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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八課】第七章 

 

1. 引題 你是否同意当人向善时，就会遭遇阻挡？为什么？ 

 

2. 背景与复习：前面第六章耶稣基督的宣称：我是生命的粮，这事发生在加利

利。耶稣在加利利约有一年之久，因为犹太人想杀他(约5：18；7:1)。本章到第

10章之末，发生的地点是耶路撒冷。特别记载犹太人的领袖与耶稣的冲突，正

如前面所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1：11)，“凡作恶的便

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约3：20)。 

 

本章的时间是住棚节(申16:16;数29:12;尼8:16-18)，大约是九月底、十月初。

为了记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住帐篷的日子，也有人认为是记念神命令以色列

人立会幕，神借云柱、火柱为幕遮盖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这节日要在耶路撒冷庆

祝8天。 

 

3.  观察与分段 

 

A. 1-24节， 耶稣上耶路撒冷教训人 

B. 25-44节，人们为耶稣起分争 

C. 45-52节，犹太领袖的心硬 

 

4. 讨论与解释 

 

A. 第一段 耶稣上耶路撒冷教训人(7:1-24)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觀察 

 

 

 

 

 

 

这段经文可以再分为两部分： 

1）过住棚节（7：1-13）  

2）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7：14-24） 

  

照例犹太人的男子一年要上耶路撒冷

三次。其中一次是过住棚节。 

觀察： 

1.  耶稣似乎要去又不去耶路

撒冷？为什么？怕犹太人的领

袖？  

請每一位

參加者輪

流講一項。  

 

帶領觀察

題的討論

約 5 分鐘 

解釋 7：1 “这事以後”是指5饼2鱼的神迹之 1. 前面那节经文说过犹太人的 (5:18) 



 2 

后。 领袖想杀他？  

 7:3-5 耶稣的弟兄是他在地上的亲戚

(可3：21、31-32)，不是耶稣的门徒，

因为他们说“叫你的门徒…”。尽管耶稣

已宣告他就是生命的粮，耶稣的弟兄

仍不信他是基督(5节)，显然人不能凭

血缘得救。 

2. 耶稣在地上的亲友就一定会

信耶稣吗？ 

3. 父母信主，儿女就一定信，

否则就是父母未好好教育儿

女的过失吗？ 

（箴言里的话是诗歌体，是从生

活里观察得来原则的诗歌，是合

乎神的旨意，但不是一成不变的

定律） 

  

  

 7:6 耶稣的弟兄问耶稣为什么不乘早

动身？何况耶稣在加利利有一年之久

了。但是耶稣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间

还没有到(8节)。人们的时间往往是方

便的，人多的地方又是节期，行事可

以扬名。人们不关心行事是不是合神

的心意，只求自己的方便。再说，耶

稣降世就是弥赛亚，无须人的推崇，

不须行事得扬名。 

4. 请反省:“…你们的时候常是

方便的”，我们事奉神、敬拜他

是否都是趁自己的方便？ 

 

5. 如何对付这问题？  

  

 7:7 耶稣的弟兄以为他若是弥赛亚，他

必定受人欢迎，耶稣回答则不然。“世

人不能恨你们”(耶稣的弟兄)，因为他

们属世界，属世界的人不会指责世界

人的不是。耶稣“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

恶的”，因为耶稣是光，叫作恶的无可

隐藏，作恶的便恨光。(1:5;3:19-20) 

6. 你有没有遭遇被世界恨恶的

经验？那是为什么？  

  

 7：8，耶稣拒绝趁人多去凑热闹，而

给他的敌人藉口他来是煽动群众。他

隔了4天才去事后看来是最恰当的。 

7.   

 7:10 “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犹

太人想杀他，但是他上十字架彰显他

荣耀的时间尚未到。 

   耶稣知道父神会在他指定的时间

得荣耀，耶稣并未因此而试探神，明

明知道犹太人想杀他，他不会鲁莽的

上耶路撒冷。 

8.   是否与马可 4：21 冲突？

在世上作光与盐，是否需要智

慧？ 

 

9. 你曾否试探过神?明明知道

耶稣已担待你昨日、今日、明

日的罪和刑罚，仍然知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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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7:11 “犹太人”就是指文士和法利赛

人，寻找耶稣想杀他。一般的犹太人

也怕他们。 

10.   

 7:12 众人就是耶路撒冷聚集的各种

人，议论纷纷。看耶稣的言行，没有

人能中立，都必须作道德上的选择，

接受他是？还是不是弥赛亚？(太10：

34)在本章32、43、52节里，一再出

现人们因耶稣而起争论。不信的人会

继续辩论，给自己找藉口。 

11. 耶稣的话语里，有什么叫你

难作决定要不要接受？这难

处有答案吗？ 

 

 

 14-24节，耶稣在圣殿教训人 

7:14 “在圣殿”是圣殿的外院，犹太拉

比教导的地方。 

  

 7:15 犹太人(的领袖)诧异为什么耶稣

教训人像有权柄的人。因为他们看人

的学历。他们认为耶稣不是名门之徒，

必定不可能有律法的知识。 

12. 今天基督教的圈子里是否仍

然注重学历？你是否认为学

术权威须要被废弃？ 

 

 7:16-17 “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

是那差我来者的”，他正像以先知的身

份说话。耶稣的回答是你们自己可以

分辨耶稣教导的内容是否来自神。人

若是愿意、且准备好要行，来判断真

伪，必不会失望，因为真理是自明的，

不是靠人的权威。判断是真理之后，

人就知道耶稣有没有权柄。 

13. 你从耶稣的回答中学到什

么？（我们所传的只是耶稣的

教导，而耶稣却是何等的谦

卑。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夸口

的？） 

 

 7:18 只有犹太人的领袖看重自己的

权威，而不看重真理本身的权威。若

是他们可以认定某人有资格、权威，

那么他们岂不是比那人更有权威？真

理若是由他们决定，他们岂不是比真

理更了不起？真理与不义是相反的两

极。守真理的必归荣耀与神，看重自

己权威的人就是不义。 

14. 你怎么看基督教的教会聘

牧仍以神学学位为主？ 

（若是作为必要条件，的确是不

合圣经的。最重要当然是这人像

不像好牧者耶稣） 

 

 7:19 你们口口声声说守摩西的律法，

但是心里却不守律法，没有审判就想

15. 当你用神的命令来判断别人

的是非时，你有没有先看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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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耶稣(犯了第六诫)，你们其实并不

信摩西的律法（约5：45-47） 

自己有没有干犯其他律法？ 

 7:20 “众人”可能是指从乡下来的人，

不熟悉犹太领袖的企图，自然认为不

可思议。25节说明也有耶路撒冷的人

知道犹太领袖的阴谋。 

  

 7:21 “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希

奇”。 

 

16. 耶稣做了什么事，叫犹太人

震惊好像前所未闻？（约 5：

1-16） 

 

 7:22 律法要求男子生出来第8天行割

礼(利12:3)，象征人得洁净，即使那天

是落在安息日(有些节日也是安息日，

不一定永远是星期六)。你们为了男子

洁净还干犯了安息日，那么耶稣在安

息日治病，赦免那人的罪(5:14)，是全

然的医治，为什么不可？其实安息日

(创2：3)与割礼(创17:9)都设立在律法

颁布之前，因此犹太人在安息日可以

行割礼。 

17. 基督徒今天守主日，有可与

不可行的事吗？ 

 

 7:24 律法不是条文，单看条文字面。

律法要求人明白精义，爱神爱人是其

中最大的诫命，也是律法的总纲。 

18. 讨论十诫（出 20：1-17）与

爱神、爱人这最大的诫命有

何关系 

 

綜合

/結

論 

 

耶稣作为人，生在律法之下，完全遵

守了律法去耶路撒冷过节，但是照神

自己的时间，不是应付人的催逼。  

  耶稣教训的内容本身不证自明，人

可以分辨是否出于神（7：17） 

 人们常常问我怎么能知道基督

教圣经里的教导是唯一的真理

呢？不是每一个宗教都会“老王

卖瓜，自卖自夸”？  

视时间许

可，请几位

作应用回

答  

應用 

 

10

分鐘 

我们事奉就要避免求自己的方便。 

 

我们领受的教导也当以圣经为主，圣

经是自明的。    

1. 对一个在职场上的人，事

奉时间有限。这算不算求自己

的方便呢？ 

（在工作时是对文化的托负负

责，应当在主内对雇主忠心。但

是在工余之时，有权支配时间

时，我们必须问我们的决定是否

讨自己的方便。一般错误的应用

都是走极端。例如有人把教会的

共約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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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完全放在家庭前面或后面，而

不考量个案需要的不同智慧。应

当面对神给人的责任范围里，例

如作父母、夫妻方面，什么决定

最荣耀主？）  

 

 

B. 第三段，人们为耶稣起分争 (7:25-44)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觀察 

 

 

 

 

 

 

在“最大之日”，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教训

达到高潮。人们面对耶稣的教训必须

作道德性的选择。因此分争的出现是

必然的    

觀察题 

1. 谈到真理会让每一个心服口

服吗？为什么呢？        

請尚未參

与讨论者

发言 

 

帶領時觀

察題討論

約 5 分鐘 

解释 

 

7：25-27 这时耶路撒冷已似乎察觉耶

稣就是弥赛亚的风声。基督来显现之

前，他必须隐藏一段日子。但是一般

犹太人认为耶稣是加利利人(41节)，不

是出生在伯利恒。犹太人知道旧约就

预言过，弥赛亚从天而降后的行踪是

隐藏的，像“不认识的吗哪”(申8：3、

16；启2：17) 

  

 

 

 

  

 7：28 “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那

里来” Ethiopic版本，及解经学者

（Bruce, Clarke, Gill）认为这是个问

句“你们以为知道我，也知道我从那里

来？”或是“你们认为知道我，也知道我

从那里来”(其实你们是错了！) 

19. 你知道耶稣从哪里来，是

吗？那么请说 

 

 7:29 “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

的”(太11:27;路10:22)，耶稣再次宣称

他是神的儿子(第五章) 

 

  

 7：33-34 犹太人的领袖不明白耶稣是 20. 你有这个去耶稣基督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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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要回到天上。想加害他的犹太人

领袖当然没有办法去那儿(约8:21)，但

是服事神的人却能(约12：26) 

的把握吗？ 

 7：35 当时犹太人已经有移民到希腊

去(彼前1：1) 

  

 37-44节，耶稣宣称他是基督 

7:37 住棚节的第8日，就是“节期的末

日”，被称为 “最大之日”。在这天，犹

太人有泼水的习俗，不是很可靠的诉

诸于撒上7：6。较可靠的说法是住棚

节在收成之后，更早人们就开始感谢

神降甘霖。耶稣就用他们取水泼水为

话题，开口宣称：“渴了”的人，就要“来

喝”，有罪的人，就当悔改得赦免。 

21. 你还记得在前面的经文那

里，耶稣曾作过类似的宣称？ 

 

22. 水能满足人的干渴。你会

如何处理你遇到的忧郁、怀

疑、困惑？这句经文给你什么

启发？怎么应用？应用时有

什么困难？如何解决那困

难？ 

约 4：14 

 7：38 在加利利耶稣宣称他是生命的

粮，接着就邀请人来吃，现在向耶路

撒冷的人宣称他是基督，接着就邀请

人来喝，就是信他。约翰记载这些事

是应证旧约里有关弥赛亚的事都在耶

稣身上应验。就像前面耶稣应许赐给

他们活水的江河(约4:14)，反映了旧约

里所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

然取水”(赛12:3;49:10;55:1-3；耶

2:13；亚14:8；结47:8-9；珥3：18) 

23. 这活水是代表什么？ 

（下一节解释） 

 

 7：39 活水就是表示圣灵（赛44:3）。 24. 耶稣“尚未得荣耀”是指什

么事？ 

 

 7：40-41 五饼二鱼的神迹叫加利利人

认为耶稣是第二个摩西，也就是申18：

15 摩西所预言的先知。现在耶稣又给

人活水的江河，又叫人想起摩西在旷

野给以色列人水喝（出17：6；数20：

11）。犹太人有的认为摩西所预言的

先知就是弥赛亚，有的认为是替弥赛

亚开道的先知。 

  

 7：42 这是弥迦书5：2的预言   

 7：43 人对耶稣基督说的话，都必须 25. 你害怕传耶稣时人们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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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个道德上的决定，接受？还是拒

绝？耶稣来并非叫世界太平（约7：12、

32；太10：34） 

异议吗？ 

綜合

/結

論 

 

耶稣对犹太人的领袖再一次的警告“我

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34 节）。但

是他又亲切的呼召饥渴的人到他那里

去得活水。   

1. 我们如何对心硬的人传福

音？ 

视时间许

可，请几位

作结论。帶

領者綜合

歸納。 

應用 

  

在信徒成圣的道路上，神不但丰富供

应属灵的恩典，他所爱的也必定管教

（来 12：6）  

2.  我们生活中是否常常到活

水的泉源取水？还是宁可干渴

不去投奔耶稣？  

 

共約 5分鐘 

 

 

C. 第三段，犹太领袖的心硬 (7:45-52)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觀察 

 

 

 

 

 

 

在这段经文里，犹太领袖的心硬

(7:47)与高傲(7:48-49),可以用“骄傲在

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来描述（箴

16：18）。 

觀察题 

1. 人是否有自知之明？什

么时候他已陷入撒但的迷

惑，不再能看见自己？  

請尚未參

与讨论者

发言 

 

帶領時觀

察題討論

約 5 分鐘 

解释 

 

7：46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因为耶稣说话有权柄（约7：15；

太7：29），他的口所出都是恩言

（路4：22）  

 

26. 请分享你最喜欢耶稣的话   

 7：47-49 文士与法利赛人的骄傲，明

明可见。 

 

27. 当我们遇见来自同伴的压

力叫我们同流合污时，你会如

何处理 

 

 7：51 尼哥底母提醒公会的人，无论

是犹太人或是罗马人的律法，想杀害

耶稣是非法的（徒 25：16） 

 

28. 请问在职场工作，在学校

读书，在家带孩子算是“为那必

坏的食物劳力“吗？ 

 

参看神给

人文化的

托负：创 1：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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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什么情况下的确是或不

是？ 

 7：52 其实犹太人的领袖知道加利利

出过先知约拿（王下 14：5）、拿鸿、

玛拉基。只是他们轻看不是犹太地区

的人。再说他们根本不去细查，耶稣

是否来自伯利恒，他们若是想查，是

可以查得到的。 

 

30. 第 29 节这句话似曾相识，

前面耶稣何处解释过食物与

作工的关系？ 

约 4：34 

綜合

/結

論 

 

出于神的事上，人们自己可以从圣经

上判断，而不需要专家（7:17）。这

章的故事再一次应证，蛇的后裔要继

续与女人的后裔为仇（创3：15）。蛇

的后裔就是撒但的子孙，是说谎的、“不

守真理”，而且“他从起初是杀人的”（8：

44） 

 

1. 在许多的神学学说中，判断

其真伪困难吗？ 

（在圣经里直接的学习，可以帮

助人分辨）     

视时间许

可，请几位

作结论。帶

領者綜合

歸納。 

應用 

  

在这段经文里，犹太领袖的心硬(7:47)

与高傲(7:48-49),可以用“骄傲在败坏

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来描述（箴 16：

18）。我们也要注意我们是否对人对

神亦有同样的心硬与高傲。    

2.  当我们像法利赛人在身

份与地位上受人尊敬时，会不

会不知不觉变得心硬与高

傲？甚至连主也不放在眼

里？    

 

共約 5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