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

汪賢浩

09/27/2020

1



約翰福音 14:1-7

Joh 14:1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你們信神， 也當信我。

Joh 14:2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 若是沒有， 我就早已
告訴 你們了。 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Joh 14:3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 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
那裡去， 我在那裡， 叫你們也在那裡。

Joh 14:4 我往那裡去， 你們知道； 那條路， 你們也知道。

Joh 14:5 多馬對他說： 主阿， 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怎
麼知道那條路呢？

Joh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藉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Joh 14:7 你們若認識我， 也就認識我的父。 從今以後， 你
們認識他， 並且已經看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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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 -猶太人記念脫離埃及人的奴役

•每家門框上塗抹了羔羊的血

•奪命的天使見到門框上塗的血就越過

•耶穌洗門徒的腳

• Joh 13:8 彼得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耶穌說：我
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

• Joh 13:10 耶穌說：凡洗過澡的人，只要把腳一洗，
全身就乾淨了。

•你們是乾淨的，然而不都是乾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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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 13:33 小子們，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後來
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我曾對
猶太人說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

• Joh 14:3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
那裡去，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 Joh 14:4 我往那裡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

• Joh 14:5 多馬對他說：主阿，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怎
麼知道那條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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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為何憂愁？

• Joh 14:1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不清楚耶穌要去那裡，走那條路去

•彼得會三次不認主

•有一人要出賣主

•羅馬人的高壓統制

•法利賽人對他們虎視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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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門徒到底能去耶穌去的地方嗎？

Joh 13:36 西門彼得問耶穌說：主往那裡去？耶穌回答說：我所去
的地方，你現在不能跟我去，後來卻要跟我去。所以是時間尚未
到。

2) 去那裡？

Joh 14:2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
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Joh 14:3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
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3) 如何去呢？

Joh 14:6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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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主與拉撒路的比喻

為什麼以後一定要往天父那裡去？

•財主是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

•拉撒路是討飯的，

•拉撒路死了後，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裡。

•財主也死了，財主在陰間火燄裡，極其痛苦

•現世富有並非一定是神祝福人，

•在世貧苦也不表示神不喜悅人

門徒還要往更美的天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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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道路 - way ὁδός希臘文odos

•兩處地方之間的通路

•亞伯拉罕出哈蘭時75歲

• Gen 21:5 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亞伯拉罕年一百歲。

•到亞伯拉罕140歲 -要求他僕人起了重誓，為以撒討一位媳婦

•出哈蘭65年後-遙遠從未去過的地方，從未見過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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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希臘文ὁδός odos路，引申到現代的odometer 里程表

•代表了一個繼續不斷的過程

•貸款信用指數

•保險信用指數

•音譯 hodos，希臘字methodos是meta-hodos中間的方
法、方式

• Do it your way -照你的方式做

•道路的另一種解釋是方式 –耶穌說我是道路，照耶穌
的方式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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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祂的方式去做

•登山寶訓、教導門徒、醫病、趕鬼、行神蹟、說預言、證明
祂是神的兒子、傳福音、施洗、斥責假冒為善、…

去做祂要我們做的

•愛神 -儆守遵行神的命令，

•愛人 -彼此洗腳、彼此相愛，

•使萬民作門徒是要積極傳福音，給他們施洗，教導他們聖經
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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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Truth

•亞伯拉罕僕人 -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不斷地以慈愛誠實(mercy 
and truth)待我主人。

•申 32:4祂是磐石，祂的作為完全；祂所行的無不公平，是誠實無
偽的 神，又公義、又正直。

• Exo 34:6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
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goodness and 
truth)

•在舊約中，神注重誠實，也講人的誠信，道德上的忠誠，和信心
上的專ㄧ，所以真理(truth)有穏定、扎實、完全可信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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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 -希臘文真理的意思是沒有隱藏的

• Joh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
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 Joh 1: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
基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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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神的屬性 -神的話是不能有絲毫改變的

• Gen 2:16 耶和華 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
吃，

• Gen 2:17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蛇先混淆了神的話改為:  樹上的果子你們都不可吃嗎？(呂振中譯
本) 

•蛇 -不死，你一定不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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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理斯多德(384-322 BC)
把原本不是的說成是，或把原本是的說成不是就是虛假，

然而原本是的就說是，原本不是的就說不是就是真理。

“To say of what is that it is not, or of what is not that it is, is false, 
while to say of what is that it is, and of what is not that it is not, is 
true” (Metaphysics). 

• Mat 5:37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
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 Mat 5: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
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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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說明祂的神性以及祂就是神

•生命的糧 (6:35) -祂就是從天而降，將祂的生命賜給世界的

•得著生命的光 (8:12) -祂是世界的光，跟從祂的就被真光照亮，不
再在黒暗中行走

•好牧人… 為羊捨命 (10:14-15) -耶穌認得祂的羊，並且為羊放下祂
的靈魂體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11:25) -耶穌在拉撒路身上，彰顯祂有復
活的大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14:6) -當門徒不清楚那條道路時，祂說
祂就是那條道路，按照祂的方式，可以到天父那裡

15



生命

•約 3:36 (呂振中譯本) 信子的有永恆的生命；不信從子的必
不得見生命﹐上帝的義怒卻停留在他身上。

•神要給人的生命，原本就包括了永恆的生命，可是你若不接
受，你就看不到那永恆的生命！

• Joh 17:3 認識你─ 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
督，這就是永生。

•永恆的生命是從信神並祂的愛子耶穌基督就已經開始，並且
延續下去，不是要等到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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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 1:10 … 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 Joh 1:11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 Joh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
柄，作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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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know 有兩個層面

• Joh 14:7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
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

認知

• Joh 10:27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ginōskō動詞)他
們，他們也跟著我。

經驗知識

• Luk 24:16 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epiginōskō)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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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假先知的防備

• Mat 7:16 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epiginōskō)他們來。荊棘
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裡豈能摘無花果呢？

•除了只是聽聞這些假先知外，還要看一下結的果子

保羅為腓立比信徒的禱告

• Php 1: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 (epignōsis名詞) 
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對神的認識，信主之後要追求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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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

•在逾越節的晚上，耶穌要門徒心裡不要憂愁

•祂要走了，但應許必不撇下門徒為孤兒，祂必要再來，

•要門徒按真理照祂的方式過每日的生活，

•對神要有更深的認識，

•讓神得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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