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旺堂 2014 主日經課＜
：第 10 章
主日經課＜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VII：
一、引言：
引言：
1.

從作者的用詞來看（10:1）
，第 10 章是接續第 9 章的敘述，並繼續發展「信與不信」
、
「光明與黑暗」
等對比的信息。

2.

這章的主題轉為環繞羊、羊圈、牧羊人／雇工／賊和強盜。這些都是當時的人耳熟能詳的情景事物
而耶穌以此作比喻教導和審判人。

3.

值得注意的是：羊認得牧羊人的聲音，而且好牧人會尋找失落的羊，帶領牠們去草地安歇等信息，
是回應第 9 章瞎子與耶穌的敘述：瞎子因聽到耶穌的話，接受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是羊認得祂的
聲音（10:4）的最佳示範。

二、大綱
A 羊圈的比喻（v.1-6）
B 耶穌是好牧人（v.7-21）
C 耶穌在獻殿節的宣告（v.22-30）
D 逼迫與回應（v.31-42）

三、內容
1.

經文內容：
A

v.1-5 是耶穌所說的羊圈的比喻，以聽眾不能明白作結（v.6）
。

B

耶穌於是解釋，並進一步闡明這個比喻（v.7-18）:
i

ii

耶穌是「羊的門」
，祂是：
a

救恩之門，
「必然得救」
（v.9）
。

b

看顧之門，
「出入得草吃」
（v.9）
。

c

永生之門，得豐盛生命（v.10）
。

耶穌是「好牧人」
，
「好牧人」是彌賽亞的稱號（參結 34：11–15）
，祂的工作是：
a

為羊捨命（v.11–13）
。

b

認識祂的羊群（v.14–15）--他們的天性和需要，適切地保護他們。

c

招聚所有的羊（v.16–18）
，包括外邦人（今日指未信主的人）
。

C

結果在聽眾中間「又起了分裂」
：有人懷疑耶穌「被鬼附了，而且瘋了」
，也有人對祂說話的大
能印象深刻--「鬼豈能開盲人的眼睛呢？」
（v.19-21）
。

D

在耶路撒冷有獻殿節時（v.22）
，耶穌在聖殿裏的所羅門廊下講道回答群眾的提問:「你讓我們猶
豫不定到幾時呢？你若是基督，就明白地告訴我們。」猶太人請祂「明說」
，不再用比喻。耶穌
用三點總結祂的「善牧宣言」
：
i

祂所施行的神蹟證明祂是彌賽亞（v.25）
。

ii

凡相信的得主引領和得著永生（v.26–29）
。

iii

我與父原為一--祂就是神（v.30）
。
在講道結束時，耶穌引用了詩篇 82 來為祂的彌賽亞身分辯護（v.34）
，並邀請猶太人按聖
經真理來作判斷：

E

i

觀察祂的言行，看祂是否遵從神的旨意（v.37）
。

ii

觀察祂所施行的神蹟，便可相信祂是從神而來的（v.38）
。

iii

認識祂是神的兒子，所以稱神為父。

iv

認識神在祂裡面，祂才能施行神蹟。

結果有人要捉拿祂，也有人選擇要相信祂（v.3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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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牧人與雇工／強盜的分別，以及羊的回應。
牧人

雇工／強盜

v.2 那從門進去的才是

v.1 那不從門進羊圈，倒從別處爬進去的

v.3 看門的給他開門

3.

v.3 羊也聽他的聲音

v.5 因為羊不認得陌生人的聲音

V.3 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

v.5 羊絕不跟陌生人

v.4 走在前面，羊也跟著他

v.5 羊反而會逃走

v.11 為羊捨命
v.14 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v.12-13 雇工：羊不是他自己的，他一看見狼來，就撇下
羊群逃跑，對羊毫不關心

v.9 必得安全，找到草吃

v.10 盜賊：要偷竊、殺害、毀壞

留意耶穌的身分及跟屬祂的人的關係，為他們做的事，以及屬祂的人的回應：
耶穌的身分

耶穌為屬祂的人的所做的事

v.11 我是好牧人

4.

5.

屬祂的人的回應
v.9 凡從我進來的，必得安
全，找到草吃

v.7 我就是羊的門
v.3 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
v.10 我來了，是要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v.11 為羊捨命
v.16 我另外有羊，不屬這圈裏的，我必須領牠們來，並
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
v.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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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4 我的羊也認識我
v.27 羊聽我的聲音，牠們也跟
從我

獻殿節（v.22）
：
A

希伯來文原意是「奉獻」
。

B

又名修殿節、光明節、燭光節、馬加比節等；是惟一沒有在舊約聖經出現的一個節期，但卻深
受猶太人重視。

C

在主前 167 年，當時猶太祭司非常腐敗，導致希臘軍隊攻入耶路撒冷，以豬血褻瀆聖殿。又取
締猶太人的禮儀（如割禮、守安息日）
；又焚燒聖經卷軸，在聖殿裡立宙斯的祭壇，終止了猶太
人的聖殿敬拜。

D

是紀念民族英雄馬加比猶大（Judas Maccabeus）在主前 165 年從希臘人手中奪回耶路撒冷，清
除聖殿中宙斯神像，重修倒塌部分；又於同年 25/12 重新把聖殿獻給神。

E

從此這天便成為猶太人一年一度紀念重獲敬拜自由的節日，慶典歷時 8 天──紀念當年猶太人
的燈油本來只夠用 1 天，但竟能奇蹟地在聖殿連燒 8 天。

F

今人稱之為「燭光節」
，家家戶戶在陽曆 22/12（冬至）前後，把燈放到窗口上表示慶祝。

就在獻殿節的敬拜儀式中，眾會堂總會誦讀先知批評眾領袖的經文──以西結書 34:2-10：
「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說預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禍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養自己。
牧人豈不當牧養群羊嗎？你們吃肥油、穿羊毛、宰殺肥羊，卻不牧養群羊。瘦弱的，你們不調養；有病的，
你們不醫治；受傷的，你們未包紮；被逐的，你們不去領回；失喪的，你們不尋找；卻用暴力嚴嚴地轄制牠
們。牠們因無牧人就分散；既分散，就成為一切野獸的食物。我的羊流落眾山之間和各高岡上，分散在全地，
無人去尋，無人去找。所以，你們這些牧人要聽耶和華的話。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
無牧人就成為掠物，也作了一切野獸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尋找我的羊；這些牧人只知餵養自己，並不餵養我
的羊。所以你們這些牧人要聽耶和華的話。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必與牧人為敵，從他們手裏討回我的
羊，使他們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餵養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脫離他們的口，不再作他們的食物。」

6.

獻殿節是時候要提問一些有關失敗的聖殿領袖和假牧人的問題：聖殿的領袖在希臘人統治期間是如
何走入歧途？牧人在哪裡？今天的牧人必須做甚麽？

7.

10:1-21 總結了對耶路撒冷領袖的嚴勵批評，並帶出獻殿節的最大主題：認清誰是神子民的正真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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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詩篇 82: 5-7 內容是批評以色列人沒有回應神。
5 他們愚昧，他們無知，在黑暗中走來走去；地的根基都搖動了。
6 我曾說：「
我曾說：「你們是諸神
：「你們是諸神，
你們是諸神，都是至高者的兒子。
都是至高者的兒子。
7 然而，你們要死去，與世人一樣，要仆倒，像任何一位王子一般。」

9.

A

這與約翰福音這一段十分明顯：說耶穌的聽眾不知道、不明白，實在貼切不過！他們不認得這
牧人的聲音。

B

這讓人想起出埃及記 4:22-23：
「你要對法老說：
『耶和華如此說
耶和華如此說：
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
以色列是我的兒子
我對你說過：放我的兒子走，好事奉我。你還是不肯放他走。看哪，我要殺你頭生的兒子。』
」

祂引用了詩篇 82:6 來自辯：若聖經中，
「神」字也可以用來表示神自己以外的其他對象--假如就連神
那不會落空的話，也有把某些人稱之為「神的兒子」的說法--耶穌那些話又怎麽可以算是「褻瀆的話」
（v.32）呢？

10. v.36「那麼父所分別為聖又差到世上來的那位說『我是上帝的兒子』
」
，是指著獻殿節本身的意義而言：
A

回想當年，馬加比在戰勝希臘壓迫者之後，收復了聖殿，將聖所分別為聖！所以，耶穌就是人
們在這節期為之而歡慶的「聖所」
，就是神的「殿」
。

B

耶穌成了新的聖殿（2: 19）
，靠人的努力去潔淨聖殿終歸也會失敗。

11. 詩篇 82 不謹証明了耶穌實在應該被稱為「我是上帝的兒子」
（v.36）
，還証明了祂的身分--神臨在的中
心所在！
12. 耶穌離開了猶太地區這是非之地（v.40-42）
，越過東面的曠野，回到約旦河附近，也就是施洗約翰從
前工作的地方。耶穌兜了一圈，又回到起初的地方。祂在祂的子民中間公開傳道的工作已經結束，
是時候「就住在那裏」
（v.40 下）
，等候自己的時候到來了。時值冬天，不出幾個月，祂就會在逾越節
期間重返耶路撒冷，得着榮耀，一如神的計劃！
13. 諷剌的是，約翰補充說:「在那裏，許多人信了耶穌」
（v.42）
。
14. 在耶路撒冷的「敬虔之士」當中沒有找到多少信心，反倒祂到了曠野之後，在那些不畏艱辛前來找
祂的人當中作工的時候才能找到。在「約旦河的東邊去……有許多人來到他那裏」去信祂，承認祂所
做的工背後有神的手，也承認在祂所說的話裡有神的聲音（道）！

四、補充
1.

巴勒斯坦的羊圈在野地，出口是沒有可關鎖的門，整晚必須有看門的人坐在羊圈的出口，保護羊群。
巴勒斯坦的羊圈多由一個社團共用，雇有不同牧人看管，各牧人以不同的聲音呼喚自己的羊群，所
以耶穌說：
「羊也聽祂的聲音」和「認得」祂的聲音。

2.

在舊約中，神與以色列人的關係常以牧人與羊的關係表明(參詩 23：1)。耶穌也採用這「牧人」的比
喻去表明自己彌賽亞的身分(參賽 40：11，耶和華必親為善牧）
。

3.

凡在我以前來的都是賊，是強盜（v.8）
：是指以前的「假彌賽亞」和「假宗教領袖」
，包括不信耶穌
的法利賽人在內。

4.

所羅門廊下（v.23）
：是文士講學和信徒聚集的地方。

5.

行走（v.23）
：意即教訓人。

6.

猶疑不定（v.24）
：亦可譯作「煩擾」
。

7.

我與父原為一（v.30）
：表示耶穌與父原本就有相同的屬性和能力，祂就是神。

8.

拿起（v.31）
：原文作舉起或搬來。

9.

善事（v.32）
：合乎神旨意和從神支取能力而所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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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領受上帝的道的人（v.35）
：作神代表秉行公義的人。
11. 約旦河的東邊（v.40）
：即約旦河東之利比亞境內，從前約翰施洗的地方。

小結：
小結：
1. 耶穌是好牧人，
耶穌是好牧人，祂牧養我們，
祂牧養我們，保護我們，
保護我們，甚至為我們捨命
甚至為我們捨命。
們捨命。
2. 耶穌是救恩之門！
耶穌是救恩之門！惟有藉著祂，
惟有藉著祂，我們才能到父那裡去，
我們才能到父那裡去，得著豐盛的
得著豐盛的生命
豐盛的生命。
生命。
3. 信徒要真正明白和順從耶穌的教導，
信徒要真正明白和順從耶穌的教導，而不是盲目崇拜個人的信念和傳統主義。
而不是盲目崇拜個人的信念和傳統主義。
五、思考題：
思考題：
1.

今的的經文提醒我們主來是叫信祂的人有豐盛的生命！您認為甚麽樣的才是「豐盛的生命」？您盼
望自己未來可以在甚麽地方上經歷從主而來的豐盛？

2.

想像您是一隻羊，主耶穌是牧羊人，思想您與牧羊人的關係。您是一隻怎樣的羊呢？試用一些形容
詞寫下來。建議一些方法以增進您和牧羊人的關係。

3.

牧人認識他的羊，是因為每愛羊也有不同的特性，他會按牠們的特性給牠們起名。您想，我們的大
牧人主耶穌會怎樣叫您的名子呢？

4.

v.16「另外有羊」是指甚麽？您關心這些羊嗎？主宣告要把牠們「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v.16），
這對您有何啟迪／挑戰？

5.

您有哪些朋友是在羊圈外呢？嘗試在這星期以行動關心他們。

6.

猶太人見到主耶穌所行的神蹟及聽到耶穌許多的說話，但仍不願相信耶穌，甚至批評祂「說褻瀆的
話」！但約旦河東邊的人單單聽到從施洗約翰的見証便信了主耶穌，兩者有很大的對比！這給您甚
麽感受？信心究竟是甚麽？信心的基礎又是甚麽？

7.

施洗約翰沒有行神蹟，您認為他的工作成功嗎？事奉神是否一定要有豐功偉績？施洗約翰曾說：
「我
看見了，所以作證：這一位是上帝的兒子。」
（1:34）他給您怎樣的態度／榜樣？

六、領受／
領受／立志：
立志：

七、下週備課：
下週備課：第 11-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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