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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 8:12) 
 
    今天是基督教华府中国教会科堡分堂第一次主日崇拜，神的灵感动众人在此参与教会的发
展，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求主让我们的每一次的聚会都满有神所赐的生命之光，好让我们成
为神在科堡华人的灯塔，用神的话语照亮全地，也用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美好的见证，如同
明光照耀在这个世代中。 
 
    接续约翰福音第七章在住棚节的节期中耶稣被人拒绝后，有鉴于世人生活在黑暗中，看不

｢见生命之光，耶稣继续在第八章第十二节对众人如此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
｣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 8:12) 耶稣是世界的光，蒙祂光照的人，就不在黑暗

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何等美好的消息，我们可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让我们
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来敬拜您，愿圣灵光照我们，充满我们，好让
我们众人的事奉能满足您的心，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得到一切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阿们! 
 
    9/13/2008 清晨德州东南部正遭到艾苛 (Ike) 飓风的袭击，飓风的暴风半径大约 120 英哩，
暴风圈大过德州全州。此飓风以每小时 110 英哩的高速在葛维斯顿 (Galveston) 登陆，全美第
四大城休斯顿戏院区的摩天大楼，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精神堡垒的玻璃在强风冲击下破裂成
碎片如雪花落下。休斯顿地区大停电，波及三百余万人。这些人昨天晚上在黑暗恐惧与外界
隔绝中度过。根据气象预报，住在葛维斯顿的居民早已接到撤离的通报，免得在水灾中丧失
生命，但是许多人存侥幸的心理，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很快水淹到房子里面了，飓风助长
烧楼的大火以致消防车束手无策，等到道路都被水封住时才打 911 求救，在 24 小时中有
1250 如此求救的电话，但是已经太迟了。我的女儿在休斯顿，她也许不了解，我非常关心
她。她住的地方估计一个礼拜都没有供电的可能性，她不但将在黑暗中，也没有足够供应她
一个礼拜的食物，我告诉她可以随时回家，我们家中有电、有灯、有光。有粮食。儿女虽然
长大离开父母的家中，作父母的总是惦记着儿女们。这就是天下父母心。我们是天父的儿
女，我们若陷在黑暗中，也许我们不知道危险，也不能深切体会天父关心我们的生命。天父
如何让我们知道要出黑暗入光明呢? 天父怜悯我们因着罪的缘故受捆绑，受到撒但的控告和
邪灵的辖制，于是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上，为我们成了代罪羔羊，赦免我们的
罪，让我们知道，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 1:77-79) 看见如此伟大救恩的人都要欢呼，都
要将荣耀归给神。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这节经文所讲的第一句话，耶
稣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 
 
一一一一 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主耶稣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们对光并不陌生，光对人类的生存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光
能照明，光有能量，光可杀菌，太阳能可发电，阳光可配合维他命 D 使人骨胳健康，过度曝
晒会引起皮肤癌，直看太阳太久眼睛会失明。在物理界，光是个迷，它兼具粒子与波的双重
属性，光速是一切有质量物体速度的极限，若能超过光速，时间就会倒流。当然在近代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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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所宣告质能互换 (E=mc2) 以前的人也完全不了解其中的奥秘与所蕴藏的能量，和宇宙大
爆炸的理论。在化学界，元素的光谱可帮助研究发展物质的合成，制造出五彩缤纷悦人眼目
的花花世界。在医学界，光可成为雷射，γ射线可以当作割除脑肿瘤的极光刀，χ光片可透视
人体，是检查骨折，和牙齿的有效工具。根据心理学的报告，光可赐人希望，在北极有永昼
和永夜的地方，在永夜的几个月中，自杀率很高，人长久看不见日光，就看不见盼望。 
 
    圣经上怎么说光呢? 在圣经中光有极重要的意义，从创世记第一章到启示录最后一章都讲
到光。你知道圣经中神讲的第一句话是甚么? 创世记第一章第三节记载神所说的第一句话。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 1:3-4) 很多人不相信神创
造光是用祂口中的话，保罗提到基督的荣光曾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
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林后 4:6) 
 
    这里的光乃是彰显神荣耀的光，基督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来 1:3) 约
翰福音第一章讲到基督就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生命之光。「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就是
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
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 1:4-9) 
 
    耶稣是这世界的光，两千年前耶稣来到这世界，祂将光带到人间，这光如今仍然光照人，
给人盼望。可是这光的出现是有时间性的，若是错过了，人不肯接受这光，将来死后就只能
进入那永远的黑暗中了。那时人就后悔没有谦卑地来接受耶稣这世界的光。耶稣对门徒说:｢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 (约 9:4-5)。耶稣又对众人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
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
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约 12:35-36)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祂所讲的「我是｣，乃是明讲：「我就是神」。耶稣不是被造之物，耶
稣乃是以极大的智能，独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万物是借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
是借着祂造的 (约 1:3)。神的光照启示是渐进的，旧约创世记中，神告诉亚伯拉罕祂是盾牌，
是大大赏赐人的神(创 15:1)，后来又告诉亚伯拉罕，祂是全能的神 (创 17:1)，之后神又向亚
伯拉罕宣告在祂岂有难成的事。 (创 18:13) 摩西曾经问神的名字是甚么，神告诉摩西，祂的
名字叫自有永有。 (出 3:14) 意思就是祂在时间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就是神，时间延续到永恒时
祂还是神。祂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主 (弗 1:11)。耶稣是神，祂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你若
有困难，要告诉耶稣。祂能了解你，祂能安慰你，祂能保护你，祂能祝福你，祂能拯救你，
祂能赐你平安，祂能赐给你生命。你若有喜乐，要告诉耶稣。祂能使你柔和，祂能使你谦
卑，祂能与你一同快乐。 
 
    如何知道耶稣就是神呢? 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多次宣告祂就是神，是自有永有者。约翰福音
有七个著名的。「我是」耶稣宣告自己就是神。 
 
1 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 
   耶稣是天上降下的吗哪，足可供应人一切的需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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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耶稣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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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 
   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    
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10:9-10) 
 
4 我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约 10:11) 
 
5 我是复活我是复活我是复活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生命我是生命我是生命 
    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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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 14:6)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
14:9) 
 
7 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甚么。(约 15:5) 
 
    再者，当人来捉拿耶稣时，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就是。」(约 18:5) 耶稣一说我就是，他
们就退后倒在地上。(约 18:6) 为甚么? 因为耶稣对他们说，我是神，耶稣的荣光就从祂的肉
身中冲出来。当彼拉多审问耶稣时，彼拉多就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么? 耶稣回答说：「我
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 18:37)
耶稣说，我就是王，是永远的王。 
 
二二二二 门徒不在黑暗里走门徒不在黑暗里走门徒不在黑暗里走门徒不在黑暗里走 
 
    耶稣继续说，跟从祂的人不在黑暗里走，只有弥赛亚才能使人的灵眼开启，看见真正的
光。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讲的第一篇道就讲到耶稣基督使我们属灵的眼睛得以开启，得以喜

｢乐地看见神赐给人的生命之光已经临到。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

｣人的禧年。 (路 4:18-19)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行在光中呢?  
 
1 看见自己的罪恶看见自己的罪恶看见自己的罪恶看见自己的罪恶 
 
    凡行在光中的人一定知道自己的罪恶与软弱。｢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
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
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约 3:19-21) 
 
    约翰达秘 (John N. Darby) 曾说，｢只有在神同在的光照下，我们才会定罪自己，惟神能赐
给我们能力洁净自己，脱离那些虽然隐藏在我们心的最深处，却是自己知道的偶像｣。在生命
的光中，我们属灵的眼睛就瞭亮，全身就光明。(太 6:22) 我们不在黑暗里行，乃是在光明中
与主彼此相交，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壹 1:3) 
 
2 不凭眼见不凭眼见不凭眼见不凭眼见，，，，乃凭神的应许乃凭神的应许乃凭神的应许乃凭神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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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行在光中的人不凭眼见，乃凭神的应许。蔡苏娟女士是一位已被主接去主的使女，人称
她为暗室之后。她得了一种特别的病，眼睛不能见光，住在暗室中。有一次我去带领一个小
小的聚会，就在她住过的房子里举行，在那地，我感受到神极大的荣光与同在，第一天晚
上，参加聚会的都接受耶稣为救主。蔡苏娟的眼睛虽然怕见光，但她的灵眼是开的，但她住
在宾州乐园镇使者农庄时，有许多人去看她，得到很多属灵的帮助。她曾说：「很多事物不能
只看表面，乌云之上阳光永远闪烁；悲伤之后，常有得胜与喜乐。」                                    
 
3 在难处中有大喜乐在难处中有大喜乐在难处中有大喜乐在难处中有大喜乐 
   凡行在光中的人虽然处在难处中，确有大喜乐。主的仆人，何斯穆曾经历艰难的岁月，仍
然爱主，不退缩，事奉主，与主同行，心中满有大喜乐。他说：「父啊，我们在忧伤中仰望
您，您是生命医治的泉源，黑夜中虽然幽暗，清早必有喜乐。」司布真如此见证难处背后的祝
福，足以让我们在患难中仍然维持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说：「我今天愿意作一个见证，我一
生的转变，全靠我主工厂里的烈火，铁锤，锉刀，棒杖。」              
 
4 不爱这世界和其中的享乐不爱这世界和其中的享乐不爱这世界和其中的享乐不爱这世界和其中的享乐 
    不要容钱遮住你的眼睛，使你看不见神的旨意；不要容钱塞住你的耳朵，使你听不见神的
声音；不要容钱绊住你的脚步，使你不能在天路上奔跑；更不要容钱占住你的心，使你不能
迎接基督住在你的里面。这是主重用的仆人王明道先生给我们的提醒与劝勉。 
   
5 因怜悯人而得神的引导因怜悯人而得神的引导因怜悯人而得神的引导因怜悯人而得神的引导 
    以赛亚书中记载:｢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轭，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
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
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
绝的泉源。｣ (赛 58:9-11) 
 
6 凭着清洁的良心传主的福音凭着清洁的良心传主的福音凭着清洁的良心传主的福音凭着清洁的良心传主的福音 
    使徒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此说:｢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
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荐与各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
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
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林后 4:2-5) 
圣法兰西斯曾说：「清心的人鄙视世上的事物，经常追求天上的事物，他们不断地从清纯的心
思中敬拜并默想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三三三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最后我们一同来思想如何得着生命的光，旧约中有宝贵的属灵产业，可以帮助我们实际地
行在光中。教会的根基是神的话语，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诗 119:105)
我们绝对不可偏离神的圣经的教导。大卫在诗篇 37 篇中如此记载：「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
善，住在地上，以祂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
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祂，祂必成全。祂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

｣午。 (诗 37:3-6) 神应许我们遵行这七样属灵的原则就必得着生命的光。 
 
1 倚靠神倚靠神倚靠神倚靠神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 4:6)。神是我们患难中坚固的
避难所，是航海时暴风中的避风港，是躲避仇敌追杀时的逃城，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劳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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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人天然的本性并不喜欢倚靠神，但是恩典能使你倚靠，也能给你因倚靠而来的喜
乐。」感谢神。 
 
2 行善事行善事行善事行善事  
    我们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豫备叫我们行的。(弗 2:10) 
 
3 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 
    住在地上，以祂的信实为粮。神的信实是我们大小的盾牌，是我们所倚靠的。我们的信心
就是真实的相信神的供应，让我们一切所需求的都从神那里得到供应。(腓 4:19) 
 
4 有喜乐有喜乐有喜乐有喜乐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乃是说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要因为神而喜乐，因为神顾念我们。｢虽
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
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哈 3:17-19) 
 
5 常祈求常祈求常祈求常祈求 
    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
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么。(路 11:13) 旧约中神应许那遵行神旨意，乐意帮助别人的人，他们的
光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
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 (赛 58:7-9) 
 
6 全交托全交托全交托全交托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祂，祂必成全。交托给神必蒙保全，不交托给神必完全落
空。完全交托是信心的表现，保罗在他最后的书信中告诉他的同工提摩太，他能胜过苦难的
秘诀是因为他已经将自己交托给主了。保罗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
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后 1:12)  
 
7 彰显神彰显神彰显神彰显神  
    祂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神不只是让我们作公义公平的事，
神让我们这个人为神的缘故成为公义公平的彰显。人看到我们就看见了公义，人看见我们就
明白甚么是公平。 
 
       我们蒙神的恩典能听到福音是因为神感动许多宣教士愿意付代价，爱灵魂，为主而活，为
主发光｡ 他们为了别人的益处，愿意牺牲自己。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十五年前，当我在宣道
会 的 神 学 院 进 修 期 间 ， 每 日 清 晨 五 点 钟 天 还 没 有 亮 就 到 以 翟 辅 民 牧 师  (Robert Alexander 
Jaffray) 命名的宿舍和同学林彩炬一同晨祷，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两人风雨无阻祷告到七点多。
翟牧师是一位热爱中国人灵魂的宣教士。每当我读到他的传记，就让我再度向神献上感恩的
心。翟牧师生于 12/16/1873，于 7/29/1945 息劳归主，在世七十一年。 
 
    翟牧师生于加拿大的多伦多，父亲乃报业巨子，曾被选为加拿大国会上议院的议员。少年
期间在团契生活中翟牧师受到一位主日学的教师高雯小姐 (Miss Onnie Gowan) 的影响，扭转
了他和许多人一生的命运。高雯曾经在宣信博士的聚会中得了复兴。翟辅民经历生命的改变
后不多几年，他自己也因听宣信的讲道而决定了他今后的前途。年轻的翟辅民不但决心拋弃
世界之荣华富贵，愿意过清淡的传道生活，他还准备到遥远的中国。那时中国动荡不安，老
父爱子心切，竭力反对。翟辅民全心爱主，愿付出一切代价，宁愿放弃财产继承权，以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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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金钱的供应。当他启程赴纽约时，父亲对他说：「如果将来宣道会派你到中国去，当然宣
道会会为你负担一切经济的责任，我绝不会资助你分文。但到你将来后悔之日，你若来信承
认已往的错误而愿意回转，我仍然体谅你，立刻给予旅费并继续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但是

｡翟牧师坚决献身传道  
 
    在纽约修完神学三年课程后，二十四岁前往中国广西梧州，学会中国话，服事中国人。翟
师母 (Miss Minnie Doner) 也是宣教士，比翟牧师早两年来华。他们在中国相识，在中国结为
夫妇，在中国生下女儿，为中国的灵魂归主尽心竭力，将他们的青春倾倒在中国。他们在梧
州一住就是三十四年，期间曾经历一九 00 年庚子之乱，宣道会殉道者达三十六人。在他宣教
的四十七年中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在中国和东南亚。他不但没有退缩，反倒更积极服事中国
人。他热爱中国人的灵魂，常向人表示他是中国人，如果一定要他选择一个国籍的话，他必
然选择中国籍。后来受圣灵感动五十八岁时翟牧师再度接受圣灵的感动，前往福音未得之地
开荒，在越南和印尼等地服事华侨及当地人。六十八岁时为主被关进监狱，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在日军集中营中得疟疾，翟牧师和妻子女儿经过三年集中营的煎熬生活之后，就在一个
快要天亮的黑夜，放下了他心爱的宣道事工，安息主怀，相信主再来的那日，他必从耶稣基
督的手中，领取他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翟辅民牧师出殡的时候，他的同工们为纪念他一生的志愿，因为他特别爱中国人，所以请
一位中国基督徒帮忙扛棺。日军投降后，翟牧师的棺木被挖掘出来，运回望加锡，改葬于巴
都努安 (Patunuang) 欧洲人的坟场，在那里安歇，等候救主再临。 
 
    日军投降后，所有在集中营中还活着的同工们都恢复了自由，萧道贞姑娘 (Miss P.R. Seely)
却得了神经病，很久才复原，以后又因急性疟疾而去世。Mr. Presswood 因负起了收拾残局的
重任，以致工作过劳，竟患肺炎而死。Miss G. Ditmar 在归美途中病殁于船上。这些都是翟牧
师所疼爱所关怀，在集中营不住地为他们祷告的同工。翟师母和他们唯一的女儿，翟萃珍平
安地从集中营出来，在联军派遣一艘轮船接载难民回国的途中经过星加坡，特意登陆看翟牧
师灵里所生的女儿徐梅花，翟牧师曾为她施洗。梅花的先生丘腓力医生在日军轰炸星洲时，

｢ ｢在执行救护任务时死于道上。 梅花，翟师母说： 这里一百块钱，是翟牧师在集中营时留
｣下给你的。 告别梅花后不久，梅花接到来信知道翟师母在船中患了肺炎，虽平安抵达美

国，但不久后就离世了。他们一家活出了「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的名训。 (腓
1:21) 
 
    这时候，翟家所存下的就是翟萃珍了，她生长于中国，是为远东的人民而诞生的。她没有
哥哥，也没有弟弟，她就是翟牧师唯一的承继人。她决定步乃父后尘，继续父亲未竟之功，
完成从神所托付她的使命。于是她立定心志，单枪匹马回到望加锡来，在她父亲葬身之地，
接续父亲未完成的宣教事工。她起初在望加锡圣经学校任教，后来到西婆罗洲向住在山地的
少数民族展开开荒的工作。直到一九五九年，她预备回美参加差会会议时，不幸忽遇车祸，
就在殷勤事奉的时候，息劳归主。 
 

  这些人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使别人得到永存的益处。你我愿意生命为主发光吗? 愿神赐
我们感恩的心，将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让神得到当得的荣耀。当我们反射主的荣光，如
同使徒保罗写到新约圣徒的荣光时所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象从
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林后 3:18) 主就在我们的
中间得着荣耀。愿我们的一生能像火炬一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使人得永存的益处，使
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这就是生命之光。愿神祝福你们!        

                               N04081S 孙雅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