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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5:31-47 12/2/2019 

31 我若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就不真。 

32 另有一位給我作見證，我也知道他給我作的見證是真的。 

33 你們曾差人到約翰那裡，他為真理作過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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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約翰是點著的明燈，你們情願暫時喜歡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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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段經文是耶穌繼續對不信的猶太人說的話,重點在講誰在為主耶穌作見證,為什麼耶

穌需要有人為他作見證? 究竟要見證何事何物呢? 約 5:36 “…,這便見證我是父所差

來的。”耶穌需要見證的原因是 “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

並且稱神為他的父，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約 5:18) 
• 如果只有耶穌一個人為自己作見證,在猶太文化和律法之下缺乏說服力,若有幾個第三

者同作見證,人們就比較容易採信. 太 18:16 “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 
• “另有一位給我作見證”是哪一位呢? 從下文看, 約 5:34 “我所受的見證不是從人

來的”,約 5:37“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 約 5:39“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路 24:44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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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 1:19-20“19 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面：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

那裡，問他說：「你是誰？」20 他就明說，並不隱瞞，明說：「我不是基督。」” 
• 約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施洗約翰為真理作過見證, 也就是為耶穌作過見證. 
• 施洗約翰修直主的道路, 為主作見證, 將人領到主耶穌那裏, 耶穌有更大的見證, 就

是去作天父要祂成就的大事, 作為世人的贖罪祭, 耶穌順服神的計劃, 這就見證耶穌

是神所差來的. 

討論問題: 
1. 32 節 “另有一位給我作見證” 誰是那一位?  

2. 如何證明耶穌是父所差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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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裡；因為他所差來的，你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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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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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 主耶穌道成肉身,差祂來的天父多次為祂作見證: 

馬太福音 3:16-17“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

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馬

可福音 9:7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也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

你們要聽他。” 
• 約翰福音 1:18“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但是

因為這些猶太人不信耶穌,所以他們聽不到神的聲音,看不到神的形像,神的道也不住在

他們的心中. 

• 猶太人相信聖經中有永生的道理,也願意查考,可是卻不願意接受聖經所見證的耶穌,不

是很矛盾嗎? 

討論問題: 
1. 我們相信聖經,也接受耶穌為救主,就要全盤地接受聖經的教導,不應作選擇性地接受.

聖經中可能有些論點難以了解,我們要如何面對,接受? 
 

41 我不受從人來的榮耀。 

42 但我知道，你們心裡沒有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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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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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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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47 你們若不信他的書，怎能信我的話呢﹖ 

• 耶穌不從不信祂的人得榮耀.約翰福音 8:50-54 “我不求自己的榮耀，有一位為我求

榮耀、定是非的。… 耶穌回答說：我若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算不得什麼；榮耀我

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們所說是你們的神。” 

• 人如果互相受榮耀, 就不能得到天父的賞賜,馬太福音 6:1-2“1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

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2 所

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面前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裡和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如果不能得到天

父的賞賜和揀選,沒有從神來的愛,不接待神所差來的耶穌,就無法相信耶穌了.由此看

來,人追求屬世的榮耀,反成了信耶穌的攔阻了. 

• 耶穌將來要審判世人,他不是來控告我們的,約翰福音 3:17“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摩西是律

法的代表,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羅馬書 3:20“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

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 律法叫人知罪,聖靈繼續作工,叫我們認罪悔改,靠主得勝,約翰福音 16:8”他(聖靈)

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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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人相信摩西,遵守律法,應該也相信律法書上指著耶穌的話,就當信耶穌.若不信耶

穌,不就是不信摩西的律法書了嗎? 

討論問題: 
1. “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約翰一書 2:16) 會成為信神的攔阻嗎? 

 

新譯本 ESV 

約翰福音 5:31-47 

31 我若為自己作證，我的見證就

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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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你們曾經派人到約翰那

裡，他為真理作過見證。 34 我不

接受從人而來的見證，但我說這

些事，是要你們得救。 35 約翰是

一盞點亮的燈，你們情願暫時在

他的光中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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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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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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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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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然而你們卻不肯到我

這裡來得生命。 

41 “我不接受從人而來的稱

讚； 42 我知道你們心裡沒有 神

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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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你們彼此接受稱讚，卻不

尋求從獨一的 神而來的稱讚，

John 5:31-47 

31 If I alone bear witness about myself, my 

testimony is not true. 32 There is another who bears 

witness about me, and I know that the testimony 

that he bears about me is true. 33 You sent to 

John, and he has borne witness to the truth. 34 Not 

that the testimony that I receive is from man, 

but I say these things so that you may be 

saved. 35 He was a burning and shining lamp, and you 

were willing to rejoice for a while in his 

light. 36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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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nd the Father who sent me has 

himself borne witness about me. His voice you 

have never heard, his form you have never 

seen, 38 and you do not have his word abiding in 

you, for you do not believe the one whom he has 

sent. 39 You search the Scriptures because you 

think that in them you have eternal life; and it 

is they that bear witness about me, 40 yet you 

refuse to come to me that you may have life. 41 I 

do not receive glory from people. 42 But I know that 

you do not have the love of God withi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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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not 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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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能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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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你們若信摩西，也必信

我，因為他所寫的書曾論及

我。 47 你們若不信他所寫的，怎

能信我的話呢？” 

the glory that comes from the only God? 45 Do not 

think that I will accuse you to the Father. There 

is one who accuses you: Moses, on whom you have 

set your hope. 46 For if you believed Moses, you 

would believe me; for he wrote of me. 47 But if you 

do not believe his writings, how will you believe 

my wo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