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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六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當耶穌在耶路撒冷說這些事的時候，他們原是瞎眼的，瘸

腿的，等在畢士大的池邊，現在被醫治了。 

於是激起了爭論，約翰在此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來描述這個

情形。但是卻給了我們令人稱奇的見解，看到耶穌是如何

將自己的工作和父的工作合起來，以及祂是如何和父合諧

地同工。祂在這裏實際上是在做父的工作，而這些善工如

同舊約經文一樣，都是為了見證祂是誰。祂是基督，永生

神的兒子。 

在這些事之後， 

我們沒法確定這段時間有多長，也不知道是多久以後，但

約翰又把我們帶回了加利利海。我們不知道在那裹，耶穌

離開耶路撒冷後，又發生了些什麼事?我們只知道祂回到了

加利利地區， 

耶穌渡過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哩亞海。有許多人，因為看

見祂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蹟，就跟隨祂。(約翰福音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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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很多人被耶穌所行的神蹟所吸引。人們因不同的理由被耶

穌吸引。其中有些理由是正當的，有些不太正當。但是耶

穌就是有吸引人的力量和能力。祂總是能引起別人的興

趣，祂有這樣的影響力。引起我注意的是祂能吸引各行各

業的人，吸引不同文化，不同年紀的人，甚至小孩。 

事實上，對我來說，世界上最美麗的事情之一就是連小孩

都會被耶穌所吸引。或許這種吸引力超過我們的想像，使

得我們的思維變得過於複雜，以致不能明白這是怎麼回

事。 

耶穌的品質深深地吸引著人，但人們被不同的原因所吸

引。 

這些人是被耶穌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蹟所吸引。 

耶穌上了山，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裏。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

近了。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就對腓力說：“我們從那

裏買餅叫這些人喫呢。”祂說這話，是要試驗腓力。祂自

己原知道要怎樣行。腓力回答說：“就是二十兩銀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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餅，叫他們各人喫一點，也是不夠的。”(約翰福音 6:3-

7) 

我可不知道該上哪裏去買餅？才兩百錢銀子。那時一錢銀

子是一個勞動者一天的工資。即使我們把兩百錢銀子全用

來買餅，也不夠給每一個人吃一點點。 

有一個門徒，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烈，對耶穌說：

“這裏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只是分給

這許多人，還算甚麼呢。”(約翰福音 6:8-9) 

我很難過這麼說，但那麼點東西分給那麼一大群人算什麼

呢。 

耶穌就叫大家坐下。逾越節正值加利利的春季，遍地都是

青草。非常美麗壯觀。春天的加利利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

方之一。郁郁蔥蔥的田野，長滿了雛菊，黃的，紅的，白

的，紫的，各樣的野花在逾越節時期遍地盛開，漂亮得讓

人難以置信。加利利的春天，到處都是鮮花綠草。 

耶穌說：“你們叫眾人坐下。”原來那地方的草多，眾人

就坐下，數目約有五千。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就分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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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坐著的人。分魚也是這樣，都隨著他們所要的。(約翰福

音 6:10-11) 

他們都吃飽了， 

“吃飽了”這個祠在希臘文中意思是吃得過量。在他們都

吃飽後， 

耶穌對門徒說：“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免得有蹧蹋

的。”他們便將那五個大麥餅的零碎，就是眾人喫了剩下

的，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

神蹟，就說：“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約翰福音

6:12-14) 

那是指摩西的預言，他宣稱有一個像他一樣的先知將要降

臨，要他們注意他所說的。所以他們一直在找尋那位像摩

西一樣的先知。當他們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時，他們說就

是祂了，毋庸置疑祂就是摩西所說的那位後來的先知。他

們認出耶穌就是所應許的彌賽亞。 

於是他們公開擁護祂，想強迫祂現在就建國作王。 

但這並不是神的計畫，所以耶穌沒有參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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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悄悄溜走，獨自退到山上去。 

祂不同意他們過早地稱祂為王。神要在特定的日子向以色

列民族引見他們的君王。今天我們把那一日稱為， 

棕樹節，因為那是耶穌被釘十字架以前的星期天，這是神

所準備預定好的時辰，是神應許的救贖主到來的時辰。那

天，耶穌精心安排，叫門徒進城牽驢子，以便祂能騎驢進

耶路撒冷。這樣就實現了撒迦利亞的預言。那天祂允許門

徒大聲唱預言彌賽亞的詩篇一百一十八篇： 

和散那，和散那，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至高

之處有榮光。(詩篇 118：26) 

祂允許他們大聲唱讚美詩。事實上，當法利賽人反對時， 

耶穌說：“我告訴你們，若是他們閉口不說，這些石頭必

要呼叫起來。”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祂哀哭，

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

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來。”(路加福音

19:40-42) 

所以這裏是人們試圖在時機未到之時就擁祂作王。這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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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動，被耶穌拒絕了。因為祂執行的是神的時間表，而

不是人的。 

哦！神幫助我們，讓我們學會以神的時間表來行事，而不

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似乎總是想搶先一步，好像神做事總不如我們想要的

快，我們老想加速神的計畫。 

如果是按我的方法行事，主前幾年早來了，那麼你們中有

些人就有大麻煩了。所以你應該感謝是祂在運行，而不是

我。 

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逼祂作王，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

了。到了晚上，祂的門徒下海邊去，上了船，要過海往迦

百農去。天已經黑了，耶穌還沒有來到他們那裏。忽然狂

風大作，海就翻騰起來。門徒搖櫓約行了十裏多路，看見

耶穌在海面上走，漸漸近了船，他們就害怕。耶穌對他們

說：“是我。不要怕。”門徒就喜歡接祂上船，船立時到

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約翰福音 6:15-21) 

他們立刻到了迦百農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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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站在海那邊的眾人，知道那裏沒有別的船，只有

一隻小船，又知道耶穌沒有同祂的門徒上船，乃是門徒自

己去的。然而有幾隻小船從提比哩亞來，靠近主祝謝後分

餅給人喫的地方。眾人見耶穌和門徒都不在那裏，就上了

船，往迦百農去找耶穌。既在海那邊找著了，就對祂說：

“拉比，是幾時到這裏來的。”(約翰福音 6:22-25)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其實祂並沒有告訴他

們祂是如何來到這裏的，祂只是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

蹟，乃是因喫餅得飽。”(約翰福音 6:26) 

你們找我的動機是錯的。你們找我是因為不正當的理由。

你們找我只想有餅有魚吃，能填飽你們的肚子，這不該是

找我的理由。 

耶穌不會接受那些動機不良的人。今天有許多人都是懷著

不正確的動機來找尋耶穌。 

許多宣道人鼓勵人們找尋耶穌，卻以錯誤的動機來鼓勵他

們。以不正當的動機來鼓勵人們做神的善工。在接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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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月之內，誰帶最多的新人到主日學，我們就獎勵誰一

輛腳踏車。 

我們以屬世的動機鼓勵這些小孩。藉著屬世的報酬來教導

他們做神的善工。求神幫助我們，我們已經偏得太離譜

了。 

這是今日人們不斷面臨的挑戰。在我們的心中也時常有這

樣的挑戰。 

屬靈的生命真的比物質的生命重要嗎？撒但不斷地想把我

們拉回到五光十色的物質世界中，誘惑我們說，瞧！難道

你不喜歡這個嗎？ 

而主不停地教導我們：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

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眾人

問祂說：“我們當行甚麼，纔算作神的工呢。”(約翰福音

6:27-28) 

這是人們有屬靈意識時常常問到的一個問題。我當做什麼

才算作神的呢工？我們記得那個富有的少年官跪在耶穌面



9 of 21 

約翰福音第六章 

前問道： 

我該作甚麼事，纔可以承受永生。(路加福音 18:18) 

良善的夫子，我該做什麼？我想為神做工。耶穌作了一個

很有智慧的回答，祂說： 

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作神的工。(約翰福音 6:29) 

這是不是很有趣？你做什麼才能討神的喜悅呢？你唯一能

做的就是相信耶穌，這就討父的歡喜了。 

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作神的工。他們又說：“你行甚麼

神蹟，叫我們看見就信你。你到底作甚麼事呢。我們的祖

宗在曠野喫過嗎哪，如經上寫著說：‘他從天上賜下糧來

給他們喫。’”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從

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乃是我父將天上來的

真糧賜給你們。”(約翰福音 6:29-32) 

摩西沒有給你們瑪哪，是我父賜的，乃是我父將天上來的

真糧賜給你們。那些吃瑪哪的，你們的祖宗已經死了。 

因為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約翰

福音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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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神的糧。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

信我的，永遠不渴。”(約翰福音 6:35) 

這些人頭一天剛被餵得飽飽的，但現在他們又餓了。他們

吃的是這個世界的糧。 

雖然你今天可以吃得飽飽的，又吃沙拉，又吃匹薩，直到

飽得一口也吃不下為止。 

現在的洗滌劑真讓人生氣，你看我的衣服縮水縮得好厲

害。這件衣服是化纖的，還一個勁地縮水。雖然我飽得把

飯桌一推，揉著肚子說，今生今世我再也不想吃東西了。 

但車子還沒開出多遠，就有人提議，停下來吃點冰淇淋好

不好？好啊！這個主意聽起來不錯。你看，又餓了，就是

沒辦法滿足，是不是？但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從天上降下來的。到我這裏

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翰福音 6:35) 

人的生命中有個領域似乎永遠得不到滿足。總想得到更

多，更多。雖然人們追求世上各樣的享樂，興奮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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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都無法持久。 

你很快又渴了。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神差遣我，到我這裏來的，

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翰福音 6:35) 

多麼寶貴的好消息呀。 

只是我對你們說過，你們已經看見我，還是不信。凡父所

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

他。(約翰福音 6:36-37) 

耶穌對我們猶豫畏縮的靈魂所說的話是多麼寶貴啊！因為

撒但總是這樣對我說，瞧！你根本不可能親近神，祂不想

和你有任何關聯。你是個失敗者， 

你的生活那麼糟糕，神根本不想和你有什麼關係。你根本

不可能親近祂，祂不會為你開門的。 

撒但在我的心裏播下疑惑的種子，如果我真的相信神不願

接受我的話，那麼神真的就不接受我了，因為我不會到祂

面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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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耶穌說，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他。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都是我的，他們必到我這裏來。到我

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他。(約翰福音 6:37) 

這對煩惱不安的你該是多麼大的鼓勵啊！撒但一直以來都

想迷惑你，告訴你你不配親近神，神對你沒有興趣，不會

要你。讓我告訴你，只要你願意來到耶穌這裏，祂絕對，

絕對不會丟棄你。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

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約翰福音 6:38) 

我所做的，不是我自己做的，而是在我裏面的父做的。祂

做的善工。(約翰福音 14:10) 

我降到世上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耶穌說乃是要按差祂

來的父的意思。 

這是父的意思， 

哎，哎，這是我一直想要知道的，什麼是神的意思？ 

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祂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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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末日卻叫他復活。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

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約翰福音

6:39-40) 

父把耶穌基督的真理啟示給人，是叫人能夠相信耶穌。是

神的意思讓你得救，並在末日叫你復活。讚美感謝神，他

對我們的生命有如此美意。 

猶太人因為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就私下議

論他。”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麼。祂的父母我們

豈不認得麼。祂如今怎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呢。’”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要大家議論。”若不是差

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到我這裏來

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約翰福音 6:41-44) 

耶穌在這裏作了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聲明，我們得牢

記。沒有人能到耶穌那裏去，除非父吸引他。這使我作見

證的壓力頓消。 

因為我作見證時經常感到氣餒，我把基督真理講給別人

聽，我覺得連小孩都能明白這個道理，但是他們就是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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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好像無動於衷。我和他們爭辯，試圖說服他們，可

是也不管用。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約翰

福音 6:44) 

你可能會說，這樣是否公平？那是不是天父吸引了你？是

呀。那麼你還有什麼要擔憂的呢？他們也是因為受父的吸

引來到耶穌那裏，飲生命的水。就像銅鈑有兩面，若不是

父吸引你，你就無法來到耶穌那裏。但任何來到耶穌那裏

的人，都能領受永生。永生之門是向所有人敞開的。 

在先知書上寫著說：“他們都要蒙神的教訓。”凡聽見父

之教訓又學習的，就到我這裏來。(約翰福音 6:45) 

神教導我們，又將教訓放在我們的心裏。 

這不是說，有人看見過父，惟獨從神來的，他看見過父。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6:46-47) 

注意到耶穌在這裏所作的關於祂自己的宣稱，語氣非常強

烈。祂以此來為自己作見證。 

我就是生命的糧。(約翰福音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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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祂怎麼能說自己從天上降下來的呢？祂不是約瑟

的兒子嗎？ 

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還是死

了。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喫了就不死。我是從天

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

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約翰福音

6:48-51) 

他們喫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擘開後遞給門徒，說，你

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我的肉就是為世

人之生命所賜的糧。(參照馬太福音 26:26) 

因此，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他的肉，給我

們喫呢。”(約翰福音 6:52)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有禍了。還有比這更難的。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子

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約翰福音 6:53) 

你們是已經死了的，死在你們的過犯罪惡之中。在你們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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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沒有生命。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我的

肉真是可喫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約翰福音 6:54-55) 

（耶穌）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

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

赦。”(馬太福音 26:27-28) 

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與我同擔，你就得生命。 

我的肉真是可喫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喫我肉喝我血的

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永活的父怎樣差我

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喫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喫這糧的人，就永遠活著，不

像你們的祖宗喫過嗎哪，還是死了。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

農會堂裏教訓人說的。(約翰福音 6:55-59) 

你們那些到過迦百農會堂的人，就能將這些事聯想在一

起。耶穌就在迦百農會堂教導他們這些事。 

祂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見了，就說：“這話甚難，誰能聽

呢。”耶穌心裏知道門徒為這話議論，就對他們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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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是叫你們厭棄麼。〔厭棄原文作跌倒〕倘或你們看見人

子升到祂原來所在之處，怎麼樣呢。”(約翰福音 6:60-

62) 

倘若你們現在看不到要建立的國，倘若你看見我升上天回

到父那裏去？會怎樣呢？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約翰福音 6:63) 

又回到糧的話題上。你們昨天都吃得飽飽的，所以今天你

們又來找我。但你們不要再去找必壞的糧，而是要找賜你

們永生的糧。所以耶穌又把他們帶回到這個話題上，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就是靈，就是生命。(約翰福音 6:63)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希

伯來書 4:12) 

神的話是靈，神的話是生命。 

只是你們中間有不信的人。耶穌從起頭就知道，誰不信

祂，誰要賣祂。耶穌又說：“所以我對你們說過，若不是

蒙我父的恩賜，沒有人能到我這裏來。”(約翰福音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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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祂再一次宣稱，你能來到祂那裏的唯一的方法是父吸引

你。若不是父吸引你，你不可能來到祂那裏。 

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祂同行。(約翰福音

6:66) 

因為超過了他們所能負荷的。當祂開始談論到要捨棄肉

慾，關注屬靈的生命，以及屬靈的事物時，有些跟隨者就

無法承受。 

跟隨祂的許多人想要祂現在就建國，想要祂現在就解開羅

馬政府套在他們頭上的軛，為他們帶來新的國度。每個人

都吃飽喝足。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吃他自己所種的葡萄

和無花果，不會再害怕。 

可是他們要的是物質繁榮的國度。耶穌譴責他們這是次要

的。首要的是屬靈的國，與祂同擔。找到那從祂而來的生

命。神藉著耶穌基督賜生命給人。肉體對你們無益，但我

對你們說的話是靈，是生命。他們無法接受，就退去，不

再和祂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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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約翰差了傳話者說： 

那將要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馬太福音

11:3) 

這些人非常失望，因為耶穌說靈命重要過肉體的生命，這

是他們沒辦法接受的。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去麼。”西門彼得

回答說：“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約

翰福音 6:67-68) 

哦！彼得有福了！我們都知道他有一個毛病。他的嘴常常

給他惹麻煩，然而他也能說一些十分適當的話。他對耶穌

說：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馬太福音 16:16)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

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還告訴

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

權柄，不能勝過他。”〔權柄原文作門〕(馬太福音

1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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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耶穌指示門徒說）你們將看到人子被賣到罪人手

裏，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彼得就勸祂說）主阿，萬

不可如此，你趕快逃吧。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

我後邊去罷。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

體貼人的意思。(參照馬太福音 16:21-23) 

彼得能從極高處快速地跌入谷底。但這裏是彼得最重要的

時刻之一。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去麼。”西門彼得

回答說：“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約

翰福音 6:67-68) 

耶穌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

翰福音 6:63) 

西門彼得為主的話作見證，那是真的，主阿，你有永生之

道。 

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耶穌說：“我不是

揀選了你們十二個門徒麼。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

耶穌這話是指著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說的。他本是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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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門徒裏的一個，後來要賣耶穌的。(約翰福音 6:69-71) 

有趣的是耶穌說猶大是魔鬼。彼得稱他為滅亡之子。幾個

星期後會我們就會讀到撒但進到他身上，他就出去做了鄙

劣的行為。我們繼續讀約翰福音，就會讀到猶大賣主的

事。但是耶穌從起初就知道誰將背叛祂。 

耶穌說：“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個門徒麼。但你們中間

有一個是魔鬼。”(約翰福音 6:70) 

下星期我們要學習第七，第八章，內容很有趣。哦！怎能

不喜歡約翰呢？我就是喜歡讀約翰福音。他給了我們這些

關於耶穌的見解，這些見解顯明並證實了耶穌是基督，是

永生神的兒子。他寫這些是為了你能相信耶穌，得到永

生。 

天父，我們為你的話語感謝你。你的話語就是靈，就是真

理，對相信祂的人來說就是生命。願你的話語帶給我們生

命，照亮我們，願我們行在光中。奉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