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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出第 19 節是接著 18 節，就是猶太人越發想要殺耶穌的講論。因為他們覺得耶

穌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 神為祂的父，將自己和 神當作平等。從第 19 節到第 47 節，

主耶穌從兩個角度回答他們。第一：從啟示的角度，主耶穌把祂和父之間的關係啟示出

來。第二：從見證的角度，主耶穌講到祂的確是跟父同等，而且有這麼多的見證圍繞祂。 

第一大段    (第 19-第 29 節)     ─   啟示 

就是從主耶穌說的三句話「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第 19 節、第 24 節、第 25 節) ，講

到主給他們三重的啟示。 

第一個啟示：父子之間關係的啟示 

聖父、聖子之間那個和諧的關係啟示出來。簡單的說，就是：子對父是完全的順服和倚

靠；父對子是完全的託付和高舉。第 19 節講的很清楚，「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憑

著自己不能作什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上一

次交通時，說有三個要劃起來，就是「不能作」，「才能作」，和「照樣作」，這三個

點就把主耶穌跟父之間那個完全的倚靠、尊重和順服表達無疑。祂憑著自己不作什麼，看

見父所作的，子才作，而且照樣作。作的是完完全全，一點不虧欠，不缺乏，也不越過，

就是完完整整照著父所作的，來作。 

然後，「父愛子，將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給祂看，還要將比這更大的事指給他看。」說

到父跟子之間那個特別的關係，父怎樣的信任子，看重子，也把祂的啟示、能力、審判的

權柄都託付子。第 21 節「父怎樣叫死人起來，使他們活著，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

活著。父不審判什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給子，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父 

神把主耶穌高升了。那主耶穌自己呢？就著客觀來說，他們是同等的，但是就著「子」

來說，祂「不以自己與 神(父)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

式。」（腓 2：6-7）祂一路卑微，為了高舉父，順服父。父將子高舉，把審判的權柄給祂，

把復活的權力給祂，也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 

 

這是講到父跟子之間關係的啟示，這也是回答猶太人。雖然我們相信猶太人連主耶穌前面

講的話都生氣，更不要說主耶穌又講了這樣的話，這種衝突在別的福音書上也看見，就知



道這個衝突是必然存在，也不可能挪去的，因為宗教世界是不能容許 神的兒子，也不能

接受那個屬靈的真實。在這裏，主耶穌還是講，為了是幫助那些信祂的門徒，而且啟示出

真理。 

第二個啟示：救恩的啟示 

第 24 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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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能得永生呢？怎樣能脫離審判呢？秘訣就是要「聽主的話，

而且又信差主來的那的一位」就是父 神。這些我們都很清楚，我們不僅得到永生，脫離

將來的審判不被定罪，而且也「出死入生」了。這是非常寶貝的救恩。 

第三個啟示：復活的啟示 

第 25-第 29 節「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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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祂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

命，……賜給祂行審判的權柄。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裏的，

都要聽見祂的聲音，就出來；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在這復活的啟示中提到兩件事情，復活是在主的身上。當主耶穌叫拉撒路復活時，主耶穌

講了那句非常有名的話，《約翰福音》第 11 章第 25 節「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英文翻譯有的是：「我是復活，我是生命。」父是把

復活的大能，不僅在子的裏面，而且把復活的能力、權柄都賜給了主耶穌。所以，人聽見 

神兒子的聲音，死人都要活過來。這有兩面： 

 

一方面，講到將來主耶穌再來的時候，號筒吹響，所有死人都要復活，聽見 神兒子的

聲音， 神兒子來了，人都要復活，這是指著將來要實現的應許。 

另一方面，就著屬靈的經歷來說，今天所有的死人，靈裏發死的，已經跟 神隔絕的，

一聽見福音，聽見 神兒子的聲音，就活過來。不信的人，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當他

們聽見 神兒子的聲音，因著父 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了他們。我們

這些人聽見了主，活過來，變成得救的人。 

 

同樣的，對著基督徒來說，就著我們屬靈的應用，也是一樣。許多的時候我們靈性好像發

死，我們疲倦了，碰到的是死亡，可是當我們一聽見 神兒子的聲音，聽見主藉著詩歌、

禱告、信息，或環境，說話的時候，我們整個人一下子就活過來了。就像那個三十八年的

癱瘓，一直活在絕望、捆綁、無助，褥子給他的羞辱、轄制裏，可是當他那一天聽見 神

兒子的聲音，就立刻起來行走，拿著褥子走了，他得到完全的釋放，褥子再也不是他的主



人，他成為主人了。 神的兒子叫他自由，他就真自由了。復活的權柄、生命、能力，

和復活的見證都在主的身上。 

復活的啟示，第二方面：講到人復活以後要去交賬的，是有審判等在那裏。主耶穌在這

裏所講的審判，特別是指將來整個世代的結束，千年國度結束以後，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人都要復活，「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聖經上講到的審判有幾個階段，

最大的兩個： 

一個是千年國度前，是對 神兒女的，在基督台前，哥林多後書第 5 章「我們眾人必要在

基督台前顯露出來」；也是帖撒羅尼迦前書第 4 章所說的，「我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

中與主相遇」是所有得救的基督徒，所要面對的，在基督台前我們要為著自己所行的，

或善或惡受報；我們要向主人交賬。這是 神兒女們所面對的審判，是家法處理。 

另一個是白色大寶座的審判，就是關乎永遠的沉淪，名字不在生命冊上的，要被丟到硫

磺火湖，跟死亡、陰間，撒但、魔鬼一同接受永火的審判。 

 

這是講到復活以後，我們都需要面對的。這個對我們來說，不要只是成為一個道理、知識，

或觀念，希望我們能把這樣的真理，真當回事，很認真，也很喜樂地面對，知道我們將來

死了，不是死了，我們是要去見主，是要為著這一生所行的，在主的面前交賬。以賽亞也

禱告說：「我們在你行審判的路上等候你」（賽 26：8），他預備好了。阿摩司也告訴我

們：「你當預備迎見你的 神」（摩 4：12） 

主在復活上有一個這麼清楚的啟示，希望我們在主的面前好好的預備，不僅為著那個日子，

好好的預備，我們今天就有份於這復活的生命和大能，因為主耶穌是復活的主，復活在祂，

生命也在祂。主已經復活，今天活在我們的心中，基督成了我們的生命，這是何等喜樂的

事。所以復活的大能要顯在我們生活，顯在我們每一個日子裏，每一個聚會裏，希望我們

一同來經歷並見證這個復活的大能，這樣去見主的時候，我們是歡然的。 

第二大段(第 30-47 第節) ─ 見證 

為主耶穌作見證的有以下七方面： 

第一個見證：是父 神親自為主耶穌作的見證 

這個在歷史上也有記載過。主耶穌受浸的時候，在變化山上，門徒們都聽見天上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父在天上為主作見證。在地上，主所說

的，所吩咐的，神蹟就發生，也在為主作見證。第 31-第 32 節「我若為自己作見證，我的

見證就不真。另有一位給我作見證，我也知道祂給我作的見證是真的。」這個另有一位，

有人以為是指的底下所說的施洗約翰，其實不是。懂得原文的告訴我們說，這裏的「另

有一位」是同性質，同地位的「另一位」，所以，一定是指的父。就是 37-38 節所說的



「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你們從來沒有聽見祂的聲音，也沒有看見祂的形像；你們

並沒有祂的道存在心裏，因為祂所差來的你們不信。」就是父也為主作見證。 

第二個見證：是講到主自己所作的見證 

雖然主說「我若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就不真」（第 31 節），就是怕人家說你是自己

講自己，是往自己臉上貼金，誰要信？但是並不代表主耶穌的見證不真。《約翰福音》第

8 章第 14 節，「耶穌說：我雖然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還是真的，因我知道我從哪里

來，往哪里去；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里來，往哪里去。」主耶穌還是在為自己作見證，

因為祂太知道自己從哪里來，往哪里去。而且主耶穌所作的，所行的，各方面都在見證祂

跟別人不一樣，祂是 神的兒子，祂的基督。約翰寫《約翰福音》時，他自己也說，還有

許多的神蹟沒有寫，「但記這些事是要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耶穌所行的

神蹟奇事，祂的言行，耶穌的生平，本身就在作見證。 

第三個見證：施洗約翰為主作的見證 

施洗約翰的見證在當時是滿有影響力的，因為很多人都到曠野裏去聽他，去看他，受他的

影響接受悔改的禮，所以約翰在他們中間是一個非常有份量的先知。約翰也處處高舉基督，

他說：「我為祂解鞋帶都不配，我不過是用水給你們施洗，祂卻要用火和聖靈給你們施

洗。」第 35 節，主耶穌說：「約翰是點著的明燈」主要作比約翰還要更大的事，因為主

不僅僅是傳救恩，主在這裏活出救恩，行神蹟，最後藉著十字架的死而復活，這些都是更

大的事情，是約翰作不來的。約翰傳，約翰開路，主耶穌才是新郎，才是那位救主，才是

那位彌賽亞。 

第四個見證：聖經的見證 

從第 39-第 47 節，主耶穌說：「你們查考聖經，因為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

就是這經；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整本的聖經都是在為主耶穌作見證，

連摩西所傳的。主耶穌在這裏講起摩西，因為他們把摩西當作他們的民族英雄，他們崇拜

摩西，崇拜的不得了。主耶穌在這裏告訴他們說：「你們所仰賴的摩西。你們如果信摩

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摩西五經裏有多處預言到彌賽亞的來臨，

基督的來臨。例如《創世記》第 49 章第 10 節，《民數記》第 24 章第 17 節；《申命記》

第 18 章第 15 節。聖經上所講的這些都在為主作見證，並不是只有新約才為主耶穌作見證，

整本的舊約都在為主作見證。 

 

當兩個門徒往以馬忤斯去的時候，他們非常的灰心、失望，主耶穌向他們顯現，一路上對

他們講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的太遲鈍了。」所以主耶穌就「從摩西和

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其實不管摩西，或先知所說

的，都是集中、圍繞在耶穌身上。「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主耶穌提醒他們。 



 

Ａ.Ｂ.Simpson，有一套的系列是講聖經中的基督，從創世記到啟示錄，所有的東西。像歌

羅西書說的：「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我們應該在聖經裏，讀出基

督來。這對每一個讀經的人來說，是很重要的事。 

第五個見證：聖靈為主作見證 

《約翰福音》第 15：第 26 節「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祂來了，就要為我

作見證。」接著 27 節「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第六個見證：門徒們為主作見證 

我們這些重生得救的，都是耶穌基督的見證人。《使徒行傳》第 1 章第 8 節「聖經降臨在

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我們是 神的見證，這是很清楚的。《以賽亞書》第 43 章第 7 節，「凡

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的創造的，」到了第 10 節， 神說「你們就是我的

見證。」 

第七個見證：整個人類的歷史，萬有的創造都在為主作見證 

因為萬有是為著祂造的，也是藉著祂造的。而且人類歷史的發展統統印證了耶穌是基督，

是 神的兒子。將來的發展，整個歷史的結局，還是要照著聖經所預言的，主耶穌所說的，

統統都要成就。我們在這裏講到各方面的見證，太寶貴了，都見證祂是跟父同等的，祂就

是真 神。這一段的聖經，是很關鍵的一段，這麼清楚的講到這位人子，祂就是 神的兒

子；這位在地上，拿撒勒人耶穌，居然是跟天上的父 神是同等的；這位我們這麼親密的

救主，其實是萬王之王，是榮耀的 神，祂是真 神，也是真人。 

我們讀這一段的聖經，求 神救我們脫離字句，把一個敬畏和榮耀的靈充滿在我們裏面以

及在我們的討論裏，不光要把祂帶到我們的生活中，也希望在我們生命裏產生一個非常真

實的影響：真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真讓祂復活的生命和大能來改變我們，讓我們常常因

為聽見 神兒子的聲音，就復活，就有得勝的經歷；也讓我們為著那個日子要跟祂相遇、

交賬，而我們能好好的預備每一個今天，活出基督徒該有的生活；也讓我們每一次讀聖經，

都能讀出基督來，能得到生命；也能在我們的生活中為主作見證。 

以下幾點我們可以討論、交通： 

1.   讀聖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2. 讀聖經最重要的態度該是什麼？ 

3. 參加聖經研讀班的都知道，我一再強調的兩件事： 



1. 當我們打開聖經時，天應該向我們開啟；當我們用一個正確的讀經態度時，我們應

該在讀經的裏面遇見說話的 神。 

2. 當我們這樣的讀經，祂應該會來改變我們的生命，影響我們的生活。 

禱告： 

主耶穌，感謝祢！當我們讀這段聖經時，覺得被帶到了聖地，我們在這裏所遇見的是那位
偉大、榮耀的 神。祢雖然這樣卑微來到地上，成為人子，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
十字架上，但是父 神將祢高舉，將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交在祢的手中。今天所有蒙恩
得救的兒女，也要在這裏高舉基督；我們也要在這裏揚聲為祢作見證：祢真是救主，真是
復活的主，真是聖經中所說的那位又真又活 神。主啊，我們讚美祢！求祢更多的充滿我
們，用祢復活的生命來改變我們，用祢復活的大能把我們從一切的捆綁、軟弱中釋放出來，
讓我們都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因為今天祢就活在我們的心中，祢要透過我們
再一次的彰顯父的大能和榮耀。謝謝祢，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討論問題： 

 

1. 在第 19-47 節這段經文中，主耶穌從兩個角度來回答猶太人：  1)     從啟示的角度，藉著

三重(父子之間關係、救恩、復活)的啟示，主耶穌把祂和父之間的關係，啟示出來。2)

從見證的角度，藉著七方面(父 神、主自己、施洗約翰、聖經、聖靈、門徒們、人類

的歷史/萬有的創造)  的見證，證明主耶穌的確是與父同等。 

 

以上哪一項啟示或見證，最激勵你：願意尊主為大、為主而活？哪一項，最使你儆醒：

在每天的生活和服事裏，好好地預備自己，將來向主交帳時，可以歡喜地迎見                  神？你

有哪些相應的行動？ 

 

2. 歌羅西書說：「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我們如何在聖經裏，讀出

基督，遇見這位說話的  神？如何藉著讀經來改變我們的生命，影響我們的生活，進而為主作

見證？ 

 

3. 【福音題】神所成就的救恩，使所有相信的人：得到永生，脫離將來的審判，而且使

其「出死入生」。 神的救恩，是怎麼樣的救恩？與你有何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