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
         人。 Now among those who went up to worship at the festival 
           were some Greeks. 

21  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
      「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           They came to 
           Philip, who was from Bethsaida in Galilee, and said to him, “Sir, 
           we wish to see Jesus.”  

22  腓力去告诉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去告诉耶
           稣。  Philip went and told Andrew; then Andrew and Philip 
           went and told Jesus. 

约翰福音   John  12:20-37   (NRSV)



23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Jesus answered them, “The hour has come for the Son of Man to 
           be glorified. 

约翰福音   John  12:20-37   (NRSV)



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
             粒来。 Very truly, I tell you, unless a grain of wheat falls 
          into the earth and dies, it remains just a single grain; but if it dies, 
          it bears much fruit. 

25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
         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Those who 
          love their life lose it, and those who hate their life in this world will 
          keep it for eternal life. 

26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事
      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
      重他。」    Whoever serves me must follow me, and where I 
          am, there will my servant be also. Whoever serves me, the Father 
          will honor.

约翰福音   John  12:20-37   (NRSV)



27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甚么才好呢？父啊，
      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 Now my soul is troubled. And what should I say — ‘Father, save 
           me from this hour’? No,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I have come to 
           this hour. 

28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
      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
      再荣耀。」     Father, glorify your name.” Then a voice came 
           from heaven, “I have glorified it, and I will glorify it again.” 

29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
      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
         The crowd standing there heard it and said that it was thunder. 
          Others said, “An angel has spoken to him.” 

约翰福音   John  12:20-37   (NRSV)



30  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
的。
      Jesus answered, “This voice has come for your sake, not for 
           mine. 

31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
      去。       Now is the judgment of this world; now the ruler of this 
           world will be driven out.

32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
           我。」 And I, when I am lifted up from the earth, will draw 
           all people to myself.” 

33  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He said this to indicate the kind of death he was to die. 

约翰福音   John  12:20-37   (NRSV)



34  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
      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
来』
            呢？这人子是谁呢？」 The crowd answered him, 
           “We have heard from the law that the Messiah remains forever. 
            How can you say that the Son of Man must be lifted up? Who is 
            this Son of Man?” 

约翰福音   John  12:20-37   (NRSV)



35  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
      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  Jesus 
          said to them, “The light is with you for a little longer. Walk while 
          you have the light, so that the darkness may not overtake you. If 
          you walk in the darkness, you do no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36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
      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
          了。  While you have the light, believe in the light, so that 
          you may become children of light.” After Jesus had said this, he 
          departed and hid from them. 

37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
            信他。 Although he had performed so many signs in 
          their presence, they did not believe in him. 

约翰福音   John  12:20-37   (NRSV)



 麦子行动：
 信靠真光超越死亡

约翰福音   John  12:20-37



星期 事 件 太 可 路 约
日 骑驴进圣城 ● ● ● ●

一 咒诅无花果树 ● ●

二度洁净圣殿 ● ● ●

二

无花果树枯乾 ● ●

论耶稣权柄的来源 ● ● ●

论纳税给该撒 ● ● ●

论死人复活 ● ● ●

论最大的诫命 ● ● ●

论基督与大卫的关系 ● ● ●

论假冒为善者 ● ● ●

称赞寡妇的奉献 ● ●

希腊人求见耶稣 ●

论要来的事 ● ● ●

犹大与祭司长商量卖主 ● ● ●

最后一周



20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  希腊
      人    。 Now among those who went up to worship at the festival 
           were some Greeks. 

约翰福音   John  12:20-21   (NRSV)

21  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    「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   They came to Philip,  
        who was from Bethsaida in Galilee, and said to him, “Sir, we wish to see Jesus.”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 …到了     
Jesus answered them, “The hour has come for the Son of Man to be  glorified…

约翰福音   John  12:23 (NRSV)



（讲信他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 . for as yet the 
Spirit had not been given, because Jesus was not yet glorified.( 约 John 7:39)

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这样行了。 His disciples did not understand this at first; but when Jesus 
was glorified, then they remembered that this had been written of him and had been 
done to him.( 约 John12:16)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When Jesus had spoken these words, he lifted up his eyes to heaven 
and said, ‘Father, the hour has come; glorify thy Son that the Son may glorify thee,
( 约 John17:1)

人子得荣耀 受死、复活、升天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 …到了     
Jesus answered them, “The hour has come for the Son of Man to be  glorified…

约翰福音   John  12:23 (NRSV)

耶稣把祂十字架的痛苦和羞辱，甚至死亡当作自己的荣耀 (7:30, 8:20, 12:16…)

耶稣知道那些外邦人 ( 希腊人 ) 來寻求的是祂的救赎功劳，故祂才说出这荣耀计划 - 麦子行动的意义和期待。



耶稣最后公开的言论 (12:23-50)
The last public proclamation of Jesus

在这些盛大场面后，耶稣没有因此
被胜利冲昏头脑，

祂藉此机会发表最后公开的言论：
「得荣耀的计划和行动」

当然是最重要！计划代号 Project Code ： 麦子行动 Wheat Grain Action

计划代号 Project Code ： 麦子行动 Wheat Grain Action



约翰福音   John  12:20-37

超越死亡：
圣父圣子的计划

The plan 

超越死亡：
圣父圣子的计划

The plan 

信靠真光：
世人应有的回应

Our response

信靠真光：
世人应有的回应

Our response

麦子行动： 信靠真光 超越死亡
Wheat Grain Action: Trust in True Light    Overcome the Death



约翰福音   John  12:20-37

超越死亡：
圣父圣子的计划

The plan 

超越死亡：
圣父圣子的计划

The plan 

麦子行动： 信靠真光 超越死亡
Wheat Grain Action: Trust in True Light    Overcome the Death



50岁李咏
因癌症去世

人类最大的敌人是…
死亡



基督徒因耶稣基督
的「麥子行動」  ， 可
以向「死亡」宣告
「死亡别狂傲」！



从拉撒路复活事件见主的爱怜
Raise of Lazarus - showing His Mercy and Love

从拉撒路复活事件见主的爱怜
Raise of Lazarus - showing His Mercy and Love

v35 耶稣哭了。 Jesus wept.



约翰福音   John  11:33,35,38   (NRSV)

33 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好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裡悲歎，又甚忧愁，
When Jesus saw her weeping, and the Jews who came with her also weeping, he was 
deeply moved in spirit and troubled;

35 耶稣哭了。
Jesus wept.

38 耶稣又心裡悲歎，来到坟墓前…
Then Jesus, deeply moved again, came to the tomb…



主的爱怜 His Mercy and Love主的爱怜 His Mercy and Love

人的有限和无奈：          面对死亡，人无能为力，只能悲伤、同情、哭泣、安慰，无法起死回生。 悲叹，新约用了 5 次。原文意思「忿怒」！
耶稣对死亡带来人类的祸害，他是十分痛心的。犹如目睹心爱的人受痛苦，那种切肤之痛！                可见，耶稣爱人的心何等浩大、何等深情！
耶稣对死亡带来人类的祸害，他是十分痛心的。犹如目睹心爱的人受痛苦，那种切肤之痛！                可见，耶稣爱人的心何等浩大、何等深情！



主的爱怜 His Mercy and Love主的爱怜 His Mercy and Love

而神（圣父、圣子、圣灵）正要打破死亡的毒鉤，为无奈的世人解困，给于相信的人有永生。他们有个荣耀的拯救计划！原来就是圣子在创世记時就预备，要降世「道成肉身」，然后以无罪之身代替人死，死后复活，被接升天，叫一切相信的，可以得救，獲賜永生！



纳尼亚传奇：
狮王、女巫和魔衣橱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C·S·Lewis 路易斯 )



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
             粒来。 Very truly, I tell you, unless a grain of wheat falls 
          into the earth and dies, it remains just a single grain; but if it dies, 
          it bears much fruit. 

25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
         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Those who 
          love their life lose it, and those who hate their life in this world will 
          keep it for eternal life. 

26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事
      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
      重他。」    Whoever serves me must follow me, and where I 
          am, there will my servant be also. Whoever serves me, the Father 
          will honor.

约翰福音   John  12:24-26   (NRSV)

神荣耀的计划內容

行动的捨与得换永生

对跟随者期待与嘉奖



计划代号 Project Code ： 麦子行动 Wheat Grain Action

计划代号 Project Code ： 麦子行动 Wheat Grain Action

他以麦子来作比喻
讲出为甚麽要死和结果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
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Very truly, I tell you, 

unless a grain of wheat falls into the earth and dies, it 

remains just a single grain; but if it dies, it bears much 

fruit. 

希腊人



 麦子生長的過程
1. 这粒麦子在土壤裡面吸收了水分，经过日晒之后它裂开。

    生命是有一个过程，这是大自然的现象。神要藉着大自然，叫人认识这个麦粒，在整个生命的蜕变过程，最后要成为大量可以帮助人的食物！

2. 裂开以后，它的生命要出来了 : 生根，长苗，长麦穗，开始结实累累…



請上網查看兩個麥子生長的鏈結

麥子  發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oMtZWczq0

麥田快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_mkCWJhS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oMtZWczq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oMtZWczq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oMtZWczq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oMtZWczq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oMtZWczq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_mkCWJhSI




 麦子行动 Wheat Grain Action

耶稣用种子生长的比喻来说明祂得荣耀的方
式：一粒麦子表徵祂自己，祂若不死仍旧是
一粒，在天上享荣耀的只有祂。

但祂若死了  ， 就有一条得救的道路，让万人
蒙福，使得救的罪人来分享祂的尊荣和神圣
的生命。主的道成肉身，成为人子，被钉
十架所要成就的，不仅是赎罪与代死而
已，还有麦子所表徵的「释放生命与繁殖
生命」。

主耶穌改变「死亡」的定义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
         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Those who 
          love their life lose it, and those who hate their life in this world will 
          keep it for eternal life. 约翰福音   John  12:25

行动的捨与得 - 换永生



              v25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
   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基督说，如果你爱这个生命 (psuche -属肉体 ) ， 你
就要失去它。 如果你不愛惜属肉体生命， 那你就要
得著丰满的属灵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

耶稣基督舍己、牺牲、死了，
叫许多人可以得着祂的生命，
这是生命影响生命、
生命换取生命、
生命建造生命，
是主耶稣用舍己的生命
去彰显神荣耀的生命。



4. 当主战胜死亡的时候，也就是天父荣
耀彰显的时刻 (12:28)

主耶稣诠释自己「即将受死」意义
1. 死亡可以变成是个荣耀 (12:23)

2. 死亡可以带出更多的新生命 (12:24)

3. 将肉体治死可以让属灵的生命复活 (12:25)

主耶穌改变 「死亡」的定义



26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事
      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
      重他。」    Whoever serves me must follow me, and where I 
          am, there will my servant be also. Whoever serves me, the Father 
          will honor. 约翰福音   John  12:26   (NRSV)

对跟随者 - 期待与嘉奖

嘉奖：必得父神对他尊重 - 给他尊荣！



27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甚么才好呢？父啊，
      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 Now my soul is troubled. And what should I say — ‘Father, save 
           me from this hour’? No,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I have come to 
           this hour. 

约翰福音   John  12:27-28   (NRSV)

28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      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      再荣耀。」     Father, glorify your name.” Then a voice came 
from heaven, “I have glorified it, and I will glorify it again.” 嘉奖：聖子得父神对他尊重 - 给他尊荣！



父神从天上说话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彷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 太 Matthew 3:16-17)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 太 Matthew 17:5)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 约 John12:28)

12:29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
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

The crowd standing there heard it and said that it was thunder. 

Others said, “An angel has spoken to him.” 



计划代号 Project Code ： 麦子行动 Wheat Grain Action

计划代号 Project Code ： 麦子行动 Wheat Grain Action

他以麦子来作比喻
讲出为甚麽要死和结果



约翰福音   John  12:20-37

信靠真光：
世人应有的回应

Our response

信靠真光：
世人应有的回应

Our response

麦子行动： 信靠真光 超越死亡
Wheat Grain Action: Trust in True Light    Overcome the Death



44-46  …耶稣大声说：「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
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 Then Jesus cried aloud: “ 
… I have come as light into the world, so that everyone who believes in 
me should not remain in the darkness...” 

约翰福音   John  12:44-46; 35   (NRSV)

35  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      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  Jesus 
          said to them, “The light is with you for a little longer. Walk while you have the 
          light, so that the darkness may not overtake you. If you walk in the darkness, 
          you do no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36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
      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
          藏了。  While you have the light, believe in the light, so that you may 
          become children of light.” After Jesus had said this, he departed and hid from 
          them. 

约翰福音   John  12:36-37   (NRSV)

37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      信他。      Although he had performed so many signs in their presence, 
            they did not believe in him. 



灭亡之路灭亡之路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
上。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
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 林后 4:3-
4)

福音的光基督真光
世界的黑暗



灭亡之路灭亡之路

即使有神的话，却看
不懂，听不明白，也
不相信。

福音的光基督真光



灭亡之路灭亡之路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
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
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
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
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 弗 2:2-3)

福音的光基督真光



灭亡之路灭亡之路

你我

福音的光基督真光



灭亡之路 灭亡之路

基督的光和代祷者的祷告打破遮蔽 福音的光基督真光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
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
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
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 弗 2:4-5,8-9)



灭亡之路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
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
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
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 弗 2:4-5,8-9)

灭亡之路

福音的光基督真光成了光明之子



( 約 John 12:31)

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是指着魔鬼说的（约 16:11 ； 8:44 ），
它是世界的魔王，

 被称为撒但，吼叫如狮子，遍地游行，陷害人，
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林前 5:8 ；林后 11:14 ）

要被王赶出去，除灭败坏它的一切作为
（约壹 3:8 ；来 2:14 ）。

这世界的王是指
谁？ 



主耶稣用甚麽方式
使人相信自己所讲的话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
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
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

”             爱我，为我捨己。 (加拉太书 2:20)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12:32)

祂是在预言自己将要被钉十字架，成就神的救恩，让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十字架高高的举起来。



馬偕牧師說：

 「寧願燒盡，不願朽掉。」



一粒麦子这比喻的启示 --要成为耶稣的
 门徒就是要愿意付出和破碎自己。



约翰福音   John  12:20-37

超越死亡：
圣父圣子的计划

The plan 

超越死亡：
圣父圣子的计划

The plan 

信靠真光：
世人应有的回应

Our response

信靠真光：
世人应有的回应

Our response

麦子行动： 信靠真光 超越死亡
Wheat Grain Action: Trust in True Light    Overcome the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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