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音【第六課】第五章
1. 引題 你是否经历过有人故意与你过不去，不论你如何对他好，他就是要定你
的罪？那经验好受吗？耶稣常遭遇此事。
2. 背景与复习：在第四章，耶稣满足了井旁妇人的空虚及渴求，应验了以赛亚
12：3所记载：“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井旁妇人不单信，又向全村的
人作见证，结果全村的人听到了耶稣的话都信了。耶稣向撒玛利亚人宣称见证了
他是弥赛亚、“救世主”。
约翰又记载医治大臣儿子的事迹。大臣起先要请耶稣和他回家医治他的儿
子。耶稣指责犹太大臣“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正是记载在民数记
14:11，耶和华所指责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看过许多神迹，但是仍然不信耶
和华给他们的应许，神自己是领人们出奴役之地（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的救主。
结果大臣相信了耶稣医治的话，儿子得被医治(约4:50），而且大臣的全家也因
为耶稣的话而信他(约4:53)。但是他们的信，比起撒玛利亚人的信，差得太多。
约4:44节提到“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例如耶利米被犹大人视为该死，
是本章犹太人（指公会及法利赛人）开始逼迫耶稣的伏笔。犹太人领袖不但看了
神迹不信他，反而拿他的医治作指控他的证据。第五章所记载的医治，也是连续
前面大臣儿子的医治，因为医治也是预言中的弥赛亚所行的事（赛35：6）。
时间上这章所说的“节期”一般指一年三个男丁上耶路撒冷的逾越节、七七节
（五旬节）、或住棚节(申16:16)。有人说是逾越节，但是也有人说是那三节期
外的吹角节（利23：23-25），因为本章的内容有关审判。我们只能说时间不详。
“毕士大”的意思是双重的浇灌，因为有两个池子紧接着。五个长廊包括四周四个，
加上两个池子之间一个。

3. 观察与分段
A.

1-16节，医治瘫子遭犹太领袖指控

B.

17-29节，耶稣基督身份的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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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0-47节，圣子身份的证据

4. 讨论与解释
A. 第一段 医治瘫子遭犹太领袖指控(5:1-16)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觀察 这段是叙述性的经文，我们应该注意：觀察：

備註/參考
請每一位

1. 从这些觀察中，你是否了解 參加者輪
1）有什么人物？病了三十八年的瘫

了这段的大要？

流講一項。

子、犹太人(的领袖)与耶稣
帶領觀察
2）何时？逾越节，或吹角节，正逢

題的討論

安息日

約 5 分鐘

3）何地？ 耶路撒冷毕士大池
4）发生了什么事？这瘫子想得救，但
是没有人帮助
5）结果如何？ 耶稣医治了他，犹太
人(的领袖)却动怒，而逼迫耶稣。
6）反复出现的字？安息日、拿褥子、
痊愈
解釋 5：3瞎眼的看不见(道路)、瘸腿的不能 1.

世上的人像不像在池子边 請一位預

行(真理)、血气枯乾的没有生机(生

的那些人？即使迷信也变成

先查考後

命)。

希望。甚至还想靠自己得救

回答

5: 7没有人帮助他放入池子(可2：3)， 2.

你认为池子可以代表什

因为他是犯罪而得的病(约5：14)。他 么？
想要得医治的欲望很强，但是终日苦 （池子代表律法主义，靠自己努
守池子旁，不能过正常的生活。

力才能得救。显然律法主义不能
给人能力，也不能叫人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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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不是腿医好了就能行，奇妙的是 3. 今天的医术也可以叫某种瘫
38 年不用的腿，居然不须重新学走

子行走。请问耶稣的医治与现代

路，就能走。

的医技有何区别？

5: 10传统安息日的解释受了挑战。远 4. 什么是安息日？

预约一位

在律法颁布给人之前，安息日已被设

准备解释：

立(创2：3)，为了祝福人，而非累赘。

什么是安

耶稣安息日治病的另一个理由是 5. 今天的信徒在安息日可以做 息日？
他是安息日的主(可2：27-28)。安息 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日人不能作工，但是犹太人知道神不
受此限制，神在安息日之上，而且不 （简单的答案是学耶稣所作。
打盹。他神叫约书亚领军六日绕城，

详细的说，耶稣已满足了我们

第七日去打耶利哥城，那七天中总有 该遵守的律法。耶稣要我们凭着
一天是安息日，犹太人知道神的指示 爱的动机去遵守神的诫命。
不受安息日的限制。

神在十诫中重申安息日的重

安息日治病还有记载在太12:10;路 要。安息日是律法之前所颁布
13:14；约9：14，耶稣就以主的身份 (创 2:3)是给人享受神而得安
行事。

息，为了走前面的路，不是给人
守外表的意义而会变得敬虔。所
以今天简单的原则是不要劳累，
在这天多思想神的好处，享受
他。）

5:11 那病人没有轻视守律法的要求， 1.
而是因为那“那使我痊愈的”直接命令

这病人的回答好像是推卸

责任？

我。我的罪致使我得病，他竟然能医 （不是的）
治我，包括赦免我的罪(14 节)，那么
他怎么可能又叫我干犯律法犯罪呢？
除非他是神、弥赛亚。
5: 12 犹太人只说那“是什么人”，其实
他们即使知道是耶稣行了这神迹。也
不肯承认他就是弥赛亚。
5: 14“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
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显然是指那人

2. 对一个信徒，这节经文 請一位預
有什么应用？

先查考旷

肉体得医治，不可再放纵自己又去行。

野里的灵

人是不可能连一个罪都不犯(约一1：

磐石的故

8-9)，只是他不应该会习惯性的犯罪

事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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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3：6、9)
綜合 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一个瘫子病了 38 1. 你认为什么是安息的滋味？ 视时间许
/結

年，对他的每一个安息日都是痛苦的。

可，请几位

論

在安息日瘫子得痊愈是美事。我们也

作结论。帶

像那瘫子，安息日原来毫无意义。信

領者綜合

了主，可以开始浅尝天上安息的滋味。

歸納。

應用 安息日未必是每星期六。安息日是六 2.
日劳碌之后的那日。因为耶稣要门徒
10

到安息？

在“七日的第一日”与门徒会面，教会就 3.

分鐘 定崇拜于星期天。教会就开始以那日
代替犹太传统的安息日

在周日敬拜，你是否享受 共約 5 分鐘
你在周日敬拜其他前后的

时间，通常做些什么叫你享受
安息？

B. 第二段，耶稣基督身份的宣称(5: 17-29)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觀察 犹太人的领袖因为耶稣安息日治病就 觀察题
想杀耶稣。耶稣被差到世上有任务， 1.

備註/參考
請尚未參

前段里因为耶稣安息日治 与讨论者

他必须作父神作的事，即使造成犹太

病,犹太人的领袖就想要杀耶 发言

人的领袖更想杀耶稣。不但如此，耶

稣。耶稣当然知道。你认为一

稣还预告他还要作两件更大的事：1） 个普通人会如何对付？躲

帶領時觀

叫死人复活(21节)； 2）审判世人(22

察題討論

节)

避？否认？保护？反击？
2.

解释 5: 17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8.

结果耶稣怎么处置？

約 5 分鐘

当任何人作某种不平凡的 只有人信

因为只有神不打盹(诗 121:3)，做事直 宣称时，人们通常的反应是什 了主才能
到如今，犹太领袖知道他宣称神是他

么？

明白，人原

的父，因为神是独一，耶稣也就是在 (若不是不关心，就自然的会去 来是彻底
自称是神

求证)

5: 19节，“实实在在的”即“阿门、阿门” 9.
(24,25节再重复)，耶稣所说的真真实

败坏的

为什么敬拜耶稣，就是敬

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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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可以怀疑父与子的关系。“惟有
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
事，子也照样做”，并非指父作每一件
事，子跟着再作一遍，而是指父子同
质。因为“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
表明出来”(约1:18)
5: 20节，“父爱子,将…指给他看”，“给 10. 耶稣的工作是否单单救人 耶稣必须
他看”就是“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而已？还有什么？

是主、救

三位一体的父子圣灵之间，有完全亲

主。单单救

密的交通。比医好38年病人更大的事，

主是不够

就是1）给人生命(21节)；2)审判人(22

的(罗

节)，为了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

10:10)

样”

5: 22节，“ 父不审判什麽人”是指父不 11. 耶稣不是曾说他不审判人
会没有子就独自审判什麽人。执行审

共討論

吗(3:17)？这儿不是矛盾了？ 約 10 分鐘

判的事已交给耶稣(约3：35)，这是宣 12. 未信的人对基督教最反感
称自己是神、耶和华(诗9:7-8；

的就是人将来还要对他的行

50:6;96:13)

为负责，要向神交帐。你认为
传福音时须要回避吗？还是
故意要刺激他们呢？
（我们的责任是宣告，不是律法
主义式的加在人身上，而是用爱
心说诚实话）

5：24-28节，“阿门、阿门，那听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听见的
人就要活了…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
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已经在前面约
4：41、50都印证了耶稣的话有起死
回生的能力。“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
们得救”(约5:34)。这都应验了以赛亚
55：3的预言“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
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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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这儿又论到“时候将到”似乎是指 13. 死人怎么听得见声音？

结 37：4

耶稣再来的时候，人有肉体的复活(林 （就像枯骨，是神先将生气给了
前15:35-56)。但是下一句话“现在就是 人）
了”，显然是指人的灵魂复活。也不是
等到他再来审判的时候才发生。
5: 27 当耶稣已经把他的身份与工作 14. 人若是知道了耶稣详尽的
说得那么详细，自然的结论是他就是

说明他的身份和工作，人就不

那位旧约预言的“人子”，有审判人的权 得不回应。那么人应当如何回
柄，就是但7：13-14所说：“…有一位 应？
像人子的，驾著天云而来，… 得了权
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
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5: 29节，什么是 “行善的”? 什么是

15. 什么人算是行善的？

“作恶的”?前面已回答(约3:20-21):“凡
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 16. 不信的人能行善吗？

弗 2：10

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
光…”。作恶的就是恨光的人，与他相 17. 信徒如何行善?
反是“行善的”，那就是“行真理”，或“来
就光”的人
綜合 犹太人的领袖还想要审判耶稣，且先 1. 每次读耶稣的话，你是否都 视时间许
/結 定罪动手杀他，他们完全没想到耶稣 觉得必须作一个回应？

可，请几位

論

告诉他们耶稣的身份和工作，反而耶

作结论。帶

稣要审判他们。人听见耶稣的宣称就

領者綜合

不得不回应，做一个道德性的选择。

歸納。

應用 认识了耶稣是主，就要把它是我们生 2. 生活的见证也是传福音的一 共約 5 分鐘
命的主活出来

种方法，特别对家人传福音有
效。那么你如何在你生活里让别
人看见耶稣是你的主？

C. 第三段，圣子身份的证据(5: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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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觀察 神是一切终极的权威，他不须对任何 觀察题

備註/參考
請尚未參

人解释、证明他就是。这并不是他不 1. 为什么耶稣在这段里要说出 与讨论者
讲理或是有理说不清。这段说明他说 为他作见证的是什么？

发言

出来的理是人无法想得出，可能有更
叫人信服的地方。

帶領時觀

本段分成两部分：耶稣先说明他就

察題討論

是神的证据(5:30-41)；接着他拿证据

約 5 分鐘

指出犹太人领袖对他的看法是错误

的(5:42-47)
解释 5:30-31 前面(19、24、25 节)他“实实 18. 我们说话也常提到别人可

太 5：37

在在”的说，现在他为所说的话之真实 以为我们作证。其实这都是多余
性作见证。耶稣不须要为自己辩护， 的，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可以为我
但是他也有权自己替自己作见证(约

们作证。耶稣要求我们的是:“你

8:14)。这时耶稣以人的身份说话，人 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
是不能自己替自己作见证的，因为“神 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於那
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罗 3：4），恶者（或作就是从恶里出来
所以要有两三个人见证，人的话在法 的）”。请问这是在那里说的？
律上站得住脚。
5:32 “他”是指天父。还有其他的见证：19. 耶稣作了什么事见证他就
施洗约翰(35、36 节)、耶稣“所作的事” 是神？
(36 节，例如前面那些记号及安息日医
治瘫子)、
旧约圣经(39 节)、
摩西(46-47
节)。
5:33-34 这里没有说施洗约翰为耶稣

20. 这些犹太人的领袖想要杀

作见证，而是为“真理”作见证，就是他 耶稣，耶稣是否就弃绝他们？
给耶稣施洗时所见、所听到的作见证。
耶稣提醒犹太领袖这件事，也是为了
他们可以得救。
5:35 犹太领袖对耶稣像希律看施洗
约翰一样，先前是好奇，接着是逮捕

21. 人们对耶稣的好奇是否一
定是善意？

后杀他。
5:37-38 “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
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像。你们并没

22. 你看见过耶稣的“形像”
吗？有什么证据？

太 3：17；
17：5

有他的道存在心里”，但是如今“道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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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
恩典有真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约1:14-18)。
“没有看见他的形像”，就是对他无
知。
5:39-40查考圣经的目的不是学到叫人 23. 只有未信者才不肯来就耶
得永生的知识，而是要人借此跟随圣

稣吗？

经的指引，去认识耶稣，可以投奔他，
和他亲近，得丰盛的生命。这也是约 24. 当我们明白了圣经的更深
翰写此书的目的。

意义时，我们有喜乐。这是骄

人不信耶稣基督是因为“你们不肯

傲的喜乐？征服问题的快

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显然耶稣不是不

感？还是以能抓住神的心意

可信，而是人故意不愿意信(罗1:28)

贴心的感觉？

5:42-47“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

25. 只有未信者才不肯“不肯到 共討論約

命…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约 我这里来”吗？我们的问题是 20 分鐘
17:26)。犹太人不信耶稣是基督的原因 什么？像犹太人的领袖吗？
是不肯，也就是故意的（罗1：28）。
这是很容易证明的：


40节不是耶稣没有向他们传永生
之道，是他们故意拒绝从耶稣得生
命



42节“心里没有神的爱”



43节不爱父的名；宁愿接待假先知



44节骄傲，荣耀自己，不求神的荣
耀



45-47节你们好像敬重摩西，但是
你们是选择性的信那里面神的话。
有关于摩西的事犹太人家喻户晓带

他们祖先离开埃及，在旷野40年神赐
吗那吃了40年。犹太人信服摩西，却
不信服摩西所信服的耶和华。约翰在
下一章继续耶稣表明，他比摩西还大
綜合 耶稣为自己作见证是多余的，因为他 1.本段经文似乎是耶稣为自己

视时间许

/結 不须要对人负责。他作见证是为那些 辩白。请问对象是谁？为什么苦 可，请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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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敌对他的人，要他们回转。

口婆心的辩白？

作结论。帶
領者綜合
歸納。

應用 耶稣指明了犹太人领袖的偏差。其实 2. 我们承认有时我们也没有爱 共約 5 分鐘
连信徒都会不小心重复那些毛病：例 心，或是为了面子不接待耶稣，
如 42-44 节

不肯在人面前为耶稣作见证。请
问如何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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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時印發給組員的討論題目
討論題目
一、【引題】（引發思考主題）
請組員中三至五位， 用一句話描述你從四福音書中所認識的基督（例：慈愛的主）。
讓我們來看啓示錄中所啓示的耶穌基督，與四福音書有何相同與不同。
二、【觀察題】（作者在這段經文中說了什麽？ What does the author say？）
這段經文中，如何表明基督與父神的所是所爲？請從每一節中找出。
三、【解釋題】（作者這樣說的涵義是什麽？What does the author mean when he says
so？）
1.

（1：1）什麽是啓示（Revelation）？ 根據這裏記載，神的啓示臨到我們，會經
過哪四個步驟？這裏對啓示的內容，性質與價值，以及對讀或聽的人有什麽要求，
是怎麽說的？

2.

「必要快成的事」是指什麽？約翰爲什麽這樣說？

四、【綜合/結論】（這段經文的中心思想是什麽 What is the theme？）
歸納這段經文中對基督的描述，你對祂有哪些新的認識？請每人分享其中一項。
五、【應用題】（我如何在生活中實行出來？What does the author say mean to me？）
1. 知道自己是基督的國民、祭司、僕人，對你有甚麽意義嗎？
2. 萬人中，我只是很普通很平凡的一員，我如何爲神作見證？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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