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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五章的首尾對偶
A)裏面躺著瞎眼的、瘸腿的、血氣枯乾的、許多病人。在那裏有一個人、

病了三十八年 (5:3; 5:5) 。

B)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你要痊癒 (5:6) 。

C)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
在池子裏．我正去的時候、就有別人比我先下去 (5:7)。

D)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
痊癒、就拿起褥子來走了。 那天是安息日(5:8-10a)

D)所以猶太人對那醫好的人說、今天是安息日、

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他卻回答說、那使 我痊癒的、
對我說、拿你的褥子走吧 (5:10b-11)。

C)他們問他說、對你說拿褥子走的、是甚麼人。 那醫好
的人不知道是誰．因為那裏的人多、耶穌已經躲開了
(5:12-13)。

B)後來耶穌在殿裏遇見他、對他說、你已經痊癒了 (5:14a)．

A)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5:14b)。



癱子（第三個神蹟)與 皇家官員
（第二個神蹟）不同的地方

首尾對偶 癱子 皇家官員

A)恩典與 罪 提及罪 沒有提及罪

B)恩典與得救 基督公然尋找癱子 私底下尋找基督

C)恩典與救主 癱子最初不認識基督 基督要皇家官員信祂

D)恩典與律法 提及律法 沒有提及律法

恩典 信心



A)恩典與 罪
A)裏面躺著瞎眼的、瘸腿的、血氣枯乾的、許多病人。
在那裏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 (5:3; 5:5) 。

A)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5:14b)。

• 罪是人須要救恩的原因- 神創造一切都是好的
– 由於阿當的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靈內瞎眼 (約
9:38-41)、瘸腿 (撒下 5:6-8)、血氣枯乾的
(詩篇 18:45-衰殘 ; 以賽亞書 40:7,8 -草必枯
乾、花必凋殘)

– 我們像那癱子一樣，不能自救

• 罪也是癱子得病的原由
– 但不是所有病都是因罪而生(約翰福音9章)
– 由此可見罪有輕重



罪可至病，可至死

• 約翰一書 5:16- 人若看見弟兄犯了不至於
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 神必將生命賜
給他．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這罪祈
求。 凡不義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於死的
罪。 我們知道凡從 ．從 神生的必保守
自己、〔有古卷作神生的必不犯罪那從
神生的必保護他〕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



聖經中的審判

• 不信者的審判-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
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
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啟 20:13) 。

• 神僕人的審判-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
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
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林後 5:10)。

• 神兒女的審判- 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
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
(來 12:7)



B)恩典與得救
B)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

你要痊癒麼(5:6)。

B)後來耶穌在殿裏遇見他、對他說、你已經痊癒

(5:14a)。

• 提多書 2:11 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

• 使徒行傳 15:11 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

• 以弗所書 2: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C)恩典與救主
C)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

池子裏．我正去的時候、就有別人比我先下去
(5:7)。

C)他們問他說、對你說拿褥子走的、是甚麼人。 那醫
好的人不知道是誰．因為那裏的人多、耶穌已經躲

開了(5:12-13)。

• 水動的時候- 靠機緣

• 人把我放在池子裏- 靠他人 不靠基督(約 5:7)

• 別人比我先下去- 靠自己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約
5:12)



D)恩典與律法
D)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
痊癒、就拿起褥子來走了。 那天是安息日(5:8-
10a)

D)所以猶太人對那醫好的人說、今天是安息日、你
拿褥子是不可的。 他卻回答說、那使我痊癒的、
對我說、拿你的褥子走吧 (5:10b-11)。

以 弗 所 書 2:8-10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
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
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 神所預備
叫我們行的。



不在律法之下

• 羅 馬 書 6:14-15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
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這
卻怎麼樣呢．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
之下、就可以犯罪麼．斷乎不可。

• 加 拉 太 書 5: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
就不在律法以下。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 約14:15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 約14:23 -24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
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
裏去、與他同住。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
道．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來之
父的道。

• 約15:10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
裏．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裏

• 約一 5:3 我們遵守 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
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

• 約二 1:6 我們若照他的命令行、這就是愛。
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當行的、就是這命令。



總結
• A)恩典與 罪- 有分輕重。就算是基督徒，
罪可至病，罪可至死。末日信徒和非信徒
都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

• B)恩典與得救- 得救全靠恩典不靠行為

• C)恩典與救主- 在我們未認識基督之前，
祂已為我們的罪釘上十架。可惜人總是靠
時機，他人, 或自己，希望得救。

• D)恩典與律法- 雖然我們不靠守律法得救，
但如果我們真的接受神的恩典而得救我們
會守那使人自由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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