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牛皮燈籠     

(路加福音十一:33-36) 

 
33 「沒有人點燈放在地窖裏，或是斗底下，總是放在燈 

臺上，讓進來的人看見亮光。 

 

34 你的眼睛就是身體的燈。當你的眼睛明亮，全身就光 

明，當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 

 

35 所以，你要注意，免得你裏面的光暗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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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個不變的真理 - 光要顯露: (v.33) 

   

1. 當我們讀這段聖經, 我們發覺有三個奇怪的地方: 

 

a) v.33「沒有人點燈放在地窖裏, 或是斗底 

下，總是放在燈台上，讓進來的人看見 

亮光。」 

 

這一句話是出現在馬太福音五:15, 但馬太對這句

話的詮釋與路加似乎完全不同, 馬太的意思很明

顯, 正如光要照在人面前, 我們信徒也要將我們的



好行為行在人面前, 叫人知道, 歸榮耀與神, 但路

加很明顯是没有這個意思。 

 

另一方面, v.34「你的眼睛就是身體的燈。當你的

眼睛明亮，全身就光明，當眼睛昏花，全身就黑

暗。」這句話在馬太也出現過, 但却不是連接在

v.33, 是完全不同的情況下出現的, 這句話出現在

馬太六:22, 它的出現是與錢有關的, v.21「你的財

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在那裏。」 如果我們的眼

睛全是看到錢, 你全身就黑暗。 但路加在這段全

没有提及錢的問題; 究竟路加的這樣編排是什麼

意思呢? 

   

  b) 第二個奇怪的地方, 是v.33, v.34的兩節都不 

是深不可測 , v.33意思是光不可以被遮蔽,  

若遮蔽, 整間房也會暗。 v.34眼睛是燈, 眼 

睛被遮蔽, 全身黑暗, 眼睛光明, 全身光明,  

 但二句放在一起, 我們就摸不著頭腦, 究竟這兩

者之間有何關係呢? 

 

c) 第三個奇怪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路加安排這 

句話在這裏? 這二句的出現似乎很突然? 與其他

上文下理又有什麼關係呢? 路加的意思是什麼呢? 

 

2) 未解答頭二個問題, 首先我們看看第三個問題,  

就是上文下理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還記得, 自十 

一章開始, 路加提到三件事, 然後這段經文出現: 

 

a) 猶太人指斥耶穌是靠鬼王趕鬼, 他們看到耶 



穌有能力趕鬼, 行神蹟, 但他們說, 這有什麼 

出奇, 耶穌是靠鬼王趕鬼。 耶穌就答辯他 

們, 祂不可能是靠鬼王趕鬼, 因為鬼是撒但 

(鬼王的馬仔), 如果祂是靠鬼王趕鬼, 這豈不 

是「鬼打鬼」, 這樣相爭, 必會敗亡, 撒但没 

有這麼蠢自己打自己, 相反來說, 他們看到耶穌 

可以趕鬼, 就必知道祂是從神來, 是屬神的國 

度, 非撒但的國度, 而且神的國度比撒但的國 

度更勁, 所以「趕鬼」「神蹟」是一個標記  

Sign, 耶穌在v.20說「我若靠著神的能力 

趕鬼，你們就知道神的國臨到你們。」因為 

趕鬼/神蹟是彌賽亞來臨的一個記號 Sign. 

 

b) 第二件事是v.27-28, 有一個婦人大聲說: 「懷 

你胎和乳養你的有福了!」 意思是與你有血 

肉關係的有福了, 但耶穌答道: 「是, 却不如 

聽神的道遵守的有福。」 

 

c) 第三件事是v.29-32, 這些猶太人要求耶穌行 

神蹟, 耶穌就說: 「除了約拿的神蹟之外, 再 

没有神蹟給你們看。」約拿的神蹟是指約拿 

本身就是一個神蹟, 是一個記號, 尼尼微人得 

著這記號, 知道這訊息, 悔改, 就有福了, 就如 

所羅門王時代, 示巴女王來到以色列, 聽取所 

門王智慧的言語, 就有福了, 但這些猶太人,  

看到耶穌神蹟, 却不相信, 將來就被定罪。 

 

三段聖經都有一個主題, 無論是趕鬼, 神蹟,  

神的道都是指到神給我們的訊息, 指神的話,  



遵守聽從的就有福, 不遵守, 不順從的就要被 

審判了!  三段聖經都是講到神的啟示, 神給我 

們的訊息。 信: 有福,   不信: 受審判, 所以我 

們可以說, 這段聖經一定是與這個主題有關 

的。 

 

 3) 現在我們要來看看v.33 「沒有人點燈放在地窖裏 

，或是斗底下，總是放在燈臺上，讓進來的人看 

見亮光。」 

 

什麼是「地窖」呢? 地牢, 但以色地的房子是没 

有地窖的。 為什麼這兒又出現地窖呢? 地窖的希 

臘文是 kryten, 但我們發覺有不少更較早期的一 

些抄本, 並不是 kryten, 而是 kryton, kryton : 隠蔽處,  

而且没有在斗底下這一句; 不少學者以為隠蔽處 

是可靠的, 後來抄聖經人, 受了馬太影響而修改了。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和易明的道理, 燈是發出光芒,  

但如果你把燈放在隠蔽地方, 隠蔽的相反就是顯 

露, 如果光被遮住了, 光不能照在黑暗裏, 房子自 

然是黑麻麻的, 所以, 人總是把燈放在燈台上, 没有 

遮蔽, 就把整間房照亮起來, 進入房的人就可以看 

到亮光, 所以一個簡單的真理: 房是光, 是暗, 是在 

乎那些光有没有被擋住, 光是要顯露的。 

 

 

 

(二)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v.34) 

 



 1)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v.34了。 

 

  「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眼睛若暸亮， 

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耶穌說, 你的眼睛就是燈, 這裏並不是說我們的眼 

睛是發光, 正如燈發光一樣。 這裏講發光不是向 

外發光, 而是好像向身內發, 或許我們可以用窗 

來形容, 窗容許光從外照入房子, 眼也是一樣, 好 

像燈一樣, 向我們裏面發出亮光來, 所以耶穌說, 你 

眼睛若暸亮, 全身就光明, 你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 

黑暗。  

 

2) 什麼是「眼睛若暸亮」。暸亮一字 haplous, 直譯 

為「專一」, 亦有純淨的意思。 新譯本: 健全; 新 

漢語: 健康; 現代譯本:  好;  思高天主教譯本: 純 

潔。 換句話來說, 眼睛裏面, 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什 

麼攔阻光線, 直入身內, 於會全身就光明起來。  

但相反來說, 如果, 你的眼睛是昏花, 昏花在希臘 

文是很有趣, poneros 有二個不同意思, 一是解作 

「邪惡」, 一是解作「不健康」, 耶穌用這一個字 

有相關的地方, 從比喻來說, 從肉體角度看, 如果 

你患有眼疾, 你的眼睛不好, 光不能透過你的眼進 

入身體內, 光被遮蔽, 你全身就黑暗了。 從屬靈的 

角度看, 如果你的眼是充滿邪惡, 帶著有色眼鏡去 

看萬事萬物, 就是光在前面, 真理在你眼前, 你還是 

看不到, 因為被邪惡遮蔽! 

3) 那麼v.33與v.34有什麼關係? 這段聖經與前一段所 

講三件事又有什麼關係呢? 



 

 正如上述, 前三段都是講出一個真理, 透過神蹟,  

神的話, 或是比喻, 講出一個訊息, 就是天國來了, 

耶穌就是那個彌賽亞, 接受這個信息的人, 如尼尼 

微, 示巴王, 他們就有福了, 拒絶這真理, 就有禍了。  

為什麼有些人接受? 有些人却拒絶了呢? 路加就 

在此向我們講解清楚, 正如燈一樣, 如果你把燈放 

在隠蔽之處, 光被遮蔽, 房子就黑暗了, 若放在燈 

台上, 房子就光明, 進來的人就全看得一清二楚。 

 

人的眼睛就是燈, 如果你的眼睛是健康的, 没有東 

西可以攔阻這些光進入你身子內, 你全身就光明 

了, 但如果你眼睛被蒙蔽, 不健康, 光進不入, 全身 

就黑暗了, 同樣的, 神的真理就是光。 我們的心眼,  

我們帶著一副被邪惡蔽住了的眼睛來看這真理, 一 

定是黑暗, 看不清楚, 但如果你的眼睛是無病的,  

是專一仰望神, 是健康的, 真理進入你身子內, 光 

明照亮。 

 

然而, 我們仍有一個問題, 我們怎樣才可以換眼鏡? 

我們怎樣才可以幫助一個人換上一副健康的眼鏡 

呢? 現在我們就要看v.35-36 

 

(三) 你要省察 (v.35-36) 

 

 35 所以，你要注意，免得你裏面的光暗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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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省察」是換眼鏡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省察是什麼意思? skapei : 省察, 首先, 這是一個  

present continous tense,  不住的省察, 不停的省察, 

省察是誠實的面對自己, 小心謹慎的檢查自己, 檢 

查些什麼? 「免得你裏面的光暗了」。奇怪, 為 

什麼光變成暗, 其實, 這句話的直譯是: 「免得你 

以為你裏面是光時, 其實是黑暗。」我們就看看 

「黑暗」這個字, 什麼是黑暗呢? 黑暗是什麼意思 

呢? 其實, 黑暗不是一樣東西, 正如光是一件東西 

一樣, 黑暗只不過是描繪一種狀態, 是完全没有光的 

狀態 (presence or absence of light), 如「凍」: 没有 

一樣東西叫做凍, 凍只不是一種狀態, 一種有没有熱 

能的狀態, 所以我們有absolute zero, 完全没有heat  

的狀態。 

 

光:神, 首先我們要察看裏面有没有神, 有神的, 真 

理就在裏面發揮, 無神的就黑暗了, 其實, 這是至 

基要的一個問題, 如果你相信有神,  神又是與你 

有關係, 是創造你, 是生命的主宰, 一切都是祂的,  

很多問題就天都光晒。 

 

 2) 然而, 我們又要特別留意, 路加說: 「若你全身光 

明，毫無黑暗，就必全然光明, 如同燈的明光照 

亮你。」 

 

什麼是「全然光明」, 原文的意思是没有一部份是黑

暗, 是全身  每一部份都是光明, 換句話來說, 如 

果你是信主, 每一部份, 你的時間, 你的職業塲 

所, 你的婚姻, 你的為人, 全是光明, 不是只有受難 



日才光明, 只有在教會才光明, 是全然整體的光 

明, 如同燈的明光照亮你全身一樣。 

 

3) 我們要應用這段經文了 。 

 

 a) 我們多少時候都帶著有色眼鏡看萬事萬物,  

以致光被遮蔽, 我們正如以為這些有色眼鏡 

是正的, 如Nichilson 以為那套英國紳士眼鏡 

是至正的, 或是祭司/利未人為律法主義是至 

正的, 其實這樣會把光蔽隠了, 看不到真理,  

全然黑暗。 

 

b) 怎樣可以換眼鏡, 首先是省察, 省察是一種誠 

實的行動, 正如你撩熱, 知道你是發燒, 有不妥,  

要看醫生。 省察什麼?  看看裏面是有神有光 

没有? 看看你們裏面是光是暗。 

 

c) 或者你會問: 你信神, 我不信神, 都是不同的 

眼鏡, 你可否證明你的眼鏡是對, 我的眼鏡是 

錯的呢? 如果我都不服, 為什麼我要信你不 

信我呢? 

 

 Van Til的答案 - 看看你的眼鏡, 没有神, 你會 

有何後果呢? 這會給你有什麼盼望呢? 所謂没 

有神, 就是只有你自已, 當自己就是生命的主 

宰, 一切的波士。 但有没有盼望呢? Have A  

Little Faith 的作者Mitch Albom講了一句話:  

一個無神論說: 不信神是很痛苦的, 因為一 

切只能怪自己, 一切都没有出路。 



 

所以第二是act as if 有神, 踏上去, 這就是信 

心, 其實, 我們每一個都是這樣信, 你坐車, 你 

坐在這裏, 都一個信字。 没有信, 根本就没 

有什麼可作。 

 

所以保羅說: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意 

思就是: 跳下去, 把心一橫, 憑信踏上 

去, 你就天都光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