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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7:25-52 2/10/2020 

25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說：這不是他們想要殺的人嗎﹖ 

26 你看他還明明的講道，他們也不向他說什麼，難道官長真知道這是基督嗎﹖ 

27 然而，我們知道這個人從那裡來；只是基督來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從那裡來。 

28 那時，耶穌在殿裡教訓人，大聲說：你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從那裡來；我來並不是

由於自己。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你們不認識他， 

29 我卻認識他；因為我是從他來的，他也是差了我來。 

30 他們就想要捉拿耶穌；只是沒有人下手，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 7:25 
在耶路撒冷的人知道,猶太人想要殺耶穌. 因為耶穌在安息日在畢士大池旁醫好了病了

38年的人,並叫他拿起褥子走,但是在安息日拿褥子是犯安息日的,約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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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這事以後，耶穌在加利利遊行，不願在猶太遊行，因為猶太人想

要殺他。”. 

• 7:26,30 
耶穌還是公開地在殿裡講道,猶太人並沒有向耶穌說甚麼來阻止祂,難道掌權的官長知

道耶穌就是基督嗎?當然不是,官長如果知道耶穌是基督,怎麼會想要殺祂呢? 約 7:30 

“他們就想要捉拿耶穌；只是沒有人下手，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可見時間全掌

握在神的手裡. 

• 7:27 

可 1:9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但河裡受了約翰的洗。”眾人知道耶

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但是不知道基督會從何處來,太 2:4-6 “ 4他就召齊了祭司長

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5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

有先知記著，說：6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

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彌迦書 5:2).太 2:14-15“14約瑟就

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15住在那裡，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

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何西阿書 11:1) 

• 7:28 

“我來並不是由於自己”,主耶穌道成肉身,是順服神的旨意,是神差祂來的, 腓 2:6-8 

“6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7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

為人的樣式；8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 

• 7:29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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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8: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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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問他說：你的父在那裡﹖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若是

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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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耶穌,相信耶穌是罪得赦免,重生得救唯一的道路. 

 

討論問題: 
1. 主耶穌從哪裡來? 為何而來? 現在在哪裡? 為何離開? 還會再來嗎? 

2. 我們應如何認識神? 為何不認識耶穌就不能認識神? 

3. 我們要如何預備迎接耶穌的再來? 

 

31 但眾人中間有好些信他的，說：基督來的時候，他所行的神蹟豈能比這人所行的更多

嗎﹖ 

32 法利賽人聽見眾人為耶穌這樣紛紛議論，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就打發差役去捉拿他。 

33 於是耶穌說：我還有不多的時候和你們同在，以後就回到差我來的那裡去。 

34 你們要找我，卻找不著；我所在的地方你們不能到。 

35 猶太人就彼此對問說：這人要往那裡去，叫我們找不著呢﹖難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

的猶太人那裡去教訓希利尼人嗎﹖ 

36 他說：你們要找我，卻找不著；我所在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 7:31 

“他所行的神蹟豈能比這人所行的更多嗎﹖”對於眾人中間許多相信耶穌的人,耶穌

所行的神蹟已經足以證明祂是基督了. 

• 7:32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聽到有人相信耶穌是基督了,擔心耶穌的影響力會擴大,就立刻派人

去捉拿耶穌. 

• 7:33-34 

耶穌暗示不久祂將遇害,離開世界,回到差祂來的天父那裏去.除非相信耶穌,沒有人能

到天父那裏去,也就沒有辦法找著耶穌了. 

• 7:35-36 

猶太人照著自己在地上的經驗來了解耶穌的話,“找不到耶穌的地方”可能只有希臘人

(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了,他們無法想到與神同在的神國.我們今天如果不完全接受聖經

的啟示,也是無法體會福音的奧秘的.約 3:12“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

若說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討論問題: 
1. 為什麼耶穌說“你們要找我，卻找不著”? 我們能找到主耶穌嗎? 耶穌會來找我們嗎? 

主耶穌來叩門的時候,我們的心柔軟開放嗎? 還是剛硬排斥呢? 

2. 信主的人會遇到迫害嗎? 要如何面對? 慕道的人信道會有攔阻嗎? 要如何克服? 

3. 我們要如何在靈命上不斷地成長才更能瞭解神的話,體會福音的奧秘? 

 

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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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因為耶穌尚未得著

榮耀。 

40 眾人聽見這話，有的說：這真是那先知。 

41 有的說：這是基督。但也有的說：基督豈是從加利利出來的嗎﹖ 

42 經上豈不是說基督是大衛的後裔，從大衛本鄉伯利恆出來的嗎﹖ 

43 於是眾人因著耶穌起了紛爭。 

44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無人下手。 

• 7:37 

耶穌是到耶路撒冷守住棚節,利未記 23:34-43“34你曉諭以色列人說：這七月十五日

是住棚節，要在耶和華面前守這節七日。35 第一日當有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

作。36七日內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第八日當守聖會，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這是嚴

肅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37 這是耶和華的節期，就是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

要將火祭、燔祭、素祭、祭物，並奠祭，各歸各日，獻給耶和華。38這是在耶和華的

安息日以外，又在你們的供物和所許的願，並甘心獻給耶和華的以外。39你們收藏了

地的出產，就從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華的節七日。第一日為聖安息；第八日也為

聖安息。40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和棕樹上的枝子，與茂密樹的枝條並河旁的柳

枝，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歡樂七日。41每年七月間，要向耶和華守這節七日。這

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42 你們要住在棚裡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裡， 
43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道，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曾使他們住在棚裡。我是耶

和華─你們的神。” 

• 7:38-39 

耶穌得榮耀,復活升天之後,信祂的人都要領受聖靈,有聖靈內住,在心中作主作王,在一

切善事上結果子,聖靈就好像湧流不斷的泉水的源頭,使我們永遠不渴. 

• 7:40-44 

眾人聽見耶穌的話,有三種不同的反應:1.“這真是那先知”, 2.“這是基督”3.“基

督豈是從加利利出來的麼？… 從大衛本鄉伯利恆出來的嗎﹖”居然因此起了紛爭.雖

然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差了人來捉拿耶穌,但是無人下手,“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也可能懼怕百姓生亂. 

 

討論問題: 
1. 守住棚節的意義為何? 

2. 一個人的出生地會影響他的生命或品格嗎? 
  

45 差役回到祭司長和法利賽人那裡。他們對差役說；你們為什麼沒有帶他來呢﹖ 

46 差役回答說：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說話的！ 

47 法利賽人說：你們也受了迷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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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官長或是法利賽人豈有信他的呢﹖ 

49 但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詛的！ 

50 內中有尼哥底母，就是從前去見耶穌的，對他們說： 

51 不先聽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作的事，難道我們的律法還定他的罪嗎﹖ 

52 他們回答說：你也是出於加利利嗎﹖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沒有出過先知。 

• 7:45-47 

“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說話的”,可見耶穌說話帶著權柄,甚至超過祭司長和法利賽人,

令他們的差役都不敢下手,是“受了迷惑”呢? 還是起了敬畏的心? 

• 7:48-49 

官長和法利賽人有世上的地位,若不謙卑受神光照,雖然熟悉經文及律法,反而成為祂們

得救的攔阻.相對之下,“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擁有一顆單純敬畏神的心,反而更

得祝福呢. 

• 7:50-51 

尼哥底母從前見過耶穌,聽耶穌講重生進天國的道理,約 3:1-2“有一個法利賽人，名

叫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2這人夜裡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來

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尼哥底母雖然是法利

賽人,他相信耶穌是從神來的,他很有智慧地提醒,應該要先聽到原告和被告的證詞,從

兩方面了解所做的事之後,才能公平地定人的罪.申命記 19:15“人無論犯甚麼罪，作

甚麼惡，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證，總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才可定案。” 

• 7:52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以加利利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來否定尼哥底母的話,其實加利

利至少出過先知約拿,王下 23:25“...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藉他僕人迦特希弗人亞米

太的兒子先知約拿所說的。”迦特希弗就在加利利境內. 

耶穌雖然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長大,但是出生在伯利恆,正如舊約所預言的,彌迦書

5:2“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

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主耶穌自己也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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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問題: 
1. 主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太 18:3),我們無論信主多久,聖經多熟,應如何謙卑像小孩子的樣式,單單敬畏神,避

免屬靈的驕傲? 
2. 我們不應“以言舉人,或以人廢言”,神揀選人是不論人的出身,相貌,貧富,學識, 我們要如何

成為神所喜悅的兒女? 

3. 耶穌的哪一句話,哪一件事,最能幫助你相信祂是神的兒子,而不只是拉比,先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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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譯本 ESV 

約翰福音 7:25-52 

他是基督嗎？ 

25 當時，有些耶路撒冷人說：“這不是

他們想要殺的人嗎？ 26 你看，他還在公

開地講話，竟然沒有人對他說甚麼，難

道官長們真的認為這個人就是基督

嗎？ 27 可是我們知道這個人是從哪裡來

的，只是基督來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

是從哪裡來的！” 28 當時耶穌在殿裡教

導人，大聲說：“你們以為認識我，也

知道我從哪裡來，其實我不是憑著自己

的意思來的，但那差我來的是真實的，

你們卻不認識他。 29 然而我認識他，因

為我從他那裡來，也是他差我來

的。” 30 於是他們想逮捕他，只是沒有

人下手，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31 群

眾中有許多人信了他。他們說：“基督

來的時候，他所行的神蹟，能比這人所

行的更多嗎？” 

法利賽人等想逮捕耶穌 

32 法利賽人聽見群眾紛紛議論這些關於

耶穌的事，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就派差役

去逮捕耶穌。 33 於是耶穌說：“我跟你

們在一起的時候不多了，我要回到那差

我來的那裡去。 34 你們要尋找我，卻找

不著；我所在的地方，你們是不能去

的。” 35 猶太人彼此說：“這個人要到

哪裡去，使我們找不著他呢？難道他要

到散居在希臘人中的猶太人那裡，去教

導希臘人嗎？ 36 他說‘你們要尋找我，

卻找不著；我所在的地方，你們是不能

去的’這話，是甚麼意思呢？” 

John 7:25-52 

Can This Be the Christ? 
25 Some of the people of Jerusalem therefore 

said, “Is not this the man whom they seek 

to kill? 26 And here he is, speaking openly, 

and they say nothing to him! Can it be 

that the authorities really know that this 

is the Christ? 27 But we know where this man 

comes from, and when the Christ appears, no 

one will know where he comes from.” 28 So 

Jesus proclaimed, as he taught in the 

temple, “You know me, and you know where I 

come from. But I have not come of my own 

accord. He who sent me is true, and him you 

do not know. 29 I know him, for I come from 

him, and he sent me.” 30 So they were 

seeking to arrest him, but no one laid a 

hand on him, because his hour had not yet 

come. 31 Yet many of the people believed in 

him. They said, “When the Christ appears, 

will he do more signs than this man has 

done?” 

Officers Sent to Arrest 

Jesus 
32 The Pharisees heard the crowd muttering 

these things about him, and the chief 

priests and Pharisees sent officers to 

arrest him. 33 Jesus then said, “I will be 

with you a little longer, and then I am 

going to him who sent me. 34 You will seek me 

and you will not find me. Where I am you 

cannot come.” 35 The Jews said to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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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人要接受聖靈 

37 節期的最後一天，就是最隆重的那一

天，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

以到我這裡來喝！ 38 信我的人，就像聖

經所說的，從他的腹中要湧流出活水的

江河來。” 39 他這話是指著信他的人要

接受聖靈說的；那時聖靈還沒有降臨，

因為耶穌還沒有得著榮耀。 

群眾因耶穌起了紛爭 

40 群眾中有人聽了這些話，就說：“這

真是‘那位先知’！” 41 另有人說：

“他是基督。”還有人說：“基督是從

加利利出來的嗎？ 42 聖經不是說基督是

大衛的後裔，是從大衛本鄉伯利恆出來

的嗎？” 43 群眾因為耶穌的緣故，就起

了紛爭。 44 他們中間有人想逮捕耶穌，

只是沒有人下手。 

官長不信耶穌 

45 差役回到祭司長和法利賽人那裡。他

們就問差役：“你們為甚麼沒有把他帶

來？” 46 差役回答：“從來沒有人像他

這樣講話的！” 47 法利賽人說：“連你

們也受了欺騙嗎？ 48 官長或法利賽人中

間有誰是信他的呢？ 49 至於這群不明白

律法的人，他們是可咒詛的。” 50 他們

當中有一個人，就是以前來見耶穌的尼

哥德慕，對他們說： 51 “如果不先聽取

他本人的口供，查明他所作的事，我們

的律法怎能把他定罪呢？” 52 他們回

答：“你也是從加利利出來的嗎？你去

考查一下，就知道先知是不會從加利利

another, “Where does this man intend to 

go that we will not find him? Does he 

intend to go to the Dispersion among the 

Greeks and teach the Greeks? 36 What does he 

mean by saying, ‘You will seek me and you 

will not find me,’ and, ‘Where I am you 

cannot come’?” 

Rivers of Living Water 
37 On the last day of the feast, the great 

day, Jesus stood up and cried out, “If 

anyone thirsts, let him come to me and 

drink. 38 Whoever believes in me, as[f] the 

Scripture has said, ‘Out of his heart will 

flow rivers of living water.’” 39 Now this 

he said about the Spirit, whom those who 

believed in him were to receive, for as yet 

the Spirit had not been given, because 

Jesus was not yet glorified. 

Division Among the People 
40 When they heard these words, some of the 

people said, “This really is the 

Prophet.” 41 Others said, “This is the 

Christ.” But some said, “Is the Christ to 

come from Galilee? 42 Has not the Scripture 

said that the Christ comes from the 

offspring of David, and comes from 

Bethlehem, the village where David 

was?” 43 So there was a division among the 

people over him. 44 Some of them wanted to 

arrest him, but no one laid hands on him. 

45 The officers then came to the chief 

priests and Pharisees, who said to them,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7&version=ESV#fen-ESV-2635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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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的。” “Why did you not bring him?” 46 The 

officers answered, “No one ever spoke like 

this man!” 47 The Pharisees answered 

them, “Have you also been deceived? 48 Have 

any of the authorities or the Pharisees 

believed in him? 49 But this crowd that does 

not know the law is accursed.” 50 Nicodemus, 

who had gone to him before, and who was 

one of them, said to them, 51 “Does our law 

judge a man without first giving him a 

hearing and learning what he does?” 52 They 

replied, “Are you from Galilee too? Search 

and see that no prophet arises from 

Gali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