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还是黑暗？

约翰福音 3：16-19

2022年7月10日的讲道

克里斯·西克斯牧师

我们今年正在学习新城教理问答，因为它是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所信仰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这是今年的第28周，所以

我将阅读问题28和答案。

問28：死後，那些沒有因信與基督聯合的⼈會發⽣什麼
事？

在审判的那⼀天，他们将受到对他们宣布的可怕但公正的定罪判决。

他们将被赶出上帝的同在，进⼊地狱，受到公义和严厉的惩罚，直到永远。

问题28讲的是一个让我们不舒服的真理。 不是每个人都得救了。 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天堂。 地狱是真实的，我们的

罪意味着除非我们被耶稣拯救，否则我们将永远与神分离。 如果你是基督徒，那是因为神在爱中拣选了你。 这是上

周讲道的要点。 今天我们要看神话语中最著名的经文之一。 在约翰福音3章，耶稣与尼哥底母会面。 尼哥底母是一

位敬虔的老师，他有很多问题。 耶稣正在向这个人解释整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黑暗或光明。

善或恶。

天堂或地狱。

生或死。

现在请听耶稣的话。



约翰福音 3：16-19 

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17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18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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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生命和真理的源头。 耶稣，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充满了怜悯和爱。 圣灵啊，请

你敞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改变。 阿们。

基督徒经常背诵约翰福音3：16和17。 我们经常引用这些经文，因为它们抓住了基督教最重要的真理。 通过耶稣，

上帝向整个世界献上了永生，而不仅仅是犹太人。 耶稣来到地上，是要世人借着他得救。 我们需要从什么中得救？

这是我们今天将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如果你认为自己不需要得救，你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耶稣被称为救主。 你不会明

白为什么父神赐下他的儿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从第18节和第19节开始。

请和我一起看约翰福音3：18。

18 “18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当你看这句话中的动词时，它们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时的动词？ 它们是现在时。 耶稣正在描述他要来解决的问

题。 没有耶稣，每个人都是与神分离的。 我们出生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我们的心就像我们的第一任父母亚当和夏

娃一样。 我们像他们一样，更喜欢以自己的方式做事。

想象一下，一堵墙将宇宙中所有纯全无辜的人与其他人隔开。 在墙的一边是所有犯了罪的人，哪怕是一个罪。 那些

从未犯罪的人在墙的另一边，与圣洁和完美的上帝同在。

耶稣在马太福音5：48中说：

48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神是圣洁的，不能允许任何被罪玷污的人与他同在。 我们中有多少人配得站在上帝的一边？ 我们都不配得，对吧？

有些人犯了非常明显的大而可怕的罪。 我们的许多罪都是无声的，是个人性的。 无论它们是可见的还是无形的，我

们都有足够的罪来使我们远离神的同在。 神差遣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惩罚他们的悖逆。

耶稣教导了很多关于神对罪人的惩罚。 我们发现，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就很难接受这样的教导。 当我还是

一个初信的基督徒的时候，我在学习十诫。 当我开始阅读这些诫命时，我认为我应该获得及格分数。 然后我更多地

了解了我内心的邪恶动机。 我意识到我犯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违反所有诫命的罪。 我打破了神的律法，也伤透了

神的心。 我因自己的行为和试图为自己辩护而受到谴责。

人类很少刻意作恶。 我认为我们很少有意识的选择违反上帝的律法。 相反，我们对自己撒谎。 我们将我们的行为

合理化，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很好。 也许你在学校的考试中作弊，因为你认为老师没有给你足够的时间来准备。

或者你从你的雇主那里偷东西，因为他们付给你的钱不够。 或者你撒谎是因为你想避免一个困难的情况。 我做过这

样的事情。 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也做过。

圣经中最可怕的经文之一就在士师记的末尾。 当时以色列有很多罪恶和邪恶。

士师记21：25是这样说的：

25 “5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当每个人都做自己眼中正确的事情时，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向俄罗斯人民

撒谎，以说服他们相信攻击乌克兰是一件好事。 普京攻击另一个国家，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他自己的眼中是正确的。

许多公司更关心利润，而不是关心员工或环境。 他们对待员工恶劣，污染我们的河流和海洋。 这在他们自己的眼中

是正确的，因为利润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丈夫和妻子互相忽视和伤害，因为他们更重视自己的想法和欲望而非

配偶。 为什么人们会这样？ 一切都始于刚开始的时候。 上帝给亚当和夏娃下了非常明确的指示，但他们做了自己

眼中正确的事。 他们不顺服神，因为他们想要自由胜过想要神。 亚当和夏娃在违背神之后做了什么？ 他们寻找黑

暗，越来越疏远上帝。 我们的羞耻感使我们所有人都在寻找黑暗，越来越疏远上帝。

请再看约翰福音3：19，耶稣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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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亚历山大做餐馆经理时，我们遇到了小偷的问题。 餐厅后面有一个储物区，有人在偷东西。 小偷爬过栅栏，

于是我们建了一个更高的栅栏。 他们又爬过了栅栏，继续偷窃我们的东西。

有一天，一名警察在餐厅吃午饭。 我让他看看存储区域，并给我他的建议。 警察说：“你需要一些明亮的灯光来覆



盖这个区域。 这将阻止小偷。 我很惊讶。 灯光怎么能阻止那些愿意爬过高高围栏的小偷呢？ 警察告诉我，“小偷

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们在做什么。 如果他们能在黑暗中偷东西，他们会感到安全。 我们在餐厅后面增加了明亮的灯

光。 它奏效了，因为警察理解耶稣在第19节中所说的同样的事情。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

暗。”

我们认为黑暗会隐藏我们的羞耻和罪恶。 但黑暗也向我们隐瞒了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墙的黑暗一面的时候，

无法理解我们的情况的原因。 我们欺骗自己，相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违反上帝的律法。 我们听从大骗子撒旦的话。

你还记得撒旦在创世记3：1-5中以蛇的身份向亚当夏娃显现时对他们说的话吗？

“1 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2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3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4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5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撒旦直接违背了主的话语。 他告诉亚当和夏娃，即便他们不顺服，他们也不会死。 撒旦希望他们相信我们的罪没有

负面的后果。 今天许多人仍然相信撒旦的谎言。 如果我们谈论地狱，人们会对我们生气。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1800年前，北非一位名叫特尔图良的牧师这样说： “人们嘲笑我们宣告上帝有一天会审判这个世界。”

我们想要相信撒但的谎言，即神不会审判或惩罚罪。 我们也对自己撒谎。 你有没有听过你的心在对你耳语，“没关

系，没有人会知道的！”我们愿意相信我们可以做坏事而不会产生后果。 请再看我们墙壁的比喻。 耶稣在约翰福音

3：18中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我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在墙的黑暗一面生活。

我们生来就有一种躲避神的罪恶本性。

除非有人来拯救我们，否则我们将留在这堵墙的黑暗一面，与上帝隔绝。 我们更喜欢做自己眼中正确的事情，但我

们都为此感到羞耻。 我们用娱乐，食物和物质麻木自己，所以我们看不到我们所处的险境。 当我们死去时，分离仍

在继续。 我们的灵魂永远活着，它要么在墙黑暗的一面，要么在墙光明的一面。 死后，黑暗的一面是地狱，光明的

一面是天堂。 地狱将是可怕的，因为在地球上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死后会看得更清楚。 地獄裡的人會明白，他們在地

上與神分離了，他們也將永遠與神分離。

每个人灵魂的某些部分都明白这一点。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分离和羞耻，包括无神论者和信奉各种宗教的人。 這就是

為什麼世界上每一種文化都尋找一種方式來赎罪和消除羞恥感。 我们通过让罪犯入狱来让他们为他们的罪赎罪。 有

些人在寺庙点燃蜡烛或给钱。 有些人为穷人服务，或者要求他们的祖先帮助他们。 印度尼西亚人则将水果，金钱和



动物扔进布罗莫火山。 过去，这个印度尼西亚部落曾经借着牺牲人类来安抚愤怒的山峰。

有一个印度教节日是为了纪念印度教权力女神Gadhimai。 这一事件包括杀害250，000只动物。 那会流很多血。 但

是，满足女神并带走人们的罪孽就足够了吗？ 不。他们每五年重复一次这一事件。 我的朋友，罪和羞愧不能通过监

狱，金钱，蜡烛，甚至献上血来消除。

请听希伯来书10：4，11-14中对此的看法。

4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11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12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14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你看见神在他的话语中所说的话了吗？ 一次献祭就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一次为罪献上的祭就打开了一条穿过墙壁

的道路，这样人们就可以从黑暗走向光明。 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过无罪生活的人，他可以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

最终的祭物。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个完美的牺牲，满足了神公义的愤怒。 耶稣偿还了他没有欠的债务，因为我

们欠了一笔我们无法偿还的债务。

再和我一起看我们经文的前两节经文，约翰福音3：16-17。

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神如此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下。 谁会送走自己的孩子？ 今天在新闻中，我们读到绝望的家庭没有足够的食

物。 有些人卖掉了他们年幼的女儿，让她嫁给一个年长的男人。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钱，因为他们真的很饿。 我无

法想象做出如此痛苦，绝望的决定。 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如此饥饿，以至于我会送孩子去换食物。

我的朋友们，想想父神对你们的爱。 神的儿子被卖了30块银子，以支付将你们从罪恶和死亡中解脱出来让你们得自

由的赎价。 这就是第16节的意思。

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在耶稣降临世间之前，犹太人是神家里唯一的人。 但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耶

稣得救。 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原谅。 你携带的任何耻辱都可以被冲走。 撒旦想欺骗你，把你留在黑暗中。

撒旦希望你在今生和以后都与神保持分离。 但是有一条穿过墙的路。 有一道光来到世上，指明了回到神面前的道

路。

耶稣在约翰福音中使用了七种不同的比喻来解释一个简单的信息。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复活在我。”

“我是好牧人。”

“我是生命的粮。”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是葡萄树。”

“我是门。”

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走过了这扇门。 耶稣的生、死和复活为你们灵魂的复活打开了大门。 圣灵赐给你们属灵的眼

睛，让你们看到光明，相信耶稣是救主。 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在墙的另一边。 你是否在黑暗中远离上帝，但又

渴望进入他的家庭？ 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救恩”。 或者“耶和华拯救”。 你明白你需要得救吗？

请听罗马书3：22-25：

22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24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25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你准备好穿过门，走到墙的另一边了吗？ 你可以与神和好，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这些事情。 敬拜指南中有一个祷告，

如果你准备好了，你今天可以祷告。 如果您对此有疑问，请在聚会结束后与我或我们的一位领袖交谈。 或者，如果

你想让别人和你一起祷告，你也可以来找我们。

对所有与耶稣联合的人来说，永生现在已经在地上开始。 请不要停留在黑暗中！ 耶稣这真光将向你展示通往永生之

门的道路。 现在让我们一起向他祷告。

耶稣，你是离开天堂拯救我们的救主。 您不必这样做。 但你是好牧人。 你放下了那九十九只羊，来救我，还有我

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选择爱我们，为我们而死。 但是我们以感恩的心接受你的爱和救恩。 我们满怀

喜乐地向你祈祷和歌唱。 我们走向世界，告诉别人好消息。 请你拯救我们的邻居、朋友和家人，让他们得益处也让

你得荣耀。 我们奉耶稣大能的名祈求。 阿们。

One Voice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