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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5章第1到29神的工

约翰福音第5章是下一个新的部分內容的开始，这一

部分一直到第10章结束。

这一部分的开始和结尾到以两个神迹为标志。

耶稣说这两个神迹都是为了教导我们神的工。 

这些神迹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奇迹般的进入这个

世界，把不完美变为完美。他的工全都是关于神拯救

他的子民，赐予他们新的生命，并且把他们带入新天

新地中。 

就像约翰在他福音书的末尾所写的那样：

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第20章第30到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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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息日
两个奇迹都发生在“安息日”。 

安息日是什么？ 
“安息日”这个词简单来说就是“歇息”的意思！
这个词来自圣经最开始创世纪这部书。它讲的是在神完美的宇宙中与神之间完美的关系。这是完美的歇息。

创世纪第2章中所讲的最初的安息日代表的是与神完美的关系，和那完美的宇宙，但是由于我们背离了神，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 

但是，神应许有一天他会拯救我们，并且让我们得到完美的安息。神把安息日的律法给了他的子民，让他们每周一天会想起他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与神建立完美的关系，并且盼望神应许的那完美的宇宙。

但遗憾的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不了
解安息日真正的含义• 盼望神所赐的
完美的歇息
• 相反，对律法的细枝末节斤斤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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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些事以後，到了猶太人的一個節期，耶
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2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水池，希伯來
話叫作畢士大，池邊有五條走廊。

3  在那裡躺著許多病人，有瞎眼的，瘸腿的
和癱瘓的。

5  那裡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
6  耶穌看見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問
他：“你要痊癒嗎” 

7  病人回答：“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
把我放在池里；自己想去的時候，總是給
別人搶先。”

8  耶穌對他說：“起來，拿着你的褥子走
吧。”

從這裡開始 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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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走了。那天
正是安息日。

10  因此猶太人對那醫好了的人說：“今天
是安息日，你拿着褥子是不可以的。”

11  他卻回答：“那使我痊癒的對我說： 
‘拿起你的褥子走吧’。”

12   他們就問:“那對你說‘拿起來走吧’
的是誰?”

13   那治好了的人不知道他是誰，因為那
里人很多，耶穌已經避開了。”

14   後來，耶穌在殿裡遇見那人，對他
說：“你已經痊癒了，不可再犯罪，
免得招來更大的禍患。”

 一些早期的抄本没有第4节，有可能是
后来的抄写者加上去的。所以现代的翻译
中没有这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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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耶穌對他說：“起來，拿着你的褥子走
吧。”

9   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走了。那天
正是安息日。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

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

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他里面有

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翰福音第1章第1到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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癱瘓的人

联系我们对安息日的了解，

在这个瘫痪的人身上发生了什么？

耶稣是怎么做的？

你如何看待这些事件？

耶稣在做工！他做的工就是安息日真

正的意义。

耶稣完完全全的治好了他。 第8節  

这个人之前一动不能动，现在可以

站起来走路。要记得他瘫痪了三十

八年！这是奇迹，也是一幅神应许

的完美的安息的图景。 第9節

他只是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立刻

痊癒了！

这不是魔术戏法－耶稣是造物主

神！我们再来读一次第1章第1到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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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那人就去告訴猶太人，使他痊癒的就

是耶穌。

16  從此猶太人就迫害耶穌，因為他常常

在安息日作這些事。

17  耶穌卻對他們說:“我做工直到現在,我

也作工。”

18  因此猶太人就更想殺耶穌，因為他不

但破壞安息日，而且稱神為自己的

父，把自己與神當作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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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安息日做工，耶稣是如何回答他们的？

犹太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耶稣解释说，他在做他父的工！

犹太人不承认神的工。

第16節  他们迫害耶稣。

第18節  他们拒绝承认耶稣是神的

儿子，更加想要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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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子靠着自己不能作什麼，只能作他看見父所
作的；因為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 

20  父愛子，把自己所作的一切指示給他看，還
要把比這些更大的事指示給他看，使你們稀
奇。

21  父怎樣叫死人復活,使他們的生命,子也照樣
隨自己的意思使人得生命。

22  父不審判人，卻已經把審判的權柄完全交給
子，

23  使所有的人尊敬子好像尊敬父一樣。不尊敬
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他來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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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內容描述

在这几节经文中，耶稣概括了他的工作内容：

•  他的工是什么

• 他为什么会来做这工

• 他会什么时候做这工

• 他将如何做这工

他的工是什么？ 做他父的工！

第19 節    他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第19 節   只能做他看见父所做的。

第19 節    父所做的事，他也照样做。

第20 節    父把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示給他

看！ 父所做的事 ，他也照样

做。

第21 節    他从父那里来使人得生命。

第22 節    他代表他的父来审判。

第23 節    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父。

如果我们不尊敬子，

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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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那聽見我的

話又信那差我來的，就有永生，不被

定罪，而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第24节是重点－它总结了整个

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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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为什么来？

那么第23、24节中的重点内容是什么？

那么罪是什么？

如何才能得救？

要来做这个工?

耶稣为什么

什么时候？

耶稣为什么来？ 带来永生，把我们

从审判中拯救出来。

通过聆听和相信耶稣的话语。

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他，我们

自然的状态是死亡并且毫无希望

的。

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我们就仍旧

要面对他的审判。我们保持死去的

状态，生命也毫无希望。

如果耶稣是神－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就是神－那么不尊敬他就是我们

拒绝尊敬神的证据。

首先，罪不是没有做成一个好人。

不是的。罪是没有尊敬圣子－这就

是罪。

现在－当我们出死入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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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罪吗？

当然！我们全都沒能尊敬圣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神定罪

这就是我们在属灵上是死的。

所以，如果沒有神通过耶稣所做的工，我们

都要被定罪。

做成好人根本是不夠的。

• 一个死人能救他自己吗？

•  一个被定了罪的人能救他自己嗎？

不能——我们需要自己以外的帮助——耶

稣。

停下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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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约翰福音
最清晰也是最
重要的一课－
我们刚刚发现
了“罪”真正的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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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
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
見的人就要活了。  

26  就如父是生命的源頭，照樣他也使子成
為生命的源頭， 

27  並且把執行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因為他
是人子。 

28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因為時候
將到，那時所有在墳墓裡的都要聽見他
的聲音， 

29  並且都要出來﹔行善的復活得生命，作
惡的復活被定罪。

这是“尊敬子”的另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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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什么时候做这工？

耶稣如何做这工？

谁会听到耶稣的声音？

结果会是什么？

    

现在   他把属灵的生命给那些在属灵

上死去的人们。

很快   有一天他会使所有人复活－ 活

人和死人－然后审判。

  

每一个人！这其中包括：

• 家人 

• 工作同事

• 相信各种宗教的人们

• 你和我

• 活人和死人！

结果是－或是通向生命，或是通向定

罪的审判。

他的话语！ 第25, 28節  

耶稣现在做他的工，他现在给我们与

神在一起的属灵的生命。耶稣在将来

某一时刻做他的工，他要来审判每一

个人。

耶稣掌管我们永恒的去向！所以我们

学习他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

第27, 2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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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5章第1到29節
 1 這些事以后，到了猶太人的一個節期，耶穌就上
耶路撒冷去。 2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水池，
希伯來話叫作畢士大，池邊有五條走廊。 3 在那裡
躺著許多病人，有瞎眼的、瘸腿的和癱瘓的。 5 那
裡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 6 耶穌看見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很久，就問他：“你要痊愈嗎？” 7 病
人回答：“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
裡﹔自己想去的時候，總是給別人搶先。” 8 耶穌
對他說：“起來，拿着你的褥子走吧。” 9 那人立
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那天正是安息日。 10 因
此猶太人對那醫好了的人說：“今天是安息日，你
拿着褥子是不可以的。” 11 他卻回答：“那使我
痊愈的對我說：’拿起你的褥子走吧’。”12  他們
就問：“那對你說’拿起來走吧’的是誰？” 13 那
醫好了的人不知道他是誰，因為那裡人很多，耶穌
已經避開了。14 后來，耶穌在殿裡遇見那人，對他
說：“你已經痊愈了，不可再犯罪，免得招來更大
的禍患。”15 那人就去告訴猶太人，使他痊愈的就
是耶穌。 16 從此猶太人就迫害耶穌，因為他常常
在安息日作這些事。 17 耶穌卻對他們說：“我父
作工直到現在，我也作工。” 18 因此猶太人就更想
殺耶穌，因為他不但破壞安息日，而且稱神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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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把自己與神當作平等。 19 耶穌又對他們
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子靠着自己不能
作什麼，隻能作他看見父所作的﹔因為父所作
的事，子也照樣作。 20 父愛子，把自己所作的
一切指示給他看，還要把比這些更大的事指示
給他看，使你們稀奇。 21 父怎樣叫死人復活，
使他們得生命，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得
生命。 22父不審判人，卻已經把審判的權柄完
全交給子， 23 使所有的人尊敬子好像尊敬父一
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他來的父。 
24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那聽見我的話又信那
差我來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經出
死入生了。 25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時候將
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
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26 就如父是生命的源頭，
照樣他也使子成為生命的源頭， 27 並且把執行
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因為他是人子。 28 你們不
要把這事看作希奇，因為時候將到，那時所有
在墳墓裡的都要聽見他的聲音， 29 並且都要出
來﹔行善的復活得生命，作惡的復活被定罪。

接下來…

……我们会在“法庭上”…… 查

看耶稣所说的这些非比寻常的话

的证据！



需要做出裁決的那些証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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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第5章第30到47节

第5到10章的内容全部都是关于神的工。耶稣做神的工！但是这几章节也让我们看到那些拒绝耶稣的人。

在第一部分中，注意第37节里耶稣话中那出人意料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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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0   “我靠着自己不能作什麼，我怎樣

聽見，就怎樣審判。我的審判是公

義的，因為我不尋求自己的意思，

隻求那差我來者的旨意。 

31   我若為自己作証，我的見証就不

真。 

32   然而另有一位為我作証的，我知道

他為我作的見証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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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你們曾經派人到約翰那裡，他為真理
作過見証。 

34  我不接受從人而來的見証，但我說這
些事，是要你們得救。 

35  約翰是一盞點亮的燈，你們情願暫時
在他的光中歡樂。 

36  ‘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証，因為父
賜給我要我完成的工作，就是我所要
作的，証明我是父所差來的。

37  差我來的父親自為我作了見証。他的
聲音，你們從沒有聽過﹔他的容貌，
你們從沒有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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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詞：目擊証人的証據

有哪一个词的出现频率

对于他的身份以及他做的工，
耶稣给出了什么证据？

比其他的都要高?

• 见证

在犹太律法中，如果要使证据立成并

且被接纳，需要至少两个男証人。耶

稣解释说，他并不是只凭自己的权柄

说话。 第31, 32節  

耶稣设了一个比“人的见证”更高的

标准。. 第34節

有三个主要证据支持他的案子 ——

而且三个证据都极其有说服力！

这一段，我们在“法庭”上……耶稣叫我们来对他做

出一个裁决。耶稣带我们一步步的理清证据。

是什么证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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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洗约翰的见证
  施洗约翰是神差遣来的先知，这

是大家都接受并且尊敬的事实。所
以施洗约翰的见证是非常有说服力
的…… 第35節

  但耶稣说，他的见证远不止如此! 
第36節

2)  不止是耶稣的话语——还有他做的
神迹。 第36節  

3)  神的话语为耶稣作证。 第37節上半節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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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耶稣的证据像是一个三条腿的板凳……

我们有：

•  神的话语（旧约）
•  施洗约翰的见证
•  耶稣的话语和工

关于耶稣，神说了什么？

神通过他的先知们，在旧约中谈到了弥撒亚几百

次。我们一页页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能看到耶

稣是如何一次又一次的实现了这些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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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差我來的父親自為我作了見証。他的聲

音，你們從沒有聽過﹔他的容貌，你們

從沒有見過﹔ 

38  他的道，你們也不放在心裡，因為你們

不信他所差來的那一位。  

39  你們研究聖經，因為你們認為聖經中有

永生，其實為我作証的就是這聖經， 

40  然而你們卻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41  “我不接受從人而來的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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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辯護到指控

你看出来这个巨大的转变了吗？

耶稣控告他们的证据是什么？

这转变大的惊人——耶稣在审判。

他把犹太人放在被告席上——因为

他们不认识神！

耶稣从他们对他的检审转变为他对

他们的检审！

•  “他的声音，你们从没有听

过” 第37節下半節

•  “他的声音，你们从没有听

过” 第37節下半節

•  “他的道，你们也不放在心

里” 第38節

•  “你们不信他所差来的那一

位”

•  “你们研究圣经……然而

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

第39和40節

这是很严重的！这“法庭”一幕发生在圣殿里，在场的正是那些企图要杀他的人们（想一想第18节）。



30

42  我知道你們心裡沒有神的愛。 

43  我奉我父的名而來，你們不接待我﹔如果
有別人以自己的名義而來，你們倒接待
他。

 
44  你們彼此接受稱讚，卻不尋求從獨一的神

而來的稱讚，怎麼能信呢？ 

45  不要以為我要向父控告你們，有一位控告
你們的，就是你們所仰賴的摩西。 

46  你們若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所寫的
書曾論及我。 

47  你們若不信他所寫的，怎能信我的話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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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

他们不听神的话！

他们不相信神！ 

他们不爱神！

他们不想要来自神的称赞！

因此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 他们不爱神。 第42節

•  他们爱从互相之间得来的荣

耀，而不是寻求神的荣耀！

第43和44節

把神忘在脑后，他们更爱把自己放在

最重要的位置。

耶稣出人意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结

束了他在“法庭”上的证词：

犹太人声称他们以遵行律法的方式来

盼望救恩。摩西给了他们律法，是他

们的英雄。但现在正是这个摩西把他

们放在了被告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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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耶稣呈上的这个案子。

我们有：

a)  第30到37节上半节：耶稣的证据

b)  第37节下半节到47节：耶稣控告犹太人的案

子

但犹太人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相反，他们更关

心的是如何在别人面前更有面子。

耶稣说，如果我们拒绝他，这些证据就宣判我们

有罪：

• 我们不爱神

• 相反，我们更爱来自他人的赞美

   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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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令人发人深省的。

但你怎么看这些？

这些证据说明我们与神的关
系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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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第5章第30到47節

30“我靠着自己不能作什麼，我怎樣聽

見，就怎樣審判。我的審判是公義的，因

為我不尋求自己的意思，隻求那差我來者

的旨意。 31 我若為自己作証，我的見証就

不真。 32 然而另有一位為我作証的，我知

道他為我作的見証是真的。 33 你們曾經派

人到約翰那裡，他為真理作過見証。 34 我

不接受從人而來的見証，但我說這些事，

是要你們得救。 35 約翰是一盞點亮的燈，

你們情願暫時在他的光中歡樂。 36 但我有

比約翰更大的見証，因為父賜給我要我完

成的工作，就是我所要作的，証明我是父

所差來的。 37 差我來的父親自為我作了見

証。他的聲音，你們從沒有聽過﹔他的容

貌，你們從沒有見過﹔ 38 他的道，你們也

不放在心裡，因為你們不信他所差來的那

一位。 39 你們研究聖經，因為你們認為

聖經中有永生，其實為我作証的就是這聖

經， 40 然而你們卻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

命。 41 “我不接受從人而來的稱贊﹔ 42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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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只有耶稣能带来真正的满足……

知道你們心裡沒有神的愛。 43 我奉我父的

名而來，你們不接待我﹔如果有別人以自

己的名義而來，你們倒接待他。 44 你們彼

此接受稱贊，卻不尋求從獨一的神而來的

稱贊，怎麼能信呢？ 45 不要以為我要向父

控告你們，有一位控告你們的，就是你們

所仰賴的摩西。 46 你們若信摩西，也必信

我，因為他所寫的書曾論及我。 47 你們若

不信他所寫的，怎能信我的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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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6章第1到40节滿足

背景建立……

摩西与以色列人在荒野中，刚刚脱离了埃及

人的奴役。神拯救了他们！

我们先来快速地回顾

一下旧约的内容，然

后我们要看耶稣要如

何供应我们真正需要

的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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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哪，我要把粮食从天
上降给你们﹔人民可以出去，每天收取当
天的分量，我好试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律
法。到第六天，他们把收进来的预备好，
比每天收取的多一倍。”摩西和亚伦对以色
列众人说：“今晚你们必定知道是耶和华把
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明早你们必定看见
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们向
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
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
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吃饱，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们埋怨他所
说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
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而是向
耶和华发的。”

出埃及記第16章第4到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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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些事以后，耶穌渡過加利利海，就是提

比裡亞海。 

2  有一大群人，因為看見了他在病人身上所

行的神跡，就跟隨了他。 

3   耶穌上了山，同門徒坐在那裡。 

第6章

我 们 来 看 一 看 出 埃 及 记 第 1 6 章 与 我 们 等 下将 会 读 到 的 约 翰 福 音 第 6 章 之 间 的 共 同 点 ：
1、  他 们 都 是 在 过 逾 越 节 ， 在 沙 漠 里 。
2、  在 两 个 事 件 中 ， 神 都 奇 迹 般 地 提 供 食 物

给 他 的 子 民 。 在 沙 漠 里 ， 神 供 给 他 们
食 物 ， 所 以 他 们 可 以 到 达 应 许 之 地 。 在
约 翰 福 音 里 ， 耶 稣 给 他 们 永 存 的 食 物 ！

3、  两个都是试验。在沙漠里，神试验他的子
民是否靠着神领他们到应许之地。在约翰
福音里，耶稣告诉腓力这是一个“试验”。

4、 两 个 都 讲 到 神 子 民 的 怨 言 － 很 多 怨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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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

5   耶穌舉目觀看，見一大群人向他走過來，

就對腓力說：“我們從哪裡買餅給這些人

吃呢？” ’ 

6   他說這話，是要試驗腓力，因他自己早已

知道要怎樣做。 

7   腓力回答：“就算二百銀幣買的餅，每人

分一點，也是不夠的。” 

8   有一個門徒，就是西門．彼得的弟弟安得

烈，對耶穌說： 

9   “這裡有個小孩子，帶著五個大麥餅、

兩條魚﹔ 只是分給這麼多人，有什麼用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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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耶穌吩咐他們：“你們叫眾人坐
下。”原來那地方的草很多，眾人就
坐下，單是男人的數目約有五千。  

11    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就分給坐着
的人﹔分魚也是這樣，都是隨著他們
所要的。 

12   他們吃飽了之后，耶穌對門徒說：“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免得浪
費。” 

13   門徒就把眾人吃剩那五個大麥餅的零
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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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千個饑餓的人得到供應

耶稣在这里做了什么？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他奇迹般地使众人吃饱。

在逾越节。 第4節

门徒们是否会相信耶稣能

够供应他们真正所需的食

物呢？还是发怨言并且离

开，因为他没有给他们所

想要的东西？

它让我们看到耶稣是神派来的拯救

者。神的子民正等待着旧约里应许

了的那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逾越节这段时间，犹太人

所关注的完全是：

a) 得拯救

b) 与神和好

c) 神对他们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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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跡，就

說：“這真是那要到世上來的先

知。” 

15   耶穌知道群眾要來強迫他作王，就

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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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看到神迹之后说了什么？

但耶稣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

但这会造成什么结果？

他们觉得他一定就是那位先知（像

摩西一样），是神应许的那位。

耶稣退开了。

因为人们正在计划一场革命。他们

想要一个政治领袖，解决他们眼下

的需求。

耶稣来不是为了推翻罗马政府……

他来是为了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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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到了晚上，他的門徒下到海邊
去。 

17   他們上了船，要渡海往迦百農
去。那時天已經黑了，耶穌還沒
有到他們那裡。 

18    忽然海上起了狂風，波浪翻騰。 

19    門徒搖櫓約行了五六公里，看見
耶穌在海面上行走，漸漸靠近
船，就害怕起來。 

20    耶穌對他們說：“是我，不要
怕。” 

21    他們這才把他接上船，船就立刻
到了他們要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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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向門徒們
証明自己！

这个故事里面

耶稣对他们说什么？

这些事为什么会发生？

有什么让人惊讶的地方?

“不要怕！”－从一个在海面上行走

的人的口中说出来，这是怎样的一句

话啊！

他们“立刻”就到了另一边－尽管风

浪滔天。

“是我……”这是神在旧约中使用的

名字。 第20節

这个神迹是为了门徒们。耶稣是一切

造物的主。只有他在海面上行走！只

有他能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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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二天，站在海那邊的群眾，看見隻

有一隻小船留在那裡，並且知道耶穌

沒有和他的門徒一同上船，門徒是自

己去的﹔
 
23    不過有幾隻從提比裡亞來的船停在那

裡，靠近他們在主祝謝以后吃餅的地

方。 

24    群眾見耶穌和門徒都不在那裡，就上

船往迦百農去找耶穌。 

25    他們在對岸找到了耶穌，就問他：“

拉比，你幾時到這裡來的？” ’

26    耶穌回答：“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你們找我，不是因為看見了神跡，而

是因為吃了餅又吃飽了。 

27    不要為那必朽壞的食物操勞，卻要為

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勞，就是人子所

要賜給你們的，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

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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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生命的食物

众人在寻找什么？

耶稣在意的是什么？

食物！ 第26和27節

但耶稣来不是为了让他们吃饱，就

好像他来不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

第15節

永生。

他们的食物会发霉。他的食物存到“

永生”。

耶稣清楚的说明了他来是为了
做什么，不是为了做什么！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人们白天受雇，用当天的工钱买
食物。从前一天耶稣让他们吃饱起，他们还没吃过
饭，所以他们现在回来要更多的食物。

让我们暂停，比较耶稣的优先顺序还

有我们平时每天的祷告：身体健康、

工作、钱财还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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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眾人又問他：“我們應該作什麼，才
算是作神的工作呢？” 

29  耶穌回答：“信神所差來的，就是作
神的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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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问了什么问题？

人们想要什么？

但耶稣是怎么回答的？

做神的工是什么意思？

他们想知道他们必须要做什么。

他们想要靠做工接近神。  第28節

我们在其他所有宗教中都能看到这一

点。

但耶稣关注的不是我们有多虔诚地为

他做事情。

相信神所差来的那一位。

耶稣来，不是要人通过做各种事情 

来被神接受。相反，他要我们相信。

只有一个答案——相信耶稣。 
第2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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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於是他們就說：“你要行什麼神
跡，讓我們看了就信你呢？你到
底能作什麼呢？ 

31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正
如經上所記：’他把從天上來的
食物賜給他們吃。 ‘” 

32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
訴你們，不是摩西把那從天上來
的食物賜給你們，而是我父把天
上來的真食物賜給你們﹔ 

33  因為神的食物就是從天上降下
來，把生命賜給世人的那一
位。”

34  他們對耶穌說：“主啊，求你常
把這食物賜給我們。” 

35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食物，
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
的，永遠不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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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想要看什么？

那么耶稣来是为了什么？

但耶稣如何回应？

他们想要看他行神迹。

他们刚看过他喂饱了5000人，他们

还不满意。他们要更多。

耶稣要解决的问题比眼前的问题重

要得多－他关心的是永生。

耶稣来，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完完全

全能够满足我们、有永恒意义的、

与神之间的、 持续到永远的关系！

他来，不是要当“马戏团的小马”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来不是

为了……

•  当政治领袖，解决政治问题 

•  当物质供给者，满足人们自

以为需要的东西

•  带来宗教系统，使我们变“

虔诚”

•  当从神而来的馀兴节目魔术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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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但我告訴你們，你們雖然見了我，還是
不信。 

37  凡是父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的，我決不丟棄他， 

38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行自己的
意思，而是要行那差我來者的旨意。 

39  那差我來者的旨意就是：他所賜給我的
人，我連一個也不失落，並且在末日我
要使他們復活。 

40  因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所有看見了子
而信的人有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
們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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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如何提供给

我们这种关系？

第32節  犹太人尊敬摩西，因为他们

认为，是摩西在沙漠里供给了他们食

物。耶稣改正他们的观点：神才是一

直以来的供应者。

第33節  耶稣从天上下来，作为“食

粮”从神而来的，要给我们“生命”

。

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要如何总结我们刚刚读到的内容？

给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永生！

•  耶稣在地上是为了行神的旨意

•  神呼召所有人相信他

•  耶稣来不是为了给人一顿快餐

•  耶稣来是为了给人一件存到永

远的东西

耶稣的工不是……

•  给我们那些我们所要求的物质上的东西
•  给我们宗教责任，让我们赢得他的喜爱
• 解決我们的政治问题
•  按要求行神跡奇事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相信耶稣，在他里面得到满
足，并且永远与他同在！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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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6章第1到40節
 1 這些事以后，耶穌渡過加利利海，就是提比裡亞海。 2 有
一大群人，因為看見了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跡，就跟隨
了他。 3 耶穌上了山，同門徒坐在那裡。 4 那時猶太人的
逾越節近了。 5 耶穌舉目觀看，見一大群人向他走過來，
就對腓力說：“我們從哪裡買餅給這些人吃呢？” 6 他說
這話，是要試驗腓力，因他自己早已知道要怎樣作。 7 腓
力回答：“就算二百銀幣買的餅，每人分一點，也是不夠
的。” 8 有一個門徒，就是西門．彼得的弟弟安得烈，對
耶穌說： 9 “這裡有個小孩子，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
只是分給這麼多人，有什麼用呢？” 10 耶穌吩咐他們：“
你們叫眾人坐下。”原來那地方的草很多，眾人就坐下，
單是男人的數目約有五千。 11 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就
分給坐着的人﹔分魚也是這樣，都是隨着他們所要的。 12 

他們吃飽了之后，耶穌對門徒說：“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
來，免得浪費。” 13 門徒就把眾人吃剩那五個大麥餅的零
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14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
神跡，就說：“這真是那要到世上來的先知。” 15 耶穌知
道群眾要來強迫他作王 18 忽然海上起了狂風，波浪翻騰。 
19 門徒搖櫓約行了五六公裡，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行走，漸
漸靠近船，就害怕起來。 20 耶穌對他們說：“是我，不要
怕。” 21 他們這才把他接上船，船就立刻到了他們要去的



地方。22 第二天，站在海那邊的群眾，看見只有一隻小船
留在那裡，並且知道耶穌沒有和他的門徒一同上船，門徒
是自己去的﹔ 23 不過有幾隻從提比裡亞來的船停在那裡，
靠近他們在主祝謝以后吃餅的地方。 24 群眾見來的，就是
作神的工了。” 30 於是他們就說：“你要行什麼神跡，讓
我們看了就信你呢？你到底能作什麼呢？ 31 我們的祖宗在
曠野吃過嗎哪，正如經上所記：’他把從天上來的食物賜
給他們吃。 ‘” 32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們，不是摩西把那從天上來的食物賜給你們，而是我父把
天上來的真食物賜給你們﹔ 33 因為神的食物就是從天上降
下來，把生命賜給世人的那一位。”34 他們對耶穌說：“
主啊，求你常把這食物賜給我們。” 35 耶穌說：“我就是
生命的食物，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
渴。 36 但我告訴你們，你們雖然見了我，還是不信。 37 凡
是父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的，我決不
丟棄他，38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
而是要行那差我來者的旨意。 39 那差我來者的旨意就是：
他所賜給我的人，我連一個也不失落，並且在末日我要使
他們復活。 40 因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所有看見了子而信
的人有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們復活。 ” 

接下來……
在下一次的学习中，耶稣说了非常冒犯人的话，几

千人离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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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6章第41到71节

生命!

回顾……
我们在第6章开始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些事情都发生在逾越节……

•  在逾越节，人们会祭祀并且分吃一只完美无暇的羊羔

•  在逾越节，神的子民记念神把他们从敌人以及他的审判中拯救出来
耶稣刚刚使五千男人（还有他们的家人）吃饱。他向大家显示，他是那个带来永生的人，他将永远地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不只是一顿饭。

耶稣就是那个他们期待中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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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耶稣从那一大群人中间来到了迦百农

的会堂里－与犹太人的领袖们一起。

第59節  这些话是耶稣在迦百农会堂里教

导人的时候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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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猶太人因為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食物”，就紛紛議論他。  

42  他們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嗎？他

的父母我們不都認識嗎？他現在怎麼說’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43  耶穌回答：“你們不要彼此議論。 

44  如果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人能

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的，在末日我要

使他復活。 

45  先知書上記着：’眾人都必受神的教

導。’凡聽見從父那裡來的教訓而又學習

的，必到我這裡來。 

46  這不是說有人見過父﹔只有從神那裡來的

那一位，他才見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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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思考两个重要的问
题：

問題一：他的身份

这些在宗教信仰上很有建树的犹太人

为什么不高兴？

耶稣的回应是什么？

耶稣说他是谁？

他之前也做过同样的事，耶稣在这里是

如何质疑他们与神的关系的？

耶稣对他们讲了他的身份，他们为

此不高兴。

不要彼此议论！

他是来自天国的。 第41節   

他是父差来的老师。 第44節

他是父差来的老师。 第45和46節

耶稣说自己是从神来－作为神－来

教导他的子民关于神的事情！

如果你认不出我是谁，那么你肯定

与神的关系不亲近。 第44節

就像在700年之

前以赛亚书第54

章第13节中应许

的那样：“你所有

的儿女都必受耶

和华的教导，你

的儿女必大享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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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
生。

 
48  我就是生命的食物， 

49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
死了。 

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物，使人吃
了就不死。 

51  我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食物，
人若吃了這食物，就必活到永遠。
我要賜的食物就是我的肉，是為了
世人的生命而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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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而来的永生来自于对
他的信靠。

相信什么？

所以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耶稣－生命的食物。 第48節

•  第42到46節  

“我是神！如果你认不出我

是神，问题在你身上。你不

是神的子民之一，不然你就

会意识到现在正在教导你的

就是神！”

•  第47到51節  

“我是神！我给人永生 ……

而代价就是我的生命。这是

我的使命。”

耶稣说得非常清楚。他来是为了带来生命。

以色列人在沙漠里靠神供给他们吗哪，但这是

暂时的。相反，耶稣是“生命的食物”——永恆

的、与神和好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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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於是，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

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呢？” 

53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

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 

54  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

我要使他復活﹔ 

55  因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

正的飲料。 

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裡面，

我也住在他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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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他的使命

犹太人在什么事不满？

那么耶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他们把耶稣的话按字面意思理解， 

觉得好像耶稣要他们把他吃掉！

记得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

在这一节中，当耶稣说自己是生命

的食物的时候，他用的是比喻，不

是真的要我们把他吃掉！

第54到56節  中的“吃我的肉” …… 

意思就是 第35節  中的“到我这里

来”。

第54到56節  中的“吃我的血” …… 

意思就是 第35節  中的 “信我”。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所以，当耶稣说“吃”“喝”的时候，他是在用比喻来说明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要我们：信他 第35节……到他那裡去 第35节……要看他 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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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正如永活的父差遣了我，我也因父
活着﹔照樣，吃我肉的人也必因我
而活。

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物，不像
嗎哪，你們的祖宗吃過，還是死
了﹔吃這食物的，必活到永遠。”  

59  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裡教導
人的時候說的。



65

这些都是关于耶稣！

耶稣在说什么？

他带来什么？

这一点在哪里已经被暗示过了？

我们如何才能得到？

耶稣在会堂里对这些遵行宗教律法的

犹太人说：

•  通过他的死，他就是那永恒的

逾越节羔羊

•  他的死会完全地、最终地付清

我们罪的代价

•  他会承受神对罪的审判和公义

的愤怒

•  这是永生的关键 第54節

•  那些信他的，他会带他们去天

堂 第54節

真正的满足－存到永远的，与神一起

的，真正的生命！ 第55，57，58節

记得 第56節  耶稣用比喻谈到他不久

之后的死。一切都凭着他在十字架上

的死。

凭着十字架，我们在耶稣里是永永远

远安全的，因为我们住在耶稣里，耶

稣住在我们里面。

•  施洗约翰在第1章第29节中

说：“看哪，神的羊羔，是除

去世人的罪孽的！”我们将会

在第19章中更多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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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下面第60到71节之前，我们需要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
是我选择了神还是神选择了我？
从耶稣的话中，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到，我们必须“相信”、“吃”、“来”、“喝”……
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做不到“相信”或是“来”，除非他先使我们能够如此！
换句话说－“直到我决定信靠耶稣那一刻，在此之前，神用一切人事物预备我。”
值得一问的是－如果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那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会：
•  过于骄傲－我们可能会为自己的聪明自吹自擂！

•  当我们信心不稳固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有些日子我们跟随耶稣……有些日子我们不跟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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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可能使人有多么不舒服……成为神家庭的一份子、做神的儿女最终是在于神－还有他的应许：
从耶稣的话中，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到，我们必须“相信”、“吃”、“来”、“喝”……
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做不到“相信”或是“来”，除非他先使我们能够如此！
换句话说－“直到我决定信靠耶稣那一刻，在此之前，神用一切人事物预备我。”
值得一问的是－如果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那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会：
•  过于骄傲－我们可能会为自己的聪明自吹自擂！
•  当我们信心不稳固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有些日子我们跟随耶稣……有些日子我们不跟随他……
• 死人不能使他们自己复活……
•  被定罪的人不能使他们自己得自由……
即便如此，他还是命令我们“来……看……相信。”
约翰福音第6章第47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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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他的門徒中，有許多人聽了，
就說：“這話很難，誰能接受
呢？” 

61  耶穌心裡知道門徒為了這事議論
紛紛，就對他們說：“這話使你
們動搖嗎？ 

62  如果你們看見人子升到他原來所
在的地方，又怎樣呢？ 

63  使人活的是靈，肉體是無濟於事
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是靈、是
生命。 

64  然而你們中間卻有不信的人。”
原來從起初耶穌就知道那些不
信的是誰，那要把他出賣的又是
誰。 

65  耶穌跟着說：“所以我對你們說
過，如果不是父所賜的，沒有人
能到我這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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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现在是谁在议论纷纷！

圣灵给人什么？

他自己的门徒。 第60到61節

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从神而来的

生命－我们之前已经看到，我们在

属灵上是死亡的状态。

耶稣做出了怎么样的回应？

圣灵如何带来生命？

这算什么，你们还什么都没见过

呢！ 第62節 

耶稣的话语。 第63節

第63节是关键

有些人不信（包括犹大），耶稣并不吃
惊。

在第65节中，耶稣重新强调了这一点，
只有父神给我们生命，我们才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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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從此，他的門徒中有許多人退去了，不再與他同行。 
67  於是耶穌對十二門徒說：“你們也想離去嗎？” 
68  西門．彼得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 
69  我們已經相信，並且知道你是神的聖者。” 

70  耶穌說：“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個人嗎？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  

71  耶穌這話是指着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說的，因為他雖然是十二門徒之一，卻要出賣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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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门徒中的一些人对

这个教导作出了怎么样的反应？

你有没有发现，

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计划？

十二门徒如何回应

耶稣的问题？

犹太人向摩西发怨言……

门徒们对耶稣发怨言……

现在有些人离开了。

耶稣拒绝做他们想要他做的那种救

主。 

彼得已经尝过了“生命的食物”，

任何其他的事物再也不能使他满

足！

彼得代表大家回答：你给予生命！

耶稣当然从一开始就知道犹大将要

背叛他 —— 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一章被“设计”成一个 “试
验”。 第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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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猶太人因為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物”

，就紛紛議論他。 42 他們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

耶穌嗎？他的父母我們不都認識嗎？他現在怎麼

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43 耶穌回答：“

你們不要彼此議論。 44如果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

人，就沒有人能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的，在末

日我要使他復活。 45 先知書上記着：’眾人都必受

神的教導。’凡聽見從父那裡來的教訓而又學習

的，必到我這裡來。 46 這不是說有人見過父﹔只有

從神那裡來的那一位，他才見過父。 47 我實實在在

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48 我就是生命的食物， 

49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50 這是

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物，使人吃了就不死。 51 我就是

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食物，人若吃了這食物，就

必活到永遠。我要賜的食物就是我的肉，是為了

世人的生命而賜的。” 52 於是，猶太人彼此爭論，

說：“這個人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呢？” 53 耶穌

就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

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

面。 54 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

使他復活﹔ 55 因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

真正的飲料。 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裡

面，我也住在他裡面。 57 正如永活的父差遣了我，

我也因父活着﹔照樣，吃我肉的人也必因我而活。 

約翰福音第6章第41到7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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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物，不像嗎哪，你們的祖

宗吃過，還是死了﹔吃這食物的，必活到永遠。” 59 

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裡教導人的時候說的。60 

他的門徒中，有許多人聽了，就說：“這話很難，

誰能接受呢？” 61 耶穌心裡知道門徒為了這事議論紛

紛，就對他們說：“這話使你們動搖嗎？ 62 如果你們

看見人子升到他原來所在的地方，又怎樣呢？ 63 使人

活的是靈，肉體是無濟於事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是

靈、是生命。 64 然而你們中間卻有不信的人。”原來

從起初耶穌就知道那些不信的是誰，那要把他出賣的

又是誰。 65 耶穌跟着說：“所以我對你們說過，如果

不是父所賜的，沒有人能到我這裡來。” 66 從此，他

的門徒中有許多人退去了，不再與他同行。 67 於是耶

穌對十二門徒說：“你們也想離去嗎？” 68 西門．彼

得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 

69 我們已經相信，並且知道你是神的聖者。” 70 耶穌

說：“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個人嗎？但你們中間有

一個是魔鬼。” 71 耶穌這話是指着加略人西門的兒子

猶大說的，因為他雖然是十二門徒之一，卻要出賣耶

穌。

接下來……
困惑vs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