便又逃避效法基督的路上，我不認為這是良好的靈修。」（A.2.7.8）

正如同羅雲．威廉斯的觀察：基督正是在十架上，在祂被遺棄的「黑暗」中，最

為全備地救贖了世界，最為完全地成就了上帝的工作。377 

總結以上，可以十架約翰所指涉的四個「否定之道」來描繪「黑夜」靈修神

                                                        
376加爾默羅聖衣會，〈導讀篇 1：聖十字若望純愛的一生與著作〉，363。 
377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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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底蘊，與其煉淨景觀下進入該黑夜的靈修路徑，來作為本文的結論： 

 

十架約翰說：「靈魂經過黑夜，達到與上帝之愛完美結合」（A.序.1）在主

動的感官黑夜，追尋上帝的人就開始登上這與上帝聯合的旅程。為達到此目標，

我們要在靈修的旅途上，去除一切的障礙、羈絆，脫去一切的纏累，剝除淨盡。

其次，由於感官是我們接觸世界的「窗戶」，煉淨感官的欲望，便成為主動感官

黑夜首先要面對的。唯有割捨，才能帶來超脫，盧德研究十架約翰的專文中，注

意到十架約翰的教導，不是「純粹為了割捨而割捨」，割捨只是一個過程，目標

卻是「成全」。378 的確，否則在黑夜中只會痛苦不堪而不會覺得「幸福好運」。 

十架約翰在主動感官黑夜裡，不斷使用「克制欲望」的激烈語言，如「赤裸、

空虛、貧窮、棄絕、失去、割捨」（A.1.13.6-7）來形容看起來極為不合理的靈修

方法。十架約翰對主動感官黑夜煉淨的論證，即便在他所處時代的靈修傳統中，

都仍然是非常激烈與激進的（radical）。十架約翰煉淨欲望、進入感官黑夜的觀

點，最常讓人聯想到的是一種「幾乎近於非人道的消極又苦悶的靈修生活觀」，

但羅雲．威廉斯就犀利地回應這個現代人對十架約翰的誤解，他指出十架約翰煉

淨感官的景觀，其實是「朝向成全，而非倒空，是朝向美善的生活，而非虛無。」

379  

使徒行傳記載保羅在大馬色的途中蒙了光照，從一個逼迫基督徒的宗教狂熱

份子，轉變為一個宣揚基督福音的激進門徒。在他一生跟隨基督的旅程中，深諳

感官的欲望帶來的捆綁與對人的傷害，他說：「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

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 7:18）

因此他也說：「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我是攻克己

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林前 9:26-27）耶穌

當年對門徒與跟隨者所說的話，今天對我們依然是激進的呼召：「這樣，你們無

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 14:33）耶穌的教導

正說出了十架約翰辯證主動感官黑夜的悖論：經由割捨達致成全。 

                                                        
378盧德，〈榮格心理學與聖十字若望的靈修交談〉，《神學論集》174（2012 冬）：539-40。 
379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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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主動感官黑夜」煉淨景觀所標誌的否定之道，總意是：「經由割捨

達致成全」，重點在主動克制與割捨一切欲望，倚靠恩典來達致成全的目標。而

進入此黑夜的靈修路徑，則是以「經常的渴望」（A.1.13.2）、「經常努力傾向」

（A.1.13.6）地使用「基督中心、熾熱的愛、否定之路」這三帖醫治良方，總意

是「效法基督」。 

 

十架約翰首先以靈魂的三重性──理智、記憶、意志來描繪心靈淨化的內容：

第一、理智的黑暗，第二、記憶的空虛，第三、意志的赤裸。這一切模式都必須

得到淨化、脫離它們的捆綁與限制，繼續割捨、離去、倒空，整體自我才能被帶

到上帝面前，來領受祂的充滿。要在所有屬於心靈的部份，走上交出一切所有和

否定自我的道路，這也是耶穌所走的道路。耶穌在馬可福音第八章那充滿激進與

熱情、看似否定實是肯定的呼喚，也正是對每一個願意主動煉淨心靈的基督門徒

的呼召：「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

救自己生命（或作：靈魂）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

生命。」（可 8:34-35） 

十架約翰所處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基督徒普遍似乎酷愛靈異的神秘經驗。380 

在看似極度敬虔的混合神秘經驗中，神見、出神、香味、聖人、魔鬼、天使、上

帝，樣樣都有。但十架約翰指出，若人的動機不對，這些只會使人陷入無望的混

亂中，並且使信仰趨於平庸化。十架約翰以下這番話，就算是二十一世紀的現代

基督徒聽來，都是激進而充滿神學反思的： 

我很害怕現今所發生的事，若有哪個靈魂，做了「不值幾毛錢的省思」
381 之後，在收斂中有了神諭，隨時會把一切，就好像全來自上帝似的

說：「上帝對我說」、「上帝回答我」。然而事情確非如此，這些話，

更多的時候是他們自己說的。（A.2.29.4）382  

                                                        
380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100. 
381「不值幾毛錢的省思」，西班牙原文是「con cuatro maravedis de consideración」，consideración 

是面值的硬幣，這句話直譯是「四毛錢的省思」，就是說做了一點不怎樣的反省而已。參十字

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218。 
382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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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十架約翰在主動心靈黑夜裡，除了那些少數直接顯示上帝本質的超

性經驗外，其餘的都採用「否定」的路徑，亦即：「揚棄一切的神秘經驗」。這

樣的觀點，不只在他所處的時代極具洞見，今天看來仍然是先知性的提醒。十架

約翰對待心靈的主動淨化，使用「理智進入黑暗」、「記憶使之空虛」、「記憶

完全赤裸」的態度來論述。在這個主動心靈黑夜中，經由理智、記憶、意志所引

申的諸般神秘經驗，如果加以重視，會使人離開與上帝結合的道路，而這道路指

向的靈修路徑就是：信心、盼望與愛。Iain Matthew 認為，十架約翰不僅斬斷當時

的神學家對靈修旅途造成的障礙，他也徹底斷絕當代虔敬者的神秘觀。不要儲存

那些神秘現象，而開放給每個人的信、望、愛，遠比看重超自然現象更富深意。

383 從這角度而論，十架約翰在面對心靈的主動淨化，不只消極的「揚棄一切神

秘經驗」，也積極的指出進入心靈黑夜的道路，其實是：「在信、望和愛上帝的

赤裸與空虛。」（A.3.10.2）  

總之，「主動心靈黑夜」煉淨景觀所指出的否定之道，總意是：「透過否定

實現肯定」，重點在否定與揚棄一切神秘經驗，只珍視與肯定少數揭露上帝本質

的超性經驗。而進入此黑夜的靈修路徑則是，落實在生活中的三個屬靈操練：以

「信」來接納理智的黑暗、以「望」來治癒記憶的空虛、以「愛」來推動意志的

赤裸，總意是「活在信望愛中」。 

 

在談論被動感官黑夜時，十架約翰頻繁使用的關鍵詞是「乾枯」。在詮釋〈黑

夜〉首詩節「懸念殷殷，灼燃愛情」時，十架約翰指出通常在開始時，「不會感

受到燃燒的愛火，因為尚未著火。」（N.1.11.1）他引大衛身處黑夜的心情：「我

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幾時得朝見神呢？」（詩 42:2）而這種對上帝的渴

慕如此強烈，好似骨頭在渴望中乾枯了：「因而，我心裡發酸，肺腑被刺。」（詩

73:21）十架約翰指出在這個被動黑夜中，感官、情感的欲望都乾枯和斷絕，而這

枯乾去掉了木頭所有的水分和濕氣，木頭才能被上帝的愛火點燃。 

在尋找上帝的旅程中，感官作用是如此虛弱、有限和易於犯錯，每走一步都

                                                        
383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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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七罪宗和三世仇絆倒，唯有經過感官的黑夜，才使我們從這些罪宗得解放，

熄滅所有對上天下地的滿足，藉著乾枯進入黑暗中，並且才能領受上帝給予人的

祝福和屬靈的果子。因此，十架約翰指出，上帝把人安置在感官黑夜裡，目的是

要淨化人的感官，使之適應、順服，使之處在黑暗中；然後和心靈部份合一，為

使人與上帝結合，而「感官之夜的黑暗，是靈魂離開了低層感官部份的圈套和磨

難，達到幸福好運的夜。」（N.1.11.3）借用 St. Edith Stein 的觀點：進入「主動

之夜」，如同背負十字架（carrying the cross），處於「被動之夜」，則意謂神主

動的參與，好讓我們完成「被釘十字架」（crucifixion）的工程。384 十架約翰談

論上帝為何主動的帶領我們進入感官黑夜，原來是為了幫助煉淨那些我們靠己力

無法根絕的劣根性。當我們被動的欣然接受，願意進入這乾枯感官的黑夜中，上

帝所預備極其豐盈的恩典之流，就向我們傾注下來，使我們生命得益處並結出幸

福的果實來，這就是被動感官黑夜悖論的底蘊：藉著乾枯進入豐實。所以，十架

約翰這樣說： 

直到藉著把靈魂置於乾枯之中，稍微淨化其感官，亦即淨化其感官部份

的本性力量和情感，這時候，才會在其心靈點燃這神性的愛。總之，在

那時，就像一個人正在進行治療，在此黑暗又乾枯的欲望煉淨中，一切

都是痛苦的。但靈魂的許多不成全得以治癒，並獲得許多的德行，因而

可以容納我所說的愛，如同詩句所說：「啊！幸福好運！」（N.1.11.2）
385 

《夜》毫無遺漏地更徹底描繪苦修無法處理的困境，同時又對屬靈自我滿足

感發出不能妥協的聲音，十架約翰是在告訴我們，在「被動的黑夜」裡，我們遭

遇的經歷和對付，和主動黑夜來相比，都是更「恐怖和驚駭的」。（N.1.8.2）一

位現代加爾默羅修會的露絲．巴羅斯（Ruth Burrows），386 在她一本非常著名、

曾經改變羅雲．威廉斯一生的《神秘祈禱準則》（The Guides for Mystical Prayer）

                                                        
384St. Edith Stein, The Science of the Cross, 33. 
385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97。  
386露絲．巴羅斯（Ruth Burrows）是來自英國諾福克（Norfolk）奎德納姆（Quiddenham）的一位加

爾默羅修會的修女，也是研究十架約翰著名的學者。每年坎特伯雷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

大主教都會委託一本書供聖公會在大齋節期間閱讀。2012 年，他邀請露絲．巴羅斯寫一本關於

如何認識上帝的書。威廉斯指出，露絲．巴羅斯的這本書《神秘祈禱準則》（The Guides for Mystical 
Prayer）改變了他自己的生活。參 Amy Frykholm,“Prayer is God's work: Ruth Burrows, Carmelite 

sister,”March 22, 2012, The Christian Century, https://tinyurl.com/y3kgg396 (accessed February 22, 2220). 

https://www.amazon.com/-/zh_TW/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Ruth+Burrows+OCD&text=Ruth+Burrows+OCD&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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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深刻的反應著十架約翰這關於人的無助，需要仰賴神恩典與大能介入的觀

點。露絲．巴羅斯的雋語簡短卻力道十足： 「罪惡習性扎根如此之深，唯有上帝

可以摧毀。」387 

十架約翰開宗明義清楚的定義：「這個夜，我們說是默觀。」（N.1.8.1）在

這被動感官的煉淨裡，進入黑夜的途徑是承認我們的乾枯，放棄我們以為可以藉

著祈禱中運用的思想、推理、想像、感官的默想，來認識上帝的這些方法與途徑，

轉而單單注視上帝，以愛和單純的心領受上帝愛的傾注。默想在這個時候一切突

然變暗了，我們原來熟悉的工具或方法不再管用，在黑暗與乾枯中，我們反而遇

見上帝。多瑪斯．格林的隱喻極為生動，他說：「我們心靈的眼目一向習慣於世

物的黑暗，我們像蝙蝠一樣，只能在暗處看物，在光明中反而看不見東西。」388 

原來默想失效，是因為上帝的光照突然照在我們身上，我們的眼睛無法承受這光

照了。在這個意義上，默觀某種程度就是進入黑暗中，好能認識主。十架約翰所

謂的默觀，恰好和默想形成某種直接與間接的對比：默想是透過我們的思想和感

覺所獲得的間接經驗，有時會扭曲了上帝的實體；默觀則是一種無思想、無言語

的體驗，是對上帝直接的體驗，體會到上帝如其所是。389 

十架約翰從靈修傳統中汲取養分，發展他從默想到默觀的概念。他認為直到

導致成全的程度，這個默想的習慣會持續下去。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同時具有進

入默觀的三個記號，也才說明推理默想的訓練已經結出了它美好的果實，靈修者

的努力已經發揮到了極限，從這裡可以放手、交託給全能的上帝，全然信賴地開

始走上新的旅程，欣然領受上帝灌注的默觀，被帶進被動心靈黑夜之中。十架約

翰提示我們，開始走上這條默觀的靈修路徑，首先必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

全不要做推理和默想」（N.1.10.4），因為這不是默想的時候，而是要讓靈魂留

在安息與寧靜中。即使人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做，事實上，當人忍耐地恆心禱告，

而不做什麼時，其實已經做了很多。在默觀肇始時，唯一要做的是讓靈魂自由，

不使所有觀念和思想來阻礙靈魂，不要注意思想和默想，免得使靈魂疲憊，唯獨

滿足於以愛和平安注視上帝，領受上帝所賜予默觀的安息。 

                                                        
387Ruth Burrows, Guidelines for Mystical Prayer (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17), 75. 
388多瑪斯．格林（Thomas H. Green），《井枯之時》，127。 
389Ibid. 

https://www.amazon.com/-/zh_TW/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Ruth+Burrows+OCD&text=Ruth+Burrows+OCD&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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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被動感官黑夜」煉淨景觀所蘊義的否定之道，總意是「藉著乾枯進

入豐實」，重點在神主動介入，幫助人把罪惡的劣根性置於乾枯中，以此破七罪

宗克勝三仇，結出生命豐盛的果實。而進入此黑夜的靈修路徑，則是在神枯中耐

心等候，分辨三個停止默想的徵兆同時出現時，把握時機轉入默觀，總意是「從

默想到默觀」。 

 

十架約翰在被動心靈黑夜中，常用的悖論語彙是稱「黑暗」為「光」，他說：

「默觀稱為黑暗的光」（N.2.5.3）。弔詭的是：「黑暗」與「光」本是相反的兩

極，但盧德認為：默觀是一種超性認識，統整了對立的兩極，將靈修帶入超越二

元論、達到一體性神秘經驗的層次。390 換句話說，十架約翰的心靈之光，來自他

默觀生活中的黑夜經驗，故為達至黎明走向光，必須通過黑暗，經過黑夜，方能

與光結合。 

在聖經中，上帝是光，卻藉著黑暗向人說話。祂召人在光明中行走，人卻要

在黑暗與隱蔽中來就近祂。舊約裡的摩西和以利亞都有類似的經歷。上帝在「密

雲」中臨到摩西（出 19:9），而也是雷轟、閃電、角聲、山上冒煙中，摩西才挨

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出 20:21）以利亞避禍躲藏在何烈山洞穴時，上帝在「火

後微小的聲音」中向以利亞顯現（王上 19:12），以利亞要「用外衣蒙上臉」才能

進到上帝面前，才能在幽暗中聆聽上帝的話。摩西與以利亞與上帝相遇的經歷，

是後來靈修學者用來了解人與上帝相遇經驗的原型之一。「黑暗」在神學上的辯

證從這裡開展，上帝本身是光明的，但就祂向人顯現來說，人卻領會到黑暗。這

就是第四世紀教父尼撒的貴格利所說的「神聖的黑暗」（divine darkness）。391 

「神聖的黑暗」的概念，後來被狄奧尼修斯加以整合成為「黑暗之光」（ray 

of darkness），並且成為十架約翰建構黑夜默觀的重要來源。392 事實上，狄奧尼

修斯是十架約翰在著作中引用過次數最多的神學家。十架約翰多次引用「默觀是

黑暗之光」來表達通過黑暗顯出光照的意涵：當靈魂掙扎著來到上帝面前，卻不

                                                        
390盧德，〈榮格心理學與聖十字若望的靈修交談〉，544。 
391安德鲁．洛思（Andrew Louth），《神學的靈泉》，109。  
392Ibid., 2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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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著上帝的面容，上帝在黑暗中彷彿不在。但如同 Iain Matthew 準確的觀察：

「感覺祂不在，未必祂就不在；感覺祂很靠近，也未必指祂靠近。」393 而正是在

這黑漆漆的夜晚，靈魂才領會上帝的面容，即使這面容仍然保持著背影般的隱秘

（出 33:22）。因此，黑暗被描繪為不可言傳的光照，而默觀正是這條人可以在

信心、盼望和愛中到達上帝那裡的道路。394 

傅士德與畢比在探討十架約翰的靈修路徑時，使用了「光照黑夜」這個標題，

恰好指出十架約翰在被動心靈黑夜的悖論：通過黑暗顯出光照。傅士德根據黑夜

煉淨的光照，寫出了他在黑夜中的禱告： 

黑夜的神啊、光明的神， 

你曾應許路上有光，但我們此刻所看見的只有徹底的黑暗。 

不過，我們仍然相信。 

依祢的時候、以祢的方式， 

請把我們從黑暗變成你榮耀的光明。阿們。395 

從這角度來說，十架約翰的黑夜，不全然只是消極性的意義。大衛說：「黑

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見，黑夜卻如白晝發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樣。」

（詩 139:12）在神看來，白天夜晚、黑暗光明，都是一樣屬於祂的。黑暗不能遮

蔽祂的光明，甚至在至聖所的完全黑暗中，也才愈顯出祂的光照。只是上帝的真

光，對靈魂的感官和心靈而言，誠屬一片黑暗，唯有在更單純默觀的煉淨與光照

中，才能邁向與上帝聯合之途。梅頓說的好：「當人的心靈被引入信仰的黑夜時，

他便由默想進入默觀，進入一種更深、更單純的直覺性接受狀態。在這狀態中，

人處於被動的角色，以愛全神專注於那片光明。」396 

總之，「被動心靈黑夜」煉淨景觀所蘊義的否定之道，總意是「通過黑暗顯

出光照」，重點在神主動介入在人的心靈深處，剝除盡淨滌除一切的不成全，在

經過黑暗痛苦的折磨之後，好像木頭預備好被愛火焚燒成為火，顯出光照，並在

默觀中引領靈魂走上與神聯合的十級愛之梯。而進入此黑夜的靈修路徑，則是被

上帝帶進默觀中、從相識到相愛、最後與神在黑夜中相逢，總意是「相逢黑夜中」。 

                                                        
393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98.  
394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70。  
395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畢比（Gayle D. Beebe），《一生渴慕神》，336。 
396多瑪斯．梅頓，《靜觀、靜觀》，譚壁輝譯（台北：上智，1999），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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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本文，十架約翰黑夜靈修神學的底蘊，可以「全是黑夜」總圖來表達： 

圖表 7-1- 1 「全是黑夜」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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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已完成的未完成 

關於十架約翰的研究，發現他在《山》、《夜》兩本著作中，其實僅僅詮釋

了〈黑夜〉這首詩的前三節，其他詩節幾乎沒有討論；此外，在一些重要篇章中，

也發現他提出了一個理論架構，但往往只談論前面一部分，後面就戛然而止，留

下一大篇未討論的論題。397 謝華認為十架約翰中斷寫作的原因不明，可能是本

來計畫要對所有提出的議題都進行分析，但後來因為某種原因而中斷了；也有可

能是他覺得某些主題所講的已經足夠，不須再往下寫；抑或是他的手稿遺失或殘

缺等。398 我認為從十架約翰嚴謹的經院哲學訓練背景，及其系統繁複、架構完

整、思考縝密的寫作風格而論，十架約翰極有可能是「刻意」留下「未完成」的

著作，如同他對黑夜的理解，使已知的一切進入未知，使之黑暗、空虛、赤裸。

換句話說，十架約翰正是以否定式的「未完成」來實現肯定式的「已完成」的悖

論。也如同中國水墨畫中「留白」的意境，使觀看者激發更豐富的想像空間與深

邃的感動。我想起了舒伯特（Franz Schubert）第八號交響曲《未完成》（Unfinished 

Symphony No.8 In B Minor, D.759）。舒伯特因為只寫了兩個樂章就停下來，沒有

寫完第三和第四樂章，而被稱為《未完成交響曲》。但樂評家卻認為：其實我們

應該要感謝舒伯特沒有完成《未完成》交響曲，因為它「已經表現」了他所要表

現的一切。399 對舒伯特而言，這個「已經表現」有「完成的」的意含，但整首曲

子仍處在「未完成」的狀態，這種「已完成的未完成」的張力和悖論，我認為是

看待十架約翰靈修神學研究的最好姿態。 

因此，從這個「已完成的未完成」角度來審視研究的旅程，雖然似乎終於來

到了這趟探索十架約翰黑夜旅程的最後階段，但作為一個研究者，不只需要客觀

的移出，從事命題式（Propositional）的學術思考，同時也需要主觀的涉入，與上

帝有經驗式（Experiential）的神聖相會。於此同時，作為一個黑夜的探尋者，走

上研究旅程，恰似走進黑夜一般，才驀然體會哈列斯比（Ole Hallesby）論《禱告》

                                                        
397最明顯的例子是《山》第三卷後段，十架約翰提出「意志」四種情緒：快樂、希望、懼怕和痛

苦，但用了幾乎二十八章很長篇幅對「快樂」進行討論，但還沒有全部討論完畢，便突然結束

第三卷，直接轉入《夜》對被動淨化的談論中，其他三種情緒幾乎隻字未提。 
398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51。 
399MUZIK AIR，〈舒伯特：第八號交響曲《未完成》〉，2013 年 7 月 18，https://read.muzikair.co

m/tw/authors/8c186a55-cad8-4ad4-9072-e2e2df97f477 (取自 2020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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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意：「無助（Helplessness）的人才用得著禱告」。400 或許在黑夜中的默觀，

某種程度也是「無助」的禱告，意謂著：更加謙卑地承認自己的有限、乾枯、無

有，單單轉眼注目著耶穌。面對十架約翰浩瀚、奧秘、又富涵深意的黑夜，這份

研究雖然「已經表現研究者所要表現的一切」，但就十架約翰所涉及豐富的靈修

神學研究而言，卻是仍處在「未完成」的狀態。因此，在看到自己的有限裡，借

用這個隱喻來表達對「十架約翰黑夜靈修神學」後續研究的幾點建議： 

 

十架約翰以「黑夜」為核心，從「黃昏、深夜、黎明」三階段，寓意著傳統

「煉淨、光照、合一」的靈修三路，並以此發展其完整的靈修神學。《山》與《夜》

這兩部著作就是建構十架約翰關於「黑夜」的主要來源，重點在談論人與上帝聯

合動態過程中的「煉淨」階段。本文在緒論中，即述明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全

面綜述十架約翰的所有思想，而是選擇專注在「黑夜」這個核心意涵，探索人與

上帝相會途徑中的煉淨過程。因此，本文的結論中對「聯合」的議題，並無多所

著墨和發揮。但在靈修神學的研究上，「聯合」是極為重要的主題，關永中認為

神秘主義即使派別眾多，但到底可聚焦於一個核心意義，那就是「聯合」。401 十

架約翰的著作中，主要是以《靈歌》（Spiriitual Canticle）與《愛的活焰》（The 

Living Flame of Love）這兩部著作來探討「與上帝聯合」的主題，站在宏觀的角

度來說，要理解十架約翰豐富整全的靈修神學，無可避免的一定需要繼續深入梳

理這兩部著作，才能透徹進入十架約翰的內心世界。因此，對後續研究的第一個

也是最重要的建議，就是繼續與十架約翰的經典文本打交道，在「與神聯合」這

議題上，梳理出意義與建構其整全的靈修觀，以補充本論文之不足。 

 

十架約翰的靈修神學中，帶著濃厚的基督中心，最典型的例子出現在《山》

                                                        
400哈列斯比（Ole Hallesby），《禱告》顏路裔譯（香港：道聲，1975），17。 
401關永中有時也用「結合」來表示「聯合」，見關永中，〈默觀在神祕修行前提下所蘊含的煉淨

與結合〉，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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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第二十二章中，十架約翰在這裡呈現其獨特的基督論。獨特，是因為他與

傳統系統神學所建構的基督論有顯著的不同。根據隆多尼奧的看法，十架約翰的

基督論，既非為基督的奧蹟做一有系統或教義性的論述，亦非提出一個以基督為

中心的生活計畫。十架約翰的基督論，基本上是一個論述愛的基督論：起始於他

被愛的體驗，因此決定出離自我，尋找基督。402 這強調愛的基督論之主題，也同

樣出現在因愛而結合的神婚上。換句話說，十架約翰的著作，有很多地方是圍繞

在這個愛的基督論的主題上，值得後續研究者的探討。同樣的，關於十架約翰的

聖靈論，在《山》與《夜》裡著墨不多，但卻頻繁出現在《靈歌》與《愛的活燄》

中，十架約翰的聖靈論在這兩部著作中以愛、火、烈焰等詩的語言與意象出現，

顯然也值得後續研究者投注心力去梳理。 

 

十架約翰不只是一個詩人，也是使用隱喻、比喻和說故事的高手，他總是信

手拈來，每一個隱喻都深具畫面，生動無比充滿想像力。在註釋作品中，他大量

且豐富的使用這些生活中常見的平凡事物，來說明深奧的道理。例如他使用「小

狗吃桌上掉下來的碎屑」，隱喻靈魂喫不飽喝不足；使用「小孩求媽媽、貪婪的

挖寶、漏水的池子、風吹皺水面、以空氣當糧食、木頭投擲於火」等，比喻欲望

帶來疲累的傷害；（A.1.6.6）使用「霧氣、模糊的鏡面、泥漿攪動水面、瞎子、

飛蛾撲火、被光迷炫的魚、眼白的內障沙子」的例子，形容人的盲目與黑暗；

（A.1.8.1）使用「火燒乾枯的木材，焚化木頭成為火的本身」，比喻被動心靈黑

夜徹底的煉淨。（N.2.10.1）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從微觀角度來看，十架約翰

的隱喻如同「耶穌的比喻」，具有多重象徵與詮釋的意義，值得另闢專文深入剖

析整理歸納與研究。 

 

十架約翰自承他的註釋書，大都是為著當時修會的修士和修女靈修需要而寫，

                                                        
402隆多尼奧（Rómulo Cuartas Londoño, O.C.D.），〈聖十字若望的基督論〉，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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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只擔任他們的屬靈指導，甚至也成為大德蘭屬靈的神師，指導她達到與神結

合的靈修境界。不僅如此，他也同時成為那時代許多人的屬靈導師，詩作〈愛的

活燄〉（The Living Flame of Love）就是為一位寡婦安納夫人（Doña Ana del Mercado 

y Peñalosa）而寫的。403 費爾明對十架約翰的靈修引導服事，有著深刻的觀察： 

靈修指導，毫無疑問是十架約翰一生中最大的堅持之一。他一生中凡足

跡所到之處，總是特別留出時間，投注於陪伴他人的靈修之路。然而他

的靈修引導卻是別具一格的，他不是一個講方法和理論的人，他所講的

是生命。確切的說，是來自他對上帝的深刻體驗。404 

從靈性塑造和屬靈引導的角度而論，十架約翰的黑夜靈修神學，蘊含著積極

的面向，就是為靈修路徑指出路向，並提供路標來引導。因此，無論站在牧靈關

顧的理論依據或靈性塑造的實際需要上，十架約翰的屬靈引導這個主題，也是後

續可供多方面探討的研究方向。 

 

近幾年，天主教界在十架約翰的研究是多方面的。405 例如十架約翰對中世

紀靈修的繼承與發揚、有關默觀祈禱的學說、與大德蘭的思想互動、或對托馬斯．

梅頓的影響，甚至延伸到巴爾塔撒（Hans Urs von Balthasar，1905-1988）神學美學

的研究等。在台灣天主教界與學界方面，對十架約翰和其他靈修傳統的比較研究

裡，最豐碩的研究幾乎是關永中所建構出來的，他特別在十架約翰和大德蘭比較

的研究上有深刻的見解。406 此外，他和盧德也都另各有一篇關於十架約翰和伊

納爵對談的研究專文。407 在基督新教方面，尚未有原創性的專書探討。大部份

只有在「靈修神學」的項下，以一章的篇幅概覽式的描繪十架約翰的黑夜，基本

                                                        
403關永中，〈黑夜與黎明〉，276. 
404費爾明（Francisco Javier Sancho Fermin,OCD），〈聖十字若望─靈修陪伴者〉，260。 
405十架約翰逝世四百年（1991 年），美國加爾默羅研究學會在華盛頓召開國際會議並出版紀念文

集，可是為對上世紀研究的某種總結。見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附錄三，vi。 
406參關永中，〈熾愛與明慧：聖十字若望與聖女大德蘭對默觀的共同體認〉《輔仁宗教研究》19

（2009 年秋）：23-51。  
407關永中，〈詩心與神操-聖十字若望與伊納爵的精神交匯〉，《神學論集》180-181（2014 夏秋）：

275-309；盧德，〈夜與晝的整全靈修：十字若望與伊納爵的對談〉，《神學論集》180-181（2014

夏秋）：3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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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仍停留在「概論上」的介紹。408 換句話說，不僅對十架約翰的深入研究普遍缺

乏，更遑論十架約翰的靈修神學與其他傳統或現代的靈修神學的比較研究。顯然，

這方面的研究仍有許多後續值得挖掘與探索的空間。 

末了，十架約翰的黑夜所蘊涵的靈修神學，走的是一條「否定之路」的研究

取向，但如同本文所論述的，否定並不代表消極、厭世、逃避。相反的，十架約

翰拒絕靈修神學的封閉。對十架約翰而言，尋道者自身愈是被扭曲及塑造，他愈

是認識上帝。409 正如羅雲．威廉斯正確地辨識出，十架約翰強烈地意識到靈修

最可能會成為逃離基督的通路。410 Luke F. Fodor 也指出，十架約翰的黑夜，是一

趟「尚未完成的旅程」。411 如同耶穌道成肉身的旅程，為著我們的生，獻上祂的

死，是一種徹底虛己式丟棄自我（kenotic divestment of the self）的過程。412 而耶

穌救贖旅程的完成，如今轉換為我們繼續跟隨基督，所踩踏的一條未完成的旅程。

因為當我們持續走在黑夜中，雖然從未離開煉淨的火，但我們也是在闃暗的黑夜

中，才得聽聞上帝的聲音。413 十架約翰黑夜靈修神學的否定之路，就某種意義

而言，指出神既是我們永遠不可能認識的那位，也是我們不得不認識的那位。如

同 Howard 深刻的觀察：神既是啟示的神（Deus Revelatus），也是隱藏的神（Deus 

Absconditus）。414 認識神就是進入「已知」與「未知」的冒險中，走進十架約翰

的黑夜，就標誌著我們需要繼續不斷地放下我們的「知道」，走在這條充滿「不

知」、「否定」與「肯定」、「已然」與「未然」並存的張力與悖論的旅程中。 

終點尚未來到，回歸與神聯合的家鄉，走向終站的漫漫渴望，深深吸引著我

們，進入十字架那個居於核心，而又多結果子的黑暗旅途裡去。如果我們在自己

的否定、倒空與釘死裡，找到耶穌在祂十字架上否定、倒空與釘死的黑夜，那我

們就在那個黑夜裡與上帝相逢。就這意義而言，羅雲．威廉斯說的對：「想要逃

                                                        
408基督教中文著作方面，目前僅有三本著作各以其書的一章來介紹十架約翰的靈修神學，它們分

別是周學信，〈暗夜靈程〉，《無以名之的雲》；劉錦昌，〈十架約翰的靈修與空無觀〉，《基

督信仰的靈修觀─人物與思想》；吳東昇，〈十架約翰：靈魂黑夜之煉淨〉，《靈魂之愛火》。 
409Luke F. Fodor,“The Occasional Theology and Constant Spirituality of Rowan Williams,”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94/2(2012), 273. 
410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77. 
411Fodor,“The Occasional Theology and Constant Spirituality of Rowan Williams,”274. 
412Ibid., 273. 
413鄧紹光，〈導讀知識的傷痕〉，xix。 
414Evan B. Howard, The Brazos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spirituality,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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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黑夜，不願付代價去與懷疑和空虛搏鬥，就是在尋找另一位上帝，而不是尋求

那位被釘十字架的耶穌。」415 對十架約翰而言，與其說人主動地努力尋找上帝，

要走入黑夜中，不如說是被上帝熾熱的愛火吸引，而被動地駐留在黑夜中。因此，

黑夜更多代表的意含，不是子夜剝除淨盡的痛苦，或否定的極度枯乾，而更多是

「幸福好運」！「幸福好運」的西班牙文「dichosa ventura」，E. A. Press 英譯為

「happy chance」雖是較接近原意的直譯，但 Kieran Kavanaugh 則譯為「sheer grace」，

則更強調對此詩句的理解與發揮。416 因此，在黑夜中雖會經歷極深神聖黑暗的

煉淨，但卻也是因著與上帝那「純粹的恩典」（sheer grace）相遇，才有力量走出

自我、縱身躍進上帝所在的黑夜，並在黑夜的深洋中，自由自在地「漂浮」，417 

享受全然的靜息。 

在這幸福的黑夜裡，我們與上帝相逢。彷彿進入〈黑夜〉最後第八詩節中，

所描繪的心靈花園：我們與上帝這位親密的愛人（Beloved），相看兩不厭。418  

我留了下來，處於忘我中， 

垂枕頰面依偎著我的愛人， 

萬事皆休止，我捨棄我自己， 

拋開我的俗塵凡慮， 

忘懷於百合花叢中。           （〈黑夜〉．詩節 8）419 

 

  

                                                        
415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79. 
416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29；關於 ventura 的討論參謝華，〈愛與淨化的黑夜〉，48。另兩

種〈黑夜〉英譯版，參閱文末附錄三。 
417「漂浮」的概念來自多瑪斯．格林，他形容默想如同「游泳」，默觀則如同在水中「漂浮」。

相關討論見多瑪斯．格林，〈井枯之時〉，165。 
418「相看兩不厭」語出李白，〈敬亭獨坐〉：「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

亭山。」 
419〈黑夜〉白話文中文版，見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282；另參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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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攀登加爾默羅山地圖 原手稿420 

  

                                                        
420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John of Cross, 66-67.中文版見本文第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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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中文本〈黑夜〉詩 

（文言文版） （白話文版） 

1.黑夜初臨， 

懸念殷殷，灼燃愛情， 

啊！幸福好運！ 

我已離去，無人留意， 

吾室已然靜息。 

1.在一個黑暗的夜裡， 

懸念殷殷，灼燃著愛情， 

啊！幸福的好運！ 

沒有人留意我離去， 

我的家已經靜息。 

2.黑暗中，安全行進， 

攀祕梯，裝巧隱， 

啊！幸福好運！ 

置黑暗，隱蹤跡， 

吾室已然靜息。 

2.在黑暗和安全中， 

攀上隱密的階梯，改變了裝扮， 

阿！幸福的好運！ 

在黑暗中，潛伏隱匿， 

我的家已經靜息。 

3.幸福夜裡， 

隱祕間，無人見我影， 

我見亦無影， 

沒有其他光明和引領， 

除祂焚灼我心靈。 

3.在那幸福的夜裡， 

祕密地，沒有人看見我， 

我也毫無所見， 

除了焚燒我心者， 

沒有其他的光明和嚮導。 

4.如此導引， 

遠勝五日光明， 

到那處，祂等待我近臨， 

祂我深知情， 

那裡寂無他人行。 

4.引導我的這個光明， 

比中午的陽光更確實， 

導引我到祂期待我的地方， 

我深知祂是誰， 

在那裡沒有人出現。 

5.啊！領導之夜， 

啊！可愛更勝黎明之夜， 

啊！結合之夜 

兩情相親， 

上帝化卿卿似君卿。 

5.夜啊！你是引導的夜！ 

夜啊！你是比黎明更可愛的夜！ 

夜啊！你結合了 

愛者與被愛者， 

使被愛者在愛者內神化。 

6.芬芳滿胸襟， 

痴心只盼君， 

斜枕君柔眠， 

輕拂我弄君， 

飄飄香柏木扇，徐來風清。 

6.在我那盈滿花開的胸懷， 

惟獨完整保留給祂， 

祂留下來依枕臥眠， 

我愛撫著祂， 

香柏木扇飄送著輕柔的微風。 

7.城垛微風清， 

亂拂君王鬢， 

君王傷我頸， 

因其手柔輕， 

悠悠知覺，上帝魂飛越。 

7.城垛的微風徐徐吹拂， 

當我撥開祂的頭髮時， 

微風以溫柔的手， 

觸傷了我的頸， 

使我的所有感官頓時失去知覺。 

8.留下自己又相忘， 

垂枕頰面依君郎； 

萬事休；離已遠走， 

拋卻俗塵， 

相忘百花層。 

8.我留了下來，處於忘我中， 

垂枕頰面依偎著我的愛人， 

萬事皆休止，我捨棄我自己， 

拋開我的俗塵凡慮， 

忘懷於百合花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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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英譯本〈黑夜〉詩 

Translated by Kieran Kavanaugh, O.C.D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Allison Peers 

1. One dark night, 

Fired with lover’s urgent longings 

-ah, the sheer grace!- 

I went out unseen, 

my house being now all stilled. 

1. On a night, 

Kindled in love with yearnings 

-oh, happy chabce!- 

I went forth without observed, 

My house being now at rest. 

2. In darkness and secure, 

by the secret ladder, disguised, 

-ah, the sheer grace!- 

in darkness and concealment 

my house being now all stilled. 

2. In darkness and secure, 

By the secret ladder, disguised 

-oh, happy chance!- 

In darkness and in concealment, 

My house being now at rest. 

3. One that glad night, 

in secret, for no one saw me, 

nor did I look at anything, 

with no other light or guide 

than the one that burned my heart. 

3. In the happy night,  

In secret, when none saw me, 

Nor I beheld aught,  

Witrout light or guide, 

Save that which burned in my heart. 

4.This guided me 

more surely than the light of noon 

to where he awaiting me 

-him I know so well- 

there in a place where no one appeared. 

4. This light guided me  

More surely than the light of noonday 

To the place where he 

(well I knew who!) was awaiting me 

-A place where none appeared. 

5. O guiding night! 

O night more lovely than the dawn! 

O night that has united 

the Lover with his beloved, 

transforming the beloved in her Lover. 

5. Oh, night that guided me, 

Oh, night more lovely than the dawn, 

Oh, night that joined  

Beloved with lover, 

Lover transformed in the Beloved! 

6. Upon my flowering breast 

which I kept wholly for him alone, 

there the lay sleeping, 

and I caressing him 

there in a breexe form the fanning cedars. 

6. Upon my flowery breast, 

Kept wholly for himself alone, 

There the stayed sleeping, 

and I caressed him, 

And the fanning of the cedars madw a breeze. 

7. When the breeze blew form the turret, 

as I parted his hair, 

it wounded my neck 

with its gentle hand, 

suspending all my senses. 

7. The breeze blew form the turret 

As I parted his lock;, 

With his gentle hand  

he wounded my neck 

And caused all my senses to be suspended. 

8. I abandoned and forgot myself, 

laying my face on my Beloved; 

all thungs ceased; I went out from myself, 

leaving my cares 

forgotten among the lilies. 

8. I remained, lost in oblivion; 

My face I reclined on the Beloved. 

All ceased and I abandoned myself, 

Leaving my cares  

forgotten among the l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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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十架約翰重要紀事年表421 

年代 歲 重    要   紀   事 

1542 0 出生於西班牙馬德里北部的方堤貝羅（Fontiveros），取名約翰

（Juan de Yepes） 

1544 2 父親龔撒羅（Conzalo de Yepes）病逝，家中一貧如洗，母親佳琳

（Catalina Alvares）攜哥哥方濟各（Francisco de Yepes）和約翰勉

強度日。 

1551 9 舉家遷居梅地納（Medina del Campo），接受教育，並在修女院

協助修女工作。 

1558 16 約翰在照顧傳染病人的慈善醫院（The Hospital of Conception）服

事病患，深得院長賞識，送他進入耶穌會學院就讀，課餘繼續在

醫院服務。 

1559-63 17-21 約翰在耶穌會學院就讀，接受紮實的人文教育，培育出深厚古典

文學素養。 

1563 21 選擇進入梅地納的加爾默羅會，取會名瑪迪．約翰（Juan de San 

Matias） 

1564 22 以加爾默羅會士身份進入撒拉曼加大學（Salamanca）422 研讀神

學三年。 

1567 25 被祝聖按立為司鐸，九月返鄉主持舉行首祭彌撒，同時會晤了大

他二十七歲的大德蘭（Teresa of Avila），成為一生轉捩點。 

1568 26 接受大德蘭的感召和教導，開始推動修會的改革。十一月在杜魯

耶洛（Duruelo）創立了第一所男性的「赤足加爾默羅修會」

（Discalced Camelites）恢復原初會規精神，並改會名為十架約翰

（John of the Cross）。 

1572 30 大德蘭被委派回亞味拉（Avila）「基督成肉身修道院」擔任院長，

改革並管理帶領 130 位修女。十架約翰應大德蘭呼召前往協助，

並擔任告解上帝師和屬靈導師，1572-1577 年十架約翰和大德蘭

相處了五年。 

1573 31 五月十七日，十架約翰和大德蘭談說三一奧蹟時，兩人同時上帝

魂超拔，離地懸浮，大德蘭跪著升起，十架約翰連同座椅上升。 

                                                        
421這份年表參考多本十架約翰的生平所綜合編纂，但主要參考 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 3. 
422這是當時的名校，與波隆那、巴黎和牛津大學並駕齊驅，也是當時天主教改革的主要的神學中

心。見十字若望，《攀登加爾默羅山》，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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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歲 重    要   紀   事 

1577 35 十二月被非赤足會士以武力夾持帶往托利多（Teledo）監禁在一

個六呎寬十呎長的「壁櫃牢房」長達九個月，受盡身體和心靈的

苦待。 

 作品：〈靈歌〉（Spiriitual Canticle）最初 31 節。 

1578 36 八月逃出托利多，前往西班牙南方的埃加耳瓦略（El Calvario）。 

 作品：出獄不久寫下詩作〈黑夜〉（The Dark Night）423 

1578-81 36-39 先服務於貝爾斯附近，後在大學區的培亞城（Baeza）創立南方

首座加爾默羅學院，兼任校長。 

1581 39 十一月往革拉納達中途路經亞味拉，最後一次會晤大德蘭。 

1582-88 40-46 在革拉納達遇見安納夫人的協助建立新的修院，並完成詩作〈愛

的活燄〉（The Living Flame of Love）題獻給安納夫人（Doña Ana 

del Mercado y Peñalosa），約在 1586 年應安納夫人註解此詩的請

求，兩週內完成與詩歌同名的註解書《愛的活燄》。這段期間也

完成了其他大部份著作。 

  
 作品：完成〈靈歌〉40 節版本。 

 作品：完成四部注釋書：424 

《攀登加爾默羅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1579-1585 

《靈魂的黑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1582-1585 

《靈歌》（Spiriitual Canticle）1584 年第一次校編，1586-1591 年

間第二次校編。 

《愛的活燄》（The Living Flame of Love）1585-1587 年間第一次

校編，1586-1591 年間第二次校編。 

1588-89 46-47 重返卡斯提的塞谷維亞（Segovia）並任院長，是較為安靜的服務

時期。 

1590 48 修會內意見分歧，開始影響十架約翰職位。 

1591 49 六月，十架約翰被迫喪失修會內的重要任職，被貶下放到南部偏

僻會院，八月在陪紐耶納（La Penuela）短暫獨居。九月腿部發炎

高燒不退，自願選擇前往烏貝達就醫，但遭烏貝達修院院長的不

友善對待，十二月十四日清晨逝世，享年 49 歲。 

 

                                                        
423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John of Cross, 33-34. 
424關於十架約翰四部著作完成的時間，有不同的算法，本文主要是參考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John of Cross,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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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靈程日誌（Journaling as Spiritual Discipline）摘抄 1 

白天黑夜，都是遇見神的日子  2019.9.3 

黑夜過去，黎明總是到來。每一天太陽照常升起，天，照樣亮了起來。無論我今天心情如何，

身體狀況如何，時間，不斷向前進行，日子一天一天過。轉眼，時序很快要開始有秋天的感覺了。

在如常的生活中，如何平靜安穩、充實豐厚的度過每一天？讓每一天都在有意識的與神同在中度

過？都在神的保守中敬虔度日？每天起床時，我是以怎樣的心情面對這一天？喜樂？充滿期待？

還是沮喪、擔憂、害怕？ 

我今天起床，就面對一個事實：白天時間過去，我會進入夜晚。面對不可預知的挫折或反對？

我起床是為了與神會面，我起床是為了與神同行。不是因為前路漫漫而在驚惶中度日，而是滿懷

期待迎接眼前的每一刻，然後在一天之後，安然進入與神同在的黑夜。在今天的每一個時刻裡，

都是我與主同行相會的時刻。主啊，讓我的心對準祢，白天黑夜，都是與祢相會的日子。 

黑暗中的聆聽  2019.9.7 

在日常生活的千萬種場境（place）中，傾聽神藉著萬物萬事，向心說話。不過，不能從神藉

著聖靈默示寫成的情書中，聽見神對我的愛意，大概也很難在日常生活中聽見神的聲音說：「我

愛你，孩子！」因為不熟悉神的聲音。我有多熱愛讀神的話語？我有多熱衷讀神寫給我的情書？

我有多渴望聽見神的聲音呢？我有多渴慕讀聖經的文本？我要怎樣天天在生活的場境中聽見祢

微細的聲音？十架約翰大量引用聖經文本，他說所有的根基在聖經，他從聖經中聆聽到什麼呢？

他在闃黑的暗夜中聽到什麼？這是我要思考的問題。 

生命的風景與身高無關  2019.9.9 

新的一天、新的季節、新的事奉旅程，日子在前面展開，每一天等待著去冒險的是驚奇也是

恩典。生命是一個旅程。跟隨基督的路途中，所經歷的喜樂與悲傷、美麗與哀愁，在恩典中，都

站成一幅風景，訴說神的奇妙和作為。我雖是旅人、過客，但卻也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

（弗 2:19）。新的季節，重新當神學生，面對十架約翰這位身高僅有 150 公分的屬靈小巨人，新

的風景正在前面展開。 

恩典與棄絕  2019.9.11 

在去見祢或祢榮耀再來的旅途中，祢領我經過生命中的風暴，安然抵達恬靜的港灣，冒險的

旅程沒有憂傷、懼怕，只充滿了驚奇和讚嘆，但祢說我這趟旅程比那驚奇好玩豐盛百倍，儘管我

要經歷漫漫黑夜，旅程中的會有新奇和發現。十架約翰在托利多被監禁在「壁櫃監獄」九個月，

激發後來寫出〈黑夜〉詩歌，這捆鎖的黑夜，對他而言，是棄絕或是恩典的旅程呢？換成是我，

我還看得見背後恩典的主嗎？我一點也沒有把握。 

最好的時刻是現在  2019.9.14 

                                                        
1 研究期間「撰寫靈程日誌」（Journaling as Spiritual Discipline）作為研究方法中的一種取向，

誠實紀錄與上帝關係的心路歷程，在自身生命中探索「黑夜」的主題，並作為此研究的參

照。限於篇幅，此附錄僅節錄「靈程日誌」中的 63 篇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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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約翰身處十六世紀屬靈動盪的西班牙，當許多人追求特殊的靈異經驗時，似乎是把眼光

放在天上的未來影兒。十架約翰卻鼓勵人要「揚棄一切神秘經驗」，看來，他務實多了，活在此

時此刻的當下，為主死去也為主活。對十架約翰而言，最好的時刻不在過去與未來，而是活著這

一刻。盧雲說「留在原處，盡情活在當下，品嚐此時此地的滋味。」2 此時此刻，就是最好的時

刻，不在昨天，不在明天；此時此地，就是最美的地方，不在別的地方，就在我所站的這片土地

之下。 

黑暗之光  2019.9.20 

最近在讀的幾本小書，《擁抱耶穌的心》、《更深經歷耶穌基督》、《心靈麵包》都不約而同的

提到一件事，就是與主的對話，操練時時刻刻與主保持親密的談話和交通。盧雲說：「我們可以

把內心的獨白變成與神的對話，他是萬愛的源頭。」內心的獨白是孤寂的，是思慮、幻想、作夢、

是好像沒有對象可以訴說的。但我有祢，我生命的中心，我每一個思想、意念、每一個心情，或

喜樂或哀傷，或興奮或低鬱，都有祢傾聽，都有祢可以傾訴。 

祢願意滿懷愛憐地佔滿我心房的每一個思緒，讓我的每一個思想，都不再是內心空洞的獨白，

而是與祢的親密交談。我們談些甚麼呢？萬一有些想法不討祢喜悅呢？那些私欲、老我、自私、

驕傲、自誇、祢聽了會怎麼想？十架約翰用「割捨、赤裸、空虛、棄絕」的激烈語言來對付老我

的欲望，那是在人心裡的自我中心，在那深沈的黑暗中，與神對話，意謂著讓聖靈光照嗎？因此，

十架約翰說「默觀是黑暗之光」。 

渴慕祢  2019.9.22 

什麼是渴慕？身體的渴，是否像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那般切切的渴想水一樣？或像沙漠長

途跋，涉渴望一片綠洲？而這只是心中的想望，是生理的需求，終會滿足，只要找到水。但心中

的「慕」呢？怎樣可以得滿足呢？主，我是否不那麼想念祢？不那麼愛慕祢？以致好像沒有祢，

也可以靠著自己，靠著經驗，就可以活下去？為甚麼我活得好像不需要祢的同在呢？好像我其實

是不那麼羨慕與祢在一起？ 

這兩天的混亂，再次證明，離開祢，我甚麼都不是。主啊，我承認我對祢的渴慕是這樣少，

我以為渴慕祢，其實卻離祢甚遠，才發現心中的黑暗有多深。求祢加增我心中的渴慕，在清晨，

用渴慕喚醒我沈睡的心靈；在白天，把渴慕像空氣一般賜給我；當黑夜到來，以渴慕為枕伴我入

睡。 

本性中的自以為義  2019.9.24 

今天一直活在懊悔之中，如何治死驕傲的老我？十架約翰說無論大小的欲望都造成屬靈生

命的傷害。本性中的自以為義，卻一點不帶著憐憫，論斷別人，其實就在同樣事上定自己的罪。

3 而批評的對象，不是陌生人，卻常是身邊最親近的人。因自己的老我的罪，卻傷害別人。真正

的問題是我自己。每次悔改時，我總覺得有一種試探，是「驕傲的自以為義」，看不得別人做事

的缺點。十架約翰在面對主動心靈黑夜時，辨識出其實整個主動心靈的煉淨，基本上是以耶穌的

                                                        
2 盧雲 (Henri J. M. Nouwen)，《心靈麵包》，徐成德譯（台北：校園，1999），23。 
3 「祢這論斷人的，無論祢是誰，也無可推諉。祢在甚麼事上論斷人，就在甚麼事上定自己的

罪；因祢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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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為中心的。亦即，誰為了基督，否定自我，捨棄理智、記憶、意志所能渴望與享受的一切，

而選擇那更似十字架的，這人反而會獲得生命。所以他說：「在這道路上，只容納棄絕自我和十

字架，十字架是達到目的的手杖。」（A.2.7.7）羅雲．威廉斯甚至認為：「心靈黑夜在某種特別意

義上，就是認同耶穌並且背起祂的十字架。」4  

像基督5  2019.9.28 

我的耳朵是 

另一個人的眼睛 

我的左手是 

另一個人的右手 

我的靈魂是 

另一個人的軀體 

我的黑夜 

是另一個人的白天 

今天 

我會在另一個城市 

遇見 

另一個自己 

棄絕  2019.10.3 

蓋恩夫人書裡提到「棄絕」的經歷。她說「棄絕」是： 

你生活的環境，你生命中的每一分鐘，以及你整個人生的旅程--任何事情，甚至所有

發生的事情--都有神的旨意和祂的許可才會臨到祢。6 

向己的棄絕，就是相信我生命中的每一個當下，都是從神而來的，包含所有的哀樂，狂喜和

苦難都從祢而來，都經過祢的許可，祢都曾經歷過。在與祢面對面相會的回家旅程中，所有的遭

遇，都是從祢而來的，感恩加上知足的活在這一分鐘，把自己棄絕（交托）給祢。十架約翰的黑

夜，基本上是「激進棄絕自我」的旅程。 

每一個小時的回歸  2019.10.8 

今天我有多少時候「意識」到與祢的同在？其實祢是內住的基督，即使我那時沒有察覺到，

祢卻一直在我裡面。只是，在外面的活動中，我的心思何時轉向祢？祢甜美的同在何時充滿我心？

這樣甜美同在的時刻，在什麼情境下發生？包含無意識的片刻嗎？當早晨我起床漱洗、如廁、習

慣性的出門去走路、與妻子早餐，祢都與我同在嗎？我想要更多有「意識到」祢的同在，不斷的

從外面的活動中歸向裡面的神，像地心引力般的自然，我一鬆手就自然落回這引力的中心，這中

                                                        
4 Rowan William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67. 
5 這首小詩的靈感主要來自「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

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後 3:18） 
6 蓋恩夫人，《更深經歷耶穌基督》，活道使命團譯（香港：證主，20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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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就是我親愛的主。吸引我，甚至連「努力」的想法都是握在手中的重擔，放下它，我才能更快

的被主的磁石吸引，更無攔阻的回到這心中內住的基督身上，默觀不像「游泳」而像「漂浮」。 

遇見辛波絲卡7  2019.10.17 

午後 

一個人在 starbucks 

一個綠色精靈的杯子 

承載一個靈魂 

焦糖和瑪其朵的味道 

卻深深交溶在一起 

冬日忙碌的季節裡 

我在旋轉門中 

遇見辛波絲卡 

時間 

突然停了下來 

停下來  2019.10.26 

開始實驗（或操練）在起床到臨睡前的時間，以手錶鬧鈴設定每一個整點小時，花十分鐘來

與主親近。最大的困難，其實是十分鐘裡，我竟然不知道要做什麼？一開始，轉向內住的祢，但

持續幾分鐘後，發現就開始看錶，彷彿重要的是下面的時間和「正在做的事情」。難道在日常活

動之中，是這樣難以把活動停下來？還是我其實還不懂怎樣真正與祢交談？知道「要」與祢交談，

但卻還不會真正交談？就在當下，轉入內在的基督，或者閉起眼睛，進入心靈的秘密花園與祢相

會。每次的十分鐘，是生命歸向祢的寶貴時刻。進到至聖所，與祢在一起。愛德華米勒牧師8 曾

說，他幾秒鐘就進入與神的同在裡了。 

內住的基督  2019.11.1 

時常把心轉回到裡面，那裡有內住的基督。我無法離開外面的感官，聽聞看世界的一切，但

我可以時刻轉回到心靈深處，那裡有祢的同在和內住。我不必與私慾爭戰，或拼命的克己，越注

意這些本性中的慾望，慾望就越坐大、越活躍。十架約翰說：「除非上帝親自動手」。蓋恩夫人說；

「用所有的精神力量去注意內住的基督，而不是注意外面的事物及感官的活動。」9 

這秘訣，是持續過內在生活，時刻把心轉回，定睛於祢。親愛的耶穌，教導我，扶持我，引

領我，提攜我，在外面眼目的情慾、感官的刺激充斥的這個世界，讓我常常回轉，我承認自己的

軟弱，如果沒有祢的保守，我怎能勝過？我渴慕過內在生活。今天，我要操練不斷的把心思轉回

裡面，因那裡有祢的內住，當一天結束，親愛的主，讓我滿懷甜蜜，因有祢的同住。 

                                                        
7 瑪麗亞·維斯拉瓦·安娜·辛波絲卡（波蘭語：Maria Wisława Anna Szymborska，1923 年 7 月 2 日

－2012 年 2 月 1 日），波蘭詩人、翻譯家，1996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8 愛德華米勒（Robert Edward Miller）牧師，1948 年帶著從神來的異象開始了「毘努伊勒事工」，

也是 1954 年阿根廷大復興的關鍵人物。1988 年開始造訪板橋靈糧堂，帶來教會的更新。 
9 蓋恩夫人，《更深經歷耶穌基督》，活道使命團譯（香港：證主，2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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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祢作為一天的開始和結束  2019.11.6 

德蕾莎修女在印度加爾各達從事「瀕死之家」服事的經歷，德蕾莎修女說： 

她們以神作為一天的開始，以神作為一天的結束。她們四點鐘就起床聚集，在見第一

個病患前，先讓自己沈浸於敬拜與神的愛中。一日工作完畢，再回到教堂晚禱，而一

日之間的每件事，都當作獻給神的祭。10 

每樣事情，無一例外，皆為成聖的工具與媒介，神對我們的心意，總是以何者對我們最有益

處著想。 

活在今天  2019.11.9 

今天我該怎樣活，可以顯出祢的榮耀與恩典？每天在與生活的搏鬥中，事奉、講道、教課、

上課、下課、吃飯、睡覺、工作、這些紅塵瑣事構成生活，生命的成長就是在瑣事中無聲無息發

生。今天，就是生命可以成長的一天，今天遇到的事，就是可以被祢塑造的事，遇到的人就是可

以被祢藉他們，使我成長的人。每件事，不在祢意料之外，在祢掌權中。今天，成為敬拜祢的一

天，活在敬拜中。 

思念11  2020.11.17 

許多事會過去 

許多人會錯過 

記憶慢慢淡去 

牙會忘了刷 

電話號碼會忘記 

車票遺失在車站 

口袋的相片不知甚麼時候 

開始泛黃 

但思念 

卻從來不曾走遠 

賴以存活的氣息  2019.11.19 

靈程日誌是與主之間的對話，是心對心的交流，是一顆想望祢的心靈，不住回歸到內住基督

的旅程紀錄。或許，這是我賴以存活的氣息。軟弱、平凡、微小的我，一點也不能靠自己的經驗、

訓練、才幹、聰明…來理解十架約翰的黑夜。我永遠不能倚靠勢力、才能、恩賜，唯有順著在我

裡面聖靈湧流的恩膏，才能繼續與黑夜共存，然後靠恩典活下去。才能在每日的平凡紅塵中，說

話、吃飯、工作、飲水、默想、睡覺、讀書、思考、默觀、走路….，不管外面世界的評價或風尚，

我認定只有祢，唯有祢，是我的依靠、我的生命、我的氣息。 

                                                        
10楊腓力(Philip Yancey)，《尋神啟事》，徐成德譯（台北：校園，2002），102。 
11母親從小和我分離，40 年後我們重逢，相處 7 年後，母親於 2014 年 11 月回天家。這個季節，

總是特別思念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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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默  2019.11.26 

與祢同在的時候，若要聽見祢的低語，唯有靜默。德蕾莎修女在論禱告時，提到靜默，自然

界的很多事都在靜默中進行、生長。例如星球的運轉、花草的生長，甚至人生命的成長。在靜默

中，不知不覺中黑夜已經進入深邃的子夜。 

當我在植物園中漫步，看著蒼天的老樹、長年兀自站立於園中一角，經歷風雨烈陽、春去冬

來、人事更迭，但它依然生長，無視於周遭環境的變換，在靜默中展現強韌的生命力。我想到屬

靈生命的成長，也需要這種靜默的能力。關上門，打開心、打開耳朵，傾聽祢在黑夜中的微聲。 

從遠離到就近  2019.11.29 

身體生病時，心靈是否也容易疲倦？軟弱？這也算是一種黑夜嗎？黑夜是我要逃離的經驗？

或是我要被動帶進去的經驗？病了一個禮拜，咳嗽還沒有止息的徵候，倒是越來越嚴重，醫治，

需要信心。多快可以從遠離到就近？從上一刻的親密同在到下一刻的孤寂，有多快？多遠？  

幫助我，在我每次掙扎時，用恩典扶持，勝過試探，過得勝生活。聖靈請用祢的膏油充滿我，

使我被祢純淨清新的能力充滿，羨慕美好清潔的事物，厭棄一切使我遠離祢的事物，無論那事物

看起來是多吸引人、若使我心無法就近祢，主啊，求祢使我厭棄那一切。 

病中，我想起十架約翰〈解執的禱告〉的禱告，安慰鼓勵著我： 

喔！耶穌！求你拯救我！ 

從想要得著愛的渴望，從想要得著稱頌的渴望，從想要被高舉的渴望， 

從想要成為首選的渴望，從想要成為討論對象的渴望， 

想要得著認同的渴望，從想要得著人氣的渴望中拯救我！ 

救我脫離自棄  2019.12.1 

昨晚吃過飯後就睡了，一夜到第二天清晨。今晨到基隆百福分堂講道，還是濃黃的鼻涕，昏

昏的頭。我需要休息，調養身體。好好照顧身體，也是生活規則中的一項操練。病癒後，要做好

運動計畫，努力實施，研究、閱讀、都需要良好的紀律。 

走遠路，需要有健康的身體。心靈呢？身體疲倦、心靈是否可以剛強呢？我需要祢的救恩和

醫治，需要祢的憐憫和力量。幫助我越過病痛，在病痛來臨時，有祢的力量和恩典，救我脫離兇

惡、疾病、自艾、自棄。自棄，是一個從黑暗來的，黑雲遮蔽我的天空，遮斷我與祢的連結，使

我遠離祢，救我脫離自棄。 

除去一切的不潔  2019.12.4 

跟任何聖潔有關的不潔都要斷除，不要留下任何的地步，就在此刻，此時、此地。聖潔沒有

藉口，沒有所謂百分之九十八的聖潔。主阿，在祢的同在中，求祢潔淨我，為我造清潔的心，使

我這污穢、敗壞、詭詐、不潔的心，重新被祢創造，成為聖潔，使我的身心靈成為聖靈聖潔的居

所和殿。在黑夜中，請來煉淨和光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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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過一個聖潔的生活  2019.12.6 

葛培理牧師自傳的書名，用的是 1843 年英國女詩人依若蒂所寫的聖詩：《照我本像》（Just I 

am）。歌詞是這樣：「像我這樣，重重罪愆，誰能拯救？誰能赦免？主愛高深，召我得生，救主耶

穌，我來我來。」12 這也成為我的禱告和心願。像我這樣的罪人竟能蒙恩。耶穌，我願就近祢，

求主全面掌管我，掌管我的生活、學業、工作、家庭、道路、思想、意念、健康。原來我生來是

被呼召過一個聖潔的生活，順從聖靈聲音的生活和行止，一生尋求成為讓祢聖靈樂意居住的居所，

成為祢聖潔的殿。 

與耶穌的連結  2019.12.8 

耶穌的生命與天父連結，祢只做父要祂做的事。所以祢沒有醫治所有的病人，主有這權能叫

畢士大池邊的病人全部痊癒，但主沒有。主裡面有一股安息，主聽見父的聲音，並且主說「我在

父裡面，父在我裡面」（約 14：10），所以祢只做父要做的事。祢的生命和神連結在一起。 

這是我生命的中心和安息，渺小如我者，力量這樣微小、有限，只有不斷在生活中聽見祢的

呼召，並且順服的去做或不做，或行或止，但願都與祢連結在一起。幫助我走進靈魂的黑夜，那

是默觀的生命與生活。十架約翰形容最終是「我的小屋已經靜息」。（〈黑夜〉．詩節 1） 

我把這一天獻給祢  2019.12.9 

今天清晨五點鐘，我在微光中醒來。第一個意念是：主耶穌，我把這一天獻給祢。願祢掌管

我今天的每一時刻，每一個心思意念中，祢都來參與，每一個決定祢都有絕對的主權。 

勞威廉在《呼召過聖潔生活》裡說：「禱告時，第一件應做的事是閉上雙眼，安靜下來將心

放在神的面前。將你自己從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分開，並使你的心思對神的出現有所反應。」13 

我把心放在神面前，來迎接每一天，願我的心以頌讚榮耀的救贖主為起始，當一天結束，願

我的心以感恩為祭獻給祢。在生活中不住的轉眼向著祢，請祢與我在一起，今天的每一時刻，讓

我有意識的知道祢就在我身邊與我在一起。 

永恆的時間  2019.12.10 

我還能在世上活多久？從亙古到永遠，時間在祢手裡，在祢沒有轉動的影兒。在我，時間卻

如飛而去。過去的日子，如同一聲嘆息。那年四十九歲時，祢呼召我走上全職傳道的道路，六十

歲時，再次呼召我回神學院進修，生命早已到了下半場，卻感覺才要開始。有人這樣說：「就像

挪亞五百歲、摩西八十歲、撒迦利亞年老時被主使用一樣。只要被主用，無論你的年齡、能力如

何，那就是你人生的黃金歲月。」14 

現在、此刻就是生命中的黃金歲月，服事主不在量，而在質。時間，祢賜給我的禮物，最好

的用途是珍惜，願每一時、每一刻，都住在祢裡面。願還有氣息的每一天，都是祢同在的時刻。

好讓我的時間，是在永恆中駐留，無論是呼吸、舉止、讀書、談話、默觀、服事、寫作、生活瑣

事、日常勞動、家人相處、聖與俗、都在祢永恆的時間裡停駐。讀神碩，不是為了多一個學位，

                                                        
12這首被譽為「世上爭取靈魂最偉大的聖詩」，作者是英國女詩人伊洛蒂（Charlotte Elliott, 1789-

1871 ）。 
13勞威廉 (William Law)，《呼召過聖潔生活》，幸貞德譯（台北：橄欖，1986），42。 
14一個屬靈長輩在聚會時有感而發，他 80 歲了仍然啟程去海外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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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在祢的手裡，或在學院或在教會，一生都是服事祢、認識祢、愛祢的旅途。主阿，願祢每一

天與我親密同行，用聖靈充滿我、天天更新我對祢的認識和愛，使我成為祢聖潔合用的器皿。 

我心屬於祢  2019.12.11 

「你行走，他必引導你；你躺臥，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與你談論。」（箴 6:22）耶穌，

願我活出祢樣式，今天與我談話，親愛的聖靈，請對我的心低語。阿爸父，願我就近祢，蒙祢所

愛，成為祢喜悅的孩子。耶穌，我心屬於祢，今天用這句話成為我對祢的思慕和禱告。 

屬天的性情  2019.12.13 

午後，在 Starbucks 就著一杯濃郁的咖啡，讀著慕安得烈的經典小書《來自上面能力的訣要》

（The Secret of Power From on High），這簡短的幾句話如同初冬午後的陽光，透過大片的落地玻璃

窗，溫暖了我的心：「那些被聖靈充滿的人，就有屬天的生命，他們的言行都合於天上的樣式。」

15 屬天的性情是培養來的，藉著聖靈的內住充滿與交通，也藉著生命成長的規則來操練，天天接

受聖靈的引導，勝過世界。天天藉著聖靈與耶穌交通，思想上面的事，有屬天的心志。活在地上

卻要有屬天的性情，那是在每天的俗世生活中，經常轉眼仰望天上的神，經常在平凡的日常瑣事

中，向內回到心靈內室關起門與聖靈在一起，傾聽聖靈微小的低語，熟悉聖靈說話的方式、語氣，

藉著聖靈的充滿和內住，渴慕耶穌的同在，更深愛慕耶穌。然後，才可能在繁瑣的俗世中，維持

屬天的心志，更多被更新改變，跳脫這世界的價值、褒貶、榮辱，因為有一個更高的看見，天上

的生命和喜樂充滿這小小的身軀和心靈。然後，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才有可能稍稍體現。 

敬虔就是像神  2019.12.14 

保羅鼓勵勸勉他屬靈的兒子和門徒提摩太，要「操練敬虔」（提前 4：7），並且指出要在敬虔

上勝過其他方面的操練，因為敬虔是屬靈生命的核心，因此凡事會因學習敬虔而得益處、成長。

敬虔，直譯是「像神」，就是與神的性情有分（彼後 1：3-4），在凡事上倚靠神將自己分別為聖，

活出討神喜悅的生命。基督道成肉身來顯明神，在耶穌身上看見天父的榮耀。像神也就是像基督，

學神就是學基督、效法基督，敬虔的操練，就是走向更像基督的道路。所以敬虔不是外表的宗教

行為或儀式，而是內在生命的更新、態度的改變、以及屬靈生命的成長，所有幫助基督徒更像基

督樣式的學習、裝備、操練，就是基督徒敬虔生活的實意。這樣說來，「長大成熟」就是敬虔生

活的目標，成熟到像基督豐滿的樣式和生命。十架約翰說「效法基督」或許就是「更像基督」。 

生命的冠冕藏在對生活的忠心裡  2019.12.15 

從神得到最高的呼召，不一定是神秘的屬靈經驗，偉大的見證、光彩被注意的領會講道，能

力的釋放與運行。甚至，不是奇蹟。聖徒生命的考驗不在於成功，而在對實際生活的忠心。在屬

世的環境中，活出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的生命。最大的爭戰從來都不是外面有形的困難與環境，

是在內在小小的方寸之間。心裡一件極小的秘密，除了主以外，沒有人看見，沒有人知道，這就

是冠冕真正埋藏的地方。勝過每天心中的陰暗角落，讓祢的光照進心裡的黑暗，在光中看見隱藏

                                                        
15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來自上面能力的訣要》（The Secret of Power From on High）（香

港：歸主，20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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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灰塵，並求祢用寶血洗淨，在祢恩典光中，勝過試煉。主，願我把完成神碩學位的學習，把這

冠冕獻給你。「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西 3：3) 

莫把我棄掉  2019.12.16 

最近妻整理房子，學習「斷、捨、離」的功課。好多回憶，慢慢看清原來我們多倚賴舊有的

習慣和生活方式。跟隨主，要放下的東西有多少？昨天主日聚會時唱了一首芬妮克羅斯比（Fanny 

J. Crosby）50 歲寫的詩歌： 

懇求救主格外垂憐，請聽我禱告； 

既有別人蒙主恩召，莫把我棄掉。 

救主，救主，請聽我禱告， 

既有別人蒙主恩召，莫把我棄掉。16 

主，祢既選召我，願我一生緊緊跟隨祢，放下世界的榮辱、褒貶，但求討祢的喜悅，專心跟

隨祢，直到見祢面。啟示我甚麼是「丟棄萬事」？我要丟棄的萬事是哪些？成就感？被肯定？被

欣賞？很屬靈？有恩賜？一個學位？一本論文？從「世界」的追求變成「屬靈世界」的追求？然

後，懇求主格外憐憫我這個罪人，莫把我棄掉。 

赤露敞開  2019.12.18 

原來我的一切生活、行為、思想、意念，全都在祢面前，毫無保留的赤露敞開。17 這意味著

從裡到外，從隱藏到公開的，從過去到未來，我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在祢面前，被祢知道、被

祢看見。即使是最深處無法言詮的部分，甚至是連渺小的自己也都無法辨識的情緒、想望，都在

祢的瞭解裡。我是被看見、被知道的。或許，在黑暗的默觀裡，不僅與主相遇，夜遇見赤露敞開

的自己。 

誰最需要恩典？  2019.12.19 

同婚議題正鬧得沸沸揚揚，各種評論與聲音撲天蓋地而來，教會在這公共議題上似乎也不遑

多讓。我不禁問自己：我們會不會因自己的經驗而否定別人承受的恩典？會不會因為以為自己領

受一份所謂特別的「呼召」，而輕視其他的信仰群體？或是在自以為獨特比較蒙神所愛，不自知

的落入屬靈的驕傲中，而把別人拒於神恩典的門外？這世界上，到底誰最需要恩典？其實不是別

人，而是我們自己。耶穌說：「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 19:10）恩典是什麼？司布

真說的好：「恩典就是一個乞丐找到一個便當，然後趕快去跟另一個乞丐說：『快來，這裡有一個

好吃的便當。』」我們都是蒙恩的乞丐。因此，在《約拿書》的敘事故事中，最需要恩典的或許

不是尼尼微人，是約拿。而對我而言，最需要恩典的人或許不是尼尼微人、也不是約拿、甚至也

不是這世上其他的罪人，而是我自己。 

跌倒  2019.12.21 

                                                        
16〈莫把我棄掉〉原歌名為〈Pass Me Not, O Gentle Savior〉，這首聖詩是芬妮克羅斯比（Fanny J. 

Crosby）和杜恩（William Doane）早期的作品；也是芬妮克羅斯比第一首引起全球注目的詩歌。 
17「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

開的。」（來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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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似乎是歷世歷代以來，許多基督徒共有的信仰困境。彼得經歷三次不認主的跌倒，回

頭以後大哭一場，直至主耶穌的三次問答，他經歷饒恕的恩典，成為屬神的器皿。每個認真想要

跟隨主的門徒，成為撒旦想篩的麥子，撒旦想要得著我們。權勢、成功、地位、財富轉移、享有

萬國、行異能、受尊崇、有恩膏、有恩賜。或者是試驗、試煉、苦難、棄絕、傷害、病痛、健康…

害怕、恐懼、失望、懷疑、苦毒…有無數的原因，讓我們跌倒。但有誰跌倒，而我不會跌倒呢？

誰能保證一生不失腳呢？ 

禱告，最自然的舉動  2019.12.25 

最近讀到沙漠教父安東尼的沙漠靈修。讓我不禁想到第一世紀偉大的使徒保羅，他在蒙恩蒙

召之後，也在阿拉伯的曠野停留了三年。18 保羅在沙漠的經歷，成為他事奉與人生的底蘊，三年

隱藏在神的裡面。我猜想，禱告生活對他變得越來越真實與自然。所以當保羅即將踏上不可知的

宣教旅程，前途未卜、生死茫茫。同時，徐徐晚風吹來，岸邊輕輕敲打著海浪聲，他最想做的事

卻是邀請所有送行的人，就地跪在岸邊，然後就很自然的禱告起來。19 向神傾訴。禱告，對他們

而言，就像談話和進餐一樣自然，無須在會堂，也不必挑時間，更不需儀式，就在所在之處，跪

下來，岸邊成了聖殿，就在海浪聲中，千萬天使加入了頌讚敬拜的浪潮中。這提醒我，讓禱告成

為生命中最不做作、最自然的舉動，就像呼吸般的自然。 

不住的禱告  2019.12.26 

不住，是不中斷地、不停地、經常地，英文聖經翻成「Keep on」繼續行進。賴富特說：「禱

告的本質在於向神獻上誠實的心，而非動動嘴皮子。」不住的禱告，不是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口頭

上的禱告，但是卻可以每天以禱告的精神不停地、不中斷地、繼續地來活在神的面前，與神建立

親密的關係，藉著不住的禱告，住在基督裡。幾世紀前的勞倫弟兄，在他寫的《與神同在》裡說： 

世界上沒有什麼生活方式，比繼續不斷的與上帝交談更滿有喜樂。做事的時間對我來

說，與禱告的時間沒有分別，在我廚房裡面的吵雜聲音中，雖然有好幾個人同時叫喊

不同的東西，但我仍舊擁有上帝，滿有極大的寧靜，好像我在禮拜堂中跪下一樣。20 

禱告是與神聯合，不住的禱告是一種不間斷的與神交通。願我可以如此時常活在神的同在裡。 

主，此刻我仍與祢同在嗎  2019.12.28 

我發現，要遠離神的同在，很容易。要保持（remain）與神同在，21 即使是一刻鐘，也很難。

要失去神的同在，很快，一下子就落入自我的牢籠裡，沒有神、沒有喜樂、沒有平安、沒有確據，

沒有盼望。一下子就掉落深淵，與神離得好遠。人的心，好可怕，可以就這樣遠離父家，在外漂

流。可能只是一個意念，一個無關緊要的決定、卻把心中長久以來建立的信念和渴慕，完全拆毀、

崩解。人阿人，難怪你的意思叫「帶著軟弱」。我所有的一切訓練與裝備，最重要的一件事，難

                                                        
18保羅在加拉太書的自述提到他在阿拉伯三年，學者認為是為了領受啟示。（加 1:17-18） 
19「過了這幾天，我們就起身前行。他們眾人同妻子兒女，送我們到城外，我？門都跪在岸上禱

告，彼此辭別。我們上了船，他們就回家去了。」（徒 21:5-6） 
20勞倫斯（Brother Lawrence），《與神同在》（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台灣：福音書

房，2002），15。 
21「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

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約 15:4） 



208 

道不就是操練學習每時每刻更多的「常在主裡面」嗎？與主同在，是我唯一的神學院，無論我往

哪裡去，我在哪裡服事，我做什麼事，這一生最深最高的呼召，不就是「與主同在」嗎？我問自

己：此刻，主，我仍然在祢的同在中嗎？ 

願祢以我的默想為甘甜  2019.12.30 

歷代靈修傳統，不約而同提到的屬靈操練是：「默想」。詩人則提到「願他以我的默念為甘甜！

我要因耶和華歡喜！」（詩 104:34）當我默想神時，神怎麼會覺得喜悅？覺得甘甜？神喜歡我默

念祂？祂喜歡與我有親密的交通和分享，即使只是心中想著祂，或是輕輕呼喚祂的名，想著祂的

一切美好的屬性，就只是這樣，神的心中就覺得甘甜？這是何等稀奇、奧秘？ 這是如何做成的

呢？一個在污穢的塵土中打滾的小小受造者，竟可以被揀選與創造的主發生連結，而且那關係是

「想到就覺甘甜」的親密關係。深哉！神無窮的智慧和奧秘。 

此刻是生命中的黃金歲月  2020.1.1 

想到年紀，難免對「日子飛而去」很有感覺。不過神藉著一位宣教士的分享鼓勵了我。這位

美籍宣教士七十幾歲時，神呼召她進入以色列服事，有一次在以色列從兩層樓高的樓梯跌下來，

後來人家勸她去保險，她去了，不過保險公司卻拒保。她說：「雖然保險公司我年紀超過七十不

讓我投保，但神是我永遠的保險！」她唱著一首詩歌〈我一生活著為要敬拜祢〉，她說：「一生是

多久？服事神有沒有夠了的時候？敬拜神有沒有退休的時候？」有人這樣說：「就像挪亞五百歲、

摩西八十歲、撒迦利亞年老時被主使用一樣。只要被主用，無論你的年齡、能力如何，那就是你

人生的黃金歲月。」因此，我知道：現在和此刻，就是神給我生命中的黃金歲月。 

漫漫歸家路  2020.1.2 

「黑夜」是一個呼召旅程，我在安靜時聽到主的微聲：「在生命成長的歷程中確認你的呼召。」

不禁再一次回想自己生命的成長歷程，我發現：蒙召是一個不斷歸家的旅程。2008 年初春，我在

淡水「聖本篤修道院」進行三天的個人僻靜，身上除了聖經外，還帶著兩本書：盧雲（Henri Nouwen）

的《浪子回頭》和曼寧（Brennan Manning）的《衣衫襤褸的福音》。那一晚，當安靜等候時，神再

次藉著《路 15：11~32》浪子回家的故事，重塑我生命的旅程。夜涼如水的山上，我的心卻因聖

靈的臨近而溫熱，神的呼召既溫柔又堅定，我只能俯伏並順服的回應。 

信主多年以來，我花了大半生時間，讓生命裡的小兒子與大兒子回轉到父親接納的懷抱裡。

漫漫歸家路上，離家愈近，天父的呼喚愈加清晰。回家的浪子在父的擁抱和同在裡，重新成為尊

貴的兒子。但兒子不能永遠當小孩，有一天要成為父親。跟隨主的呼召，其實是一條歸家的路。 

全心全意  2020.1.3 

如何從每天如常的生活中，不斷地轉向神？當神的生命進入舊有的軀體、聖靈內住在一個曾

經迷失的靈魂裡，這是何等具革命性的改變？老我不斷的死去，新的生命則一天天的被建造並且

更新。心靈黑夜中，十架約翰使用一個極為激烈的語言：「剝除淨盡」，並且說這是「靈魂達到與

主結合應有和適當的方法。」（N.2.2.5）所有心意的更新與變化，都是朝向神，把舊有的思維、習

慣、價值轉向神。所有的思考、想像力、理解力，以神為開始，以神為中心，以神為結束，而不

是以自己為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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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水池  2020.1.5 

傍晚去捷運的路上，遇見路口的一座噴水池，從前都不怎麼注意，或許是因為晚上有燈光，

額外吸引人的目光。今天感覺主要我在那駐足片刻。噴水池的噴泉，是從水池裡打上來，循環使

用的，其實都是死的水。不論池子的大或小，噴泉只是從一堆池子的死水裡重複地打上來使用。

即使加上燈光助陣，有絢爛的外表來吸引人的目光，但招數用盡，也沒什麼稀奇可誇。究其實，

不過依然是死水一灘。十架約翰認為：從感官黑夜到心靈之黑夜，愈來愈暗、愈來愈深，如同「子

夜」般全然闃黑、幽暗、無助。靈魂想要進入豐實之路，唯有藉著走入黑夜中，乾枯與煉淨一切

的劣根性，而這需要仰賴「上帝親自下手」。 

我的生命是否也是一樣？天天重複用著那一灘小小池子裡的死水？週而復始，只是勉力使

勁地把心裡的死水打上來，或許加上嚇人的屬靈燈光，其實是掩蓋自己的自卑與心虛。因為知道，

無論如何裝扮、心裡的那一灘永遠是死水，變不出什麼花樣。當繁華落盡、曲終人散、燈光暗去，

噴水池不需在用力演出時，那水，已經疲憊的無法言語，已經漸漸發臭，厭惡自己的存在。在被

動的心靈黑夜中，只有仰賴上帝親自下手。 

抱負與野心  2020.1.6 

詩篇 131 篇提到「重大又測不透的事」22，是野心還是是抱負？「為神圖謀大事」是這時代

常用來激勵基督徒的用語，但這句話背後的意涵，有多少事出於「無法駕馭的野心」，想要用自

己方法建立屬靈的王國？詩人說他不敢做，因為他認識神。他知道，人的有限和渺小。一不小心，

雄心壯志很可能就變成了個人的野心。野心和抱負或許只有一線之隔，十架約翰的一生或許完全

和上面兩者無關。 

呼喚  2020.1.7 

早落的楓葉  

在氳氤的林中  

用極端燃燒的方式  

撲滿一地的紅 

闃黯的森林裡  

端地  

熱鬧了起來 

我在小徑中  

聽見  

聖靈的呼喚 

進入幔內  2020.1.8 

命中最寶貴的是「神的同在」，進入神同在的路徑唯有一途：進入幔內。所以希伯來書的作

者說：「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來 6:19）我這些蒙救恩

的人應當做什麼？第一件事就是進到神面前，或「來到神的面前」、「進入神的同在裡」。因為神

                                                        
22「耶和華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詩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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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羔羊的血，開了一條通往至聖所的路。主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之時，「忽

然，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太 27:51）。代表至聖所與聖所的通路已經打開，不再有阻

隔，只要靠著羔羊的寶血，我們都可以進入幔內。某種意義上，「黑夜」如同「神聖的慢內」，這

是靈魂的錨之所以可以拋錨穩固牢靠的原因。進入幔內，活在神的同在中。 

東西南北  2020.1.10 

神提供了一個意象，距離。23 神的慈愛， 如同天與地的距離，高到無法測度，大到無法訴

盡。我的罪孽過犯本來是緊追著我的，黏在我身上，本該按著我的罪惡遭報應，但神因他不變永

恆的愛，竟然叫我的過犯離開我，距離是從東到西。從東到西有多遠？我永遠無法數算，就如同

天離地的距離一樣。原來，東西或南北，天與地，都只是神用來表達他恩典的意象。 

耶穌同在就是天堂  2020.1.11 

神在什麼地方與人同在？人在什麼地方遇見神？這個世界哪裡可以是安身立命之所？我們

如何在這世界，卻能夠不屬這世界。十架約翰似乎說了一個不太向秘訣的奧秘：因為主耶穌從世

界中把我們挑了出來，歸屬於祂，從此，跟世界有別，雖身在世界中，但卻因著耶穌的緣故，不

屬這個世界，單單屬於救贖我們的主。創造與救贖在同一個時空中存在，罪惡與恩典、黑暗與光

明、世界與天堂，都在一個時空中共處，到主耶穌再來那一日之前，這是存在的悖論和張力。沒

有人能躲到洞穴中，我們的處境和境域（Place），就是我們的生活和動作、存留和呼吸，愛恨與

情仇交織的地方，每一處每一個角落。天堂在那裡？每一個耶穌同在的場域就是天堂，在現在活

著的人間，和未來榮耀的天家，無論哪一頭，耶穌同在就是天堂。黑暗中，神的光照也在那裡。 

向內回轉  2020.1.14 

實在無法測透，基督的馨香之氣，24怎 麼會從我這原本污穢臭壞的人身上發出來？我的生

命要經過多少破碎，才願意真正承認自己本性中的敗壞？才真實遇見赤裸裸的自己？並且發現

原來老我一無可誇，生命中所有一切的改變，是本於恩典也全是恩典。當我越多走進子夜的深處，

才越發現我何等需要回轉。 

帕子  2020.1.18 

帕子，應該是用來遮臉，怕看見神，或者怕被神看見。因為神的榮光可畏，微小污穢的人無

法在偉大聖潔的全能者面光中站立。帕子，可能不只遮住看得見的臉孔，也遮住了看不見的心。

從古到今，從舊約的新約，人的心被無形的帕子遮住了，心眼被蒙蔽，因此即使誦讀經文，依然

可能只見叫人死的白紙黑字。帕子，使我們無法進入神的豐盛，使我們無法與造物主生命連結。

保羅說到他心中的確據和盼望：「這帕子在基督裡（in Christ）已經除去了。」25 所有攔阻與主關

係的事物，都在基督裡面除去了。救恩已經成就，主在十架上作成了這一切。遺憾的是，兩千年

                                                        
23「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

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詩 103:10-12） 
24「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林

後 2:14） 
25「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帕子還沒有揭去。這帕子在基督裡已經廢

去了。」（林後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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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初代信徒，主復活離開後不到百年，他們卻又把主為他們除去的帕子，偷偷地找出來蓋在心

上。保羅直指福音的核心，為他們展開一條恢復的路徑：無論什麼時候、無論在哪個地方，只要

心轉向主，帕子就再一次除去。不必等好日子、不必挑好地方、不必等好心情，就是此時此地，

讓我把心回轉歸向主。 

屬靈操練  2020.1.21 

基督徒靈命成熟長大成熟的關鍵，是透過有紀律的屬靈操練。最常被引用的經文之一是「惟

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來 5:14）作主門徒，

不只要有屬靈操練，而且要「操練得純熟」（新譯本）。世間的事，尤其是運動、音樂、舞蹈，都

需要日積月累、反覆練習，才能有所成。屬靈的肌肉的鍛鍊，也沒有捷徑，一樣，因「練習而靈

活」（和修）。 成長必須吃得下硬的食物，身體才有可能健壯。屬靈操練總是需要花多一點力氣的，

有時要勉強自己，勝過肉體，持守紀律，繼續操練到成為內化的行動，就像禱告如同呼吸般自然、

獨處時與主如同朋友般對話、禁食時如同忘記進食時刻一樣。 魏樂德定義「屬靈操練」： 

心靈的塑造是有其秩序：從裡到外，我們舊有已塑成的生命（思想、感覺、意志、身

體、社交），是如何自動化的在雷同的情境下作出以自己為神的反應；靠著神的恩典，

且藉著持續的操練，我們重塑的生命也能在同樣的情境下不假思索的作出以神為神的

反應來。26 

「不假思索」、「自動化」活出像基督的生命，是屬靈操練的目標，也是長大成熟的記號。 

活在此刻，心繫永恆  2020.1.15 
最近幾週，連續幾位肢體先後安息，教會一週同時有三場追思告別禮拜。參加這些追思聚會，

安慰家屬、主持禮拜、陪伴鼓勵。越發感覺，在地上是客旅。聖經裡的信心偉人，亞伯、以諾、

挪亞、亞伯拉罕、撒拉這些先賢，因著信在世上時就活出如同一個客旅般的生活：人在地上，心

在天上。希伯來書的作者說這些古人存著信心活著，也存著信心死去，因此在地上每一天活著，

彷彿從遠處的永恆裡看見，原來那更美的家鄉，是在天上的。因此，他們是活在此刻，心繫永恆。 

等候神  2020.2.1 

有一種屬靈傳統，漸漸失傳，被我們刻意忽略，那是一種「等候」、「不急」、「慢下來」的靈

修操練。今天的時代，講求效率，什麼都追求快速，速食、減肥速成班、快速記憶法，甚至靈命

成長都有「幾步驟」的速成法。「聽從我、日日在我門口仰望、在我門框旁邊等候的，那人便為

有福。」（箴言 8:34）原來，有一種有福、得智慧的途徑，是刻意慢下來，然後安靜的等候神。

《箴言》提到的「仰望」，如同「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來 12:2），同樣都不是指著

當你有需要時來「仰望神的幫助」，而比較是指著「注視著」主、看著主，在祂的同在中停留、

等候祂。 

  

                                                        
26魏樂德（Willard Dallas），《靈性操練真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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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絲  2020.2.4 

傍晚回家的路上 

車子緩緩經過 

連接兩個城市的紅色大橋27  

橋上的路燈 

逕自亮起  

當下 

我彷彿置身盧貝松的電影場景中 

雨絲 

在微開的車窗前飄過  

我的眼淚  

還未落下 

專等候神  2020.2.5 

學習等候神，聖靈讓我想到大衛。大衛一生經歷豐盛的高原，也遭遇挫敗的低谷。他的詩篇

是向神發出真摯的禱告，是傾心吐意的心靈吶喊，也是基督徒信仰旅程真實的寫照。大衛的心是

神喜悅的心，聖經蓋棺論定時甚至對大衛下了一個結論：「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徒 13：22）什

麼樣的心是討神喜悅的心呢？大衛說「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
28
，他深知救恩、盼望、力

量都從神而來。專等候神，英文翻譯成「rest in God」，原來信靠與等候的真諦是在祂裡面得安息，

當越花時間等候神，一切的焦慮、得失、罣礙、憂愁、重擔、失望、灰心…就都化為無聲的祈禱，

在聖靈裡被帶到寶座前，在幔內至聖所，得安息。 

忘記背後  2020.2.9 

水龍頭會忘了關 

牙會忘了刷 

雨傘遺忘在地下鐵 

手機掉在馬桶裡 

路邊停車的的繳費單被風吹走  

小女兒的布偶留在森林的搖椅上 

日子被時鐘偷走 365 

樹的年輪被偷偷加上一圈 

我的心 

遺忘在 2020 

  

                                                        
27關渡大橋連接淡水與八里。 
28「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從他而來。」（詩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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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世界  2020.2.13 

看得見的世界，用各樣的方式侵入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一舉一動，某方面來說，被這可見的

世界置入行銷得很徹底。可見的世界，控制我們的生活、情緒、習慣，甚至關係。可見的世界傾

銷的物品是：成功、自我實現、跟上潮流、更快更大一點、向上流動、甚至推銷所謂的「靈性生

活」。魏樂德說：「這看得見的世界，每天用各樣事物逼我們就範。又刺、又扁、又推、又扯，要

把我們五馬分屍。」保羅卻用另一種眼光看見了「不可見的世界」(unseen)，並且用很弔詭的比

喻，說這外面可見的世界其實是死的、是會毀壞的、是非常短暫的，而且鐵定不會一帆風順（林

後 4：16-18）。保羅戴著永恆的眼鏡，越過地平線的一端，領我們看見那看不見的世界，其實才

是真實的存在：新造的人要一天天更新改變，世上雖有苦楚但與將來復活榮耀生命相比，不過是

至暫至輕。看得見的世界，對我們疲勞轟炸，應承一個虛慌的更好、更快、更大的未來，結局卻

是死。看不見的世界，卻因耶穌基督的進入，邀請我們一起經歷一天新似一天的當下，而結局是

生命、平安。原來，看不見的比看得見的保鮮期更長更久，看不見的遠遠比看得見的重要。29 

內室生活  2020.2.20 

主耶穌教導我們的禱告，仍然是看重隱藏與真實：「進入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祢在暗中

的父。」（太 6：6）如同施捨：「左手不知道右手做的」，禱告也是這樣：不是「故意叫人看見」。

唯內裡的真實，才蒙垂聽。 

禱告，其實就是我們的生活。每天進入一方小天地，在那裡把紛紛擾擾「外面的門」關起來，

在內室中與主單獨在一起，主說我聽、我說主聽，在那隱密處與主親密相會，或許可以簡單的從

這句話開始：「主祢在這裡，我也在這裡。」內室生活的深度與恆常性，決定了我們外面的事奉

與生活。某方面，也定義了我們是怎樣的一個人。 

魚尾紋  2020.2.24 

歲末了 

魚尾紋悄悄游了上來 

我們 

在戀人的眼中 

反照出 

神創造的 

真我 

激發 

更美善的一面 

  

                                                        
29「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林後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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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憂慮  2020.3.3 

憂慮，似乎不是憂鬱症患者的專利，它如影隨形地滲透在我們身邊，我們幾乎可以為所有事

情和任何行事而憂慮。最近有幾位轉介道教會的新朋友，都有憂鬱症和精神官能症的問題，他們

希望從教會中得到幫助。我想起主用飛鳥和野地百合花隱喻：我們無法因著憂慮生命中的種種，

而改變事實。所以主說：「不要憂慮」，30 吃、穿、生活每一天的需要，天父已經供應和預備。 

破碎  2020.3.10 

我們的破碎告訴別人我們的傷痕，而我們的傷痕卻不一定讓我們破碎。生命中受到不公平的

對待，被所愛的人輕看，被無恩的唾棄，或是被比下去，無論對方是出於無心或故意，這些都在

我們的心靈深處留下印記，而這些印記常常成為傷痕。傷痕是一個很難磨滅的記號，標誌著我們

這個人的生命風景。有接納自己的傷痕，擁抱自己的破碎，才是得痊癒的開始。主耶穌經歷身體

的破碎，如同餅被擘開，承擔我的破碎。在救主耶穌十架的醫治裡，祢的傷痕成為我的傷痕，替

代我的傷痕。傷痕猶在，但傷害不再。傷痕成為蒙恩的記號，重新標誌著我們的破碎，也詮釋我

這個身為「蒙神所愛的人」的意義和價值。 

我的傷痕是什麼   2020.3.14 

我常常想靠自己，但又常常自覺無用。 這種無用感深深吞噬著靈魂，在內心的幽暗處，時而

輕敲，時而重錘：你是無用的。而這就是我的傷痕，需要醫治。 耶穌就在我的這個傷痕處放下醫

治，在那最深的隱晦處，賜下十字架的饒恕和醫治。 當主在十字架流血捨命時，我就在在那裡，

看見祢的捨身，聽見祢的聲音。祢成為肉身經歷我們的痛苦，成為人的一員，和我同一掛。替我

獻祭，真能體恤我的軟弱、掙扎、並經歷一切試探和試煉。我的跌撞和掙扎、懊悔與顛頗，祢知

道，祢都經歷，並且祢都接納。 因此，這是我的傷痕，也是祢的傷痕。祢是負傷的醫治的，祢醫

治了我，使我也在被醫治中成為別人的醫治者。黑夜，以信接納理智的黑暗、以愛推動意志的赤

裸，卻以望治癒記憶的空虛。 

病痛  2020.3.18 

病痛，從來都是個別經驗的，無法複製、也無一相同，它總是那樣獨特、量身定做、只是為

你為我。沒有親身經歷身體病痛的人，很難體會別人身體的痛苦。耶穌的確親身擔當我們的過犯、

背負我們的痛苦。祂能體會我們最深的痛，無論是身體的、心靈的。病痛，在主耶穌的受難裡，

因此成為一份生命的禮物，在經歷時、經歷後，顯出它如珍珠般寶貴的價值。十架約翰的黑夜，

在默觀基督受苦的奧蹟上，似乎開出與伊納爵不一樣的花朵，走了另一條蹊徑。 

獨處是事奉與作研究的起點  2020.3.21  

獨處，是與神單獨在一起，無論在山上或曠野，在野地或餐館，在廚房或書房，只要心向著

神，就會聆聽到神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而這愛子的身分，就是一切事奉與作研究的

核心。這蒙愛的真我，也才能真的幫助我的事奉走到底，幫助我在「黑夜」最後的寫作中忍耐到

底。 

 

                                                        
30「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太 6:31）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samuel-lin/%E5%8F%97%E9%9B%A3%E9%80%B1%E9%BB%98%E6%83%B31-%E6%88%91%E5%80%91%E7%9A%84%E5%82%B7%E7%97%95%E6%98%AF%E4%BB%80%E9%BA%BC/413686431978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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