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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光 

約翰福音 John 8:12~25 

 v:20 庫房：奉獻的地方，在聖殿中有 13處有奉獻箱，可能是婦女聚集的院子，第二層的院子。 

 耶穌說 v:12「耶穌又對眾人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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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the 

light." "the" 不是"a"，是唯一的，專有的，耶穌宣稱他是彌賽亞，救世主，在以賽亞書 42章、49章、

50章、53章光代表彌賽亞，救主，以賽亞書 Isaiah 49:5-6；42:5-6。 

詩篇 Psalms 27:1「（大衛的詩。）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或譯：

力量），我還懼誰呢？」 

→ 我是 "I Am" ，宣告祂是，祂就是上帝。 

約翰壹書 1 John 1:5「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 為什麼在約翰福音 John 8:12 耶穌要說祂是光，是世界的光？因為在住棚節期間，在紀念以色列人在

曠野 40年的漂流中，以色列人在曠野需要水喝，晚上有上帝的光引領他們，白天有雲柱，晚上有火

柱，照亮黑暗中的他們，有光就沒有黑暗就沒有恐懼害怕。約翰福音 John 7:37-38 耶穌指出除了在曠

野中上帝供應他們水，耶穌說我就是活水，永遠不會乾枯的活水，供應你們一切的需要，約翰福音

John 8:12耶穌說我也就是光，能照亮人生的黑暗，引導你進入永生。 

→ 耶穌站在聖殿，人潮洶湧的所在，宣告 8:12「耶穌又對眾人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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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你們應該跟隨的光，引導你們進入永生，我知道離開黑暗的方法，

跟從我。 

→ “跟從”，軍人順從長官，僕人順服主人，學生聽從老師的教導，就是跟隨的意思 "follow"，我們

是跟隨主，跟從主，皈依主，順服主的門徒。 

→ 當耶穌如此宣告時，法利賽人向祂挑戰，他們不接受，不相信，約翰福音 John 8:13「法利賽人對他說：

你是為自己作見證，你的見證不真。」 

→ 耶穌回答除了我所說所作的真理，為我作見證，天父也為我作見證，約翰福音 John 7:16-20「16耶穌說：

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來者的。17 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

是我憑著自己說的。18 人憑著自己說，是求自己的榮耀；惟有求那差他來者的榮耀，這人是真的，在他心裡

沒有不義。19 摩西豈不是傳律法給你們嗎？你們卻沒有一個人守律法。為什麼想要殺我呢？20 眾人回答說：

你是被鬼附著了！誰想要殺你？」約翰福音 John 8:14-15「14耶穌說：我雖然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還是真

的；因我知道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15 你們是以外貌（原文是憑肉身）

判斷人，我卻不判斷人。」8:18「我是為自己作見證，還有差我來的父也是為我作見證。」 

即或我給你們證據你們仍然不信。事實對他們不信的人不發生任何作用。他們的不信使他們無知；

但因無知導致不信就真可憐，他們根本不想認識耶穌，不知道祂是那裏的人。伯利恆？拿撒勒？ 

→ 這些人不信，最後要受上帝的審判；8:16「就是判斷人，我的判斷也是真的；因為不是我獨自在這裡，還

有差我來的父與我同在。」；“判斷”judge審判 

約翰福音 John 3:17「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

得救。」 

約翰福音 John 5:22-23「22父不審判什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23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

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 

約翰福音 John 5:27「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 

約翰福音 John 5:30「我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為我不求自

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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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憑外貌 flesh 認人，論斷人審判人，上帝的審判是從生命，生活，屬靈各方面來判斷。 

→ 因為耶穌的宣告更加增了他們的敵意，想要殺害耶穌，但耶穌的時間仍未到，但是也有人接受相信，

約翰福音 John 8:24「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8:30「耶

穌說這話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信他。」 

=> 我們從耶穌是光是真光看聖經有些教導，光速每秒 186,220 哩，光代表能量，量子，有光就除去黑

暗，眼睛就能看見；光使東西，物質變成可見；屬靈意義，藉著耶穌，真光我們生命得到開啟，照

亮我們也得到生命，永生。離了它，生命是黑暗的，約翰福音 John 1:5「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

光。」沒有它，一切都是黑暗的。 

1. 我們是為真光作見證。The true light illuminates and shows in the nature of true ministry. 

施洗約翰是上帝派來的先知，他說他是為那真光做見證的，他自己不是那真光。 

約翰福音 John 1:6-7「6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裡差來的，名叫約翰。7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

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約翰福音 John 1:8「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John came for a witness, "for" the true light, he was not that person, he was the messenger to testify, to step in 

the world to give evidence that Christ is the Son of God. 

→ 我們傳福音，見證的是主，不是我們自己。 

→ 約翰福音 John 5:35「約翰是點著的明燈，你們情願暫時喜歡他的光。」，施洗約翰只是點燃的燈（portable 

oil lamp），希臘文 lukerlop，但主是真光 8:12，essential light，希臘文 phos. 

→ 施洗約翰點亮了福音的內容，他傳達了基督是誰，祂的工作。他被神所差派來為基督作見證，

1:7“叫眾人因他可以信”so that all might believe through him (John the Baptist). 

羅馬書 Roman 10:13-15「13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14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

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15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

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2. 真光啟示我們神的本性，本質。The Light illuminates the true nature of God. 

三位一體的真理，真光的到來，不再有黑暗。 

→ 約翰福音 John 1:9「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主來到世間，真光來到，我們得以認識上帝，希伯來書 Hebrews 1:3「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

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歌羅西書

Colossians 2:9「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 認識基督的，都被光照了，明白了 enlightened. 

約翰福音 John 1:18「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約翰福音 John 1:19-20「19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面：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那裡，問

他說：你是誰？20他就明說，並不隱瞞，明說：我不是基督。」 

3. 真光照耀出罪人的本質。The Light illuminates the true nature of sinners. 

約翰福音 John 1:10「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沒有耶穌你仍然生活在最終，在黑暗中，罪人因為自己行為是暗的，怕見光，不要光。 

約翰福音 John 3:19-2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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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21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

是靠神而行。」 

耶利米書 Jeremiah 17:9「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約翰福音 John 5:39-40「39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

是這經。40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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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真光顯出真信徒的本質。The Light illuminates the true nature of believers. 

約翰福音 John 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But" as many as, receive (believe) in His name, to them gave he power to become the sons of God.... 

→ 成為新造的人（new creation），成為天父的兒女，重生得救的人，從神生的，不是從宗教儀式生

的，約翰福音 John 1:13「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 上帝的真光照亮我們黑暗罪惡的生活，使我們知罪認罪悔改，生活在光中不在黑暗罪惡之下。 

→ 約翰福音 John 8:12「耶穌又對眾人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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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約翰福音 John 12:34-36「34眾人回答說：我們聽見律法上有話說，基督是永存的，你怎麼說人子必須被

舉起來呢？這人子是誰呢？35 耶穌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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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黑暗裡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去。36 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

明之子。耶穌說了這話，就離開他們隱藏了。」 

 約翰福音 John 12:42-43「42 雖然如此，官長中卻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賽人的緣故，就不承認，恐怕

被趕出會堂。43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神的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