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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七章 

第六章所記載耶穌餵飽五千人和耶穌履海的神蹟是發生在加利利。第七章卻是發生在耶路撒冷

的聖殿裏。使徒約翰雖然沒有記載其間經過了多少時間，但從第六章的逾越節（約 6﹕4）到

第七章的住棚節（約 7:2）可以知道至少經過了六個月。 

約翰福音第七章可分為四段﹕ 

I。住棚節之前的辯論（約 7:1-13） 

II。 住棚節期間的辯論（約 7:14-36） 

III。住棚節末曰的辯論（約 7:37-44） 

IV。公會裏的辯論（約 7:45-53） 

 

I。住棚節之前的辯論（約 7:1-13） 

A。主耶穌家人的爭論（約 7:1-10） 

耶穌肉身家裏的兄弟姊妹，除了他自己以外，有四個弟弟，雅各（耶穌升天後，成為耶路

撒冷教會的柱石，也是寫雅各書的作者）、耶西、西門、猶大（寫猶大書的作者），雖然

他們和耶穌住了三十年，也很清楚他的性情、作為，甚至在耶穌出來傳道，親眼看到他所

行的神蹟，他們還是無法認識他的神性和彌賽亞的權柄，根本不相信他就是神的兒子（約

7﹕5）他們以為如果耶穌是彌賽亞，就應該在住棚節上耶路撒冷，顯明自己的所作所為，

使有權柄的官長們認同。很明顯的，他們對這位與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兄長，仍然沒有足夠

的信心，他們的信心和順服完全建立在耶路撒冷宗教領袖們的認同。當耶穌的弟弟們以?

顆不信的心質問他時，耶穌從三個方向回答他們﹕ 

1）"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約 7:6a） 

這裏所說的"時候（time）"與四福音中常提到的"時候（hour）"有不同的意義。

"hour"原文有“神預定的時候”(參考約 2:4；7:30；8:20；12:27)，這個 "時候"是

已經預定好不可以更改的。而這裏所說的 "time" 原文是指最好的時間 "千鈞一髮的

瞬間"，如果錯過就不會再回來。所以耶穌在這裏的意思是說“現在上耶路撒冷，不是

最好的時刻、不是神的時刻。"換句話暗示著說﹕過一陣子我一定會上耶路撒冷去。從

這裏我們可以學習到一個功課﹕神的時間是最重要的。神知道我們每一時刻，每一動

作，也唯有神知道我們在什麼地方會遇到神要我們遇到的人。因此我們就要應該凡事

帶到主面前求。求他引領我們前面的方向。 

2）你們的時候是方便的（約 7:6b） 

耶穌生命中的每時每刻都有意義，他有工作要完成（約 4:34)，他只尋求父神的旨意

（約 5:30），因此所有他的時間都已經安排，並且根據父神的計劃一步步的實現印

證。我們的時間總是在我們自己手中，因為我們沒有要為神完成任何的工作。我們的

生命沒有被安排的像耶穌一樣，因為他委身自己時時刻刻去遵行神的旨意。然而做?個

基督徒，神在我們的生命中有祂的目的。並且要我們去完成祂所交代的工作（以弗所

書 2:10）。當我們見主面的那一天，將會看到神在我們的一生中的全部計劃。神早在

創造宇宙之前，就已經計劃好每一個屬於祂的人的工作。然而很多時候，甚至是基督

徒，也像主的弟弟們一樣，從來不去選擇或思想﹕在這個時刻神要他們去做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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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因此大多數基督徒生命的結果卻是一場浪費，就像草木禾楷被燒毀（哥林多前書

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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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人不能恨你們"（約 7:7） 

凡是一個全然聖潔或是願意過聖潔生活的人，總是會引起世人的恨意。如果只是半調

子的基督徒的人，是不會被世人所恨。因此這也是耶穌最深刻和尖銳的話語之一:在你

裏面沒有什麼使得世人討厭或恨你…，你若愛這世界，世界也必愛你，你必屬這世

界。 

4） 耶穌選擇他的時間靜悄悄地上耶路撒冷（約 7:10） 

耶穌並沒有按著他弟弟們的要求，上耶路撒冷去顯明自己就是彌賽亞的身份，卻是暗

暗地上耶路撒冷。一直到節期之中，他以一個先知的身份，而不是以一個朝聖者的姿

態，站在聖殿裏教訓人（約 7:14）。 

B。朝聖者之間的爭論（約 7:11-13） 

從這幾節經文中，知道為什麼耶穌選擇等候。他的智慧使他避免在節期開始前，因著群眾

的喧嘩和衝動，導致盲目的尋捕耶穌。 

1）敵對的猶太人尋找耶穌殺他（約 7:11） 

因著第五章所發生的事情之後，猶太人開始尋找耶穌，計劃要殺他。他們期待耶穌會

上耶路撒冷來過節，也許他們計劃越早逮捕耶穌越妤，免得上來過節的百姓們，因著

他所行的神蹟奇事和教訓而相信他。以致包圍著耶穌，成為他們逮捕的攔阻。 

2）上耶路撒冷的眾朝聖者對耶穌的評語（約 7:12） 

因著耶穌的作為和教訓，猶太人分為兩派﹕一派說他是好人，按他們所能理解的；一

派說他是迷惑人的，就像現今很多人說基督教是欺騙人的。 

3）所有的意見和批判都是暗地裏的（約 7:13） 

猶太人的領袖們曾經說過，凡是公開承認耶穌是彌賽亞的人，將會被趕出會堂（約

9:22）所以沒有人敢公然議論，都是暗地裏討論。 

 

II。住棚節期間的辯論（約 7:14-36） 

A。有關耶穌的權柄和教導的爭論（約 7:14-18) 

1）質疑耶穌的權柄是因為他缺乏拉比的教導（約 7:14-15） 

雖然猶太人很驚訝耶穌的教導，但因著他的出身低微。拿撒勒人木匠，從來沒有受過

正統拉比的教導，他們無法了解他學術研討的來源，他對舊約聖經的熟練及他深奧的

言詞，乃是因為他與父神本為一。這些猶太人對耶穌有權柄的教導的想法是:僅管耶

穌似乎知道很多，但他的教導，其中一定有錯的地方，因為他沒有上正統拉比教育，

而且他的教導和一般拉比所教導的不同。 

2）耶穌以三點來證實他的教導是有權柄的（約 7:16-18） 

a.教導來自於父神（約 7:16） 

耶穌從小生長在一個清寒的木匠家中，沒有上過學校，毫無疑問的，他從小是受

教於母親馬利亞。後來慢慢長大進了會堂，聽到長者對舊約聖經誦讀，這些經文

逐漸充滿他心中。因著他與父神之間，那種獨一而又不受任何事物攔阻的相交，

使得他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 2﹕52）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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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用人的角度來看，就是父神自己，這也就是他權柄的來源。所以如果質

疑耶穌的權柄，就是質疑父神的權柄（約 12:49；14:10）。 

 

 

b.凡遵行神旨意的誠實人，必定認同耶穌有權柄的教導（約 7:17） 

所有不能或不肯相信耶穌基督就是神的兒子及他有權柄的教導，完全是因為無法

通過他們頭腦，就是理智上的層面。更進一步說，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去遵行神的

旨意，不願意來就光（約 3:18-21）。如果我們有一顆謙卑受教的心，有一顆追

求真理的心，必願意順服神，相信他必會按他自己方法向我們顯現。這是屬靈的

原則﹕你若信，就必看到神的榮耀。 

c.因著他的無私及只求父的榮耀，他的教導就有權柄（約 7:18） 

耶穌的教導從來沒有為自己的利益，完全為榮耀父神。如果一個人渴望聖潔，有

能力過正直公義的生活，他必會從耶穌基督個人行為、教導上，看到來自父神的

真理。所以凡是欺騙迷惑人的，他所求的是自己的榮耀，不是神的榮耀。 

B。計劃殺耶穌的爭論（約 7:19-24） 

從第五章耶穌在安息日醫好患了 38年病的病人，及耶穌說明自己與父本為一的身份之

後，猶太人宗教領袖就開始計劃要殺他。然而當耶穌再一次把這個話題提出來時，那時

上耶路撒冷朝聖的群眾，雖然知道宗教領袖們反對耶穌，卻沒有意識到已經計劃要殺

他。所以他們聽到耶穌說宗教領袖計劃殺他時，他們直覺的反應是:耶穌是被鬼附著了，

因為沒有人想殺他。耶穌並沒有因群眾的無理而解釋什麼，他繼續說明自己的神性和權

柄並沒有與摩西的律法衝突。第八天要為嬰孩行割禮（利末記 12:3），如果正好遇到安

息日，他們就打破傳統，特別在安息日為嬰孩行割禮。割禮像徵完全。同樣的，耶穌在

安息日醫好病人，使病人能夠完全，這應該是一個更值得歡喜快樂的事。耶穌特別勸告

聽眾不要只是活在律法條規之下，更應該注意內心深處與神的關係。字句是叫人死，精

意是叫人活（哥林多後書 3﹕6B）。 

C。因著耶穌這個“人”所引起的爭論（約 7:25-29） 

耶路撒冷人中有知道官長們的企圖，當他們聽到耶穌在聖殿前公開大膽反對當局，他們

都非常地驚訝，也期盼當局必會差人來抓他。可是等著等著，不但沒有人抓，耶穌還是

照樣絲毫不受干擾地繼續教導。他們就開始思想:這個人難道真的是彌賽亞？官長們知道

他是彌賽亞嗎？緊接著他們又懷疑，因為知道耶穌肉身的出身和環境（約 7:25-27）。根

據當時猶太人對彌賽亞的信念是:他會突然奇妙地出現在猶太人面前，沒有人知道他從那

裏來。（這個觀念可能來自瑪拉基書 3:1，他們的錯誤理解。）耶穌知道群眾的想法，立

刻大聲說明五點﹕ 

1。你們知道我從那里來？ 

2。“我來並不是由於我自己”也就是說明:不是我差自己來的。 

3。“那差我來的是真的”，我認識祂，我是從祂而來，是祂差我來的。耶穌在這裹

做了一個對比，猶太人對神的無知，和耶穌內心對神的認識及他與神獨特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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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們不認識祂，就是這句話怒了猶太人，當耶穌大膽的宣稱他來自於神，同時

也指明了如果他們認識神，很自然的就會認識耶穌是從神而來唯一的兒子，彌賽 

亞。相反的，如果與神沒有正確關係的人，是無法認識耶穌的神性。 

5。我認識祂，因為我是祂他來，也是祂差了我來” 

D。針對耶耶穌神性和來源爭論的結果（約 7:30-31）﹕ 

耶穌對自己神性來源的宣稱，就是以色列人最敬拜的摩西也無法如此地說明。唯有耶穌

和父神有獨特關係，他來自於父，也將會回到父那裏去，沒有任何人知道父，像他那樣

了解。對於一神論的猶太人，或是比較深思熟慮的人來說明，耶穌若不是有自大狂地瞎

說明褻瀆神的騙子的是神經病，否則就是真正如他所說的他與神之間的合一。每一個人

永恆的去處在於他聽了福音，是否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做他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約

8:21，24）。因著耶穌的宣稱使得猶太人再次起紛爭:有人想要捉拿他，但主的時候還沒

有到；同時也有很多人相信他。 

你是屬於那一群人呢？你可能以為你可以不屬於任何一群，但是只要你生活

在這世上，你就必須做選擇，不是屬於耶穌或是屬於他，別無第三種選擇。

在今生你拒絕耶穌，在來生你就會受到審判（帖撒羅尼迦後書 1﹕8-9） 

E。辯論中包括了法利賽人和祭司長（約 7:32-36） 

當法利賽人和祭司長聽到這麼多人都在議論耶穌基督，他們就打發差役要捉拿他。耶穌

也在這裏再一次地論到祂的死、復活、升天。他慎重警告猶太人抓住還與他們同在的機

會，否則一旦他回到父身邊後，想找他都找不到，他們也不可能到他那里去。主後 70

年，猶太人被羅馬人打敗，亡國後，耶路撒冷一片荒涼，百姓們尋找彌賽亞都尋不到。

同樣的，也適用於現今，因為救恩就在今天，如果你藐視神對你的呼召，你就沒有機會

將來與主同在天堂。很多人聽了耶穌的警告，不但不懂，甚至誤解了他的意思。因為在

主前 722年北國以色列國被亞述國滅亡，主前 587年南國猶大國被巴比倫所滅，猶太人

從此散住在世界各國。他們以為耶穌的意思是:他為了要逃避被捉，所以往那些散住在外

邦人中的猶太人那里去教導他們，甚至教導外邦人。 

 

III。住棚節末日的辯論（約 7:37-44） 

耶穌在住棚節的最後一天，就是節期的第八天，也是安息日（利未記 23:37），高聲呼叫凡是

知道自己所需也知道自己靈裏乾渴的人，可以來到他那里得著永遠的滿足，耶穌應許尋求他的

人，不但內心充滿喜樂平安，有新生命，同時成為一個活水泉源，供應周圍乾渴的人。這個應

許成就在五旬節聖靈降臨後（使徒行傳第二章），藉著聖靈，內住在相信的人心中，作安慰訓

誨師（約 14:16）。聖靈不但與信者同住，更是住在信者的心裹（約 14:17）。然而聖靈內住

在信者心裏之前，神必須先解決罪的問題。那就是藉著主耶穌基督的死、復活、升天。在耶穌

裏得榮耀（死、復活，升天）之後，神才差派聖靈來接替耶穌的工作，使相信耶穌的人，有能

力為主作見證，吸引更多的人來到耶穌面前得永生（約 15:26-27）。當群眾聽到耶穌所說的

之後，再一次引起爭論:有人說他是先知，有人說他是那位彌賽亞，也有人說基督怎麼可能從

加利利出來呢？對耶穌的神性和人性，總是有很多的爭論。他們不知道耶穌實際上是出於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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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伯利恆，而不是加利利。雖然如此，只要有人願意走出第一步，從耶穌所教訓的和他所行神

蹟奇事，就不難看出他是出於父神。 

同樣的，今天只要你願意給自己一個機會，去真正認識耶穌，他會逐漸向你顯現

並回答你一切的疑問。 
 

IV。公會里的辯論（約 7:45-53） 

從法利賽人和祭司長的回答中看到人的自以為義:他們自認為是受過正統律法的教導，凡是拉

比學校受過訓練的領袖們都不會相信，而那些沒有受過教導的人是被咒詛的。神只揀選世上愚

拙的、軟弱的、卑賤的、被人厭惡的，那無有的（哥林多前書 1﹕6-29）。當時公會里，只有

一個護衛著耶穌，而他的聲音仍是膽小，不是全心壯膽的，那個人就是尼哥底毋。雖然如此，

他還是為主說了公道的話。在初代教會，信耶穌的人常常經歷逼迫，甚至為主殉道，有人為主 

剛強壯膽，有人為主膽小、但不管如何，這些相信的人都好像一曙明光，照耀在這彎曲悖謬的

世代（腓立比書 2:15）。求神幫助我們，聖靈加添我們力量、勇氣、智慧，大膽為主耶穌基

督作見證。 

 



泉谷華人宣道會  約翰福音第七課 SVCAC 

 

revised date:9-17-13 Page 7 
 



泉谷華人宣道會  約翰福音第七課 SVCAC 

 

revised date:9-17-13 Page 8 
 

約翰福音          第八課         

第一天請讀上一週的重點摘要 

1.  那些信息對你是新的﹖那些信息留給你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讀約翰福音 8：1-11 

2.  從以上經文指出兩點教訓 

 

 

3.  請具體指出在實際生活上，你會有什麼不同的作法？ 

 

4.  今天在兩性關係上，這段經文中，那一句有關耶穌的教導，是我們最容易忽略的？ 

 

第三天：讀約翰福音 8：12-59  (耶穌提到三個有關祂自己的論點，因而導致有些人相信祂，

有些人卻忿怒. 耶穌所說的每一個啟示都是由一個對話引出,同時,也反應出聽的人心裏的

問題)  

5.  約翰福音 8：12-20中 

     (a)耶穌說祂自己是： 

     (b)描述法利賽人與耶穌的對話 

 

     (c)這個對話的結果是什麼？ 

 

     (d)從這段經文中，你學到什麼？ 

 

6.  約翰福音 8：21-30中 

  (a)耶穌對自己作了什麼樣的宣告？ 

 

  (b)猶太人的第一個論點和耶穌的回答： 

 

     (c)猶太人的第二個論點和耶穌的回答： 

     

     (d) 猶太人的第三個論點和耶穌的回答： 

 

(e)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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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約翰福音 8：31-59中 

     (a)說明耶穌與自由的關係  

 

 

     (b) 猶太人的第一個論點和耶穌的回答 

 

          猶太人的第二個論點和耶穌的回答 

 

          猶太人的第三個論點和耶穌的回答 

 

          猶太人的第四個論點和耶穌的回答 

 

          猶太人的第五個論點和耶穌的回答 

 

             猶太人的第六個論點和耶穌的回答 

 

        (c) 結果 

 

 

第四天：讀約翰福音 8：12-20及約翰一書第 1-2章 

8.  (a)請從這兩段經文中指出：在黑暗中行走的光景(約翰福音 8：12） 

 

 

    (b) 請從這兩段經文中指出：在光明中行走，我們必須做什麼？ 

 

 

第五天：讀約翰福音 8：20-31 

9.  約翰福音 8：24中，“你們若不信我是---”英文“If you do not believe that I am -

--”。請從舊約中舉出相似的用法，向人表明主耶穌是耶和華的獨特的啟示 (請參考出埃

及記 3:14；申命記 32:39；以賽亞書 43:10；約翰福音 1:1-2及 8：58)  

 

 

 

10.  根據約翰福音 8:24，如果你拒絕承認和公開稱耶穌是主，你會有什麼可怕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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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約翰福音 8:31，你的看法是什麼？ 
 

 

12. 如果你有約翰福音 8：28中耶穌的態度，在你個人、家庭、工作和教會生活中，會有什麼

樣的改變？ 

 

 

第六天：讀約翰福音 8：31-59 

13. 約翰福音 8：33-36中，耶穌是講論到那種自由？ 

 

 

14. 你曾在某些事情上，經歷到耶穌釋放你，使你得自由嗎？你是否請求主耶穌給你自由的去

面對困難？ 

 

 

15.(a)根據耶穌，那些自稱在宗教上是非常虔誠，卻拒絕接受祂和祂宣稱的人，是誰的子孫？ 

 

 

(b)耶穌所說的是否也適用於今天呢? 為什麼? 

 

 

(c)舉出耶穌提到這些人的源頭和他們的父的經文 

 

 

16.分享你對下列經文的了解 

(a)約翰福音8：51-52 

 

 

(b)約翰福音8：56 

 

 

(c)約翰福音8：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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