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24 東海大學基督教會 主日信息筆記 

 

1 

他們為什麼恨耶穌？ 
WHY DID THEY HATE JESUS? 

 

講員 Speaker：柯達文 牧師 日期 Date：十月 24日 October 24, 2021 

經文 Verse：約翰福音 John 5:1-18  

主題 Theme：唯有耶穌的愛可以使我們從“自以為義”中得釋放。 

              Only Jesus’ love can free us from self-righteousness. 
 
 

前言、我們愛耶穌嗎？還是恨耶穌？ 

Introduction: Do We Love Jesus, or Hate Him? 

 馬太福音十二章 30 節「不跟我一起的，就是反對我；不與我一起收聚的，就是在拆

散。」(Matthew 12:30) 

 約翰福音五章 8–10 節「耶穌對他說：『起來，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癒，

就拿起自己的褥子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猶太人對那被治好了的人說：『今天是安

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合法的。』」(John 5:8–10) 

 約翰福音五章 18 節「為了這緣故，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因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

且稱上帝為他的父，把自己和上帝看為同等。」(John 5:18) 
 
 
 

一、 安息日：起初目的及後來被扭曲 

The Sabbath: Its Purpose and its Corruption 
 出埃及記二十章 11 節「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就

安息了；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Exodus 20:11) 

 申命記五章 12-15 節「當守安息日為聖日，正如耶和華－你上帝所吩咐的。六日要勞碌

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的上帝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

僕婢、牛、驢、牲畜，以及你城裏寄居的客旅，都不可做任何的工，使你的僕婢可以和

你一樣休息。你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耶和華－你的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

膀臂領你從那裏出來。因此，耶和華－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Deuteronomy 

5:12–15) 

 馬可福音七章 6-8 節「耶穌對他們說：『以賽亞指著你們假冒為善的人所預言的說得好。

如經上所記：「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他們的心卻遠離我。他們把人的規條當作教義教

導人；他們拜我也是枉然。」你們是離棄上帝的誡命，拘守人的傳統。』」(Mark 7:6-8) 
 
 
 

二、 更深層的問題：自以為義 

The Deeper Problem: Self-Righteousness 

 路加福音十八章 11-12 節「法利賽人獨自站著，自言自語地禱告說：『上帝啊，我感謝

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每週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

獻上十分之一。』」(Luke 1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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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以為義就是敵對上帝 

Self-Righteousness Always Means Hostility Toward God 

 約翰福音八章 39–41,44 節「他們回答耶穌：『我們的父是亞伯拉罕。』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兒女，就會做亞伯拉罕所做的事。我把在上帝那裏所聽見的真理

告訴了你們，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亞伯拉罕沒有做過這樣的事。你們是做你們父的工

作。』他們就對他說：『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我們只有一位父，就是上帝。』…『你

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寧願隨著你們父的慾念而行。他從起初就是殺人的，不守

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的本性，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者

之父。』」(John 8:39–41, 44) 
 
 
 

四、 從古至今，只有一個義人 

Only One Was Ever Truly Righteous 

 彼得前書二章 22 節「他並沒有犯罪，口裏也沒有詭詐。」(1 Peter 2:22) 

 希伯來書四章 15 節「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在各方面受過

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Hebrews 4:15) 

 約翰一書三章 5 節「你們知道，基督曾顯現是要除掉罪；在他並沒有罪。」(1 John 3:5) 

 哥林多後書五章 21 節「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使我們在他裏面成為上帝

的義。」 (2 Corinthians 5:21) 
 
 
 

反思和討論 
Questions for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1. In what ways do you observe the Sabbath principle? What are the habits that help you rest 

from your work, grow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remember to do good to others? 

你用什麼方式來守安息日的原則？你有哪些習慣幫助你在工作上休息、在對神的認識上

增長、提醒自己服事別人？ 

2. In your own words, why did the Jewish leaders want to kill Jesus?  

請用自己的話說明，為什麼猶太人領袖想要殺耶穌？ 

3. Do you think it is true that there is no genuine neutrality about Jesus? Is it true that we either 

love him or reject him?  

牧師說耶穌沒有所謂中立可言，你覺得這句話對嗎？我們或者是愛他，或者是拒絕他，

真的是這樣嗎？ 

4. Why does self-righteousness make us hostile to God? 

為什麼“自我為義”會使我們敵對上帝呢？ 

5. How do you understand 2 Corinthians 5:21 (see above)? What does it mean that God made 

Jesus to sin? How did that cause us to becom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你如何理解哥林多後書五章 21 節的經文? 上帝使耶穌成為罪是什麼意思? 這如何使我們

成為上帝的義呢？ 

6. What are the disciplines that will help to free us from self-righteousness? 

有哪些操練可以幫助我們不要陷入自我為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