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旺堂 2014 主日經課＜
：第 7-8 章
主日經課＜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VI：
一、引言：
引言：
1.

雖然耶穌在眾人面前行了許多神蹟，又教導人得救的道理，不信的猶太人卻愈發想要消滅祂。

2.

在這兩章，作者以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及人物的思想與行動，凸顯不信的猶太人對耶穌的敵意不
斷增加，甚至因為想要滿足自己的私慾，而忘記神的律法，自相予盾。

3.

雖然如此，耶穌卻繼續挑戰和教導猶太人，因為祂知道，祂的使命是要照耀生活在黑暗中的人，而
任何反抗祂的人，都是屬黑暗的（1:5）
。

二、內容大綱
1.

第7章
A 耶穌的行動令兄弟／猶太人感到疑惑（v.1-13）
B 耶穌第一次的講論／控訴猶太人（v.14-24）
a 耶穌議論眾人（v.25-27）
b 耶穌回應（v.28-29）
C 耶穌第二次的講論（
）
耶穌第二次的講論（v.25-36）
a’

c 眾人的提問（
）
眾人的提問（v.30-32）
b’ 耶穌回應（v.33-35a）
眾人議論耶穌（v.35b-36）

B’ 耶穌第三次的講論（v.37-44）
A’ 耶穌的行動令兄弟／猶太人感到疑惑（v.45-52）
2.

第 8 章（v.12-59）
耶穌與行淫時被捉的婦人（v.1–11）［*］
A 耶穌論及祂與父神的關係（v.12–20）
B 猶太人誤解父神是誰（v.21–30）
C 猶太人宣稱亞伯拉罕／
）
猶太人宣稱亞伯拉罕／神是他們的父（
神是他們的父（v.31–41）
B’ 猶太人誤解自己的父是誰（v.42–47）
A’ 耶穌再次論及祂與父神的關係（v.48–59）
［*］
1. 8:1-11 這段經文一直受質疑，因為：
 最早的古卷並沒有括弧內 7:53 和 8:1-11 這段經文；有古卷把它放在約翰福音 21:24 之後；另
有古卷把它放在路加福音 21:38 之後。
 從上下文看，若 7:52 是接著 8:12，就文意來說是相當自然，因 8:12-20 可以說是耶穌在眾人面
前回答 7:45-52 中那些法利賽人的控告，因此即沒有 8:1-11 這段，內容編排也算是合理的。
 聖經學者注意到，這段經文的體裁、文法及用詞都不是約翰所慣用的，卻較接近路加的著作。
2. 但這段經文即使不是出自約翰之手，它仍可能是真實的，並且屬於正典的一部分，是教會普遍的
接納及使用。
3. 和修版聖經以雙引號括起這段經文，表示這段落是後期加上去的，但它被保留下來，因為它有久
遠的歷史，以及在鑒別學上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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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7 章
1.

2.

3.

4.

住棚節（v.2）
：
A

佳棚節又名收藏節或收穫節（出 23:16）
，是與收割莊稼有關（利 23:33-44;申 16:13-15）
。時間即
今天的 9 月底或 10 月初舉行，為期 7 天。節日的目的一方便是感謝神當時所賜給以色列人的農
穫（申 16:13-15）
，另一方面是感謝並回顧神過去在曠野供應他們一切所需（利 23:39-43）
。

B

守節期間，以色列人在自己的房頂或路旁，以大塊棕葉蓋成臨時帳棚，住在裡面。並且每天在
聖殿舉行灑水與點燈儀式，藉此使參加者了解他們是深深的倚賴神一切的供應。

耶穌的兄弟：
A

兄弟中有不信的人，耶穌並不想到猶太去，因為那些對祂不利的猶太人就在那兒。

B

他們希望耶穌能冒生命危險做更多事工，祂會更為人所接受。

C

耶穌將自己分別出來，避免與家人一同前往。

猶太人：
A

約翰指出他們是謀殺犯（v.1）

B

他們不認識耶穌，甚至希望耶穌從來「沒有學過，怎麼那樣熟悉經典呢？」v.15

C

在他們眼中，祂只是亳無學識的木匠，就連聽他們講書也不配。

D

猶太人對律法亳無認識，錯將耶穌在安息日治病一事看為不對（v.21）。當耶穌論到律法存在下
來是為人的需要（v.23）
，指出他們的錯誤是以外表論斷人，而非根據真理（v.24）
；單靠外表並
不能帶出律法的精神。

E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打發警衛前往捉拿耶穌。
（v.32）

比較耶穌第一次及第二次的講論
耶穌第一次的講論

時間、地點

耶穌第二次的講論

v.14 節期已過了一半，耶穌上聖殿去教導 v.37 節期的最後一天，就是最隆重的一天，耶穌站
人。
着，喊着說。

耶穌第一次
v.16-19
v.37-39
的講論
v.17「人若立志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會知
人若 道這教導究竟是出於上帝，還是我憑着自 v.37b「人若渴了，到我這裏來喝！」
己說的。」
v.18「憑着自己說的人是尋求自己的榮耀；
v.39 耶穌這話是指信他的人要受聖靈說的；那時還
榮耀 但那尋求差他來那位的榮耀的人，他是真
沒有賜下聖靈，因為耶穌還沒有得到榮耀。
誠的，在他心裏沒有不義。」
提及舊約的 v.19「摩西不是傳了律法給你們嗎？你們卻 v.38「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將流
典故 沒有一個人守律法。為甚麼想要殺我呢？」 出活水的江河來。』
」
v.40-41「這真是那先知。」
、
「這是基督。」
、
「難道
基督是出自加利利嗎？」

群眾的反應 v.20「你是被鬼附了！誰想要殺你呢？」

提及舊約的 v.22「摩西傳割禮給你們，你們就在安息日 v.42「經上不是說『基督是大衛的後裔，出自大衛
典故 給人行割禮。」
的本鄉伯利恆』嗎？」

5.

A

透過耶穌兩次講論，讓人看到耶穌行事決不受其他人影響，而耶穌與猶太人的對話，也透露猶
太人完全是「信行分裂」
，他們因很多人為／傳統的因素，忽略／抗拒耶穌和聖經一貫的真理。

B

v.19 殺人是摩西十誡所禁止的（出 20:13）
。

群眾對耶穌是彌賽亞身分的爭論：
A

有人認為是那位猶太人所期待的「先知」
（參申 18：15–18，那像摩西一樣的先知）

B

有人認為是彌賽亞／基督

C

有人反對，因為耶穌是出自加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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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是眾人因耶穌而分裂了。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沒有人下手。」
（v.43-44）

6.

但結果那些警衛（是聖殿的守衛，維持聖殿的治安）
，也被耶穌的說話所懾服。
（v.45-46）

7.

尼哥德慕也看不過祭司長和其他法利賽人的自以為是、目中無人，認為「不先聽本人的口供，查明
他所做的事，難道我們的律法還定他的罪嗎？」
（v.51）
，故建議他們按正常的法理程序聆聽耶穌本人
的口供，作者藉此指正猶太人領袖的惡行。

8.

法利賽人當時是一群社會中的精英，也是猶太人正統神學的護衛者，卻指出「你去查考就知道，加
利利是不出先知的。」
（v.52）
。其實加利利至少出過兩位先知：約拿（參王下 14:25，約拿是來自離
拿撒勒不遠的迦特）
、那鴻（伊勒歌斯在迦百農附近，「迦百農」意即那鴻之村）。因此，「去查考就
知道」的應該是法利賽人才對。若與 v.41-42 對照，也是作者所使用另一個反諷的表達。

四、第 7 章的補充
1.

時機（v.6）
：這裡是雙關語，一方面是指耶穌要「上」耶路撒冷（v.8）
，但一方面則是指祂要「上到」
父那裡去，這是指神為耶穌所定要回去父那裡去的時候，是指由耶穌的受死、復活、升天得榮耀的
時候。

2.

你是被鬼附了（v.20）
：是指一個人瘋言瘋語（參 8:48）
。

3.

我做了一件事（v.21）

4.

5.

6.

A

是指耶穌自己曾在畢士大池醫病（5:1-8）
，但祂卻因「在安息日使一個人痊癒」而遭受譴責（v.23）
。

B

猶太人在摩西的律法上列出一些可以在安息日行的事，如：行割禮、祭司在殿中進行禮儀（太
12:5）
。

C

耶穌要指出醫病與割禮不但同樣重要，而且比行割禮更迫切。因此，當割禮可以超越安息日的
規條時，醫病更可如此。

D

耶穌的醫治和救贖與舊約的主旨相符，祂不但沒有破壞舊約的律法，還要透過成全律法，而肯
定舊約的救贖的目的。

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v.24）
（參申 16:19）
A

可直譯為「你們以義的審判來判斷」

B

耶穌的意思是指要按神的義，而非自己的義作判斷（參 5:30）

C

猶太人被自義弄瞎了眼睛，看不見神的義，因此他們既違背律法也遠離神的義。

耶路撒冷人（v.25）
A

他們與 v.20 的「眾人」完全不同，因為他們知道了殺耶穌這個計謀（v.25）

B

他們驚訝耶穌為何仍可以「公開」講話，而且那些「領袖」竟對祂的行徑保持緘默。

C

他們以為那些領袖已有足夠証據，証明耶穌就是基督。在這無知的情況下，耶穌的身分被耶路
撒冷人第一次公開提及出來（v.26）
。

節期的最後一天（v.37）
：
A

是指節期的第 7 日。在住棚節期間，祭司按傳統每天用瓶子從西羅亞池盛載池水回到殿中，大
祭司澆在祭壇上及注滿在壇旁的器皿內，藉此記念昔日摩西擊石取水的神蹟（出 17:6）
）
，也象
徵耶和華的靈降臨，稱為奠水禮。

7.

人若渴了，到我這裏來喝！（v.37）
：遊行隊伍在奠水禮時經過耶城的水門的，隊員就有 3 次吹號聲，
以回應以賽亞書 12：3 所說：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耶穌就趁此宣稱自己是生命
的泉水，是那救恩的源頭，能滿足人心。

8.

從他腹中將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v.38）
：這經文是應驗先知預言，將有一泉源為眾民除罪，有活水從
耶路撒冷城流出（參亞 13：1；14：8）
。
「從腹中」流出來是指信主耶穌的人將領受聖靈，但要到主
耶穌在十字架上得榮耀之後。主耶穌向眾民宣告祂就是那永遠不渴的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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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8 章
1.

試了解在第 8 章中耶穌與文士及法利賽人審判淫婦的敘述

人物
角色

婦人
v.3 被告

提問

－

文士及法利賽人

耶穌
被試探：v.6 他們說這話是要試探耶穌，要抓到控
告他的把柄。

v.3 原告
v.5「摩西在律法書上命令我
們把這樣的女人用石頭打
死。那麼，你怎麼說呢？」
－

－

回應

沒有

角色
轉變

沒有

v.7 被告

回應

沒有

v.9 他們聽見這話，從老的開
v.8 於是他又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寫字。
始，一個一個都走開了。

v.7「你們中間誰沒有罪，誰就先拿石頭打她！」
審判者：v.11「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今以後
不要再犯罪了。」

提問

－

－

v.10「婦人，那些人在哪裏呢？沒有任何人定你的
罪嗎？」

結果

v.11 沒有任何人
定她的罪。

－

v.11「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今以後不要再犯
罪了。」

2.

對比耶穌與猶太人的對話的內容，了解猶太人是怎樣抗拒耶穌。
耶穌的言論

猶太人的言論

耶穌的回應／解釋

v.14「即使我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
還是真的，因為我知道我從哪裏來，
到哪裏去。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裏
來，到哪裏去。」

v.13「你是為自己作見證，你的見證
不真。」

v.15「你們是以人的標準來判斷人，我不
判斷任何人。」

v.18「我是為自己作見證，還有差我來
的父也為我作見證。」

v.19a「你的父在哪裏？」

v.19b「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
若是認識我，也會認識我的父。」

v.21「我去了，你們會找我，而你們會
死在自己的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
們不能去。」

v.22「他說『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
能去』，難道他要自殺嗎？」

v.24「你們會死在自己的罪中，你們若不
信我就是那位，就會死在自己的罪中。」

v.32「你們將認識真理，真理會使你們
自由。」

v.33「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從來
沒有作過誰的奴隸，你怎麼說『會
使你們自由』呢？」

v.34 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隸。」

v.38「我所說的是在我父那裏看見的；
你 們 所 做 的 是 在 你 們 的 父 那 裏 聽 到 v.39a「我們的父是亞伯拉罕。」
的。」

v.40「我把在上帝那裏所聽見的真理告訴
了你們，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亞伯拉罕
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v.41「你們是做你們父的工作。」

v.41「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我們只
有一位父，就是上帝。」

v.44「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寧
願隨着你們父的慾念而行。他從起初就是
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
他說謊是出於自己的本性，因他本來是說
謊的，也是說謊者之父。」

v.51「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經歷
死亡。」

v.53 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
還大嗎？他死了，眾先知也死了，
你把自己當作甚麼人呢？

v.54「我若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算不了
甚麼；榮耀我的是我的父，就是你們所說
的你們的上帝。」

v.56「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 v.57「你還沒有五十歲，難道見過亞
仰望我的日子，他看見了，就快樂。」 伯拉罕嗎？」

v.58「還沒有亞伯拉罕我就存在了。」

A

作者在這一段經文進一步發揮耶穌是審判者的信息，他藉耶穌的言論指出猶太人自以為是與誤
解聖經，並藉此控告猶太人言行不一。

B

作者又回應 1:1-18 的各個主題，指屬黑喑的人不會歡迎真光，主所創造的人倒不接納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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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值得留意的是:當耶穌再次宣稱自己是神，且比亞伯拉罕還早就已經存在，猶太人完全無法接受。

D

正因為他們無法接受從神而來的教導，作者藉此透露猶太人所著眼的，只是物質／傳統的領域，
耶穌卻是詮釋／開創新的領域－誰人相信和接受耶穌，就能成為神的兒女，並接受／理解真理。

E

猶太人不停挑戰耶穌（v.19、22、33、41、48、53、57）
，反映了兩件事：
i

他們的不信與硬心

ii

他們不明白聖經的真理

F

猶太人在本段初的對話中，是站在控告和質問耶穌的位置上，不過隨著耶穌和猶太人之間的對
話，耶穌的言論漸漸揭露猶太人的不信與不明白，並把猶太人置於審判的地位。

G

猶太人自恃在血統上和倫理教導方面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H

雖然在血緣上，他們跟亞伯拉罕有關，但他們卻未行出亞伯拉罕所行的（創 26:5）
，還想殺耶穌。

I

耶穌指出，由於亞伯拉罕順服父神，而耶穌又是從父神而來，並傳講祂從父神那兒聽到的真理；
若猶太人愈來愈反抗耶穌，就表明他們不如亞伯拉罕那樣真心順服神，反而是心中有另一股勢
力，使他們反抗耶穌。

J

從 1:5 的主題來看，耶穌指出猶太人的父是魔鬼，是要指出他們完全屬黑喑、不守真理的人，這
與他們口中所說的完全背道而馳！

六、第 8 章的補充
1. 摩西在律法書上命令 v.5：根據利 20:10，若有人通姦，姦夫和淫婦都要被處死，行刑方法是被人用石
頭打死。
2.

要試探耶穌 v.6：其實 v.5 的問題是一個陷阱，主如果說:「不用石頭打死她」祂就是明明違背摩西的
律法，得不著猶太人的尊敬:另一方面，主如果說：
「好，用石頭打死她。」祂就違返了當時羅馬政府
的法律（犯姦淫者不用處死，而猶太人亦無權處人死刑）！

3.

婦人稱呼耶穌為「主」
（v.11）：是信心的回應，意即承認耶穌為彌賽亞。因著婦人的信心，耶穌赦免
了她，勸勉她成為新造的人，要在生活和行為上作出改變。

4.

我就是 v.12：約翰福音記載了 7 次「我是」
。主在第 6 章第一次提及「我是生命的糧」
，在本章祂又指
出「我是世界的光」
。

5.

世界的光……生命的光 v.12：耶穌再次用節期的一個儀式來闡明祂自己的使命--往棚節期間，黃昏時在
聖殿會點亮四座金燈台，象徵當日神在曠野用火柱帶領以色列人夜間的旅程。正好呼應 1:4「在他裏
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主道成肉的目的，是要人得著生命的光，不再在是暗裡走。

6.

銀庫房（v.20）：耶穌在殿裡的「銀庫房」宣稱自己是「世界的光」，銀庫房即聖殿的婦女院，猶太人
通常不在這裡捉拿人。

7.

你們若不信我就是那位，就會死在自己的罪中 v.24：指猶太人若拒絕接受耶穌，抗拒真理，至終必沉
淪滅亡。

8.
9.
10.
11.
12.
13.
14.

舉起人子以後（v.28）：即耶穌被釘十字架和復活後。
有許多人信了他（v.30）：「信」原文作「開始相信」。
真理 v.32：指神的話、神的啓示
自由 v.32：指從罪中得釋放，不再是罪的奴隸。
所有犯罪的人 v.34：指長久持續地犯罪的人。
就會做亞伯拉罕所做的事（v.39）：指亞伯拉罕歡迎神的使者，但猶太人沒有接納從神而來的耶穌。
不是從淫亂生的（v.41）：猶太人自辯並不是信仰不純正的人，因為在舊約裡，對耶和華不忠的人可
比作「從淫亂生的」
。

15. 你們的父魔鬼（v.44）
：耶穌認為這些猶太人口中的「父」
，不是祂所認識的父神，而是魔鬼，也就是
「這世界的神」
（參林後 4：4）
。
16. 他從起初就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的本性，因他本來是說謊
的，也是說謊者之父。
（v.44）
：指摩鬼曾以謊言引誘亞當和夏娃，使他們犯罪，走向死亡（參創 3 章）
，
後來又使該隱殺死兄弟亞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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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你是撒馬利亞人（v.48）
：是當時猶太人表示極度藐視的用語。
「撒馬利亞」曾是舊約對以色列（北國）
的通稱，以色列人被擄，異族被遷移居撒馬利亞，和餘下的以色列人通婚，被傳統猶太人所唾棄後
更設立獻祭自成一系。新約時代的撒馬利亞省已受希羅文化洗禮，屬大希律王的管轄區。
18. 就永遠不經歷死亡 v.51：指靈性上不經歷死亡，而不是肉身上的不死
19. 看見了（v.56）
：耶穌指亞伯拉罕看見向他顯現的神（創 18：1–2）
，便存心相信，仰望神應許的實現。
20. 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v.56）
：是指彌賽亞來臨建國的時代（參來 11：10）
。
21. 還沒有亞伯拉罕我就存在了。
（v.58）：
A

「就存在了」原文直譯作「我是」
，是神的名字（參出 3：14）
，耶穌自稱為永恆的神（參 1：1），
不單指出祂在時間上的永恆，更指出祂與創造主有同等身分和地位。

B

耶穌自稱比亞伯拉罕更早存在，暗示祂與舊約的耶和華相同，難怪不信的猶太人認為耶和華褻
瀆神，要拿石頭打祂。

22. 要打他（v.59）
：希律王在主前 19 年開始築殿，兩年後內殿完工，其他部分直到主後 64 年才完成，
猶太人就在重建聖殿的地上撿起石頭擲擊耶穌。

小結：
小結：
1. 耶穌在住
耶穌在住棚
在住棚節的場景中，
節的場景中，祂就是那賜下「
祂就是那賜下「水」的彌賽亞，
的彌賽亞，並以自己為世界的光，
以自己為世界的光，表明自己就
是取代聖殿與律法的真光
是取代聖殿與律法的真光。
真光。
2. 耶穌才是真正的審判者，
耶穌才是真正的審判者，也是解釋舊約的最高權威，
也是解釋舊約的最高權威，且是應驗舊約預言的那一位。
且是應驗舊約預言的那一位。
3. 耶穌與作者的言論，
耶穌與作者的言論，刻意暴露猶太人的信行分裂、
刻意暴露猶太人的信行分裂、心硬與不信！
心硬與不信！
七、思考題：
思考題：
1.

在 7:6 中告訴我們耶穌一生所行的事，都是照著天父的時間和旨意進行。這給您怎樣的榜樣？

2.

耶穌不求取自己的榮耀，而讓父神榮耀祂。當您在事奉的路上被人誤會，您從耶穌身上學會怎樣做？

3.

在第 7 章中，誰是耶穌一生中佔著最重要的地位？您的生命中佔著最重要的地位又是誰？而神又在
什麼位置呢？

4.

在 8:1-11，耶穌寬恕並勸誡犯罪的婦人不要再犯罪，祂的行動對您接納和勸勉得罪您的人有何提醒？

5.

耶穌指責那些不明白、不能聽、不信祂的道的猶太人是魔鬼的子孫，這樣嚴厲的指控對您有何觸動？

6.

試反省自己當下是不是罪的奴隸，仍被罪惡捆綁？或正沉溺在惡習中難以自拔？真理使人得自由！
您信這應許嗎？

7.

耶穌重複給猶太人的信息是：
「我認識祂，也遵守祂的道」
（v.55）。一個人若只以理智分析聖經，並
不能完全感受聖經的寶貴及能力。惟有遵行祂的話，我們才能感受祂話語的真實及大能。您有類似
的經驗可分享嗎？請以實例分享您如何操練「信行合一」
，並使之成為習慣。

八、領受／
領受／立志：
立志：

九、下堂備課：
下堂備課：閱讀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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