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旺堂 2014 主日經課＜
：第 6 章
主日經課＜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V：
一、引言：
引言：
1.

四本福音書都記載耶穌分餅的事蹟。

2.

在約翰福音，作者把分餅的神蹟，作為耶穌分賜生命糧的記號和象徵。可惜不少跟從耶穌的人，吃
過祂分的餅，卻不理解耶穌對屬靈真糧的教導而離開祂。分餅的神蹟跟舊約中神在曠野賜下糧食的
事蹟有密切關連，耶穌是真正的糧食賜予者：祂正是取代摩西，把真糧分給以色列人的彌賽亞。

3.

本章所記的兩件神蹟都與舊約有關，作者藉此繼續顯明耶穌是取代和應驗舊的應許的人物。他又在
耶穌行走於海上的神蹟之後，記載了一大段耶穌與眾人就「真糧」和「血肉」的問題而有的對話。
最後耶穌總結，不信祂的人是出於魔鬼，猶大不信者的生命，與魔鬼無異！

二、內容大綱
1.

耶穌給五千人吃飽（6:1-15）
A 耶穌上山，群眾跟隨（v.1-4）
B 群眾缺食（v.5-9）
C 耶穌分餅
）
耶穌分餅（
分餅（v.10-11）
B’

群眾飽足（v.12-13）

A’ 耶穌上山，避開群眾（v.14-15）
2.

耶穌在水面上行走（6:16-21）

3.

耶穌是「生命的糧」的講論（6:22-59）

4.

門徒的懷疑與退去（6:60-71）

三、耶穌給五千人吃飽（
）
耶穌給五千人吃飽（6:1-15）
1.

關於逾越節的歷史／主題:
A

這是特意記載的第 4 個神蹟，是近在「逾越節」時（v.4）
。

B

摩西在出埃及行過許多神蹟，其中最突出的是：
i

他帶領眾人走過紅海（出 14）

ii

他在曠野奇蹟地讓以色列人享用嗎哪 40 年（出 16:35；詩 78:24）

C

這都是強而有力的象徵，顯示神如何保護祂的子民，拯救他們免受傷害，在曠野中維持他們的
性命。

D

作者在本章說明耶穌在逾越節出現，重複了許多上文提及的主題。當時的群眾，就像曠野的以
色列人；同樣，耶穌是用「從天上來的糧」使他們吃飽；而在群眾吃飽之後，當門徒在海上的
時候，耶穌行在水面上到門徒那裡去。

E

耶穌在 v.5 的問題，跟摩西在民數記 11:13 的問題互相呼應，而當中的情況也與出埃及記相似。

F

作者旨在讓讀者越發感覺逾越節的英雄摩西如今已由耶穌取代了：耶穌不僅讓人們吃「從天上
來的糧」
（v.32）
，祂自己便是「生命的糧」
（v.35）
。

2.

v.2 及 v.14 都出現「人們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
，已說明這些人的跟從與擁戴是出於神蹟，為後面耶
穌談到他們對神蹟的回應是錯誤留下了伏筆。

3.

v.7「兩百個銀幣」相等於當日一個普通猶太工人 200 日的工資。

4.

v.9「這裏有一個孩子，帶着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

5.

A

「孩子」可指年輕人或年輕的僕人。

B

與其他三卷福音書不同，只有約翰提到那些餅是「大麥餅」
，可見這群眾都是窮人（一般人眼中
大麥屬於窮人的食物）
。

C

路 11:5 暗示一個成年人每餐大概吃 3 個這樣的餅就夠了。

v.14「人們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
『這真是那要到世上來的先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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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這說法是出自申命記 18:15-19 的：預言終有一天會有一位像摩西那樣的先知再次興起，猶太人視之
為彌賽亞的應許。

7.

列王紀下 4:42-44 也記載了另一神蹟：

食物
吩咐

列王紀下 4 章的分餅記述
v.42 初熟果子的食物、二十個大麥
做的餅和新麥穗
v.42 神人（對僕人）說：
「把這些
給大家吃。」

約翰福音 6 章的分餅記述

v.44 耶和華。

v.11 耶穌。

v.9 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

v.5-6 耶穌就對腓力說：「我們到哪裏去買餅給這些人吃
呢？」他說這話是要考驗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做。
v.7 腓力回答他：
「就是兩百個銀幣的餅也不夠給他們每人
v.43 僕人說：
「這些豈可擺在一百 吃一點點。」
人面前呢？」
v.9 安得烈，對耶穌說：
「這裏有一個孩子，帶着五個大麥
餅和兩條魚，但是分給這麼多人還算甚麼呢？」
v.43 以利沙說：
「你只管給大家吃
v.10 耶穌說：
「你們叫大家坐下。」
吧！」
v.43「因為耶和華如此說，他們必 v.12 他們吃飽後，耶穌對門徒說：
「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
吃了，還有剩下的。」
來，免得糟蹋了。」

挑戰

指示
有餘
誰是
能力
之源
8.

用「大麥餅」刻意令讀者聯想起兩件分餅的記述，帶出耶穌才是供應人糧食的主，凸顯耶穌就是神。

9.

v.15「耶穌知道他們要來強迫他作王，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A

當時群眾見到耶穌的能力，便期望祂帶頭推翻羅馬政府，復興以色列國，於是想立祂作王。由
於這並非耶穌道成肉身的原意，固此祂要退到山上去避開群眾。

四、耶穌在水面上行走（
）
耶穌在水面上行走（6:16-21）
1.

加利利湖實際是約旦河裂口上的一個深溝，四周被丘陵地圍繞，於是大量的水會積聚於此而成了一
個湖泊。它低於海平線約 180 公尺，由於温差變化之故，冷風常會由東南方的高原吹進温暖且潮濕
的加利利湖，引致海面波浪翻騰。

2.

門徒當時是「晚上」上船（v.16），一直航行至「天已經黑了」（v.17）。
「晚上」除了指涉時間，更具
有神學上的含意──失去耶穌的同在或處於屬靈的黑暗相關。

3.

他們由「害怕」
（v.19）而變成因耶穌出現而「門徒就欣然接他上船，船立刻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v.21）。不是因為耶穌上船後，船加速航行，或是船離岸邊比門徒所想像的近，而是因神的干預：
即這是另一個神蹟。

4.

v.20 耶穌對他們說：
「是我，不要怕！」顯出了耶穌如何對「害怕」的門徒表明自己的身分與關懷。
在風浪中以權能顯明祂是保護者與引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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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耶穌比摩西更要偉大
耶穌

摩西

有一大羣人因為看見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
摩西、亞倫、拿答、亞比戶，以及以色列長老中
何人上山 蹟，就跟隨他。耶穌上了山，和門徒一同坐在
的七十人都上去。
（出 24:9）
那裏。
（約 6:2-3）
在山上發 門徒和群眾在山上吃耶穌所分的餅和魚。（約
他們瞻仰上帝，又吃又喝。
（出 24:11b）
生何事 6:3-13）
摩西對耶和華說：「我從哪裏拿肉給這眾百姓吃
詢問糧食 耶穌舉目看見一大羣人來，就對腓力說：「我
呢？他們都向我哭着說：『給我們肉吃！』」（民
的問題 們到哪裏去買餅給這些人吃呢？」
（約 6:5）
11:13）
到了晚上，有鵪鶉上來，遮滿營地；早晨，營地
周圍有一層露水。那一層露水蒸發之後，看哪，
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就分給坐着的人，也
曠野的表面出現了小圓物，好像地上的薄霜一
誰賜糧食 同 樣 分 了 魚 ， 都 照 他 們 所 要 的 來 分 。（ 約
樣。以色列人看見了，不知道是甚麼，就彼此說：
6:10-13）
「這是甚麼？」摩西對他們說：「這是耶和華給
你們吃的食物。」
（出 16:13-15）
有一個門徒，就是西門．彼得的弟弟安得烈，
摩西說：「難道宰了羊羣牛羣，就夠給他們嗎？
餵飽群眾 對耶穌說：
「這裏有一個孩子，帶着五個大麥
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魚都捕來，就夠給他們嗎？」
的食物 餅和兩條魚，但是分給這麼多人還算甚麼
（民 11:22）
呢？」約 6:8-9
到了晚上，他的門徒下到海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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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翻騰。門徒搖
與海有關
櫓，約行了十里多，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走，漸
的事情
漸靠近了船，他們就害怕。耶穌對他們說：
「是
我，不要怕！」門徒就欣然接他上船，船立刻
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約 6:16-21）

耶穌比摩
西偉大

摩西向海伸手，耶和華就用強勁的東風，使海水
在一夜間退去，海就成了乾地；水分開了。以色
列人下到海中，走在乾地上，水在他們左右成了
牆壁。......那一日，耶和華拯救以色列脫離埃及
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見埃及人死在海邊。以色列
人看見耶和華向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敬
畏耶和華，並且信服耶和華和他的僕人摩西。
（出
14:21-31）



摩西和長老上山是在神面前吃喝，耶穌卻是供應群眾所吃的



摩西因為沒有能力解決糧食的問題而求問神，耶穌卻胸有成竹，試驗腓力，詢問他怎能解
決糧食的問題



摩西認為即或宰了羊羣牛羣，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魚給以色列人也不夠他們吃，耶穌卻用五
個餅（對應羊羣牛羣）及兩條小魚（對應海中所有的魚）
，餵飽群眾。



值得注意的是，與其他三卷福音書不同，耶穌在約翰福音裡是獨自「分給坐着的人」
（v.11）
，
是要強調耶穌才是真正的糧食之源，也只有祂才能完全滿足人肉身和靈魂所需



摩西要待神把紅海分開，使地乾了才能渡海，耶穌卻在水面行走﹔而且耶穌上船後，船立
即到了他們要去的地方



群眾看到耶穌分餅的神蹟後，會自然聯想到昔日摩西在曠野吩咐以色列人吃嗎哪的歷史。



因此，大家會把耶穌當作是申命記 18:15-19 提及那位神會興起像摩西的先知。他們認為這
先知會行一些昔日摩面行過的神蹟。

群眾誤會
耶穌 


不過，群眾錯誤判斷耶穌只是一位供應食物和帶領他們復國／得勝的君王（6:15）
，卻不明
白耶穌真正身分與使命。
耶穌不僅讓人們吃「從天上來的糧」
（v.32）
，祂自己便是「生命的糧」
（v.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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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耶穌是「
）
耶穌是「生命的糧」
生命的糧」的講論（
的講論（6:22-59）
1.

2.

眾人尋找耶穌（v.22-26）
A

他們的行為模式很像耶穌的第一批門徒（1:35-39）
，都是主動尋找耶穌的。

B

耶穌道出他們來的真正動機是「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而是因吃餅吃飽了」
（v.26）
。這
表明他們根本不明白神蹟的真正意義，他們只把注意力放在神蹟本身，而不是在耶穌身上。

「生命之糧」與「嗎哪」的比較
生命之糧




祖宗在曠野吃的嗎哪

耶穌對他們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
（6:35）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6:50）









那從天上來的真糧是我父賜給你們的。
（6:32c） 
我為世人的生命所賜下的糧就是我的肉。
（6:51b）
使人吃了就不死。
（6:50b）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
使他復活。
（6:54）
3.

4.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如經上寫着：
『他
從天上賜下糧食來給他們吃。』
」
（6:31）
然而他們不聽從摩西，當中有人把食物留到早
晨，食物就生蟲發臭了。摩西就向他們發怒。
（出
16:20）
那從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6:32b）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6:49）

真嗎哪（v.27-33）
A

v.27 耶穌說「不要為那會壞的食物操勞，而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勞」
，是責備他們對神國度
的看法規限於物質層面。

B

「操勞」意即「工作，投資」
，與 v.29「工作」同義。

C

在前一天五餅二魚的神蹟裡，他們所吃的食物雖是由神蹟產生出來，但是會腐壞。

D

v.28 於是群眾問耶穌：
「我們該做甚麼才算是做上帝的工作呢？」

E

v.29 耶穌回答，對他們說：
「信上帝所差來的，這就是上帝的工作。」

F

耶穌從人的工作這重點轉移到「上帝的工作」
，是神差遣祂兒子進入世界而作成的。

G

「上帝的工作」是「信上帝所差來的耶穌」
。祂是神賜給人的禮物，是永生之源。

H

猶太人的拉比一貫教導是靠行為去得著永生，然而耶穌教導是靠信心而得著永生的。

I

不是我們為神作工，而是祂藉著我們的信心在心中工作，摒除心中的邪惡，使我們生命成長。

人子的血與肉（v.52-58）
A

v.49-58 每節也處出現「吃」
，反映耶穌在此強調「吃」祂的肉的重要性。

B

v.53、54、57、58 都講「永生」

C

v.54「吃我肉、喝我血」
i

人子的血和肉象徵基督的生命，當我們接受祂時，祂的生命就住在我們裡面。拉比慣常用
「吃」
、
「喝」比喻把食物變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例如稱律法為他們的麵包，
「吃喝」代表
接受及遵行。

ii

是「指所有看兒子而信祂的人」--願意敞開生命，相信、接受耶穌基督為主。祂就是道成肉
身、為罪人犧牲的那一位。

D

猶太人以物質角度理解耶穌這番話。因為摩西律法禁止以色列人吃血／吃帶血的肉，所以耶穌
叫人「吃我肉、喝我血」
，在他們眼中難以接受。再者，這吩咐涉及「吃人」的行動，猶太人就
藐視和拒絕祂這教導。

E

這些猶太人與第 3 章的尼哥德慕一樣，只留意「地上」的事，對屬靈的事冥頑不靈，最後也悄
然離去（v.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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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門徒的懷疑與退去（
）
門徒的懷疑與退去（6:60-71）
本章猶太人的說話

之前出現人物的說話

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着，就問他們說：
「你
他們在海的對岸找到他後，對他說：
「拉比，
問安
們要甚麼？」他們對他說：
「拉比，你在哪裏住？」
你幾時到這裏來的？」
（約 6:25）
（
「拉比」翻出來就是老師。）
（1:38）
於是他們對他說：「你行甚麼神蹟，好讓我
求耶穌行
因此猶太人問他：「你能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
們看見而信你呢？你到底要做甚麼呢？」
神蹟
表明你可以做這些事呢？」
（2:18）
（約 6:30）
求耶穌賜 於是他們對他說：「主啊，請常常把這糧賜 婦人對他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使我不
食物或水 給我們！」
（約 6:34）
渴，也不用到這裏來打水。」
（4:15）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如經上寫着： 我們的祖宗雅各把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女
提及祖宗 『他從天上賜下糧食來給他們吃。』」（約 以 及牲 畜都 喝這 井裏 的水 ，難 道你 比他 還 大
6:31）
嗎？」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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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疑或輕
拿但業對他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嗎？」
子耶穌嗎？我們豈不認得他的父母嗎？現
視耶穌
腓力說：
「你來看。」
（1:46）
在他怎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約 6:41-42）
因此，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 尼哥德慕對他說：
「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
（約 6:52）
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3:4）
質疑耶穌 他的肉給我們吃呢？」
的說話 他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見了，就說：「這話
尼哥德慕問他：
「怎麼能有這些事呢？」
（3:9）
很難，誰聽得進呢？」
（6:60）
從 2:18 何得知，本章的猶太人與之前出現的人物有一些共通點:

共通點



他們在與耶穌的對話中，根本不明白耶穌和祂所教導的真理。



值得留意 v.60，耶穌原是對猶太人說話，但回應的卻是門徒；作者以此表示門徒的屬靈光
景與不信的猶太人無異！



本章的對話，是回應 1:10：
「他在世界，世界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這些最
終離開耶穌的猶太人，代表「不接待祂」
（1:11）的人。

A

門徒原文意即「跟隨者」
，也可比作中國文化裡的「學徒」，當用作專有名詞時才指主所揀選的
十二位門徒。

B

好些門徒聽了「生命的糧」的講論後，覺得耶穌「這話很難，誰聽得進呢？」（v.60）
，
「這話很
難」指「難以接受」
；也指涉 1:1-3 中的「道」
。

C

參 v.41 及 v.60，耶穌是對「這群人」中一些猶太人」說話，當中也包括「門徒」在內，但並不
是指「十二使徒」
（v.67、71）
。他們並不是真門徒，而是較廣的跟從者，耶穌看他們為不信者（v.64）
。

D

結果：
「他門徒中有很多退卻了，不再和他同行。」（v.66）耶穌挑戰「十二使徒」說：「你們也
要離開嗎？」
（v.67）

E

彼得代表「十二使徒」立時回應並承認回答耶穌：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我
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聖者。」
（v.68-69）
。

F

v.69「是上帝的聖者」:「神的聖者」源自舊約（賽一：4），表示耶穌是無罪的、聖潔的，是神
揀選的彌賽亞。

G

耶穌在此將彼得等使徒與猶大分別出來。耶穌指出「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
。耶穌這話是指
着將要出賣他的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說的（v.70-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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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小結： 1. 耶穌願意我們認識祂是賜生命的主，
耶穌願意我們認識祂是賜生命的主，多於祂是賜物質的主。
多於祂是賜物質的主。
2. 耶穌就是生命的糧；
耶穌就是生命的糧；當我們接受祂時，
當我們接受祂時，祂的生命就住在我們裡面。
祂的生命就住在我們裡面。
3. 人生難免會有風浪，
人生難免會有風浪，但不要忘記主就在我們的身旁。
但不要忘記主就在我們的身旁。
八、思考題：
思考題：
1.

摩西是猶太傳統中的重要的屬靈偉人，但約翰福音的作者指出耶穌比摩西更偉大。有哪些人曾對您
影響深遠？您又如何改變／成長，認定耶穌比他／她更偉大？

2.

耶穌怎樣供應您的需要，使您經歷祂的大能？

3.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可說是當時猶太人靈性的寫照。您如何避免犯同樣的毛病？

4.

主說：
「不要為那會壞的食物操勞，而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勞。」
（v.27）若您的生命只顧追求物
質生活和享樂，而忽視追求生命的糧，便需要在主面前尋求改變，學習將神的心意放在您的生命中
的首位。請分享您的情況。

5.

當人聽到耶穌要求人「吃我肉、喝我血」的教導，感到難以接受而離開祂。讀經時，您有遇過哪些
「難以接受」的教導？當時有何感受？您又如何進一步理解這些教導的真義？

6.

當跟隨主的門徒紛紛退去時，彼得和別的門徒為甚麼能留下來與主同行？您從中有何啓發／鼓勵？

7.

耶穌願意為人分享祂的一切，祂愛人的行動對您有何激勵？請以實例說明一些您與人分享主愛的經
歷。

九、領受／
領受／立志：
立志：

十、下堂備課：
下堂備課：閱讀第 7-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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