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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講--耶穌的神性之啟示和證據 

 
約翰福音第5章前面15節記載了耶穌在安息日醫治一個癱瘓了38年的病人，後面32節記載

了因這個醫治事件引發耶穌與宗教領袖的磨擦。5：18說：「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

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 神為他的父，將自己和 神當作平等。」這一講我們要明

白安息日的真正意義，和有關耶穌與天父的關係。注意第19、24和25節耶穌都說「我實實

在在告訴你們...」，可見耶穌這段講話多麼重要。 

 

A.有關安息日 (v.16-18) 

 

5:16所以猶太人逼迫耶穌，因為他在安息日做了這事。 

5:17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5:18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 神為他的父，將自己和 

神當作平等。 

 

第5章開始記載了耶穌在畢士大池旁醫好癱瘓了38年的人，是耶穌故意在安息日做的。

宗教領袖（包括法利賽人）沒有因為病人得醫治而欣喜，反而聚焦於耶穌違反了安息日

的戒律，和自稱與神平等。 

 

a) 安息日源於創世記2：2-3：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神賜

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 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神不需要休息，神設立安息日的本意，是要人在六天工作後有一天休息，並在這天

思念神、朝拜神。安息日不僅自己休息，僕人婢女也要休息，連牛羊牲畜都要休息

，甚至土地也有安息年的休養生息。 

 

其實神在安息日並沒有休息，祂只是竭了創造（因為已經完成了），祂在不停地做

事，因此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約5:17） 

 

神從來沒有停下來，例如：神維持和掌管萬有、藉福音拯救罪人和賜人生命、抑制

罪惡泛濫、施行公義審判，藉聖靈更新信徒生命、垂聽信徒們的禱告、給人啟示和

帶領等。如果神在安息日停止祂一切的工作，宇宙將陷入一片混亂，罪惡將在地上

泛濫。所以，神「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來1:3） 

 

b) 安息日本是神給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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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需要休息，神設立安息日的本意，是要人在六天工作後有一天休息，並在這天

思念神、朝拜神。安息日不僅自己休息，僕人婢女也要休息，連牛羊牲畜都要休息

，甚至土地也有安息年的休養生息。 

 

注意：神並沒有規定伊甸園裡的亞當和夏娃守安息日，那時他們未犯罪，肉身與心

靈都不會疲倦，不需要安息。即使人犯罪後，神也未訂立安息日的規定，直到以色

列人出埃及時出埃及記第16章才提出： 

 

摩西對他們說：「耶和華這樣說：『明天是聖安息日，是向耶和華守的聖安息日。

（出16：23） 

 

c) 安息日的誡命的確來自神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因為這是

你我之間世世代代的證據，使你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你們成為聖的。所以你們要

守安息日，以為聖日。凡干犯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這日做工的，必從民中

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聖日，是向耶和華守為聖的。凡在安息日做工

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為永遠的約。（出31：

12-16） 

 

d) 安息日卻被人變成重擔 

 

然而，法利賽人宗教領袖加添許多有關安息日繁榮縟節的條例（大約39項），將安

息日變成一個難以承受的重擔。因此耶穌斥責他們：「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

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太23：4） 

 

e) 耶穌多次在安息日醫病 

 

在福音書中，主耶穌多次在安息日醫病，似乎專一與法利賽人作對，旨在指出和糾

正猶太人有關安息日的錯誤教訓。 

 

除了在這裡醫治癱瘓38年的人，主耶穌其餘在安息日的醫治： 

 

1.主耶穌在迦百農醫治一個被鬼附的人（可1:21-28） 

2.主耶穌醫治彼得的岳母（可1:29-31） 

3.主耶穌醫治一個枯乾一隻手的人（可3:1-6） 

4.主耶穌醫治一個駝背的女人（路13:10-17） 

5.主耶穌醫治一個患水臌的人（路14:1-6） 

6.主耶穌醫治一個生來瞎眼的人（約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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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主耶穌解釋為何他不遵守安息日： 

 

又對他們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

息日的主。」（可2：27-28）耶穌的意思是祂不受安息日限制，祂是神所以有權在

任何時間工作。 

 

主說：「假冒為善的人哪，難道你們各人在安息日不解開槽上的牛、驢，牽去飲嗎

？況且這女人本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被撒但捆綁了這十八年，不當在安息日解開她

的綁嗎？」(路13:15)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們卻不言語。耶穌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對他

們說：「你們中間誰有驢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裡，不立時拉牠上來呢？」(路

14:4-5) 

 

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裡，不把牠抓住，拉上來呢？人

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太 12:11-12） 

 

摩西傳割禮給你們（其實不是從摩西起的，乃是從祖先起的），因此你們也在安息

日給人行割禮。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禮，免得違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個人

全然好了，你們就向我生氣嗎？(約7:23) 

 

g) 安息日的屬靈意義 

 

真正的安息是來自人與神之間和好，這是神當初造人要給予人的，罪妨礙了人得到

安息，神透過主耶穌的救贖將安息給回人。 

 

安息日是預表將來我們因罪得赦免在基督裡真正的安息，希伯來書第3-4章多次提

到我們因信可以進入神的安息： 

 

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希3：19）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希4：1） 

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希4：3） 

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 神的子民存留。（希4：9）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希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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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父與子的啟示(v.19-23) 

 

5:19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惟有看見父所

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 

5:20父愛子，將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給他看，還要將比這更大的事指給他看，叫你們希

奇。 

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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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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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段經文中主耶穌啟示了聖父、聖子之間完全和諧合一的關係，擇要地說就是：子對

父是完全的順服和倚靠，父對子是完全的託付和高舉。主耶穌給了五個證據去證明祂與

神平等：耶穌稱神為祂的父（5:18）﹔耶穌做父同樣的事 (5:19)﹔耶穌如父賜人生命 

(5:21)﹔耶穌審判死人活人 (5:22)﹔敬子就如同敬父 (5:23)。 

 

a) 耶穌稱神為父 (v.17-18)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祂。

因祂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神為祂的父，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約5:17-18） 

 

當主耶穌稱神為父時，自己為子時，我們不要與人的父與子之關係混淆。在人看來

，父親在先，兒子在後，先有父親，然後父親生了兒子。但「太初有道」，聖父與

聖子是永恆的，三位一體中父、子、靈是永恆的存在。聖子作為太初的道，始終與

神同在。這裡「兒子」的意思並非先後或高低的分別，而是子與父具有相同的屬性

（Nature）和品格（Character）。耶穌的確將自己與神當作平等，表明耶穌擁有完全

的神性，即祂是完全的神。 

 

猶太人顯然聽懂了主耶穌的話。「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祂。因祂不但犯了安息日

，並且稱神為祂的父，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約5:18） 

 

主耶穌的禱告：「父阿，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

有的榮耀。」（約17:5） 

 

「論到子卻說，‘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來

1:8） 

 

b) 耶穌做父同樣的事 (v.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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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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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5:19） 

 

主耶穌說，祂不能憑著自己做什麼，這並不是說主耶穌沒有能力獨立行事，乃是因

為祂與父完全合一，祂所做的一切事都與父神完全一致。聖子憑自己不能做什麼，

並非表示聖子在地位和權能上的降低，乃是聖子對聖父的順服。 

 

這節經文顯明主耶穌自己與神平等，首先祂看見父所做的一切事，其次祂也做父所

做的一切事。有誰能不離開地上而看見神所做的一切？又有誰能做神所做的一切？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為神是創造的主，因此人也具備部分的能動性和創造力

，制造一些東西，比如汽車、飛機、電腦、手機、高樓、藝術品等，然而有誰敢大

膽地說，神所做的事，我也可以照樣做呢？ 

 

約伯受到極度試煉時怨聲連連，喋喋不休地質問神許多的問題。最後，神在旋風中

向約伯顯現問他說： 

 

“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裡呢？你若有聰明，只管說吧。”（伯38:4） 

 

相信沒有人自不量力地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但是主耶穌祂能，實際上在旋風中和約

伯說話的那一位，正是耶穌基督自己。 

 

主耶穌是造物主的身份是聖經一直強調的： 

 

「萬物是藉著祂（基督）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借著祂造的。」（約1:3

） 

 

「因為萬有都是靠祂（基督）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

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借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

。」（西1:16） 

 

凡父神所做的事，主耶穌都照樣做。因此，主耶穌說，「你們縱然不信我，也當信

這些事。叫你們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裡面，我也在父裡面。」（約10:38） 

 

c) 如父賜人生命 (v.20-21) 

 

主耶穌說，「父愛子，將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給他看，還要將比這更大的事指給他

看，叫你們希奇。」（若5：20）主耶穌還要做哪些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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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5:21

） 



 

6 
 

 

唯有神掌管生死。「耶和華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陰間，也使人往上升。」（

撒上2:6） 

 

當亞蘭王寫信給以色列王，要以色列王醫治他手下將軍乃曼的大麻風時，以色列王

幾乎要發狂： 

 

「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說，‘我豈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王下

5:7） 

 

然而，主耶穌卻可以使在墳墓裡四天的拉撒路復活：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 那死人就出來了。」（約11：43-

44） 

 

d) 審判死人活人(v.22) 

 

「父不審判什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約5:22） 

 

當亞伯拉罕站在耶和華神面前為所多瑪城求情的時候，說了這樣一句話：「審判全

地的主，豈不行公義嗎？」（創 18：25） 

 

「神是公義的審判者，又是天天向惡人發怒的神。『（詩7:11） 

 

但主耶穌宣稱，父神將審判的事全交與聖子。 

 

e) 敬子如同敬父 (v.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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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5:23） 

 

耶穌基督賜人生命，行使審判的權柄，使人如何敬拜聖父，也以同樣的樣式敬拜聖

子耶穌基督﹔人如何尊榮神，也以同樣的樣式尊榮聖子耶穌基督。人敬拜耶穌基督

，就是敬拜神﹔人不尊敬耶穌基督，就是褻慢差子來的父神﹔拒絕耶穌基督，就是

拒絕父神。 

 

「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腓2:9-11） 



 

7 
 

十誡的第一條就是除了獨一真神以外，不可有別的神。但主耶穌說，人要尊敬子如

同尊敬父一樣，顯然只有一種解釋：耶穌就是神，祂與父神平等。是神，祂與父神

平等。 

 

C. 有關主耶穌神性權柄的啟示（v.24-30） 

 

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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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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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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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 

5:28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裡的，都要聽見他的聲音，就出來

： 

5:29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5:30「我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為我

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在約5:24-30節，主耶穌又給出五個証據，顯明祂的神性權柄：賜給信者永生（5:24）﹔使

人靈性復活（5:25）﹔賜生命的主宰（5:26）﹔行使審判權柄（5:27﹔30）﹔使人死裡復活

（5:28-29）。 

 

a) 賜給信者永生（5:24） 

 

人得救必經這幾個步驟： 聽見、相信、接受主的話（即聖經真理）。 

 

b) 使人靈性復活（5:25） 

 

人在罪中出生，本來是死人，耶穌說：「死人要聽見 神兒子的聲音」，為甚麼死人能

夠聽得到？是因為神叫我們靈魂復活，那一刻我們就聽得到和會順從。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基

督一同活過來。」（西2:13） 

 

c) 賜生命的主宰（5:26） 

 

約1：4這樣介紹耶穌：「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這個詞在約翰福音

出現過21次，可見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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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這裡重複上面第21節的教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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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行使審判權柄（5:27﹔30） 

 

耶穌在這裡重複上面第22節的教導：「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父將審判世人的權給予子，子按着父的旨意審判世人。 

 

f) 使人死裡復活（5:28-29） 

 

上面提到神使我們的靈魂復活，讓我們聽到福音扎心悔改；這裡提到將來主再來時信徒

身體復活，就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5章解釋的身體復活。 

 

D. 有關主耶穌神性見證的啟示（v.31-47） 

 

5:31「我若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就不真。 

5:32另有一位給我作見證，我也知道他給我作的見證是真的。 

5:33你們曾差人到約翰那裡，他為真理作過見證。 

5:34其實，我所受的見證不是從人來的；然而，我說這些話，為要叫你們得救。 

5:35約翰是點著的明燈，你們情願暫時喜歡他的光。 

5:36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因為父交給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這便見

證我是父所差來的。 

5:37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你們從來沒有聽見他的聲音，也沒有看見他的形像。 

5:38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裡；因為他所差來的，你們不信。 

5:39你們查考聖經（或譯：應當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

是這經。 

5:40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5:41「我不受從人來的榮耀。 

5:42但我知道，你們心裡沒有 神的愛。 

5:43我奉我父的名來，你們並不接待我；若有別人奉自己的名來，你們倒要接待他。 

5:44你們互相受榮耀，卻不求從獨一之 神來的榮耀，怎能信我呢？ 

5:45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們；有一位告你們的，就是你們所仰賴的摩西。 

5:46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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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你們若不信他的書，怎能信我的話呢？」 

 

v.31主耶穌為什麼說「我若為自己作見証，我的見証就不真」？” 

 

「真」，是真實的和有效的意思。舊約律法規定，必須是兩三個人的見証才有效： 

 

人無論犯什麼罪，作什麼惡，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証，總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

証才可定案。（申19:15） 

 

因此，主耶穌的意思是：如果只是我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証就不算有效（雖然主

耶穌自己的見證是絕對真實的），另外還有父與其他人為我作見證。 

 

主耶穌給出祂與父神平等的見證，為了堵住猶太人的口說主耶穌是為自己作見證，於是

主耶穌就列出以下五個方面的見證，去證明耶穌所說的是真確的： 

 

1. 施洗約翰為耶穌作見證（v.33-35） 

 

之前第三講我們詳細地分析施洗約翰如何為耶穌作先鋒，見證他就是彌賽亞，這裡

不再覆述。 

 

2. 主的工作為祂作見證（v.36） 

 

彌賽亞的工作先知以賽亞有詳細的預言：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或譯

：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

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以賽亞書61：1-2） 

 

耶穌在那撒勒會堂便是從遞給祂的書卷中選讀了這段經文：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

起來要念聖經。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主

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

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 神悅納人的禧年。(路 

4:16-21) 

 

耶穌讀完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因此，耶穌以祂的事工作

為祂是彌賽亞的證明。 

 

3. 聖父為耶穌作見證 （v.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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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受浸的時候，和在變像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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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聖經的話語為耶穌作見證 （v.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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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彼得第一篇講道（徒2）三千人信主，他講的就是舊約

如何指向耶穌基督。 

 

5. 摩西為耶穌作見證 （v.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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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章10節，《民數記》24章17；《申命記》18章15

。聖經上所講的這些都在為耶穌作見證。 

 

總結： 

 

主耶穌在安息日醫治癱瘓了38年的病人，引發起宗教領袖的憤怒，「所以猶太人逼迫耶穌

」（v.16），甚至「越發想要殺他」（v.18），從此他們便迫害耶穌。但耶穌在此將自己

與聖父同等這個真理清楚解釋，並提出多項證明，包括自身的證據和他人的見證。盼望這

一講幫助你更徹底地認識耶穌，並且放膽地將祂介紹給未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