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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我是我是我是世界的世界的世界的世界的光光光光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 8:12) 
 
    今天是基督教華府中國教會科堡分堂第一次主日崇拜，神的靈感動眾人在此參與教會的發
展，我們為此獻上感謝。求主讓我們的每一次的聚會都滿有神所賜的生命之光，好讓我們成
為神在科堡華人的燈塔，用神的話語照亮全地，也用神賜給我們每一個人美好的見證，如同
明光照耀在這個世代中。 
 
    接續約翰福音第七章在住棚節的節期中耶穌被人拒絕後，有鑒於世人生活在黑暗中，看不

｢見生命之光，耶穌繼續在第八章第十二節對眾人如此說：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
｣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 8:12) 耶穌是世界的光，蒙祂光照的人，就不在黑暗

裏行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這是何等美好的消息，我們可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讓我們
一同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滿心感謝您讓我們有機會來敬拜您，願聖靈光照我們，充滿我們，好讓
我們眾人的事奉能滿足您的心，願主耶穌基督在我們中間得到一切的榮耀。奉耶穌基督的名
禱告，阿們! 
 
    9/13/2008 清晨德州東南部正遭到艾苛 (Ike) 颶風的襲擊，颶風的暴風半徑大約 120 英哩，
暴風圈大過德州全州。此颶風以每小時 110 英哩的高速在葛維斯頓 (Galveston) 登陸，全美第
四大城休斯頓戲院區的摩天大樓，就是他們引以為傲的精神堡壘的玻璃在強風衝擊下破裂成
碎片如雪花落下。休斯頓地區大停電，波及三百餘萬人。這些人昨天晚上在黑暗恐懼與外界
隔絕中度過。根據氣象預報，住在葛維斯頓的居民早已接到撤離的通報，免得在水災中喪失
生命，但是許多人存僥倖的心理，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很快水淹到房子裏面了，颶風助長
燒樓的大火以致消防車束手無策，等到道路都被水封住時才打 911 求救，在 24 小時中有
1250 如此求救的電話，但是已經太遲了。我的女兒在休斯頓，她也許不了解，我非常關心
她。她住的地方估計一個禮拜都沒有供電的可能性，她不但將在黑暗中，也沒有足夠供應她
一個禮拜的食物，我告訴她可以隨時回家，我們家中有電、有燈、有光。有糧食。兒女雖然
長大離開父母的家中，作父母的總是惦記著兒女們。這就是天下父母心。我們是天父的兒
女，我們若陷在黑暗中，也許我們不知道危險，也不能深切體會天父關心我們的生命。天父
如何讓我們知道要出黑暗入光明呢? 天父憐憫我們因著罪的緣故受綑綁，受到撒但的控告和
邪靈的轄制，於是差遣獨生子耶穌基督親自來到世上，為我們成了代罪羔羊，赦免我們的
罪，讓我們知道，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路 1:77-79) 看見如此偉大救恩的人都要歡呼，都
要將榮耀歸給神。讓我們一同來思想約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節這節經文所講的第一句話，耶
穌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 
 
一一一一 主耶穌是世界的光主耶穌是世界的光主耶穌是世界的光主耶穌是世界的光 
   
    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我們對光並不陌生，光對人類的生存的重要性是眾所週知的。光
能照明，光有能量，光可殺菌，太陽能可發電，陽光可配合維他命 D 使人骨骼健康，過度曝
曬會引起皮膚癌，直看太陽太久眼睛會失明。在物理界，光是個迷，它兼具粒子與波的雙重
屬性，光速是一切有質量物體速度的極限，若能超過光速，時間就會倒流。當然在近代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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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所宣告質能互換 (E=mc2) 以前的人也完全不了解其中的奧秘與所蘊藏的能量，和宇宙大
爆炸的理論。在化學界，元素的光譜可幫助研究發展物質的合成，製造出五彩繽紛悅人眼目
的花花世界。在醫學界，光可成為雷射，γ射線可以當作割除腦腫瘤的極光刀，χ光片可透視
人體，是檢查骨折，和牙齒的有效工具。根據心理學的報告，光可賜人希望，在北極有永晝
和永夜的地方，在永夜的幾個月中，自殺率很高，人長久看不見日光，就看不見盼望。 
 
    聖經上怎麼說光呢? 在聖經中光有極重要的意義，從創世記第一章到啟示錄最後一章都講
到光。你知道聖經中神講的第一句話是甚麼? 創世記第一章第三節記載神所說的第一句話。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創 1:3-4) 很多人不相信神創
造光是用祂口中的話，保羅提到基督的榮光曾說：「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
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林後 4:6) 
 
    這裏的光乃是彰顯神榮耀的光，基督乃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來 1:3) 約
翰福音第一章講到基督就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生命之光。「生命在祂裏頭，這生命就是
人的光。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這人
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約 1:4-9) 
 
    耶穌是這世界的光，兩千年前耶穌來到這世界，祂將光帶到人間，這光如今仍然光照人，
給人盼望。可是這光的出現是有時間性的，若是錯過了，人不肯接受這光，將來死後就只能
進入那永遠的黑暗中了。那時人就後悔沒有謙卑地來接受耶穌這世界的光。耶穌對門徒說:｢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時候，
是世上的光｣ (約 9:4-5)。耶穌又對眾人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著有光
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裏行走的，不知往何處去。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
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 (約 12:35-36) 
  
    耶穌說我是世上的光，祂所講的「我是｣，乃是明講：「我就是神」。耶穌不是被造之物，耶
穌乃是以極大的智慧，獨自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
是藉著祂造的 (約 1:3)。神的光照啟示是漸進的，舊約創世記中，神告訴亞伯拉罕祂是盾牌，
是大大賞賜人的神(創 15:1)，後來又告訴亞伯拉罕，祂是全能的神 (創 17:1)，之後神又向亞
伯拉罕宣告在祂豈有難成的事。 (創 18:13) 摩西曾經問神的名字是甚麼，神告訴摩西，祂的
名字叫自有永有。 (出 3:14) 意思就是祂在時間還沒有被創造以前就是神，時間延續到永恆時
祂還是神。祂是隨己意行作萬事的主 (弗 1:11)。耶穌是神，祂是我們一切問題的答案，你若
有困難，要告訴耶穌。祂能了解你，祂能安慰你，祂能保護你，祂能祝福你，祂能拯救你，
祂能賜你平安，祂能賜給你生命。你若有喜樂，要告訴耶穌。祂能使你柔和，祂能使你謙
卑，祂能與你一同快樂。 
 
    如何知道耶穌就是神呢? 耶穌在約翰福音中多次宣告祂就是神，是自有永有者。約翰福音
有七個著名的。「我是」耶穌宣告自己就是神。 
 
1 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就是生命的糧: 
   耶穌是天上降下的嗎哪，足可供應人一切的需要。(約 6:35) 
 
2 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世上的光  
   跟隨耶穌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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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就是羊的門我就是羊的門我就是羊的門我就是羊的門 
   耶穌說，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盜賊來，無非要偷竊，    
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9-10) 
 
4 我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為羊捨命。(約 10:11) 
 
5 我是復活我是復活我是復活我是復活，，，，我是生命我是生命我是生命我是生命 
    耶穌說，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 11:25-26) 
 
6 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真理真理真理﹑﹑﹑﹑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耶穌說，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 14:6) 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約
14:9) 
 
7 我是真葡萄樹我是真葡萄樹我是真葡萄樹我是真葡萄樹 
   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 15:5) 
 
    再者，當人來捉拿耶穌時，耶穌告訴他們，說：「我就是。」(約 18:5) 耶穌一說我就是，他
們就退後倒在地上。(約 18:6) 為甚麼? 因為耶穌對他們說，我是神，耶穌的榮光就從祂的肉
身中衝出來。當彼拉多審問耶穌時，彼拉多就對耶穌說，這樣，你是王麼? 耶穌回答說：「我
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約 18:37)
耶穌說，我就是王，是永遠的王。 
 
二二二二 門徒不在黑暗裏走門徒不在黑暗裏走門徒不在黑暗裏走門徒不在黑暗裏走 
 
    耶穌繼續說，跟從祂的人不在黑暗裏走，只有彌賽亞才能使人的靈眼開啟，看見真正的
光。路加福音記載主耶穌講的第一篇道就講到耶穌基督使我們屬靈的眼睛得以開啟，得以喜

｢樂地看見神賜給人的生命之光已經臨到。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
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

｣人的禧年。 (路 4:18-19) 
 
我們怎麼知道自己是行在光中呢?  
 
1 看見自己的罪惡看見自己的罪惡看見自己的罪惡看見自己的罪惡 
 
    凡行在光中的人一定知道自己的罪惡與軟弱。｢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
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
備。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約 3:19-21) 
 
    約翰達秘 (John N. Darby) 曾說，｢只有在神同在的光照下，我們才會定罪自己，惟神能賜
給我們能力潔淨自己，脫離那些雖然隱藏在我們心的最深處，卻是自己知道的偶像｣。在生命
的光中，我們屬靈的眼睛就瞭亮，全身就光明。(太 6:22) 我們不在黑暗裏行，乃是在光明中
與主彼此相交，耶穌的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壹 1:3) 
 
2 不憑眼見不憑眼見不憑眼見不憑眼見，，，，乃憑神的應許乃憑神的應許乃憑神的應許乃憑神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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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行在光中的人不憑眼見，乃憑神的應許。蔡蘇娟女士是一位已被主接去主的使女，人稱
她為暗室之后。她得了一種特別的病，眼睛不能見光，住在暗室中。有一次我去帶領一個小
小的聚會，就在她住過的房子裏舉行，在那地，我感受到神極大的榮光與同在，第一天晚
上，參加聚會的都接受耶穌為救主。蔡蘇娟的眼睛雖然怕見光，但她的靈眼是開的，但她住
在賓州樂園鎮使者農莊時，有許多人去看她，得到很多屬靈的幫助。她曾說：「很多事物不能
只看表面，烏雲之上陽光永遠閃爍；悲傷之後，常有得勝與喜樂。」                                    
 
3 在難處中有大喜樂在難處中有大喜樂在難處中有大喜樂在難處中有大喜樂 
   凡行在光中的人雖然處在難處中，確有大喜樂。主的僕人，何斯穆曾經歷艱難的歲月，仍
然愛主，不退縮，事奉主，與主同行，心中滿有大喜樂。他說：「父啊，我們在憂傷中仰望
您，您是生命醫治的泉源，黑夜中雖然幽暗，清早必有喜樂。」司布真如此見證難處背後的
祝福，足以讓我們在患難中仍然維持滿有榮光的大喜樂，他說：「我今天願意作一個見證，我
一生的轉變，全靠我主工廠裏的烈火，鐵鎚，銼刀，棒杖。」              
 
4 不愛這世界和其中的享樂不愛這世界和其中的享樂不愛這世界和其中的享樂不愛這世界和其中的享樂 
    不要容錢遮住你的眼睛，使你看不見神的旨意；不要容錢塞住你的耳朵，使你聽不見神的
聲音；不要容錢絆住你的腳步，使你不能在天路上奔跑；更不要容錢佔住你的心，使你不能
迎接基督住在你的裏面。這是主重用的僕人王明道先生給我們的提醒與勸勉。 
   
5 因憐憫人而得神的引導因憐憫人而得神的引導因憐憫人而得神的引導因憐憫人而得神的引導 
    以賽亞書中記載:｢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和指摘人的指頭，並發惡言的事。你心若向飢
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耶和
華也必時常引導你，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足，骨頭強壯，你必像澆灌的園子，又像水流不
絕的泉源。｣ (賽 58:9-11) 
 
6 憑著清潔的良心傳主的福音憑著清潔的良心傳主的福音憑著清潔的良心傳主的福音憑著清潔的良心傳主的福音 
    使徒保羅勸勉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如此說:｢乃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不謬
講神的道理。只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如果我們的福音蒙
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
音的光照著他們。基督本是神的像。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 (林後 4:2-5) 
聖法蘭西斯曾說：「清心的人鄙視世上的事物，經常追求天上的事物，他們不斷地從清純的心
思中敬拜並默想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三三三三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必要得著生命的光必要得著生命的光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最後我們一同來思想如何得著生命的光，舊約中有寶貴的屬靈產業，可以幫助我們實際地
行在光中。教會的根基是神的話語，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是我們路上的光。 (詩 119:105)
我們絕對不可偏離神的聖經的教導。大衛在詩篇 37 篇中如此記載：「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
善，住在地上，以祂的信實為糧。又要以耶和華為樂，祂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當將你
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必成全。祂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

｣午。 (詩 37:3-6) 神應許我們遵行這七樣屬靈的原則就必得著生命的光。 
 
1 倚靠神倚靠神倚靠神倚靠神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 4:6)。神是我們患難中堅固的
避難所，是航海時暴風中的避風港，是躲避仇敵追殺時的逃城，是我們隨時的幫助。勞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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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說：「人天然的本性並不喜歡倚靠神，但是恩典能使你倚靠，也能給你因倚靠而來的喜
樂。」感謝神。 
 
2 行善事行善事行善事行善事  
    我們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弗 2:10) 
 
3 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 
    住在地上，以祂的信實為糧。神的信實是我們大小的盾牌，是我們所倚靠的。我們的信心
就是真實的相信神的供應，讓我們一切所需求的都從神那裏得到供應。(腓 4:19) 
 
4 有喜樂有喜樂有喜樂有喜樂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乃是說無論在任何的環境中都要因為神而喜樂，因為神顧念我們。｢雖
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
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哈 3:17-19) 
 
5 常祈求常祈求常祈求常祈求 
    祂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
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麼。(路 11:13) 舊約中神應許那遵行神旨意，樂意幫助別人的人，他們的
光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榮
光，必作你的後盾。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你呼求，他必說，我在這裏。｣ (賽 58:7-9) 
 
6 全交託全交託全交託全交託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必成全。交托給神必蒙保全，不交托給神必完全落
空。完全交托是信心的表現，保羅在他最後的書信中告訴他的同工提摩太，他能勝過苦難的
秘訣是因為他已經將自己交托給主了。保羅說：「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
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後 1:12)  
 
7 彰顯神彰顯神彰顯神彰顯神  
    祂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神不只是讓我們作公義公平的事，
神讓我們這個人為神的緣故成為公義公平的彰顯。人看到我們就看見了公義，人看見我們就
明白甚麼是公平。 
 
       我們蒙神的恩典能聽到福音是因為神感動許多宣教士願意付代價，愛靈魂，為主而活，為
主發光｡ 他們為了別人的益處，願意犧牲自己。讓我們看一個例子，十五年前，當我在宣道
會 的 神 學 院 進 修 期 間 ， 每 日 清 晨 五 點 鐘 天 還 沒 有 亮 就 到 以 翟 輔 民 牧 師  (Robert Alexander 
Jaffray) 命名的宿舍和同學林彩炬一同晨禱，一年多的時間我們兩人風雨無阻禱告到七點多。
翟牧師是一位熱愛中國人靈魂的宣教士。每當我讀到他的傳記，就讓我再度向神獻上感恩的
心。翟牧師生於 12/16/1873，於 7/29/1945 息勞歸主，在世七十一年。 
 
    翟牧師生於加拿大的多倫多，父親乃報業鉅子，曾被選為加拿大國會上議院的議員。少年
期間在團契生活中翟牧師受到一位主日學的教師高雯小姐 (Miss Onnie Gowan) 的影響，扭轉
了他和許多人一生的命運。高雯曾經在宣信博士的聚會中得了復興。翟輔民經歷生命的改變
後不多幾年，他自己也因聽宣信的講道而決定了他今後的前途。年輕的翟輔民不但決心拋棄
世界之榮華富貴，願意過清淡的傳道生活，他還準備到遙遠的中國。那時中國動盪不安，老
父愛子心切，竭力反對。翟輔民全心愛主，願付出一切代價，寧願放棄財產繼承權，以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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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金錢的供應。當他啟程赴紐約時，父親對他說：「如果將來宣道會派你到中國去，當然宣
道會會為你負擔一切經濟的責任，我絕不會資助你分文。但到你將來後悔之日，你若來信承
認已往的錯誤而願意回轉，我仍然體諒你，立刻給予旅費並繼續供應你一切的需要。｣ 但是

｡翟牧師堅決獻身傳道  
 
    在紐約修完神學三年課程後，二十四歲前往中國廣西梧州，學會中國話，服事中國人。翟
師母 (Miss Minnie Doner) 也是宣教士，比翟牧師早兩年來華。他們在中國相識，在中國結為
夫婦，在中國生下女兒，為中國的靈魂歸主盡心竭力，將他們的青春傾倒在中國。他們在梧
州一住就是三十四年，期間曾經歷一九 00 年庚子之亂，宣道會殉道者達三十六人。在他宣教
的四十七年中百分之九十五的時間在中國和東南亞。他不但沒有退縮，反倒更積極服事中國
人。他熱愛中國人的靈魂，常向人表示他是中國人，如果一定要他選擇一個國籍的話，他必
然選擇中國籍。後來受聖靈感動五十八歲時翟牧師再度接受聖靈的感動，前往福音未得之地
開荒，在越南和印尼等地服事華僑及當地人。六十八歲時為主被關進監獄，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時在日軍集中營中得瘧疾，翟牧師和妻子女兒經過三年集中營的煎熬生活之後，就在一個
快要天亮的黑夜，放下了他心愛的宣道事工，安息主懷，相信主再來的那日，他必從耶穌基
督的手中，領取他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翟輔民牧師出殯的時候，他的同工們為紀念他一生的志願，因為他特別愛中國人，所以請
一位中國基督徒幫忙扛棺。日軍投降後，翟牧師的棺木被挖掘出來，運回望加錫，改葬於巴
都努安 (Patunuang) 歐洲人的墳場，在那裏安歇，等候救主再臨。 
 
    日軍投降後，所有在集中營中還活著的同工們都恢復了自由，蕭道貞姑娘 (Miss P.R. Seely)
卻得了神經病，很久才復原，以後又因急性瘧疾而去世。Mr. Presswood 因負起了收拾殘局的
重任，以致工作過勞，竟患肺炎而死。Miss G. Ditmar 在歸美途中病歿於船上。這些都是翟牧
師所疼愛所關懷，在集中營不住地為他們禱告的同工。翟師母和他們唯一的女兒，翟萃珍平
安地從集中營出來，在聯軍派遣一艘輪船接載難民回國的途中經過星加坡，特意登陸看翟牧
師靈裏所生的女兒徐梅花，翟牧師曾為她施洗。梅花的先生邱腓力醫生在日軍轟炸星洲時，

｢ ｢在執行救護任務時死於道上。 梅花，翟師母說： 這裏一百塊錢，是翟牧師在集中營時留
｣下給你的。 告別梅花後不久，梅花接到來信知道翟師母在船中患了肺炎，雖平安抵達美

國，但不久後就離世了。他們一家活出了「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的名訓。 (腓
1:21) 
 
    這時候，翟家所存下的就是翟萃珍了，她生長於中國，是為遠東的人民而誕生的。她沒有
哥哥，也沒有弟弟，她就是翟牧師唯一的承繼人。她決定步乃父後塵，繼續父親未竟之功，
完成從神所託付她的使命。於是她立定心志，單槍匹馬回到望加錫來，在她父親葬身之地，
接續父親未完成的宣教事工。她起初在望加錫聖經學校任教，後來到西婆羅洲向住在山地的
少數民族展開開荒的工作。直到一九五九年，她預備回美參加差會會議時，不幸忽遇車禍，
就在殷勤事奉的時候，息勞歸主。 
 

  這些人活出基督耶穌的生命，使別人得到永存的益處。你我願意生命為主發光嗎? 願神賜
我們感恩的心，將神放在我們生命的首位，讓神得到當得的榮耀。當我們反射主的榮光，如
同使徒保羅寫到新約聖徒的榮光時所說：「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
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後 3:18) 主就在我們
的中間得著榮耀。願我們的一生能像火炬一般，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使人得永存的益處，
使神的心意得到滿足，這就是生命之光。願神祝福你們!        

                               N04081 孫雅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