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sther 鍾牧師

光明節&世界的光



耶穌是生在十二月25嗎?



Hanukkah - 「獻上」

修殿節、或又稱光明節(  Chanukkah, the Feast of、חנוכה

Dedication, Festival of Lights是個冬天的節日，通常也在
12月. 2020年是在12/10- 18開始過八天。

1. 光明節是一個宗教迫害和捍衛對上帝信仰的故事。

是為了紀念公元前165年猶太民族在馬加比家族的領
導下，反抗異族(希臘統治者安條克四世(Antiochus 
IV)手上收復耶路撒冷，潔淨第二聖殿並把它重新獻給
上帝的日子。



 潔淨第二聖殿- 去除偶像, 修補毀壞之處.
 點亮金燈檯的燈
 超自然的供應-- 一小罐油在聖殿燃燒八天
 將聖殿重新献給神!

「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為點燈搗成的清橄欖油拿來
給你，使燈常常點著。(民Num.24:2)
Command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hat they bring unto thee 

pure oil olive beaten for the light, to cause the lamps to 

burn continually. to cause: Heb. to cause to ascend.



光明節中思考: 馬加比家族如何在嚴酷的迫害中勇敢站
起來爭戰, 因為他們對榮耀上帝的信仰比恐懼更能激勵
他們。



2.光明節在福音書中: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節，是冬天的時候。耶穌在殿裏
所羅門的廊下行走。(約10:22-25)
And it was at Jerusalem the feast of the dedication, and it 

was winter. And Jesus walked in the temple in Solomon's 

porch.



3. 耶穌談論光明節。

“因此，當您看到先知但以理說的荒涼可憎，站在聖
地（讓讀者理解），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馬太福音24：15-
16）。
為了理解他在說什麼，他的門徒必須知道光明節的故
事。



4. 光明節是紀念神殿的奉獻 :

猶太人為了敬拜事奉神而清洗和重新使用神的聖殿。

我們是神的殿。在這個季節中，在靈裡潔淨自己. 
確保我們的裡面的殿是乾淨的，沒有偶像崇拜，
可以成為神的靈安居的地方。

靈裡要常有聖靈的膏油.



5. 光明節是世界之光的節日

慶祝神的聖殿中燃燒的燭檯燈的重新點亮。
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

靈裡要常有聖靈的膏油.

少量的光如何滲透到所有黑暗區域?



二. 耶穌是世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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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John 8：
12）
Then spake Jesus again unto them, saying,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he that followeth me shall not walk in 

darkness, but shall have the light of life.



1.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林後11:14)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約John
1:9)
That was the true Light, which lighteth every man that 

cometh into the world.



光明會（拉丁語：Illuminati）是1776年5月1日

啟蒙運動時成立於巴伐利亞的一個秘密組織。

該組織經常被各種陰謀論指控參與控制全世界的事務

，透過掌握貨幣發行權、策劃歷史事件

（如法國大革命、滑鐵盧戰役和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

案），並安插政府和企業中的代理人，以獲得政治權

力和影響力，最終建立一個「新世界秩序」。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9F%E8%92%99%E9%81%8B%E5%8B%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4%BC%90%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8%E5%AF%86%E7%A4%BE%E5%9B%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4%E8%B0%8B%E8%AE%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E5%A4%A7%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B%91%E9%90%B5%E7%9B%A7%E6%88%B0%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7%B8%BD%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8%BF%BA%E8%BF%AA%E9%81%87%E5%88%BA%E6%A1%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8%BF%BA%E8%BF%AA%E9%81%87%E5%88%BA%E6%A1%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4%B8%96%E7%95%8C%E7%A7%A9%E5%BA%8F


•光明會滲透和控制各式各樣的組織，從教堂、郵局
到角落的雜貨店、學校。
•他們處理反對意見的第一個手段就是『買下來』，
對於像光明會這樣資金雄厚的團體來說，幾百萬美元
不算什麼。
•他們控制新聞媒體，所以你只會聽到他們想要你知
道的消息，任何不符合光明會程序的事件都會被迅速
淹沒。
•他們以疾病為武器來控制地球的人口，或者摧毀競
爭對手。



• 他們保持著能夠監視到每個人的狀態—是的，每
一個人。

• 另一方面，他們也在秘密實驗室開發新型武器和
各種裝置。

• 目的為建立一個世界統一大政府，使用管制辦法
處理疫情, 如封城、宵禁、停商停課, 限制教會等。

• 開始積極地宣佈「大重構」（Great Reset）計劃。
以達到完全統治世界的目的（「新世界秩序」）。



光的好處或用途

物質的光—維持物質的世界

心靈的光—維持世道人心



1.光能顯明

主的光照入人心 ---

凡事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出來，因為一切能顯明

的就是光。(以5:13)

使人明顯認識自己。

a.稅吏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

「上帝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路加福音

18:13）



b. 保羅說：「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c.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
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
王－萬軍之耶和華。」(賽6:5)

d. 「我將到大馬士革，正走的時候，約在晌午，忽
然從天上發大光，四面照著我。
我因那光的榮耀不能看見，同行的人就拉著我手進
了大馬士革。(使22:6,11)



從約翰福音中，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人心，都是黑
暗的。
1).靈性上的黑暗──尼哥底母。
（約三2）

2).信仰上的黑暗──撒瑪利亞婦人。
（約四19）



3).良心上的黑暗──耶穌醫好了一個患病卅八年的
癱子…

4). 官府的黑暗──巡撫彼拉多和希律王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上帝，已經照在我們

心裡，叫我們得知上帝榮耀的光。」哥林多後書

4:6



2. 光能醫治

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

( - 原文是翅膀)有醫治之能, …”（瑪四：2a）

But to you who fear My name, the Sun of Righteousness 

shall arise with healing in His wings;

a. 醫治是恢復完全，健康，與拯救的意思相同。



他能叫人肉眼看見 ---

也能叫人心眼明亮 ----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

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上帝；又因信我，

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使26:18）

主的光能殺死我們罪惡毒菌，使靈命得以健康。



三. 世人需要主的光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
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賽60:2)

a.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約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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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
備。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
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8:12)
光明和黑暗的爭戰 ---
「大覺醒」「 The great awakening 」

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
(約3:19-21)



小組討論:

1.光明節的故事與現今文化有什麼關聯 ?

2.基督徒對現今種種限制和威脅當如何行?

3.我們當如何潔淨自己, 並預備油, 好叫我們靈裡

的燈不熄滅.

4.當今在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之時,聖徒

如何為主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