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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8:31-47 3/9/2020 

31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32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33 他們回答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你怎麼說你們必得自

由呢﹖ 

34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 

35 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裡；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裡。 

36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 8:31 

從前面一節 8:30“耶穌說這話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信他”看出這些都是初信的猶太人,

所以耶穌進一步教導他們,“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希望他們能

從“信徒”成為“門徒”. 

• 8:32 

若相信耶穌的教導,遵守祂的道,成為門徒,就能明白真理,聖靈在心中作主作王,就不再

受罪的轄制,得到完全的自由. 馬太福音 1:21“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

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 8:33 

這些猶太人竟然忘記了他們在埃及為奴的日子,還有被亞述,巴比倫,瑪代,波斯所擄,回

歸之後又被希臘,羅馬統治的痛苦.但是耶穌所說的自由不是生活行動上的自由,乃是不

受罪性轄制的自由.羅馬書 7:18-25“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

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

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

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 8:34 

我們如果被罪轄制,就會去犯罪,成為罪的奴僕. 

• 8:35 

兒子有父親的生命,父子的關係是永遠的,父子的本質是相同的,罪的奴僕不能住在聖潔

的神的家中,除非他能完全脫離罪的轄制. 

• 8:36 

耶穌重複前面 31-32節的話“…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耶穌的門徒->曉得真理->得以自由,並從

天父的兒子->賜真自由,指出祂就是天父的兒子. 

 

討論問題: 
1. 我們應如何作,才能成為主的門徒? 

2. 我們如何能夠脫離罪的轄制? 

3. 屬神的自由和世界上的自由有何本質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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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你們卻想要殺我，因為你們心裡容不下我的道。 

38 我所說的是在我父那裡看見的；你們所行的是在你們的父那裡聽見的。 

39 他們說：我們的父就是亞伯拉罕。耶穌說：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兒子，就必行亞伯拉

罕所行的事。 

40 我將在神那裡所聽見的真理告訴了你們，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這不是亞伯拉罕所行

的事。 

41 你們是行你們父所行的事。他們說：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我們只有一位父，就是

神。 

• 8:37 

猶太人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惜受框於律法條文字句,不能接受耶穌的真道. 哥林多後

書 3:6 “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精意；因為那字

句是叫人死，精意（或作：聖靈）是叫人活。” 

• 8:38 

“…我父,… 你們的父…”,耶穌想引導這些猶太人從認識亞伯拉罕是他們的血緣的

父,到認識天上的父,進而認識天父差來的耶穌,就是天父的兒子. 

• 8:39-40 

猶太人清楚知道他們的父就是亞伯拉罕,耶穌再從反面提醒,亞伯拉罕是聽從神的,現在

耶穌對他們傳講神的真理,如果是亞伯拉罕,一定會聽從的,可是他們卻無法接受,甚至

想要殺耶穌,“這不是亞伯拉罕所行的事”. 

• 8:41 

既然你們所行的不是亞伯拉罕所行的,“你們是行你們父所行的事”,你們的父就不是

亞伯拉罕,你們就不是神的選民了,耶穌如此提醒,猶太人才明白過來,堅定地表示“我

們不是從淫亂生的；我們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討論問題: 
1. 猶太人如何從 39節“我們的父就是亞伯拉罕”進到 41節的 “我們只有一位父，就是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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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你們為什麼不明白我的話呢﹖無非是因你們不能聽我的道。 

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

理，因他心裡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

父。 

45 我將真理告訴你們，你們就因此不信我。 

46 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我既然將真理告訴你們，為什麼不信我呢﹖ 

47 出於神的，必聽神的話；你們不聽，因為你們不是出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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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 

如果神是你們的父,你們就必愛神,也愛神差來的耶穌,何況耶穌“本是出於神，也是

從神而來，並不是由著自己來”.反過來說,不愛耶穌的人,他對神的愛心和信心就不

正確了. 

• 8:43 

如果硬著心不聽耶穌的教導,當然不能明白耶穌的話,心中沒有真理,不以神為父,反而

以魔鬼為父了. 

• 8:44 

魔鬼是殺人的,不守真理,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 箴言 6:16-20“耶和華所恨惡

的有六樣，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就是高傲的眼，撒謊的舌，流無辜人血的手，

圖謀惡計的心，飛跑行惡的腳，吐謊言的假見證，並弟兄中布散紛爭的人。我兒，要

謹守你父親的誡命；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或譯：指教）”.七樣裡面有兩樣是謊

言. 

• 8:45-46 

耶穌是沒有罪的,耶穌所說的沒有謊言,為什麼不信呢?為什麼信心軟弱呢?為什麼假先

知,假教師說的好像比較容易相信呢? 

• 8:47 

我們是屬神的,對神的兒子要有完全的信心,不要有任何的懷疑.若有信心軟弱,求神憐

憫,求神加添信心. 

 

討論問題: 
1. 說謊是常犯的罪,我們要如何杜絕似是而非的謊言,扭曲事實的謊言,無中生有的假見證? 
2. 網路上有許多假新聞,我們應如何分辨,如何阻止? 

3. 為什麼人不願意相信真理,卻容易傳播謠言? 
 

新譯本 ESV 

約翰福音 8:31-47 

真理必使人自由 

31 於是耶穌對信了他的猶太人說：“你

們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了； 

32 你們必定認識真理，真理必定使你們

自由。” 33 他們說：“我們是亞伯拉

罕的後裔，從來沒有被誰奴役過，你怎

麼說‘你們必得自由’呢？” 34 耶穌

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犯罪的

都是罪的奴隸。 35 奴隸不能永遠住在

家裡，唯有兒子才可以永遠住在家裡。 

36 所以， 神的兒子若使你們自由，你

們就真的得自由了。 37 我知道你們是

亞伯拉罕的後裔；但你們想殺我，因為

John 8:31-47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31 So Jesus said to the Jews who had 

believed him, “If you abide in my word, 

you are truly my disciples, 32 and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33 They answered him, 

“We are offspring of Abraham and have 

never been enslaved to anyone. How is it 

that you say, ‘You will become free’?” 

 

34 Jesus answered them,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everyone who practices sin is 

a slave[a] to sin. 35 The slave 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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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心裡不能容納我的道。 38 我所說

的，是我在父那裡看見的；但你們所作

的，卻是從你們的父那裡聽見的。” 

 

魔鬼的兒女不肯聽主的道 

39 他們說：“我們的祖宗是亞伯拉

罕。”耶穌說：“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

子孫，就必作亞伯拉罕所作的。 40 現

在我把從 神那裡聽見的真理告訴了你

們，你們竟然想殺我，這不是亞伯拉罕

所作的。 41 你們要作的，正是你們的

父要作的。”他們說：“我們不是從淫

亂生的；我們只有一位父，就是 

神。” 42 耶穌說：“如果 神是你們

的父，你們就必愛我，因為我是從 神

那裡來的；我已經來到這裡。我不是憑

著自己來的，而是 神差了我來。 43 

你們為甚麼不明白我的話呢？因為我的

道你們聽不進去。 44 你們是出於你們

的父魔鬼，喜歡按著你們的父的私慾行

事。他從起初就是殺人的兇手，不守真

理，因為他心裡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

於本性，因為他本來就是說謊者，也是

說謊的人的父。 45 我講真理，你們卻

因此不信我。 46 你們中間有誰能指證

我有罪呢？我既然講真理，你們為甚麼

不信我呢？ 47 出於 神的，就聽 神

的話；你們不聽，因為你們不是出於 

神的。” 

remain in the house forever; the son 

remains forever. 36 So if the Son sets 

you free, you will be free indeed. 37 I 

know that you are offspring of Abraham; 

yet you seek to kill me because my word 

finds no place in you. 38 I speak of what 

I have seen with my Father, and you do 

what you have heard from your father.” 

 

You Are of Your Father the Devil 

39 They answered him, “Abraham is our 

father.” Jesus said to them, “If you 

were Abraham's children, you would be 

doing the works Abraham did, 40 but now 

you seek to kill me, a man who has told 

you the truth that I heard from God. This 

is not what Abraham did. 41 You are doing 

the works your father did.” They said to 

him, “We were not born of sexual 

immorality. We have one Father—even 

God.” 42 Jesus said to them, “If God 

were your Father, you would love me, for 

I came from God and I am here. I came not 

of my own accord, but he sent me. 43 Why 

do you not understand what I say? It is 

because you cannot bear to hear my word. 

44 You are of your father the devil, and 

your will is to do your father's desires. 

He was a murderer from the beginning, and 

does not stand in the truth, because 

there is no truth in him. When he lies, 

he speaks out of his own character, for 

he is a liar and the father of lies. 45 

But because I tell the truth, you do not 

believe me. 46 Which one of you convicts 

me of sin? If I tell the truth, why do 

you not believe me? 47 Whoever is of God 

hears the words of God. The reason why 

you do not hear them is that you are not 

of G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