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信浸信会

读  经
约翰福音  10:22-39



22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 
           At that time the festival of the Dedication took place in 
             Jerusalem. It was winter,

23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and Jesus was walking in the temple, in the portico of Solomon. 

24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
       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
们。」
       So the Jews gathered around him and said to him, “How long will 

            you keep us in suspense? If you are the Messiah, tell us plainly.” 

约翰福音   John  10:22-42   (NRSV)



25   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
信。
       我奉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
            Jesus answered, “I have told you, and you do not believe. The  
            works that I do in my Father’s name testify to me; 

26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but you do not believe, because you do not belong to my 
sheep. 

27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
          跟着我。 My sheep hear my voice. I know them, and they 
            follow me. 

约翰福音   John  10:22-42   (NRSV)



28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
           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I give them eternal life, 
            and they will never perish. No one will snatch them out of my 
            hand. 

29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
             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What my Father has    

            given me is greater than all else, and no one can snatch it out of 
            the Father’s hand. 

30  我与父原为一。」
       The Father and I are one.”

约翰福音   John  10:22-42   (NRSV)



31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 The Jews took up 
            stones again to stone him. 

32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
       们看，你们是为那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Jesus replied, “I have shown you many good works from the 
            Father. For which of these are you going to stone me?” 

33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
       你，是为你说僭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
           将自己当作神。」 The Jews answered, “It is not for 
            a good work that we are going to stone you, but for blasphemy, 
            because you, though only a human being, are making yourself 
            God.” 

约翰福音   John  10:22-42   (NRSV)



34   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
           说你是神』么？  Jesus answered, “Is it not written in 
            your law, ‘I said, you are gods’? 

35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
         尚且称为神，  If those to whom the word of God came 
            were called ‘gods’ — and the scripture cannot be annulled — 

36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
       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僭妄的话』
            么？  can you say that the one whom the Father has 
            sanctified and sent into the world is blaspheming because I said,  
  
            I am God’s Son’? 

约翰福音   John  10:22-42   (NRSV)



37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
       If I am not doing the works of my Father, then do not believe me. 

38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
         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
    
          在父里面。」 But if I do them, even though you do not 
            believe me, believe the works, so that you may know and 
            understand that the Father is in me and I am in the Father.” 

39   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
            Then they tried to arrest him again, but he escaped from their 
            hands. 

约翰福音   John  10:22-42   (NRSV)



恩信浸信会

讲 道 
蔡   甯 牧师



听从基督的羊群 
Sheep that listen to Christ

约翰福音 John 10:22-39



约翰福音从第七章到第十章 21 节以住棚节作为背景 - 共有三个讲论
The Gospel of John from Chapter 7 to 10:21

Having Feast of Booths as background - There are 3 talks:

前奏 Prelude ：                                                                   v7: 1 -13讲论 1 （主是活水江河之源）                           v7:14-39          
              Talk 1: The Lord is the source of living waters and rivers后记 Conclusion ：                                                              v7:40-52

附记 Supplement ：行淫时被捉的女人               v7:53-8:11        
               When the woman was caught in adultery讲论 2 （主是世界之光） + 真自由                     v8:12-59       
          Talk 2: The Lord is the light of the world + true freedom后记 Conclusion ： 医好生来瞎眼 Heal the born blind     v9:1  -41讲论 3 （ 主是羊门和好牧人 ）                          v10:1-21         
                 Talk 3: The Lord is the gate of sheep and good shepherd



我是 ( I am … )
 我是生命的粮（ I am the bread of life. ） 6:35, 41, 48-

51 　 　 　 　 　 　 　 　
我是世界的光（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 8:12, 9:5

我是羊的门（ I am the door of the sheep. ） 10:7,9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捨命（ I am the good shepherd; 
the good shepherd giveth his life for the sheep. ） 10:11, 14

我是复活，生命（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11:25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 14:6

  我是真葡萄树 （ I am the true vine. ） 15:1, 5



｢牧羊人｣与｢羊群｣的密切关係 : 在古代近东的国家里，常以此比喻来形容「君王」和「他的子民」
子民百姓是羊：｢因为祂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祂草场的羊，是祂手下的民。｣      (　 诗篇 95:7)

地上的君王就被喻为牧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祂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書 23:2)



听从基督的羊群
Sheep that listen to Christ

羊的五特性羊的五特性
不属主的羊不属主的羊

约翰福音 John 10:22-39

属于主的羊属于主的羊



羊的五特性羊的五特性
约翰福音  John 10:22-39

听从基督的羊群
Sheep that listen to Christ



羊的五种特性

1.胆小

2.   自以为是 - 跟牛一样，牛脾气发了很固执！

5. 固執  - 每天可以沿着同一条路线行走，躺在同一处草原上觅食

4. 莽撞  - 因为短视，所以会对周围环境缺乏                安全感！

3. 近视  - 羊的视力不好，常常夜晚就看不到！                是最软弱最易受试探的一种动物。



羊是群居的动物
    羊是群居的动物，原因是上面五种特性，
视力不好，缺乏安全感，就容易害怕，莽
撞又固执，常常不听牧人的警告。跑到山
崖壁，然后就雾裡看花往下跳！最妙的是
其他同伴看到也会跟着跳去 .........

然后牧场常常会上演羊群集体自杀戏码 !



这些羊的特性跟我们人的特性有那些异同点 ?

1.胆小
2.自以为是
3.短视  
4.莽撞
5.固執

羊的盲目，积习难改，与人的硬颈和冥顽不灵相似。人的目光与神相比是短浅的。人喜欢为所欲为、顽固、自以为是。

耶稣称人为羊，因人的行为和羊有许多相似



22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 
           At that time the festival of the Dedication took place in 
             Jerusalem. It was winter,

23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and Jesus was walking in the temple, in the portico of Solomon. 

24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
       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
们。」
       So the Jews gathered around him and said to him, “How long will 

            you keep us in suspense? If you are the Messiah, tell us plainly.” 

约翰福音   John  10:22-42   (NRSV)



22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 
             At that time the festival of the Dedication took place in 
               Jerusalem. It was winter…

 约翰福音   John  10:22  (NRSV)

这是主在耶城渡过的最后一个冬天这是主在耶城渡过的最后一个冬天



受浸 尼哥底母

受难复活

升天

定意面向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妇人

第一年（未出名） 第二年（出名） 第三年（遭反对） 最后半年

比利亚

迦拿婚宴

加 利 利
施洗约翰下监

施洗约翰差人问主

施洗约翰被杀

施洗约翰开始传道

逾越节
住棚节
修殿节

门徒为人施洗
耶路撒冷

毕士大池
?

立十二使徒

山上宝训

呼召四门徒

差十二使徒

天国的比喻

五饼二鱼

推罗西顿

登山变像

活水江河
差七十人

犹 太约 耶加约 加利利撒

月

地点

普珥日

(红字：约翰福音有记载的事件 )

住棚节



受浸 尼哥底母

受难复活

升天

定意面向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妇人

第一年（未出名） 第二年（出名） 第三年（遭反对） 最后半年

比利亚

迦拿婚宴

加 利 利
施洗约翰下监

施洗约翰差人问主

施洗约翰被杀

施洗约翰开始传道

逾越节
住棚节
修殿节

门徒为人施洗
耶路撒冷

毕士大池
?

立十二使徒

山上宝训

呼召四门徒

差十二使徒

天国的比喻

五饼二鱼

推罗西顿

登山变像

活水江河
差七十人

犹 太约 耶加约 加利利撒

月

地点

普珥日

(红字：约翰福音有记载的事件 )

修殿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阳历
旱季雨季 雨季

逾越节
住棚节

五旬节

( 犁田、播种 )( 收割 )

( 七七节 ) ( 收藏节 )

修殿节

修（献）殿节
(Feast of Dedication, 或称 Hanukkah)

约在每年 12 月初
，连续八天，是记
念 165 BC 马加比兄
弟收复耶路撒冷，
洁净圣殿的事迹。



修殿节 (Feast of Dedication, 或称 Hanukkah)
约在每年 12 月初，连续八天，是记念 165 BC 马加比兄弟收
复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事迹。

两位犹太拉比在柏林的布兰登堡门前立起修殿节的巨型烛台



22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 
           At that time the festival of the Dedication took place in 
             Jerusalem. It was winter,

23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and Jesus was walking in the temple, in the portico of Solomon.

约翰福音   John  10:22-23  (NRSV)

这是主在耶城渡过的最后一个冬天这是主在耶城渡过的最后一个冬天



所罗门廊

皇室柱廊
现今的哭墙



所罗门廊

皇室柱廊

现今的哭墙



圣殿
皇室柱廊

所罗门廊



不属主的羊不属主的羊
约翰福音  John 10:22-39

听从基督的羊群
Sheep that listen to Christ



25   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
信。
       我奉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
            Jesus answered, “I have told you, and you do not believe. The  
            works that I do in my Father’s name testify to me; 

26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but you do not believe, because you do not belong to my 
sheep. 

约翰福音   John  10:25-26 (NRSV)



所罗门廊

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 So the Jews gathered around 
him and said to him, “How long will  you keep us in 
suspense? If you are the Messiah, tell us plainly.”               
  v24



• 犹太人一再追问究竟是不是基督，耶稣说他
曾告诉过他们，只是他们不信而已。

• 耶稣是如何告诉犹太人他的身份的？是藉着
他所行的事（工作）与所说的比喻（讲论）来
表明他的身份，凡明白的人就能领会他的意
思。

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訴我們（ 24）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 
v24



不是主的羊：不信的犹太人
  （包括律法师、法利赛人、祭司、

…和忠实的犹太教徒 ）

31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                                   
           The Jews took up stones again to stone him. 
39    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           们的手走了。     Then they tried to arrest him again, but 

he 
            escaped from  their hands. 

   犹太人不能明白耶稣的言行，是因为他们不是耶稣的羊。所以他们不听主的声音，也不跟从主。



33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
       你，是为你说僭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
       将自己当作神     。」 The Jews answered, “It is not for 
            a good work that we are going to stone you, but for blasphemy, 
            because you, though only a human being, are making yourself 
            God.” 

约翰福音   John  10:32-33   (NRSV)



创造天地的天父◎ 耶稣    ：就是基督
         （弥赛亚）我与父原为一 The Father and I are one (v30)



最危险是披着羊皮的狼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
们这裡来，外面披着羊皮，裡
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
果子 …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 Beware of false prophets, who come to you in 
sheep’s clothing but inwardly are ravenous 
wolves. You will know them by their fruits...’　　　　　　　
　　　　(马太福音　 Matthews 7:15-16)



约翰福音  John 10:22-39

属于主的羊属于主的羊

听从基督的羊群
Sheep that listen to Christ



28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
           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I give them eternal life, 
            and they will never perish. No one will snatch them out of my 
            hand. 

29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
             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What my Father has    

            given me is greater than all else, and no one can snatch it out of 
            the Father’s hand. 

30我与父原为一  。」
       The Father and I are one.”

约翰福音   John  10:27-30   (NRSV)

27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       跟着我。   My sheep hear my voice. I know them, and they 
            follow me. 



耶稣再次以「羊」來讲论子民

1. 羊是会听牧羊人的声音，也会跟随他，羊又 可得永恆的生命。
2. 耶稣保证羊必受保护，他在耶稣的手中不但不被夺走，甚至也得保守在父上帝那裡。
3. 是拯救和保护，都由耶稣与父上帝合一中行出来的 - 「我与父原为一」。（ v30 ）



天父 The Father

真是我的羊 v27
My sheep

真是我的羊 v27
My sheep

得永生 v28
Have eternal life
得永生 v28
Have eternal life

得豐盛生命 v10
Have abundant life
得豐盛生命 v10

Have abundant life

神子耶稣基督 The son

好 牧 人 与 他 的 羊 的 关 係 

 信耶稣是基督 
Believe Jesus is Christ v26 

 听主声音                   
Hear His voice v27

 跟从主             Follow 
Him v27

不信耶穌是基督 Not believe 
Jesus is Christ

不信耶穌是基督 Not believe 
Jesus is Christ

不是我的羊 v26
Not my sheep

不是我的羊 v26
Not my sheep

不得生命和永生
 No abundant life 

and eternal life

不得生命和永生
 No abundant life 

and eternal life

认识 认识
不认识

好 牧 人 与 他 的 羊 的 关 係 



创造天地的  天父◎ 耶稣： 就是基督
（弥赛亚）

我与父原为一 The Father and I are one 
(v30)



我们需要甚麽协助 ?

我们需要好牧人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捨命。｣

( 约 10:11)



牧羊人的职业

1.　当时在巴勒斯坦，牧人是第二普遍的行业，仅次于务农。
2. 作牧人并不浪漫，反而是十分辛苦、危险的行业；他们须全天候工作，没有下班时间；为了保护羊群，有时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生命。



1. 有时牧羊人不但发出声音，更会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同样，第一个牧人走了第二个牧人再来带。
2. 傍晚时分，牧羊人就把自己的羊带回羊圈裡。
3. 他认识他的羊。

v27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         也跟着我。               My sheep hear my voice. I know them, and they follow me. 



西方的牧羊人中东的牧羊人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When he has brought out all his own, he goes on ahead of them, 
and his sheep follow him because they know his voice.( 约 
John10:4)

赶羊

v27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         也跟着我。               My sheep hear my voice. I know them, and they follow me. 



好牧人的特质
领导者（ 4 ）       ：要走在羊的前头，作群羊的榜                          样，以身作则，羊乐意跟从。牺牲者（ 11,15 ）：因为爱，甘心为羊捨命。关怀者（ 14 ）     ：能深入感受羊的感受。保护者（ 7 ）       ：保护羊不受侵害。拯救者（ 9 ）       ：传能救人的福音。供应者（ 9,10 ）  ：让羊有草吃，生命成长。前瞻者（ 16 ）     ：具有国度胸怀，看得远。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lack nothing.

  (Psalm 　诗篇 23:1)

主是好牧人



羊的五特性羊的五特性
不属主的羊不属主的羊

约翰福音  John 10:22-39

属于主的羊属于主的羊

听从基督的羊群
Sheep that listen to Christ



天父 The Father

真是我的羊 v27
My sheep

真是我的羊 v27
My sheep

得永生 v28
Have eternal life
得永生 v28
Have eternal life

得豐盛生命 v10
Have abundant life
得豐盛生命 v10

Have abundant life

神子耶稣基督 The son

好 牧 人 与 他 的 羊 的 关 係 

 信耶稣是基督 
Believe Jesus is Christ v26 

 听主声音                   
Hear His voice v27

 跟从主             Follow 
Him v27

不信耶穌是基督 Not believe 
Jesus is Christ

不信耶穌是基督 Not believe 
Jesus is Christ

不是我的羊 v26
Not my sheep

不是我的羊 v26
Not my sheep

不得生命和永生
 No abundant life 

and eternal life

不得生命和永生
 No abundant life 

and eternal life

认识 认识
不认识

好 牧 人 与 他 的 羊 的 关 係 



1.胆小
2.自以为是
3.短视  
4.莽撞
5.固執

羊的盲目，积习难改，与人的硬颈和冥顽不灵相似。人的目光与神相比是短浅的。人喜欢为所欲为、顽固、自以为是。

耶稣称人为羊，因人的行为和羊有许多相似



应用：属主羊的特质
要认识牧羊人 （ 4 ）

要听从牧人声音 （ 11,15 ）
要跟随牧人脚踪 （ 14 ）
愿意离开安乐窝 （ 7 ）
愿意随主回羊圈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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