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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im & Thummim 

烏陵、土明   

Light and Truth 

光 和 真理 
（前上海聖約翰大學校訓） 



 8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
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9-10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11-12 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倒要責備行
這事的人。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來,
也是可恥的。 

  

以弗所書 五章 



13   凡事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出來；因為一切能
顯明的,就是光。 

14-15 所以主說：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
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們要謹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I. 從黑暗脱離       v8上&11-12 

II. 在光中得以見光   v8下&13 

III.這世代的明光見証 v14-15 



堕落陰暗的世界 

美國: 兇殺、吸毒/濫用藥        
性犯罪、同性戀/艾滋病。  

中國: 經濟崛起，但道德崩溃、贪腐做假。 

台灣: 詐騙犯數以萬計，遍布全球。 

普世现象： 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必有許
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些

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 （太二十四7-10）  

 



儒家教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林前一22  

 猶太人 （宗教徒）   要神蹟（超自然能力） 

 希利尼人（知識份子）求智慧（辦事能力） 

• 專業知識：科學/科技、哲學/主義  

• 精明能幹,但缺高明遠見；近視局限,顧不到久遠。 

改善物質生活,但解不了道德問題、死的問題及
人生理想/意義。    - 傳道書 

I .  從黑暗脱離 (V8上&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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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什麽？  

西方   

• 蘇格拉底： 公義至善;  

無知/憑感覺是瞎子；    

宿命、神密 

•伯拉圖： 智慧是处理好 

人事物關係的方向/能力 

•亞里斯多德： 理性邏輯
落實到科學；倫理、美德、

正義等  具體/知識化 

東方   
• 孔子: 天道;  仁、和谐   

未知生, 焉知死？   

•朱熹：格物致知           

 （事物之理） 

•王陽明：實事求是；     

君子之學，唯求其是。 

 （良知及天理） 

通俗：實用主義 



哈佛 1692校徽 

  Veritas   真理                       

for Christo 为 基督                  

& the Ecclesiae 及 教會 

美國大學現象 

19 世纪末後 

 

Veritas 真理 

尋得終極的真理 

不是憑理性, 而是憑信

心 

Veritas meant divine truth；
truth reached ultimately 
not through reason but 

through faith.    

 (Harvard President  
          Lawrence Summers 2002）  



• 後真理（Post-truth）= 感覺真實 

• 政治正確  (Politically Correct） 

• 假新聞（Fake-news) 

 瞎了心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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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四4） 

   心眼（魂) = 思想、喜好、意志 
   這世界   = 世俗 （worldly/secular） 

 虛妄無知、心理昏暗;自作聰明，反成了愚拙。 
        （羅一21-22） 

人為何拒絕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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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

的話。     （阿摩司八11） 

 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要敗亡之人的智慧。  （林前一19 & 二6） 

 使九章 - 宗教狂熱的掃羅：在追拿基督徒的途中被 

大光照,扑倒、瞎眼；重新認識耶稣就是彌赛亞/

基督,生命被翻轉,改名保羅。 

 

 

自以為聰明的人 



路一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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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人；把
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徒二六18 主给保羅的使命：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 
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 
歸向 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 
得基業。 

 

真理之光-神自我启示 



從曼哈頓名模到非洲義工  

Marina De Souza 

從憂鬱、自憐、毒品和女同的毀滅迷霧中走出來，
充滿喜悅和理想。 



詩三六9因為在祢那裡,有生命的源頭; 在祢的光中, 
我們必得見光。  

信從這光，使你們(转变)成為光明之子。（約十二36中） 

靈魂之窗：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 

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察,恐怕
你裡頭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無黑暗,
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燈的明光照亮你。  （路十一34-36） 
 

II.在光中得以見光 (V8下&13) 



約一章 
 1-5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
是藉著祂造的。生命在祂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
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八12 耶穌又對眾人說: 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
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耶穌就是真理之光 



希一1-3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就在

這末世,藉著祂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祂為承受萬
有的,也曾藉著祂創造諸世界。祂是 神榮耀所發的 
光輝,是 神本體的真像 ...。 

路二30-32 先知西面稱頌： 

 我的眼睛已經看見祢的救恩,就是祢在萬民面前所預
備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祢民以色列的榮耀。
  

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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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五8下 

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腓二13-16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
就祂的美意。...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 神無瑕疵
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
道表明出來。 

彼前二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III.在這世代中如明光見証(V14-15)  



約十七16-19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求祢用真理使
他們成聖,祢的道就是真理。…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
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  

帖前五5-6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
的、不是屬幽暗的。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
總要儆醒謹守。 

 屬世界 = 世俗 = 屬幽暗（被撒但掌控）  

III.在這世代中如明光見証 –  

   1)分别為聖 



這像是基督徒嗎？ 

但以理   

裡頭有神
的靈;(心中)

有光明、
聰明和美
好的智慧。 



  2)弟兄和好 约瑟（創45章:7-8)                

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

為要給你們存留餘種在

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

全你們的生命。這樣看

來,差我到這裡來的不

是你們,乃是 神。 
 

約一書二10 

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 

Agapaó 聖愛 



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 神; 神又使祂成為我們
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林前一30） 

•公義 - 服神的義,不自以為義,與人和平。 

•聖潔 - 模成神兒子的樣子、性情有份。 

•救贖 - 脫離黑暗的權勢,與 神和好,有份永恆。 

 因為祂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
成為聖潔(能以)得救。神藉我們所傳的福音,召你們到這地
步,好得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帖後二13-14) 

3)活在光中 



馬太五14-16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
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
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世上的光 - 聖徒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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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二20） 



 脱離黑暗/舊人：新生命不按世俗價值觀行事為人。 

 神的話是我脚前燈、路上的光 - 回歸聖經 
 - 惟獨恩典 
 - 惟獨信心 
 - 在基督裏 
 - 榮耀神 

 作 神無瑕疵的兒女,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腓二15-16) 

總 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