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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十三課】第十二章 

 

1. 引題   

 

2. 背景与复习：前面11：1-44 空前绝后，耶稣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從死

裡復活。11：45-57 法利赛人与公会的官，就是那些敌对耶稣的人不但不尊崇，

反而想杀耶稣(53节)，从理性的角度看，这是反常的回应。那么什么是正常的回

应？ 

 

 

 

 

3.  观察与分段 

根据此背景，第十二章可以根据尊崇耶稣的各种人来分段： 

A. 1-43节，尊崇耶稣 

 1-11节   拉撒路、馬大、馬利亞尊崇耶稣 

 12-19节 百姓尊崇耶稣 

 20-26节 外邦人尊崇耶稣 

 27-36节 耶稣舍己顺服天父，天父得尊崇，也荣耀耶稣 

 37-41节 先知尊崇耶稣 

 42-43节 暗暗作门徒的也尊崇耶稣？ 

B. 44-50节 耶稣对公众教训的总结 

  

 

4. 讨论与解释 

 

A. 第一段，尊崇耶稣(12：1-43) 

 

 帶領前的預備 討論題目 備註/參考 

觀察 

 

 

 

分小段 

 1-11节   拉撒路、馬大、馬利

亞尊崇耶稣 

 12-19节 百姓尊崇耶稣 

觀察： 

1.       

請每一位

參加者輪

流講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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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节 外邦人尊崇耶稣 

 27-36节 耶稣舍己顺服天父，

天父得尊崇，也荣耀耶稣 

 37-41节 先知尊崇耶稣 

 42-43节 暗暗作门徒的也尊

崇耶稣？ 

  

帶領觀察

題的討論

約 5 分鐘 

解釋 12：1-11，拉撒路、馬大、馬利亞

尊崇耶稣：拉撒路静听、馬大伺

候、馬利亞抹香膏 

 

1.   (5:18) 

 

 12：2节，地点: “耶稣在伯大尼长

大麻疯的西门家里”(太26:6;可

14:3) 

  

 

2.      

  

 12：5节，三十两银子相当一个普通

工人一年的工资(太20：2) 

  

 

 

3. 参考：太26、可14与路7。

是同一个馬利亞吗？用香

膏抹主是一次还是两次？

请在此四个不同的经文中，

一一找出下面问题的答案：

什么时候发生的？ 在谁的

家? 馬利亞怎么膏抹主？ 

4. 馬利亞的行动对在座的其

他人有何影响？你同意第

五节吗？ 

5. 耶稣赞许馬利亞什么？ 

6. 馬利亞真的一开始就为了

耶稣存积香膏？  

(犹太人款待客人会点一点香

膏在客人头上，马利亚是让全

屋子都香了。马利亚的行动是

否表示我们都应该为敬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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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一切都不必顾惜？事实上

这段经文并不是为了鼓励人

敬拜主时必须铺张。马利亚为

耶稣所行的事只是反映犹太

人为死了的人要以香膏、没药

抹身体的习俗。 

馬利亞趁着耶稣还活

在世上时先将香膏抹了耶稣，

你是否也认为这样会比为他

死後抹香膏好呢？因为圣灵

感动她，只有她深深的体会耶

稣即将为世人受死，所以将她

原准备出嫁用的香膏献于主，

甚至预表了耶稣的身体不见

朽坏。那么又何必死后抹香膏

呢？周围的人们觉得马利亚

浪费并不是错误，是出于无

知，因为不明白马利亚为何在

（活生生的）客人身上如此花

费。何况耶稣不是自己选择处

于穷苦，又帮助穷乏人吗？) 

 12: 9节，犹大监守自盗，“带著钱囊，

常取其中所存的”，他的品行可见而

知，绝不可能像人们故意帮助犹大

出卖的行为解套，说他是顺服神，

牺牲自己扮演出卖耶稣的角色。 

  

 

7.    

 B. 12: 12-19节百姓尊崇耶稣  

12：12-16节，这段详细的内容记载

在马太21:1-7、可11:1-7、路19：

29-35。“和散那”就是詩篇

118：25内的 “(現在)求你拯救”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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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句话。“奉耶和華名來的，是

應當稱頌的…”是来自詩篇

118：26。棕树枝是象征得胜的

欢喜(启7：9)。群眾的呼喊及耶

稣骑驴驹，都是應驗了撒迦利亞

9:9 的預言弥赛亚来到时的情

景。 

为什么不骑马？因为马匹是

代表战争，在撒迦利亞9：10节

里“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

路撒冷的战马”。“驴是给王的家

眷骑的”(撒下16:2)。从士师时代

开始，王的儿子骑驴(士

10:4;12:14)，老先知也骑驴(王

上13:13)。大卫有战马，但是打

败琐巴王(叙利亚)之后，他就不

再用马(撒下8:4)。他与他的儿

子用骡子(王上1:33,38,44;撒下

13:29,18:9)因为骡子高大。然

后大卫的儿子押沙龙想谋反时

骑马炫耀(撒下15:1)，所罗门王

又激增众多马匹(王上4:26)，世

界上的王是不骑驴驹的。我们看

到撒迦利亞说有关弥赛亚到耶

路撒冷的预言，弥赛亚是和平之

君(亚9:10)，“谦谦和和地骑著

驴，就是骑著驴的驹子”，反映

弥赛亚的谦卑，靠神的大能，而

非马力大(诗33:17)。如今应验

在耶稣身上。但是将来末世的战

争来到时，弥赛亚还要骑战马

(启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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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19节。，在伯大尼看见耶稣

叫拉撒路死后复活的人，在耶路

撒冷作见证，这是尊崇耶稣的行

动，“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

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12:11)。

但是也产生反效果，叫法利赛人

更加痛恨耶稣，甚至把他钉死，

显然这不是见证人所预期的。因

为神在掌权，人们以为有效的行

动，往往变成无效而懊恼、沮丧，

岂不知神仍然得荣耀，而且是照

着他自己的旨意成就的。 

  

 

  

 

 

10.    

 C. 12: 20-26节 外邦人尊崇耶稣 

12: 20-22节，上耶路撒冷来过逾越

节的外地人，包括了依归犹太教

的外邦人。外邦人多会说希臘

语，故称为希利尼人。19节之

后，约翰略掉了耶稣洁净圣殿的

记载(可11:15-17)，耶稣所洁净

的就是外邦信徒敬拜的外院。因

此外邦的信徒也期盼基督的国

度降临，想来见耶稣，催问他。

前面有五次約翰記載耶稣说，祂

的時間還沒有到(时辰hour 

2:4;7:30;8:20，及指定的時候

appointed time7:6,8)。但是現

在外邦人也都期盼，因此“人子

得榮耀的時候到了”(23节)。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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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人可以见耶稣的途径，就是经

过主上十字架的功劳。 

 

  

 

 12: 23节，耶稣并不是不理外邦人。

现在他一并回应犹太人与外邦人等

候救世主来到的期望。 

  

 

12.    

 12: 23-26节，耶稣舍己顺服天父，

也要我們参与舍己(太10:39, 

16:25;可8:35;路

9:23-25,17:33)，学他顺服天父。

为了我们也参与基督的荣耀(26

节)。  

  

 

13. 舍己是什么意思？如何舍

己？想行出来时会有什么困

难？如何克服？ 

 

 D. 12: 27-36节耶稣舍己顺服天

父，天父得了尊崇，他从天上发

出声音来荣耀耶稣

(8:54,13:31)。他要审判这世界，

但是他也要拯救，叫人“信从这

光…成为光明之子”（约1：12；

太5：14；罗8：28-30） 

 

 

14.    

 12: 27节，耶稣是否因为要受死而

忧愁呢？有人甚至用此节经文证明

我们怕死是正常，因为耶稣也怕死。

那么这种说法与舍己的教导就相

反，何况“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

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裡含

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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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4:18)。耶稣的忧愁应当是他

即将背负属他人的罪孽与刑罚重

担。耶稣是神，最痛恨罪，反倒要

一人来承受众罪。何况天父要在那

担罪时暂时“离弃”他？ 

  

 

 12：28节，为了主神得荣耀，没有

任何的担子会嫌太重，不能负荷。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指耶稣已完

全顺服天父的差派在地上传道、行

道，而且“还要再荣耀”，就是在十

字架上完成救赎。 

  

 

16.   

 12：31节，“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

去”，世界(kosmos)是指世人，尘世，

安排，装饰，系统和其中一切的价

值观。世界的王是指魔鬼(14:30；

16:11；林后4:4；约一5:19)。无千

禧年派(归正派)的末世论看耶稣复

活至现今，这句话已应验，撒旦已

被捆绑(启20：2)受限制，无千禧年

派认为这是现今就是千禧年的圣经

根据。 

 

 

17. 受审判的“这世界”是

代表什么？   

请看 5:29 

 12：32节，  

  

 

18. 还记得前面耶稣已经

预言过吗？在何处？  

(3:14) 

 12：34节，律法是指旧约圣经。弥

赛亚会永远做王的(撒下7:13;

诗72:17-19;89:36；110:4；赛

9:7；但7:1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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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节，还记得在前一章里已经

说过吗？ 

  

 

20.   

21.  

 

 E. 12：37-41节 先知尊崇耶稣(41

节) 

12：37节，看神迹救不了人。只有

神的恩典与他话语的能力能救人 

  

 

22.   

 12：38节，膀臂代表能力。本节出

于赛53:1。 

 

 

23.   

 12: 40节，出于赛6：10。尽管敌对

者的行为(11:45-53)，早在神的

预言中(12:37-40)。他们心硬和

法老王一样，已走上无法回头

(被咒诅)的地步。主叫他们瞎了

眼，硬了心(任凭他们，罗1：24、

26、28)，免得(好像不让)他们

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

我(神)就医治他们。这句话是一

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人们应当自

省，是不是对神再三的警告，只

是一次比一次更心硬，已经走上

不能再回头的地步。就是那些在

神永恒旨意里，被造作为“那可

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罗

9:21-23)。对于那些质问神：“我

若是被拣选被救，何须努力？我

若是没有被拣选，再努力岂不是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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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用？”我们的答案是： 

神是第一因(超越性的先

见及旨意，不受宇宙限制)，人

的思念、行为是第二因(人在宇

宙范围里的自由)。神向人说话，

也参与(不是扭曲或改变)第二

因的活动。但是神的超越性、及

自主的旨意，人始终不能改变。

这是神自隐的主权，也没有人能

判断任何他人得救否。 

然而神的旨意并非喜怒

无常，不可捉摸，因为他受他自

己先前与人所立的约限制，所以

他将他的“心意”告诉世人。“心

意”的希伯来文是lebab，希腊文

是kardia。二字的意义包括“偏

好”、“神與基督對人類內在生命

的全然感知”或“願望”)。例如“他

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

2:4)，还要我们“为万人恳求”(提

前2:1)。换言之，人只要存活在

世上，在人的眼里，他仍然是有

得救的可能，若是没有，赛6：

10这句话就变成没有意义，耶

稣也不会向出卖他的犹大作强

烈的指明(约13:21-27)、或是对

灭亡的以色列国与犹大国一再

差了先知警告、对要杀他的法利

赛人一再的指斥(太23:27)。何

况“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

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

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

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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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赛55:7)。 

对于一个知道自己已得

救的人而言，他认识神的主权、

明白他得救全是恩典，因为若是

凭着他自己，他是不会选择悔

改、投奔耶稣，尊他为主、救主。

赛6：10这句话成了得救人的安

慰，因为他发现他不能一再心

硬，他与罪是不相容的(约一3：

6，9)。 

 

 12: 42-43节 问：暗暗作门徒的，

尊崇耶稣吗？请将本节与

7:50-51,19:38-39 合併讨论。

（这里至少告诉我们，暗暗作门

徒的动机不应该是怕人） 

25.   

 12：44-50节 耶稣对公众教训最后

的总结 

 耶稣对众人、抵挡他的法利赛

人、暗暗作门徒的呼召，因为他们

面临的是受审判还是得永生的关头

（5：21-22）。下一章开始专对他

的门徒，就是那些接待他、信他名

的所说。 

 

26.   

 12：44节，“信我的，不是信我，乃

是信那差我来的”的意思是“信耶稣

就是信神，不信耶稣就是不信神” 

 

27.   

 12：47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那么与耶稣还要

回来审判世界有矛盾吗？（3：17） 

28.   

 12：48节，“领受”与“接待”他(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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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恩典(1：16)同字。 

 12：50 节“我也知道祂的命令就是

永生”，那是 49 节给耶稣的命令，

借耶稣叫世人得永生。 

 

30.   

綜合

/結

論 

 

  

  

 1. 约翰福音  

   

视时间许

可，请几位

作应用回

答  

應用 

 

10

分鐘 

  

 

2.     

 

共約 5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