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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7章第1到52节
各種各樣的反應

住棚节的时候，犹太人都来到耶路撒冷。他们

住在帐篷里，记念神的信实。当年犹太人逃出

埃及之后，神四十年间在旷野中信实地带领他

们。这是三大宗教节庆之一。 

这一段包括四部分：

• 混乱不清的各种反应

• 形势扭转

• 给予生命

• 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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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于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下一页的表格里有人们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回应。让我们先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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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犹太人憎恨 第1节 

2. 好奇－第11节

3.  “他是好人”……vs……“他是欺骗众人的。”

第12、13节 

4.  “你是鬼附的” 第20节

5.  “难道官长们真的认为这个人就是基督吗？” 

第26节

6.  有许多人信了他－因为他行的神迹……第31

节

7.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想要逮捕他 第32节

8.  困惑－……这些事将要何去何从？他要去希

腊人那裡吗？第35节

9.  人们觉得他真的是神应许的那位先知 第40

节

10. 分歧 第43、44节

11.  差役在他身上看到与众不同的东西 第45节

12.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认为他是个骗子 第47节

13.  尼哥德慕：你们不觉得我们至少应该听听他

是怎么说的吗？ 第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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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事以后，耶穌周游加利利，不願在猶
太往來，因為猶太人想要殺他。	

2	 	猶太人的住棚節快到了，

3	 	耶穌的弟弟就對他說：“你應當離開這
裡上猶太去，好讓你的門徒也可以看見
你所行的事﹔		

4	 	因為沒有人想引人注目，卻在暗處行事
的。你既然行這些事，就應該向世人顯
明自己。”		

5	 	原來連他的弟弟也不信他。

從這裡開始 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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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你們
的時候卻常常是方便的。		

7	 	世人不能恨你們，卻憎恨我，因為我指証他們
的行為是邪惡的。	

8	 	你們上去過節吧！我現在不上去過這個節，因
為我的時機還沒有成熟。”		

9	 	他說了這些話以后，仍然住在加利利。

10		然而，他的弟弟上去過節以后，他也上去過
節，不是公開地去，卻是暗中地去。	

11		過節的時候，猶太人尋找耶穌，說：“那人在
哪裡呢？”

12		群眾因他紛紛議論，有的說：“他是好人。”
有的說：“不，他是欺騙眾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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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但沒有人敢公開講論他，因為怕猶太人

14		節期當中，耶穌上聖殿去教導人。		

15		猶太人就希奇，說：“這個人沒有學過，怎
會通曉經書呢？”	

16		耶穌說：“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出
於那差我來的。		

17		人若願意遵行神的旨意，就會知道這教訓是
出於神，還是我憑着自己的意思說的。	

18		那憑着自己的意思說的，是求自己的榮譽﹔
但那尋求差他來者的榮耀的，才是真誠的
人，在他裡面沒有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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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摩西不是曾經把律法傳給你們嗎？你們竟然沒有一個人遵行律法。你們為什麼想要殺我呢？”	

20		群眾回答：“你是鬼附的，誰想要殺你呢？”	

21		耶穌說：“我行了一件事，你們都以為希奇。

22		摩西曾經把割禮傳給你們（其實割禮不是從摩西開始的，而是從列祖開始的），因此，你們在安息日也給人行割禮。	
23		如果人在安息日行割禮，為的是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那麼我在安息日使一個人全身健康，你們就向我生氣嗎？		
24		不要按外貌判斷人，總要公公平平地判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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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不清的各種反應

对于耶稣的身份，

然后耶稣做了什么？

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第16節

他坚持说自己是持有真理的。 第18節

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身上。

他的工为他的话做证－相反，他们都
是假冒为善。 第21到24節

（这“一件事”指的是第5章第1到15
节中耶稣治好瘫痪的人的神迹。）

总结耶稣的回答－“如果你想要行神的旨

意（而不是保护自己珍惜的地位），你

就会认出我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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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将其与自己联系起来：

有什么原因会让我们有可能不承认或者拒绝耶稣？

我们认得出他是谁吗？

如果我们要拒绝耶稣－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他的教导和话语不是来自神，那是从哪裡来

的？

耶稣的教导简洁明了－记得约翰福音第5章：

约翰福音第5章第23节下半： “不尊敬子的，就是不

尊敬那差他来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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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當時，有些耶路撒冷人說：“這不是他們
想要殺的人嗎？	

26		你看，他還在公開地講話，竟然沒有人對
他說什麼，難道官長們真的認為這個人就
是基督嗎？	

27		可是我們知道這個人是從哪裡來的，隻是
基督來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是從哪裡來
的！”	

28		當時耶穌在殿裡教導人，大聲說：“你們
以為認識我，也知道我從哪裡來，其實我
不是憑着自己的意思來的，但那差我來的
是真實的，你們卻不認識他。	

29		然而我認識他，因為我從他那裡來，也是
他差我來的。”	

30		於是他們想逮捕他，隻是沒有人下手，因
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31		群眾中有許多人信了他。他們說：“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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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時候，他所行的神跡，能比這人所行

的更多嗎？”

32		法利賽人聽見群眾紛紛議論這些關於耶穌

的事，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就派差役去逮捕

耶穌。

33		於是耶穌說：“我跟你們在一起的時候不

多了，我要回到那差我來的那裡去。

34		你們要尋找我，卻找不着；我所在的地

方，你們是不能去的。”	

35		猶太人彼此說：“這個人要到哪裡去，使

我們找不着他呢？難道他要到散居在希臘

人中的猶太人那裡，去教導希臘人嗎？	

36		他說‘你們要尋找我，卻找不着；我所在

的地方，你們是不能去的’這話，是什麼

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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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扭轉

耶稣是怎么说自己的？

对于那些不承认耶稣的人

耶稣说什么？

他们为什么认不出他，也不跟随他？

他从哪里来。 第28、29節

他往哪里去。 第33節  

因為他们不认识神。 第28節  

因为凭他们自己，他们无法到神那
里去。

•	 他们不行神的旨意 第17節

•	 		他们按外貌判断人 第24節

• 他们不认识神 第28節

• 他们去不了神所在的地方 第34節

这就造成了对神的敌意。 第30節

但从始至终，耶稣都全权掌控一切

第30節下半、第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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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節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隆重的那一天，耶穌站着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38		信我的人，就像聖經所說的，從他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39		他這話是指着信他的人要接受聖靈說的﹔那時聖靈還沒有降臨，因為耶穌還沒有得着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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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生命

无比美妙的东西－是什么？
耶稣要给人们

我们是否想要维持我们生活的现状?
－还是说，我们让耶稣挑战我们的想法？

活水。这个节日的一切都是关于
他的－神拯救并且带领他的子民。
第37、38節

在这一切困惑不解和敌对之中，耶
稣要给人们奇异的恩典！

住棚节需要很多水……因为在旷野的时候，神把水

供应给人们－从坚硬的岩石中两次把水给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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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群眾中有人聽了這些話，就說：“這真

是‘那位先知’！”	

41		另有人說：“他是基督。”還有人

說：“基督是從加利利出來的嗎？

42		聖經不是說基督是大衛的後裔，是從大

衛本鄉伯利恆出來的嗎？”	

43		群眾因為耶穌的緣故，就起了紛爭。

44		他們中間有人想逮捕耶穌，只是沒有人

下手。

45		差役回到祭司長和法利賽人那裡。他們

就問差役：“你們為什麼沒有把他帶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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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差役回答：“從來沒有人像他這樣講話

的！”	

47		法利賽人說：“連你們也受了欺騙嗎？	

48		官長或法利賽人中間有誰是信他的呢？	

49		至於這群不明白律法的人，他們是可咒詛

的。”	

50		他們當中有一個人，就是以前來見耶穌的

尼哥德慕，對他們說：	

51		“如果不先聽取他本人的口供，查明他所

作的事，我們的律法怎能把他定罪呢？”	

52		他們回答：“你也是從加利利出來的嗎？

你去考查一下，就知道先知是不會從加利

利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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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如果不先聽取他本人的口供，查明
他所作的事，我們的律法怎能把他定
罪呢？”	

52		他們回答：“你也是從加利利出來的
嗎？你去考查一下，就知道先知是不
會從加利利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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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

对于耶稣所给的，人们做出了怎么样的反应？

在尼哥德慕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人们起了纷争。 第43節

他为耶稣辩护，于是他的同僚把他
嘲笑了一番。

为耶稣而活是会有后果的

耶稣的话直到今天还是会使人起纷争。

以下是三种可能的反应：

•  我们决定要忽略所有的证据，把头埋进

沙子里
•  我们按照自己对神的理解来相信神。但

是不相信耶稣－就是不承认神。

•  我们根据证据行事，敢在人群中与众不

同，全心全意地信靠耶稣

讽刺的是，即便犹太人对尼哥德慕的敌
意是错误的。他们却没“去考查一下”，
看看耶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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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7章第1到52節
	 1	 這事以后，耶穌周游加利利，不願在猶太往來，因為猶太人想要殺他。	 2	猶太人的住棚節快到了，	 3	耶穌的弟弟就對他說：“你應當離開這裡上猶太去，好讓你的門徒也可以看見你所行的事﹔	 4	因為沒有人想引人注目，卻在暗處行事的。你既然行這些事，就應該向世人顯明自己。”	 5	原來連他的弟弟也不信他。	 6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你們的時候卻常常是方便的。	 7	世人不能恨你們，卻憎恨我，因為我指証他們的行為是邪惡的。	 8	你們上去過節吧！我現在不上去過這個節，因為我的時機還沒有成熟。”	 9	他說了這些話以后，仍然住在加利利。10	 然而，他的弟弟上去過節以后，他也上去過節，不是公開地去，卻是暗中地去。	11	過節的時候，猶太人尋找耶穌，說：“那人在哪裡呢？”	12	群眾因他紛紛議論，有的說：“他是好人。”有的說：“不，他是欺騙眾人的。”	13	但沒有人敢公開講論他，因為怕猶太人。14	 節期當中，耶穌上聖殿去教導人。	15	猶太人就希奇，說：“這個人沒有學過，怎會通曉經書呢？”	16	耶穌說：“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出於那差我來的。	17	人若願意遵行神的旨意，就會知道這教訓是出於神，還是我憑着自己的意思說的。	18	那憑着自己的意思說的，是求自己的榮譽﹔但那尋求差他來者的榮耀的，才是真誠的人，在他裡面沒有不義。	 19	 摩西不是曾經把律法傳給你們嗎？你們竟然沒有一個人遵行律法。你們為什麼想要殺我呢？”	20	群眾回答：“你是鬼附的，誰想要殺你呢？”	21	耶穌說：“我行了一件事，你們都以為希奇。	22	摩西曾經把割禮傳給你們（其實割禮不是從摩西開始的，而是從列祖開始的），因此，你們在安息日也給人行割禮。	 23	 如果人在安息日行割禮，為的是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那麼我在安息日使一個人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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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你們就向我生氣嗎？	24	不要按外貌判斷人，總要公公平平地判斷人。”	25	當時，有些耶路撒冷人說：“這不是他們想要殺的人嗎？	26	你看，他還在公開地講話，竟然沒有人對他說什麼，難道官長們真的認為這個人就是基督嗎？	27	可是我們知道這個人是從哪裡來的，隻是基督來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是從哪裡來的！”	28	當時耶穌在殿裡教導人，大聲說：“你們以為認識我，也知道我從哪裡來，其實我不是憑着自己的意思來的，但那差我來的是真實的，你們卻不認識他。	29	然而我認識他，因為我從他那裡來，也是他差我來的。”	30	於是他們想逮捕他，隻是沒有人下手，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31	 群眾中有許多人信了他。他們說：“基督來的時候，他所行的神跡，能比這人所行的更多嗎？”	32	法利賽人聽見群眾紛紛議論這些關於耶穌的事，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就派差役去逮捕耶穌。	33	於是耶穌說：“我跟你們在一起的時候不多了，我要回到那差我來的那裡去。	34	你們要尋找我，卻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們是不能去的。”	35	猶太人彼此說：“這個人要到哪裡去，使我們找不著他呢？難道他要到散居在希臘人中的猶太人那裡，去教導希臘人嗎？	36	他說’你們要尋找我，卻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們是不能去的’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37	節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隆重的那一天，耶穌站着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38	信我的人，就像聖經所說的，從他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39	他這話是指着信他的人要接受聖靈說的﹔那時聖靈還沒有降臨，因為耶穌還沒有得着榮耀。	40	群眾中有人聽了這些話，就說：“這真是’那位先知’！”	41	另有人說：“他是基督。”還有人說：“基督是從加利利出來的嗎？	42	聖經不是說基督是大衛的后裔，是從大衛本鄉伯利恆出來的嗎？”	 43	 群眾因為耶穌的緣故，就起了紛爭。	
44	他們中間有人想逮捕耶穌，隻是沒有人下手。	 45	差役回到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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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長和法利賽人那裡。他們就問差役：“你們為什麼沒有把他

帶來？”	 46	差役回答：“從來沒有人像他這樣講話的！”	 47	法

利賽人說：“連你們也受了欺騙嗎？	 48	 官長或法利賽人中間

有誰是信他的呢？	 49	 至於這群不明白律法的人，他們是可咒詛

的。”	 50	 他們當中有一個人，就是以前來見耶穌的尼哥德慕，

對他們說：	 51	 “如果不先聽取他本人的口供，查明他所作的

事，我們的律法怎能把他定罪呢？”	 52	 他們回答：“你也是從

加利利出來的嗎？你去考查一下，就知道先知是不會從加利利

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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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

渐渐明了耶稣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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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8章第12到59节

耶穌是誰
你可能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不从第8章第1节开始……

虽然大家普遍认为约翰福音从第7章第53节到第8章第11节的内容是耶稣的教导，但这一段在许多早期的抄本中并没有出现。这部分是后来加到约翰福音中来的。
所以我们从第8章第12节开始……还是在住棚节

主题是一样的：

• 耶稣是谁

• 那些不承认耶稣的人会怎么样？

这一部分也分两段：

1、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你出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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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耶穌又對眾人說
：“我是世界的光

，

跟從我的，必定不
在黑暗裡走，卻要

得着生命的光。”
	

13		法利賽人對他說
：“你為自己作証

，

你的見証不是真實
的。”	

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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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耶穌回答：“即使我為自己作証，我的

見証還是真實的，因為我知道我從哪裡

來，往哪裡去，但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

裡來，往哪裡去。	

15		你們按着外貌判斷人，我卻不判斷人。	

16		即使我判斷人，我的判斷也是正確的，

因為我不是獨自一人，而是差我來的父

和我在一起。	

17		你們的律法上也寫着：’兩個人的見証

才是真的。’	

18		我為自己作証，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

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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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哪裡來？

对那些选择不承认光的人，

法利赛人对此的反应是什么？

耶稣怎么回答？

法利赛人为什么无法接受这一点？

他们指控他什么？

耶稣说他们什么？

他们继续在黑暗中走。 第12節

他们反对，并且质疑他作证的资
格。 第13節上半

他们只按外貌判断人。

他为自己作证，所以他的见证不算
数。 第13節下半

耶稣有资格为自己做见证，因为：•  他是世界的光 第12節
•  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第14節•  他的判断有他的父，神，在背后支持 第16節•  于是他通过了他们律法的验证！ 第1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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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他們問：“你的父在哪裡？”耶穌回答：“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如果你們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了。”		

20		這些話是耶穌在殿裡教導人的時候，在銀庫的院中說的。當時沒有人逮捕他，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31

真理揭曉！

耶稣揭晓了哪些事实？

掌权的是谁？

•	 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

•	 	如果他们知道，他们也就会知
道他的父，神！

虽然他们很愤怒，耶稣却没有被逮
捕－因为这不在他的计划内。

法利赛人还在用人类的标准思考。

他们问：你爸爸在哪里？

第20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还在圣殿里－也就是

说，他还在住棚节对当时的宗教领袖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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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要去了，你們要尋

找我，並且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我去的

地方，你們不能到。”	

22		於是猶太人說：“他說’我去的地方，你

們不能到’，難道他要自殺嗎？”	

23		耶穌說：“你們是從地上來的，我是從天

上來的﹔你們屬這世界，我卻不屬這世

界，	

24		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在自己的罪中死

亡﹔你們若不信我就是’那一位’，就要

在自己的罪中死亡。”	

25			他們就問：“你是誰？”耶穌說：“我不

是從起初就告訴你們嗎？	

26		關於你們，我有許多事要說，要判斷﹔但

那差我來的是真實的，我從他那裡聽見

的，就告訴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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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去哪里？

耶稣说他要去哪？

耶稣是如何把这利害关系升高了一层？

他们为什么不能和他一起去？

我们为什么可以信靠耶稣的话语
而不是人的话语？

耶稣要回到天堂他父亲那裡去－这
个地方他们去不了。 第21、22節

他们会在罪中死亡，得不到原谅－
除非他们信靠他。

虽然他们很虔诚，但他们是属这世
界的－他们不认识神。

因为他的工，是从神而来的。

这就再一次对耶稣的权柄提出了深切的疑
问。

但耶稣没有畏缩－要面对审判的是他们，
不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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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他們不明白耶穌是對他們講論父的事。	
28		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了人子以后，必定知道我就是‘那一位’，並且知道我不憑着自己作什麼事﹔我說的這些話，是照着父所教導我的。	
29		那差我來的和我同在，他沒有留下我獨自一人，因為我常作他喜悅的事。”	
30		耶穌說這些話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信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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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如何说明这一点的？

这件事的影响是什么？

他把自己称作“人子”（这个称呼指
的是神绝对的统治者，神给了他完全
的权柄，来审判与统治所有人。）

他又一次使用了神在旧约中给自己的
名字－“我是”！

他谈到被“举起”，指的是他在十字
架上的死。

所以耶稣的死亡与复活将是他身份的
证明－他是神。

许多人相信了他。

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

谈论他的父的时候，说

的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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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於是耶穌對信了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

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了﹔	

32		你們必定認識真理，真理必定使你們自

由。”	

33		他們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后裔，從來

沒有被誰奴役過，你怎麼說’你們必得自

由’呢？”	

34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犯罪

的都是罪的奴隸。	

35		奴隸不能永遠住在家裡，唯有兒子才可以

永遠住在家裡。

36		所以，神的兒子若使你們自由，你們就真

的得自由了。

还是在圣殿中，现在
耶稣转向信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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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出於誰？

相信他的那些人－他们认识真理。

可真理要做什么？

他们为什么很愤怒？

耶稣说奴隶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逃离这种奴役？

耶稣说谁是奴隶？

但他们是谁的奴隶？

这是什么意思？

作为神的子民－他们从不把自己看
作奴隶。 第33節

凭着耶稣的死，真正的儿子被

“举起”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
就自由了！

所有人！ 第34節

奴隶不是家庭的一份子－儿子可
以永远住在家里。

罪。 第34節

•	 	那我们所有人都被包括在里面
了！

•	 	我们都是奴隶，因为我们一直犯
罪，停不下来……而且我们是罪
的奴隶，因为我们一旦犯过罪，
我们就要面对神的审判。

第3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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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后裔﹔但你們想殺我，因為你們心裡不能容納我的道。	

38		我所說的，是我在父那裡看見的﹔但你們所作的，卻是從你們的父那裡聽見的。”

39		他們說：“我們的祖宗是亞伯拉
罕。”耶穌說：“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就必作亞伯拉罕所作的。	

40		現在我把從神那裡聽見的真理告訴了你們，你們竟然想殺我，這不是亞伯拉罕所作的。	

41		你們要作的，正是你們的父要作
的。”他們說：“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我們隻有一位父，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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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本性上從哪裡來？

耶稣说了哪四步逻辑推论，
由此显明了他们真正的属灵家庭？

步骤一：他们有不同的父

•		通过做与你父亲一样的事，就能
看出你的家庭：他们想要杀耶稣 
第37節  

•	 	“我说的是我从我的父那里听来
的话语，这就显出我的家庭” 
第38節  

步骤二：亚伯拉罕不是他们的属灵
父亲

•		亚伯拉罕不可能是他们的父亲。
如果是的话，他们就会按他的样
子行事。 第39節

•	 	所以他们有另外一个属灵的父
亲。 第41節  

•	 	亚伯拉罕可能是他们血缘上的父
亲，但属灵方面，他们从一个完
全不同的家庭来。 第41節

在第37到47节中，耶稣告诉我们，只有两个

属灵家庭－问题是“我们出于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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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耶穌說：“如果神是你們的父，你們就
必

愛我，因為我是從神那裡來的﹔我已經
來

到這裡。我不是憑着自己來的，而是神
差

了我來。	

43		你們為什麼不明白我的話呢？因為我的
道

你們聽不進去。	

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喜歡按着你
們

的父的私欲行事。他從起初就是殺人的
凶

手，不守真理，因為他心裡沒有真理。
他

說謊是出於本性，因為他本來就是說謊

者，也是說謊的人的父。	

45	 	我講真理，你們卻因此不信我。	

46		你們中間有誰能指証我有罪呢？我既然
講

真理，你們為什麼不信我呢？

	
47		出於神的，就聽神的話﹔你們不聽，因

為

你們不是出於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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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神不是他们的父

•		如果神是他们的父亲，那他们
就会认出耶稣并且爱耶稣。 
第42節

•	 	他们听不进他的话语 第43節

步骤四：魔鬼是他们的父亲

•		他们的行事像魔鬼一样。他们想
杀耶稣，而且他们对真理无动于
衷。 第44、45節

•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控告，
可他们却哑口无言无法辩驳！
第46節

他们为什么听不进耶稣的话语？

他们不是出于神的。

根据这四步推论，如果我们不承认耶稣和他的教导，那么我们的属灵家庭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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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停来回想
就目前的状况，我们在属灵上是死亡的。但耶稣教导：

 約翰福音第5章第24節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见我的话又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如果没有神的灵，我们是失丧的：
 約翰福音第6章第63節  “使人活的是灵，肉体是无济于事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
直到我们跟随耶稣为止，我们都在黑暗中：
 約翰福音第8章第12節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裡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不顺服神— 我们的罪带来的是死亡：
 約翰福音第8章第23到24節  耶稣说：“你们是从地上来的，我是从天上来的﹔你们属这世界，我却不属这世界，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你们若不信我就是’那一位’，就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
我们是罪的奴隶……但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让我们得自由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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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第8章第31到32節  于是耶稣对信了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

这个消息是给所有人的－宗教领袖们，那些已经相信的人，还有那些只是听听的人— 每个人都需要信靠耶稣。

我们谁也不能凭自己到达神那里－我们都是

罪人！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足够优秀，可以凭自己的力量

碰出属灵的生命火花－我们可要三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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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猶太人對耶穌說：“我們說你是撒瑪利亞人，並且是鬼附的，不是很對嗎？”	
49		耶穌回答：“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們卻侮辱我。	

50		我不求自己的榮耀，但有一位是為我求榮耀，並且是審判人的。	

51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人若遵守我的道，必定永遠不見死亡。”	

52		猶太人對他說：“現在我們知道你的確是鬼附的。亞伯拉罕死了，先知們也死了，你還說’人若遵守我的道，必定永遠不嘗死味’，	

53		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還大嗎？他死了，先知們也死了﹔你把自己當作什麼人呢？”	

54		耶穌回答：“如果我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算不得什麼﹔那使我得榮耀的是我的父，就是你們說是你們的神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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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在哪里看到神荣耀耶稣？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搞错了？

他们觉得他才是从魔鬼来的，不是
他们自己人！ 第48節

耶稣很清楚－他们完全搞错了。 
第49節

在十字架上，还有复活。

记得：

因为耶稣尊敬神，他们不。 
第49、50節

他们再一次问耶稣他是谁，但耶稣
把证据指给他们看……

証据就是神荣耀耶稣	。 第54節

 第28節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了人子以后，必定

知道我就是’那一位’，并且知道我不凭着自己作什

么事﹔我说的这些话，是照着父所教导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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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可是你們不認識他，我卻認識他。如果
我

說我不認識他，我就像你們一樣是說謊

的﹔然而我認識他，也遵守他的道。	

56		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因為可以看見我

的日子就歡喜，既然看見了，他就很快

樂。”	

57		猶太人對他說：“你還不到五十歲，怎
會

見過亞伯拉罕呢？”	

58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亞伯
拉

罕出生以前，我已經存在了。”		

59		於是他們拿起石頭要打他。耶穌卻躲起

來，從殿裡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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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的话是合理的？

犹太人为什么对此迷惑不解？

但谁掌控这些事件？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懂得
耶稣在第58节里说的话？

关于亚伯拉罕，耶稣说了什么？

关于他自己，耶稣说什么？

与犹太人不同－耶稣认识并且遵行
神的话语。

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几千年了！

耶稣！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毫
发未伤地离开了圣殿。 第59節  

因为他们立刻拿起石头要杀他，因
为他亵渎了神！ 第59節

神告诉了亚伯拉罕耶稣是谁，他来
是为了做什么－与耶稣时代的犹太
人不同的是，亚伯拉罕为此欢欣鼓
舞！

他是神。神从前告诉摩西，人们要
如何称呼他	—“我是”。耶稣用了
那个名字，以此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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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8章第12到59節
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必定不在黑暗裡走，卻要得着生命的光。”	 13	 法利賽人對他說：“你為自己作証，你的見証不是真實的。”	 14	 耶穌回答：“即使我為自己作証，我的見証還是真實的，因為我知道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但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15	 你們按着外貌判斷人，我卻不判斷人。	 16	 即使我判斷人，我的判斷也是正確的，因為我不是獨自一人，而是差我來的父和我在一起。	 17	 你

总结 

我们今天学到什么？

我们对耶稣教导做出的反应会显出

我们所属的属灵家庭。

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

• 属灵上瞎眼

• 属灵上是奴隶

• 不是神“天生的”孩子 

我们需要来到耶稣面前，为了：

• 光
• 真理
•  宽恕，还有成为他家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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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律法上也寫着：’兩個人的見証才是真的。’	 18	我為自
己作証，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証。”	 19	他們問：“你的父在
哪裡？”耶穌回答：“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如
果你們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了。”	 20	這些話是耶穌在殿
裡教導人的時候，在銀庫的院中說的。當時沒有人逮捕他，
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21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要去了，
你們要尋找我，並且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我去的地方，你
們不能到。”	 22	於是猶太人說：“他說’我去的地方，你們
不能到’，難道他要自殺嗎？”	 23	耶穌說：“你們是從地上
來的，我是從天上來的﹔你們屬這世界，我卻不屬這世界，	
24	 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你們若不信
我就是’那一位’，就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	 25	 他們就
問：“你是誰？”耶穌說：“我不是從起初就告訴你們嗎？	
26	 關於你們，我有許多事要說，要判斷﹔但那差我來的是真
實的，我從他那裡聽見的，就告訴世人。”	 27	他們不明白耶
穌是對他們講論父的事。	 28	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了人子
以后，必定知道我就是’那一位’，並且知道我不憑着自己
作什麼事﹔我說的這些話，是照着父所教導我的。	 29	那差我
來的和我同在，他沒有留下我獨自一人，因為我常作他喜悅
的事。”	 30	耶穌說這些話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信了他。31	於
是耶穌對信了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持守我的道，就真
是我的門徒了﹔	 32	 你們必定認識真理，真理必定使你們自
由。”	 33	他們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后裔，從來沒有被誰
奴役過，你怎麼說’你們必得自由’呢？”	 34	耶穌說：“我
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隸。	 35	奴隸不能永
遠住在家裡，唯有兒子才可以永遠住在家裡。	 36	 所以，　
神的兒子若使你們自由，你們就真的得自由了。	 37	我知道你
們是亞伯拉罕的后裔﹔但你們想殺我，因為你們心裡不能
容納我的道。	 38	我所說的，是我在父那裡看見的﹔但你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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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卻是從你們的父那裡聽見的。”	 39	 他們說：“我們的

祖宗是亞伯拉罕。”耶穌說：“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就必作亞伯拉罕所作的。	 40	 現在我把從神那裡聽見的真理告

訴了你們，你們竟然想殺我，這不是亞伯拉罕所作的。
	 41	 你

們要作的，正是你們的父要作的。”他們說：“我們不是從

淫亂生的﹔我們隻有一位父，就是神。”	 42	 耶穌說：“如果

神是你們的父，你們就必愛我，因為我是從神那裡來的﹔我

已經來到這裡。我不是憑着自己來的，而是神差了我來。
	 43	

你們為什麼不明白我的話呢？因為我的道你們聽不進去。
	 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喜歡按着你們的父的私欲行事。

他從起初就是殺人的凶手，不守真理，因為他心裡沒有真

理。他說謊是出於本性，因為他本來就是說謊者，也是說謊

的人的父。	 45	我講真理，你們卻因此不信我。	 46	你們中間有

誰能指証我有罪呢？我既然講真理，你們為什麼不信我呢？
	

47	 出於神的，就聽神的話﹔你們不聽，因為你們不是出於神

的。”	 48	 猶太人對耶穌說：“我們說你是撒瑪利亞人，並且

是鬼附的，不是很對嗎？”	 49	 耶穌回答：“我不是鬼附的。

我尊敬我的父，你們卻侮辱我。	 50	 我不求自己的榮耀，但有

一位是為我求榮耀，並且是審判人的。	 51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們，人若遵守我的道，必定永遠不見死亡。”	 52	 猶太人對他

說：“現在我們知道你的確是鬼附的。亞伯拉罕死了，先知

們也死了，你還說’人若遵守我的道，必定永遠不嘗死味’

，	 53	 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還大嗎？他死了，先知們

也死了﹔你把自己當作什麼人呢？”	 54	 耶穌回答：“如果我

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算不得什麼﹔那使我得榮耀的是我

的父，就是你們說是你們的神的那一位。	 55	 可是你們不認識

他，我卻認識他。如果我說我不認識他，我就像你們一樣是

說謊的﹔然而我認識他，也遵守他的道。	 56	 你們的祖宗亞伯

拉罕，因為可以看見我的日子就歡喜，既然看見了，他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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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	 57	 猶太人對他說：“你還不到五十歲，怎會見過亞

伯拉罕呢？”	 58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亞伯拉罕

出生以前，我已經存在了。”	 59	 於是他們拿起石頭要打他。

耶穌卻躲起來，從殿裡出去了。	

接下來……
耶稣是世界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