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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我们同在 

第 8 部分: 耶稣 

信息 17——世界的光 

约翰福音第 8、9 章 

介绍 

福音当中记录了耶稣和别人的辩论。在其中耶稣第二次陈述七个 “我

是”。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看生命的光 "(约

翰福音 8:12)。 

和他争论的法利赛人有一个称谓：“给瞎子引路的，黑暗中人的光。” (见

罗马书 2:19, 保罗曾使用过这个称谓) 但耶稣说他才是世界的光，而不

是这些法利赛人。在约翰福音第 8 章中记录了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所发

生的激烈争论。在争论当中耶稣向人表明自己更为重要的身份。 

 

--他在天上的父与他同在，而不是与他们同在 (8:16, 17)。 

--除非他们相信他, 否则他们会死在自己的罪中 (8:24)。 

--耶稣只讲述父所吩咐他说的话 (8:26, 28)。 

--耶稣总是做让天父喜欢的事 (8:29)。 

--如果人们跟随他，他们将因得到真理而被释放(8:31, 32,)。 

--只有作为儿子的耶稣才能让人们得自由 (8:36)。 

--法利赛人真正的父亲是说谎、杀人的魔鬼 (8:44)。 

--他尊敬天父, 只为求天父的荣耀 (8:49, 50)。 

--赐给他尊荣的是他在天上的父亲 (8:54)。 

--如果人遵守耶稣的话, 他们将永远不会看到死亡 (8:51)。 

--他在亚伯拉罕出生前就在世上了 (8:56-58)。 

--他说他就是《旧约》中的创世者 (8:58)。 

 

在第 8 章的结尾，人们向耶稣扔石头(59 节)。 他们指责他亵渎神，因

为根据他所说，他声称自己是神。最值得注意的是, 他最后坚称自己就

是《旧约》中的主。当在荒野中上帝出现在摩西面前的时候，主让摩西

回到埃及, 告诉犹太人他们将从在埃及为奴的苦境中被释放，摩西问上

帝, 他回去应该说是谁派他来的？上帝回答说，“对以色列人说, „那自有

的打发我来的‟”(出埃及记 3:14)。那时的犹太人都不能称上帝的名— 

  



  2019 年 3 月 10 日                                                    1043 

 

耶和华 (自有的)。耶稣不仅说神的名，他还声称自己就是神。所以在

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结尾处，记录了法利赛人想要因亵渎而杀害耶稣的事

实。 

 

申称自己是神是一回事，用行动和事实证明这一点就是另一回事。在第

8 章中，耶稣声称自己是 “世界的光。” 在第 9 章中, 他通过让一个生

来瞎眼的得看见证明了自己是光。 

 

遇到生来瞎眼的 9: 1-5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

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 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

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

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就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9:1-5)。 

 

耶稣反复强调“世上的光”（从 8：12 开始）因为他希望以一种戏剧性

的方式，即从瞎眼的人这里来证实他的话。在耶稣时代，犹太人对身体

的缺陷是这样认识的：上帝希望每个人都健康和快乐, 所以如果有人不

健康，就是因为罪。这不是指一般的罪，而是具体的罪。有人犯了罪, 体

弱多病就是一种惩罚。这就是为什么门徒问耶稣: "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还是他的父母呢？所以他生来瞎眼？" (他们甚至认为胎儿在出生前可

能会在子宫里犯罪。所以, 有人犯了罪, 而导致这个人的失明，这就是

惩罚。） 

 

——关于体弱多病的错误推理: 上帝一定是在惩罚我。 

 

耶稣的回答很重要。既不是这个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但既

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所以上帝可能是要在他的生命中彰显自己。 耶稣

断然否认了体弱多病是某人的罪恶的后果的想法。所以他提出了新的观

点。 

注意: 认识罪。"罪" 是希腊语中的一个术语, 意思是 ' 错过 '标记 ', 未能达

到上帝设定的目标或标准 (罗马书 3：23）。但是, 这中间还有更多的原因。

罪是弯曲的品质,是一种道德或精神疾病, 他阻碍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使我们

不能按照上帝造我们的目的行事“(约翰福音, 生活变化系列, navpress, 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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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纠正错误认识：疾病表示神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大能。 

 

 

 

 

 

 

 

 

 

 

 

医治瞎眼的人 9:6, 7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吐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

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9:6, 7)。 

 

耶稣以不同的方式行神迹。在这里, 他告诉盲人去西罗亚池子去洗。为

什么去那里？可能是因为它在圣殿附近，耶稣想让许多人知道这个人身

上所发生的事。他想验证他的 "世上的光" 的说法。他让这人去圣殿附

近的一个公共的池子, 在那里, 其他人、祭祀都在那里打水以便在日常

的圣殿仪式中使用。很快众人就会知道这个盲人被医治的事情。 

 

争论与对话: 9:8-34 

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 “这不是那从前坐着乞讨的人

吗？” 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

“是我”(9: 8-9)。 

 

这一定让这个刚刚被治愈的人非常沮丧。他经历了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

奇迹，而人们却不相信是他。所以他坚持说： “就是我！” 

 

我们可能会为我们碰到的困难，花很多时间想弄清楚什么原因。“为

什么，主？”我们也应该换一个问题问神：“是什么，主？”神想让

我通过这个情况认识到关于他的什么？或者关于我自己的什么？

或者是神想通过我的生活做什么，让我能够荣耀他？这些都是耶稣

希望我们去探索的方向。不要去问这些问题的原因，因为这些通常

不能给我们带来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这些问题却可以被当作神借

助让我们重视他……的手段。你是否在生命中也有什么身体上的软

弱？通过这些软弱神让你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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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

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 ‘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

洗，就看见了。” 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

（9：10-12） 

 

人群中有很多的争论；所以他们觉得最好的解决争端的方法就是把那个

被治好的盲人带到宗教领袖，也就是法利赛人面前，这样他们就可以调

查裁定事实真相了。还记得么，在上一章中，法利赛人对耶稣有很大的

争论。甚至他们还想以亵渎罪用石头打死耶稣。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按照

耶稣的计划进行的:在法利赛人面前正好出现一个神迹的见证者；证明

耶稣就是世界的光。然而众人并不知道在会堂里坐满了对耶稣满怀成见

的法利赛人。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

安息日。法利塞人也问他是怎们看得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

抹在我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

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

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9:13-16）。 

  

耶稣经常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通过和我们关系亲近的人告诉我们他

在做工。这位生来瞎眼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停下来好好想想耶稣

想向我们说明什么。然而如果我们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先入为主的

话，就没有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亲眼见证神大

能的机会。 

耶稣要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你希望他的光照在哪里？让神告诉你他

所做的。哪怕没有具体的答案，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辨神的真

理。罗马书 8:28,29 教导我们说，神所做的是让我们得益处，所以最

终我们会变成耶稣的样子。无论如何，圣经教导我们耶稣的荣耀在我

们个人和生活中彰显，为了得到神的这些好处，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

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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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他多次在安息日行神迹。这一天不应该工作，而应该

用于休息、敬拜和愉悦身心。对耶稣来说，能够把人们从捆绑中释放出

来是他非常乐意做的，因为这样可以让人们真心感谢并敬拜天父。对于

亲眼看到神迹的人来说，这是大开眼界的时候。但是宗教领袖们却因为

自己的骄傲和对权利的向往而对此视而不见。因为他们的骄傲，过度保

护自己的位置，导致他们仅仅根据律法而非事实来做出判断。 

法利赛人转向 “瞎子”问他怎么看待从神而来的耶稣。（这里很有讽刺

性的是法利赛人却自称为“瞎子的引路人。” 而现在他们却要这位曾经

瞎眼的人引导他们！） 

 

他们又对瞎子说: “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

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

了他的父母来，（9：17，18） 

 

犹太人完全忽视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回答（耶稣是个先知）。他们对

耶稣有成见。他在他们的眼中这个生来瞎眼的就是一个罪人。 

 

 

 

 

 

 

 

 

 

 

 

 

  

“偏见”指的是 “在之前就定意”。一旦我们在之前就定意了，所有之

后发生的事都是证明（哪怕下意识地），这样的话我们之前的想法就

被证实了。哪怕足以证明上帝存在，或者耶稣的确在历史上存在过，

或者复活的证明……人们还是不愿意相信。这就是对耶稣的偏见。 

更深入的问题是：哪怕证据就在那里，我们还不愿相信，这其中的原

因是什么？这通常不是知识上的原因，而是感情，道德或者关系上的

原因。承认耶稣是他所宣称的那位，这也许需要一些改变。需要做出

牺牲，甚至更为深远: 我们的家庭关系，财务安全，或者神在磨练我

们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用理性或者“法律”给我们自己一个选择不相

信的理由。有一个词形容这种情况 “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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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赛人让他的父母来看看这是否真的是他们的儿子。 

 

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

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 “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

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

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

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耶稣

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9:19-23） 

 

我们将这种情况叫做“证人恐惧。” 他的父母不想因为他们的回答被

赶出会堂，所以他们保留说出真相。（但是他们却能够接受自己的儿子

被赶出会堂的可能！）法利赛人让这位被治好的人再次来到会堂。这一

回，他们想逼迫他按照他们的意思回答。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

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9:24） 

 

他们要求他对耶稣的态度能够和他们保持一致。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是一

个罪人。快点同意我们的观点，把荣耀归给神！ 

 

 

 

 

 

 

 

 

 

圣经警告“硬着颈项”的表现就是不相信和悖逆。如果我们因担心失去

控制而不肯接受神的真道，他就会让我们的心更加无视他所启示的事实。

所以拒绝真理的时候要小心了。这个后果可能要比你所担心的更加严重。 

  

这些法利赛人会失去什么？为什么他们坚持自己的偏见执意认为耶稣

是“罪人”呢？若不是约翰的记录谁能猜得到这背后的真正原因呢？ 约

翰福音 11:47,48 告诉了我们真正的原因：“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

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

我们的百姓”。所以他们真正的原因是恐惧。惧怕罗马人夺去他们的尊

贵位置。哇，原来他们定意的是不能失去手中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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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位被治好的瞎子却不愿屈从于他们的压力而改变自己对耶稣的

认识。 

 

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

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

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

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9:25-27） 

 

这个从前瞎眼的人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 这就是一个明

显的例子，他们本可以听他的见证，但是偏偏选择不听，因为之前说过

的原因——惧怕。 

 

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

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9:28,29） 

 

如果你是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站在一群有权有势、指责你的宗教领袖面

前。他们甚至威胁要把你赶出会堂，毁掉你的余生。在被他们杀死之前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退却了。而这个人却没有。他说出了整本圣经

中非常有力一句话： 

 

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

奇怪” (9：30)。 

 

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他对法利赛人呼喊。这是从天上来的，行神迹

的人，而你们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之后他的话更是具有神学意义的

总结：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

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

来的，什么也不能做”（9:31-33）。 

 

这段指责从 9:24 开始。法利赛人称耶稣为罪人。而这位生来瞎眼的人

却“教导”他们说神从不听罪人的，神听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很显然，

耶稣证明他从神而来，在遵行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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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教导：“若非来自于神，无论肉体还是精神就都不能看见。” 

 

可以想象法利赛人站在那里听他的教训，此时他们也许突然意识到他们

正在被一个几小时前还瞎眼的乞丐教训。他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

出去了（9:34）。 

 

 

 

 

 

 

 

 

 

耶稣和被治好的瞎眼的人之间的对话：9:35-41 

耶稣关心这位被赶出会堂的人，这成了故事的结尾。他曾经因为生来瞎

眼而无法进入会堂。现在他能够看见了，却因为他勇敢的说出了被医治

的真相后又被赶出来。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

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说：“主啊，我信！” 就拜耶稣

（9:35-38）。 

 

事件的开始是人们控告耶稣亵渎神，而结束却是有人拜他。在圣经中，

拜是只能对上帝行的。或称亵渎，或称敬拜。对耶稣的态度只能在二者

中选择其一。你可以说他是谎言家或是疯子，抑或你就拜他为救主。 

 

耶稣对整个事件做了总结（也是一处重要的教训）：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

反瞎了眼。”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

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

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9:39-41） 

  

我相信这个人一定会在天国得到赏赐，因为他敢挺身反抗有权势的

人，为了说出真相不计后果：1）他们鄙视他，指责他说他生在罪孽

中。2）他们说他竟然敢冒犯权威。3）他被赶出犹太会堂（他的父

母很惧怕这个后果）。然而，在整个约翰福音的第九章中，他勇敢的

见证被记录并且保存了下来！我们不知道在后来有多少生命受到了

他的鼓舞，敢于在恐吓面前站出来，说出真相。你也要有这样的勇

气，不论你站在什么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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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眼的得看见 

为瞎眼引路的却瞎了眼 

这像是一种倒退！如果我们知道瞎眼指的是处于灵性的黑暗中，我们就

能够经历“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歌罗西

书 1：13）。我们看见了！ 

 

我们坚定的认为自己能够看见（我们以为我们有属灵的眼界，不需要赦

免的救恩），耶稣说我们这样就是选择待在自己的罪和黑暗当中。我们

就是瞎眼的！ 

 

这也是圣经中不断重复的主题。谦卑和破碎可以带来拯救，骄傲和偏见

阻拦神的救恩。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约翰福音 12：

36)。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约翰福音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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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3:19）。 

 

——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需要救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救。 

——只有承认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才能够看见。 

——只有承认我们有罪，且罪要被挪去，我们才能除去罪的挟制。 

 

 

 

 

 

 

 

 

 

 

  

世上的光：在约翰福音第八、第九章耶稣宣称他是世上的光。但

他却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 5:14-16）。被

医治的瞎眼的人成为耶稣的见证者。耶稣让我们都接受他的光，

因为我们认识他。他的光是否通过你照亮你周围的人？人们从你

身上是否看到了耶稣的爱？你能否愿意从这周开始变得更明亮，

照亮你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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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细想“行在光中” 

 

什么是在基督里“行在光中” ？首先是指我们要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这样我们就是“光中的孩子。” 其后，“行在光中”是我们每天听从耶

稣教导时要迈出的脚步，展开的行动。在此过程中，耶稣会照亮我们前

行的脚步。（一个信仰的代表是：只要有够引导我前行的光亮就可以了。

——引自 Stormie Omartian）他的光不会照的那么远，以至于我们可以

清晰地看到未来。 但是他会让我们每天靠着相信他，行在他话语的光

中，带给我们精神上的鼓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读经祷告。这

样，耶稣才对我们说话，并带领我们行在他的光中。“你的话语是我脚

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 119:105）。 

 

讨论问题 

 

1. 在你跟随耶稣之前，什么事或想法阻拦你接受基督对他自己的宣称

呢？（可参考 1046 页方框中的讨论） 

 

2. 有时，就算是信徒也不会将自己完全交给基督，让他来掌管我们的

生活。耶稣愿意将他的光照进我们有需要并要成长的领域。所以我

们有时会找理由认为我们不需要神。无论怎样我们都是瞎子，都有

不同的“盲点”！ 我们只有谦卑自己，才有人愿意将真理讲给我们听。

而要将爱的真理告诉别人也需要我们具有勇气。在这个过程中，真

理的光就让我们变了样子，并在耶稣里凡事长进（以弗所书 4:15）。

这个事实对你有什么样的启发？ 

 

3. 被治愈的瞎眼的人因为自己挺身捍卫真理而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可

参考 1049 页方框中讨论）。你是否有过相似的经历？他的例子是

否也激励你去捍卫真理呢？ 

 

4. 在当下，是否有什么事让你无法完全信靠耶稣是你的救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