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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1章第1到27节
拉撒路之死

衔接上下文⋯⋯

我们在第11章之前已经看到了：

第2章中的逾越节⋯⋯

一年之后，第6章中另一个逾越节

现在我们看到的第11到20章中的内容又是在一

年之后，同样是逾越节。

我们由此看出耶稣的事工是在三年之间。

欢迎来到耶稣事工的第三部分！
第11到20章：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奇迹，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之后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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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章节教导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所以这些章节构成的图画是：
• 第11章＝生命（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 第12章＝死亡（耶稣预言他的死）
• 第13到17章＝在耶稣再来之前的生活
• 第18到19章＝死亡（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 第20章＝生命（耶稣复活）
这一部分的情景内容是为了即将到来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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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馬利亞和她姊姊馬大的村莊。	2	 	這馬利亞就是後來用香膏抹主，並且用頭髮把主的腳擦干的那人；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
3		 	姊妹二人派人到耶穌那裡去，說：“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
4	 	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而是為了神的榮耀，使神的兒子因此得到榮耀。”5	 	耶穌向來愛馬大和她的妹妹馬利亞，以及拉撒路。
6		 	他聽說拉撒路病了，仍然在原來的地方住了兩天，
7		 	然後對門徒說：“我們再到猶太去吧。”8		 	門徒對他說：“拉比，近來猶太人要拿石頭打你，你還到那裡去嗎？”
9		 	耶穌說：“白晝不是有十二小時嗎？人若在白晝行走，就不會跌倒，因為他看見這世上的光；

從這裡開始
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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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若在夜間行走，就會跌倒，因為他沒有光。	”
11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跟着又對他們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喚醒他。”
12			門徒說：“主啊，如果他睡了，就會好過來的。”
13			其實耶穌是指着拉撒路的死說的，門徒卻以為他是指正常的睡眠說的。
14			於是，耶穌公開地告訴他們：“拉撒路死了。
15			我為你們歡喜，因為我不在那裡，是要使你們相信。現在我們到他那裡去吧。	”16			那稱為“雙生子”	（“雙生子”原文作“低土馬”）的多馬，對其他的門徒說：“我們也去跟他一同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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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一次看
到約翰為了說
明耶穌的身份
而小心謹慎的
寫作！

重要经节：

4		 	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而

是為了神的榮耀，使神的兒子因此得到

榮耀。”

15			我為你們歡喜，因為我不在那裡，是要

使你們相信。現在我們到他那裡去吧。	



9

	 		死人將會復活！

为什么这个奇迹会发生？

所以，如果我们从耶稣的角度

看这个神迹， 我们应该问自己哪些问题？

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约翰这本
书的最主要的主题。 

所以，这些经节解释了这个神迹的用
意：

 第4節 : 荣耀......

还有

第15節 : 相信！

耶稣提前告诉他的门徒们，他们将要
看到的这个神迹的用意何在。

1)  这些事件如何显出神和耶稣的荣
耀？

2)  这个神迹如何坚定了门徒们的信
心？

这使我们回想起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在第2章第

11节：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他显出了自己的荣

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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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聽說拉撒路病了，仍然在原來的地
方住了兩天，

11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跟著又對他們
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
去喚醒他。”

14			於是，耶穌公開地告訴他們：“拉撒
路死了。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因为时候将

到，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

音，并且都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

作恶的复活被定罪。”

約翰福音第5章第28到2
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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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为什么令人费解？

在第11节中，耶稣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哪里看到过这一点？

拉撒路的肉体死去了吗？

耶稣等了两天才出发⋯⋯

我们将会看到，耶稣到达拉撒路那
里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
天了！  第39節

这就是说，耶稣是故意推迟出发
的。这样，当他来到他朋友那里的
时候，拉撒路已经是一具开始腐烂
的尸体了！

耶稣把我们所有人的死亡看作是在
他“再来”之前暂时的“睡觉”。
等他“再来”的时候，他会在审判
日回来并且唤醒所有人。

记得第5章第28到29节

耶稣说得很清楚⋯⋯ 第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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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耶穌到了，知道拉撒路在墳墓裡已經四

天了。
18			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距約有三公

里。
19			有許多猶太人來到馬大和馬利亞那裡，

為了拉撒路的死來安慰她們。
20			馬大聽見耶穌來了，就去迎接他，馬利

亞卻仍然坐在家裡。
21			馬大對耶穌說：“主啊，如果你早在這

裡，我的兄弟就不會死了！
22			就是現在，我也知道無論你向神求什

麼，神必賜給你。	”
23			耶穌對她說：“你的兄弟必會復活。”
24			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

他必會復活。”

我们回到故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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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耶穌說：“我就是復活和生命；信我的

人，雖然死了，也要活着。
26			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遠不死，你

信這話嗎？	”
27			她說：“主啊，我信；我已經信了，你

是基督，是神的兒子，是那要到世上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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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经节：

18			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距約有三公

里。

19		有許多猶太人來到馬大和馬利亞那

裡，為了拉撒路的死來安慰她們。

21		馬大對耶穌說：“主啊，如果你早在

這裡，我的兄弟就不會死了！

22		就是現在，我也知道無論你向神求什

麼，神必賜給你。	”

23		耶穌對她說：“你的兄弟必會復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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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段中，我们能看出拉撒路和

耶稣对她说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他的两个姐妹是怎么样的人？

拉撒路很明显是个“名人”，很多
人来参加他的葬礼。

马利亚和马大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安
慰。

马大相信耶稣，她有足够的信心能
够说出“如果你早在这里！”这样
的话。   第21和22節

马大相信审判日最终的复活（耶稣
再来）！但是，她还没有完全理解
耶稣能力的全貌！ 第2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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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
候，他必會復活。”

25		耶穌說：“我就是復活和生命；信我
的人，雖然死了，也要活着。

26		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遠不
死，你信這話嗎？	”	

27		她說：“主啊，我信；我已經信了，
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是那要到世
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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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他自己是谁？

这是什么意思？

马大对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信靠他会为人们带来什么？

•  耶稣是神！他用神的名字来称
呼自己！ “我是”

•  作为神，他是复活和生命

这是指末日的复活（当耶稣再来
的时候），这也是马大在第24节
中的意思。

在末日，我们会被提起来，我们
的身体会被耶稣提起来……如果
我们信靠他，我们将会与他永远
在一起。

虽然我们的身体在等待耶稣再来的
时候会死亡，会朽坏，但我们的灵
魂与耶稣一起在乐园里。

她相信耶稣是主……弥撒亚……神
的儿子。 

我们相信耶稣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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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第11章的目的是告诉我们，神将通过耶稣的

死与复活而得荣耀⋯⋯我们也需要相信⋯⋯

耶稣在第25到26节中的话语对此做出了很好

的总结：

“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

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

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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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
相信耶稣如何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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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11章第1到27節
1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馬利亞和她姊姊馬大的村莊。	 2	 這馬利亞就是後來用香膏抹主，並且用頭髮把主的腳擦干的那人；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	 3	姊妹二人派人到耶穌那裡去，說：“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4	 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而是為了神的榮耀，使神的兒子因此得到榮耀。”	 5	 耶穌向來愛馬大和她的妹妹馬利亞，以及拉撒路。	 6	 他聽說拉撒路病了，仍然在原來的地方住了兩天，	 7	 然後對門徒說：“我們再到猶太去吧。”8	 門徒對他說：“拉比，近來猶太人要拿石頭打你，你還到那裡去嗎？”	 9	 耶穌說：“白晝不是有十二小時嗎？人若在白晝行走，就不會跌倒，因為他看見這世上的光；	10	人若在夜間行走，就會跌倒，因為他沒有光。”11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跟着又對他們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喚醒他。”12	
門徒說：“主啊，如果他睡了，就會好過來的。”13	 其實耶穌是指着拉撒路的死說的，門徒卻以為他是指正常的睡眠說的。14	 於是，耶穌公開地告訴他們：“拉撒路死了。15	 我為你們歡喜，因為我不在那裡，是要使你們相信。現在我們到他那裡去吧。”	 16	 那稱為“雙生子”	（“雙生子”原文作“低土馬”）的多馬，對其他的門徒說：“我們也去跟他一同死吧！”17	耶穌到了，知道拉撒路在墳墓裡已經四天了。	18	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距約有三公里。	 19	 有許多猶太人來到馬大和馬利亞那裡，為了拉撒路的死來安慰她們。	 20	 馬大聽見耶穌來了，就去迎接他，馬利亞卻仍然坐在家裡。	 21	 馬大對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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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如果你早在這裡，我的兄弟就不會死了！	 22	 就是現在，我也知道無論你向神求什麼，　神必賜給你。”	 23	 耶穌對她說：“你的兄弟必會復活。”	 24	 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會復活。”	 25	 耶穌說：“我就是復活和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要活着。	 26	 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27	 她說：“主啊，我信；我已經信了，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是那要到世上來的。”

下一次⋯⋯

耶稣吩咐把死人的坟墓打

开，⋯人都震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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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1章第28到57节

死人得複活！

衔接上下文
耶稣刚刚推迟了对拉撒路的援手，这位病重的朋友后来死去了。
我们现在将要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蹟。他的目的是要显出神的荣耀，使人们相信他。

第40节和第42节强调了这一点：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如果你信，就必定看见神的荣耀’吗？”第40节
［耶稣对神说］“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第4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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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馬大說
了這些

話，就
回去叫

她妹妹
馬

利亞，
暗暗地

說：“
老師來

了，他
叫

你。”
29		馬利亞

一聽見
，就急

忙起來
，到耶

穌

那裡去
。

30		那時，
耶穌還

沒有進
入村子

，仍然
在

馬大迎
接他的

地方。

31		那些在
房子里

和馬利
亞在一

起安慰
她

的猶太
人，見

她匆忙
地起來

出去，
就

跟着她
，以為

她要到
墳墓那

裡去哭
。

这一部分分三段：

1)  面对拉撒路的死，耶稣的反应体现了耶

稣的人性和爱

2)  耶稣使拉撒路从死裡复活体现了耶稣的

神性和大能

3)  犹太人谋害耶稣－他的死是“替民族死”

我们一边读，一边要问自己：

• 这些事件如何显出神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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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馬利亞來到耶穌那裡，一看見他，就
俯伏在他腳前，說：“主啊，如果你
早在這裡，我的兄弟就不會死了！”

33		耶穌看見她在哭，和她一同來的猶太
人也在哭，就心裡激動，難過起來，

34		說：“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裡？”他們
說：“主啊，請來看。”

35	耶穌哭了。
36		於是猶太人說：“你看，他多麼愛這
個人！”

37		他們中間有人說：“他既然開了瞎
子的眼睛，難道不能使這個人不死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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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耶穌和他的愛

耶稣看到马利亚哭

犹太人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就此能看出耶稣什么品质？

有怎样的反应？
他“心里激动”（这个希腊语单词
用在马匹在上战场前愤怒喘气。换
句话说，是怒发冲冠的激愤！）

还有“难过”（心里激动翻滚）

他“哭了” 第35節

他们看得出耶稣很爱拉撒路，但是
想不通耶稣为什么没有及时救他。
第36、37節

愤怒、焦急、悲痛的感情结合起
来，显出了耶稣的人性，还有他对
朋友深切的爱和关心。他：

•  对神的世界中所存在的死亡感到愤
怒 

•  对死亡造成的痛苦感到激动

•  对他朋友的死去感到真挚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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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馬大對耶穌說：“主啊，如果你早在

這裡，我的兄弟就不會死了！

32		馬利亞來到耶穌那裡，一看見他，就

俯伏在他腳前，說：“主啊，如果你

早在這裡，我的兄弟就不會死了！

37		他們中間有人說：“他既然開了瞎

子的眼睛，難道不能使這個人不死

嗎？”

需要回顾的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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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在第21节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马利亚在第32节中提出同样的问题，

然后犹太人在第37节中也问了这个问
题。

但问题还在－
耶稣面对死亡能做些什么吗？

耶稣面对拉撒路的死亡所做出的反应也告诉了我们神是怎么样的：
• 他是一位充满爱、关心并且担忧的神。•  他有怜悯之心，包括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死亡（悖逆神的后果）持愤怒的态度。
• 他懂得悲痛－神知道什么对我们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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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耶穌又再心裡激動，來到墳墓前面。那墳
墓是一個洞穴，洞口有塊石頭堵住。

39		耶穌說：“把這塊石頭挪開！”死者的姐
姐馬大對他說：“主啊，已經四天了，他
必定臭了。”

40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如果你信，
就必定看見神的榮耀’嗎？”

41		於是他們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向天，
說：“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垂聽了
我，

42		我知道你常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了
周圍站着的群眾，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
來。	”

43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喊：“拉撒路，出
來！”

44		那死了的人就出來，他的手腳都纏着布，
臉上裹着巾。耶穌說：“解開他，讓他
走！”

记得：这个事件是“为了神

的荣耀”第4节，并且“⋯⋯要使

你们相信”第15节

我们接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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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有大能的、神的兒子

我们刚刚看到耶稣称自己为复活，他会呼召所有人，

即便是从坟墓里，来到审判日这一天。 

（第11章第25到27节）

他还说要给今天的门徒们属灵的生命，以至：

第25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

•  死去并且很有可能已经经过防
腐处理了。 （死亡当天就会安
葬尸体－尸体会在同一天被严
格检验，安葬并且包裹。）

• 在坟墓里四天－腐烂。

可以！而且如果耶稣可以让拉撒路
复活 ……那么他也肯定能够使从
古至今那些死去的人们从坟墓里复
活？ ！

马利亚和马大都知道耶稣能够阻止死
亡发生。

但拉撒路的情況是怎怎样的？

耶稣能把生命带进这
已经腐烂的躯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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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有許多到馬利亞那裡去的猶太人，

看見了耶穌所作的事，就信了他。

46		但他們中間有些人到法利賽人那裡

去，把耶穌所作的事都告訴他們。

47		於是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召開公議

會，說：“這個人行了許多神蹟，

我們怎麼辦呢？

48		我們若讓他這樣，所有的人都會信

他，羅馬人就會來，奪取我們的聖

地，除滅我們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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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神蹟的不同反應

这是一个非常公开的葬礼，就在离耶路撒冷

两英里的地方举行。很多有身份的犹太人都

在场。他们现在作出了的反应⋯⋯

“有许多…… 犹太人，…… 就信了他。”

  但有些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法利赛人

   第46節

即便是他最大的敌人，他们也没有
说：“他又耍把戏骗人了！”

相反，他们召开了紧急会议！
第47、48節    

他们知道这个耶稣所行的又一个“
神迹”，就像他之前医治了瘸腿的
人和生来瞎眼的人。很明显法利
赛人担心所有人都要相信他了！
第48節   

他们的反应说明了对他们来说，什
么才是最重要的……

如何？

法利赛人是如何回应的？



32

48		我們若讓他這樣，所有的人都會信他，羅馬
人就會來，奪取我們的聖地，除滅我們的民
族。	”

49		他們當中有一位該亞法，是那年作大祭司
的，對他們說：“你們什麼都不知道，

50		也不去想想，一個人代替人民死，免得整個
民族滅亡，這對你們是有益的。	”

51		他說這話不是由於自己，而是因為他是那年
的大祭司，所以預言耶穌要替猶太民族死；

52		不但替猶太民族死，也要把散居各地的神的
兒女招聚成為一體。

53		從那天起，他們就想殺害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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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vs真理！

•  失去圣地（在这个地方，神与
他的子民通过神的存在和祭祀
系统保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  失去民族（毕竟，他们是神的
子民……他拣选的民族）

该亚法说，一个人代替 人民死，这对
犹太领袖们是有益的！ 第50節

该亚法的计划是耶稣应该死去，免得
所有人灭亡。

在 第51節  中，约翰告诉我们事情的
真相。

这是从神而来的预言－耶稣将会代替
这个民族而死！

而且不止为了犹太民族，还为了“散
居各地的神的儿女”。

耶稣作为人们的替代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将会在第18章中看到……

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们在担心什么？

大祭司的回答是什么？

犹太人的领袖们
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他们想要杀害耶稣 第53節

* 这里的关键

字是“代替”－

就是“代替”的

字面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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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既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

讽刺的。该亚法想要杀害耶稣。虽然他自己

没有意识到，但是他预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

的死。耶稣将要代替人民而死－

他将成为一个替代。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将要成就圣殿所代表的一

切－所有那些犹太人担心将会失去的东西。 

（见第48节）

与圣殿的宗教仪式和祭祀不同，耶稣的死带

来生命，把那些相信他的人带进神的家庭／

人民中去。

我们将会看到，在约翰福音中，十字架：

•  一次性地把神对我们罪的公义愤怒全部偿清

了

•  把永生带给被原谅了的人们

• 是随时随地给所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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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关于耶稣的死与复活！

•  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够好，或者我们是否生长

在基督徒家庭！

•  不是关于我们做什么⋯⋯而是耶稣做了什么！

•  他代替我们死，使我们不会在神的审判之下

灭亡。

•  这是关于信靠，相信十字架是我们所需的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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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因此，耶穌不再在猶太人中間公開活動，

卻離開那裡，到曠野附近的地方去；到了

一座名叫以法蓮的城，就和門徒住在那

裡。

55		猶太人的逾越節快到了，有許多人在過節

前從各鄉上耶路撒冷去，要在那裡潔淨自

己。

56		他們到處尋找耶穌，站在聖殿裡的時候，

彼此說：“你們認為怎樣？他不會來過節

吧？”	

57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早已下了命令：如果有

人知道耶穌在哪裡，就要前來報告，好去

逮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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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耶稣离开那里去了一个旷野附近的村子。我们不知道他在那裡住了多久。我们只知道门徒们和他在一起。

逾越节将近，祭司长向人民下令：“见到他要报告，我们要逮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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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11章第28到57節

28	馬大說了這些話，就回去叫她妹妹馬利亞，暗暗地說：“老師來

了，他叫你。”	29	馬利亞一聽見，就急忙起來，到耶穌那裡去。	
30	

那時，耶穌還沒有進入村子，仍然在馬大迎接他的地方。	
31	 那些

在房子里和馬利亞在一起安慰她的猶太人，見她匆忙地起來出去，

就跟着她，以為她要到墳墓那裡去哭。	
32	 馬利亞來到耶穌那裡，

一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啊，如果你早在這裡，我的

兄弟就不會死了！”	 33	 耶穌看見她在哭，和她一同來的猶太人也

在哭，就心裡激動，難過起來，	34	說：“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裡？”

他們說：“主啊，請來看。”	35	耶穌哭了。	36	於是猶太人說：“你

看，他多麼愛這個人！”	37	他們中間有人說：“他既然開了瞎子的

眼睛，難道不能使這個人不死嗎？”38	耶穌又再心裡激動，來到墳

墓前面。那墳墓是一個洞穴，洞口有塊石頭堵住。
	 39	 耶穌說：“

把這塊石頭挪開！”死者的姐姐馬大對他說：“主啊，已經四天

了，他必定臭了。”	 40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如果你信，

就必定看見神的榮耀’嗎？”	 41	 於是他們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

向天，說：“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垂聽了我，	
42	 我知道你常

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了周圍站着的群眾，叫他們信是你差了

我來。”	 43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喊：“拉撒路，出來！”
	 44	 那死

了的人就出來，他的手腳都纏着布，臉上裹著巾。耶穌說：“解開

他，讓他走！”45	 有許多到馬利亞那裡去的猶太人，看見了耶穌

所作的事，就信了他。	 46	 但他們中間有些人到法利賽人那裡去，

把耶穌所作的事都告訴他們。	 47	 於是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召開公議

會，說：“這個人行了許多神蹟，我們怎麼辦呢？	
48	 我們若讓他

這樣，所有的人都會信他，羅馬人就會來，奪取我們的聖地，除滅

我們的民族。”	 49	 他們當中有一位該亞法，是那年作大祭司的，

對他們說：“你們什麼都不知道，	 50	 也不去想想，一個人代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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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死，免得整個民族滅亡，這對你們是有益的。”	
51	 他說這話

不是由於自己，而是因為他是那年的大祭司，所以預言耶穌要

替猶太民族死；	 52	 不但替猶太民族死，也要把散居各地的神的

兒女招聚成為一體。	 53	 從那天起，他們就想殺害耶穌。	
54	 因

此，耶穌不再在猶太人中間公開活動，卻離開那裡，到曠野附

近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名叫以法蓮的城，就和門徒住在那裡。
	

55	 猶太人的逾越節快到了，有許多人在過節前從各鄉上耶路撒

冷去，要在那裡潔淨自己。	 56	 他們到處尋找耶穌，站在聖殿裡

的時候，彼此說：“你們認為怎樣？他不會來過節吧？”
	 57	 祭

司長和法利賽人早已下了命令：如果有人知道耶穌在哪裡，就

要前來報告，好去逮捕他。

				接下來⋯⋯
故事背景都设置好了，
耶稣的时候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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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2章第1到26节

生命由
死亡而來⋯

 序言

从上一次的学习中我们看到，耶稣来是为了通过他的死亡带来生命。
这是约翰福音这一部分的关键所在。耶稣带来的生命，只有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才能实现。这一部分开始（第11章）和结尾（第20章）的内容都是复活的生命（第11章中是拉撒路，第20章中是耶稣）。
复活的生命只有通过耶稣的死亡才能实现－第12章对这一点作出了解释，第18和19章对此做了记录。

我们在第11章的末尾看到犹太人的领袖们愈发想要杀害耶稣。耶稣没有逃走，相反，情形完全由他掌控。他知道他是为死而来，在耶路撒冷，在逾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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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	 	逾越節前
六天，耶

穌到了伯
大尼，就

是拉撒路
所住的地

方；耶穌
曾經使這

拉撒路從
死人中復

活。

2	 	有人在那
里為耶穌

預備了筵
席。馬大

在那裡侍
候，拉撒

路也和一
些人與耶

穌一同吃
飯。

3	 	馬利亞拿
了半公斤

珍貴純正
的哪噠香

膏，抹耶
穌的腳，

又用自己
的頭髮去

擦；屋裡
就滿了香

膏的香氣
。

第12章由六段组成。前三段在这部分，后三段在下一部分。
1)  耶稣的死，以及马利亚敬虔之心（第1到11节）2)  耶稣的死，以及他尊贵的身份（第12到19节）3)  耶稣的死，以及给这个世界的生命（第20到26节）

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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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穌的一個門徒，就是那要出賣他的加略
人猶大，說：

5	 	“為什麼不把這香膏賣三百銀幣，救濟窮
人呢？”	’	

6	 	他說這話，並不是因為他關懷窮人，而是
因為他是個賊，又帶着錢囊，常取其中所
存的。

7	 	耶穌就說：“由她吧，這香膏是她留下來
為我安葬的日子用的。

8	 	你們常常有窮人跟你們在一起，卻不常有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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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亞敬虔之心

这对马利亚来说
值多少钱？

馬利亞為什麼這麼做？

所以，马利亚为什么
献出这么多？

•  一个银币＝一天的工钱......所以她谦
卑、慷慨的举动等于是一整年的工
资！

•  想像在一个气候干燥、漫天灰尘、遍
地污水的国家，一双穿凉鞋走路的脚
该是多么肮脏！在客人进门的时候为
他们洗脚是最低贱的仆人做的工作。 

•  一个女人是要蒙头的－她的头发只能
给她的丈夫看...... 

•  但是马利亚扔了一大笔钱，还用头发
擦耶稣的脚！ 第3節

她知道来她家中做客的这个人是
谁－宇宙的造物主！ 第8節

她也感激耶稣使她的兄弟复活！

马利亚的举动再一次告诉我们耶稣
带来生命的方式－通过他的死亡！ 
第7節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将会给他的
子民带来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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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要学习马利亚的例子吗？

•  如果知道耶稣是谁，这个举动就很容易理解－
把她自己完全的献给他。

•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感激他给我们永生
的时候，这种举动就会被激发出来。

相反……⋯⋯我们来看看犹大－我们能看出什么？

•  犹大是一个盗贼，而且将要背叛耶稣。第4节
和第6节。

•  他不认为耶稣是王⋯⋯也看不出耶稣所做所为的价
值。他宁可要钱也不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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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一大群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裡，就

都來了，然而他們不單是為了耶穌的

緣故，也是要看看耶穌使他從死人中

復活的拉撒路。

10		於是祭司長想把拉撒路也殺掉，

11		因為有許多猶太人為了拉撒路的緣

故，離開他們，信了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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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司長的反應

他们想把耶稣的证据都藏起来，而
不是去面对。

这些人很滑稽！祭司长计划杀害拉
撒路。他们知道他刚刚从死裡复
活！想像一下：“咱们把他杀掉
吧－这样一来他就又死了！”

祭祀长的权力摇摇欲坠……他们更
担心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真理。

马利亚的行为指向耶稣的死亡，尽
管她自己并不知情！

耶稣知道： 

⋯  他将要上十字架

⋯  犹大要背叛他

⋯  他将要带来的生命只有通过他的
死亡才能实现

从哪些方面看出祭司长

他们为什么想要这样做？

就像犹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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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二天，有一大群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
穌要來耶路撒冷，

13	就拿着棕樹枝出去迎接他，歡呼說：
	 “和散那，
	 	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
	 是應當稱頌的！	”

14		耶穌找到一頭小驢，就騎在上面，正如經
上所記的：

15		“錫安的居民哪，不要懼怕；看哪，你的
王來了，他騎着小驢來了。	”



49

耶穌的死，以及他尊
貴的身份

这一段里有两处重要的旧约内容，都与耶稣尊贵的

身份有关。约翰想要我们知道，这个走向十字架的

人是王－神给的救主！

第13节引用诗篇118第26节。这篇诗篇是朝圣的人

们在逾越节进入耶路撒冷时所唱的诗歌。他们呼召

耶路撒冷的人们为得胜的、尊贵的弥赛亚“让路”。

“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

殿中给你们祝福。”

第15节引用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这是在公元前

518到520之前写成的，非常清楚的预言了将要到来

的弥赛亚：

“锡安的居民哪！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哪！

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

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

小驴。”

•  如果你骑着一匹马－你的举动象徵着战争

•  如果你骑着一头驴－你的举动象徵着和平

所以－和平之王到来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来

是为了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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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門徒起初不明白這些事，可是到耶穌得

了榮耀以後，他們才想起這些話是指着

他說的，並且人們果然向他這樣行了。

17		那些和耶穌在一起，看見他叫拉撒路從

墳墓出來，又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群

眾，都為這事作見證。

18		群眾因為聽見他行了這神蹟，就去迎接

他。

19		於是法利賽人彼此說：“你們看，你們

都是徒勞無功，世人都去跟隨他了！”

他们的行为和马利亚在第1到9节中感激的行为对比多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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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意识到耶稣成
就了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作为神给的王
死去－那位应许的弥赛亚！

•  我们得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耶稣在非
常公开的场合使拉撒路复活！

•  神迹得消息传播开来了…… 第17節  
（拉撒路复活的地方离耶路撒冷只
有两英里…… 就在这些宗教领袖们
的眼皮底下。）

⋯  他们惊慌失措，说“…… 你们都是
徒劳无功。” 第19節  

•  他们非常忧虑，他们正在一步步失去
他们的影响力：“世人都去跟随他
了！” 

•  法利赛人计划“埋葬证据”，而不是
面对现实，敬拜他们的弥赛亚。

约翰想要我们明白什么？

法利赛人做出了怎么样的反应？

所以约翰想要
我们看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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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上去過節作禮拜的人中，有些是希臘
人。

21		他們來到加利利的伯賽大人腓力那裡，
請求他，說：“先生，我們想見耶
穌。”

22		腓力去告訴安得烈，安得烈就和腓力去
告訴耶穌。

23		耶穌對他們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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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給予這個世界
的死亡以及生命

耶稣确切地谈论他的死亡，以及
通过死亡将要成就的一切。 

希腊人代表世界上受了教育、饱读诗书的人

们。所以现在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象徵着整个

世界（不止是犹太人）来到耶稣这里。

他的“时候到了……”从约翰福音
一开始我们就在等待这一时刻：

约翰福音第2章第4节：“我的时候
还没有到。”

⋯  耶稣的死是他得荣耀的时刻！ ！
凭着他的死，他使任何国家任何
民族的人们都能够认识神！

希腊人来到这里想要
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了什么？

耶穌死亡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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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一粒麥子若不

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如果死

了，就結出許多果實來。

25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喪掉生命；在這

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必會保全生命

到永遠。	

26		如果有人服事我，就應當跟從我；我

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會在哪裡；如

果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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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成任务，耶稣必须死去。就像
一粒种子必须埋在地里才能结果－
为了要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耶稣
的死亡是至关重要的。

耶稣死亡的成果将是“许多果实”！
与我们的死亡相比是多么不同……我
们肉体腐坏……但他的死亡产生了巨
大的丰收（信靠他的人们的永生）。

耶稣说，如果我们跟随他，那么他的
死亡就是我们的榜样……第25节说的
就是他和我们。

耶穌死亡的必要性

耶穌死亡的榜樣

耶穌死亡的結果

不久之前，人群为弥赛亚的 到来欢欣鼓舞。

但真正跟随这个王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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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节是什么意思？
这些都是在说我们生命的中心是谁。
耶稣说，我们要憎恶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圣
经称之为罪。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必须要为我们每
一个人而死，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所以－憎恶不以耶稣为中心生命这个罪。

这不是说耶稣是一个不许大家快活的人－而是要
我们明白耶稣是神⋯⋯我们的生命应该要荣耀他。

我们需要意识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是有罪
的！

想一想罪的定义－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5章第22
、23节：

“⋯⋯父不审判人，却已经把审判的权柄完全交给
子，使所有的人尊敬子好像尊敬父一样。不尊敬
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他来的父。”



57

•  跟随耶稣意味着他去哪裡，我们
就去哪裡。我们已经看到，这意
味着遭到反对。 第25、26節

•  与此同时，跟随耶稣带来的是从
父而来的尊重！换句话说，与神
和好，直到永远。

但跟随耶稣意味着“一帆风顺”吗？

想一想第10到11节：

“于是祭司长想把拉撒路也杀掉，因为有许多

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离开他们，信了耶

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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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时间思考⋯⋯……

读过第12章中的挑战之后，我们来思索一些

个人的问题。

•  如果你要“憎恶”这个生命，那会是怎么样

的？

• “丧失我的生命”的好处有哪些？

•  根据第26节，这为什么是值得的？                

 “如果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 还有比这更好的交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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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耶稣的回答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当马利亚认出耶稣是谁以后，她完完全全的敬拜他。

第12章第3节：
“马利亚拿了半公斤珍贵纯正的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裡就满了香膏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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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12章第1到26節
1	 逾越節前六天，耶穌到了伯大尼，就是拉撒路所住的地方；
耶穌曾經使這拉撒路從死人中復活。	 2	 有人在那里為耶穌預備
了筵席。馬大在那裡侍候，拉撒路也和一些人與耶穌一同吃
飯。	 3	馬利亞拿了半公斤珍貴純正的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
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屋裡就滿了香膏的香氣。	 4	 耶穌的一個
門徒，就是那要出賣他的加略人猶大，說：	 5	“為什麼不把這
香膏賣三百銀幣，賙濟窮人呢？”	 6	 他說這話，並不是因為他
關懷窮人，而是因為他是個賊，又帶著錢囊，常取其中所存
的。	 7	耶穌就說：“由她吧，這香膏是她留下來為我安葬的日
子用的。	 8	 你們常常有窮人跟你們在一起，卻不常有我。”9	
有一大群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裡，就都來了，然而他們不單是
為了耶穌的緣故，也是要看看耶穌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拉撒
路。	 10	 於是祭司長想把拉撒路也殺掉，	 11	 因為有許多猶太人
為了拉撒路的緣故，離開他們，信了耶穌。	12	第二天，有一大
群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要來耶路撒冷，	 13	 就拿著棕樹枝
出去迎接他，歡呼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
當稱頌的！	 ”	 14	 耶穌找到一頭小驢，就騎在上面，正如經上
所記的：15	 “錫安的居民哪，不要懼怕；看哪，你的王來了，
他騎著小驢來了。	 ”16	 門徒起初不明白這些事，可是到耶穌
得了榮耀以後，他們才想起這些話是指著他說的，並且人們果
然向他這樣行了。	17	那些和耶穌在一起，看見他叫拉撒路從墳
墓出來，又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群眾，都為這事作見證。	18	群
眾因為聽見他行了這神蹟，就去迎接他。	19	於是法利賽人彼此
說：“你們看，你們都是徒勞無功，世人都去跟隨他了！”20	

上去過節作禮拜的人中，有些是希臘人。	21	他們來到加利利的
伯賽大人腓力那裡，請求他，說：“先生，我們想見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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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腓力去告訴安得烈，安得烈就和腓力去告訴耶穌。	 23	 耶穌對
他們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24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
許多果實來。	 25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喪掉生命；在這世上恨惡
自己生命的，必會保全生命到永遠。	 26	 如果有人服事我，就應
當跟從我；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會在哪裡；如果有人服事
我，我父必尊重他。

下一次⋯⋯
我们已经听说很多耶稣的死
亡通向他的荣耀⋯⋯但这是如何
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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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2章第27到50节

為什麼耶穌必
須要死去……

联系上下文⋯⋯…

上次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12章整章都

是在讲耶稣的死亡。耶稣通过死亡带来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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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约翰福音第12章告诉我们耶稣死亡所成就的事情，由六部分组成。我们已经看到：
1)  耶稣的死，以及马利亚敬虔之心       

（第1到11节）

2)  耶稣的死，以及他尊贵的身份          
（第12到19节）

3)  耶稣的死，以及给这个世界的生命    
（第20到26节）

现在我们继续看：

1)  耶稣的死，以及战胜撒旦                
（第27到36节）

2)  耶稣的死，以及人们的瞎眼             
（第37到43节）

3)  耶稣的死，以及光明⋯⋯或黑暗             
（第44到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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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現在心裡煩亂，我應該說什麼呢？
說’父啊，救我脫離這時刻’嗎？然而
我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來的，要面對這時
刻。

28		父啊，願你榮耀你的名！	”當時有聲
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
名，還要再榮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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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死，
以及戰勝撒旦

他的死亡……但是他知道他来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第27節

从天堂而来的声音突显了这是耶稣
生命和事工的关键时刻。 第28節下

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
第28節上  

耶稣在什么事感到痛苦？

神如何回应？

耶稣最重视的是什么？

很难想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软弱、羞耻－

却是神得荣耀的时刻！

神在此处的话告诉我们这是他将要得荣耀的方

式－这真的是他的计划！第28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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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站在旁邊的群眾聽見了，就說：“

打雷了。”另外有人說：“有天使

對他說話。”

30		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了我，而

是為了你們發出的。

31		現在是這世界受審判的時候了，現

在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

人歸向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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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通过他的死亡得荣耀：

•  “这个世界的王”被赶出去。。 
第31節

•  耶稣使万人归向他。 第32節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神
对我们的罪的审判和愤怒，降在耶
稣身上。耶稣承受了审判，使那些
信靠他的人不用面对审判。

这怎么可能呢？

这些事为什么只能通过

耶穌的死亡来成就？

正是在此处，世人分道扬镳：
⋯⋯……世人背离神－不接受十字架⋯⋯……
或者

……世人转向神－接受耶稣的牺牲……⋯⋯这是为过去、现在、将来所做的牺牲。

	 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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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現在是這世界受審判的時候了，現在
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
歸向我。	”

33		他說這話，是指着自己將要怎樣死說
的。

简要总结

我们之前看到神将要如何荣耀他的名？

•  审判！第31节上：“现在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了⋯⋯”

•  得胜！第31节下：“⋯⋯现在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  救恩！第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

万人归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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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的王”（撒旦）

⋯  撒旦掌握我们的唯一“把柄”就是
神应该惩罚我们的罪…… 

⋯  但当我们罪的赎价在十字架上被完
全偿付了……撒旦就无法再控制我
们了

耶稣打败了谁？
我们再来看一次第31节……

得勝

通过他的死亡！

⋯  “我……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   
……所以不止是犹太人。

⋯  ……这就是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
将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为信
徒以及神的家庭成员。

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在耶稣被捕
之前，他就知道他将会如何死去。
他的计划完全掌控在他的手中。

耶稣如何使
万人归向他？

耶稣为什么
这么说？

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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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於是群眾對他說：“我們從律法上知道

基督是永遠常存的，你怎麼說’人子必

須被舉起來’呢？這人子是誰呢？”

35			耶穌說：“光在你們中間的時間不多

了。你們應當趁着有光的時候行走，免

得黑暗追上你們。在黑暗中行走的人，

不知道往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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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反应如何？

基于耶稣死亡所成就的事，
他对人群说了什么？

他们想要知道“人子”是谁。 第34節

因为十字架，撒旦再也没有权柄了
保罗后来在给歌罗西教会的信中写到：
歌罗西书第2章第15节：
他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

耶稣说他们要作出回应。 第35節

耶稣的反应说明形势紧急。如果他们不承认

耶稣，将来的审判是真实存在的。他恳请他

们相信，从而进入他拯救的“光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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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你們應當趁着有光的時候信從這光，使你
們成為光明的兒女。	”耶穌說完了這些
話，就離開他們隱藏起來。

37		耶穌在他們面前行了許多神蹟，但是他們
仍然不信他。

38			這是要應驗以賽亞先知所說的話：“主
啊，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主的膀臂向
誰顯露呢？	”

39			他們不能相信，因為以賽亞又說：

40		“神使他們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們眼
睛看見，心裡明白而迴轉過來；我就醫好
他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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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死，
以及人們的瞎眼

他们仍然不信他。

如果我们继续背离耶稣的真理，在某
个时间点我们会承受我们的罪所配得
的后果－从神而来的审判，永远的审
判。

对耶稣所行的神迹，

这为什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

人群的反应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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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这两段以赛亚书的内容，耶稣用它们来解释人群的反应：

第一部分

在耶稣出生700多年之前，以赛亚预言神会把耶稣的身份显露给人们。
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节
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这是约翰在第12章第38节中引用的内容）
这是很重要的引用。以赛亚告诉我们，神通过耶稣的死亡显露他的工。

我们将要看到，神的“膀臂”显露给了所有人 ⋯⋯......不止是犹太人......⋯⋯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 ⋯⋯......
......但有些人将不接受耶稣，就像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不接受耶稣的神迹和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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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约翰福音第12章第40节（借用以塞亚书第6章第10节）

神使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而回转过来；我就医好他们。
在以赛亚书第6章中，神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少人回应先知以赛亚⋯⋯⋯⋯……理由很惊人⋯⋯⋯⋯……有些人的心如此坚硬，以至于他们连看见的机会都失去了！
换句话说，神许诺蒙住他们的眼睛作为他们不信的回应，堵住他们的耳朵，麻木他们的心。现在这个许诺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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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以賽亞說這些話，是因為看見了他的

榮耀，就指着他說的。

42		雖然這樣，官長當中也有許多人信了

耶穌。但是因為法利賽人的緣故，他

們不敢公開承認，免得被赶出會堂；

43		因為他們愛來自人的榮耀，多過於愛

來自神的榮耀。

花些时间－我们能看出自己像那些第43节中的人们吗？
你的朋友对你的评价难道比与神和好更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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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知道耶稣，这位救主，将会
是多么的荣耀...... 第41節 ，并且
他也预言了将会在耶稣身上发生的
事，还有人们将会如何回应。

以赛亚也说得很清楚，那些决定不
信的人会怎么样！

被赶出会堂会对一个犹太人的生命的
方方面面造成影响。他会失去他的朋
友，他的生意伙伴，还有他人对他
的尊敬。就像是被记下了一笔犯罪纪
录。

第43节总结：他们更担心人们对他们
的看法，而不是与神和好。

他们害怕:

• 法利赛人

• 被赶出犹太会堂

以赛亚怎么能说这些话呢？

他们为什么
惧怕？

这样做，
他们背离的是谁？

但是很多人相信了。
但什么阻挡他们是“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

耶稣－世界的创造者。这么做太荒
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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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耶穌大聲說：“信我的，不單是信我，也
是信那差我來的。

45		看見我的，就是看見那差我來的。
46		我是光，我到世上來，叫所有信我的不住
在黑暗裡。

47		人若聽見我的話卻不遵守的，我不審判
他，因為我來不是要審判世人，而是要拯
救世人。

48		棄絕我又不接受我的話的人，自有審判他
的。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定他的罪；

49		因為我沒有憑着自己說話，而是差我來的
父給了我命令，要我說什麼，講什麼。

50		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所講
的，正是父吩咐我要我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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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死，以及光明
……或黑暗

你也信那差他来的（神）.  第44節

是给所有人的一个邀请......进入他
的光之中，从黑暗中得到拯救。
第46節

相信耶稣就是见了神的面。是神差
了耶稣来。 第45節

神！

留在黑暗中是非常危险的。 
第47到49節

但信靠他带来永生。 第50節

相信耶稣也都代表什么？

耶稣所给的是什么？

相信耶稣说明什么？

如果我们拒绝耶稣－我们是在拒绝谁？



80

总结
第12章全部都在讲耶稣的死亡。
我们读到：

•  对耶稣作出的正确的反应                                      （记得在第1到11节，马利亚洗耶稣的脚）
•  那位将要上十字架的人的尊贵身份                 （第12到19节）
•  耶稣死亡的结果－生命                               （第20到26节）
•  神的审判得到解决                                     （第27到35节）
•  一个严重的警告，给那些拒绝相信的人         （第36到43节)
•  …… 还有一个呼召，走出黑暗，进入光亮之中（第44到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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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每个人的问题……

•  关于耶稣的死，你学到了什么？

•  你在光亮之中吗⋯⋯还是依旧不承认他⋯⋯宁愿

选择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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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12章第27到50節

27	 “我現在心裡煩亂，我應該說什麼呢？說’父啊，救我脫離這

時刻’嗎？然而我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來的，要面對這時刻。	
28	父

啊，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有聲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

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29	 站在旁邊的群眾聽見了，就

說：“打雷了。”另外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話。”	
30	 耶穌

說：“這聲音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你們發出的。
	 31	 現在是這世

界受審判的時候了，現在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32	 我若從地上

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歸向我。”	 33	 他說這話，是指着自己將

要怎樣死說的。	 34	 於是群眾對他說：“我們從律法上知道基督是

永遠常存的，你怎麼說’人子必須被舉起來’呢？這人子是誰

呢？”	 35	 耶穌說：“光在你們中間的時間不多了。你們應當趁着

有光的時候行走，免得黑暗追上你們。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不知

道往哪裡去。	 36	 你們應當趁着有光的時候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

光明的兒女。”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離開他們隱藏起來。
	 37	 耶

穌在他們面前行了許多神蹟，但是他們仍然不信他。
	 38	 這是要應

驗以賽亞先知所說的話：“主啊，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主的

膀臂向誰顯露呢？	”39	他們不能相信，因為以賽亞又說：40	“神

使他們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們眼睛看見，心裡明白而迴轉過

來；我就醫好他們。	 ”41	 以賽亞說這些話，是因為看見了他的

榮耀，就指着他說的。	 42	雖然這樣，官長當中也有許多人信了耶

穌。但是因為法利賽人的緣故，他們不敢公開承認，免得被赶出

會堂；	 43	因為他們愛來自人的榮耀，過於愛來自神的榮耀。
44	耶

穌大聲說：“信我的，不單是信我，也是信那差我來的。	
45	看見

我的，就是看見那差我來的。	 46	我是光，我到世上來，叫所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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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發生了什麼？
做仆人的王⋯⋯……

我的不住在黑暗裡。	47	人若聽見我的話卻不遵守的，我不審

判他，因為我來不是要審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	
48	棄絕

我又不接受我的話的人，自有審判他的。我所講的道在末日

要定他的罪；	 49	 因為我沒有憑着自己說話，而是差我來的

父給了我命令，要我說什麼，講什麼。	
50	我知道他的命令就

是永生。所以，我所講的，正是父吩咐我要我講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