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音
读经讲义

本讀經講義盼望用最簡捷的方式將神的話提綱挈
領、直直地剖開‧在個人讀經時可作為大綱聖經使
用，在小組聚會時可作為查經資料使用。
梁家聲弟兄

【约翰福音简介】
一、著者、着时︰使徒约翰，主后 85-90 年着。
本书作者乃是主所爱的使徒约翰，他有意处处在书中隐藏自己的身分，而用「那门徒」
、
「主所
爱的那门徒」
、
「西庇太的儿子」等来称呼。使徒约翰是西庇太的儿子，他的哥哥是雅各，他的
母亲是撒罗米。最初他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后蒙主的呼召跟从了耶稣。他个性很暴躁曾被
称为「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可是后来他雷子的性情逐渐被主的爱溶化，而成为一个专
讲爱的使徒了。他常住在以弗所；在罗马暴君多米田的时候，他从以弗所被充军到拔摩海岛，
在那里看见了荣耀主的异象，就写那卷《启示录》
。
二、钥节︰

约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
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三、钥字︰「父」(118 次)、
「信」(100 次)、
「世界」(78 次)、
「爱」(45 次)、
「见证」(47 次)、
「生命」(37 次)、「光」(24 次)。
四、主旨要义︰
使徒约翰在第一世纪末了写这第四卷福音是因着当时代教会中异端纷起，特别是有一些人
怀疑主的神格。本书作者将它的主旨要义清楚表明：「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
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廿 31)。本书是叫我们相
信基督乃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一位奥秘的「神子」。祂的根源远自太初；祂的本质就是
神自己。我们只要相信祂的名，就可以得着属神的生命；这生命带着神本性一切的丰满，
叫信的人从祂的丰满里，都有所领受，并且恩上加恩，至终也能达到丰满的境地。
五、分段︰
(一) 序言：神儿子的道成肉身(一 1~18)
(二) 施浸约翰和门徒们的见证(一 19~一 51)
(三) 神的儿子公开的工作（二 1~十一 57）
(四) 神儿子受膏与光荣进京(十二 1~22)
(五) 神儿子在公开场合末后的讲论(十二 23~50)
(六) 神的儿子在门徒中间的工作(十三 1~十六 33)
(七) 神儿子离别前的祷告(十七 1~26)
(八) 神儿子的受难与死葬(十八 1~十九 42)
(九) 神儿子的复活与显现(廿 1~廿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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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一章（一）

永远的话成为肉身彰显神

内容纲要：

前言：约翰福音总纲
﹙一﹚约翰福音写作的原因 (20:30-31)
1.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兆头）、没有记在这书上
2.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3. 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二﹚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1.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约 1:18）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约 1:1）
2.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 1:18）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 1:14）

(约翰福音是叫我们相信基督乃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一位奥秘的「神子」。祂的根源远自太初；祂的本
质就是神自己。基督表明祂是执行神计画的人，神的儿子表明祂自己的神格。)

一、道和父神与万有的关系 (1:1-5)
﹙一﹚基督和父神的关系
1. 太初(in beginning 自有永有)有道(Logos 常时存在的话)
2.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与「神」一样，是有位格的，祂就是神)
3.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耶稣基督与父神原为一(约 10:30)，从亘古到永远，祂就与神同在)
(「道」的意思就是「话」，但不是普通说话的话，而是有组织，有系统，有思想内容的话。这「话」是
在父神的心思里，这「话」就是父神在祂儿子的身上所发表出来的心意。)

﹙二﹚基督和万有的关系
1.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从祂造、靠祂造、为祂造)
2.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启 4:11 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西 1:16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
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三﹚基督和人的关系
1.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基督是生命的源头，也是光的源头)
2.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耶稣基督)与黑暗(世界的王)之间的斗争)
诗 36:9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二、见证人与神的儿女 (1:6-13)
﹙一﹚施洗约翰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1.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施洗约翰的职事和使命是从神那里来的)
2.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3.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约翰是最先向人指出主耶稣就是那光的见证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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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 12:46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

﹙二﹚因信接受主成为神的儿女
1.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2.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3.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相信意即接受)、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信祂的名不是赞同乃是接受。不是相信这杯水能解我的渴，乃是这杯水拿起来喝了，这才是接受。)

4.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
－ 乃是从神生的(是神的生命进到他们里面，释放了他们，使他们活在神的生命里。)
约一 3:1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

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三、神在肉身显现 (1:14-18)
﹙一﹚话成了肉身
1.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支搭帐幕在人间）
(神的话成了肉身，就是神穿上了人的生命和性情，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2.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满有恩典也满有真理）
(「恩典」和「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个人，基督乃是借着祂自己作我们的享受，成我们的经历。)
3. 我们也见（注视）过他的荣光（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荣耀）
(这个荣耀就是从前摩西所切慕而不能看见的荣耀，而今日借着道成肉身成了神儿女能注视的荣耀。)

﹙二﹚约翰为主作见证
1. 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
－ 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2.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如波浪一波加上一波般)
西 2:9
西 2:10

因为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三﹚父怀里的独生神将神彰显出来
1.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2.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神）将他表明出来
(「子彰显神」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在地上最大的职事和工作，到祂工作完成时，就是新耶路撒冷城，
就是羔羊的新妇最大的彰显—彰显达到完满。)

问题讨论：
一、约翰福音写作的主要目的为何？
二、请分享「道(话－劳格斯)」的意义为何？
三、请解释「信他名的人」是如何「信」的？请分享你成为神的儿女的经历？
四、请分享「道成肉身」如何「将神表明出来」？
五、请试述施洗约翰如何为主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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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一章（二）
内容纲要：

施洗约翰与门徒将主表明出来

一、施洗约翰对自己所作的见证 (1:19-28)
﹙一﹚约翰自证他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不是那先知
1. 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面
2. 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
3. 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
4. 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么．他说 我不是
5. 是那先知么(申 18:15 最大的先知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他回答说、不是

﹙二﹚约翰自证是旷野的呼声豫备主的道路
1. 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
2. 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赛 40:3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豫备耶和华的路、〔或作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豫备耶和华的路〕在
沙漠地修平我们 神的道。

﹙三﹚约翰自证为主解鞋带也不配
1. 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或作那差来的是法利赛人〕
2. 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甚么施洗呢
3. 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
－ 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太 3:11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
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4. 这是在约但河外、伯大尼﹝有古卷作伯大巴喇﹞、 约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见证

二、施洗约翰为主所作的见证 (1:29-34)
﹙一﹚用水施浸为要将神的羔羊显明
1.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
－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背负﹞世人罪孽的(这里的罪是单数,指罪的本身)
林前 5:7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2. 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3. 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神差遣施洗约翰的两大任务：(1)传悔改的洗礼；(2)为主耶稣作见证，将祂显明给以色列人。)

﹙二﹚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
1.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2. 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
－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3.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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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是以水浸向以色列人显明基督，而神是以灵浸向约翰指明基督，认识祂是「神的儿子」。)

三、门徒为主作的见证 (1:35-51)
﹙一﹚行走的羔羊吸引门徒跟从
1. 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安得烈和本书作者约翰)
2.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3.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第一班跟随羔羊的人)

﹙二﹚与主同住
1.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甚么
－ 他们说、拉比、在那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
）
2. 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

﹙三﹚见证耶稣是弥赛亚
1.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烈
2.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基督－受膏者）了
3.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约拿﹚的儿子西门、
－ 你要称为矶法（意石头;「矶法」是亚兰文,「彼得」是希腊文)

﹙四﹚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
1. 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罢
－ 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得烈、彼得同城
2. 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 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3. 拿但业(即巴多罗买)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甚么好的么。腓力说、你来看
4. 耶稣看见拿但业(意神的恩赐)来、就指着他说、
－ 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5.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那里知道我呢
6. 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7.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8.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么．
－ 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将要得到更大的证据，显明我是神的儿子)
9. 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基督是惟一的道路，惟一的中保)
－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人子」就是雅各所梦见的天梯)
创 28:12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

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问题讨论：
一、施洗约翰用水施洗的目的为何？
二、施洗约翰两次宣告「神的羔羊」意义上有何不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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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分享来就主耶稣的几等门徒蒙恩的点(约翰、安得烈，彼得，腓力，拿但业等)？
四、请由本章分享基督有哪些名称？

约翰福音第二章
内容纲要：

生命的原则与生命的目的

一、生命的原则 － 变死亡为生命 (2:1-11)
﹙一﹚迦拿娶亲的筵席
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芦苇之地－象征脆弱的人生)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2.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二﹚酒用尽了－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
1.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在婚筵中供应短缺是新郎新娘的莫大耻辱)
(娶亲的筵席，本来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但是这快乐是短暂的，不久酒用尽了。酒用尽了，表征生命
到了尽头，一切快乐都会消失。他们没有酒了─这是祷告，向主陈明人生的实况和需要。)
2. 耶稣说、母亲﹙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这和我与和你有什么相干？﹚

－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在道成肉身的日子，祂只受父神使令，只被圣灵推动。﹚
3. 他母亲对用人说、他告诉你们甚么、你们就作甚么﹙耶稣是作主不是作客﹚
4.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

﹙三﹚基督将死亡变为生命
1. 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2.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
(仆人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一点声音，只是听命；他们最知道这是水不是酒，因为是他们亲手作的。
他们没有怀疑，没有犹豫，不顾后果，就送了去，这是何等顺从、何等绝对的仆人的灵。)

﹙四﹚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天然生命的次序和属灵生命的次序的不同
1. 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那里来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
2. 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纔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天然生命的次序是一上来摆出来是最好的，然后是次好的，往下去到最后是「用尽了」。属灵生命的次
序完全不是这样，一上来是好的，然后是更好的，最后是最好的。)

﹙五﹚兆头的意义和目的 － 显出祂的荣耀来
1.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
2.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约翰福音的「神迹」原意为「兆头 sign」
，是因每一个神迹他的意义一点不在神迹本身，而是借着这
一个神迹的象征，来说到道成肉身者最宝贵的生命，并说到这一个生命如何建造在我们身上。)

二、生命的目的 － 建造神的家 (2:12-25)
﹙一﹚耶稣洁净圣殿 － 不要将神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1. 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迦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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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3. 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当时圣殿的祭司允许商人在圣殿的外邦人院作买卖，并兑换缴纳殿税或奉献须用的希伯来钱币。)

4. 耶稣就拿绳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
－ 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
5. 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们在最神圣的事上为自己谋利益而污染圣殿﹚
6.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
诗 69:9

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你人的辱、都落在我身上。

﹙二﹚拆毁与建造 － 基督的死与复活
1.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作这些事、还显甚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2.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3. 犹太人便说、这殿(大希律所建)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么
4.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豫言祂自己将会在死后三日内复活﹚
(基督三日所建的「殿」，就是祂的「身体」；但这身体不仅指祂个人的身体，更是指祂那奥秘的身体，
就是祂的丰满─教会。所以基督死而复活的最高意义，乃在教会被建造达到祂的丰满。)

5.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门徒在主复活之后，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和婚筵兆头末了一样结束，「祂的门徒就信祂了」。)

﹙三﹚主不因神迹交托乃因生命交托
1.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
2.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交托」和前节「信」同字)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
(主不将自己交托给只根据外表的神迹而有浮浅的信心的人，祂知道万人─他们的心思、动机。)

3.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真实的信心，不是用言语来表明，乃是向着主的存心；人的存心如何，主都清楚知道。)

问题讨论：
一、请由娶亲的筵席分享天然生命的次序和属灵生命的次序有何不同？
二、请分享水变酒兆头的意义和目的为何？
三、主的母亲和用人在这兆头中负起了什么责任？对你有何启发？
四、耶稣洁净圣殿表明圣殿是敬拜神、圣洁的地方；我们应如何运用这真理？
五、主以他的身体为殿有何预表？请分享属灵意义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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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三章
内容纲要：

从上头生得永远的生命

一、生命的神迹－重生 (3:1-12)
﹙一﹚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 － 完全不同的境界
1.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为犹太公会一员,代表上流社会的人)
(本节原文以「但是」开始，表明尼哥底母寻求真道，不同于前章那些因看见神迹而信主名的人。)
2.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重在教训）

－ 因为 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3.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必须重生－再生一次，从上头生，才能看见在属灵境界的神的国。主从根本否定尼哥底母所追求的方
向─他以为人所需要的是好的教训，藉以改善行为，但主表示人所需要的不是教训，而是生命。﹚

﹙二﹚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 － 需悔改与相信才能进入
1.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
2.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 人若不是从水(水浸)和圣灵(灵浸)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悔改而进入水，就结束了旧人的生命；相信而进入圣灵，就得着了神的生命。你们若不是从水浸所代
表的意义（悔改），以及圣灵浸所成就的（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可 1:8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3.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神儿女是「从神生的」(约一 13)，
「从上头生」的(约三 3)，「从灵生的」(约三 6)。从神生的，因为
神的生命住在他的灵里；从上头生，因为这生命是从天上来的；从灵生的，因为重生是圣灵的工夫。)

4.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奇
(罪人一相信，圣灵就进入他的灵里使他重生；神永远的生命就住在他的灵里，他就有了永生。)

5.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里去
－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重生不是一件物质的事，而是一件属灵的事)
(风和灵原文同字，表明属灵的事性质如下：(1)乃完全随着圣灵的意思(风随着意思吹)，并不是人所能
干豫的；(2)是无形、看不见的(只能听见风的响声)；(3)是难以推测、理解的(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
里去)；(4)但人可以感受其功用(风吹和响声)，从而确定它的存在，乃是一个事实。)

﹙ 三﹚未重生不能领受属灵境界的见证
1.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林前 2:14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 神圣灵的事）
2. 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么
3.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为主说话，必须根据自己所认识的；为主作见证，必须根据自己所经历的。)
4.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不接受是因着黑暗不接受光)

5.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面对着尼哥底母的疑惑，主说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重生是属天的事，不是用人的思想先去弄个明
白，而是要用「信」去接受神所作好的。除了信以外，人根本无从接触天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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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的救法 (3:13-21)
﹙一﹚基督在十架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1.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主是「从天降下」、道成肉身的一位；祂虽行走在地，却「仍旧在天」
，祂并不属于地，而超越过地。)

2.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叫一切信入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
民 21:8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
(民数记「举铜蛇」的预表是应验在人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铜蛇的意义只有罪身的形状，没有罪的生
命，另一面铜蛇是审判的表号。以色列人因仰望铜蛇而得活，罪人因相信主耶稣而重生。)

﹙二﹚信入神的儿子得永生
1. 神爱(神圣的爱 agapao)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远生命」是指着神儿子道成肉身的独特的生命)
(本节为圣经最伟大的经节，说出「福音的缩影」，
：(1)神是爱的源头；(2)爱的对象：是人，是一切的
人；(3)爱的方法：赐独生子；(4)爱的果效：人肯相信；(5)爱的收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一 5:12 人有了 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 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2.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灵的得救）

﹙三﹚信与不信和光与黑暗的分别
1.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世人最大的罪，就是不信主耶稣）
－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主的名等于相信接受主自己）
2.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
－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拒绝光就是拒绝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
3.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弗五 13：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4. 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三、施洗约翰的见证与宣告 (3:22-30)
﹙一﹚耶稣门徒的施洗和约翰的施洗
1. 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四 2:主的门徒施洗）
2. 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
－ 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
3. 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 就来见约翰说、
－ 拉比、从前同你在约但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
－ 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的门徒天然生命忌妒的反应）

﹙二﹚祂必兴旺、我必衰微－ 制作新妇的道路
1. 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甚么
2.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见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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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
－ 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新郎的朋友知道新郎心中极大的秘密、才会有极大的喜乐）
(「新妇」泛指所有基督的信徒，就是教会；「新郎」指基督；「新郎的朋友」指施洗约翰。)
4.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祂必增加，我必减少﹚
(这是十架生命的实际，这也是制作新妇生命的惟一道路。属灵生命的长进，乃是多有基督，满有基督；
同时相对地，少有自己，没有自己。)

四、神儿子的见证(3:31-36)
﹙一﹚属天与属地两个绝对不同的境界
1.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主从诸天之上而来，祂把属天属灵的境界带到属地境界而来)
2. 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指施洗约翰与犹太人）

﹙二﹚神儿子是第一个伟大的见证人
1.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主是第一个见证人—见证人的榜样）
2. 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3. 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接受主见证者他自己也成为见证人）
4. 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主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
－ 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三﹚接受神儿子见证与否的结果
1. 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父对子的爱由父将万有交在子手中显明出来）
2. 信子的人有永生（任何人只要相信神的儿子就有永生）
3. 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见永生﹚
－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有子就有父，没有子，就只能有神的震怒﹚
（本节指出我们永远的结局在于我们如何对待神的儿子。若是接受，神就给我们永生作为赏赐。若是拒
绝，不单得不着永生，而且神的震怒将高悬头上，要面对最可怕的审判。
）

问题讨论：
一、请分享「重生」的意义为何？如何「见神的国」和「进神的国」？
二、请由「风」来分享「从圣灵生的」有哪些属灵的性质？
三、摩西在旷野举铜蛇如何预表主在十架所作的？
四、甚么是得着永远生命惟一的路？请分享你的见证如何？
五、施洗约翰自比新郎的朋友，他的特点为何？
六、请试列举施洗约翰和使徒约翰为主所作的见证有哪些？
(祂是基督(28 节)、祂是新郎(29 节)、祂是从天上来的(31 节)、祂是在万有之上(31 节)、祂是神所差
来的(34 节)、祂说神的话(34 节)、祂有无限量的圣灵(34 节)、祂是父的爱子(35 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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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四章
内容纲要：

生命的满足与生命的医治

一、生命的满足－永远生命的活水 (4:1-30)
﹙一﹚干渴的救主与干渴的罪人－ 救主渴罪人
1.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2.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非因地理因素,乃为在撒玛利亚得着人)
－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创 48:21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 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22 并且
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分。

3.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
(这「井」预表耶稣基督是活水的泉源，雅各的泉源；现在被预表的活水泉源来坐在预表的井旁。)

4.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这是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两位渴的人相遇在雅各井旁，那妇人是渴水，救主的渴是渴人。)

﹙二﹚认识主是生命的活水
1.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撒玛利亚人种族和宗教混杂,被视为不洁的族类)
2.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 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Living Water)
(「神的恩赐」和「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和「活水」这三者都是说到主。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
到人间，这就是神的恩赐；而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人子是「活水」，活水就是主自己。)

3.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那里得活水呢
4.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撒玛利亚人虽然血统不纯，但仍自以为是雅各的后裔)
－ 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么
5.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地上的水-属世一切,永远不能满足灵里深处的干渴)
－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只有耶稣基督永活的生命能叫人得满足)
－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所赐的水是不断满溢涌出的)
6. 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三﹚认识主是先知
1.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主点明妇人所渴的乃是肉体的情欲不能得着满足)
2.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
3.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对主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四﹚认识灵与真的敬拜
1.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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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27:12

你们过了约但河、西缅、利未、犹大、以萨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
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

2.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耶稣对妇人的回答是，她不用到特别的地方去找神，不是基利心山也不是锡安山，她不需要在一个特
别的地方献祭；真诚的敬拜使人在各处都能遇见神。)

3.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4.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灵)和诚实(真实)拜他
－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新约时代真实的敬拜，并不在于任何地方，乃在于灵里基督的实际)
5. 神是个灵．
〔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新约时代是一个真实敬拜的时代，敬拜（Worship）这一个词的意义是往前去亲祂。敬拜的实际乃是我
们的灵与神的灵连结在一起，而在这一个经历中知道神的所是和神的一切，使神与我们都得满足。)

﹙五﹚认识主是弥赛亚
1.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
－ 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惟有弥赛亚能决定在何处或如何敬拜才是对的)
2.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主将自己荣美生命投入在妇人里面,在她里面成了活水泉源)

﹙六﹚得着活水留下水罐子
1. 当下门徒回来、就希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
－ 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甚么．或说、你为甚么和他说话
2.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
－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么
3.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是一个有冲击力量的见证，是主一连串工作的结果)
(「留下水罐」—是活水满溢生命的记号，水罐代表追求人生满足的工具，已再不需要了。「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像这样的事奉，整个见证就是一个敬拜；「这岂不就是基督么？」—看见了最荣耀的启示
大光；「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是圣灵工作的得胜。这妇人也成了一口活水井。)

二、满足的救主与满足的罪人(4:31-42)
﹙一﹚救主的神圣满足－ 主的食物就是遵行父的旨意
1. 这其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
2. 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遵行神的旨意使罪人得着满足，这就是救主的食物)
3.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甚么给他吃么
4.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

﹙二﹚父的旨意－收割庄稼 、积蓄五谷到永生
1.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么
－ 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发白﹚、可以收割了
2. 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3. 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主是第一个撒种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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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撒种的」和「收割的」都豫表传福音的人，前者传福音时好像撒下种子，但尚未收到明显的果效；
后者则得着福音的成果。在传福音上不但应当没有竞争，而且还能彼此分享工作的成果。)

﹙三﹚满足的罪人－传扬耶稣见证救主
1.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
－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作见证能够使人相信主耶稣)
2.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3.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主耶稣自己的话使人相信)
4. 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我们认识基督，不能一直只是听别人的见证，从别人领受，也得自己亲身体验，亲身经历。)

三、生命的医治(4:43-54)
﹙一﹚主回到迦拿－由死亡变生命的地方
1. 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
－ 因为耶稣自己作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
2. 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
－ 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犹太人与加利利人都先因见神迹接待主，后又拒绝主）
3. 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

﹙二﹚大臣为垂死的孩子祈求
1. 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迦百农患病
2. 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
－ 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第二章的兆头是变死亡为生命，这里的兆头是叫死人复活的生命)
3. 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人常常要先看见然后才相信，但真实的信徒是先相信然后才看见。林后 5:7 凭信心、不凭眼见。)

4. 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
(在神没有生与死的界线，祂是复活，祂是生命。神也没有空间距离的限制，在神凡事都能。)

﹙三﹚藉主生命的话与人的信心得医治
1. 耶稣对他说、回去罢．你的儿子活了
－ 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信心的表现)
2. 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
3. 他就问甚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
4. 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得主医治的步骤：1.听见祂；2.来见祂；3.求祂；4.信祂所说的话；5.遵祂的话回去)
5.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兆头）、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问题讨论：
一、耶稣「必须」经撒玛利亚的真正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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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分享撒玛利亚妇人对主认识的阶段？
三、请由主如何将活水赐给撒玛利亚妇人分享你个别传福音的经历？
四、请分享你撒种或收割的经历？
五、请试述儿子在迦百农患病大臣信心的增长，和他儿子得医治的步骤。

约翰福音第五章
内容纲要：

赐生命能力的神子

一、 你要痊愈吗 － 软弱人的需要 (5:1-16)
﹙一﹚最好传统名字下躺着软弱的人
1. 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2.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位于圣殿东北角)有一个池子
－ 希伯来话叫作毕士大(怜悯之家)、 旁边有五个廊子
3. 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
(在这许多神圣的传统的名字底下却住满了病人。在病人中第一个是瞎眼的，代表看不见属天属灵的事；
瘸腿是有腿的形状，却永远无法走在主的道路；「血气枯干」是一直漏失生命而直到死亡的疾病。)
4. 〔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那水池可能属于间歇性涌泉, 显出人属灵的迷信)

－ 〔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甚么病就痊愈了〕
(神的儿女若不是靠着「永活之子」活着，而是靠着所得来的「属灵的方法」或「属灵的迷信」活着，
是永远不会有果效的。即使是在快乐的节期也没有快乐；即使是在安息日也没有安息。)

﹙二﹚拿你的褥子走罢－ 神子赐生命能力
1. 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2. 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么
(主非常重视我们口里的承认与求告。问题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要不要，你若要就能痊愈。)

3. 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 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面对这位永活的人子，而心仍向着这个死的方法)
(本节表征宗教所能给人的帮助，乃是指示人一些解决人生问题的办法(「水动的时候...先下去」)，却
不能给人力量使之履行那些办法(「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因此对软弱无能的人毫无助益。)
4.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罢(褥子是他三十八年软弱的记号)

－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主把祂的荣美生命在祂的话里面投射出去，进入这一位神的子民里面而成了他的生命。道成肉身的神
的儿子发声，瘸腿的人立刻站起来，拿着褥子走，如今耶稣基督已成了他逐日行走的力量。)

﹙三﹚宗教敌对生命
1.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
－ 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这是犹太拉比对摩西律法的解释,律法要求不能作工)
2. 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罢
3. 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甚么人
4. 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转向别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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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再也不要继续犯罪了)
－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6.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
－ 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作了这事
(安息日的主来了，使这人得了真正的安息。然而主的举动，却被那些宗教家定罪为「不守安息日」。)

二、 子赐生命并行审判与父同等 (5:17-29)
﹙一﹚道成肉身神子生命的原则－不凭着自己作甚么
1.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2.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他们杀人，还以为是事奉神)
－ 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腓 2: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6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7 反倒虚
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3.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出乎）自己不能作甚么
－ 惟有看见父所作的、子纔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
(主表明子不是作事的源头：主所作的，没有一件是出乎自己的，这是主的态度。看见父作，子才作；
父说，子才说。基督是在卑微受限制的原则中，显出祂无限的权能。)

4. 父爱子、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给他看
－ 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希奇(更大的事乃指子使死人复活和审判人的作为)

﹙二﹚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
1.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父叫死人起来就给他另一个全新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复活生命，他才能像永远人子一样活着。)

2. 父不审判甚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徒 17:31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3.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迁出死的范畴，而进入生的范畴)
弗 2:5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三﹚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要活了
1.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 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指灵性的活过来)
(死人怎么能听见呢？主在这里说的死人是指着活着的死人，像尼哥底母，像撒玛利亚的妇人，像三十
八年的瘫子，他们都是「死人」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
2.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基督自有永有的生命)

－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因为祂是人子祂才能成为审判人类的度量衡)
3.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 行善的复活得生(国度时代得永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这里二十四节说，人一信耶稣就有永生，就免定罪，但是二十九节说要到复活的时候才有永生。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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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节是指现在教会的时代，因信得永生；二十八、九节是将来国度的时代，凭行为得永生。)

三、子的四重见证(5:30-47)
﹙一﹚子不求自己的意思，也不为自己作见证
1. 我凭着自己不能作甚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
－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主不是没有自己的意思,乃是不寻求)
2. 我若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
约 8:14

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那里来、往那里去．你们
却不知道我从那里来、往那里去。

﹙二﹚施浸约翰的见证
1. 另有一位给我作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作的见证是真的
2. 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基督是真理)作过见证
－ 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
3. 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
(约翰像点着的明灯，但他不是真光，而是要为真光作见证，但人却喜欢他暂时的光，不肯来就真光。)

﹙三﹚子工作的见证
1. 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
2. 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
(子成就父所托付的伟大使命，所作所成就的事，道成肉身，经十架而复活，这是比约翰更大的见证。)

﹙四﹚父的见证
1. 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过见证（太 3:17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2. 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像
3.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logos)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
(父为子作的见证是更大的见证，你们无法听见祂的声音，看见祂的形像，但父差众先知以神的道为主
作见证。但你们并没有祂的道存在心里，众先知的道仍不能使你们信人子是父神所差来的。)

﹙五﹚圣经的见证
1.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不是神不肯将生命赐给人，乃是人自己不肯)
2. 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
3. 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
4. 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
5.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
(摩西会成为他们的控告者，因为摩西的律法是引人归向基督的，而他们却违背了这个基本的意义。)

6. 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
－ 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申 18:15

耶和华你的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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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一、为何耶稣问瘸腿的人「要痊愈么」？目的何在？
二、死人如何能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结果如何？
三、请由本章分享耶稣基督神性的证实？
四、请由「子的四重见证」分享如何认识神子基督？
五、为何犹太人查考圣经却得不到生命？由此看来，我们读圣经应抱怎样的能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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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六章﹙一﹚
内容纲要：

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真粮

一、无穷生命供应无限饥饿群众 (6:1-14)
﹙一﹚主顾念饥饿群众的需要
1. 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哩亚海(民卅四 11:基尼烈湖, 路五 1:革尼撒勒湖)
－ 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
2. 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3.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那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那天主看见的是整个饥饿的人类。喂饱五千人的兆头，是以「逾越节」为背景，表明钉十字架的基督
就是逾越节的羊羔(林前五 7)，为我们被杀流血，成为世人的生命之粮，使吃祂的人得以存活。)

﹙二﹚对门徒的试验
1.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 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彀的
2. 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烈、对耶稣说、
－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五是责任的数字；二是见证的数字)
－ 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甚么呢(五饼二鱼极其有限,只要交在主手,就成了一个极大的兆头)
(神要行一个小神迹，就把我们摆在艰难的情形中；神要行一个大神迹，就把我们摆在一个不可能的情
形中。只有当我们不再靠自己，乃是在单纯的信心中仰望，主才能成就祂的工作。)

﹙三﹚祝谢、擘开、分给生命的粮
1. 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
2.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太 14:19 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 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当主为饼祝谢时，祂的感觉是何等神圣，面对这饥饿的众，面对神的家更大的需要，惟一的真粮就
是祂自己。主必须在十架上身体被擘开，才能流出无穷的生命，供应无限的需要。)

﹙四﹚丰满的十二篮零碎
1. 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
2.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
－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十二」代表完满，祂的供应完满无缺)
3.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二、平安生命胜过风浪

(6:15-21)

﹙一﹚翻腾的世界与惧怕的门徒
1.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2. 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迦百农去
－ 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3. 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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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近了船、他们就害怕
(主耶稣虽然独自退到山上，作永远的代祷者，但祂并没有忘记在黑夜的海中艰难摇橹的门徒，走在海
面上前来帮助他们。这一位为教会祷告、看顾教会的主，是走在风浪之上的主。)

﹙二﹚是主‧不要怕
1. 耶稣对他们说、是我(直译「我是」－神的名字)．不要怕
2. 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主无论是从卑微中而来，无论是在祂大能中而来，祂对我们永远是恩典。只要有主在船上，一切的风
浪就都要过去，也要立时到达目的地。)

三、主是生命的粮

(6:22-40)

﹙一﹚必坏食物的追求者 － 只为吃饼得饱
1. 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
－ 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
－ 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
2. 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迦百农去找耶稣
－ 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
3.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 乃是因吃饼得饱(单为着肉身的享受和个人的利益而追求主)
4.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是真实且无可变更的)
(我们一生努力追求的目标，不该是一切属地、短暂、必要废坏的事物，乃是那一位永远长存的基督。)

﹙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作神的工
1. 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甚么、纔算作神的工呢
2. 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作神的工
(信神就是作神的工；因为作工的是神不是人，信神就是接受神的工作。父神已差遣祂的爱子来到地上，
爱子就是神的工，在爱子之外没有神的工。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信主耶稣。在信的里面，没有人的功劳，
没有人的本领。不是人能作甚么，乃是神作成了，人接受一下就是了。)

﹙三﹚从旷野的吗哪引到天上来的真粮
1. 他们又说、你行甚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作甚么事呢
(他们先要看见，然后才相信。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但这不是神的次序。神对罪人说：
「你若相信，就
能看见。」信心永远是要在前头的。)

2.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如经上写着说、
『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
3.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 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天上来的真粮」就是基督自己)
－ 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吗哪」乃是基督作人灵粮的豫表。那四十年按时而降的神迹今日要应验在这一位卑微耶稣身上。)

﹙四﹚天上降下的真粮和永活的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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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们说、主阿、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2.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赐生命粮的是我，生命的粮也是我；赐恩者和恩赐是一个)
(这是在《约翰福音》中，主耶稣用「我就是」这片语来描述自己的第一次(参 48 节；八 12；九 5；十
7，9，11，14；十一 25；十四 6；十五 1，5)；这片语表明祂就是「我是那我是」(出三 14)的神。)

﹙五﹚得着天粮的途径－到主这里来信祂
1.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
(到主这里来的途径和秘诀就是信，是一个从主而赐的「信」，信到耶稣的「信」
，信入耶稣的「信」。)
2.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是父的意思)

－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太 26:39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3.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 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父的旨意乃是叫我们：(1)看见基督─「见子」；(2)联于基督─「信」；(3)得享祂丰满的生命─「得永
生」；(4)进入最终的荣耀─「在末日...复活」，永远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复活生命。)

问题讨论：
一、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用意何在？
二、你经历过将自己微小所有交主手中被擘开成祝福吗？
三、耶稣在水面行走的神迹给门徒什么功课？
四、请分享基督是生命的粮有哪些属性？(丰富性, 永存性, 属天性 . . . )
五、请分享得着天粮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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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六章﹙二﹚
内容纲要：

吃主喝主与主联合

一、道成肉身的荣美生命是生命的粮 (6:41-51)
﹙一﹚犹太人对主身分的困惑 - 肉身的遮蔽
1.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
－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么．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么
2. 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二﹚到主这里来的途径 － 父的吸引、蒙神教训、人的相信
1.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
2.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 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3.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
『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
』
－ 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
赛 54:13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

(父的吸引，是吸引人亲近基督；神的教训，也是教训人归向基督。都使人到主这里来。)
4.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惟独从神来的(指主耶稣)、他看见过父

5.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因信到主这里来得永生)

﹙三﹚主所赐的粮是祂的肉
1. 我就是生命的粮(指这粮的本质就是生命)
(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像天然生命一样，需要粮食来喂养，它才能存活，才能长大。我们的属灵粮食究
竟是甚么呢？乃是在于一个活的人，一个永活的人，就是从天降下，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2.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还是死了(指肉身的死)

－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指灵性的不死)
3.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活的粮,是描述这粮的情况是活的)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活着不仅是活，并且能工作，能发挥「生命」的功用)
4.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逾越节，神的蒙赎子民必定要吃羔羊的肉。耶稣基督的肉，特别说到神的儿子道
成肉身后，所有的荣美生命。)

二、吃主的肉与喝主的血 － 与主联合

(6:52-59)

﹙一﹚吃主肉喝主血的人就有永生
1.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2.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 你们若不吃(进食)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3. 吃(细嚼)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将这节与第 47 节「信我的人就有永生」相比，「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意思很明显就是相信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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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乃实在的接受祂的「肉」代表祂整个人性，祂的「血」代表祂的生命，进入我们内心里。)

﹙二﹚吃主肉喝主血的人住在主里面
1.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2.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住是一个最主观、最实际的联合)

﹙三﹚吃主的人要因主活着
1. 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
－ 照样、吃我肉(吃主 eats Me)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2.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 吗哪、还是死了
3. 这些话是耶稣在迦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吃我肉－联合于道成肉身的荣美生命；喝我血－联合于祂超凡圣洁的魂；吃我－好像当日吃逾越羔羊
一样吃整个的羔羊，因与祂交通而到完全与祂联合，活出祂荣美的生命。)

三、祢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6:60-71)
﹙一﹚人子经十架、复活与升天成为赐生命的灵
1.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讨厌﹚、谁能听呢
2.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跌倒﹞么
－ 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
（主经过十架的死、 复活与升天成为可吃可喝的粮，成为我们可以得着的生命。）
3.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主复活后乃是赐生命之灵)、肉体是无益的

－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rhema 应时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主耶稣现今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而这个赐生命的灵又在祂应时的话里成为具体且实在。圣经的
话是灵，人重生时所得的生命也是灵，是灵的人，去读是灵的话，圣经在他身上才开始发亮。）

﹙二﹚因不信而退去的门徒 － 惟有信的人蒙父的恩赐
1.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
2. 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弗 2: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

3.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三﹚因主永远生命的话而归从的门徒
1.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么
2. 西门彼得回答说、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永远生命的话 rhema)、我们还归从谁呢
3.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先相信再知道)
(若不相信，这样的生命之道，无人能明白，也无人能进入。要跟从主必须先要知道主是谁，也要知道
跟从主的目的，不是为求属地的好处，而是要找到生命的道路，要跟随赐人永生的主。)

﹙四﹚卖主的犹大
1. 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么、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2. 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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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 后来要卖耶稣的
(彼得代表十二门徒说他们已经信了，主耶稣知道加略人犹大从未接受祂为救主，并将会卖祂。)

问题讨论：
一、我们惟有到主这里才能得着天粮，请分享当如何到主这里呢？
二、主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这粮和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何关系？
三、请分享吃主肉喝主血的意义为何？
四、请分享你吃主肉喝主血的经历？
五、为何有些门徒不满耶稣的要求而退去（v.66）？如何才不致中途「退去」？
六、主耶稣既然知道犹大将会出卖祂，为甚么还拣选犹大作门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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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七章
内容纲要：

住棚节的应验与圣灵新的日子

一、基督是住棚节的应验 (7:1-9)
﹙一﹚住棚节的意义(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1. 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人间
2. 国度来到神与神的儿女永远联合
利 23:34
利 23:39
利 23:42
利 23:43
启 21:3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
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
也为圣安息。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
的 神。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 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
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 神．

﹙二﹚显扬名声与不信
1. 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 当时犹太人的住棚节近了(记念祖先曾住在帐棚里，并感谢神厚赐一年丰收)
2.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罢、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3. 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在主耶稣肉身弟兄的心目中，由属世的眼光看，犹太的耶路撒冷才是弥赛亚公开彰显自己的地方。)

4.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三﹚基督的时候－ 不受外在的管制，乃是等侯里面父的印证
1.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适当的时机）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神的儿子每时每事都顺服父神的旨意，接受圣灵的引导，主的兄弟都凭自己的爱好定规一切。)

2. 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作的事是恶的
3. 你们上去过节罢．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4. 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
－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
(主不是照祂弟兄所提议的为显扬名声而去，乃是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去的。)

二、基督是律法书的应验 (7:10-24)
﹙一﹚没有学过怎么明白－ 基督是众先知的源头
1. 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那里
2. 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
－ 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
3. 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
4. 犹太人就希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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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志遵着父的旨意行－认识神的教训
1.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2.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一个绝对跟随主的人，一个绝对遵行神旨意的人，他能明白圣经远超过一个熟读圣经却不顺服的人。
和受恩教士说：明白神旨意的秘诀，百分之九十五乃在「顺服」，剩下的百分之五才是「明白」。)

3. 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
－ 惟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主的特性：(1)不求自己的荣耀；(2)只求父的荣耀；(3)祂的所是所作都是真的；(4)祂里面毫无不义。)

﹙三﹚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要认识律法的精意
1. 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么．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甚么想要杀我呢
2. 众人(指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群众)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
3. 耶稣说、我作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希奇
4. 摩西传割礼给你们、
（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亚伯拉罕起的。
）
－ 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摩西律法规定所有男婴必须于出生的第八天行割礼）
5. 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
－ 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么
6. 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犹太教的领袖按照律法的字句断定主不该在安息日医治人，他们这样的判断就是按外貌断定是非。)

三、基督生命的源头 － 差祂来的父 (7:25-36)
﹙一﹚犹太人对基督来的困惑
1. 耶路撒冷人(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本地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么
2. 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甚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么
3. 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那里来(犹太人虽然知道主肉身的出处，却不晓得祂属天的来源)
－ 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那里来

﹙二﹚基督是从父来的，也是父差来的
1. 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那里来
2. 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 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
3. 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
4. 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三﹚基督还有不多时候就要回到父那里
1. 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
－ 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 所行的更多么
2. 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
3. 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
－ 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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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55:6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4. 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那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
－ 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么
5. 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 这话是甚么意思呢(他们听不懂主耶稣话中的意思，乃指着祂在死后将复活升天)

四、基督得着荣耀和圣灵新的日子 (7:37-39)
﹙一﹚主向干渴人的呼召
1.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第八日﹚、耶稣站着高声说、
－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启 21:6 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渴是肉体情欲的渴，第七章的渴是对神圣事物的渴，特别在这一个虚空的住棚节。)

2.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赛 55:1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
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信」是得着一切属灵生命的独一途径，这是一个活的信。信这位永活人子，父就要使荣耀圣灵充满
我们全人，而又从我们使圣灵江河从我们身上流出来使别人蒙恩。)

﹙二﹚圣灵 － 得荣耀之耶稣的灵
1.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这节圣经明白预言，在主复活日后门徒要受圣灵，因为主就在那日（复活日）赐下圣灵。)
2.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那时圣灵还没有)．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圣灵还没有”这说法，使人觉得奇特，所以译经者就加上“赐下来”几个字。但我们若照其本文接
受，这说法就要引导我们正确的领会耶稣没有得着荣耀，圣灵就没有来，那真实的意义。
在全本旧约圣经里，总是称作“神的灵”，或“耶和华的灵”；还没有用“圣灵”这名称，作祂自
己本身的名称。当祂在五旬节被浇灌下来，祂是来作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作那成为肉身，被钉十字
架，且被高举之基督的灵，不是将神原样的生命，乃是将那在基督耶稣的身位里，和人的性情组织在一
起的生命，带来并交通给我们。乃是特别在这个职分上，祂用“圣灵”这名称，因为神来我们里面作内
住者，乃是圣的。就是这位住在那在肉身里的耶稣里面，也能住在我们这在肉身里的人里面的圣灵，主
当日说到祂的时候，那是清清楚楚、确确实实，祂还“没有”。那得着荣耀的耶稣—那成为神子的人子
—的灵，在耶稣没有得着荣耀的时候，是不能有的。
但是现在，赞美神！耶稣已经得着荣耀；现在有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那”信我的人，从祂腹
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的应许，现在能得着成全了。当耶稣得着荣耀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件大事，现
在是一个永远的事实。当基督带着我们人的性情，在我们的肉身里，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就有彼得所说，
“祂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的事发生了。祂在我们的地位上，且代替我们，
以人和人元首的身分，得以进入神性的丰满荣耀里，祂的人性就成了神圣之灵的接受器皿和分布者。圣
灵也就能降下来，作神而人的灵－－确是神的灵，而又真是人的灵。祂能降下来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里
面，作那得在荣耀之耶稣的灵，就是耶稣本身之生命并祂同在的灵，同时又是信徒本身之生命的灵。因
着神与人那完全的联合，在耶稣身上得以实现，且当祂在宝座上坐下的时候，得以完成，祂怎样就进入
一个新的生存时期，—那荣耀是人从前所不知道的；照样，现在关于圣灵的生命和工作也有一个新的时
代开始了。祂现在能来见识神性与人性那完全的联合，并借着作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分于那个联合。
现在有了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耶稣已将祂浇灌下来；我们已接受祂像祝福的江河流入我们里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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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流过，并从我们流出。-摘自基督的灵)

五、基督生命显出引进的分争 (7:40-52)
﹙一﹚主是那先知、基督、大卫的后裔
1. 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
2. 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么
3. 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赛十一 1)、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么(弥五 2)
4. 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分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
太 1:6

耶西生大王。大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太 1:16
太 2:1

雅各生约瑟、就是马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马利亚生的。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二﹚从来没有像祂这样说话的
1. 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甚么没有带他来呢
2. 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路 24:19

耶稣说、甚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神和众百姓面前、

3. 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么
－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

﹙三﹚尼哥底母与不行律法的法利赛人
1. 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
－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作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么
2. 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么(加利利人为犹太地居民所轻视)
－ 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旧约的先知约拿乃出自加利利)
问题讨论：
一、请分享住棚节的由来与意义为何？
二、主为何向祂弟兄说"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等弟兄去后"祂也上去过节"？
三、"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会有怎样的结果？
四、主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是甚么意思？
五、人如何才能消解干渴、流出活水？
六、为何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时"圣灵还没有(直译)"？
七、请试述旧约“神的灵”和新约“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有何不同？
八、为何众人因着耶稣起了分争？他们对主有何错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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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八章
内容纲要：

「我是」使人自由的生命之光

一、律法与罪的捆绑和恩典与生命的释放(8:1-11)
﹙一﹚救主佳美的脚踪
1. 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因住棚节已过)．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2. 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二﹚律法的捆绑和罪的捆绑
1.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
2.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利 20:10)．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3.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不是违背摩西律法就是违背罗马律法）
4. 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神曾用指头在石版上划字写下祂的心意-十诫）

﹙三﹚谁是没有罪的 – 基督荣耀之光的照射
1. 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2.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3. 他们听见这话、
〈良心受了责备〉
、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4. 只剩下耶稣一人(只有主耶稣是不犯罪，也是不能犯罪的)、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良心是一个知罪的功能，耶稣基督荣耀的光随着祂的话出来了，这一个光使人昏暗的良心苏醒了。)

﹙四﹚不被定罪也不再犯罪 – 恩典与生命的释放
1.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那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么
2. 他说、主阿、没有(这是一个柔软的灵，是一个受了责打的灵，承认耶稣是主，就得救了)
3.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的罪,所以不定人的罪)
－去罢．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主绝不纵容罪, 并要把不犯罪的生命赐下)
罗 6:1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么。2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二、生命之光的见证 (8:12-20)
﹙一﹚耶稣是世界的光 – 赐生命之光者
1.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
(「神就是光」
，这是非受造的光、圣洁的光、荣耀的光、是毁灭一切的光。
「耶稣基督之光」是一样神
圣的光，却经过祂超凡美丽的魂照耀的光。这光发自生命，这光又产生生命。)

2.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主是生命的粮，主也是生命的光。粮食是为着饱足，光是为着看见；饱足就有力量，看见就能行走。)

﹙二﹚父与子的见证
1. 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作见证．你的见证不真(拉比们对有关证据的补充规定)
2. 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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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迦谷基督徒聚會 讀經講義

－因我知道我从那里来、往那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那里来、往那里去
3. 你们是以外貌〔原文作凭肉身〕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
4. 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
－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
5. 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申十七 6；十九 15)
6. 我是为自己作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作见证
(主说祂的见证是真的，因为有父与祂同在，与祂同作见证。父和祂一起作见证，这就合乎律法。)

﹙三﹚认识子也就认识父
1. 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那里
2.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
－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人只要认识子，就认识父；不认识子，就不认识父)
约 14:9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3. 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银库)、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时候就是祂要在加略山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三、
「我是」的神与「我是」被举起(8:21-30)
﹙一﹚基督的源头 – 从上头来不属这世界的
1.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
－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主不单去受死与埋葬，更要复活与升天)
2. 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么
3.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
－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主再说祂与他们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
(主在这里所用的「从」字和「属」字，原文都是同一个字 ek 意为「出自」，指出根源的不同。)

﹙二﹚基督是「我是」的神
1.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出 3:14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我就是那位我是)。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原文并无「基督」两字，信「我是」意思是信「我就是那位我是」的神。)

2. 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
3. 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
－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
4. 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

﹙三﹚认识「我是」的神 – 人子被举起后
1.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原文作：「必知道我是」）
2.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作他所喜悦的事
3.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才开始信)
(世人要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才能知道祂与天父的真正关系，包括下列三件事：(1)耶稣是「我
是」的神；(2)祂没有凭着自己行事；(3)祂的话都是神所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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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父的儿子基督 – 叫人自由的真理(8:31-36)
﹙一﹚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1.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住在我的话里)、就真是我的门徒
2.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得自由也就是从下列的捆绑之下得着释放：(1)使人免于受律法的辖制(3~11 节)；(2)使人免于受罪恶
的辖制(34~36 节)；(3)使人免于受魔鬼的辖制(44 节)；(4)使人免于死在罪中的定命(21，24 节)。)

﹙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1.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
－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他们并未领悟，主耶稣所讲的自由，乃是里面的自由)
2.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3.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只有儿子才有此权利)
4.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正属灵的自由系借着神的儿子而获得)
(真理叫你们自由，父的儿子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就是「天父儿子」，真理乃是基督自己。)

五、 两种生命的源头 (8:37-44)
﹙一﹚亚伯拉罕的子孙(肉身关系)却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属灵关系)
– 心里容不下主的道、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1.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话 logos)
2.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3. 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他们是亚伯拉罕肉身子孙,却不是属灵子孙)
4. 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5.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
－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6. 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二﹚神是耶稣的父，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
1. 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
－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
2. 你们为甚么不明白我的话(talk)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logos)
3.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
4.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魔鬼自己是谎言之父，它是罪的源头。犹太人的行为正表明他们源出魔鬼，不是出于神。)

六、 主启示祂自己是谁 (8:45-59)
﹙一﹚耶稣是无罪的那一位
1.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2.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甚么不信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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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于神的、必听(听见)神的话．你们不听(听不见)、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4.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么(轻蔑的辱语)
5. 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

﹙二﹚是赐生命叫人永不见死的那一位
1.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2.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话 logos)、就永远不见死(灵性的死)
(相信而遵行主的话，必得着属灵的生命。「永远不见死」意即永远不受死的捆绑与威胁。)
约 11:26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這話麼。

﹙三﹚是在亚伯拉罕以前就是我是的那一位
1. 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
－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
2.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么。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甚么人呢（主已指明祂是神，祂也是永远生命）
3. 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甚么
－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
4. 你们未曾认识他(知道-客观的认识)．我却认识他(看清-主观的认识)
－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
5.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也看见基督)
－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主的面貌比别人憔悴)、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6.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是」I AM)
7.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主。这里的「我是」，与出埃及记第三章的
「我是」是一样的意思。犹太人懂得这个「我是」，乃是神的名字，所以他们就拿石头要打祂。)
出 3:14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WHO I AM)．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问题讨论：
一、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主如何能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请分享耶稣宽恕淫妇之举
如何充分彰显了祂的慈爱和公义？这妇人如何可能「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二、
「神就是光」和「主是世界的光」有何不同？我们如何能的着「生命的光」？
三、请分享真理如何叫我们得以自由？
四、犹太人反对并弃绝主的原因有哪些？他们的源头是由哪来的？
五、主如何启示祂自己是谁？主为自己作哪些的见证？
六、请试列举本章中主表明祂是「我是」的神。
(今天我们在神前所要看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们的经历中没有事和物，在我们的经历中只有基督。不是
祂赐给我们光，乃是祂作我们的光；不是祂带领我们走一条路，乃是祂就是我们的路；不是祂赐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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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乃是祂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祂教训我们明白这一个真理，乃是祂就是真理。弟兄们，你们看见
这里面的不同么？凡祂所赐给的，都是祂自己。 - 倪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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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九章
内容纲要：

神的儿子属灵的光照

一、主是世上的光 - 开生来瞎眼者的盲目(9:1-7)
﹙一﹚生来瞎眼为显出神的作为来 – 除去人类瞎眼的事实
1.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这人里面与外面都是黑暗的)
2.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3.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神的工作为要表明主乃是神所差来「世上的光」)

﹙二﹚神的工作是带人进入属灵的光照和认识
1.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
2. 我在世上的时候(特别指着主在事奉传道的日子说的)、是世上的光
(约翰福音第八章是说到主是光，照亮我们的黑暗天性，使我们真认识我们自己。第九章是说到主是光，
开启我们的盲目，使我们看见荣耀的耶稣基督。白日指恩典时代，开眼乃弥赛亚的职事。)
林后 4:6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 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 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
基督的面上。

﹙三﹚与主活的接触和信而顺服叫人看见
1.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唾沫和泥表征神里面的生命接触到土，用道成肉身的独特生命，抹瞎子的眼睛。这里的唾液和泥，表
征借着神性里生命的光与人性调和的涂抹，就使瞎眼者得医治。)

2. 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
（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
）
－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瞎子能够看见，有两个特点：(1)他相信主的话；(2)他顺服主的话)

二、 眼得开者的改变与见证 (9:8-44)
﹙一﹚眼得开者生命改变的见证
1. 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么
2. 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
3. 他自己说、是我（眼得开者第一次的见证）

﹙二﹚向邻舍作见证 –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1. 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2.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3. 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眼得开者第二次的见证）
4. 他们说、那个人在那里．他说、我不知道

﹙三﹚向法利赛人作见证 – 主是个先知
1.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2. 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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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眼得开者第三次的见证）
4. 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分争
(第一批法利赛人从「祂不守安息日」的观点来看，因此排除祂乃从神而来的可能性；第二批法利赛人
从祂会行「神迹」的观点来看，因此排除了祂是罪人的可能性。观点不同，就造成了对立的局面。)

5. 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他说、是个先知（眼得开者第四次的见证）

三、属灵看见的代价 – 被赶出会堂 (9:18-34)
﹙一﹚眼得开者父母见证他生来就瞎眼
1.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么．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
2. 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
3. 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
－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罢．他自己必能说
4. 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
－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
5. 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罢

﹙二﹚眼得开者见证从前瞎眼今看见
1.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神不听罪人的祷告, 义人的祷告必蒙垂听, 瞎子看见证明主是义人)
2. 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最有力活的见证)
－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眼得开者第五次的见证）

﹙三﹚眼得开者见证耶稣是从神来的
1. 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作甚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
2. 他回答说、我方纔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甚么又要听呢
－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么
3. 他们就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那里来
4. 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那里来、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纔听他
詩 66:18

我若心裏注重罪孽、主必不聽。

5. 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甚么也不能作（眼得开者第六次的见证）

﹙四﹚眼得开的结果 – 被属灵瞎子赶出去
1. 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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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赶出去不单只是被赶出殿外，且有另一含义，就是被逐出犹太教)
(会堂是犹太人中最高的权威，一个人被赶出会堂，他在犹太人的社会中是无法立足，无法生存的。所
有的人都离开他，没有人敢卖东西给他，他也无法娶犹太女子为妻，连父母都不敢认他的儿子。)四、

属灵的开眼 – 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 (9:35-41)
﹙一﹚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1.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么(信心的对象是神的儿子)
約 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名得生命。

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了他、就可以因他的

2. 他回答说、主阿、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信入，交托)他呢
3.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4. 他说、主阿、我信．就拜耶稣(主两次开了瞎子的眼, 一次是外面的, 一次是里面的)
(当主说﹕「你信神的儿子么。」这一句话时，主已经一下作了最宝贵的工作，把自己这一个兆头投射在
他里面，忽然之间荣光充满了全心，荣耀充满了眼睛，他已经进入属天属灵的境界了。)

﹙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1.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约 3: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审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基督降世的目的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拯救，但主审判的光来到就必显明人的光景。瞎子接受了主审
判的光，就看见了；法利赛人拒绝主审判的光，他们属灵的眼睛就瞎到底，无法被开启了。)

2.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么
(那些大祭司和法利赛人，他们熟读圣经，以此得人尊敬，他们却是全世界最严重的瞎子。)

3.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你们若瞎了眼」即承认自己缺乏属灵的眼光，活在黑暗中，因此需要救主，那就有蒙赦罪的可能。
「我们能看见」意即不肯承认自己是活在黑暗中，因此不肯接受救主，他们的罪必不得赦免。)

问题讨论：
一、本章瞎子的眼睛是如何能开的？本章说到主是光和第八章说到主是光有何不同？
二、犹太人否认瞎子得医治是神的作为，耶稣对此有何评语？
三、请分享瞎眼得开者六次的见证？他得到如何的结果？
四、为何主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五、请试述本章眼瞎者对主耶稣认识的进阶。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11 节);祂是个先知(17 节);这人是从神来的(33 节);信祂是神的儿子(35~3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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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十章

主是好牧人

内容纲要：

一、真牧人使羊得丰盛的生命(10:1-10)
﹙一﹚真牧人从门进羊圈
1.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指法利赛人和犹太教的领袖们)
2. 从门进去的、纔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中东地方的「羊圈」，是一个四周用石墙、栏干或篱笆围起来的空地；仅有一道门可供人与羊进出。牧
人将羊群晚上带到那里交给「看门的」看守。次日，牧人回到羊圈，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二﹚真牧人与羊的关系
1. 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牧人给每一只羊不同的名字，每天进出羊圈就按名字叫唤，羊也认得自己的名是甚么。)

2.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领羊入圈，牧人是最后一个进圈。现在领出羊来，
「祂就在前头走」，因为圈外有各样的危险，也容易
迷失道路，所以牧人在前头行，并且一路呼唤我们，牵引我们，因为我们认识祂的声音。)

3.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提後 2:19 然而

神堅固的根基立住了．上面有這印記說、主認識誰是他的人．

﹙三﹚真牧人是羊的门 - 使羊得更丰盛的生命
1.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甚么意思
(主耶稣这些话，是根据前章医瞎眼的人作背景，用好牧人的比喻说明祂的托付和使命。)

2.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3. 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
4.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主耶稣就是那门，祂是一切属神事物的惟一途径。这门具有如下的功用：(1)辨别真假牧人：经过祂进
去的，才是牧人，否则就是盗贼；(2)保护与维生：经过祂进去的，才会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5.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西 2:9
西 2:10

因為 神本性一切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你們在他裏面也得了豐盛。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二、 好牧人为羊舍命(10:11-18)
﹙一﹚好牧人与雇工
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魂作为赎价）
2.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
3.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雇工所顾念的是他自己，并不是羊）
(凡是遇难思迁，逃避十字架─「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的，就不过是雇工；牧人则甘心面对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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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而不逃避。我们事奉神，看顾弟兄姊妹，是「牧人」呢？还是「雇工」？分别点就是在此。)

﹙二﹚好牧人与羊彼此认识
1.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2.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舍魂）
(因有一个共同生命相连系，牧人和羊生命连系的反应就像父神和子神同一神圣生命反应一样。)

﹙三﹚无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因主舍魂而成一群
1. 我另外有羊(指外邦信徒)、不是这圈里的(指不在犹太教范围之内的)．我必须领他们来、
2.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这是外邦信主的：「合成一群」─犹太外邦，合成教会。)
弗 2:13
你们从前远离 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弗 2:14
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兩下合而為一、拆毀了中間隔斷的牆．

﹙四﹚好牧人自己舍魂也取回魂
1.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指主的复活)
2.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主耶稣作牧人，共有三个阶段：(1)道成肉身，为羊舍命─好牧人(本章与诗 22 篇)；(2)从死复活，看
顾羊群─大牧人(来十三 20 与诗 23 篇)；(3)还要再来，赏罚众牧─牧长(彼前五 4 与诗 24 篇)。)

三、信耶稣是基督 – 成为主的羊 (10:19-30)
﹙一﹚犹太人为主的话起了分争
1. 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分争
2. 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甚么听他呢
3. 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

﹙二﹚犹太人不信因不是主的羊
1.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Hanukkah)．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在主前 168 年，叙利亚王占据耶路撒冷，在圣殿内筑造拜偶像的祭坛，以猪只为祭物，污损了圣殿。
主前 165 年，犹大马加比率军以寡击众，打败了叙利亚王，洁净并修复祭坛与圣殿，重新献给神。)

2. 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
－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
3. 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主所作的事只有神能作)
4. 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三﹚好牧人与祂的羊
1.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2.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3. 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二十八节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手，二十九节是给我们看见父的手；二十八节是说到牧人的手，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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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手保护的手。二十九节说，父的手比万有都大，是最有能力的。你该想一只是父的手，一只是牧人的
手，有这两只手把我们抱住，我们必定是稳固的。)
4. 我与父原为一（神是看不见的父，主就是那看得见的子，而子与父是合在一起的。）
(犹太人一直在等候弥赛亚来打倒罗马政权，使他们恢复原来的权利与地位。主的回答远超过他们所想
的。它远超过并涵盖了弥赛亚职分的思想，而声明祂在本质上与神是一致的，
「我与父原为一。」)

四、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 得着神儿子的生命 (10:31-42)
﹙一﹚犹太人因主神格的逼迫
1.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
2. 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那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3.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
－是为你说僭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二﹚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1. 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么
诗 82:6

我曾说、你们是神(伊罗欣 Elohim)、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2. 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
(信主的人得着了「神的生命」，是「神的儿女」(约一 12；罗八 16)，有分于「神的性情」(彼后一 4)。)

3. 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
－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僭妄的话么

﹙三﹚信主所行的事便知道又明白 - 父在主里面、主也在父里面
1.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
2. 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主所行的事，除神之外无人能行)
－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耶稣所说的能经所做的验证。耶稣邀请犹太人根据祂所行的，而非凭祂所说的，来评论祂。)
3. 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祂却从他们的手走出去了）

﹙四﹚施洗约翰指着主说的话都是真的
1. 耶稣又往约但河外去（伯大尼）、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
2.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
－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
3. 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群众开始明白施洗约翰所作的见证都是真的，因此许多人信耶稣)
(这是一个感人的情景，虽然主耶稣遭以色列民弃绝，但在这里却找到一些谦逊的、接待祂的心灵。)

问题讨论：
一、请分享真牧人有哪些特点？好牧人的记号是什么？
二、如何分辨出盗贼和雇工？
三、请分享主耶稣作牧人，共有哪三个阶段？
四、请分享你(羊)和好牧人(主耶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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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请由本章试列举主耶稣与父神的关系。

41
聖迦谷基督徒聚會 讀經講義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内容纲要：

主是复活,主是生命

一、拉撒路患病的结局不是死乃是神的荣耀(11:1-16)
﹙一﹚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
1.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马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
－这马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约 12)．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
(「耶路撒冷」预表基督教，而「伯大尼─无花果之家」说到教会的实际，三人各表征教会具有的特点：
(1)主复活生命的显彰─拉撒路；(2)爱的奉献─马利亚；(3)事奉的实际─马大。)
2. 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阿、你所爱(Phileo 友爱)的人病了

3.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死亡并不是这病的最终结局，乃要藉此事叫人看见神的荣耀，只有复活生命才是神的荣耀。)

﹙二﹚主因爱而仍住两天再往犹太去
1. 耶稣素来爱(Agapao 神圣的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
2. ﹝因此当﹞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等拉撒路死了才去)
3. 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罢

﹙三﹚行在光中不惧犹太人
1. 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约 10:31)、你还往那里去么
2. 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么。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在父神所定规的时日未结束以前，主乃是这世上的光)
3. 若在黑夜走路(失去主同在就没有引导的光)、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四﹚拉撒路的死是睡了
1. 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叫他从死里复活)
林前 15:51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不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2. 门徒说、主阿、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
3. 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五﹚主没在伯大尼为叫门徒相信
1.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
(主耶稣不及时去医治拉撒路的病，是为显明祂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使祂的门徒们相信祂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不是为拉撒路的死而欢喜，主耶稣说祂不在伯大尼就欢喜，是为他们的缘故。)
2.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罢(门徒不明白为何拉撒路死了主才要去)

3. 多马、又称为低土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罢(人已经死了何必去呢?)

二、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启示(11:17-32)
﹙一﹚必不死与必然复活
1.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大概在报信的人离开伯大尼后不久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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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约二英哩路)
2.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马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
3.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马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4. 马大对耶稣说、主阿、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她只以为耶稣的人在此、才能医治他)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甚么、神也必赐给你(马大仍不知道主耶稣的神性)
5.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主将叫他立刻复活过来，是现时的复活)

﹙二﹚末日复活与我是复活
1. 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所认识的复活，是基督再来之日的复活)
2.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是复活－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么(我是生命－直活到永永远远)
启 1:18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3. 马大说、主阿、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主所讲的「我是复活」，是一个有位格的复活。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祂整个人就是复活。主不是
说祂能保守人的生命，乃是说祂自己是生命；不是说祂能叫死人复活，乃是说祂自己是复活。)

﹙三﹚马利亚也埋怨主来迟了
1. 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马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
－马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
2. 那些同马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
－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
3.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
－主阿、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马利亚也埋怨主来得太迟了，一切都结束了)

三、最大的兆头 – 拉撒路复活 (11:33-44)
﹙一﹚耶稣哭了
1. 耶稣看见他哭(哀泣)、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哀泣)、
－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主为整个人类因罪而带来死亡的结果悲愤与忧愁)
2. 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
3. 耶稣哭了(世人是为人肉身的死而哭，主是与人同悲，也是为人信不来而流泪)
4. 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么

﹙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1.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
2. 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
3. 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阿、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4.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么(先相信然后才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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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耶稣是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
1.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人必须以信心的行动，表达对主的顺服)
2. 耶稣举目望天说、父阿、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3.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主运用祂神性的大能「呼喊那不存在者存在」)
4. 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脱离一切的捆绑，在复活大能中往前行)
羅 4:17

亞伯拉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復活使無變為有的

神、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

四、因兆头产生的结果 – 宗教共谋要杀耶稣(11:45-57)
﹙一﹚犹太人多有信祂的
1. 那些来看马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作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2. 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作的事告诉他们

﹙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惧怕
1.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
2. 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怕百姓见神迹而信奉主为弥赛亚，以致起来反抗罗马帝国)
－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若有反抗，罗马人必采取镇压手段)

﹙三﹚大祭司豫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
1. 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作大祭司(主后 18-36 年)、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甚么
－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
(意即与其让百姓遭殃，不如叫一个人去死；他乃是在此提议要把主耶稣交付罗马政府当局，使祂替百
姓被处死。然而主被钉十架替死后，在主后七十年，罗马军兵仍旧毁了耶路撒冷城。)

2. 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所以豫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
－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
3. 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因道成肉身的人子显出祂是神的儿子的绝对凭据)

﹙四﹚寻找耶稣好去拿祂
1. 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
－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
2.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
－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么
3. 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要报明、好去拿他
(这些都是犹太人最虚伪的宗教传统，洁净自己外面，而里面都掌握在仇敌的权中，计谋要杀耶稣。)

问题讨论：
一、为何主听见拉撒路病了，却仍住了两天？主为何说祂不在伯大尼就欢喜？
二、如何才能经历主是复活与生命？(借着信、承认死 . . . )
三、请分享拉撒路复活哪些点上主要人的配搭合作？(祷告、挪开、解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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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认为耶稣的「哭」（33）有什么含义？与当时犹太人的「哭」有什么分别？
五、请分享拉撒路的复活如何豫表信徒将来的复活？
六、试找出你认为本章中重要的经节，并把它背诵下来。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内容纲要：

十架与生命的释放

一、复活的伯大尼 - 神家复活的小影(12:1-11)
﹙一﹚生命的结果在伯大尼彰显
1.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现在伯大尼的生命是一个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现在伯大尼的见证是一个经过死而复活的见证。)
2. 有人(长大痲疯的西门)在那里给耶稣豫备筵席(太 26:6-13; 可 14:3-9)

3. 马大伺候(作事不再有怨言)、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复活的见证人)
4. 马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至诚所献给主的，总会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
(脚是主低微的部分，头发是女人的荣耀‧马利亚在主面前显出极低微的生命，特别在她得着启示，知
道主即将要受死和复活时，用膏抹主的脚，在此向主献上一切，将全人倾倒在主身上。)

﹙二﹚犹大看重三十两银子 – 结果以三十两银子卖主
1.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
－这香膏为甚么不卖三十两银子(约等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赒济穷人呢
2.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三﹚马利亚得着主死而复活的启示
1. 耶稣说、由他罢、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可 14:8 他所作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豫先浇在我身上。
(马利亚为表示她对耶稣的感激和挚爱，将她保存的香油倾倒在耶稣的头上（太、可）和脚上（约），
但这举动无形中好像为耶稣的殓葬作了预先安排。)

2.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膏主，是要及时而作的，等到主复活以后，就是想膏主也来不及了！现在就是我们爱主的时候。但愿
我们都能趁着今天，将自己完全献给主，爱主，事奉主，顺服主。)

﹙四﹚宗教人物连拉撒路也要杀
1.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
2. 但祭司长(多为撒都该人并不相信复活)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想湮灭复活的证据)
－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拉撒路没有说过一次话，没有讲过一篇道，他自己乃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叫多人相信。)

二、君王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12:12-19)
﹙一﹚和平的君王
45
聖迦谷基督徒聚會 讀經講義

1. 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
－喊着说、和散那(恳求祢拯救我们)、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詩 118:15 在義人的帳棚裏、有歡呼拯救的聲音‧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
詩 118:26 奉耶和華名來的、是應當稱頌的‧我們從耶和華的殿中、為你們祝福。

2. 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
－『锡安的民哪、
〔民原文作女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
』
亚 9:9

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
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3. 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纔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
－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这样行了(主得荣耀后圣灵降临，圣灵会叫人想起主的话)
(当主耶稣为人的最后一周，以君王的身分进耶路撒冷，接受十字架之死。祂并不是以威严显赫的样式
君临，而是骑着驴驹子，和和平平、温温柔柔地来到。当主第二次再来时，骑着白马......祂名称为万
王之王，万主之主。)

﹙二﹚复活的君王
1.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作见证
2. 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
3. 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群众是因神迹奇事的好奇心蜂拥迎接主；今日喊「和散那」的人们，几天后却喊「除掉祂」。)

三、人子得荣耀与父神得荣耀(12:20-29)
﹙一﹚外邦人要见耶稣
1.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希腊人,外邦人)
2. 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
3. 腓力去告诉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被排斥于犹太而被接纳于外邦，无论福音，无论救恩都将临到万邦。）

﹙二﹚道成肉身、魂得救与服事的原则
1.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主耶稣藉十字架的死而复活，以彰显祂荣耀的时候)
2.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道成肉身的原则)
(十架对主不是捆绑，乃是极大的释放；原本居住在祂里面丰盛的生命，藉死释放给所有信主的人。）

3.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魂)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魂得救的原则)
(主说到魂得救的原则，凡在今世追求安逸，让自己的魂满足的，必要在来世叫魂痛苦，失去魂的享受；
凡在今世恨恶自己魂的，就是站在十架这一面，必要在来世得着魂的满足，并且延续直到永生。)

4.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服事主的原则)
(甚么是服事主呢？服事主就是跟从主，凡不知道「跟随主」的服事都算不得服事主。现在主在那里呢？
主是在十架的道路上。我们要服事主，也必定要和主同在加略死地，这是释放生命惟一的道路和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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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我们这样服事主，是天父所要尊重的事奉。)

﹙三﹚主的顺服生命使父神得荣耀
1. 我现在心(魂)里忧愁、我说甚么纔好呢．父阿、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指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2. 父阿、愿你荣耀你的名(愿祢使祢的名在全地被人尊崇)
3.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父神已经借着耶稣在祂肉身的日子得着了荣耀。父神还要借着耶稣的钉死与复活，得着荣耀。)
4.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只闻其声，不明其意)

5. 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为了试验并坚固他们的信心)
(神在天上直接发声说话，那是一件太不寻常的事。四福音的几处神亲自说话都为着一件事，就是神儿
子耶稣基督表明祂要去舍身舍命的时候。就因着一件事，神儿子特别被称作「爱子」
。)

四、主钉十架要吸引万人归祂(12:30-36)
﹙一﹚世界要受审判，主要被举起来
1.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撒但)要被赶出去(十字架是神对这世界的审判)
2.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3. 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
－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他们不认识主死而复活,直活到永永远远)．这人子是谁呢
约 3:14
约 8:28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

﹙二﹚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成为光明之子 – 主就是这光
1. 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
2.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
(光和黑暗在这里都是有位格的。人类只有两种情形，住在光中或者住在黑暗里。主在地上时，祂是真
光，主从死里复活之后，主的真光从高处普照地上。我们跟从这光，而成为光的儿子，真光已在我们里
面，我们也能将光传给别人。)

五、主结束公开传道最后的呼召(12:37-50)
﹙一﹚犹太人见了神迹还是不信 – 主叫犹太人的心刚硬，使救恩临到万邦
1.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
2.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主阿、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赛五十三 1)
3. 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赛六 10)
賽 6:9

他說、你去告訴這百姓說、你們聽是要聽見、卻不明白‧看是要看見、卻不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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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6:10

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見、耳朵聽見、心裏明白、回轉
過來、便得醫治。

4. 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
(无论什么时代，当人顽梗地不断拒绝神的信息时，神的惩罚就是任凭他们 （罗 1:24, 26, 28）更加
心硬和眼瞎（太 13:11-15）
。这是主的行政的权柄，使犹太人的心刚硬，而使救恩临到万邦，到了最后
犹太人的蒙恩时期，还要临到(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另一面以赛亚所说的话，就是人蒙恩的经过。
「眼睛看见」才能「心里明白」
，才能「回转过来」
，才能「得主的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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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长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1. 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
－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
羅 10:10

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

2. 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三﹚向世人最后的呼召
1. 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相信基督就是相信父神)
2. 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
约 1:18
约 14:9

从来没有人看见 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人看見了我、就是看見了父
．你怎麼說、將父顯給我們看呢。

(在这里主说到祂和父的关系，说到三而一的神性的奥秘，祂与父是两位，但祂与父又绝对是一位。)

3.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4.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Rhema 应时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约 3:17

因为

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5.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Logos)、在末日要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惟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甚么、讲甚么
6.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主的话有双重功用：(1)对于领受主话的人，主的话要拯救他，赐他永生；(2)对于拒绝主话的人，主
的话要审判他。拒绝道（Logos）就是拒绝神的儿子，拒绝神的儿子就是拒绝神。)

问题讨论：
一、请分享伯大尼所代表神家的见证有哪些特点？(马大、拉撒路、马利亚)
二、马利亚膏主的意义为何？与主复活后想膏主的妇女们有何不同？
三、为何当时的百姓热烈迎接耶稣进入耶城，后来又反对祂呢？
四、耶稣刚声明自己得荣耀的时候已到（23）
，接着即说出麦子种在地里的比喻，这有什么属
灵的含义？此比喻的含义如何应用于信徒的生命中？
五、请试述新约中神在天上直接发声说话的场合与情形。
六、为何以赛亚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七、请由本章 47-50 节分享对主的话的认识？
1. 主的话是要听见的人遵守的(47 节)
2. 不领受主话的人，主所讲的话在末日要审判他(48 节)
3. 主没有凭着自己讲，是神给祂命令，叫祂说甚么，讲甚么(49 节)
4. 主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神对祂所说的(5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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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内容纲要：

彼此洗脚与彼此相爱

一、彼此洗脚(13:1-17)
﹙一﹚主为门徒洗脚的背景
1.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从第十三章开始，主再不向世人说话，一直到第十七章，祂站在神家的地位向神的家说话了。)
2.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时间上与程度上到最完全的地步)

3. 吃晚饭的时候(即吃最后逾越节筵席的时候)
－（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
）
4.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主以一个「人」的地位和身分成为万有的元首。祂知道祂是从神出来，把神性带给人，又要归到神那
里去，把祂所拣选的人带到荣耀里，叫他们与神合而为一。耶稣知道，所以替他们洗脚。)

﹙二﹚主耶稣给门徒洗脚
1.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仆人的服饰与举动)
(祂离席，放下了主人的地位；脱了衣服，脱弃了自己的身分；用手巾束腰，以谦卑约束了自己。)

2.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主耶稣的洗脚，不是因为门徒有罪，乃是因为祂爱属乎祂的人，并且这爱乃是结局的爱。主亲自来服
事门徒，留下了一个极美的服事人的榜样，叫门徒一思想到主，也同时想到他们必须要服事弟兄。)

﹙三﹚洗脚意义的启示
1. 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阿、你洗我的脚么
－耶稣回答说、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2. 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彼得觉得不配受，也不敢当)
－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洗脚使我们能持续有分于主的交通)
3. 西门彼得说、主阿、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只有一次我们洗澡，洗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罪；但是有多次我们洗脚，洗去我们在旷野路上所沾染的污
秽。洗澡只要一次就够了，洗脚却是每天要作的。洗脚就是我们因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根据主
耶稣的工作而有的洁净。一次的洗澡叫我们得着生命，多次的洗脚叫我们恢复生命的新鲜。)
4. 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犹大整个人都是污秽的，所以洗脚对他没有用)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四﹚门徒彼此洗脚的命令
1.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作的、你们明白么
2.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3.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
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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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本节的三个次序：(1)知道；(2)去行；(3)有福)

二、主的门徒与卖主的犹大(13:18-30)
﹙一﹚「我是」的主与受差者的「一」
1. 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卖主犹大并不在内)．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
－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詩 41:9

連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喫過我飯的、也用踢我。

2.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主耶稣就是旧约里我是的耶和华)
3.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洗脚」是在门徒里面的生命，「差遣」是门徒外出的生命，都系在父神、子神和我们的「一」上。)

﹙二﹚救主的忧愁
1.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2. 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
3. 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使徒约翰)、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
－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
4. 那门徒便就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阿、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当时在筵席上蘸饼给人乃是友好及尊敬的表示)
5. 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主待犹大如朋友和上宾)
－他吃了以后、撒但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作的快作罢
(先是撒但把卖主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如今是撒但自己进入了他的里面。主给犹大有悔改的机会，
所以祂也洗了他的脚。后来主又给他一次最后悔改的机会，他却硬了心，拒绝主爱的挽回。)

﹙三﹚犹大出去– 主预知被卖而不逃避
1. 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甚么对他说这话
2. 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
－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甚么赒济穷人
3. 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现在是黑暗掌权的时候了)

三、彼此相爱(13:31-38)
﹙一﹚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1. 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各各他的道路，十字架的争战，人子要彰显祂荣美的生命和极大的美德，神的自己也得以彰显。)

2. 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
(神自己因从耶稣得着荣耀，故此也让神子耶稣分享天父的荣耀。)
約 8:54
耶穌回答說、我若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算不得甚麼．榮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們所
說是你們的 神。

51
聖迦谷基督徒聚會 讀經講義

﹙二﹚还有不多时候主与门徒在肉身中同在
1. 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这一段时间，主要将祂心中一切秘密向门徒倾倒)
2. 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经十架苦难进到荣耀里)
－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

﹙三﹚彼此相爱的新命令 – 爱的见证
1.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agapao)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約一 4:10 不是我們愛 神、乃是 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了挽回祭、這就是愛了。
約一 4:11 親愛的弟兄阿、 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2.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一条新命令 ：(1)命令的由来─主所赐；(2)命令的源头─主的爱；(3)命令的性质─新的；(4)命令
的内容─彼此相爱；(5)命令的标准─主怎样爱我们；(6)命令的程度─你们也要怎样相爱；(7)命令的
功用─使众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四﹚制作彼得使他能去主先去的地方
1.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
「主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
(现在主正要独自走完最后路程，进入荣耀，以后祂必要领我们走完这条道路与祂同进荣耀。)
2. 彼得说、主阿、我为甚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

3. 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么．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今晚三更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太 26:34
路 22:32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35 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
死、也总不能不认你。眾門徒都是這樣說。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不至於失了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路 22:61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便想起主對他所說的話、今日雞叫以先、你要三次不認我。62
他就出去痛哭。
(犹大是不能再挽回，主也就随他走自己的路去。彼得却是可挽回的，所以主预先说了他会三次不认主，
但不阻止否认主的事发生，让彼得经历失败，在失败中认识了自己，也尝到主爱的赦免。有了这些体会，
追求在合一的见证中彼此相爱就具备了条件。)

问题讨论：
一、耶稣为门徒洗脚前有那三个知道？祂的动机与榜样为何？
二、请分享「洗脚」的意义为何？
三、请分享「彼此洗脚」的经历与学习？
四、犹大卖主与彼得否认主，为何他们的结局大不同？
五、请试述「彼此相爱」新命令的特点。
六、请分享「彼此相爱」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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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内容纲要：

三而一的神与信的人互为居所

一、基督去为我们预备居所(14:1-6)
﹙一﹚主往哪里去？(13:33,36)
1. 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
－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经十架苦难进到荣耀里)
2.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
「主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

﹙二﹚基督经死而去，在复活里来，为我们预备居所
1.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主要离开他们而困扰)．你们信(信入)神、也当信我
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居所 abide)．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豫备地方去(主在天上真帐幕里作执事, 经营建造祂的教会为居所)
(主要把我们预备成为一个居所，而预备好了之后，就接我们到主自己那里去。这是一个主和我们互相
居住的奇妙居所，主是我们的居所，我们是主的居所，这也就是主升天之后要作的伟大工作。)
3. 我若去为你们豫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接到我自己里面)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
(主在天上，属主的人也在天上。主在荣耀中，跟随主的人也在荣耀中。主坐在宝座上，爱主的人也要
与祂一同坐在宝座上。主是永远的，在祂里面的人也是这样的与祂在永远里。)

﹙三﹚基督是往父那里去唯一的道路
1. 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2. 多马对他说、主阿、我们不知道你往那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3.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是」是神向摩西显现时所宣告的名字，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我是」的神。「我是道路」
，祂就是
完成神永远计划的道路，祂更是得着一切属灵生命、属灵经历的道路；
「我是真理」，神的真理借着祂表
明出来，祂的所是、所作、所有、所言、所行，在在都是真理；
「我是生命」，这一位有位格、永活的人
子耶稣基督，惟有祂是我们的生命。到父那里去的唯一的道路是这位永活的人子。)

二、父与子互住 – 认识子即认识父、看见子即看见父(14:7-15)
﹙一﹚道成肉身神的儿子将父神彰显
1.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基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表明出来)
－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2. 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
3. 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約 12:44
約 12:45

耶穌大聲說、信我的、不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來的。
人看見我、就是看見那差我來的。

(主的名字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赛 9:6)，祂与父原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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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们当相信主是在父里面、父是在主里面
1.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父与子互住)、你不信么
2.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
3. 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作的事信我(因为主的言行完全是出于神的)

﹙三﹚信主的人要作比这更大的事－藉奉主名祷告
1.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
－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2. 你们奉我的名(在主的名里)、无论求甚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甚么、我必成就(奉主名说出我们是站在主的地位上，作主的见证和代表)
(特别请阅者注意三件事：1.缘故：因主往父那里去；2.法子：祈求；3.结果：主代我们成就。祈祷是
独一的法子啊！祈祷真是比凡事都要紧呀！祈祷真是我们得能力的秘诀呀！─倪弟兄)

3.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三、另一位保惠师 – 得荣耀之耶稣的灵(14:16-26)
﹙一﹚圣灵永远同在与主必到我们这里来
1.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或作训慰师下同〕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神有两个赐：约三章十六节，是把子赐给我们；十四章十六节，是把圣灵赐给我们。神把祂的儿子赐
给罪人，把圣灵赐给信祂儿子的人。一个是儿子的赐给，一个是圣灵的赐给。)

2. 就是真理(实际)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圣灵为这位是真理的基督作见证，也要引导人进入真理。圣灵是有位格的，是三一神中的一位。祂来
了，将神与人同在的神圣生命开启了，也将神内住在人里面的神圣生命开启了。)

3.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主的应许今日已经成全，祂已经死而复活，在圣灵里回来，且住在我们的灵里，永远与我们同在。)

﹙二﹚主在父里、我们在主里、主也在我们里
1.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基督活在信徒的里面，使信徒得以凭祂而活)
2.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原来仅有「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现在信徒也被带进到这个奥秘的关系中了。当基督活在世界上
的时候，圣灵（就是保惠师）是活在祂里面。当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祂是在圣灵里面。所以基督就
借着圣灵，由着圣灵，经过圣灵，到门徒里面来了。所以这段圣经上文说「祂要在你们里面」，下文就
说「我在你们里面」。因为「我-基督」是在「祂-圣灵」里面。)

﹙三﹚爱主、遵守主道与三一神的同住
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是说，爱乃遵命的动机；本节是说，遵命乃爱的表露。)

2.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圣灵把主启示在我们里面，不是只让我们看见祂，认识祂，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去享用祂。享用主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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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要从人爱主开始。人爱主就是给主开了门，让主来向他显现，来与他同住。)
2. 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 是雅各的儿子犹大, 又名达太)问耶稣说、

－主阿、为甚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信徒是借着神的话，凭着信心看见主)
3.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logos 话)
－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三一神)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信徒的灵程进阶：(1)爱主耶稣；(2)遵守主的道；(3)尝到神的大爱；(4)享受三一神与他同住。)

4.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四﹚圣灵的提醒与指教
1.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2.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約 2:22

所以到他從死裏復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說過這話、便信了聖經和耶穌所說的。

约 12:16

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纔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
向他这样行了。

四、平安、喜乐与得胜(14:27-31)
﹙一﹚基督生命的平安
1.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2.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基督的平安」乃是主荣美的生命；有基督，才有基督的平安；没有基督，就没有基督的平安。)
约 16: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二﹚因主到父那里去我们就必喜乐
1.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2. 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主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3.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豫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

﹙三﹚世界的王在主里毫无所有
1.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指魔鬼)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2.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
3. 起来、我们走罢(主宣告了祂无限的得胜，遵行父的旨意向各各他去)
问题讨论：
一、主往哪里去？主去的目的为何？
二、我们如何能到父那里去？如何进入三一神的神圣互住中？
三、我们如何能作比主所作更大的事？
四、请分享爱主并遵守主道会有怎样的结果？
五、请由本章试述圣灵的在我们身上作哪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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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你经历过「基督的平安」吗？请分享你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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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去」的目的】
一、主去原是为我们豫备地方(2 节)
约 14: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豫备地方去。

二、主的去，是为着再来接我们(3 节)
约 14:3

我若去为你们豫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三、主的去，使信徒能作比祂更大的事(12 节)
约 14:12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
父那里去。

四、主的去，就是圣灵的来(16，18 节)
约 14:16
约 14:18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下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五、主的去，使我们有喜乐(28 节)
约 14:28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神子救主奇妙的去与来】

一、奇妙的去：
1.去的目的──豫备地方(1~3 节)
2.去的道路──「我就是」(4~6 节)
3.去的地方──「父那里」(7~11 节)
4.去的结果──留下信徒作比祂更大的事(12~15 节)

二、奥秘的来：
1.来的凭借──另一位保惠师(15~20 节)
2.来的对象──爱主而遵守主道者(21~24 节)

三、祂的去就是祂的来：
1.现在是豫告祂的去，将来就必懂得(25~26 节)
2.要为祂的去有平安与喜乐(27~28 节)
3.当祂豫告的事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29 节)
4.这世界的王将到，现在正是去的时候(30~3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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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内容纲要：

住在基督里

一、葡萄树与枝子的异象- 基督与教会是一个活的生机体(15:1-8)
﹙一﹚主是真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
1. 我是真葡萄树(我是葡萄树，是那真实)、我父是栽培的人(神亲自栽种培植)
(主是葡萄树的一切，预表包括元首和身体的团体基督。栽培的人是神，为让这一棵奥秘的葡萄树所说
出一切属灵实际得以完满的出现。)
2.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没有生命的交通)
(葡萄树唯一的目的乃为结果子，果子乃是生命的明证，不结果子表明未曾接受主的生命。仅有名义上
的相属，而没有真实的生命关系，是不能属于葡萄树。)
3. 凡结果子的(生命的彰显)、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基督的丰满)
(为着叫枝子更多结果子，神将那些不要紧、用不着、拦阻结果子的东西剪去，这就是神的管教。)
4.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话 logos)、已经干净了
弗 5:26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二﹚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 – 多结果子
1. 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住)在你们里面
(「住」字说到我们与主的联合、交通，活在与主合一的正常生命光景中，接受祂生命的供应。)
2. 枝子若不常(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3.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住)在我里面的、我也常(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甚么(主是我们的生命供应者，我们是主生命的表显者)
(我们「是」主身上的枝子，是一个联于主的人。葡萄树乃是借着我们这些枝子结果子，所以我们不需
要挣扎作枝子，也不需要勉强结果子。只要我们不离开枝子的地位就好了。)
4. 人若不常(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來 6:7
來 6:8

就如一塊田地、喫過屢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
若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是焚燒。

神得福．

﹙三﹚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 –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1. 你们若常(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应时的话 rhema)也常(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当信徒住在主里面到一个地步，主的话也就住在他们的里面。这样的人，他们所愿意的，也就是神所
愿意的，他们根据里面的认识所发出来的祈求，当然是合乎神的旨意，所以主就给他们成就。)
2.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结果子就是作主门徒的证据)

二、住在主的爱里 – 枝子彼此相爱(15:9-17)
﹙一﹚遵守主的命令、就住在主的爱里
1.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住)在我的爱(神圣的爱 agape)里
2.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住)在我的爱里(遵守命令的结果，必然会住在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住)在他的爱里
59
聖迦谷基督徒聚會 讀經講義

(与主联合的生活，乃是一种由爱所掌管的生活；它表现出我们对主命令的顺从，彰显出祂的爱来。)
3.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住)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主话中的次序，先是主的喜乐，后是我们的喜乐。要使主的喜乐住在我们里面，就必须顺服主的命令。
等到主喜乐，祂的喜乐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喜乐，并且是一个满足的喜乐。)

﹙二﹚主的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1.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主怎样用祂神圣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也要用这一个爱来彼此相爱。新命令由新生命才能活出。)
2.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三﹚遵行主的吩咐、就是主的朋友 － 知道主心中的秘密
1.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2.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约翰第十四、十五章，都是以伟大使命开始。
「居所」和「葡萄树」的异象都是神永远计划中最重要的
目的，这对我们是两个极大的奥秘。主已将这两个神圣目的告诉了我们，使我们知道了父与子心中的秘
密，也知道了我们和主中间的神圣关系，所以主不再称我们为仆人，而称我们为朋友。)

﹙四﹚拣选与分派
1.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葡萄树上的每一枝子，都是主亲自拣选的)
2. 并且分派(按立)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住」在主里面)
－使你们奉我的名(在主的名里)、无论向父求甚么、他就赐给你们
3.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惟有信徒「彼此相爱」，才能够：(1)结常存的果子；(2)祷告蒙神垂听。)

三、葡萄树与同受逼迫的见证(15:18-27)
﹙一﹚葡萄树不属世界、所以被世界所恨
1.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
2.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二﹚我们与主同受逼迫
1. 你们要记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
－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我们的主在地上的道路是如何，我们在地上的道路也是如何；祂在地上所受的一切，我们也得受。)

2. 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
太 5:11

人若因我辱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12 应当欢喜快乐．因
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三﹚无可推诿的罪 － 看见父与子却恨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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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
(主道成肉身在犹太地，亲口教训过犹太人，他们拒绝了荣耀的弥赛亚，为此他们的罪就无可推诿了。)
2.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主与父原为一)

3.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
4. 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
』
」(诗 35:19；69:4)

﹙四﹚圣灵的见证与门徒的见证
1.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圣灵保惠师（安慰子），祂是耶稣的另一个化身，祂是唯一能进入我们里面的神。一切属灵的事，都
因圣灵的来到而成为实际了，所以，祂被称为「真理的灵」。)
2. 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为基督作见证，将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

3. 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神在这抵挡神的地上所需要的，就一班能结果子叫神得荣耀的见证人，但愿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能
给主使用去作祂的见证。)

问题讨论：
一、请分享葡萄树与枝子的异象代表何意义？栽植葡萄树的目的为何？
二、父神将凡结果子的枝子修理干净的目的为何？请分享你的经历如何？
三、请试列举本章中的几个「住」(常在)。
(1.住在主里面(4); 2.主住在人里面(4); 3.主的话住在人里面(7); 4.住在主的爱里(10); 5.主
的喜乐存(住)在人心里(11); 6.所结的果子「常存(住)」(16)。)

四、请分享住在主里的意义与经历？
五、请试述本章中主与信徒有那些的关系。
(1.葡萄树与枝子(5 节); 2.老师与门徒(8 节); 3.朋友(14~15) ; 4. 主人与仆人(15)。)

六、请分享住在主的爱里和遵守主的命令有何关系？甚么是主最重要的命令？
七、为何世人恨主也必恨我们，逼迫了主也要逼迫我们？
八、圣灵来如何为主作见证？信徒当如何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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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CASGV Winter Conference
主题：
《住在基督里》(Abiding In Christ)
(壹) 由主耶稣『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来看『住在基督里』(约翰福音15:1-17)
（一） 认识『在基督里』的事实

 客观的事实－神那面的恩典：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v5a)
『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 神…』(林前1:30a)

（二）经历『住在基督里』的重要

 主观的经历－人这面的责任：
『常在【或作：住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或作：住在】他里面』(v5a)
(A) 从反面来看

 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v4b)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甚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
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v5b-6)
(B) 从正面来看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v5a)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v8)
（三）多多结出『住在基督里』的果子
－主不只要我们结果子，且要我们多多结出能常存的果子(v2b, v8, 16a)
(1) 经常有得着主的话和祷告蒙答应的经历 (v7, v16b)
(2) 常住在主的爱中，且彼此切实相爱 (v9, 12-13, 17)
(3) 乐意遵守主道，且喜乐满足 (v10-11)
(4) 成为主知心的朋友 (v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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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内容纲要：

圣灵的时代

一、主往父那里去与圣灵时代的开始(16:1-7)
﹙一﹚主去后争战的继续 - 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事奉神
1.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使你们不至于因没有防备而失去信心)
2.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事奉神
3. 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
4.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
－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当主肉身中活在地上时，仇敌所有的含恨，逼迫都集中在主身上，不是在门徒身上。主离开之后，逼
迫就转移到门徒身上，这是一定的事，每一个圣徒对于逼迫，甚至于殉道都要存一个对的态度。)

﹙二﹚主去是为着圣灵来
1. 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那里去
2.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门徒忽然失去主又不知道保惠师，所以满心忧愁)
3.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去指主离开门徒，不再在肉身里与他们同在)
4. 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得荣耀之耶稣的灵)
(「保惠师」在旁边呼唤(beside caller)，朋友(friend)，中保(Advocate)，安慰者(comforter)，说
服者(persuader)，辅导者(counselor)，辩护者(Legal Helper)，代求者(Intercessor)，坚固者
(Strengthener)。)

二、圣灵的工作与基督的关系(16:8-15)
﹙一﹚圣灵对世人的工作 – 使知罪自责
1. 他(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在人的心里见证三件事：(1)自己有罪；(2)惟基督是义；(3)撒但必受审判。)
2. 为罪(单数)、是因他们不信我(为罪自责因人不信基督)
(圣灵叫人为审判自责，因看见了自己的罪，又看见了主为我们负罪而死伟大的救赎，而懊悔定罪。)
3.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义自责因耶稣往父那里去为义者)
(圣灵叫人为义自责，因为主已成全了神的义，并且祂自己就是义，我们因信得称为义，也得成为义。)
4.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撒但)受了审判(为审判自责因耶稣得胜为真君王)
(圣灵叫人为审判自责，乃是因为基督借着十字架的得胜，审判了世界的王，就是撒但。)

﹙二﹚圣灵对神儿女的工作- 引导进入一切的实际
1.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不能领会〕(参林前二 14)
2.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属灵的实际)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圣灵只说父与子吩咐祂说的话)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包括主耶稣的死、复活、升天和完成神旨意再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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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4:16

約 15:2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下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17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
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來、就是從父出來真理的聖靈．他來了、就要為我作見證。

﹙三﹚圣灵荣耀基督
1. 他要荣耀我(圣灵不会吸引人注意祂自己，只会荣耀救主、彰显基督)
－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基督乃是圣灵启示的根源)
2.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基督的一切所是和所有，都归圣灵承受。圣灵要带领信徒进入神和基督一切的丰盛和实际里面。)

三、圣灵里见耶稣忧愁变喜乐 (16:16-24)
﹙一﹚门徒对两种不同看见的困扰
1.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肉眼里看见)．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圣灵里看见)
2. 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甚么意思呢
3. 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甚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
林后 5:7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二﹚再见耶稣经历生产的喜乐
1. 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
－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么
(「等不多时」：指从最后晚餐到耶稣钉死埋葬之时；「再等不多时」：指等耶稣从坟墓复活之后。)

2.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3. 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
(当主要去受死的时候，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感觉非常痛苦。当门徒目睹复活的基督，就会忘记早先所受
的痛苦和忧愁，转而欢喜快乐。十字架的死，带来生产之苦；荣耀的复活，带来生产之乐。)

4.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圣灵将主的喜乐涌进我们里面)

﹙三﹚奉主名祷告经历满足的喜乐
1. 到那日(伟大的圣灵时代来到)、你们甚么也就不问我了(圣灵将「真理」启示在我们里面)
2.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甚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2.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在主的名里)求甚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里有两层的喜乐：(1)「在主名里」的喜乐，即与主联结的喜乐；(2)祷告得着答应的喜乐。)

四、圣灵里得启示、同得胜、享平安 (16: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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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圣灵启示的日子 - 一切隐密成为明朗
1. 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
－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
2. 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
－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

﹙二﹚基督完成父神伟大使命
1. 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2. 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
－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
－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相信」和「主是从神出来的」，是《约翰福音》的两大主题)
3. 耶稣说、现在你们信么(主知道他们即将有的失败，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三﹚在世上有苦难，在主里有平安
1. 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主完成使命去父那里，必须经过最后一程最艰难的道路。直到经过各各他的得胜，子仍是靠着父的同
在，满足于父的同在，经过这最孤单、最艰难的十架路程。)
2.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惟有在基督里才享基督的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们的苦难，除了一般世人的苦难之外，还有在基督徒的苦难；还有受仇敌折磨和攻击的苦难；还有
受「基督的苦难」，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主已胜过了世界，我们可以放心在主得
胜的事实上，祂的得胜成了我们的得胜，我们也在祂里面，以祂的得胜作为我们时刻的夸胜。)

问题讨论：
一、主往父那里去为何是与我们有益的？
二、请分享保惠师有那些含义？祂来对世人有那些工作？
三、请由本章 12-14 节分享圣灵对神儿女的工作？
四、请分享「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是指哪两种时候？
哪两种看见？
五、门徒为何忧愁？如何变为喜乐？请分享你的经历。
六、圣徒当如何面对在世上的苦难？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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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能进入属灵的实际呢？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祂要引导
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十四节：「祂要荣耀我，因为祂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这两节圣经
告诉我们：是圣灵指示我们，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
圣灵的工作，有两个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圣灵的启示，一个就是圣灵的管治。圣灵的启示，是
叫我们能够知道、能够看见属灵的实际；圣灵的管治，是借着环境上的安排，引导我们进入属
灵的实际。
启示是所有属灵进步的根基。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得着圣灵的启示，就无论他属灵的知识多好，
无论他外表的行为多好，他在神面前还是浅薄的，可能一步路都没有走过。另一面，圣灵的启
示如果没有加上圣灵的管治，就那一个启示在人身上还不是完全的。可以这愫说：圣灵的启示
是根基，圣灵的管治是建造。但这并不是说，有一段时期叫作圣灵的启示，有一段时期叫作圣
灵的管治。圣灵的启示是和圣灵的管治调在一起的，当祂启示的时候祂管治，也是当祂管治的
时候祂启示。所以，并不是说启示包括了基督徒全部的生活，除非我们提起启示的时候，也把
管治包括在里面。
我们相信，父所托付子的事，子都成全了（约十七 4）；我们也相信，子所托付圣灵的事，圣灵
也都要成全。我们相信，那一个属灵的实际有多大，圣灵也能带领我们进入那么大的实际里面。
没有一点出乎基督的是被留着不给教会的。因为这不只是我们经历的问题，更是圣灵的工作到
底是失败的或者是成功的问题。我们要记得，基督如何成全一切，圣灵也必定要成全一切。我
们要相信圣灵的可靠，要相信圣灵工作的完全。
圣灵工作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一个真，进入那一个实际。圣灵一面就是给我们启示，
把我们带到那一个真的面前，叫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到底已经是甚么。有的基督徒有一个
缺点：好像圣灵在他身上给他很少的制造，给他很少的组织；好像他帮助自己还不够，更不能
盼望他帮助别人；好像他供给自己的需要还来不及，更谈不到供应别人了。一个基督徒如果盼
望帮助别人，就必须被主的灵带领他进入实际。主的灵因为要带领他进入属灵的实际，祂就需
要给他许多的管治、许多的试炼。 - 倪柝声 圣灵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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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内容纲要：

祭坛旁的祷告

一、为父与子互荣与同荣祷告(17:1-5)
﹙一﹚愿父荣耀儿子、使儿子也荣耀父
1.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阿、时候到了(主受难的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十字架乃是进入荣耀惟一的路径)
約 12:23

耶穌說、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了。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2.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3.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远的生命)
(永生一面是我们因着认识神，并认识基督而得到的；一面也是叫我们能认识神，并能认识基督的。)
約一 5:20 我們也知道 神的兒子已經來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識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
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裏面。这是真 神、也是永生。

﹙二﹚求使父与子同享荣耀
1.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荣耀就是神的自己；以神儿子的生命所彰显的来荣耀神，因主完成祂的使命来荣耀神。)

2. 父阿、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二、为父所赐的门徒祷告(17:6-19)
﹙一﹚父将原属祂的赐给子– 子显明父的名并赐父的话
1.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
－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logos 常时的话)
2. 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rhema 应时的话)、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
－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
(成为信徒的三要件：(1)领受神的话；(2)确实知道主耶稣的属天根源；(3)相信祂降世的使命。)

3. 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
4.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因子与父同等，才能说这些话)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主作大祭司为父所赐的人祈求，父因子得荣耀，子因他们得荣耀。主在十架也为世人求赦免。)

﹙二﹚求保守他们的「一」如同父与子的「一」
1.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
2. 圣父阿、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保守他们继续存在「一」的里面。弗 4:3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3.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指犹大)、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诗 41:9)
4.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现在主要到父那里去，祂最后在地上的日子里说这些话，是叫他们因这神圣之「一」来得保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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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充满了喜乐。)

﹙三﹚求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主不属世界
1. 我已将你的道(logos 常时的话)赐给他们
2. 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3.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evil)
4.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信徒的源头就不是出于世界)
(世界乃是与神为敌的。信徒不属于世界，不认同世界，不随俗的生活态度，必然引起这世界的憎恨。)

﹙四﹚求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1.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指分别出来，供神使用)．你的道(logos)就是真理
徒 20:32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2.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3.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主在世上如何,我们也如何)

三、为全教会祷告 (17:20-26)
﹙一﹚教会「一」的彰显 - 叫世人可以信父差了子来
1. 我不但为这些人(主的门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所有信徒)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圣徒与子一同进入三而一神的神圣的「一」里面)
2.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信徒的合一应能对外人产生冲击力，叫他们相信基督的使命)

﹙二﹚教会如三一神的「一」- 因神赐的荣耀与内住
1.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2.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被成全 perfected)的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三﹚教会看见父赐给子的荣耀
1. 父阿、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看见并有分于主从十字架而得的荣耀)
2.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也已爱我们、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四﹚教会经历父爱子的爱
1. 公义的父阿、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
2.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将神的所是更多启示给信徒)
－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今天父神的爱经过子神而来到我们里面)
问题讨论：
一、请分享主在祭坛旁主要为哪三方面祷告？
二、请分享主耶稣在地上如何荣耀父神？
三、请试列举在本章父赐给子有那些的项目？(权柄、信徒、话、名、荣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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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试列举在本章子赐给信徒有那些的项目？(永生、应时的话、常时的话、荣耀 . . .)
五、圣徒们如何能保守在「一」的里面？教会「合一的见证」会产生怎样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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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内容纲要：

鉴察无罪的羔羊

一、
「我是」的人子被捉拿(18:1-11)
﹙一﹚卖主犹大领政权与宗教代表到客西马尼园
1.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汲沦溪、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
(「汲沦溪」是介乎耶路撒冷城和橄榄山的小峡谷，
「客西马尼园」在橄榄山畔。)

2. 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
3. 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
(犹大带来捉拿主耶稣的人包括：祭司长和仆人、守殿官并长老、法利赛人的差役、千夫长和一队兵。)

﹙二﹚第一次说「我就是」 - 道成肉身的耶稣显出神的荣耀与能力
1.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
2. 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
－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当主耶稣稍显出祂就是神，无人站立得住)
(「我就是」原文直译是「我是」，乃是耶和华神宣示祂自己时所专用的称号，主在此宣告祂的神格。)

﹙三﹚第二次说「我就是」 - 所有荣耀、能力都隐藏
1. 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
2. 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罢
－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约六 39；十七 12)
(这一次说「我就是」，所有荣耀、能力都隐藏，祂站在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地位上。)

﹙四﹚鸡叫前的彼得显出血气膀臂
1.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
－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路 22:51 耶稣 . . . 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2. 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罢(不要凭着血气肉体争战)
3. 我父所给我的那杯(神忿怒的杯,也就是指十字架的苦难)、我岂可不喝呢
(当主清楚「那杯」是神的旨意时，祂就一点不推辞。主不是存心来死，乃是存心来顺服。)

二、为犹太人宗教所察验(18:12-14, 19-24)
﹙一﹚在前任大祭司亚那面前受审
1. 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
2. 先带到亚那面前．因为亚那是本年作大祭司该亚法(在主后 18-36 年任大祭司)的岳父
－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二﹚主的教训是在光中
1. 大祭司(对亚那的尊称)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
2. 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
－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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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为甚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甚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
4.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么
5. 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甚么打我呢

﹙三﹚在现任大祭司该亚法面前受审
1. 亚那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

三、彼得三次否认主(18:15-18, 25-27)
﹙一﹚在看门使女前否认主
1. 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可能是使徒约翰)．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
－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
2. 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
3. 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么．他说、我不是

﹙二﹚在烤火中起誓否认主
1. 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
2. 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要得着一些人间的温暖)、有人(复数)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么
－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太 26:72 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三﹚在大祭司的一个仆人前发咒起誓否认主
1. 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
－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客西马尼园)里么
2. 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约 13:38 耶稣说、. . .、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太 26:75 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四、为罗马人政治所察验(18:28-40)
﹙一﹚犹太人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杀主耶稣
1.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
－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进入外邦人的住宅便是沾染污秽)
2. 彼拉多(罗马帝国派驻犹太地的巡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甚么事呢
－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
3. 彼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罢
－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犹太公会并无执行钉十字架刑罚的权柄)
4. 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
約 12:32

我若從地上被舉起來、就要吸引萬人來歸我。

徒 2:23

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二﹚真国度与真君王
1. 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么
－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
(彼拉多是罗马的巡抚，通常是不过问犹太人的宗教纷争，因此公会并未以宗教的罪名来向彼拉多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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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而以政治罪名诬陷祂(路 23:2)，说祂自命为犹太人的王、禁止纳税给该撒。)

2. 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作了甚么事呢
3.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不是从世界来的)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耶稣基督的国不属这世界)
4.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么
5. 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voice 声音)
(真理就是神，宇宙中除了神是真的以外，一切都是虚假的。主耶稣是来表明神，彰显神，让人们从祂
身上看见神，也就是给真理作见证。)
西 1:13
他救了我們脫離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裏．

﹙三﹚无罪的羔羊 – 我查不出他有甚么罪来
1. 彼拉多说、真理是甚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他有甚么罪来(他乃是以一个罗马审判官之身分，宣判这个囚犯无罪)
来 7:26

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2. 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
－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么
3. 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神要祂作代罪的羔羊，给人看见祂是神的羔羊，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叫有罪的因着祂的代替而得了
释放。「赛 53:12 祂也被列在罪犯之中，祂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犯代求。
」)

问题讨论：
一、为何耶稣对捉拿的人两次说「我就是」结果如此不同？
二、父神所给主的那「杯」所指为何？主对这「杯」有怎样的反应？
三、彼得为何三次不认主？他的失败原因在那里？
四、请试述犹太人如何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杀主耶稣？如何应验主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
五、彼拉多说、真理是甚么呢。你会如何回答呢？
六、彼拉多对耶稣的判语，与犹太人的判断有何分别？
七、请分享本章鉴察羔羊的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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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内容纲要：

十字架的苦难

一、藉宗教与政治将主钉十字架(19:1-16)
﹙一﹚主受鞭打与戏弄
1. 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彼拉多试图藉鞭打耶稣满足众人需求（路 23:16, 22），但仍告失败)
赛 53:5

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
们得医治。(彼前 2:24 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2. 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为皇袍颜色)
－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阿．他们就用手掌打他(将主打扮成犹太人的王来凌辱祂)
(冠冕和紫袍均为王者的表记，但在此却成了十字架羞辱的表号。因主所受的羞辱，我们竟得被高举；
哦，「从前那戴荆棘的头，如今带着荣耀的冠冕」，十架于主虽是辱死，在我们却是生命荣耀！)

﹙二﹚你们看这个人 – 无罪的羔羊
1. 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甚么罪来
2. 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你们看这个人」，这是一个向全世界的人的一个挑战，一个宣告。祂是惟一的一位圣洁无瑕疵的荣耀
的人子，祂要为我们成功救赎救恩，为我们遍尝苦刑。)

﹙三﹚犹太人藉律法钉主十字架
1.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2. 彼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罢．我查不出他有甚么罪来
(「钉十字架」是当时罗马帝国处决重大人犯的酷刑，而彼拉多在此第三次宣告主是无罪的。)

3.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利 24:16

那褻瀆耶和華名的、必被治死、全會眾總要用石頭打死他．

(主不是因犯了叛乱罪而被带来，而是因犹太人不认识主真是神的儿子，且已荣耀了耶和华的名。)

4. 彼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那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
彼前 2:23 他被不還口．受害不說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5. 彼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么．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么
6. 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大祭司该亚法)、罪更重了
約 10:18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

﹙四﹚犹太人藉政治钉主十字架
1. 从此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彼拉多不审判犹太人律法和宗教的事)．无奈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朋友﹞．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
(犹太人把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威胁彼拉多，如果释放主耶稣，他们就会在该撒面前控诉他。)

2. 彼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
－希伯来话叫厄巴大(高地)、就在那里坐堂(正式开庭判案)
3. 那日是豫备逾越节的日子(预备节后安息日的筵席)、约有午正(依罗马人计时约是清晨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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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5:25

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上午九时)的时候。

4. 彼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惟有主耶稣是真君王)
5. 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的口号是「除掉他！」十字架在主耶稣身上是一个除去，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也是一个除去。)

6. 彼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么。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彼拉多愿讨好犹太人，爱人的称赞，多于神的称赞)

二、钉十字架的君王(19:17-30)
﹙一﹚三个十字架(Die for sin, Die in sin, Die to sin)
1.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希伯来话叫各各他(堆放死人头骨之地, 或称 Calvary 加略)
2. 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
赛 53:12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这两个犯人代表所有的罪人，一个是灭亡的罪人，一个是蒙恩的罪人，十字架将他们永远分开。)

﹙二﹚十字架上的王牌(向宗教、政治、哲学宣告)
1. 彼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
2.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
－并且是用希伯来(代表宗教)、罗马(代表政治)、希利尼(希腊代表哲学)、三样文字写的
3. 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彼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
4. 彼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神至高的权柄确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荣耀的君王)

﹙三﹚主的无缝里衣 - 圣洁无瑕疵的隐藏生活
1. 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分、每兵一分
－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
2. 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拈阄、看谁得着
3. 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
』(诗 22:18)
－兵丁果然作了这事(这也证明主耶稣的死，不是出于人的手，而是出于神的主宰)

﹙四﹚主在十架仍作完祂为人的职责
1.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
－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革罗罢的妻子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
2.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妇人)、看你的儿子
3. 又对那门徒(使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五﹚得胜的宣告 - 成了
1.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
2.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 (诗 69:21 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
－他们就拿海绒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
3. 耶稣尝﹝受﹞了那醋(主拒绝苦胆调和的酒)、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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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7:34 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醋(wine 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
(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成了」，神托付祂的使命已经完满的成了，救赎大功已经完满的成就了。)

三、钉死与埋葬(19:31-42)
﹙一﹚十架救赎的完成– 流出血与水两面医治我们的罪
1. 犹太人因这日是豫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
－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2. 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为加速死亡)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主的复活是仇敌永远不能碰的)
出 12:46

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民九 12）

3. 惟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当主肋旁被枪刺的时候，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就使我们看见：基督的工作不只替我们流血赎罪，
并且也流出水来，表明祂将生命分给我们。血是对付我们的罪，水是使我们得着祂的生命。)

4.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
－叫你们也可以信(如今我们相信也作见证, 使徒约翰的见证确实是真的)
5. 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
诗 34:19

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20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

6. 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亚 12:10)
啟 1:7

看哪、他駕雲降臨．眾目要看見他、連刺他的人也要看見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

﹙二﹚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耶稣的身体
1. 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作门徒
－他来求彼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彼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
2. 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
3.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三﹚葬在新坟墓
1. 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太 27:60

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盘石里的．(原是亚利马太人约瑟为他自己凿成的)

2. 只因是犹太人的豫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賽 53:9

他雖然未行強暴、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惡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

问题讨论：
一、彼拉多为何将耶稣鞭打了？耶稣受的鞭伤带来甚么结果？
二、请试述犹太人如何想藉律法，后又藉政治来定主的罪。
三、请分享在各各他三个十字架各代表何意义？
四、请试列举主的受苦与受死如何应验经上的话。
五、主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各代表何意义？
六、请分享你在本章最受感动的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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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内容纲要：

复活的耶稣基督

一、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20:1-10)
﹙一﹚第一个发现空坟墓的人－抹大拉的马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被赶出)
1.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复活的能力除去一切的障碍。赛 25:8 祂吞灭死亡直到永远。）
(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第八日，新约信徒把这一天叫作「主日」
，是为了记念主耶稣的复活。)
2.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使徒约翰)、对他们说

－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那里

﹙二﹚彼得和约翰看见就信坟墓空了，却因不明白复活而回自己的住处
1.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
2. 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的更快、先到了坟墓
－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
约 19:40

他们(约瑟和尼哥底母)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3.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
(犹太人殡殓的习俗，是将尸身以长条细麻布加香料缠裹，头部另用裹头巾包好。现在主的身体不在，
但当初包裹的形状还在，证明主耶稣的身体不是被人偷去。主已复活，脱下了一切旧造的缠累。)
4.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约翰看见这种情形，就相信了马利亚的话了)

5.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他们尚未见到复活主)
(他们不明白旧约的预言，也不明白主多次告诉他们将要受苦被杀，三天后复活。他们只能相信主的身
体不见了，却没有相信主已经复活了。活在旧造里，只有死亡的意念，而不认识复活的主。)

二、复活主向爱祂的人显现(20:11-18)
﹙一﹚爱使马利亚坚持等候
1.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
2. 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甚么哭
－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那里

﹙二﹚马利亚的爱系住主的心向她显现
1.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
(主耶稣复活后的身体，与祂在世时的肉身不尽相同，所以马利亚认不出来。主复活后必须升天去见父
神，但由于马利亚那样热切爱主的心，使得主不能不先向她显现。)

2. 耶稣问他说、妇人、为甚么哭、你找谁呢
3. 马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
－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那里、我便去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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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稣说、马利亚。马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夫子）
(主只呼喊她的名字「马利亚」，主的声音带着祂的生命冲击着马利亚—使她恍然大悟，我所爱的主，祂
真是复活了。马利亚两次转过来，第一次的转，是身体的转过来；第二次的转，是心灵的转过来。)

﹙三﹚初熟的果子先满足神
1.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主复活后的升天有两种：(1)隐密的升天，是在复活当天的清晨发生的，目的是为着满足父神，呈献初
熟的果子给父享受；(2)公开的升天，是在复活四十天之后发生的。)
2. 你往我弟兄(门徒们)那里去、告诉他们说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耶稣第一次称门徒为「我弟兄」
。他们将要知道主的父，就是他们的父，主的神，就是他们的神。到这
时，信徒才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后嗣。在十五章里，主和门徒的关系，从仆人提升到朋友。在复活的主
里，主与门徒的关系，再从朋友提升到弟兄，也就是我们与主在神的家中一同作儿子。)

3. 抹大拉的马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
(抹大拉的马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被主赶出去。她是主死后被安葬，最后一个离开坟墓的人之一。
她是安息日过后第一个到达坟墓的人之一。别人看见空的坟墓，就都回去了，只有她一个人却站在坟墓
外面哭，就是她这种迫切爱主、思慕主的心，使得主不能不先向她显现。)

三、复活主向门徒们显现(20:19-31)
﹙一﹚第一次看见复活耶稣的大喜乐
1.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不受任何物质与空间的限制)
約 14:27

我留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不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不要
憂愁、也不要膽怯。

2.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门还是锁着，犹太人还在外面。此时惧怕已被消除，他们的心是喜乐的。是甚么叫他们喜乐呢？乃是
复活的耶稣。)

﹙二﹚教会和圣灵的掌权 – 圣灵内住时代的开始
1.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头一次问安的话「愿你们平安」是要平静他们的惊魂；第二次「愿你们平安」乃是差遣的平安。)
2. 父怎样差遣(apostello 分别出来并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Pempo 打发)你们
(主耶稣怎样被父神差遣，在世上作了父神的彰显；我们被主差遣，也当照样在世上作基督的彰显。)

3.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圣灵带着神儿子一切丰富进入我们里面，圣灵内住的时代开始了。到五旬节圣灵还要降在人身上。)
约 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時還沒有賜下聖靈來，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主耶稣得着荣耀的时候，就是祂复活的日子，在这日门徒要受圣灵。)

4.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原文另译:「凡被你们赦免其罪的，他们必是已经蒙了赦免的；凡被你们留下其罪的，他们必是原本就
被留下的。」信徒有了圣灵的内住，从圣灵清楚得到指示，因此能知道神的心意，而接纳神所赦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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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教会。不是教会能使人得救或不得救：乃是说，教会是神宣告人是否得救的凭借。)

﹙三﹚多疑的多马 – 未见复活主而不信
1.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2.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3. 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多马定要见到实在的证据，否则总不相信主已复活)

﹙四﹚主再向门徒们显现挽回多马－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1. 过了八日(第二个主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2.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没有信心)
3.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我的主！」这句话乃显明他确信自己已认出祂；然后他立刻又说出他所发现那极重要的真理，
「我的
神！」这是在所有对主的承认中，最伟大的一个。)

4.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纔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西门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说出了一个伟大的承认之后，主对他说出了一个「福」。「西门巴约拿，你是
有福的。」如今祂说的是最后一福，「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真的信心是不凭眼见的。)

﹙五﹚记这些事总结的目的
1.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signs 兆头)、没有记在这书上
2.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基督-受膏者」是主耶稣职分的称呼；「神的儿子」是主耶稣身份的称呼。祂是神的基督，来成全神
的旨意，完成神的计划；祂是神的儿子，来显出神自己，表明神自己。)
3.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主的名里得着生命)

问题讨论：
一、试从本章逐一找出以下不同人物对耶稣复活的反应：
马利亚；彼得；约翰；十门徒；多马
二、复活主如何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为何耶稣告诉她「不要摸我」？
三、为何门徒在本章受了圣灵还需要等候五旬圣灵降临？
四、请分享你如何向别人传讲「耶稣复活了」？
五、请试列举本章三次主说「愿你们平安」。各有何目的？
六、请分享信心的内容和功用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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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内容纲要：

爱的挽回与职事的托付

一、爱的挽回(21:1-14)
﹙一﹚门徒为生活徒劳－灰心丧志的彼得带门徒们打鱼去
1.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哩亚海(加利利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
2. 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
－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一共有七个门徒)
3.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重操故业)．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甚么
(主耶稣在祂复活之后，曾经吩咐门徒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城里，直到他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路廿四
49)，他们却违背主的命令回到加利利去打鱼。主特意行的第一个神迹，叫这些老渔夫打不着鱼。)

﹙二﹚爱的呼唤－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1.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2. 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
(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所有的努力，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之内？如果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行，就要像门徒
在那一夜一无所得，连吃的都没有。甚么时候我们在远离主的地方，就一点东西都没有。)

3. 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主在本章行的第二个神迹)
路 5:5

西門說、夫子、我們整夜勞力、並沒有打著甚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6 他们下了
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门徒经历过，彻夜工作无效，听吩咐而一网得鱼)

﹙三﹚是主－看见复活的主
1.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使徒约翰)对彼得说、是主(不是外表的认出，乃是里面的知道是主)
2. 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
3. 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
〔三百五十尺〕）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

﹙四﹚主以圣灵炭火、生命鱼饼供应门徒
1. 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2. 耶稣对他们说、把刚纔打的鱼、拿几条来(主欣赏他们因顺从祂引领所作的)
3. 西门彼得就去、
〔或作上船〕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共一百五十三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所网到的鱼一条也没有漏掉)
4.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吃」表示「交往」与「接纳」)
5. 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他们在外面是不知道，但是里面却又知道)
6.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主像仆人一样的服事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
7.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这一次主向门徒显现，一面是让门徒更深认识复活的主。另一面是要恢复他们事奉主的信心。)

二、职事的托付(21: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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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的托付 – 牧养主的羊
1.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爱(Agapao 神圣之爱)我比这些更深么
－彼得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Phileo 友情之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对灵命尚幼稚的基督徒供应属灵的粮食)
2.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Agapao 圣爱)我么
－彼得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Phileo 友爱)你。
－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对大羊需要牧养，包括看顾、引导和保护)
3.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Phileo 友爱)我么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Phileo 友爱)我么、就忧愁
－对耶稣说、主阿、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Phileo 友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对软弱或有病的羊，需要喂养)
(教会是主草场的羊(诗九十五 7)，主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耶二十三 4)。现在这位好牧人、
大牧人就要离开他们升天去了。主最关心的就是祂的羊群，要得着爱群羊的牧人喂养和牧养。)

﹙二﹚托付与代价
1.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2.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罢
(根据古代教会的传说，彼得要求行刑的人将他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自觉不配与主同有一样的死法。)

﹙三﹚托付与绝对跟从
1.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使徒约翰)跟着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阿、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2.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阿、这人将来如何
－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罢
3.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
－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耶稣托付给彼得和约翰不同的任务。彼得先是牧养基督的羊，最后为主殉道。约翰是为基督的事迹
作见证，活到高龄最后平安离世。他们也不用去比较那一个更伟大，因为他们同是基督的仆人。)

﹙四﹚最后的话－为神儿子作真实的见证
1. 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
2.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问题讨论：
一、主在提比哩亚海门徒显现的目的为何？请试述主行了几次的神迹。
二、门徒们违背主要等候的命令回去打鱼，为何主仍顾念他们的需要？
三、从耶稣对彼得的发问及托付看来，事奉与爱主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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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分享你喂养或牧养主羊的经历？
五、耶稣对彼得的勉励和预言对他日后的事奉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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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总结】
一、著者、着时︰使徒约翰，主后 85-90 年着。
本书作者乃是主所爱的使徒约翰，他有意处处在书中隐藏自己的身分，而用「那门徒」
、
「主所
爱的那门徒」
、
「西庇太的儿子」等来称呼。使徒约翰是西庇太的儿子，他的哥哥是雅各，他的
母亲是撒罗米。最初他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后蒙主的呼召跟从了耶稣。他个性很暴躁曾被
称为「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可是后来他雷子的性情逐渐被主的爱溶化，而成为一个专
讲爱的使徒了。他常住在以弗所；在罗马暴君多米田的时候，他从以弗所被充军到拔摩海岛，
在那里看见了荣耀主的异象，就写那卷《启示录》
。
二、钥节︰

约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
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三、钥字︰「父」(118 次)、
「信」(100 次)、
「世界」(78 次)、
「爱」(45 次)、
「见证」(47 次)、
「生命」(37 次)、「光」(24 次)。
四、主旨要义︰
使徒约翰在第一世纪末了写这第四卷福音是因着当时代教会中异端纷起，特别是有一些人怀疑
主的神格。本书作者将它的主旨要义清楚表明：「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
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廿 31)。本书是叫我们相信基督乃是从
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一位奥秘的「神子」。祂的根源远自太初；祂的本质就是神自己。我们只要
相信祂的名，就可以得着属神的生命；这生命带着神本性一切的丰满，叫信的人从祂的丰满里，
都有所领受，并且恩上加恩，至终也能达到丰满的境地。
五、分段︰

(一)

序言：神儿子的道成肉身(一 1~18)

(二)

施洗约翰和门徒们的见证(一 19~一 51)

(三)

神的儿子公开的工作（二 1~十一 57）

1. 耶稣取代犹太制度
在迦拿以水变酒的神迹(2:1-12)
在耶路撒冷与犹太人谈重生的讲论(2:13-3:36)
在撒玛利亚与妇人谈活水的讲论(4:1-42)
在迦拿医大臣儿子的神迹(4:43-54)

2. 耶稣取代犹太节日
安息日：显明是工作的主(5:1-47)
医治瘫子的神迹(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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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息日工作的讲论(5:19-47)
逾越节：显明是生命的粮(6:1-71)
喂饱五千人的神迹(6:1-15)
水面行走的神迹(6:16-24)
生命粮的讲论(6:25-71)
住棚节：显明是活水和世界的光(7:1-9:41)
活水江河的讲论(7:1-52)
〔淫妇不被定罪的插段〕(8:1-11)
世界的光的讲论(8:12-59)
使瞎子眼开的神迹(9:1-41)
修殿节：显明是好牧人(10:1-39)
好牧人的讲论(10:1-39)

3. 预示耶稣的死与复活(11:1-12:22)
使拉撒路复活的神迹(11:1-54)
逾越节前：耶稣被膏抹与进耶路撒冷(11:55-12:22)

(四)

神儿子在公开场合末后的讲论(十二 23~50)

(五)

神的儿子在门徒中间的工作(十三 1~十六 33)

(六)

神儿子离别前的祷告(十七 1~26)

(七)

神儿子的受难与死葬(十八 1~十九 42)

(八)

神儿子的复活与显现(廿 1~廿一 25)

七、耶稣的启示︰

(一)

耶稣是神

约 1:1

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就是 神。2 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3 万物是借着他造
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約 1:14

道成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理。我們也見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
子的榮光。15 約翰為他作見證、喊著說、這就是我曾說、那在我以後來的、反成了在我以
前的．因他本來在我以前。16 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領受了、而且恩上加恩。17 律法本
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理、都是由耶穌基督來的。18 從來沒有人看見 神．只有在父
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來。

(二)

耶稣是神的儿子

约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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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9:35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 神的儿子么。36 他回答说、
主阿、谁是 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37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約 11:27

(三)

馬大說、主阿、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就是那要臨到世界的。

耶稣是人子

约 1:51 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
上。
约 3:13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14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
照样被举起来．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约 12:23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約 13:32

神要因自己榮耀人子、並且要快快的榮耀他。

耶稣是王

(四)

约 1:49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

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约 12:13 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和散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约 12:15 『锡安的民哪、〔民原文作女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
约 18:37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么。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
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約 19:19

(五)

彼拉多又用牌子寫了一個名號、安在十字架上．寫的是猶太人的王、拿撒勒人耶穌。

耶稣是基督(弥赛亚)

约 1:17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约 1:40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烈。41 他先找着
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约 4:25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
们。26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约 17:3 认识你独一的真
約 20:31

(六)

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名得生命。

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了他、就可以因他的

耶稣是神的羔羊

约 1:29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
罪孽的。
约 1:36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

神的羔羊。

约 10:18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
所受的命令。
約 19:34

(七)

惟有一個兵拿槍扎他的肋旁、隨即有血和水流出來。

耶稣是世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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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约 8:12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 9:5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约 12:36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
隐藏了。
約 12:46 我到世上來、乃是光、叫凡信我的、不住在黑暗裏。

(八)

耶稣是好牧人

约 10:9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10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
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12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
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13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
顾念羊。
約 10:14

(九)

我是好牧人．我認識我的羊、我的羊也認識我。15 正如父認識我、我也認識父一樣．並且
我為羊捨命。

耶稣是生命的粮

约 6:35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约 6:51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
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約 6:56

(十)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57 永活的父怎樣差我來、我又因父活
著、照樣、喫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58 這就是從天上降下來的糧．喫這糧的人、就永
遠活著、不像你們的祖宗喫過嗎哪、還是死了。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約 14:6 耶穌說、我就是道路、真理、生命．若不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約 11:25 耶穌對他說、復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我是復活、我是生命) ．

(十一)

耶稣是真葡萄树

约 15:1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2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3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约 15:4 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
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
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甚么。
約 15:8

(十二)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了。

耶稣是「我是」

约 8:28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
自己作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约 13:19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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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8:5
約 18:8

他們回答說、找拿撒勒人耶穌。耶穌說、我就是。賣他的猶大也同他們站在那裏。6 耶穌一
說我就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7 他又問他們說、你們找誰。他們說、找拿撒勒人耶穌。
耶穌說、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是．你們若找我、就讓這些人去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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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10
1:11
1:12
1:13
1:14

約 1:15
約
約
約
約

1:16
1:17
1:18
1:19

約 1:20
約 1:21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約
約
約
約

1:30
1:31
1:32
1:33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不是藉著他造的。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不接受光。
有一個人、是從 神那裏差來的、名叫約翰。
這人來、為要作見證、就是為光作見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他不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見證。
那光是真光、照亮一切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不認識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來、自己的人倒不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女。
這等人不是從血氣生的、不是從情慾生的、也不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 神生的。
道成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理。我們也見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
生子的榮光。
約翰為他作見證、喊著說、這就是我曾說、那在我以後來的、反成了在我以前的．因他本
來在我以前。
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領受了、而且恩上加恩。
律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理、都是由耶穌基督來的。
從來沒有人看見 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來。
約翰所作的見證、記在下面．猶太人從耶路撒冷差祭司和利未人到約翰那裏、問他說、你
是誰。
他就明說、並不隱瞞．明說、我不是基督。
他們又問他說、這樣你是誰呢、是以利亞麼．他說、我不是．是那先知麼、他回答說、不
是。
於是他們說、你到底是誰、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來的人．你自己說、你是誰。
他說、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說、修直主的道路、正如先知以賽亞所說的。
那些人是法利賽人差來的。［或作那差來的是法利賽人］
他們就問他說、你既不是基督、不是以利亞、也不是那先知、為甚麼施洗呢。
約翰回答說、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是你們不認識的、
就是那在我以後來的、我給他解鞋帶、也不配。
這是在約但河外、伯大尼、［有古卷作伯大巴喇］約翰施洗的地方作的見證。
次日、約翰看見耶穌來到他那裏、就說、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負］世人罪孽的
。
這就是我曾說、有一位在我以後來、反成了在我以前的．因他本來在我以前。
我先前不認識他．如今我來用水施洗、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列人。
約翰又作見證說、我曾看見聖靈、彷彿鴿子從天降下、住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不認識他．只是那差我來用水施洗的、對我說、你看見聖靈降下來、住在誰的身上
、誰就是用聖靈施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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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約
約
約
約

1:34
1:35
1:36
1:37
1:38

約
約
約
約

1:39
1:40
1:41
1:42

約 1:43
約 1:44
約 1:45
約 1:46
約 1:47
約 1:48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1:49
1:50
1:51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約 2:10
約 2:11
約
約
約
約

2:12
2:13
2:14
2:15

我看見了、就證明這是 神的兒子。
再次日、約翰同兩個門徒站在那裏。
他見耶穌行走、就說、看哪、這是 神的羔羊。
兩個門徒聽見他的話、就跟從了耶穌。
耶穌轉過身來、看見他們跟著、就問他們說、你們要甚麼。他們說、拉比、在那裏住。（拉
比繙出來、就是夫子。）
耶穌說、你們來看。他們就去看他在那裏住、這一天便與他同住、那時約有申正了。
聽見約翰的話、跟從耶穌的那兩個人、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烈。
他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說、我們遇見彌賽亞了、（彌賽亞繙出來、就是基督。）
於是領他去見耶穌。耶穌看著他說、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約翰馬太十六章十七節稱約拿
］你要稱為磯法．（磯法繙出來、就是彼得。）
又次日、耶穌想要往加利利去、遇見腓力、就對他說、來跟從我罷。
這腓力是伯賽大人、和安得烈、彼得同城。
腓力找著拿但業、對他說、摩西在律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我們遇見了、
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勒人耶穌。
拿但業對他說、拿撒勒還能出甚麼好的麼。腓力說、你來看。
耶穌看見拿但業來、就指著他說、看哪、這是個真以色列人、他心裏是沒有詭詐的。
拿但業對耶穌說、你從那裏知道我呢。耶穌回答說、腓力還沒有招呼你、你在無花果樹底
下、我就看見你了。
拿但業說、拉比、你是 神的兒子、你是以色列的王。
耶穌對他說、因為我說在無花果樹底下看見你、你就信麼．你將要看見比這更大的事。
又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見天開了、 神的使者上去下來在人子身上。
第三日、在加利利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裏。
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
酒用盡了、耶穌的母親對他說、他們沒有酒了。
耶穌說、母親、［原文作婦人］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他母親對用人說、他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作甚麼。
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六口石缸擺在那裏、每口可以盛兩三桶水。
耶穌對用人說、把缸倒滿了水．他們就倒滿了、直到缸口。
耶穌又說、現在可以舀出來、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了去。
管筵席的嘗了那水變的酒、並不知道是那裏來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便叫新
郎來、
對他說、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了、纔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留到如今。
這是耶穌所行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利利的迦拿行的、顯出他的榮耀來．他的門徒就信他
了。
這事以後、耶穌與他的母親弟兄和門徒、都下迦百農去．在那裏住了不多幾日。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了、耶穌就上耶路撒冷去。
看見殿裏有賣牛羊鴿子的、並有兌換銀錢的人、坐在那裏．
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推翻他們的桌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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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3:1
3:2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3:3
3:4
3:5
3:6
3:7
3:8

約 3:9
約 3:10
約 3:11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又對賣鴿子的說、把這些東西拿去．不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
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說、『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說、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
耶穌回答說、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立起來。
猶太人便說、這殿是四十六年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立起來麼。
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
所以到他從死裏復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說過這話、便信了聖經和耶穌所說的。
當耶穌在耶路撒冷過逾越節的時候、有許多人看見他所行的神蹟、就信了他的名。
耶穌卻不將自己交託他們、因為他知道萬人．
也用不著誰見證人怎樣．因他知道人心裏所存的。
有一個法利賽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
這人夜裏來見耶穌、說、拉比、我們知道你是由 神那裏來作師傅的．因為你所行的神蹟
、若沒有 神同在、無人能行。
耶穌回答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若不重生、就不能見 神的國。
尼哥底母說、人已經老了、如何能重生呢．豈能再進母腹生出來麼。
耶穌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若不是從水和聖靈生的、就不能進 神的國。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靈生的、就是靈。
我說、你們必須重生、你不要以為希奇。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見風的響聲、卻不曉得從那裏來、往那裏去．凡從聖靈生的、也是如
此。
尼哥底母問他說、怎能有這事呢。
耶穌回答說、你是以色列人的先生、還不明白這事麼。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們所說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見證的、是我們見過的．你們
卻不領受我們的見證。
我對你們說地上的事、你們尚且不信、若說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了從天降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來．
叫一切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切信的人在他裏面得永生］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切信他的、不至滅亡、反得永生。
因為 神差他的兒子降世、不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
救。
信他的人、不被定罪．不信的人、罪已經定了、因為他不信 神獨生子的名。
光來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行為是惡的、不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惡的便恨光、並不來就光、恐怕他的行為受責備。
但行真理的必來就光、要顯明他所行的是靠 神而行。
這事以後、耶穌和門徒到了猶太地、在那裏居住施洗。
約翰在靠近撒冷的哀嫩也施洗、因為那裏水多．眾人都去受洗。
那時約翰還沒有下在監裏。
約翰的門徒、和一個猶太人辯論潔淨的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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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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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約
約
約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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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就來見約翰說、拉比、從前同你在約但河外、你所見證的那位、現在施洗、眾人都往他那
裏去了。
約翰說、若不是從天上賜的、人就不能得甚麼。
我曾說、我不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見證。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見新郎的聲音就甚喜樂．故此我這喜樂滿足了。
他必興旺、我必衰微。
從天上來的、是在萬有之上．從地上來的、是屬乎地、他所說的、也是屬乎地．從天上來
的、是在萬有之上。
他將所見所聞的見證出來、只是沒有人領受他的見證。
那領受他見證的、就印上印、證明 神是真的。
神所差來的、就說 神的話．因為 神賜聖靈給他、是沒有限量的。
父愛子、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
信子的人有永生．不信子的人得不著永生、［原文作不得見永生］ 神的震怒常在他身上。
主知道法利賽人聽見他收門徒施洗比約翰還多、
（其實不是耶穌親自施洗、乃是他的門徒施洗。）
他就離了猶太、又往加利利去．
必須經過撒瑪利亞。
於是到了撒瑪利亞的一座城、名叫加、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地。
在那裏有雅各井。耶穌因走路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時約有午正。
有一個撒瑪利亞的婦人來打水．耶穌對他說、請你給我水喝。
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了。
撒瑪利亞的婦人對他說、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利亞婦人要水喝呢。原來猶太
人和撒瑪利亞人沒有來往。
耶穌回答說、你若知道 神的恩賜、和對你說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
了你活水。
婦人說、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那裏得活水呢。
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留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裏的水、難道你比
他還大麼。
耶穌回答說、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
人若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不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婦人說、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不渴、也不用來這麼遠打水。
耶穌說、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裏來。
婦人說、我沒有丈夫。耶穌說、你說沒有丈夫、是不錯的．
你已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不是你的丈夫．你這話是真的。
婦人說、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禮拜．你們倒說、應當禮拜的地方是在耶路撒冷。
耶穌說、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不在這山上、也不在耶路撒冷。
你們所拜的、你們不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來的。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了、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靈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神是個靈．［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靈和誠實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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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說、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來．他來了、必將一切的事都告訴我們。
耶穌說、這和你說話的就是他。
當下門徒回來、就希奇耶穌和一個婦人說話．只是沒有人說、你是要甚麼．或說、你為甚
麼和他說話。
那婦人就留下水罐子、往城裏去、對眾人說、
你們來看、有一個人將我素來所行的一切事、都給我說出來了、莫非這就是基督麼。
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裏去。
這其間、門徒對耶穌說、拉比、請喫。
耶穌說、我有食物喫、是你們不知道的。
門徒就彼此對問說、莫非有人拿甚麼給他喫麼。
耶穌說、我的食物、就是遵行差我來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
你們豈不說、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麼．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了
、［原文作發白］可以收割了。
收割的人得工價、積蓄五穀到永生．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樂。
俗語說、那人撒種、這人收割、這話可見是真的。
我差你們去收你們所沒有勞苦的．別人勞苦、你們享受他們所勞苦的。
那城裏有好些撒瑪利亞人信了耶穌、因為那婦人作見證說、他將我素來所行的一切事、都
給我說出來了。
於是撒瑪利亞人來見耶穌、求他在他們那裏住下．他便在那裏住了兩天。
因耶穌的話、信的人就更多了．
便對婦人說、現在我們信、不是因為你的話、是我們親自聽見了、知道這真是救世主。
過了那兩天、耶穌離了那地方、往加利利去。
因為耶穌自己作過見證說、先知在本地是沒有人尊敬的。
到了加利利、加利利人既然看見他在耶路撒冷過節所行的一切事、就接待他．因為他們也
是上去過節。
耶穌又到了加利利的迦拿、就是他從前變水為酒的地方．有一個大臣、他的兒子在迦百農
患病。
他聽見耶穌從猶太到了加利利、就來見他、求他下去醫治他的兒子．因為他兒子快要死了
。
耶穌就對他說、若不看見神蹟奇事、你們總是不信。
那大臣說、先生、求你趁著我的孩子還沒有死、就下去。
耶穌對他說、回去罷．你的兒子活了。那人信耶穌所說的話、就回去了。
正下去的時候、他的僕人迎見他、說他的兒子活了。
他就問甚麼時候見好的。他們說、昨日未時熱就退了。
他便知道這正是耶穌對他說你兒子活了的時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了。
這是耶穌在加利利行的第二件神蹟、是他從猶太回去以後行的。
這事以後、到了猶太人的一個節期．耶穌就上耶路撒冷去。
在耶路撒冷、靠近羊門有一個池子、希伯來話叫作畢士大、旁邊有五個廊子。
裏面躺著瞎眼的、瘸腿的、血氣枯乾的、許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動］
［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子攪動那水水動之後誰先下去無論害甚麼病就痊愈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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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裏有一個人、病了三十八年。
耶穌看見他躺著、知道他病了許久、就問他說、你要痊愈麼。
病人回答說、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裏．我正去的時候、就有別人比我
先下去。
耶穌對他說、起來、拿你的褥子走罷。
那人立刻痊愈、就拿起褥子來走了。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猶太人對那醫好的人說、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不可的。
他卻回答說、那使我痊愈的、對我說、拿你的褥子走罷。
他們問他說、對你說拿褥子走的、是甚麼人。
那醫好的人不知道是誰．因為那裏的人多、耶穌已經躲開了。
後來耶穌在殿裏遇見他、對他說、你已經痊愈了．不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更加利害。
那人就去告訴猶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穌。
所以猶太人逼迫耶穌、因為他在安息日作了這事。
耶穌就對他們說、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殺他．因他不但犯了安息日、並且稱 神為他的父、將自己和 神當
作平等。
耶穌對他們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不能作甚麼、惟有看見父所作的、子
纔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
父愛子、將自己所作的一切事指給他看．還要將比這更大的事指給他看、叫你們希奇。
父怎樣叫死人起來、使他們活著、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
父不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不尊敬子的、就是不尊敬差子來的父。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來者的、就有永生、不至於定罪、是已經出
死入生了。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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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行審判的權柄。
你們不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見他的聲音、就出來．
行善的復活得生、作惡的復活定罪。
我憑著自己不能作甚麼．我怎麼聽見、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為我不求自
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來者的意思。
我若為自己作見證、我的見證就不真。
另有一位給我作見證．我也知道他給我作的見證是真的。
你們曾差人到約翰那裏、他為真理作過見證。
其實我所受的見證、不是從人來的．然而我說這些話、為要叫你們得救。
約翰是點著的明燈．你們情願暫時喜歡他的光。
但我有比約翰更大的見證．因為父交給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這便見證我是
父所差來的。
差我來的父、也為我作過見證。你們從來沒有聽見他的聲音、也沒有看見他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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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裏．因為他所差來的、你們不信。
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見證的就是這經。
然而你們不肯到我這裏來得生命。
我不受從人來的榮耀。
但我知道你們心裏、沒有 神的愛。
我奉我父的名來、你們並不接待我．若有別人奉自己的名來、你們倒要接待他。
你們互相受榮耀、卻不求從獨一之 神來的榮耀、怎能信我呢。
不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們．有一位告你們的、就是你們所仰賴的摩西。
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你們若不信他的書、怎能信我的話呢。
這事以後、耶穌渡過加利利海、就是提比哩亞海。
有許多人、因為看見他在病人身上所行的神蹟、就跟隨他。
耶穌上了山、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裏。
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了。
耶穌舉目看見許多人來、就對腓力說、我們從那裏買餅叫這些人喫呢。
他說這話、是要試驗腓力．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行。
腓力回答說、就是二十兩銀子的餅、叫他們各人喫一點、也是不彀的。
有一個門徒、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烈、對耶穌說、
在這裏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兩條魚．只是分給這許多人、還算甚麼呢。
耶穌說、你們叫眾人坐下。原來那地方的草多、眾人就坐下、數目約有五千。
耶穌拿起餅來、祝謝了、就分給那坐著的人．分魚也是這樣、都隨著他們所要的。
他們喫飽了、耶穌對門徒說、把剩下的零碎、收拾起來、免得有蹧蹋的。
他們便將那五個大麥餅的零碎、就是眾人喫了剩下的、收拾起來、裝滿了十二個籃子。
眾人看見耶穌所行的神蹟、就說、這真是那要到世間來的先知。
耶穌既知道眾人要來強逼他作王、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了。
到了晚上、他的門徒下海邊去、
上了船、要過海往迦百農去。天已經黑了、耶穌還沒有來到他們那裏。
忽然狂風大作、海就翻騰起來。
門徒搖櫓約行了十里多路、看見耶穌在海面上走、漸漸近了船、他們就害怕。
耶穌對他們說、是我．不要怕。
門徒就喜歡接他上船、船立時到了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第二日、站在海那邊的眾人、知道那裏沒有別的船、只有一隻小船、又知道耶穌沒有同他
的門徒上船、乃是門徒自己去的．
然而有幾隻小船從提比哩亞來、靠近主祝謝後分餅給人喫的地方。
眾人見耶穌和門徒、都不在那裏、就上了船、往迦百農去找耶穌。
既在海那邊找著了、就對他說、拉比、是幾時到這裏來的。
耶穌回答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不是因見了神蹟、乃是因喫餅得飽。
不要為那必壞的食物勞力、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勞力、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因為人
子是父 神所印證的。
眾人問他說、我們當行甚麼、纔算作 神的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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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回答說、信 神所差來的、這就是作 神的工。
他們又說、你行甚麼神蹟、叫我們看見就信你．你到底作甚麼事呢。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如經上寫著說、『他從天上賜下糧來給他們喫。』
耶穌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從天上來的糧、不是摩西賜給你們的、乃是我父將天
上來的真糧賜給你們。
因為 神的糧、就是那從天上降下來賜生命給世界的。
他們說、主阿、常將這糧賜給我們。
耶穌說、我就是生命的糧．到我這裏來的、必定不餓．信我的、永遠不渴。
只是我對你們說過、你們已經看見我、還是不信。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來．到我這裏來的、我總不丟棄他。
因為我從天上降下來、不是要按自己的意思行、乃是要按那差我來者的意思行。
差我來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不失落、在末日卻叫他復活。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切見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復活。
猶太人因為耶穌說、我是從天上降下來的糧、就私下議論他．
說、這不是約瑟的兒子耶穌麼．他的父母我們豈不認得麼．他如今怎麼說、我是從天上降
下來的呢。
耶穌回答說、你們不要大家議論。
若不是差我來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裏來的．到我這裏來的、在末日我要叫他復活
。
在先知書上寫著說、『他們都要蒙 神的教訓。』凡聽見父之教訓又學習的、就到我這裏來
。
這不是說、有人看見過父、惟獨從 神來的、他看見過父。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糧。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還是死了。
這是從天上降下來的糧、叫人喫了就不死。
我是從天上降下來生命的糧．人若喫這糧、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糧、就是我的肉、
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因此、猶太人彼此爭論說、這個人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喫呢。
耶穌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若不喫人子的肉、不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
們裏面。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復活。
我的肉真是可喫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
永活的父怎樣差我來、我又因父活著、照樣、喫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這就是從天上降下來的糧．喫這糧的人、就永遠活著、不像你們的祖宗喫過嗎哪、還是死
了。
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裏教訓人說的。
他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見了、就說、這話甚難、誰能聽呢。
耶穌心裏知道門徒為這話議論、就對他們說、這話是叫你們厭棄麼。［厭棄原文作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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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或你們看見人子升到他原來所在之處、怎麼樣呢。
叫人活著的乃是靈、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說的話、就是靈、就是生命。
只是你們中間有不信的人。耶穌從起頭就知道、誰不信他、誰要賣他。
耶穌又說、所以我對你們說過、若不是蒙我父的恩賜、沒有人能到我這裏來。
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不再和他同行。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說、你們也要去麼。
西門彼得回答說、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
我們已經信了、又知道你是 神的聖者。
耶穌說、我不是揀選了你們十二個門徒麼、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
耶穌這話是指著加人西門的兒子猶大說的．他本是十二個門徒裏的一個、後來要賣耶穌
的。
這事以後、耶穌在加利利遊行、不願在猶太遊行．因為猶太人想要殺他。
當時猶太人的住棚節近了。
耶穌的弟兄就對他說、你離開這裏上猶太去罷、叫你的門徒也看見你所行的事。
人要顯揚名聲、沒有在暗處行事的．你如果行這些事、就當將自己顯明給世人看。
因為連他的弟兄說這話、是因為不信他。
耶穌就對他們說、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你們的時候常是方便的。
世人不能恨你們、卻是恨我．因為我指證他們所作的事是惡的。
你們上去過節罷．我現在不上去過這節．因為我的時候還沒有滿。
耶穌說了這話、仍舊住在加利利。
但他弟兄上去以後、他也上去過節、不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
正在節期、猶太人尋找耶穌說、他在那裏。
眾人為他紛紛議論．有的說、他是好人．有的說、不然、他是迷惑眾人的。
只是沒有人明明的講論他、因為怕猶太人。
到了節期、耶穌上殿裏去教訓人。
猶太人就希奇說、這個人沒有學過、怎麼明白書呢。
耶穌說、我的教訓不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來者的。
人若立志遵著他的旨意行、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 神、或是我憑著自己說的。
人憑著自己說、是求自己的榮耀．惟有求那差他來者的榮耀、這人是真的、在他心裏沒有
不義。
摩西豈不是傳律法給你們麼．你們卻沒有一個人守律法。為甚麼想要殺我呢。
眾人回答說、你是被鬼附著了．誰想要殺你。
耶穌說、我作了一件事、你們都以為希奇。
摩西傳割禮給你們、（其實不是從摩西起的、乃是從祖先起的。）因此你們也在安息日給人
行割禮。
人若在安息日受割禮、免得違背摩西的律法、我在安息日叫一個人全然好了、你們就向我
生氣麼。
不可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
耶路撒冷人中有的說、這不是他們想要殺的人麼。
你看他還明明的講道、他們也不向他說甚麼．難道官長真知道這是基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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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知道這個人從那裏來．只是基督來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從那裏來。
那時耶穌在殿裏教訓人、大聲說、你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從那裏來．我來並不是由於自
己、但那差我來的是真的．你們不認識他。
我卻認識他．因為我是從他來的、他也是差了我來。
他們就想要捉拿耶穌．只是沒有人下手、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但眾人中間有好些信他的、說、基督來的時候、他所行的神蹟、豈能比這人所行的更多麼
。
法利賽人聽見眾人為耶穌這樣紛紛議論、祭司長和法利賽人、就打發差役去捉拿他。
於是耶穌說、我還有不多的時候和你們同在、以後就回到差我來的那裏去。
你們要找我、卻找不著．我所在的地方你們不能到。
猶太人就彼此對問說、這人要往那裏去、叫我們找不著呢．難道他要往散住希利尼中的猶
太人那裏去教訓希利尼人麼。
他說、你們要找我、卻找不著、我所在的地方、你們不能到．這話是甚麼意思呢。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說、人若渴了、可以到我這裏來喝。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說、從他腹中要流出活水的江河來。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靈說的．那時還沒有賜下聖靈來．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
耀。
眾人聽見這話、有的說、這真是那先知。
有的說、這是基督．但也有的說、基督豈是從加利利出來的麼。
經上豈不是說、基督是大的後裔、從大本鄉伯利恆出來的麼。
於是眾人因著耶穌起了分爭。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無人下手。
差役回到祭司長和法利賽人那裏．他們對差役說、你們為甚麼沒有帶他來呢。
差役回答說、從來沒有像他這樣說話的。
法利賽人說、你們也受了迷惑麼。
官長或是法利賽人、豈有信他的呢。
但這些不明白律法的百姓、是被咒詛的。
內中有尼哥底母、就是從前去見耶穌的、對他們說、
不先聽本人的口供、不知道他所作的事、難道我們的律法還定他的罪麼。
他們回答說、你也是出於加利利麼．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利利沒有出過先知。
於是各人都回家去了．耶穌卻往橄欖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裏．眾百姓都到他那裏去、他就坐下教訓他們。
文士和法利賽人、帶著一個行淫時被拿的婦人來、叫他站在當中。
就對耶穌說、夫子、這婦人是正行淫之時被拿的。
摩西在律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說該把他怎麼樣呢。
他們說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他們還是不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來、對他們說、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
拿石頭打他．
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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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聽見這話、就從老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了．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
當中。
耶穌就直起腰來、對他說、婦人、那些人在那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麼。
他說、主阿、沒有。耶穌說、我也不定你的罪．去罷．從此不要再犯罪了。
耶穌又對眾人說、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不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法利賽人對他說、你是為自己作見證．你的見證不真。
耶穌說、我雖然為自己作見證、我的見證還是真的．因我知道我從那裏來、往那裏去．你
們卻不知道我從那裏來、往那裏去。
你們是以外貌［原文作憑肉身］判斷人．我卻不判斷人。
就是判斷人、我的判斷也是真的．因為不是我獨自在這裏、還有差我來的父與我同在。
你們的律法上也記著說、兩個人的見證是真的。
我是為自己作見證、還有差我來的父、也是為我作見證。
他們就問他說、你的父在那裏。耶穌回答說、你們不認識我、也不認識我的父．若是認識
我、也就認識我的父。
這些話是耶穌在殿裏的庫房、教訓人時所說的．也沒有人拿他、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耶穌又對他們說、我要去了、你們要找我、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們不
能到。
猶太人說、他說我所去的地方、你們不能到、難道他要自盡麼。
耶穌對他們說、你們是從下頭來的、我是從上頭來的．你們是屬這世界的、我不是屬這世
界的。
所以我對你們說、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若不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他們就問他說、你是誰。耶穌對他們說、就是我從起初所告訴你們的。
我有許多事講論你們、判斷你們、但那差我來的是真的．我在他那裏所聽見的、我就傳給
世人。
他們不明白耶穌是指著父說的。
所以耶穌說、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基督、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是憑著自己
作的．我說這些話、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那差我來的、是與我同在．他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裏、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悅的事。
耶穌說這話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信他。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說、你們若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你們必曉得真理、真理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他們回答說、我們是亞伯拉罕的後裔、從來沒有作過誰的奴僕．你怎麼說、你們必得以自
由呢。
耶穌回答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
奴僕不能永遠住在家裏、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
所以天父的兒子若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了。
我知道你們是亞伯拉罕的子孫、你們卻想要殺我．因為你們心裏容不下我的道。
我所說的、是在我父那裏看見的．你們所行的、是在你們的父那裏聽見的。
他們說、我們的父就是亞伯拉罕。耶穌說、你們若是亞伯拉罕的兒子、就必行亞伯拉罕所
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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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在 神那裏所聽見的真理、告訴了你們、現在你們卻想要殺我．這不是亞伯拉罕所行
的事．
你們是行你們父所行的事。他們說、我們不是從淫亂生的．我們只有一位父就是 神。
耶穌說、倘若 神是你們的父、你們就必愛我．因為我本是出於 神、也是從 神而來、
並不是由著自己來、乃是他差我來。
你們為甚麼不明白我的話呢、無非是因你們不能聽我的道。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行、他從起初是殺人的、不守真理．
因他心裏沒有真理、他說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來是說謊的、也是說謊之人的父。
我將真理告訴你們、你們就因此不信我。
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我既然將真理告訴你們、為甚麼不信我呢。
出於 神的、必聽 神的話．你們不聽、因為你們不是出於 神。
猶太人回答說、我們說你是撒瑪利亞人、並且是鬼附著的、這話豈不正對麼。
耶穌說、我不是鬼附著的．我尊敬我的父、你們倒輕慢我。
我不求自己的榮耀．有一位為我求榮耀定是非的。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人若遵守我的道、就永遠不見死。
猶太人對他說、現在我們知道你是鬼附著的。亞伯拉罕死了、眾先知也死了．你還說人若
遵守我的道、就永遠不嘗死味。
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亞伯拉罕還大麼。他死了、眾先知也死了．你將自己當作甚麼人呢。
耶穌回答說、我若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算不得甚麼．榮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們所
說是你們的 神。
你們未曾認識他．我卻認識他．我若說不認識他、我就是說謊的、像你們一樣、但我認識
他、也遵守他的道。
你們的祖宗亞伯拉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見了、就快樂。
猶太人說、你還沒有五十歲、豈見過亞伯拉罕呢。
耶穌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拉罕、就有了我。
於是他們拿石頭要打他．耶穌卻躲藏、從殿裏出去了。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見一個人生來是瞎眼的。
門徒問耶穌說、拉比、這人生來是瞎眼的、是誰犯了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
耶穌回答說、也不是這人犯了罪、也不是他父母犯了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 神的作為來
。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來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了。
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耶穌說了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泥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對他說、你往西羅亞池子裏去洗、（西羅亞繙出來、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頭就看見
了。
他的鄰舍、和那素常見他是討飯的、就說、這不是那從前坐著討飯的人麼。
有人說、是他．又有人說、不是、卻是像他．他自己說、是我。
他們對他說、你的眼睛是怎麼開的呢。
他回答說、有一個人名叫耶穌．他和泥抹我的眼睛、對我說、你往西羅亞池子去洗．我去
一洗、就看見了。
他們說、那個人在那裏．他說、我不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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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把從前瞎眼的人、帶到法利賽人那裏。
耶穌和泥開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法利賽人也問他是怎麼得看見的。瞎子對他們說、他把泥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
看見了。
法利賽人中有的說、這個人不是從 神來的、因為他不守安息日。又有人說、一個罪人怎
能行這樣的神蹟呢。他們就起了分爭。
他們又對瞎子說、他既然開了你的眼睛、你說他是怎樣的人呢。他說、是個先知。
猶太人不信他從前是瞎眼、後來能看見的、等到叫了他的父母來、
問他們說、這是你們的兒子麼．你們說他生來是瞎眼的、如今怎麼能看見了呢。
他父母回答說、他是我們的兒子、生來就瞎眼、這是我們知道的。
至於他如今怎麼能看見、我們卻不知道．是誰開了他的眼睛、我們也不知道．他已經成了
人、你們問他罷．他自己必能說。
他父母說這話、是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已經商議定了、若有認耶穌是基督的、要把他趕
出會堂。
因此他父母說、他已經成了人、你們問他罷。
所以法利賽人第二次叫了那從前瞎眼的人來、對他說、你該將榮耀歸給 神．我們知道這
人是個罪人。
他說、他是個罪人不是、我不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見了。
他們就問他說、他向你作甚麼、是怎麼開了你的眼睛呢。
他回答說、我方纔告訴你們、你們不聽．為甚麼又要聽呢．莫非你們也要作他的門徒麼。
他們就他說、你是他的門徒．我們是摩西的門徒。
神對摩西說話、是我們知道的．只是這個人、我們不知道他從那裏來。
那人回答說、他開了我的眼睛、你們竟不知道他從那裏來、這真是奇怪。
我們知道 神不聽罪人．惟有敬奉 神遵行他旨意的、 神纔聽他。
從創世以來、未曾聽見有人把生來是瞎子的眼睛開了。
這人若不是從 神來的、甚麼也不能作。
他們回答說、你全然生在罪孽中、還要教訓我們麼。於是把他趕出去了。
耶穌聽說他們把他趕出去．後來遇見他、就說、你信 神的兒子麼。
他回答說、主阿、誰是 神的兒子、叫我信他呢。
耶穌說、你已經看見他、現在和你說話的就是他。
他說、主阿、我信．就拜耶穌。
耶穌說、我為審判到這世上來、叫不能看見的、可以看見．能看見的、反瞎了眼。
同他在那裏的法利賽人、聽見這話、就說、難道我們也瞎了眼麼。
耶穌對他們說、你們若瞎了眼、就沒有罪了．但如今你們說、我們能看見、所以你們的罪
還在。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人進羊圈．不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強
盜。
從門進去的、纔是羊的牧人。
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領出來。
既放出自己的羊來、就在前頭走、羊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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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不跟著生人、因為不認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但他們不明白所說的是甚麼意思。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
凡在我以先來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不聽他們。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來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喫。
盜賊來、無非要偷竊、殺害、毀壞．我來了、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更豐盛
。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若是雇工、不是牧人、羊也不是他自己的、他看見狼來、就撇下羊逃走．狼抓住羊、趕散
了羊群。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不顧念羊。
我是好牧人．我認識我的羊、我的羊也認識我。
正如父認識我、我也認識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我另外有羊、不是這圈裏的．我必須領他們來、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
歸一個牧人了。
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來。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了、也有權柄取回來．這是我從我父所受
的命令。
猶太人為這些話、又起了分爭。
內中有好些人說、他是被鬼附著、而且瘋了．為甚麼聽他呢。
又有人說、這不是鬼附之人所說的話。鬼豈能叫瞎子的眼睛開了呢。
在耶路撒冷有修殿節．是冬天的時候。
耶穌在殿裏所羅門的廊下行走。
猶太人圍著他、說、你叫我們猶疑不定到幾時呢．你若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訴我們。
耶穌回答說、我已經告訴你們、你們不信．我奉我父之名所行的事、可以為我作見證。
只是你們不信、因為你們不是我的羊。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識他們、他們也跟著我。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不滅亡、誰也不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
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不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
我與父原為一。
猶太人又拿起石頭來要打他。
耶穌對他們說、我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你們是為那一件拿石頭打我呢。
猶太人回答說、我們不是為善事拿石頭打你、是為你說僭妄的話．又為你是個人、反將自
己當作 神。
耶穌說、你們的律法上豈不是寫著、『我曾說你們是神』麼。
經上的話是不能廢的．若那些承受 神道的人、尚且稱為 神、
父所分別為聖、又差到世間來的、他自稱是 神的兒子、你們還向他說、你說僭妄的話麼
。
我若不行我父的事、你們就不必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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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若行了、你們縱然不信我、也當信這些事．叫你們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裏面、我也
在父裏面。
他們又要拿他．他卻逃出他們的手走了。
耶穌又往約但河外去、到了約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裏。
有許多人來到他那裏．他們說、約翰一件神蹟沒有行過．但約翰指著這人所說的一切話都
是真的。
在那裏信耶穌的人就多了。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拉撒路、住在伯大尼、就是馬利亞和他姐姐馬大的村莊。
這馬利亞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頭髮擦他的．患病的拉撒路是他的兄弟。
他姊妹兩個就打發人去見耶穌說、主阿、你所愛的人病了。
耶穌聽見就說、這病不至於死、乃是為 神的榮耀、叫 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
耶穌素來愛馬大、和他妹子、並拉撒路。
聽見拉撒路病了、就在所居之地、仍住了兩天。
然後對門徒說、我們再往猶太去罷。
門徒說、拉比、猶太人近來要拿石頭打你、你還往那裏去麼。
耶穌回答說、白日不是有十二小時麼。人在白日走路、就不至跌倒、因為看見這世上的光
。
若在黑夜走路、就必跌倒、因為他沒有光。
耶穌說了這話、隨後對他們說、我們的朋友拉撒路睡了、我去叫醒他。
門徒說、主阿、他若睡了、就必好了。
耶穌這話是指著他死說的．他們卻以為是說照常睡了。
耶穌就明明的告訴他們說、拉撒路死了。
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相信．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裏去罷。
多馬、又稱為低土馬、就對那同作門徒的說、我們也去和他同死罷。
耶穌到了、就知道拉撒路在墳墓裏、已經四天了。
伯大尼離耶路撒冷不遠、約有六里路。
有好些猶太人來看馬大和馬利亞、要為他們的兄弟安慰他們。
馬大聽見耶穌來了、就出去迎接他．馬利亞卻仍然坐在家裏。
馬大對耶穌說、主阿、你若早在這裏、我兄弟必不死。
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論向 神求甚麼、 神也必賜給你。
耶穌說、你兄弟必然復活。
馬大說、我知道在末日復活的時候、他必復活。
耶穌對他說、復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了、也必復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不死。你信這話麼。
馬大說、主阿、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就是那要臨到世界的。
馬大說了這話、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馬利亞說、夫子來了、叫你。
馬利亞聽見了、就急忙起來、到耶穌那裏去。
那時、耶穌還沒有進村子、仍在馬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馬利亞在家裏安慰他的猶太人、見他急忙起來出去、就跟著他、以為他要往墳墓那
裏去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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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利亞到了耶穌那裏、看見他、就俯伏在他前、說、主阿、你若早在這裏、我兄弟必不
死。
耶穌看見他哭、並看見與他同來的猶太人也哭、就心裏悲歎、又甚憂愁．
便說、你們把他安放在那裏．他們回答說、請主來看。
耶穌哭了。
猶太人就說、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懇切。
其中有人說、他既然開了瞎子的眼睛、豈不能叫這人不死麼。
耶穌又心裏悲歎、來到墳墓前．那墳墓是個洞、有一塊石頭擋著。
耶穌說、你們把石頭挪開。那死人的姐姐馬大對他說、主阿、他現在必是臭了、因為他死
了已經四天了。
耶穌說、我不是對你說過、你若信、就必看見 神的榮耀麼。
他們就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望天說、父阿、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
我也知道你常聽我、但我說這話、是為周圍站著的眾人、叫他們信是你差了我來。
說了這話、就大聲呼叫說、拉撒路出來。
那死人就出來了、手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耶穌對他們說、解開、叫他走。
那些來看馬利亞的猶太人、見了耶穌所作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但其中也有去見法利賽人的、將耶穌所作的事告訴他們。
祭司長和法利賽人聚集公會、說、這人行好些神蹟、我們怎麼辦呢。
若這樣由著他、人人都要信他．羅馬人也要來奪我們的地土、和我們的百姓。
內中有一個人、名叫該亞法、本年作大祭司、對他們說、你們不知道甚麼。
獨不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
他這話不是出於自己、是因他本年作大祭司、所以豫言耶穌將要替這一國死。
也不但替這一國死、並要將 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歸一。
從那日起他們就商議要殺耶穌。
所以耶穌不再顯然行在猶太人中間、就離開那裏往靠近曠野的地方去．到了一座城、名叫
以法蓮、就在那裏和門徒同住。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了．有許多人從鄉下上耶路撒冷去、要在節前潔淨自己。
他們就尋找耶穌、站在殿裏彼此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不來過節麼。
那時、祭司長和法利賽人早已吩咐說、若有人知道耶穌在那裏、就要報明、好去拿他。
逾越節前六日、耶穌來到伯大尼、就是他叫拉撒路從死裏復活之處。
有人在那裏給耶穌豫備筵席．馬大伺候、拉撒路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
馬利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裏就滿了膏的
香氣。
有一個門徒、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人猶大、
說、這香膏為甚麼不賣三十兩銀子賙濟窮人呢。
他說這話、並不是掛念窮人、乃因他是個賊、又帶著錢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耶穌說、由他罷、他是為我安葬之日存留的。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不常有我。
有許多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裏、就來了、不但是為耶穌的緣故、也是要看他從死裏所復活
的拉撒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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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祭司長商議連拉撒路也要殺了．
因有好些猶太人、為拉撒路的緣故、回去信了耶穌。
第二天有許多上來過節的人、聽見耶穌將到耶路撒冷、
就拿著棕樹枝、出去迎接他、喊著說、和散那、奉主名來的以色列王、是應當稱頌的。
耶穌得了一個驢駒、就騎上．如經上所記的說、
『錫安的民哪、［民原文作女子］不要懼怕、你的王騎著驢駒來了。』
這些事門徒起先不明白．等到耶穌得了榮耀以後、纔想起這話是指著他寫的、並且眾人果
然向他這樣行了。
當耶穌呼喚拉撒路叫他從死復活出墳墓的時候、同耶穌在那裏的眾人、就作見證。
眾人因聽見耶穌行了這神蹟、就去迎接他。
法利賽人彼此說、看哪、你們是徒勞無益、世人都隨從他去了。
那時、上來過節禮拜的人中、有幾個希利尼人。
他們來見加利利伯賽大的腓力、求他說、先生、我們願意見耶穌。
腓力去告訴安得烈、安得烈同腓力去告訴耶穌。
耶穌說、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了。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粒麥子不落在地裏死了、仍舊是一粒．若是死了、就結出許多
子粒來。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惡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若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若有人服事我、我父
必尊重他。
我現在心裏憂愁、我說甚麼纔好呢．父阿、救我脫離這時候．但我原是為這時候來的。
父阿、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來說、我已經榮耀了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站在旁邊的眾人聽見、就說、打雷了．還有人說、有天使對他說話。
耶穌說、這聲音不是為我、是為你們來的。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我若從地上被舉起來、就要吸引萬人來歸我。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說的。
眾人回答說、我們聽見律法上有話說基督是永存的．你怎麼說人子必須被舉起來呢．這人
子是誰呢。
耶穌對他們說、光在你們中間、還有不多的時候、應當趁著有光行走、免得黑暗臨到你們
．那在黑暗裏行走的、不知道往何處去。
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耶穌說了這話、就離開他們、隱藏
了。
他雖然在他們面前行了許多神蹟、他們還是不信他。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說、『主阿、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主的膀臂向誰顯露呢。
』
他們所以不能信、因為以賽亞又說、
『主叫他們瞎了眼、硬了心、免得他們眼睛看見、心裏明白、回轉過來、我就醫治他們。』
以賽亞因為看見他的榮耀、就指著他說這話。
雖然如此、官長中卻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利賽人的緣故、就不承認、恐怕被趕出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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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 神的榮耀。
耶穌大聲說、信我的、不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來的。
人看見我、就是看見那差我來的。
我到世上來、乃是光、叫凡信我的、不住在黑暗裏。
若有人聽見我的話不遵守、我不審判他．我來本不是要審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棄絕我不領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
因為我沒有憑著自己講．惟有差我來的父、已經給我命令、叫我說甚麼、講甚麼。
我也知道他的命令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講的話、正是照著父對我所說的。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離世歸父的時候到了．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
底。
喫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人猶大心裏。）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且知道自己是從 神出來的、又要歸到 神那裏去、
就離席站起來脫了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
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
挨到西門彼得、彼得對他說、主阿、你洗我的麼。
耶穌回答說、我所作的、你如今不知道、後來必明白。
彼得說、你永不可洗我的。耶穌說、我若不洗你、你就與我無分了。
西門彼得說、主阿、不但我的、連手和頭也要洗。
耶穌說、凡洗過澡的人、只要把一洗、全身就乾淨了．你們是乾淨的、然而不都是乾淨
的。
耶穌原知道要賣他的是誰、所以說、你們不都是乾淨的。
耶穌洗完了他們的、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說、我向你們所作的、你們明白麼。
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說的不錯．我本來是。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你們也當彼此洗。
我給你們作了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僕人不能大於主人、差人也不能大於差他的人。
你們既知道這事、若是去行就有福了。
我這話不是指著你們眾人說的．我知道我所揀選的是誰．現在要應驗經上的話、說、『同我
喫飯的人、用踢我。』
如今事情還沒有成就、我要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可以信我是基督。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
的。
耶穌說了這話、心裏憂愁、就明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了
。
門徒彼此對看、猜不透所說的是誰。
有一個門徒、是耶穌所愛的、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裏。
西門彼得點頭對他說、你告訴我們、主是指著誰說的。
那門徒便就勢靠著耶穌的胸膛、問他說、主阿、是誰呢。
耶穌回答說、我蘸一點餅給誰、就是誰。耶穌就蘸了一點餅、遞給加人西門的兒子猶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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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喫了以後、撒但就入了他的心。耶穌便對他說、你所作的快作罷。
同席的人、沒有一個知道是為甚麼對他說這話。
有人因猶大帶著錢囊、以為耶穌是對他說、你去買我們過節所應用的東西．或是叫他拿甚
麼賙濟窮人。
猶大受了那點餅、立刻就出去．那時候是夜間了。
他既出去、耶穌就說、如今人子得了榮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了榮耀。
神要因自己榮耀人子、並且要快快的榮耀他。
小子們、我還有不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後來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們不能
到．這話我曾對猶太人說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說。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令、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若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了。
西門彼得問耶穌說、主往那裏去。耶穌回答說、我所去的地方、你現在不能跟我去．後來
卻要跟我去。
彼得說、主阿、我為甚麼現在不能跟你去．我願意為你捨命。
耶穌說、你願意為我捨命麼．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雞叫以先、你要三次不認我。
你們心裏不要憂愁．你們信 神、也當信我。
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若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了．我去原是為你們豫備地方
去。
我若去為你們豫備了地方、就必再來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
我往那裏去、你們知道．那條路、你們也知道。［有古卷作我往那裏去你們知道那條路］
多馬對他說、主阿、我們不知道你往那裏去、怎麼知道那條路呢。
耶穌說、我就是道路、真理、生命．若不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你們若認識我、也就認識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識他、並且已經看見他。
腓力對他說、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了。
耶穌對他說、腓力、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不認識我麼。人看見了我、就是看見了
父．你怎麼說、將父顯給我們看呢。
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不信麼。我對你們所說的話、不是憑著自己說的、乃是住在
我裏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
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即或不信、也當因我所作的事信我。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更大的事．因為我
往父那裏去。
你們奉我的名、無論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你們若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成就。
你們若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令。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作訓慰師下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就是真理的聖靈、乃世人不能接受的．因為不見他、也不認識他．你們卻認識他．因他常
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
我不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來。
還有不多的時候、世人不再看見我．你們卻看見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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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我的命令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
他顯現。
猶大（不是加人猶大）問耶穌說、主阿、為甚麼要向我們顯現、不向世人顯現呢。
耶穌回答說、人若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
同住。
不愛我的人就不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見的道不是我的、乃是差我來之父的道。
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們說了。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來的聖靈、他要將一切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
想起我對你們所說的一切話。
我留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不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不要
憂愁、也不要膽怯。
你們聽見我對你們說了、我去還要到你們這裏來。你們若愛我、因我到父那裏去、就必喜
樂、因為父是比我大的。
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我豫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就可以信。
以後我不再和你們多說話、因為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愛父、並且父怎樣吩咐我、我就怎樣行。起來、我們走罷。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屬我不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理乾淨、使枝子結果子更多。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了。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若不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不能結果子．你
們若不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離了
我、你們就不能作甚麼。
人若不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拾起來、扔在火裏燒了。
你們若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了。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
你們若遵守我的命令、就常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守了我父的命令、常在他的愛裏。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說了、是要叫我的喜樂、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的喜樂可以滿足。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令。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你們若遵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了。
以後我不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不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
所聽見的、已經都告訴你們了。
不是你們揀選了我、是我揀選了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
們奉我的名、無論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
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世人若恨你們、你們知道［或作該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了。
你們若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不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了你們、所
以世界就恨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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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記念我從前對你們所說的話、僕人不能大於主人。他們若逼迫了我、也要逼迫你們
．若遵守了我的話、也要遵守你們的話。
但他們因我的名、要向你們行這一切的事、因為他們不認識那差我來的。
我若沒有來教訓他們、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他們的罪無可推諉了。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我若沒有在他們中間行過別人未曾行的事、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連我與我的父、他們也
看見也恨惡了。
這要應驗他們律法上所寫的話、說、『他們無故的恨我。』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來、就是從父出來真理的聖靈．他來了、就要為我作見證。
你們也要作見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我已將這些事告訴你們、使你們不至於跌倒。
人要把你們趕出會堂．並且時候將到、凡殺你們的、就以為是事奉 神。
他們這樣行、是因未曾認識父、也未曾認識我。
我將這事告訴你們、是叫你們到了時候、可以想起我對你們說過了。我起先沒有將這事告
訴你們、因為我與你們同在。
現今我往差我來的父那裏去．你們中間並沒有人問我、你往那裏去．
只因我將這事告訴你們、你們就滿心憂愁。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若不去、保惠師就不到你們這裏來．我
若去、就差他來。
他既來了、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為罪、是因他們不信我．
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裏去、你們就不再見我．
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了審判。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不了。［或作不能領會］
只等真理的聖靈來了、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切的真理．因為他不是憑自己說
的、乃是把他所聽見的都說出來．並要把將來的事告訴你們。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說、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等不多時、你們就不得見我．再等不多時、你們還要見我。
有幾個門徒就彼此說、他對我們說、等不多時、你們就不得見我．再等不多時、你們還要
見我．又說、因我往父那裏去．這是甚麼意思呢。
門徒彼此說、他說等不多時、到底是甚麼意思呢．我們不明白他所說的話。
耶穌看出他們要問他、就說、我說等不多時、你們就不得見我、再等不多時、你們還要見
我．你們為這話彼此相問麼。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樂．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
的憂愁、要變為喜樂。
婦人生產的時候、就憂愁、因為他的時候到了．既生了孩子、就不再記念那苦楚、因為歡
喜世上生了一個人。
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見你們、你們的心就喜樂了．這喜樂、也沒有人能奪去。
到那日、你們甚麼也就不問我了．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若向父求甚麼、他必因我
的名、賜給你們。

107
聖迦谷基督徒聚會 讀經講義

約 16:24
約 16:25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16:26
16:27
16:28
16:29
16:30
16:31
16:32

約 16:33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約 17:7
約 17:8
約 17:9
約 17:10
約 17:11
約 17:12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17:13
17:14
17:15
17:16
17:17
17:18
17:19
17:20
17:21

約 17:22

向來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甚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樂可以滿足。
這些事、我是用比喻對你們說的．時候將到、我不再用比喻對你們說、乃要將父明明的告
訴你們．
到那日、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並不對你們說、我要為你們求父．
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又信我是從父出來的。
我從父出來、到了世界．我又離開世界、往父那裏去。
門徒說、如今你是明說、並不用比喻了。
現在我們曉得你凡事都知道、也不用人問你．因此我們信你是從 神出來的。
耶穌說、現在你們信麼。
看哪、時候將到、且是已經到了、你們要分散、各歸自己的地方去、留下我獨自一人．其
實我不是獨自一人、因為有父與我同在。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了世界。
耶穌說了這話、就舉目望天說、父阿、時候到了．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正如你曾賜給他權柄、管理凡有血氣的、叫他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
認識你獨一的真 神、並且認識你所差來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了。
父阿、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
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本是你的、你將他們賜給我、他們
也遵守了你的道。
如今他們知道、凡你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裏來的．
因為你所賜給我的道、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領受了、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出來的、
並且信你差了我來。
我為他們祈求．不為世人祈求、卻為你所賜給我的人祈求、因他們本是你的。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得了榮耀。
從今以後、我不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阿、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
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
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了他們、我也護了他們、其中除了那滅
亡之子、沒有一個滅亡的．好叫經上的話得應驗。
現在我往你那裏去．我還在世上說這話、是叫他們心裏充滿我的喜樂。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不屬世界、正如我不屬世界一樣。
我不求你叫他們離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離那惡者。［或作脫離罪惡］
他們不屬世界、正如我不屬世界一樣。
求你用真理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理。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理成聖。
我不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
信你差了我來。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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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7:23
約 17:24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17:25
17:26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8:10

約
約
約
約
約

18:11
18:12
18:13
18:14
18:15

約 18:16
約
約
約
約

18:17
18:18
18:19
18:20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18:21
18:22
18:23
18:24
18:25
18:26
18:27
18:28

約 18:29

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了我來、也知
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父阿、我在那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叫他們看見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
為創立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了。
公義的父阿、世人未曾認識你、我卻認識你．這些人也知道你差了我來。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裏面、我也在他們裏面。
耶穌說了這話、就同門徒出去、過了汲淪溪、在那裏有一個園子、他和門徒進去了。
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因為耶穌和門徒屢次上那裏去聚集。
猶大領了一隊兵、和祭司長並法利賽人的差役、拿著燈籠、火把、兵器、就來到園裏。
耶穌知道將要臨到自己的一切事、就出來、對他們說、你們找誰。
他們回答說、找拿撒勒人耶穌。耶穌說、我就是。賣他的猶大也同他們站在那裏。
耶穌一說我就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
他又問他們說、你們找誰。他們說、找拿撒勒人耶穌。
耶穌說、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是．你們若找我、就讓這些人去罷。
這要應驗耶穌從前的話、說、你所賜給我的人、我沒有失落一個。
西門彼得帶著一把刀、就拔出來、將大祭司的僕人砍了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僕人名叫
馬勒古。
耶穌就對彼得說、收刀入鞘罷．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豈可不喝呢。
那隊兵和千夫長並猶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穌、把他捆綁了．
先帶到亞那面前．因為亞那是本年作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
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發議論說、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西門彼得跟著耶穌、還有一個門徒跟著．那門徒是大祭司所認識的．他就同耶穌進了大祭
司的院子。
彼得卻站在門外．大祭司所認識的那個門徒出來、和看門的使女說了一聲、就領彼得進去
。
那看門的使女對彼得說、你不也是這人的門徒麼．他說、我不是。
僕人和差役、因為天冷、就生了炭火、站在那裏烤火．彼得也同他們站著烤火。
大祭司就以耶穌的門徒和他的教訓盤問他。
耶穌回答說、我從來是明明的對世人說話．我常在會堂和殿裏、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
教訓人．我在暗地裏、並沒有說甚麼。
你為甚麼問我呢．可以問那聽見的人、我對他們說的是甚麼．我所說的、他們都知道。
耶穌說了這話、旁邊站著的一個差役、用手掌打他說、你這樣回答大祭司麼。
耶穌說、我若說的不是、你可以指證那不是．我若說的是、你為甚麼打我呢。
亞那就把耶穌解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仍是捆著解去的。
西門彼得正站著烤火、有人對他說、你不也是他的門徒麼。彼得不承認、說、我不是。
有大祭司的一個僕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屬、說、我不是看見你同他在園子裏麼。
彼得又不承認．立時雞就叫了。
眾人將耶穌、從該亞法那裏往衙門內解去．那時天還早．他們自己卻不進衙門、恐怕染了
污穢、不能喫逾越節的筵席。
彼拉多就出來、到他們那裏、說、你們告這人是為甚麼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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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8:30
約 18:31
約
約
約
約
約

18:32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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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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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18:39
18:40
19:1
19:2
19:3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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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約
約
約
約

19:7
19:8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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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約 19:12
約 19:13
約 19:14
約 19:15
約 19:16
約 19:17
約 19:18
約 19:19

他們回答說、這人若不是作惡的、我們就不把他交給你。
彼拉多說、你們自己帶他去、按著你們的律法審問他罷。猶太人說、我們沒有殺人的權柄
。
這要應驗耶穌所說、自己將要怎樣死的話了。
彼拉多又進了衙門、叫耶穌來、對他說、你是猶太人的王麼。
耶穌回答說、這話是你自己說的、還是別人論我對你說的呢。
彼拉多說、我豈是猶太人呢．你本國的人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你作了甚麼事呢。
耶穌回答說、我的國不屬這世界．我的國若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不至於被
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不屬這世界。
彼拉多就對他說、這樣、你是王麼。耶穌回答說、你說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來到
世間、特為給真理作見證．凡屬真理的人、就聽我的話。
彼拉多說、真理是甚麼呢。說了這話、又出來到猶太人那裏、對他們說、我查不出他有甚
麼罪來。
但你們有個規矩、在逾越節要我給你們釋放一個人、你們要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王麼。
他們又喊著說、不要這人、要巴拉巴。這巴拉巴是個強盜。
當下彼拉多將耶穌鞭打了。
兵丁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紫袍．
又挨近他說、恭喜猶太人的王阿．他們就用手掌打他。
彼拉多又出來對眾人說、我帶他出來見你們、叫你們知道我查不出他有甚麼罪來。
耶穌出來、戴著荊棘冠冕、穿著紫袍。彼拉多對他們說、你們看這個人。
祭司長和差役看見他、就喊著說、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彼拉多說、你們自己把他釘
十字架罷．我查不出他有甚麼罪來。
猶太人回答說、我們有律法、按那律法、他是該死的、因他以自己為 神的兒子。
彼拉多聽見這話、越發害怕。
又進衙門、對耶穌說、你是那裏來的．耶穌卻不回答。
彼拉多說、你不對我說話麼．你豈不知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字架麼。
耶穌回答說、若不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更
重了。
從此彼拉多想要釋放耶穌．無奈猶太人喊著說、你若釋放這個人、就不是該撒的忠臣．［原
文作朋友］凡以自己為王的、就是背叛該撒了。
彼拉多聽見這話、就帶耶穌出來、到了一個地方、名叫鋪華石處、希伯來話叫厄巴大、就
在那裏坐堂。
那日是豫備逾越節的日子、約有午正。彼拉多對猶太人說、看哪、這是你們的王。
他們喊著說、除掉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彼拉多說、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
麼。祭司長回答說、除了該撒、我們沒有王。
於是彼拉多將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
他們就把耶穌帶了去．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出來、到了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希伯來
話叫各各他。
他們就在那裏釘他在十字架上、還有兩個人和他一同釘著、一邊一個、耶穌在中間。
彼拉多又用牌子寫了一個名號、安在十字架上．寫的是猶太人的王、拿撒勒人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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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9:20
約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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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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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約
約
約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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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約
約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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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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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0:2
約
約
約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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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20:4
20:5
20:6
20:7
20:8

有許多猶太人念這名號．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與城相近、並且是用希伯來、羅馬
、希利尼、三樣文字寫的。
猶太人的祭司長、就對彼拉多說、不要寫猶太人的王．要寫他自己說我是猶太人的王。
彼拉多說、我所寫的、我已經寫上了。
兵丁既然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為四分、每兵一分．又拿他的裏衣．這件
裏衣、原來沒有縫兒、是上下一片織成的。
他們就彼此說、我們不要撕開、只要拈鬮、看誰得著．這要應驗經上的話說、『他們分了我
的外衣、為我的裏衣拈鬮。』兵丁果然作了這事。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母親、與他母親的姊妹、並革羅罷的妻子馬利亞、和抹大拉
的馬利亞。
耶穌見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他母親說、母親、［原文作婦人］看你的兒子
。
又對那門徒說、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就接他到自己家裏去了。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了、為要使經上的話應驗、就說、我渴了。
有一個器皿盛滿了醋、放在那裏．他們就拿海絨蘸滿了醋、綁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
耶穌嘗［原文作受］了那醋、就說、成了．便低下頭、將靈魂交付 神了。
猶太人因這日是豫備日、又因那安息日是個大日、就求彼拉多叫人打斷他們的腿、把他們
拿去、免得屍首當安息日留在十字架上。
於是兵丁來、把頭一個人的腿、並與耶穌同釘第二個人的腿、都打斷了。
只是來到耶穌那裏、見他已經死了、就不打斷他的腿。
惟有一個兵拿槍扎他的肋旁、隨即有血和水流出來。
看見這事的那人就作見證、他的見證也是真的、並且他知道自己所說的是真的、叫你們也
可以信。
這些事成了、為要應驗經上的話說、『他的骨頭、一根也不可折斷。』
經上又有一句說、『他們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這些事以後、有亞利馬太人約瑟、是耶穌的門徒、只因怕猶太人、就暗暗的作門徒、他來
求彼拉多、要把耶穌的身體領去．彼拉多允准、他就把耶穌的身體領去了。
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裏去見耶穌的、帶著沒藥、和沉香、約有一百斤前來。
他們就照猶太人殯葬的規矩、把耶穌的身體、用細麻布加上香料裹好了。
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園子．園子裏有一座新墳墓、是從來沒有葬過人的。
只因是猶太人的豫備日、又因那墳墓近、他們就把耶穌安放在那裏。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拉的馬利亞來到墳墓那裏、看見石頭從墳墓挪開
了．
就跑來見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說、有人把主從墳墓裏挪了去、我們
不知道放在那裏。
彼得和那門徒就出來、往墳墓那裏去。
兩個人同跑、那門徒比彼得跑的更快、先到了墳墓．
低頭往裏看、就見細麻布還放在那裏．只是沒有進去。
西門彼得隨後也到了、進墳墓裏去、就看見細麻布還放在那裏．
又看見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是另在一處捲著。
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看見就信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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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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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還不明白聖經的意思、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裏復活。
於是兩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了。
馬利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裏看、
就見兩個天使、穿著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一個在頭、一個在。
天使對他說、婦人、你為甚麼哭。他說、因為有人把我主挪了去、我不知道放在那裏。
說了這話、就轉過身來、看見耶穌站在那裏、卻不知道是耶穌。
耶穌問他說、婦人、為甚麼哭、你找誰呢。馬利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說、先生、若是
你把他移了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那裏、我便去取他。
耶穌說、馬利亞。馬利亞就轉過來、用希伯來話對他說、拉波尼（拉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
耶穌說、不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見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說、我要
升上去、見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見我的 神、也是你們的 神。
抹大拉的馬利亞就去告訴門徒說、我已經看見了主．他又將主對他說的這話告訴他們。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了．耶穌來站在
當中、對他們說、願你們平安。
說了這話、就把手和肋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見主、就喜樂了。
耶穌又對他們說、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了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說了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說、你們受聖靈。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了．你們留下誰的罪、誰的罪就留下了。
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耶穌來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
那些門徒就對他說、我們已經看見主了。多馬卻說、我非看見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
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肋旁、我總不信。
過了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了．耶穌來站在當中說、願你們平
安。
就對多馬說、伸過你的指頭來、摸［摸原文作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來、探入我的肋旁．
不要疑惑、總要信。
多馬說、我的主、我的 神。
耶穌對他說、你因看見了我纔信．那沒有看見就信的、有福了。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行了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了他、就可以因他的
名得生命。
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
有西門彼得、和稱為低土馬的多馬、並加利利的迦拿人拿但業、還有西庇太的兩個兒子、
又有兩個門徒、都在一處。
西門彼得對他們說、我打魚去．他們說、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上了船、那一夜
並沒有打著甚麼。
天將亮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不知道是耶穌。
耶穌就對他們說、小子、你們有喫的沒有。他們回答說、沒有。
耶穌說、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他們便撒下網去、竟拉不上來了、因為魚甚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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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1:7
約 21:8
約 21:9
約 21:10
約 21:11
約
約
約
約

21:12
21:13
21:14
21:15

約 21:16
約 21:17
約 21:18
約 21:19
約 21:20
約 21:21
約 21:22
約 21:23
約 21:24
約 21:25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說、是主。那時西門彼得赤著身子、一聽見是主、就束上一件外
衣、跳在海裏。
其餘的門徒、（離岸不遠、約有二百肘、［古時以肘為尺一肘約有今時尺半］）就在小船上
把那網魚拉過來。
他們上了岸、就看見那裏有炭火、上面有魚、又有餅。
耶穌對他們說、把剛纔打的魚、拿幾條來。
西門彼得就去、［或作上船］把網拉到岸上、那網滿了大魚、共一百五十三條．魚雖這樣多
、網卻沒有破。
耶穌說、你們來喫早飯．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你是誰、因為知道是主。
耶穌就來拿餅和魚給他們。
耶穌從死裏復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
他們喫完了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說、約翰的兒子西門、［約翰馬太十六章十七節稱約拿］
你愛我比這些更深麼。彼得說、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說、你餧養我的小
羊。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說、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說、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說、你牧養我的羊。
第三次對他說、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說、你愛我麼、就
憂愁、對耶穌說、主阿、你是無所不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說、你餧養我的羊。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年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來、但年老的時候、你要伸
出手來、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不願意去的地方。
耶穌說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 神。說了這話、就對他說、你跟從我罷。
彼得轉過來、看見耶穌所愛的那門徒跟著、就是在晚飯的時候、靠著耶穌胸膛、說、主阿
、賣你的是誰的那門徒。
彼得看見他、就問耶穌說、主阿、這人將來如何。
耶穌對他說、我若要他等到我來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罷。
於是這話傳在弟兄中間、說那門徒不死．其實耶穌不是說他不死．乃是說我若要他等到我
來的時候、與你何干。
為這些事作見證、並且記載這些事的、就是這門徒．我們也知道他的見證是真的。
耶穌所行的事、還有許多、若是一一的都寫出來、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不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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