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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9章第1到29节這個世界的光

概述
在约翰福音第一部分中（第2到4章），我们

看到约翰的主题围绕耶稣所行的“神迹”。

在第2章，耶稣变水为酒，在第4章，治好了

大臣的儿子……两个神迹都应验了以赛亚书

第25章：

• 耶稣是神应许的弥赛亚，神给我们的王。

•  从神而来的新郎，他来是为了给我们永

生……战胜死亡！

永生给了不遵行宗教律法的撒马利亚人，他

们接受了耶稣的话语。即便是尼哥德慕，一

个宗教领袖，也需要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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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二部分（第5到10章）也是围绕耶稣
的神迹展开的：

在第5章，耶稣医治了瘫痪的人，然后是他同敌
对他的犹太人做的讨论……与之照映的是医治生
来瞎眼的人（第9章）……以及接下来所做的讨
论（第10章）。

•  两个神迹都发生在安息日，说明耶稣在做“他
父的工”－他到世上来的原因！

•  耶稣让人看到他带来的是真正的安息日－使人
与神和好。 

•  两个神迹都引起了风波，让我们清楚看到我们
罪的问题，还有我们真正的属灵状况。

•  耶稣持续把生命和安息提供给他的子民……不
是因为他们是特别的人，或是他们做了特别的
事……只是因为耶稣白白给予的恩典。

•  在安息日得到医治，你的罪得到赦免，是一幅
与神和好的图景……与他一起安息－这才是安
息日真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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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9章第1到41節

1 耶穌走路的時候，看見一個生下來就瞎眼的人。 2 他的門徒問

他：“拉比，這人生下來就瞎眼，是誰犯了罪？是他呢，還是他

的父母呢？” 3 耶穌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

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顯神的作為。 4 趁着白晝，我們必須作

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一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 5 我在世上的

時候，是世界的光。”6 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

一點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7 對他說：“你去西羅亞池洗

一洗吧。” （西羅亞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於是他就去了，

洗完了，走的時候，就看見了。 8 那時，鄰居和以前常常見他討

飯的人說：“這不是那一向坐着討飯的人嗎？” 9 有的說：“是

他。”有的說：“不是他，隻是像他。 ”他自己說：“是我。” 

10 他們就問他：“你的眼睛是怎樣開的呢？” 11 他回答：“那名

叫耶穌的人和了一點泥，抹在我的眼上，對我說：’你去西羅亞

池洗一洗吧。’我去一洗，就看見了。” 12 他們說：“那人在哪

裡？”他說：“我不知道。” 13 他們就把那個從前瞎眼的人帶到

法利賽人那裡。 14 耶穌和了泥開他眼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 

15 法利賽人又問他是怎樣可以看見的。他告訴他們：“耶穌把泥

抹在我的眼上，我一洗就看見了。” 16 有幾個法利賽人說：“

那個人不是從神那裡來的，因為他不守安息日。”另外有些人

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神跡呢？”他們就起了紛爭。 17 他

們再對瞎子說：“他既然開了你的眼睛，你說他是什麼人？”

但是，一个人要如何“看见”耶稣？明白他是
谁，他所做的是什么事？
我们现在要把这一整章从头到尾读完。这样我
们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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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他是個先知。” 18 猶太人不信他從前是瞎眼，現

在才能看見的，於是把他的父母叫來， 19問他們：“這是

你們所說那生下來就瞎眼的兒子嗎？現在他怎麼又能看見

呢？” 20他的父母回答：“我們知道他是我們的兒子，生

下來就瞎眼﹔ 21 現在他是怎樣可以看見的，我們不知道﹔

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也不知道。你們問他吧﹔他已經長

大成人，可以替自己講話了。” 22 他的父母這樣說，是因

為怕猶太人，原來猶太人已經定好了，不論誰承認耶穌是

基督，就要把那人赶出會堂。 23 因此他的父母說：“他已

經長大成人，你們問他吧。” 24 於是法利賽人第二次把那

從前瞎眼的人叫來，對他說：“你應當歸榮耀給神，我們

知道這人是個罪人。” 25 那人回答：“他是不是個罪人，

我不知道﹔我隻知道一件事，就是我本來是瞎眼的，現在

能看見了。” 26 他們就問：“他向你作了什麼呢？他怎樣

開了你的眼睛呢？” 27 他回答：“我已經告訴你們，但是

你們不聽﹔為什麼現在又想聽呢？你們也想成為他的門徒

嗎？” 28 他們就罵他，說：“你才是他的門徒，我們是摩西

的門徒。 29 我們知道神曾對摩西說話﹔隻是這個人，我們不

知道他從哪裡來。” 30 那人對他們說：“這就奇怪了，他開

了我的眼睛，你們竟然不知道他從哪裡來。 31我們知道神不

聽罪人的祈求，隻聽那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 32 自古

以來，沒有人聽過生下來就是瞎眼的，有人可以開他們的

眼睛。 33 這人若不是從神那裡來的，他就不能作什麼。” 34 

他們說：“你的確是在罪中生的，還敢教訓我們嗎？”就

把他赶出去。 35 耶穌聽見他們把他赶出去，后來遇見他的時

候，就對他說：“你信人子嗎？” 36 他說：“先生，誰是人

子，好讓我信他呢？” 37 耶穌說：“你已經見過他，現在跟

你說話的就是他。” 38 那人說：“主啊，我信。”就向他下

拜。 39 耶穌說：“我到這世上來是為了審判，使那看不見的

能夠看見，能看見的反而成了瞎眼的。” 40 有些和耶穌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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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法利賽人聽了這話，就說：“難道我們也是瞎眼的嗎？” 
41 耶穌對他們說：“如果你們是瞎眼的，就沒有罪了﹔但現在

你們說’我們能看見’，所以你們還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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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穌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

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顯神

的作為。

39  耶穌說：“我到這世上來是為了審判，

使那看不見的能夠看見，能看見的反而

成了瞎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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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亮！

耶稣说，行这个神迹的

目的是什么？

•	 为了彰显神的作为 第3節

• 为了显出一些更重要的事  第39節

耶稣用治好肉体上的疾病来说明他在
灵命层面所做的工。当人们信靠他的
时候，耶稣就把视力给那些“瞎眼”
的人。

相反，他审判的另一部分，是要使那
些对自己所做的虔诚的行为感到自信
满满的人成为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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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他回答：“那名叫耶穌的人和了一點泥，抹在我的眼上，對我說：’你去西羅亞池洗一洗吧。’我去一洗，就看見了。”

15  法利賽人又問他是怎樣可以看見的。他告訴他們：“耶穌把泥抹在我的眼上，我一洗就看見了。” 

17  他們再對瞎子說：“他既然開了你的眼睛，你說他是什麼人？”他說：“他是個先知。”

33  這人若不是從神那裡來的，他就不能作什麼。”

38  那人說：“主啊，我信。”就向他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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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li能看到两种不同的反应，体现出耶

稣做工所产生的影响。让我们通过这一章，

来看看这两种人在属灵上发生了什么。

這個天生瞎眼的人
－他看到什麼？

这个人用哪些称谓
称呼耶稣？为什么？

• 他知道耶稣是一个人 第11節

• 他知道是耶稣治好了他 第15節

•  一再讯问之下，这个人认为耶稣是
一位先知 第17節

• 	他知道耶稣肯定是从神而来的  
第33節

•	 	他意识到耶稣是人子，他相信并且
敬拜他  第3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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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幾個法利賽人說：“那個人不是從神

那裡來的，因為他不守安息日。”另外

有些人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神

跡呢？”他們就起了紛爭。

18  猶太人不信他從前是瞎眼，現在才能看

見的，於是把他的父母叫來。

22  他的父母這樣說，是因為怕猶太人，原

來猶太人已經定好了，不論誰承認耶穌

是基督，就要把那人赶出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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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看到他们的瞎眼越来越严
重：
•		关于耶稣	 第16節  
 	他们说他不是从神来－这在人群
中引起了纷争

•	 	关于这个瞎眼的人 第18節

  他们质疑他是不是真的瞎眼（他
们威胁他的父母，拒绝接受他们
的证词－ 第22節 ）。 

相较起来，犹太人	/	法利赛人

的视力如何？

猶太人/法利賽人



16

24  於是法利賽人第二次把那從前瞎眼的人叫來，對他說：“你應當歸榮耀給神，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

28  他們就罵他，說：“你才是他的門徒，我們是摩西的門徒。 

29  我們知道神曾對摩西說話﹔隻是這個人，我們不知道他從哪裡來。” 

这个瞎眼的人按证据做出了反应，并展现出他不

断增长的信心：

• 他聆听耶稣的话语

•  他愿意为了他所认识的耶稣而站出来

• 他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和主，所以他敬拜他

尽管耶稣给了这个瞎眼的人很多在证据，尽管这

个人有能力思考判断，但是他要信耶稣本身还是

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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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关于耶稣	 第24節

  他们不接受真理，把耶稣定为一
个罪人

•	 	关于证据 第28節

 他们羞辱这个瞎眼的人

•	 依旧是关于耶稣 第29節

	 	他们还是不接受证据。

他们自负地扭曲真理，拒绝把耶稣
看作神，把这个瞎眼的男人赶了出
去。

由于他们自负地拒绝了耶稣，这些法利赛人成了瞎眼的。他们无法根据事实得出合理的结论。他们不得不用威胁、恐吓、滥用职权和迫害的方式来埋藏証据！
法利賽人展现给我们的是不断恶化的瞎眼：
• 心胸狭窄
• 充满怀疑
• 不接受证据
• 顽固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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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让我们退一步来看看第9章里的这个“案件”：
奇迹才能使人看见！
•  耶稣让人看见，我们是否跟随证据的指引，最后认出耶稣的身份……然后敬拜他，就像这个瞎眼的人这样？ 
还是

•  我们自欺欺人以为自己能看见……显出我们的自负……将会出现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耶稣确认了我们的瞎眼，以此审判我们 
第39节总结了耶稣通过这个神迹想要传达的意思：

耶稣说：“我到这世上来是为了审判，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能看见的反而成了瞎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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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赛人受了冒犯：“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
吗？”  第40節

判决是毫无疑问的“有罪”。
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  第41節

接下來發生了什麼？

耶稣是好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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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0章第1到21节

耶穌……呼喚他的羊群的牧人
在约翰福音第10章中有很多关于牧人和羊群的内容：

•  在圣经里，羊群常被用来比作神的子民。•  牧人被用来比作神子民们的领袖们……他们治理并且照顾羊群。 
让我们来看一看旧约，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耶稣的教导和犹太人已经知道的东西做对比。我们将要读到的是以西结书第34章中摘录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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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主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眾牧者有禍

了！他們隻顧牧養自己。牧者豈不應

當牧養羊群嗎？ 

4  瘦弱的，你們沒有養壯﹔患病的，

你們沒有醫治﹔受傷的，你們沒有包

扎﹔被趕散的，你們沒有領回﹔迷失

的，你們沒有尋找﹔你們反而用強暴

嚴嚴地管轄它們。

以西結書第34章



22

15  我必親自牧養我的羊，親自使它們躺臥。這是主耶和華的宣告。 
16  迷失的，我必尋找﹔被赶散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包扎﹔患病的，我必養壯﹔肥壯的，我卻要除滅。我也必按着公正牧養它們。

22  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羊，使它們不再作獵物。我要在羊與羊之間施行審判。

以西結書第34章



23

神对当时的领袖们

以西结说神对此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有哪些不满？

•	 	这些牧者把羊都快榨干了！  
第2節和第4節

•	 	主耶和华要成为牧者。

情景设置

我们还是在圣殿里。这是发生在法利赛人辱骂了那

个生来瞎眼的人之后。这些关于假牧者的教导，耶

稣的目标就站在他的眼前！

我们将要看到耶稣驳斥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  

“信什么不要紧，只要心诚就行”

我们将会看到，你信谁，信什么是一件生死攸关的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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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那不從門進羊

圈，倒從別處爬進去的，那人就是賊，就

是強盜﹔ 

2  那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3  看門的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

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領它們出來。 

4  他把自己的羊領出來以后，就走在前頭，

羊也跟隨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5  它們決不會跟隨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

為不認得陌生人的聲音。”  

6  耶穌對他們說了這個譬喻，他們卻不明白

他所說的是什麼。

約翰福音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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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人和他的羊

耶稣提到了
哪四个角色？

这个瞎眼的人
怎么显出自己是“真正的羊”？

关于牧人和羊，
耶稣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	 	贼	/	强盗	/	陌生人 第1節和第5節 

•  牧人  第2節

•  看门人 第3節和第4節 

•  羊  第3到5節 

•	 	他听到了耶稣的声音。

•	 	他认出了耶稣是真正的牧人。

•	 	他相信并且敬拜耶稣。

牧人:

• 	从门进去 第2節

•  按名字叫他的羊 第3節

•	 		用他的声音领它们出来 第4節

羊 

•   听牧人的声音 第3節

•	 跟随他，认得他的声音 第4節

•   不会跟随陌生人（假牧人） 第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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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於是耶穌又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們，我就是羊的門。 

8   所有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和強盜﹔羊
卻不聽從他們。 

9   我就是門，如果有人借着我進來，就必
定得救，並且可以出、可以入，也可以
找到草場。 

10  賊來了，不過是要偷竊、殺害、毀壞﹔
我來了，是要使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豐盛。

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舍命。

12  那作雇工不是牧人的，羊也不是自己
的，他一見狼來，就把羊撇下逃跑，狼
就抓住羊群，把他們驅散了﹔

13  因為他是個雇工，對羊群漠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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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人：真的和假的

耶稣对他的比喻做出解释。

怎么辨别真牧人和假牧人？

我们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法利赛人（在第9章中）

就是这样对待那个天生瞎眼的人的？

真牧人：

•  是羊的门 第7節

•  拯救、供给他的羊  

第9節

•  給予丰盛的生命  

第10節

•  为他的羊舍命 第11節   

假牧人：
•  是贼和強盜 第8節

•  偷窃、杀害、毀坏   
第10節

•  羊不属于他 第12節

•  看到危险就立刻逃跑
第12節

•  对羊群漠不关心 
第13節

•	 	他们对这个人毫不关心。

•	 	他们关心的只是保护他们自己的
地位和身份。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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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賊來了，不過是要偷竊、殺害、毀壞﹔我

來了，是要使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 

所以对那个说“信什么不要紧，只要心诚就行”的
人，你觉得耶稣会对他说什么？

“不对－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地信，却完全信错了！”

比如：如果你看到小孩子在吃安眠药，因为他们全
心全意地相信他们吃的是糖……你会因为他们自己
不知道吃下去很危险而无动于衷吗？

这些孩子怎么想根本不重要－这些安眠药会要了他
们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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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我們聽誰的話？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宗教或是

这样看来，如果宗教领袖
（	包括所谓的“基督教的老师们”）
不把耶稣作为救主，这说明什么？

哲学思想的领袖真的是从神来的？

对比耶稣？

耶稣说：假牧人只能带来死亡－他
们带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	 	他带来救恩吗？

•	 	他有没有为羊群舍命？

•	 	他能不能从敌人手中保护他
们？

回答：除了耶稣，从没有一个宗
教领袖能做到这一点！

翻回去读 第12節和第13節 。

读一读 第10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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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

識我， 

15  好像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

為羊舍命。 

16  我還有別的羊，不在這羊圈裡﹔我必須把

它們領來，它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

合成一群，歸於一個牧人。 

17  父愛我，因為我把生命舍去，好再把它取

回來。 

18  沒有人能奪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

的。我有權把生命舍去，也有權把它取回

來﹔這是我從我的父所領受的命令。”



31

好牧人和他的羊群

做好牧人的	资格有哪些？

结果是什么？

•	 	他认识他的羊，它们也认识他	  
第14節

 •  他认识他的父，父也认识他		
第15節

•  他为羊舍命 第15節

•  父爱他 第17節

•  他是自愿舍去生命的 第18節

•  他也有权柄“取回”他的生命－
也就是说，复活！ 第18節

•  他的权柄是从父那里得来的		
第18節

•	 	羊对他熟识 第14、15節

•  他把别的“羊圈”裡的羊带来，
也就是说，不只是犹太人。		
第16節

• 他把羊群连结在一起。 第16節

耶稣是唯一一

个能给他的羊

群永生的……

因为他是唯一

一个胜过了死

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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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沒有人能奪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權把生命舍去，也有權把它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的父所領受的命令。”

19  猶太人因着這些話又起了紛爭。 
20  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說：“他是鬼附

的，他發瘋了﹔為什麼要聽他呢？” 
21  另外有人說：“這話不是鬼附的人所說的。鬼怎能使瞎子的眼睛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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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

犹太人的反应

是什么?

第18节怎么显出这些

些看法都是错误的？

今天人们的反应跟犹太人

有什么相似之处？

有人说：“他是鬼附的，他发疯
了－我们为什么要听他呢？”

还有人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说的
话，还有他让瞎子看见这件事。

耶穌不是“丟了性命”－他是自願
獻上自己的生命。  第18節

有些人会一直认为跟随耶稣是一件荒
唐可笑的事情……他们是属灵的“瞎
眼”－他们不会按事实下结论。他们
不是他的羊。 第20節

但还有一些人明白事实，无法否认
事实。他们是好牧人真正的羊群。	 
第21節

一个教会对公众做出如下调查：“你对当年那个马厩里

的婴儿耶稣怎么理解？”

•  27%的人把耶稣看作一个普通的孩子－在他身上发展

出了一个神话。

•  37%的人把耶稣看作一个非凡的孩子－他后来去干了

一番大事但不幸死得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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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10章第1到21節

所以我们要听谁的话？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
且得的更丰盛。” 約翰福音第10章第10節

1“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那不從門進羊圈，倒從別處爬進去的，

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 2 那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3 看

門的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

領它們出來。 4 他把自己的羊領出來以后，就走在前頭，羊也跟

隨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5 它們決不會跟隨陌生人，反而逃避

他，因為不認得陌生人的聲音。” 6 耶穌對他們說了這個譬喻，

他們卻不明白他所說的是什麼。7 於是耶穌又說：“我實實在在

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 8 所有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和強

盜﹔羊卻不聽從他們。 9 我就是門，如果有人借着我進來，就必

定得救，並且可以出、可以入，也可以找到草場。 10 賊來了，不

過是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使羊得生命，並且得的

更豐盛。 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舍命。 12 那作雇工不是牧

人的，羊也不是自己的，他一見狼來，就把羊撇下逃跑，狼就抓

住羊群，把他們驅散了﹔ 13 因為他是個雇工，對羊群漠不關心。 

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15 好像父認識

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舍命。 16 我還有別的羊，不在

這羊圈裡﹔我必須把它們領來，它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

成一群，歸於一個牧人。 17 父愛我，因為我把生命舍去，好再把

它取回來。 18 沒有人能奪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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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發生了什麼？
下一次我们将要检验羊群！

把生命舍去，也有權把它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的父所領受的

命令。” 19 猶太人因着這些話又起了紛爭。 20 他們當中有許

多人說：“他是鬼附的，他發瘋了﹔為什麼要聽他呢？” 21 

另外有人說：“這話不是鬼附的人所說的。鬼怎能使瞎子的

眼睛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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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0章第22到42节

作為耶穌羊群的
一份子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将要读到约翰福音第二大部分的结尾。这

一部分是以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的故事为起

始。

主要的主题有：

• 耶稣的身份：神的儿子

• 耶稣的工：带来永生和审判

•  犹太人（历史上神的子民）的敌意

这三个主题都包含在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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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一个问题你可以在今天的学习过程中默默思考：我们是牧者耶稣真正的羊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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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耶路撒冷，獻殿節到了，那時是冬
天。 

23  耶穌在殿的所羅門廊上走過， 

24  猶太人圍着他，對他說：“你使我們心
裡懸疑不定，要到幾時呢？如果你是基
督，就公開地告訴我們吧！” 

25  耶穌對他們說：“我已經告訴你們，你
們卻不相信﹔我奉我父的名所作的事，
可以為我作証。 

26  隻是你們不信，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 

27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
們也跟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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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牧者

献殿节是一个八天长的犹太节日。庆祝罗马人

在公元前168年亵渎圣殿之后，公元前165年耶

路撒冷的圣殿再次分别为圣。

犹太人想要什么问题的答案？

那么谁是真正的羊群？
是什么使他们与众不同？

耶稣是怎么回答的？

你是基督吗？

他们听牧人的声音，他认识他们，他
们跟随他。

•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第25節

•	 	“	我已经把所有必要的证据都给你
们了……”  第25節

•  “……但你们不相信，因为你们不
属于神！” 第2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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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

不能把他們從我手裡奪去。 

29  那位把羊群賜給我的父比一切都大，也

沒有人能把他們從我父的手裡奪去。  

30 我與父原為一。”

31  猶太人又拿起石頭要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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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羊群能得到什么好处？

• 永生－永不灭亡

•	 	绝对的保护－永远安全！
第28和29節

犹太人在第24节中提出的问题……
耶稣在第30节中做出了回答	。

•	耶稣是神！

•		他们明白他的答案，但却恨这答
答案 



42



43

32  耶穌對他們說：“我把許多從父那裡來的

善事顯給你們看，你們因哪一件要用石頭

打我呢？” 

33  猶太人對他說：“我們不是因為善事用石

頭打你，而是因為你說了僭妄的話﹔又因

為你是個人，竟然把自己當作神。” 

34  耶穌說：“你們的律法上不是寫着‘我說

你們是 神 嗎？ 

35  聖經是不能廢除的，如果那些承受神的道

的人，　神尚且稱他們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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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那麼父所分別為聖又差到世上來的，他自
稱是神的兒子，你們就說他說了僭妄神的
話嗎？ 

37  我若不作我父的事，你們就不必信我﹔ 

38  我若作了，你們縱然不信我，也應當信這
些事，好使你們確實知道，我父是在我裡
面，我也在父裡面。”  

耶稣用三个步骤来揭露犹

太人的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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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羊群……

第一步： 

“看看我的工！”－这些都是父的工！ 第32節

犹太人是如何回应的？
“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的言语。 第33節

第二步： 

耶稣回答：“听我说的话－这些是父的话！”   第36節

（另一堂课来自旧约的课－就好像耶稣在说：“

你们不明白你们的圣经！”）耶稣引用诗篇第82

篇……写的是关于以色列王：

我曾说过：“你们都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

们要像世人一样死亡，像世上任何一位领袖一样倒毙。 

” 诗篇第82篇第6到7节。  詩篇第82篇第6到7節

在当时，“你们都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是给国王和统

治者们的一个尊贵的称谓。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说，即

便称谓再高贵，这些君王都终会死去。因为耶稣出于

神，被称作神的儿子，隻有他是永远的君王。 第3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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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再好好思考思考我的工！” 第37、38節  
那么，耶稣的话语和他的“工”是如何结合在一起
的？
•  他的工……让我们能看到父的工。每次耶稣都通

过他的话语，对这些工的意义做出解释。
这些神迹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当我们的朋友们开始拿我们读圣经这件事开
玩笑－我们要如何运用这个逻辑？ 
• 只要看一看他所做的事－还有他的话语是多么的
清楚明白！

他的话语，与神在耶稣到来几百年之前所说的关于
他的话语完全吻合。
如果我们摒弃了耶稣的话语，我们需要回到他的工
上面来，就像他所做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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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他們又要逮捕耶穌，他卻從他們的手中

逃脫了。

40  耶穌又往約旦河東去，到約翰從前施洗

的地方，住在那裡。 

41  許多人到他那裡去，說：“約翰沒有行過

一件神跡，但約翰指着這人所說的一切

話，都是真實的。”  

42  在那裡就有許多人信了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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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理解耶稣逃脱？

人们的反应是什么？

耶稣是逃跑了吗？最可能的解释是，
他们就是无法逮捕他。他，神的儿
子，完全有能力让他们无法这么做。
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时
候”还没到－一切都在他完全的掌控
之中。

记得第10章第18节，耶稣谈到他将
要到来的死亡：

他们看到施洗约翰所说的关于耶稣
的话都是真的。于是他们相信了耶
稣。	 第41和42節

然后耶稣又跨过约旦河。

“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把生
命舍去，也有权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的父所领受的命
令。	”	 約翰福音第10章第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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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上半部分的第二部分在此收尾。我们回到

一切开始的地方，施洗约翰和约旦河。

施洗约翰受神差遣，是要我们能够相信。

 約翰福音第1章第6到7節 : 约翰福音第1章第6到7节： “有

一个人，名叫约翰，是神所差来的。他来是要作见

証，就是为光作见证，使众人借着他可以相信。”

他告诉我们耶稣是：

•  神的羔羊，要带走这个世界的罪

•  用神的灵施洗的人

•  神的儿子

所有这些话都在第2到10章中被証明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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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约翰福音第二部分
约翰福音上半部分（第1到10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2到4章，第二部分是第5到10章。在第二部分中我们看到三个主题：

耶稣的身份：神的儿子
約翰福音第5章第18節下半：  ……而且（他）称神为自己的父，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
約翰福音第9章第33節：  這人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不能作什么。 
約翰福音第10章第30節：  我与父原为一。

耶稣的工：带来永生和审判
約翰福音第5章第17節：  我父作工直到现在，我也作工。
約翰福音第5章第2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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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第9章第3節：  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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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9章第39節：  我到这世上来是为了审判，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能看见的反而成了瞎眼的。
約翰福音第10章第27-29節：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那位把羊群赐给我的父比一切都大，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

犹太人（神历史上的子民）的敌意
約翰福音第5章第18節：  因此犹太人就更想杀耶稣，因为他不但破坏安息日，而且称神为自己的父，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

約翰福音第10章第20節：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说：“他是鬼附的，他发疯了﹔为什么要听他呢？“
約翰福音第10章第31節：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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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10章第22到42節
22 在耶路撒冷，獻殿節到了，那時是冬天。 23 耶穌在殿的所
羅門廊上走過， 24 猶太人圍着他，對他說：“你使我們心
裡懸疑不定，要到幾時呢？如果你是基督，就公開地告訴我
們吧！” 25 耶穌對他們說：“我已經告訴你們，你們卻不
相信﹔我奉我父的名所作的事，可以為我作証。 26 隻是你們
不信，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 27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
識他們，他們也跟隨我。 28 我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
亡，誰也不能把他們從我手裡奪去。 29 那位把羊群賜給我的
父比一切都大，也沒有人能把他們從我父的手裡奪去。 30 我
與父原為一。” 31 猶太人又拿起石頭要打他。 32 耶穌對他們
說：“我把許多從父那裡來的善事顯給你們看，你們因哪一
件要用石頭打我呢？” 33 猶太人對他說：“我們不是因為善
事用石頭打你，而是因為你說了僭妄的話﹔又因為你是個
人，竟然把自己當作神。” 34 耶穌說：“你們的律法上不是
寫着’我說你們是神’嗎？ 35 聖經是不能廢除的，如果那些
承受神的道的人，　神尚且稱他們是神， 36 那麼父所分別為
聖又差到世上來的，他自稱是神的兒子，你們就說他說了僭
妄神的話嗎？ 37 我若不作我父的事，你們就不必信我﹔ 38 我
若作了，你們縱然不信我，也應當信這些事，好使你們確實
知道，我父是在我裡面，我也在父裡面。” 39 他們又要逮捕
耶穌，他卻從他們的手中逃脫了。40 耶穌又往約旦河東去，
到約翰從前施洗的地方，住在那裡。 41許多人到他那裡去，
說：“約翰沒有行過一件神跡，但約翰指着這人所說的一切
話，都是真實的。” 42 在那裡就有許多人信了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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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
生命和死亡－死人将要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