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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預查 

耶穌行走水上與生命之糧（6:16-40） 
預查 12/2/2019 

 

一. 真假門徒的特徵（6:16-29） 
1. 真門徒的反應（6:16-21） 

• 耶穌在水上行走（太 14:24-33; 可 6:47-52）是約翰福音記載的（20:30-31）耶

穌所行的第五件神蹟（“水變酒”2:11; “大臣的兒子”4:54; “癱瘓的病

人”5:1-17; “五餅二魚”6:1-15）。約翰的目的就是要藉著展現基督超然的能

力，顯示出祂的神性。這也顯明耶穌的真正門徒與 22-29節中的假門徒對這神蹟

的不同反應。 
 

1) 超然的神蹟（6:16-19） 

6:16 到了晚上、他的門徒下海邊去、 

6:17 上了船、要過海往迦百農去。天已經黑了、耶穌還沒有來到他們那裡。 

6:18 忽然狂風大作、海就翻騰起來。 

6:19 門徒搖櫓約行了十里多路、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走、漸漸近了船、他們就害怕。 

a) 耶穌遣散眾人（“知道眾人要來強迫祂作王”；6:14-15），同時叫門徒們離

開（太 14:22）。毫無疑問，門徒們因眾人熱烈的反應感到興奮。他們的夫子

終於得到祂早就應得的榮譽。耶穌曾教導他們要為神國的降臨禱告（太

6:10），看來神終於應允了他們的禱告。耶穌知道他們的心，卻不想他們被眾

人表面的熱情捲走，就叫門徒們離開。他們可能不明白為何耶穌叫他們走，但

卻聽從了祂。 

b) 根據可 6:45，他們原本的目的地是伯賽大，離祂餵飽五千人的地方不遠。他

們計劃在渡過加利利海到西岸之前與耶穌在那裡會面（太 14:34; 可 6:53）。

【到了晚上、他的門徒下海邊去、上了船、要過海往迦百農去】。因為【天已

經黑了、耶穌還沒有來到他們那裡】。【到了晚上(evening)】是在太陽下山

到天黑之間。他們在伯賽大等候直到【天已經黑了】。由於【耶穌還沒有來到

他們那裡】，門徒們勉強回到他們的船，就【過海往迦百農去】。迦百農在加

利利海的西北岸。 

c) 加利利海低於海平線 700呎，而周圍的山都高過海拔 2000呎。由於這將近

3000呎的高度差別，很容易發生突然的大風暴。冷空氣從山坡急速下降，沖

向湖面，形成大風暴，對小船造成十分的危險。 

d) 當門徒們渡湖往迦百農，【忽然狂風大作、海就翻騰起來】。強大的風就將他

們的小船吹離航道，離岸甚遠（but the boat was already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from land, NIV Mat14:24）。“ 那時船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

搖撼” （太 14:24），門徒們“搖櫓甚苦”（可 6:48），拼命想要安全到達

西岸。但他們的進度甚慢。門徒們離開往迦百農去的時間是在晚上六點與九點

之間（6:16），而根據太 14:25和可 6:48，那時應該是清晨三點與六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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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這漫長，黑暗，力竭，緊張的時刻，【門徒搖櫓約行了十里（約三，四

哩）多路】。 

e) 當時耶穌獨自在山上禱告（6:15; 太 14:23; 可 6:46）。然而，祂永遠是一個

忠心的牧者（10:11-14），沒有忘記祂的門徒們。以祂的無窮的智慧，祂絕對

會按照祂完美的時間表來幫助他們。神的權柄，全能，和全知絕不會做事匆匆

忙忙。只是門徒們絕不會想到祂會用何形式來幫助他們。 

f) 忽然，在黑夜裡，狂風大浪之中，他們【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走、漸漸近了

船】。他們已經掙扎了許久，沒有任何進展。然而，祂在大風浪中毫不費力在

海面上行走。事實上，耶穌的行走很快速，對門徒們而言，好像祂經過了他們

（可 6:48）。因為天太黑了，風浪又大，門徒們看不清楚走向他們的船的那

人是誰。 

g) 祂的門徒中許多（約七位）是漁夫，常常在夜間，風浪之中，在湖上打魚

（21:3; 路 5:5）。即使浪大到可以使他們翻船，他們已經司空見慣。但他們

卻不常見到人在水上行走。當然，【他們就害怕】了，就“以為是鬼怪”（太

14:26; 可 6:49）。 

h) 有些不信的懷疑者認為當時耶穌沿著海邊行走，而門徒們由於懼怕就產生幻

覺，以為祂是在水上行走。但當時門徒們離岸甚遠，在暴風的黑夜裡無法看到

岸上這麼遠。那些以為這些打魚為生的漁夫錯覺一個人行走在水上的人，只不

過一心想否認聖經中所記載的一件超自然的神蹟。耶穌行走在水上，如同祂所

行的所有神蹟，不是一件無意義的魔術把戲。祂藉著違反萬有引力定律，為門

徒們提供了生動，可見的證據，證明祂是物質的宇宙的創造者和控制者（約

1:3; 西 1:16; 來 1:2）。 
 

2) 隨後的反應（6:20-21） 

6:20 耶穌對他們說、是我．不要怕。 

6:21 門徒就喜歡接他上船、船立時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a) 正如以上所描述，也正如我們所預料的，十二門徒對耶穌神蹟性顯現的反應是

純粹的恐懼。他們無法解釋他們所看到的。更使他們恐懼的是，起初門徒們沒

有認出接近的人影是耶穌。但主耶穌很快地平靜了祂那些驚慌失措的門徒們，

對他們說，“你們放心”（太 14:27; 可 6:50），【是我，不要怕】。門徒們

才知道是耶穌，【就喜歡接祂上船】。 

b) 十二門徒，就像所有耶穌基督的真門徒們，渴望祂的同在。當耶穌吩咐他們和

群眾散去時，他們勉強離開了祂。當耶穌沒有在他們開船渡湖前與他們會合，

他們感到失望（6:16-17）。現在，他們既驚訝又鬆了一口氣，耶穌終於神奇

地與他們會合，他們就喜樂了。 

c) 彼得一向是大膽而浮躁，等不及主耶穌上船。他是如此渴慕靠近耶穌，就跳下

船來，盡快行走到耶穌那裡去（太 14:28-31）：  

14:28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 

14:29 耶穌說、你來罷。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裡去． 

14:30 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主阿、救我。 

14:31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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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事實上，耶穌在水上行走的記載不只是一件神蹟，而是四件神蹟。第一，耶穌

行走在水上；第二，彼得也短時間內行走在水上。馬太和馬可記載了第三件神

蹟。當耶穌與全身濕透並被責備的彼得一上了船，馬上“風就住了”（太

14:32; 可 6:51）。最後，約翰記載了第四件神蹟：在耶穌上了船，平靜了風

浪之後，【船立刻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奇蹟般地，這艘船就穿越了剩下

的空間距離，即刻到達西岸。 

e) 他們完全感到驚奇（可 4:41），“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神的兒子

了’”（太 14:33）。對耶穌基督的唯一適當反應就是俯伏在地敬拜祂，就像

在祂出生時的東方博士（太 2:11），一個迦南婦女（15:25），一個被耶穌醫

治的瞎子（9:9, 38），復活後來到墳墓的婦女（太 28:9），多馬

（20:28），和其餘十一個門徒（太 28:17; 路 24:52）一樣。儘管這十二門徒

對耶穌的神蹟感到驚訝，但他們的反應就像耶穌的所有真門徒一樣，俯伏敬拜

祂。 
 

2. 假門徒的反應（6:22-29） 

1) 超然的神蹟（6:22-24） 

6:22 第二日、站在海那邊的眾人、知道那裡沒有別的船、只有一隻小船、又知道耶穌沒

有同他的門徒上船、乃是門徒自己去的． 

6:23 然而有幾隻小船從提比哩亞來、靠近主祝謝後分餅給人喫的地方。 

6:24 眾人見耶穌和門徒都不在那裡、就上了船、往迦百農去找耶穌。 

a) 耶穌與祂的門徒們在夜間渡過加利利海，【第二日】，其他人還在湖的東岸。

這些人中，有一些已經見證過耶穌的醫治（6:2），和神蹟性的被餵飽（6:3-

13）。他們在那裡過了一夜（太 14:22; 可 6:45）。早上起來，他們找耶穌，

希望可以吃到另一免費餐（6:26），或許同時要擁護祂作王，他們就可以永遠

得到神蹟性的供應（6:15）。漸漸地，他們發現【那裡沒有別的船、只有一隻

小船、又知道耶穌沒有同他的門徒上船、乃是門徒自己去的】。那麼耶穌去了

哪裡？他們不知道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也沒有看見耶穌在水上行走。 

b) 第 23 節解釋了將群眾帶到迦百農的【幾隻小船】是【從提比哩亞來】的。提

比哩亞是在加利利海西岸的一個重要城市。聖經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這幾隻小

船來到【靠近主祝謝後分餅給人喫的地方】。可能這些船主聽說耶穌在這裡行

了神蹟，就來察看；或來接他們的親友；或來兜生意。也或許他們來避開耶穌

和門徒們所遇見的風暴。 

c) 找不到耶穌，【眾人】才發現【耶穌和門徒都不在那裡】。因此，他們【就上

了船、往迦百農去找耶穌】，就是耶穌的家鄉（太 4:13）。可能還有一些人

無意中聽到主耶穌告訴門徒們將船開往迦百農去（太 14:22）。 
 

2) 接著的回應（6:25-29） 

6:25 既在海那邊找著了、就對他說、拉比、是幾時到這裡來的。 

6:26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乃是因喫餅

得飽。 

6:27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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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子是父 神所印證的。 

6:28 眾人問他說、我們當行甚麼、纔算作 神的工呢。 

6:29 耶穌回答說、信 神所差來的、這就是作 神的工。 

a) 當他們終於在迦百農找到耶穌，眾人驚訝地對祂說，【拉比、是幾時到這裡來

的】？如上所言，他們知道祂未曾與門徒們一同乘船離開。祂也不可能沿岸走

到迦百農去，而不被他們看見。雖然他們找到祂，祂如何來到迦百農仍然是一

個謎。 

b) 耶穌故意不回答他們。前一天，在耶穌餵飽了他們以後，他們想要強迫祂作

王。耶穌若告訴他們另一個更大的神蹟只會助長他們被誤導對彌賽亞的熱情。

而且，主耶穌沒有將自己交給尋求刺激的假門徒們（2:24）。祂忽視他們的無

關重要和膚淺的問題，反而談到更深層次的罪惡動機。 

c) 耶穌的斥責，【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乃是因喫餅得飽】，赤裸裸地

顯露出他們自私，愛物質的心。被他們自己膚淺的，對食物和神蹟的慾望所蒙

蔽，他們忽略了耶穌的位格和使命的真正屬靈的重要性。雖然他們見證了耶穌

所行的神蹟（6:14），他們仍然沒有明白這些神蹟的屬靈意義。令人驚奇的是

在耶穌餵飽了群眾後，連十二門徒也“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裡還是愚頑”

（可 6:52）。他們沒有明白神真真實實在他們中間，直到耶穌在水上行走。

那時，他們才說，“你真是 神的兒子了”（太 14:33）。當耶穌之前平靜了

另一個風暴時，他們只問，“這是怎樣的人、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太

8:27）。因此，主耶穌稱他們為“小信的人”（太 8:26）。 

d) 耶穌斥責眾人愚笨的物質主義。他們只為【必壞的食物】勞力，耶穌勸導他們

要追求【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耶穌自己，生命之糧（6:35, 54）。祂固然

知道他們需要物質的營養（6:10-12），祂更在乎的是他們屬靈的益處。他們

不應當只在乎可以朽壞的外在身體（林後 4:16），反而應當尋求只有【人

子】才能【賜給】的屬靈養分。畢竟，得到所有世上的物質，而失去一個人的

永生是沒有益處的（太 16:26; 路 12:6-21）。耶穌是父神所【印證】（set 

His seal）的，他就有權柄去分配從神來的屬靈糧食，來滿足義人的飢餓（太

5:6）。 

e) 回應耶穌在 27 節的命令去追求屬靈，不朽壞的永生的食物，【眾人問他說、

我們當行甚麼、纔算作 神的工呢】？他們用自己扭曲的思想過濾了耶穌的

話，以為耶穌說他們需要做一些工作才能獲得永生。他們思想應該做什麼工。

相似的，有一個人來問耶穌，“我該作甚麼善事、纔能得永生”（太

19:16）。在路 10:25，“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作甚

麼纔可以承受永生”。猶太人也是相似地想藉著他們的宗教來追求永生，因

此，這問題是非常普遍的。 

f) 當然，真正的得救 “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行為）”（多 3:5）。因

此，耶穌告訴他們，唯一神能悅納的工就是【信神所差來的（耶穌）】。得救

是單靠恩典（弗 2:8-9），單因著信（羅 3:28），單信了耶穌基督（徒

4:12）。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 神面前稱義”（羅

3:20; 加 2:16）。得救是神的恩賜（約 4:10; 羅 5:15; 6:23; 弗 2:8）。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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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得救不是靠人的努力，成就，或道德，而是從一個必可產生善行的信心來

的（弗 2:10）。一個不能產生善果的“信心”是死的，意思就是那根本就不

是真正聖經所說的信心（雅 2:14-26）。 
 

二. 生命之糧（6:30-40） 
1. 信與不信的對比（6:30-33） 

6:30 他們又說、你行甚麼神蹟、叫我們看見就信你．你到底作甚麼事呢。 

6:31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如經上寫著說、『他從天上賜下糧來給他們喫。』 

6:32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從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乃是我

父將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 

6:33 因為 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 

a) 難以想像，眾人在見證了耶穌行了各樣神蹟後（6:2），包括前一天的五餅二

魚餵飽五千人，竟然對祂說，【你行甚麼神蹟、叫我們看見就信你．你到底作

甚麼事呢】。他們對耶穌在第 29節中宣稱祂是神所差來的那一位的回應，竟

然是大膽要求耶穌顯示祂的資格。這愚蠢的要求顯示了他們的笨拙而以自我為

中心的好奇心，活生生地說明了未蒙救贖的人陷在屬靈的瞎眼中。 

b) 然而，不信的人永遠不會滿足，即使有許多證據。路 16:31指出那些拒絕神話

語真理的人， “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當耶穌被釘

在十字架上時，猶太人領袖就譏諷地說，“以色列的王基督、現在可以從十字

架上下來、叫我們看見、就信了”（可 15:32）。然而，耶穌從死裡復活是一

個遠比從十字架上走下來更大的神蹟，他們仍然拒絕信祂。他們非但沒有接受

這個真理，反而竭力想要遮蓋祂復活的真相（太 28:11-15; 徒 4:1-3）。 

c) 耶穌勸勉群眾來信祂（6:29），但他們卻要求祂行另一個神蹟（2:18; 12:38; 

16:1; 路 11:16; 林前 1:22）。從他們所說的，【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

哪、如經上寫著說、『他從天上賜下糧來給他們喫。』】（出 16:4, 15; 尼

9:15; 詩 78:24; 105:40），看出他們特別想要祂再重複那個餵飽五千人的神

蹟（6:26）。他們沒有將耶穌當作彌賽亞和救主來敬拜，只是要祂繼續【從天

上賜下糧來給他們喫】；用他們的嘴，不是用他們的心，就如摩西當年【在曠

野】供應以色列人【嗎哪】四十年之久。事實上，這就是耶穌時期的猶太人所

期待彌賽亞來時會做的事。因此，群眾挑戰耶穌以持續供應他們食物來證明祂

是彌賽亞（6:34）。 

d) 然而，耶穌不想滿足群眾的物質主義的想法。祂若遷就他們就等於讓他們認為

祂是一個政治性或社會性的彌賽亞。其實之前祂已經拒絕作王（6:14-15）。

耶穌使用【實實在在】來強調他即將說的話的重要性，接著就譴責了群眾在四

方面誤解了“曠野中的嗎哪”的意義。 

e) 首先，【不是摩西賜給】以色列人【天上來的糧】（6:15; 申 8:3, 16; 尼

9:20; 詩 78:24-25; 105:40）。摩西只不過將神告訴他的有關收集嗎哪的指

示轉達給以色列人（出 16:15-30）。 

f) 第二，嗎哪不是真正天上來的糧。耶穌告訴他們，【我父將天上來的真糧賜給

你們】。原文的【賜給你們】是現在式，表示賜【真糧】這件事不是過去的

事，而是對每個時代而言都是現在式。【真】的意思是名副其實的，非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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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儘管當時神確實賜以色列人嗎哪為糧，這只是預表終極的，真正的，從天

上降下來的糧（6:38, 50-51; 58; 3:13）。 

g) 第三，嗎哪維持肉體的生命，而【神的糧】，也就是【天上來的糧】，是【那

從天上降下來賜（屬靈）生命給世界的】。在整本約翰福音中，【生命】所指

的不是以嗎哪維生的肉體和短暫的生命，而是只有藉著耶穌基督而來的屬靈和

永恆的生命（1:4; 5:29, 40; 6:53; 10:10; 14:6; 20:31）。 

h) 最後，嗎哪只是賜給以色列人，而真正的從天上來的糧是【給世界的】。藉著

耶穌基督，神賜救恩給所有相信祂的人（40, 47; 3:15-16, 18, 36; 5:24; 

11:25-26; 20:31），無論是什麼國籍，種族，或民族背景。 

i) 因此，耶穌說神從天上賜下的真正的糧遠超過摩西時的嗎哪（來 3:3）。群眾

要求更多的證明，顯露出他們邪惡的動機和不熟悉舊約聖經與神兒子的話語。 
 

2. 猶太人的困惑（6:34-40）  

6:34 他們說、主阿、常將這糧賜給我們。 

6:35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6:36 只是我對你們說過、你們已經看見我、還是不信。 

6:37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 

6:38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 

6:39 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復活。 

6:40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a) 群眾的第二個要求（耶穌賜糧，6:30-31）再次顯示出他們屬靈的瞎眼。他們

完全沒有領悟到耶穌在 32-33節所說的要點，就急著對祂說，【主阿、常將這

（屬世的）糧賜給我們】。從這個要求和內中所含的興趣可以看出他們不斷想

要利用耶穌來滿足肉體的需要。今天，總會遇到這種膚淺，短暫的所謂“耶穌

跟隨者”，在教會中尋找他們所需要的，來滿足他們的慾望。同時，總是有些

教會可以容納他們。這些教會通常是吸引最多人來的地方，但其中真正信徒的

比例卻最低。此處，眾人先要求耶穌證明自己，接著要求祂給他們所要求的。

我們可以將 34 節中的【主阿】理解為“先生”（Sir）的尊稱，因為從 36節

可以清楚看到眾人並不是真正相信耶穌。他們仍然只在乎滿足他們屬世的需要

（4:15），與以色列人在乎嗎哪的供應一樣（出 16:35）。他們的遲鈍顯示出

一個事實，就是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 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

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纔能看透”（林前 2:14）。  

b) 他們的遲鈍和不明白，促使耶穌明確地向他們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糧】。主

耶穌並不是指物質的食物，而是指祂自己；祂就是之前祂所應許要賜給他們的

食物（6:27）。糧，甚至嗎哪，或者耶穌剛剛在前天晚上變出來的餅與魚

（6:1-13），都無法永久滿足肉體的飢餓。因此，當耶穌宣告那些來到祂身邊

的人將【必定不餓】，【永遠不渴】時，祂所指的必定不是有關身體，而是有

關靈魂。此處，與太 5:6一樣，耶穌用【餓】和【渴】的隱喻來表達人有認識

神的需要（詩 42:1-2; 63:1）。 

c) 第 35節中的兩個簡單的動詞（【到】和【信】）定義了人在拯救的程序中的

角色。【到】基督這裡來是棄絕以前的罪和悖逆的生命，來順服基督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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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Lord）一樣。雖然約翰沒有在他的福音中用“悔改”這名詞，這“悔

改”的概念卻明顯地與【到我（基督）這裡來】的意思相同（帖前 1:9）。悔

改和信心是一個銀幣的兩面；悔改是從罪裡回轉，而相信是轉向救主。兩者是

不可切割的。 

d) 【我就是生命的糧】是約翰福音中耶穌的七處重要聲明中之第一處。在這七處

經文中，耶穌將【我是】連接一個隱喻來說明基督身為救主的工作。除了在本

處，耶穌用了【我就是生命的糧】，祂也用【我是】來形容自己是“世界之

光”（8:12），“羊的門”（10:7, 9），“好牧人”（10:11, 14），“復活

與生命”（11:25），“道路，真理，生命”（14:6），“真葡萄樹”（15:1, 

5）。耶穌也以絕對不可質疑的語氣用【我是】(4:26; 8:24, 28, 58; 13:19; 

18:5-8)來指明祂就是舊約中用這名稱的同位神（出 3:14）。 

e) 耶穌在宣告祂就是天上的糧後，就譴責祂的聽眾們的不信，並指責他們【只是

我對你們說過、你們已經看見我、還是不信】。雖然他們已經【看見祂】和祂

所行的一切，並沒有明白祂的神蹟的意義，沒有抓到祂的教導的要點。如同他

們在曠野的祖先，“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

調和”（來 4:2）。他們所看到的神蹟只是滿足了他們的好奇，想要看到更多

的神蹟。他們對耶穌能解決他們生活中的難處感到興趣，但卻不願意【信】祂

為他們的彌賽亞，他們的主。 

f) 群眾的反應沒有使耶穌灰心。祂在事工上成功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全能上。祂

知道【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原文中的【凡】（所有，all）是

中性單數，表示神給耶穌的是一個群體而不是許多個人，包括所有在“創立世

界以前”在基督裡被揀選的人（弗 1:4）。這深奧的事實教導我們所有得救的

人是“父”給“子”的愛的禮物。整個救贖歷史就是這個被贖回的身體的聚

集，也是“父”給“子”的新婦。“子”將“父”給祂的每一個靈魂當作從

“父”來的，難以抗拒的愛，因此【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 

g) 從人的觀點，“神…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徒 17:30），並且

“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羅 10:13）。但得救並不是靠人的意

志。蒙救贖的人是“這等人……、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 神生的”（約

1:13）。得救“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 神”

（羅 9:16）。悔改（徒 11:18; 提後 2:25）和信心(弗 2:8-9; 腓 1:29)兩者

都是神所賜的。不然沒有人可以到祂那裡去，因為“沒有尋求 神的”（羅

3:11）。 

h) 免得有人尋求神卻恐怕他們可能沒有被揀選，耶穌就形容“父”給“子”的人

就是【到我這裡來的】。從“父”的角度來看，我們是“父”以祂的主權給

“子”的。從人的角度來看，我們來到基督那裡。當然，“子”不會拒絕任何

從父來的愛的禮物。因此耶穌補充，【我總不丟棄他】。      

i) 當然，子不會拒絕父所賜給祂的禮物的任何部分。在三位一體中絕不可能有這

種不和諧，就如耶穌接下去所說的，【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

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使這個意思更加明確。主耶穌來到

世上只有一個目的：完全順服差祂來的父的旨意。耶穌對門徒們宣告，“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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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4:34）。後來，祂又補充，

“我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因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來者的

意思”（5:30; 太 26:39）。祂在 14:31 確認，“但要叫世人知道我愛父、並

且父怎樣吩咐我、我就怎樣行”。在祂的離世前的大祭司的禱告中，祂向父

說，“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17:4）。 

j) 耶穌來是要行【差我（祂）來者（父）的意思】的事實（6:39-40）確保蒙揀

選的人的救恩和他們的永遠得救。“父”的意思【就是他（父）所賜給我

（子）的】，“子”【一個也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復活】。所有在太初

“父”分配給“子”的那群蒙揀選的人一個也不會失落；這應許“子”將在

【末日】，完整無缺地叫他們復活（6:40, 44, 54），向所有的真信徒保證他

們有永遠的救恩。 

k) 信徒永遠得救的福氣與個人的悔改和信心是不能分開的，因此主耶穌肯定地說

天堂屬於【一切見子而信的人】。他們將【得永生】（6:47, 54; 3:15-16, 

36; 5:24; 10:28），這永生的本質就是永不止息的（3:16; 10:28; 太

25:46）。這事實更進一步加強了在 37-39節中所提到的信徒的保守和安全。

從耶穌來的【永生】，就是生命之糧，是信徒應當竭力追求，比群眾所追求物

質的糧食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