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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6:41-59 1/6/2020 

41 猶太人因為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就私下議論他， 

42 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嗎﹖他的父母我們豈不認得嗎﹖他如今怎麼說我是從天

上降下來的呢﹖ 

43 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要大家議論。 

44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到我這裡來的，在末日我要叫

他復活。 

45 在先知書上寫著說：他們都要蒙神的教訓。凡聽見父之教訓又學習的，就到我這裡

來。 

46 這不是說有人看見過父；惟獨從神來的，他看見過父。 

47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 6:41-43 
那些不信的猶太人知道耶穌是約瑟和馬利亞的兒子,而約瑟只是個平凡的木匠,所以無

法了解耶穌說祂自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自古以來,主耶穌是絕無僅有從聖靈感孕

而生的, 祂是百分之百的人, 也是百分之百的神. 人的知識和瞭解都是從觀察和累積

而來, 對於從未看過或聽過的事, 的確是難以了解和相信的. 
屬靈的事無法靠世上的觀察和累積來了解, 只能靠信心的跳躍才能明白, 希伯來書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我們如果謙卑地相信聖潔的

神為了將我們從罪惡裡救出來,就不難了解主耶穌是道成肉身“從天上降下來的”. 
• 6:44 

神對每一個人都有美好的計畫, 神吸引人來到耶穌面前決不是偶然的, 必有神美好的

旨意, 若不把握機會認識並相信耶穌, 就太可惜了. 
主耶穌再度重複前面 40節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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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從天上降下來,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

差他來的神的意思行. 從 44, 45, 和 40節類似的話, 可見 “到我這裡來的” 顯然

是 “聽見父之教訓又學習的”, 也就是 “見子而信的”. 
“到我這裡來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我們信耶穌就有復活的盼望, 這是多麼大的

應許. 
• 6:45 

以賽亞書 54:13 “你的兒女都要受耶和華的教訓；你的兒女必大享平安”, 屬神的兒

女都要受神的教訓, “聽見父之教訓又學習的”, 就是“見子而信的”, 不但有復活

的盼望, 且必大享平安. 
• 6: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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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

個靈, 我們的肉眼無法看見, 但是祂的存在藉著道成肉身的主耶穌和所造之物是無法

否認的, 羅馬書 1:20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

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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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 為何沒有人見過神? 如果肉眼能見到神, 是否更能相信神? 

2. 肉身的生命和屬靈的生命有何不同, 各從何而來? 

 

48我就是生命的糧。 

49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吃了就不死。 

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

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52 因此，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呢﹖ 

 

• 6:48-49 

嗎哪是神從天上降下來的糧,供應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時身體的需要,但是肉身終究

還是會死. 

 

• 6:50-51 

主耶穌是屬靈生命的糧,供應永恆生命的需要,主耶穌道成肉身,祂的肉就是道,吃這生

命的糧就是接受祂的話,祂的教訓,相信祂,得到祂的生命,就是永遠的生命. 

 

• 6:52 

那些不信的猶太人若不能分辨肉身需要的糧食和屬靈的糧食,當然不能明白主耶穌說的

“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 

 

討論問題: 
1. 甚麼是生命的糧? 除了主耶穌的“肉”之外,還有別的“生命的糧”嗎? 

2. 我們能夠相信神而不吃主耶穌的肉嗎? 

 

53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

命在你們裡面。 

54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55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 

57 永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吃這糧的人就永遠活著，不像你們的祖宗吃過嗎哪還是

死了。 

59 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裡教訓人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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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58 

對照 40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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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4節“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就更了解 “吃

我肉、喝我血的”就是“見子而信的”. 

主耶穌再三地強調 “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 “有生命在你們裡面”-> “有永

生”-> “在末日要復活”-> “在主裡面，主在裡面”-> “因主永遠活著”. 

 

• 6:59 

所以我們相信主耶穌道成肉身,就應恪守祂的教訓,活出主的生命,必會得到神應許的復

活和永生. 

討論問題: 
1. 如何了解“主的肉是可吃的，主的血是可喝的”? 我們要如何吃喝主耶穌的肉和血? 

2. 如果“吃肉喝血”似乎欠文明, 你有更達意的說法嗎? 

3. 主耶穌是生命的糧, 和嗎哪有何不同? 
 

新譯本 ESV 

約翰福音 5:41-59 

41 猶太人因為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

下來的食物”，就紛紛議論他。 42 他

們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嗎？

他的父母我們不都認識嗎？他現在怎

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呢？” 43 耶穌回答：“你們不要彼此

議論。 44 如果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

人，就沒有人能到我這裡來；到我這

裡來的，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 45 先

知書上記著：‘眾人都必受 神的教

導。’凡聽見從父那裡來的教訓而又

學習的，必到我這裡來。 46 這不是說

有人見過父；只有從 神那裡來的那

一位，他才見過父。 47 我實實在在告

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48 我就是生

命的食物， 49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

嗎哪，還是死了。 50 這是從天上降下

來的食物，使人吃了就不死。 51 我就

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食物，人若吃

了這食物，就必活到永遠。我要賜的

John 6:41-59 

41 So the Jews grumbled about him, because he 

said, “I am the bread that came down from 

heaven.” 42 They said, “Is not this 

Jesus, the son of Joseph, whose father and 

mother we know? How does he now say, ‘I have 

come down from heaven’?” 43 Jesus answered 

them, “Do not grumble among yourselves. 44 No 

one can come to me unless the Father who 

sent me draws him. And I will raise him up on 

the last day. 45 It is written in the 

Prophets, ‘And they will all be taught by 

God.’ Everyone who has heard and learned 

from the Father comes to me— 46 not that 

anyone has seen the Father except he who is 

from God; he has seen the Father. 47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whoever believes has 

eternal life. 48 I am the bread of life. 49 Your 

fathers ate the manna in the wilderness, 

and they died. 50 This is the bread that comes 

down from heaven, so that one may ea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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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就是我的肉，是為了世人的生命

而賜的。” 

52 於是，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

個人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

呢？” 53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實實

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

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

們裡面。 54 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

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 55 因為

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

的飲料。 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

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他裡面。 57 正

如永活的父差遣了我，我也因父活

著；照樣，吃我肉的人也必因我而

活。 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物，

不像嗎哪，你們的祖宗吃過，還是死

了；吃這食物的，必活到永

遠。” 59 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會堂

裡教導人的時候說的。 

it and not die. 51 I am the living bread that 

came down from heaven. If anyone eats of 

this bread, he will live forever. And the 

bread that I will give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 is my flesh.” 

52 The Jews then disputed among themselves, 

saying, “How can this man give us his flesh 

to eat?” 53 So Jesus said to them,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unless you eat the 

flesh of the Son of Man and drink his blood, 

you have no life in you. 54 Whoever feeds on my 

flesh and drinks my blood has eternal life, 

and I will raise him up on the last day. 55 For 

my flesh is true food, and my blood is true 

drink. 56 Whoever feeds on my flesh and drinks 

my blood abides in me, and I in him. 57 As the 

living Father sent me, and I live because of 

the Father, so whoever feeds on me, he also 

will live because of me. 58 This is the bread 

that came down from heaven, not like the 

bread[a] the fathers ate, and died. Whoever 

feeds on this bread will live 

forever.” 59 Jesus[b] said these things in the 

synagogue, as he taught at Capernaum.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6%3A41-59&version=ESV#fen-ESV-26304a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6%3A41-59&version=ESV#fen-ESV-26305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