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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14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藉著祂的靈引導我們， 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及這一課有關建立教會的學習交托給主。 
 

2 分享 (20 分鐘)                                                        [靈修] 
加拉太書 第 1 – 4 章 

 
輪流簡短分享 (或從你的筆記讀出) 你從指定經文(加拉太書第 1 - 4 章)所得的靈修領受，只需分享其中的一次靈

修。 
專心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領受。不要討論他的分享。摘錄筆記。 
 

3 背誦 (5 分鐘)                                                   [基督徒婚姻的預備] 
(2) 阿摩司書 3:3 

 
兩人一組查閱。  
(2) 共同生命目標：阿摩司書 3:3。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 
 

4 查經 (85 分鐘)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5:1-47 

 
簡介。 使用五歩查經法一起研習約翰福音 5:1-47。約翰福音 5:1-16 描述那道(即耶穌基督)在畢士大施行神蹟後

在猶太被猶太人拒絕。約翰福音 5:17-30 包含耶穌基督對祂與父神的關係之宣稱。約翰福音 5:31-47 則談論有

關耶穌基督的見證。 
 

第一歩。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讀約翰福音 5:1-47。  
讓我們輪流每人讀一節，直至將經文讀完。 
 

第二歩。 發掘。                              觀察 
思考。 經文裏那一個真理對你最重要？ 
或 經文裏那一個真理深深感動你的心靈？ 
記錄。發掘一個或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考它們，然後將你的想法寫在筆記上。 
分享。 (先給組員兩分鐘思考及寫下記錄，然後輪流分享) 。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每人所發掘出來的。 
(緊記：在每一個小組裏，組員會分享不同的事) 
 

5:17-23 
發現 1。耶穌基督的宣稱。  
 

耶穌基督對自己作出的某些宣稱是猶太人充分理解的。 
 

 (1) 在約翰福音 5:17-18，耶穌宣稱祂在本質上與父神同等。.  
耶穌稱呼神為祂的父親。猶太人立刻明白到耶穌自稱是最高層次的神。他們明白耶穌宣稱祂與父神是平等的。

耶穌的宣稱要麼是最邪惡的褻瀆，應該用死刑來懲罰；要麼是最光榮的真理，應該以信心接受！父神和子具有

相同的神性。因此，耶穌宣稱祂在本質上與父神是平等的。這就是猶太人想殺死耶穌的真正原因。 
 

猶太人還指控耶穌違反安息日。猶太人認為安息日的本質是靜止，並堅持在那天做任何工作都是錯誤的。但耶

穌說若真是這樣，那麼猶太人也在指控父神違反安息日，因為父神總是在作工，維護祂的創造和拯救祂的子

民！父神從不在 「靜止」的層面上停下來休息。祂繼續維護那被造的宇宙，並將人從罪裏拯救出來。同樣，

那與父有最親密關係的子，也是在做相同的事。在第 17 節，耶穌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

穌的話的意思是，當猶太人攻擊子違反安息日，他們也在攻擊父神自己侵犯安息日，因為聖子與聖父在本質上

是同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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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約翰福音 5:19-22，耶穌宣稱祂在事工上與父神同等。  
祂說：「子憑着自己不能做甚麼，惟有看見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那起源於父的
行動很明顯的在子的身上表現出來。子看到了父要顯示給祂看的，然後祂透過可聽見的說話和可見的行動將父

的心意揭示出來。子意會到父的旨意，然後將其付諸實行。 
 

耶穌向猶太人保證，祂有權柄去作比醫治癱瘓者 (在安息日) 更偉大的工作。若祂所作的事已令他們感到意外，

那麼，那些他們還沒有看到的會更讓他們真正感到驚訝。有兩項工作特別要強調：將生命給予屬靈和肉身死亡

的人，以及執行審判。耶穌宣稱：「父怎樣叫死人起來，使他們活着，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耶

穌並不像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那樣，只簡單地宣稱自己是神手中使人從死裏復活的工具。祂宣稱祂有權柄使死

人復活，不僅要恢復他們在地上可朽壞的生命，還要把人復活到未來時代的生命！祂宣稱祂有與父同樣的權

柄，將不朽壞的身體的生命在將來復活的時候賜予肉身已死的人。 
 

耶穌還宣稱：「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在整個舊約中，神被認為是 「全地的審判者」

(創世記 18:25)。祂的審判不斷在個人的生命和國家中執行。耶穌宣稱祂也擁有權柄作最終的審判。事實上，

祂宣稱父神已將整個最終的審判交給了子，這樣，子就可以獲得與父神相同的榮耀！  
 

 (3) 在約翰福音 5:23， 耶穌宣稱祂在榮耀上與神同等。  
祂說：「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腓立比書 2:9-11 指出父神對

耶穌順服至死的獎賞，就是給祂 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都屈膝及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希臘文：kurios)。
根據以賽亞書 45:22 記載，同樣的榮耀只屬於耶和華 (希伯來文：JaHWeH，希臘文： kurios)。因此，當耶穌基

督得到這榮譽時，神的榮耀並沒有被削弱，也沒有賜給別人。神的榮耀反而是增強了，因為耶穌基督得到這些

榮耀是要「使榮耀歸與父神」 (腓立比書 2:11)。  
 

當子被高舉時，父就得榮耀。每當人在耶穌基督面前 屈膝及口裏 承認耶穌基督是他們的救主和主時，父神就

得著榮耀！  
 
 

5:30-47 
發現 2。有關耶穌基督的見證。  
 

在第 31 節，耶穌說祂對自己作出的見證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卻不合乎猶太人所預計的。當然，人為自己在地

上作見證是不會令人信服。沒有人能證明自己的簽名。如果耶穌的宣稱是在沒有父的權威的情況下提出，那麼

便沒有人有義務接受祂的宣稱。然而，耶穌的見證是真實的，因為祂的見證得到了父神的見證 (約翰福音 8: 
13-18) 的肯定 (證實)。可是，猶太人繼續否認耶穌基督的見證 (宣稱) 的可信度，因為他們認為它是不正確。因

此，耶穌呼籲人關注有關祂的其他五個非常重要的見證！猶太人不能無視這些見證。 
 

 (1) 父神親自作的見證。  
在約翰福音 5:19 和 5:30，耶穌指出父神是祂的見證。祂說子不會憑自己的意念自發地做事，祂會跟隨父的榜

樣。從永恆到永恆，父神和子之間關係的特點就是子成就父的旨意、說父所要說的、像父一樣的審判及在一切

事上討父的喜悅。耶穌按著父神與子之間這不變的行動原則，可以安穩的將祂的辯明交在神的手中，而父神真

的為子辯護及給祂提供了憑據。  
 

在第 32 節，耶穌介紹了 「另一個見證人」。我們從第 36-37 節知道這個見證人就是父神。父神以三種方式見

證耶穌基督：  
• 從舊約的經文 
• 在子道成肉身時從天上直接說話 
• 從父神給子成就的工作 

以下所有的見證都附屬父神的見證。 
 

 (2) 施洗約翰的見證。  
在約翰福音 5:33-35，耶穌介紹施洗約翰為祂的見證人。施洗約翰的呼召和任務是為那光作見證 (約翰福音 1: 
7)。他向從耶路撒冷委派來的猶太人作證說：耶穌是 「給每個人帶來光明的那真光」，祂是「那即將要來的

主，他要為祂預備道路」(以賽亞書 40:3；馬可福音 1:3)，祂是「那除去世界的罪的神的羔羊」，祂「用聖靈

施洗」，以及祂是 「神的兒子」(約翰福音 1:7, 9, 23, 29, 33, 34)！約翰不是那光，而是攜燈的人或燈，他吸引

了群眾來到耶穌基督面前。約翰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務。現在那光親自在這裏，帶著的認可資格 (更有份量的

見證)比施洗約翰所能提供的見證更重大。 
 

 (3) 耶穌的事工的見證。  
在約翰福音 5:36，耶穌指出父神給子的工作正是祂的見證。父神給耶穌基督的工作就是： 
• 透過祂的道成肉身揭示那看不見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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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祂的死亡和復活來救贖人的罪1，從而使人與神復和2 
• 透過祂的升天和登基建立了神的國度 

耶穌所有其他的個別事工，如祂的講道、教導、 醫治、拯救等都促成以上所談及的。祂的神蹟都是指向神的

真實和祂救贖工作的標記。所有這些神蹟都是一個明顯的證據，證明父神已差派了耶穌基督，並肯定了祂的工

作。 
 

 (4) 聖經的見證。  
在約翰福音 5:39-40，耶穌指出舊約聖經給祂作見證。耶穌說雖然猶太人擁有舊約聖經，但他們並沒將神的話

放在心中。雖然他們擁有舊約聖經，但他們不相信也不服從它的話語。雖然舊約常提到即將到來的彌賽亞耶穌

基督，猶太人卻不認出或承認耶穌基督是彌賽亞，也沒有到祂面前接受永生。  
 

在路加福音 24:27 和 24:44 中，耶穌向祂的門徒解釋舊約聖經中所有有關祂自己的事。另外，提摩太後書 3:15 
教導我們，聖經能夠使一個人在救恩方面有智慧，而這救恩只有透過對基督耶穌的信心才能得著！猶太老師很

多時候在書中寫道，研讀聖經是通往未來時代生命的道路。新約的羅馬書 10: 4 確認這種生命是在耶穌基督裏

找到的，祂是「律法的終結」，所以凡有信心的人都可以被稱義。 
 

 (5) 摩西的見證。  
在約翰福音 5:45-47，耶穌談到摩西為他作見證。猶太人認為摩西是他們最崇高的先知。然而，耶穌指出猶太

人不相信摩西所寫的。在申命記 18:15，摩西預言：「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興起一位先知像

我，你們要聽從他」 (參見使徒行傳 3: 22-23)。摩西自己還預言神命令所有的人服從那即將到來的彌賽亞。然

而，敵對的猶太人沒有在耶穌身上看到那即將到來的彌賽亞、神的聲音和神的形像。他們的心剛硬，拒絕了神

的兒子彌賽亞耶穌。 
 

第三歩。 提問。    解釋 
思考。你會向小組提問經文裏的甚麼事情？ 
讓我們嘗試明白在約翰福音 5:1-47 的所有真理，並提問那些我們仍然不明白的。  
記錄。將你的問題盡量寫得清楚，然後將它們寫在你的筆記上。 
分享。(先給組員兩分鐘思考及寫下記錄，然後讓每位組員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 (然後，挑選一些問題，嘗試與組員一起討論來尋求答案。) 
(以下是組員可能會提問的問題例子，以及這些問題的討論筆記。) 
 

5:8 
問題 1。為何那癱子立刻得著醫治？ 
筆記。 
 

癱子自己不能動、不能站起來或拿東西或走路。這個癱子抱怨說，當水開始動的時候，沒有人幫助他。耶穌對

這癱子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這對一個剛剛承認自己是完全沒有能力的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然而，耶穌從來沒有吩咐任何不可能做到的事。耶穌說這話意味著祂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祂的話語是滿有能

力和果效的 (參見馬太福音第 4: 4)。耶穌在這裏希望這癱子再次行走。癱子相信耶穌的話，而為了表明他相

信，他服從了 (參考希伯來書 11: 6-8)。癱子立即痊癒，拿起褥子走了！癱子立刻被治癒，因為耶穌基督說了祂

滿有能力和果效的話，也因為癱子相信祂的話 (第二件事依賴第一件事)！這人的復原不是漸進或局部的，而是

瞬間的和完整的！耶穌的榮耀又再一次顯露出來。 
 
 

5:24-25 
問題 2。 子如何將生命給予死人？ 
筆記。  
 

 (1) 耶穌的話使一個人相信及賦予生命。 
在約翰福音 5:24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

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耶穌基督用祂的話給人生命。「祂的話」 是祂給世界的全部信息，

而祂是憑祂父的權柄說話的。醫治癱子的事件是耶穌如何用祂的話賜給人屬靈生命的「一個標記」。癱子透過

耶穌基督的話得到了身體上的治癒，使他能夠相信，並給他力量站起來。同樣地，人只能透過耶穌基督那賜予

生命的話，才能得到屬靈上的醫治。 
 

                                                           
1 贖罪。贖罪的祭使神對罪惡的公義忿怒轉離，並消除那站在神與人之間的罪。 贖罪的犧牲消除了問題 (罪) 。 
2 復和。贖罪的犧牲又把兩個分離的個體再次聚集在一起。贖罪的犧牲消除了問題的後果 (神與人之間的分離) (以賽亞書 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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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耶穌基督的話導致聖靈工作。  
在約翰福音 5:25，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

見的人就要活了。」怎麼能指望「死人」聽到呢？先知在以西結書 37:4 說：「枯乾的骸骨啊，要聽耶和華的

話！」神的氣息要從四方而來，進入死人身體，他們於是能回應呼召站起來！在約翰福音裏，那同樣的神的靈

使屬靈上死去的人能夠聽到耶穌基督的聲音而進入永生！ 
 

 (3) 耶穌的話只進到那些被祂主權所揀選的人。  
那些屬靈上死去的人會聽到祂的聲音而活？在約翰福音 5:21，基督說祂把生命給了祂樂於給予的人。耶穌基督

將永生給予那些祂在主權上揀選的人。聖靈會使他們聆聽祂的聲音，並使他們重生。  
 
 
 

5:26 
問題 3。  何謂子在自己有生命？ 
筆記。.  
 

只有父神本質上在自己有生命，因為只有祂不是生出來的，也不是被創造的。祂在本質上是永生神，完全自給

自足。現在耶穌說：「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父神從永恆已經賦予

祂有自己生命的特權給祂的兒子。這就是 「獨生子」 這詞的意思。耶穌基督是獨生子，不是被創造出來的。

「獨生子」 這詞並不是指任何類似人類世界的東西，亦不意味著在過去某地方的任何開始。它是描述基督在

三位一體裏的兒子身份的一個稱述。 
 

約翰福音 3:16 證明基督是成肉身前父神的獨生子。父神將在自己有生命賦予子，這並不是發生在耶穌道成肉

身或洗禮時。這是一個永恆的行動，也是最初就已經存在的獨特父子關係的一部分。在永恆的秩序中，父神將

這在自己有生命賦予了兒子，而在時間的秩序中，子向地上的人揭示了這生命。在約翰一書 1: 2 ，子被描繪為

那永生的體現，祂「原與父同在，並向我們顯現」。人類和所有其他被造物並不擁有這在自己有生命， 因為

他們是被創造出來的。他們的生命源於他們的造物主，那就是神。 
 

第 4 歩。 應用。    應用 
思考。 經文裏那些真理可應用在基督徒身上？ 
分享和記錄。. 讓我們一起集思，將約翰福音 5:1-47 裏一些可行的應用記錄下來。  
思考。 神想你將那一個可行的應用成為你個人的應用？  
記錄。 將這個人應用寫在筆記。隨意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記著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或在同一真理上有不同應用。以下是可行的應用的一個清單。) 
 

1. 約翰福音第 5 章裏的可行應用。  
 

5:1-7  「畢士大」 (亞蘭文：bet hisdah)的意思是 「仁慈的房屋」，但病人在水邊卻飽受肘擊和推撞，使它變

成了一個無情的地方。不要讓你的家或會眾成為無情的家園。 
5:8-10  總督尼希米試圖阻止商人在安息日進入耶路撒冷出售他們的貨物 (尼希米記 13:15-22)。然而，猶太的

律法教師改變了關於保持安息日「聖潔」(分開)那第四條誡命，變成許多的人類法律，就如在安息日

不許搬運任何東西。留意耶穌警告不要「為了你的傳統而廢棄神的話語」，因為這樣的「敬拜是枉然

的」，這樣的 「教導只是人教導的規則」(馬太福音 15:1-9)。 
5:23  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 那些不尊敬耶穌基督的宗教，也不尊敬神！  

凡尊敬基督的人，都尊敬神 (約翰福音 5:23)。 
凡認識基督的人，都認識神 (約翰福音 8:19)。  
凡相信基督的人，都相信神 (約翰福音 12:44)。  
凡接受基督的人，都接受神 (約翰福音 13:20)。  
凡接待基督的人，都接待神 (馬太福音 10:40)。  
凡拒絕基督的人，都拒絕神 (路加福音 10:16)。  
凡拒絕基督的人，不會到父神那裏去 (約翰福音 14:6)。  
凡已經看到基督的人，都已經看到父神 (約翰福音 14:9-10)。  
凡服從基督的話的人，都愛神 (約翰福音 14:21,23)。  
凡是父神賜給耶穌基督的人，都會到耶穌基督那裏去，並永不會被趕出去(約翰福音 6:37,44；參見 
17:2,6,9) 。 
凡承認基督的人，都承認神 (約翰一書 2:23)。  

5:24  要傳揚福音！凡聽了福音並相信的人，他會立即獲得永生，永遠不會在最終的審判日被定罪，並已經

從死亡狀態穿越到生命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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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29 要為基督的第二次降臨做好準備。那時，所有的活人和死人都會聽到祂的聲音，從墳墓裏出來，以便

得到他們永恆的懲罰或永恆的救贖。 
5:31-47  請確保你相信並已接受父神對耶穌基督的見證。 
5:39  要研讀聖經，因為它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它使你明智的接受救恩 (提摩太後書 3:15)。 
5:44  對你來說，什麼是更重要：得到家人、朋友和同胞的讚揚，還是得到獨一神的稱讚？ 
 

2. 約翰福音第 5 章的個人應用例子。 
 

我要操練對耶穌的話有信心。耶穌對癱子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在人看來，這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事，但對耶穌來說，這並非不可能做到。當耶穌在聖經中教導我的時候，就意味著祂希望這些事情發生在我的

生命裏。祂的話滿有力量和果效。祂可以按照祂所說的去做，祂也想做祂所說的。因此，我要操練對祂所說的

話有信心。就像那癱子一樣，我也要承認我是完全沒有能力。但像那癱子一樣， 我也會服從耶穌所說的話。  
 

我要在我對耶穌基督的認罪悔改中，強調祂是與父神同等的。沒有人能定義神的本質。要做到這一點，他必須

比神更偉大。若神的智力相對為太平洋一樣的大， 那麼人的智力就只有一杯水那麼大。雖然我不能完全理解

神的神聖本質，但我會承認祂，就像祂在聖經中啟示自己的那樣。首先，在馬太福音 28:19，耶穌說基督徒以

聖父、聖子和聖靈的「一個名字」受洗。神有一個名字和一個神聖存在，祂在人類歷史中啟示了自己，在祂的

神聖本性中有三個內在的區別。耶穌基督是神聖本性中的第二個內在區別。約翰福音 5:26 指出父神已經給予

子在自己有生命。這意味著父神和子從永恆便有相同的神聖本質。  
 

第 5 歩。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神在約翰福音 5:1-47 給我們的一個教導禱告。(以禱告回應你從這查經所得到的學習。嘗試作一

句或兩句的禱告。記著小組裏的組員會為不同事情禱告。) 
 

5 禱告 (8 分鐘)                                                            [禱告] 
為別人祈求 

 
繼續以兩個或三個人一組禱告。為彼此和世界人民禱告 (羅馬書 15:30； 歌羅西書 4:12)。 
 

6 預備 (2 分鐘)                                                            [作業] 
預備下一課 

 
    (組長。 寫下這預備部分或讓組員抄下來，讓他們回家作準備)。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門徒及基督的教會。 
2. 宣講、教導或研習約翰福音第 5 章的查經材料 –  與一位或幾位組員一起做。 
3. 與神的個人時間。安靜的訮讀加拉太書第 5-6 章和以弗所書第 1 章，每日研讀半章。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並寫

下筆記。  
4. 背誦。 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 (3) 自我節制：帖撒羅尼迦前書 4:3-5。 每日複閱最後背誦的 5 處經文。  
5. 禱告。 在這星期為某人或特別一件事禱告，看看神會做些甚麼 (詩篇 5:3)。  
6. 更新你的筆記有關建造基督教會的材料，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查經筆記及這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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