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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课 耶稣对祂自己的启示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 7 课。我们希望来关注耶稣

对犹太人的自我启示。我们会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耶稣洁净圣殿，这记

载在《约翰福音》第 2 章 13-25节。第二部分是耶稣与尼哥底母，在《约翰

福音》第 3 章 1-17节。 

那么，现在是第一部分，耶稣洁净圣殿，《约翰福音》第 2 章 13-25 节。

耶稣再一次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当祂来到圣殿外院的时候，祂听见并看

见了许多动物，有牛羊在外院中。这是怎么回事呢？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

明白，有许多犹太人从巴勒斯坦地区以外或者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过节，他

们无法一路上都带着牛羊。所以，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必须买

一头动物来献祭。这样，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给他们提供便利，他们把牛羊

带到了圣殿的外院，让外来的犹太人在这里购买。当耶稣看见了，就因着他

们玷污祂父的殿而忧伤。祂就用一根小绳子作鞭子，把他们都赶了出去。祂

说：“离开这里。你们为何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呢？”祂把做买卖的

人都赶走了。祂也赶走了动物，洁净了圣殿的外院。 

又往前走了一截，祂发现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我们还要明白，有许

多犹太人没有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而仍然生活在外国，比如埃及或埃塞俄

比亚。并非他们所有人都在被掳之后回到了巴勒斯坦，不过，这些犹太人中

仍有很多继续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会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但他们需要

将钱作为奉献投进箱子里。他们不可以也不被允许使用外国钱币，所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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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使用犹太钱币。这就是为何这里会有兑换银钱之人，他们在这里给那些

旅行者换钱，这样他们就能用犹太钱币奉献。耶稣推翻了这些桌子，把他们

也赶出了圣殿的外院。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如何以祂所做的来寻求祂父的荣

耀。 

当犹太人思想的时候，他们想，谁给祂权柄这样做呢？所以他们回到耶

稣那里，说：“谁给了你权柄呢？你以何能力做这样的事呢？”耶稣就回答

他们，祂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当犹太人听见，他

们便嘲笑地说道：“什么？我们花了四十六年时间建造这殿，你三日内就能

做到吗？绝不可能。”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谈论的不是我们在耶路撒冷

这个可见的圣殿，耶稣这话是以祂的身体为殿。这殿会被毁，但 3 天后祂会

重建。祂要在坟墓中三日，接着祂要再复活，这是祂要显给犹太人的神迹。

耶稣在过节期间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在这段期间祂也行了其他神迹。圣经说

很多人就信了。但也有那些带着疑问的，那些想了解更多的。 

在本课的第二部分，我们会看见这群人中的一个，他的名字是尼哥底母。

那么，就让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在《约翰福音》第 3 章 1-17 节。我们看见

尼哥底母在去耶稣住处的路上。他不敢在白天去，他害怕人们对他的看法或

议论，尤其因为尼哥底母是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是犹太最

高法庭、公会的成员。如果人们看见他去见耶稣，他们会怎么想？因此，他

晚上才去，他到了耶稣的住处。当他进入房间的时候，他说：“拉比（夫子），

我们知道你是上帝所差遣的先知，因为除你以外没人能行这样的神迹。”但

耶稣甚至都没回答尼哥底母的话。祂直奔自己降世的目的。祂来是为寻找并

拯救罪人，所以，祂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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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当尼哥底母听见这话，他就希奇，他不明白耶稣在说

什么。他说：“什么？我必须进入母腹中再生出来吗？”他不明白恩典的工

作。 

接着，耶稣就向他讲明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祂用风作比喻，对他

说：“尼哥底母，当起风的时候，你能听见风的声音，但你却不知道风从哪

里来。你不知道风要往哪里去，但你的确知道风正在吹。”所以，我们也能

意识到风在吹，但我们不知道它从哪儿来，也不知道它要到哪儿去，但我们

的确知道风在吹。耶稣说：“圣灵的工作也如此。”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因

为它从上帝而来，它经由最为隐藏的道路和关锁的门而来。它进入罪人的心

中，圣灵的这个工作就是使罪人知罪、知义、知审判的工作。所以祂用风给

尼哥底母解释圣灵的工作，解释上帝如何在新生或重生中使一个罪人归正。 

祂继续讲，祂又使用了一个例子来表明祂作为上帝的儿子而来，作为除

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而来。祂提到了一个尼哥底母熟悉的旧约例子，因

为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必须能够向人们解释旧约。耶稣接着对他说：

“摩西怎样在旷野用杆举蛇，人们怎样望蛇而信，就得医治。”祂说：“所以

人子虽然从天而降，但祂要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这样凡藉着信心仰望祂为

十字架上的救主的，就是相信祂的，他们必得救，必得永生。” 

耶稣继续解释这个恩典的神迹，祂同尼哥底母分享了我们所认为的福音

的核心环节，这可能是新约圣经最为宝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 3

章 16 节，它写着：“上帝（如此地）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我们需要正确理解这节经文。

它没有说，耶稣或上帝爱整个世界。从旧约中我们就清楚知道，它说：“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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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他们都受了割礼，都是犹太人，但只有

雅各是上帝拣选的，以扫是被定罪和咒诅的。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

上帝如此爱世界，祂的世界，那些祂在永恒中所拣选如今在这世上的那些人，

他们是祂的羊。祂如此爱他们，以至祂赐下祂的独生子，祂赐下主耶稣基督

到这个世上，来赚得救恩并将这救恩施行在这些罪人身上。祂随后为祂所有

的百姓死了，耶稣接着说：“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我们一定要常常记

得，耶稣到世上来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祂到世上来是为了拯救我们。上帝

不喜悦恶人灭亡，而是喜悦他从自己的恶道中转回并得活，以便他可以悔改，

可以相信，可以得救。 

这样的信息也临到你和我，当福音不论何时被宣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

被呼召来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而相信祂，那样，祂就会成就恩典之工

并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有份于永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得

救。但我们一定要常常记得，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但这却是我们的责

任和义务，就是继续寻求和祷告，祈求上帝会在我们的心中以祂的灵来作工，

祈求祂乐意将救主显明给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去仰望祂。尼哥底母后面离开

了。我们没有在新约中读到大量关于尼哥底母的记载，但我们读到在那一天，

就是主耶稣被钉的那天，尼哥底母与亚利马太的约瑟一同前去埋葬了耶稣。

因此，我们相信尼哥底母真正成为了一个暗中的耶稣的门徒。他没法在祂活

着的时候承认，但他的确在埋葬主耶稣的时候承认了。愿这对耶稣的爱也成

就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得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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