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翰福音 5:31-47 
基督的見證人 

 

1. 四個見證人 

5:31我若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就不真。  

5:32另有一位給我作見證．我也知道他給我作的見證是真的。  

5:33你們曾差人到約翰那裏、他為真理作過見證。  

5:34其實我所受的見證、不是從人來的．然而我說這些話、為要叫你們得救。  

5:35約翰是點著的明燈．你們情願暫時喜歡他的光。  

5:36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因為父交給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這便見

證我是父所差來的。  

5:37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你們從來沒有聽見他的聲音、也沒有看見他的形像。  

5:38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裏．因為他所差來的、你們不信。  

5:39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5:40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 

 

31 『我若為自己作見證』 

耶穌在前面用了許多的篇幅，從不同的角度來證明自己的身份—祂就是那位基督，

是神的兒子（參5:19-30節）。但是如果這些宣稱沒有其他的證人或是證據的話，

那對猶太人來說耶穌只是自說自話，算不得事實。律法上也要求至少兩個人作證才

算數（參8:17你們的律法上也記著說、兩個人的見證是真的）。因此耶穌才說「我

若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就不真」。 

 

32「另有一位」 

是誰呢？從下文來看，似乎是指施洗約翰。但是32節用的動詞是現在式，而33節用

的是完成式，35節用的是過去式，表示約翰的確是一個見證人，但他的見證已經結

束了（約翰可能已經下監），現在另有一位為主作見證。 

 

33「差人…為真理作過見證」 

參1:19。這裏的『真理』是指基督（參14:6）。祂是真理的具體表現、啟示和彰顯

。 

 約翰並沒有叫人歸向自己，而是指引人到主耶穌那裏（參1:6-7,29,36;3:28-30）。 

 

34『不是從人來的』 

證明這位見證人超過約翰，應該指著天父說的（37）。 

 

「然而我說這些話」 

『然而but』表明耶穌現在並不是要舉約翰作證人，而是要藉著約翰從前的見證讓

猶太人能夠相信。『這些話』是指主談到施洗約翰為祂作見證的話。主耶穌盼望聽

到這些話的人，能接納施洗約翰的見證，以致得救。 



 

35「燈lamp」指中東一帶使用的「油燈」，須要不斷的添油才能發光。這種燈雖可

照明，卻無法自己長久發光。 

 

「點著的明燈」 

證明約翰的確是神的兒女（太5:14-16）。他的光雖然微小，仍然吸引了許多的人

來到神面前。我們今天也該有光發出，讓世人看見（參腓2:15-16），並且吸引他

們來到基督面前。 

 

『暫時』 

表明猶太領袖從未明白施洗約翰所傳的信息，他們對約翰的反應（參太3:7），最

多不過是暫時的和浮淺的。有一群人很樂意聽約翰的話。就如希律，他們高高興興

地聽他講道，但他們並未因之來到耶穌那裡，好得生命。他們樂意在他的光中歡欣

，但他們拒絕光本身。現在也是這樣，神差遣基督徒進到世界，傳揚基督。雖然比

起約翰來，我們的光微弱，但我們全都能見証基督的大光。可惜很多人雖然覺得基

督徒很好，基督教很有道理，但卻拒絕接受基督。 

 

36『我所作的事、這便見證…』 

36-39這裡耶穌提到三個比約翰更大的見證人，其中兩個是被擬人化了。 

第一個見證人就是主在世所作的事。應該是指著那些神蹟說的，因為約翰福音中的

神蹟原來的意思就是指標（sign），引導人去相信認識耶穌（參20:31）。這些神

蹟顯示只有從神來的能力才能行出來（參3:2）。耶穌既然能行這些事，證明祂就

是祂所宣稱的神子。此外，祂的憐憫、恩慈、公義、聖潔…都反映出祂的本質，能

吸引人來到祂的面前。 

 

今天基督徒在世也是如此。其他的人不只是聽你傳，也在看你做。他們從我們的所

行所為來驗證我們所說的話。如果我們所傳的和我們所做的不相符，不但不能幫助

別人，甚至會絆倒別人。 

 

『父交給我要我成就的事』 

這裡耶穌特別強調祂所作的這些事，都是天父交託給祂的。祂是完全的順服，沒有

一點自己的私意和野心。父差遣基督來要作的事最主要的有兩件：醫治人的身體和

靈魂。不久以前，祂治愈了一個癱瘓38年的人（5:1-9）﹔再不久以前，祂治好了

一個大臣的兒子（4:46-54）。祂也在人的靈魂中作工。祂對尼哥底母談論如何重

生（3:1-8）；祂也宣稱信祂的必得永生（3:15）。祂曾對一個癱子說：「小子，

你的罪赦了」（可2:5）。祂對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說：「我也不定你的罪」（

約8:11）。這些事都作祂的見証。但是法利賽人卻不接受祂是神所差來的，甚至認

為祂的神蹟是靠著鬼王行的。（參太12:24但法利賽人聽見、就說、這個人趕鬼、

無非是靠著鬼王別西卜阿。） 

 

37『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 



第二個證人就是父神自己。當耶穌受洗的時候，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當時或許有不少人看見這一幕，可以證明這事是真的。但這些宗教和

政治領袖們卻不接受這個事實。父神也藉著舊約的預言向人說話，見證祂的兒子，

但這些法利賽人卻不接受這些話語，因為他們心裡『從來沒有聽見他的聲音、也沒

有看見他的形像』。反過來說，我們心裡什麼時候真的將聖經看成神的話語，就什

麼時候聽見神的聲音。我們雖然不能看見神（參1:18），但藉著耶穌基督，我們可

以在靈裡認識父神。 

 

38『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裏』 

耶穌奉差遣來到世上傳講神的道，他們卻不相信，證明他們心中沒有天父之道。 

 

39『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 

猶太人知道永生的重要，他們也並非不知道查考聖經不僅是研究字句，更重要的乃

是尋求其中的『永生』（參太19:16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我該做甚麼

善事才能得永生？」）；可惜他們不知道，在他們面前的這位耶穌，就是賜永生的

主，所以他們讀經也是枉然。同樣的，我們讀聖經，如果只是要透過字句而尋求其

中屬靈的亮光，和生命的供應，或是靈裡的平安，還是不夠；必須更進一步認識，

一切正確的亮光、屬靈的供應，都是從耶穌基督來的。只有接受基督為主並且跟隨

他才能得到真正的亮光和供應。 

 

『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第三個證人就是聖經。法利賽人看重聖經，尤其是摩西五經。他們研究聖經，相信

人若遵行律法的規條，就能得生命。（參羅10:5摩西寫著說：「人若行那出於律法

的義，就必因此活著。」）耶穌在這裡指出聖經其實是為祂作見證的﹕摩西五經見

証祂﹔詩篇見証祂﹔福音書見証祂—整本聖經從頭到尾都見証基督。一個人如果在

查考聖經的時候不能看到耶穌的話，就沒有辦法得到救恩，當然也談不上得永生了

。耶穌自己說過﹕「路24:4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

話、都必須應驗。」所以整個舊約（當時的聖經）都是給耶穌作見證的。 

 

40『不肯到我這裏來』 

這裡可以看出人得不著生命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不能』得，而是因為他們「不

肯」來得。正如這些法利賽人硬著心，拒絕基督，以至於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耶穌為什麼說「我若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就不真」？祂在見證什麼？ 

祂另外舉出了幾個見證？那些是過去的？那些是現在的？ 

過去的見證是什麼？施洗約翰如何為耶穌作見證？人們對他的反應如何？ 

耶穌為什麼稱約翰是點著的明燈？燈的特點是什麼？ 

在今天的世界，一盞明燈應該有些什麼表現？有可能做到嗎？ 

你看過像明燈的基督徒嗎？我像明燈嗎？我那裡不像明燈？ 

我曾經吸引過人來到基督面前嗎？有什麼困難？ 



現在的見證第一個是什麼？耶穌的工作如何見證耶穌？ 

耶穌作了那些事情？這些事情表明了耶穌的那些方面？ 

耶穌如何形容祂所做的事？祂是如何順服父神？ 

在耶穌生平所做的事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從這件事上你看到了耶穌

的那些特點？ 

我們今天所做的事是否可以反映出我們的身份？人會因為我們所做的事而相

信我們嗎？ 

現在的見證第二個是什麼？父神如何見證耶穌？ 

既然父神為耶穌作過見證，為什麼法利賽人不信？「道」和「信」有什麼關

係？ 

我們今天也沒有聽過神的聲音，也沒有看過神的形像，我們怎麼會信？ 

「道」和我有什麼關係？我所聽的道和我的信心有什麼關係？ 

現在的見證第三個是什麼？聖經如何見證耶穌？試舉出三處來。 

法利賽人對聖經的態度如何？他們認為如何能夠得到永生？ 

他們的方法對嗎？他們的問題出在那裡？ 

我自己如何查考聖經？我為什麼查考？ 

我從查考聖經裡面得到過什麼？對我的生命有什麼幫助？試舉出三點來。 
 

2. 猶太人的錯誤  

5:41我不受從人來的榮耀。  

5:42但我知道你們心裏、沒有神的愛。  

5:43我奉我父的名來、你們並不接待我．若有別人奉自己的名來、你們倒要接待他。  

5:44你們互相受榮耀、卻不求從獨一之神來的榮耀、怎能信我呢。  

5:45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們．有一位告你們的、就是你們所仰賴的摩西。  

5:46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5:47你們若不信他的書、怎能信我的話呢。 

 

41-42『從人來的榮耀…沒有神的愛』 

耶穌雖然提出四個見證人來支持自己的身份，證明祂是安息日的主，有權力解釋安

息日的意義（祂與法利賽人的衝突起因於他在安息日治好了癱瘓38年的病人，5:1-

18），但祂並不是要這些法利賽人讚美祂，因為祂知道他們的內心。他們只是嘴巴

會說而已，其實內心並不敬畏神，也沒有神的愛（可7:6耶穌說、以賽亞指著你們

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如經上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

離我。」）如果他們有神的愛的話，一定會愛神所愛的人（太3:17從天上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也會愛神所差來的人（8:42耶穌說、倘若

神是你們的父、你們就必愛我．因為我本是出於神、也是從神而來、並不是由著自

己來、乃是他差我來）。他們不信和敵視主耶穌的根本原因，乃是因他們的心中缺

乏神的愛。神雖愛世人，但人的心裏若對神的愛不作出回應，就仍與生命無分無關



。 

 

43-44『你們並不接待我…互相受榮耀』 

耶穌點出他們的問題就是驕傲。他們並不想榮耀神，乃是要榮耀自己。如果有人真

的是神差來的，當然人人都應該聽他，那麼他們的領袖地位豈不是就動搖了嗎？如

果有人不是奉神的名來，那不論他用何等名義，最多也不過和我一樣。我不必聽從

他，也不必降服在他的權柄之下。甚至我們彼此可以奉承，彼此抬舉，所謂「花花

轎子人人抬」，不是很好嗎？因此難怪他們不信耶穌，也不願意相信祂。 

 

『怎能信我呢？』 

這裡耶穌再次將「接待」和「信」相提並論（參1:11），可見信心一定是有行動的

，而且是按著耶穌的身份來接納祂的。如果一個人介意別人對他的觀感，過於神對

他的看法，恐怕他還未與主建立起正常的關係。 

 

45『有一位告你們的，就是你們所仰賴的摩西』 

這些法利賽人既然不信耶穌是神的兒子，當然也不信祂將來會審判世界。就算有人

相信，也可能以為將來是耶穌會向父神控告他們的拒絕和不信。但耶穌告訴他們說

，將來控告他們的人不是耶穌，是摩西，就是他們所認為是神人的大先知。猶太人

以依附摩西為榮，他們把摩西看為是他們的辯護人和中保。然而摩西將在神面前控

告他們拒絕真理，拒絕福音，而最重的指控就是他們拒絕神的兒子。 

 

 

46-47『如果信摩西…若不信他的書』 

摩西所以會控告他們，是因為神叫摩西在律法上寫下了關於耶穌的預言。事實上整

本舊約聖經裡充滿了耶穌基督的預言。包括摩西五經在內的舊約，正是神為祂兒子

耶穌基督所作的見證（參創 12:3;22:18;民 21:9;申 18:15-19。另參羅 10:4 律法

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因此耶穌是在指控他們雖然嘴裡說尊崇

律法，仰賴摩西，實際上並不相信摩西，也不真的相信律法，因為他們不信摩西在

律法書裡面所預言的基督。他們既然不信摩西（46），也不信律法（47），自然不

會信耶穌了。 

 

總結猶太人不信之故：a. 情願暫時喜歡燈光（35）；b. 沒有神的道在心中（38）

；c. 沒有神的愛在心中（42）；d. 互相受榮耀，不求由神來的榮耀（44）；e. 

不信摩西所寫的書（47）。 

 

從今天的經文可以看到，所有這些見証都會在審判的那一天起來控告那些拒絕福音

的人。基督徒會起來說：他們不肯來﹔父神會作見証說：我規勸那些罪人，然而他

們不肯來﹔整本聖經將會在審判之日作見証，並且那位頒布律法的摩西要起來控告

拒絕的人，說﹕他們不肯來。 
 

在這一段裡面耶穌指出他們幾個錯誤？試一一列出。 



耶穌為什麼說他們心裡沒有神的愛？從那裡可以看出來？ 

一個人如果有神的愛會有什麼表現？請舉出三點。 

我可以說是有神的愛嗎？我有這些表現嗎？我最欠缺的是什麼？ 

法利賽人為什麼不接待耶穌？為什麼反而接待別的人？ 

他們接待別人是想得到什麼？為什麼他們可以互相受榮耀？人間有什麼榮耀

可受？ 

我看重人的榮耀過於神的榮耀嗎？我曾經為了神而拒絕了人間的榮耀嗎？請

分享。 

從 33 和 34 兩節耶穌再次將「接待」和「信」並題。二者有什麼關係？ 

真信心的表現是什麼？基督徒應該如何接待耶穌？ 

我如何接待耶穌？我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是創造者，是光，是生命嗎？ 

法利賽人認為摩西是誰？他們真的相信摩西嗎？ 

為什麼耶穌說將來摩西要在神面前控告他們？控告什麼？ 

摩西五經上有那些論到耶穌的話？請舉出三點來。 

整個聖經和基督的關係是什麼？我在看聖經的時候有這樣的體會嗎？ 

法利賽人真的相信聖經嗎？從那裡可以證明？ 

我今天和法利賽人的區別在那裡？我真的相信聖經嗎？真的相信耶穌嗎？ 

我們今天是在一個反神的社會裡。我願意為了聖經或是基督犧牲嗎？犧牲到

什麼地步？ 

今天的查經對我有什麼幫助？我願意在那一方面有所加強改進？可以定下一

個計劃嗎？ 



 

和合本 環球新譯本 

5:31我若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就不真。  

5:32另有一位給我作見證．我也知道他給我作的見證是

真的。  

5:33你們曾差人到約翰那裏、他為真理作過見證。  

5:34其實我所受的見證、不是從人來的．然而我說這些

話、為要叫你們得救。  

5:35約翰是點著的明燈．你們情願暫時喜歡他的光。  

5:36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因為父交給我要我成就

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這便見證我是父所差來的。  

5:37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你們從來沒有聽見他

的聲音、也沒有看見他的形像。  

5:38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裏．因為他所差來的、你

們不信。  

5:39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

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5:40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  

5:41我不受從人來的榮耀。  

5:42但我知道你們心裏、沒有神的愛。  

5:43我奉我父的名來、你們並不接待我．若有別人奉自

己的名來、你們倒要接待他。  

5:44你們互相受榮耀、卻不求從獨一之神來的榮耀、怎

能信我呢。  

5:45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們．有一位告你們的、就

是你們所仰賴的摩西。  

5:46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

寫的話。  

5:47你們若不信他的書、怎能信我的話呢。 

5:31我若為自己作證，我的見證就不真。 

5:32然而另有一位為我作證的，我知道他為我作的見證是

真的。 

5:33你們曾經派人到約翰那裡，他為真理作過見證。 

5:34我不接受從人而來的見證，但我說這些事，是要你們

得救。 

5:35約翰是一盞點亮的燈，你們情願暫時在他的光中歡樂

。 

5:36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因為父賜給我要我完成的

工作，就是我所要作的，證明我是父所差來的。 

5:37差我來的父親自為我作了見證。他的聲音，你們從沒

有聽過；他的容貌，你們從沒有見過； 

5:38他的道，你們也不放在心裡，因為你們不信他所差來

的那一位。 

5:39你們研究聖經，因為你們認為聖經中有永生，其實為

我作證的就是這聖經 

5:40然而你們卻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5:41“我不接受從人而來的稱讚； 

5:42我知道你們心裡沒有神的愛。 

5:43我奉我父的名而來，你們不接待我；如果有別人以自

己的名義而來，你們倒接待他。 

5:44你們彼此接受稱讚，卻不尋求從獨一的神而來的稱讚

，怎麼能信呢？ 

5:45不要以為我要向父控告你們，有一位控告你們的，就

是你們所仰賴的摩西 

5:46你們若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所寫的書曾論及我

。 

5:47你們若不信他所寫的，怎能信我的話呢？” 

 

NIV ESV NASB 
31"If I testify about myself, my 

testimony is not valid.  

32There is another who testifies in 

my favor, and I know that his 

testimony about me is valid.  

33"You have sent to John and he 

has testified to the truth.  

34Not that I accept human 

testimony; but I mention it that you 

may be saved.  

35John was a lamp that burned and 

gave light, and you chose for a 

time to enjoy his light.  

31If I alone bear witness about 

myself, my testimony is not 

deemed true.  

32There is another who bears 

witness about me, and I know that 

the testimony that he bears about 

me is true.  

33You sent to John, and he has 

borne witness to the truth.  

34Not that the testimony that I 

receive is from man, but I say these 

things so that you may be saved.  

35He was a burning and shining 

31"If I alone testify about Myself, My 

testimony is not true.  

 32"There is another who testifies of 

Me, and I know that the testimony 

which He gives about Me is true.  

Witness of John 

 33"You have sent to John, and he has 

testified to the truth.  

 34"But the testimony which I receive is 

not from man, but I say these things so 

that you may be saved.  

 35"He was the lamp that was burning 

and was shining and you were willing 



36"I have testimony weightier than 

that of John. For the very work that 

the Father has given me to finish, 

and which I am doing, testifies that 

the Father has sent me.  

37And the Father who sent me has 

himself testified concerning me. 

You have never heard his voice nor 

seen his form,  

38nor does his word dwell in you, 

for you do not believe the one he 

sent.  

39You diligently study the 

Scriptures because you think that 

by them you possess eternal life. 

These are the Scriptures that testify 

about me,  

40yet you refuse to come to me to 

have life.  

41"I do not accept praise from men,  

42but I know you. I know that you 

do not have the love of God in your 

hearts.  

43I have come in my Father's 

name, and you do not accept me; 

but if someone else comes in his 

own name, you will accept him.  

44How can you believe if you 

accept praise from one another, yet 

make no effort to obtain the praise 

that comes from the only God?  

45"But do not think I will accuse 

you before the Father. Your 

accuser is Moses, on whom your 

hopes are set.  

46If you believed Moses, you 

would believe me, for he wrote 

about me.  

47But since you do not believe 

what he wrote, how are you going 

to believe what I say?" 

lamp, and you were willing to 

rejoice for a while in his light.  

36But the testimony that I hav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John. For the 

works that the Father has given me 

to accomplish, the very works that 

I am doing, bear witness about me 

that the Father has sent me.  

37And the Father who sent me has 

himself borne witness about me. 

His voice you have never heard, 

his form you have never seen,  

38and you do not have his word 

abiding in you, for you do not 

believe the one whom he has sent.  

39You search the Scriptures 

because you think that in them you 

have eternal life; and it is they that 

bear witness about me,  

40yet you refuse to come to me 

that you may have life.  

41I do not receive glory from 

people.  

42But I know that you do not have 

the love of God within you.  

43I have come in my Father's 

name, and you do not receive me. 

If another comes in his own name, 

you will receive him.  

44How can you believe, when you 

receive glory from one another and 

do not seek the glory that comes 

from the only God?  

45Do not think that I will accuse 

you to the Father. There is one who 

accuses you: Moses, on whom you 

have set your hope.  

46If you believed Moses, you 

would believe me; for he wrote of 

me.  

47But if you do not believe his 

writings, how will you believe my 

words?" 

to rejoice for a while in his light.  

Witness of Works 

 36"But the testimony which I have is 

greater than the testimony of John; for 

the works which the Father has given 

Me to accomplish--the very works that 

I do--testify about Me, that the Father 

has sent Me.  

Witness of the Father 

 37"And the Father who sent Me, He 

has testified of Me. You have neither 

heard His voice at any time nor seen 

His form.  

 38"You do not have His word abiding 

in you, for you do not believe Him 

whom He sent.  

Witness of the Scripture 

 39"You search the Scriptures because 

you think that in them you have eternal 

life; it is these that testify about Me;  

 40and you are unwilling to come to Me 

so that you may have life.  

 41"I do not receive glory from men;  

 42but I know you, that you do not have 

the love of God in yourselves.  

 43"I have come in My Father's name, 

and you do not receive Me; if another 

comes in his own name, you will 

receive him.  

 44"How can you believe, when you 

receive glory from one another and you 

do not seek the glory that is from the 

one and only God?  

 45"Do not think that I will accuse you 

before the Father; the one who accuses 

you is Moses, in whom you have set 

your hope.  

 46"For if you believed Moses, you 

would believe Me, for he wrote about 

Me.  

 47"But if you do not believe his 

writings, how will you believe My 

wo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