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福音第十二章
膏抹耶穌的重要性
1. 約 12：1–3 1 逾越節前六天，耶穌到了伯大尼，就是拉撒路所住的地方；耶穌曾經使這
拉撒路從死人中復活。2 有人在那裡為耶穌預備了筵席。馬大在那裡侍候，拉撒路也和一些人
與耶穌一同吃飯。3 馬利亞拿了半公斤珍貴純正的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的頭髮去
擦；屋裡就滿了香膏的香氣。
解：我們今天為什麼可以相信兩千年前的耶穌就是聖經說的彌賽亞？因為所有關於祂的數百
條預言，沒有一條落空。預言說 69 個七時受膏君要被剪除，所以耶穌要以受膏君的身分上十
字架，可是傳福音三年來膏抹的儀式不曾發生，上帝就在耶穌上十字架的前幾天安排了一位
婦人去膏抹耶穌，讓彌賽亞的預言得以應驗。
1.1 按摩西律法，上帝所選立的君王與先知都要用聖膏油膏立，如大衛（撒上 16：13）
，以利
沙（王上 19：16）等，聖膏油的調製有一定的配方（出 30：23–25），膏抹時，聖油要從頭
上澆下。同一件膏抹耶穌的事，約翰的描述是馬利亞把香膏抹在耶穌腳上，馬可說一個（不
知名的）女人把香膏澆在耶穌頭上。可 14：3 耶穌在伯大尼，在患痲瘋的西門家裡吃飯的時
候，有一個女人來了，拿著一瓶珍貴的純哪噠香膏。她打破了瓶，把香膏澆在耶穌的頭上。
除了人物、動作不同外，約翰說事件發生在逾越節前六天，地點在拉撒路家，馬可說在逾越
節前二天，西門家裡。總之，受釘前有那麼一天，一個女人拿著權充聖膏油的哪噠香膏澆在
耶穌的頭上，成就了預言。
1.2 膏抹耶穌——四福音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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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 12：12、13 12 第二天，有一大群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要來耶路撒冷，13 就拿著棕
樹枝出去迎接他，歡呼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
解：「和散那」用台語說就像在呼喊：「天公伯，救命唷！」它最早的意思是呼求上帝施行拯
救。在耶穌的時代，
「和散那」已成為對君王的歡呼，民眾對耶穌喊和散那，意味著耶穌是拯
救者，這是救世主一詞的來由。人民拿著棕樹枝夾道歡迎君王，是亞歷山大設下來的例子。
亞歷山大每征服一座城市都要求被征服者全部聚集在城中大道上，手拿棕樹枝，對他呼喊主
啊主的，以此神格化自己，卑便統治。猶太人以君王之禮歡迎耶穌，等於承認耶穌是以色列
的王。
3. 約 12：14、15 耶穌找到一頭小驢，就騎在上面，正如經上所記的：
「錫安的居民哪，不要

懼怕；看哪，你的王來了，他騎著小驢來了。」
解：耶穌要完全吻合預言的需要，才能斷定祂是彌賽亞。耶穌騎著小驢駒進城，符合撒加利
亞的預言：錫安的居民哪！要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居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
你這裡了，他是公義的，是得勝的。他又是溫柔的，他騎著驢，騎的是小驢（亞 9：9）
。
馬太十一章是天國福音與恩典福音的分水嶺
4. 三天前以色列民大喊耶穌是救世主，三天後同一批人卻要釘死他，改變的關鍵在馬太十一
章。馬太十一章是分水嶺，十一章耶穌問眾人是否接受施洗約翰是以利亞，因為以利亞是彌
賽亞的先鋒，接受施洗約翰才會接受耶穌基督。但沒多久施洗約翰被砍頭，以色列人以此回
答了耶穌的提問。
馬太十章是假設基督沒在 69 個七被殺，那麼 70 個七滿足時就是末日建立天國。第十章大概
是西元 33 年左右，西元 40 年即天國建立，故只要再熬七年，70 個七滿足了，人子就要來臨，
天國就要降臨。馬太十一章之前講的是要守律法的天國福音，十一章之後，耶穌開始釋放祂
要被殺的訊息，逐漸帶入因信稱義的元素。
5. 約 12：23、24 23 耶穌對他們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24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果實來。
解：第 23 節，耶穌宣告祂要死了。24 節是在講犧牲。
「牲」是獻祭的家畜，動物原是野生的，
人類馴養狗、牛、羊等是為了獻祭。
「獻」是犬字邊可為明證。通體無雜色毛的祭牲叫「犧」，
用在國家的重大慶典上。祭司雙手按在祭牲的頭上，把獻祭者的罪轉移到祭牲身上，祭司宰
殺牲畜，手指沾血朝聖所的幔子也就是至聖所約櫃的方向彈七次，邊彈邊說：
「你的罪赦了！」
，
以祭牲之死換獻祭者的活。祭壇是轉換的地方，收取一方生命，同時釋放另一方生命。十字
架是新約的祭壇，我們的罪轉移到十字架上的耶穌身上，耶穌帶著我們的罪死的時候，我們
就得釋放。「一粒麥子落在土裡……」，耶穌以祂的死拯救世人，祂的死使很多人得到益處，
結出生命的果子。
按手
6. 舊約有權柄職分的人執行罪的轉移或臨終時權柄的轉移時，是用兩隻手按在對方頭上；為
人祝福或分賜恩賜時，是用一隻手按頭。參加特會不要隨便讓人按手在頭上，尤其是雙手按。
耶穌差遣門徒出去時並沒有為他們按手，耶穌是用話語，話語帶著能力，門徒就得著權柄。
舊約有抹油，但四福音裡門徒為人抹油是在醫病，他們用精油而不是聖油在清洗傷口。不治
之症才由耶穌按手禱告。為接受差傳的宣教士按手是表達支持與添加力量，與權柄的轉移沒
有關係。
7. 約 12：27「我現在心裡煩亂，我應該說甚麼呢？說『父啊，救我脫離這時刻』嗎？然而我
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來的，要面對這時刻。
解：福音書描寫耶穌臨刑前顯出煩亂、驚懼、痛苦狀，求上帝如果可以，就使這杯離開他。
攻擊耶穌的人根據這點說，耶穌表現的跟凡人一樣，怎麼可能是道成為肉身。此處約翰記載，
耶穌一開始就知道祂來到世間的任務，也積極地面對這時刻。耶穌知道祂要死亡，死亡之後

要復活，要擊潰陰間的勢力。
撒但被逐出上帝的執政團隊
8. 約 12：31 現在是這世界受審判的時候了，現在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解：明明是耶穌即將被審判，怎麼說要被審判的是這世界的王？這世界的王是撒但，牠本來
在大氣層中，為了要釘死耶穌，上帝准許牠來到地上，附在猶大身上，讓猶大出賣耶穌。約
14：30 這世界的統治者將到，牠在我身上毫無作用，「將到」表示撒但原本不在地上，是為
了要成就十字架才來到地上。
以人的眼光來看，耶穌到世間傳道，最後是以失敗落幕，但在靈界，耶穌被釘是翻天覆地的
大勝利。耶穌死的時候，世界要被審判。「牠在我身上毫無作用」，原文是毫無地位，就是一
無所有、一無是處——牠在我裡面毫無地位可言。掌管這世界的統治者 Lucifer 要從上帝的執
政團隊 Elohiym 的名單中除名。舊約魔鬼在 Elohiym 裡面，任邦國統治者，比人還大，在上帝
的法庭面前，他們是法定的檢察官，可以日夜控告我們（亞 3：1）。耶穌說祂被送上十字架
的時候，世界要被審判，約 16：11 這世界的統治者已經受了審判，撒但在上帝裡面已經毫無
地位，現今最小的信徒都比最大的魔鬼還要大，所以不要害怕魔鬼。
9. 魔鬼知道耶穌是上帝嗎？
答：魔鬼知道耶穌從上面來，是聖者，也許把耶穌當成天使轉世，牠絕沒想到耶穌是道成肉
身，否則不敢三次試探祂，張狂地要耶穌拜牠才賜祂萬國的榮華，更不敢殺祂。我的想法是
撒但知道牠的結局已定，把牠放出去時，能使壞盡量使壞，多殺一個人沒有什麼差別。
10. 約 12：32–34 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歸向我。」33 祂說這話，是指
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34 於是群眾對祂說：「我們從律法上知道基督是永遠常存的，祢怎
麼說『人子必須被舉起來』呢？這人子是誰呢？
解：預言說彌賽亞不死，天國永遠長存，基督在天國裡永遠當王；耶穌說祂是彌賽亞，可是
祂要死，為甚麼如此矛盾？問題出在預言有兩套，一套是永存的基督，一套是要成為贖罪羔
羊的基督，要猶太人自己做選擇，如果他們不殺基督，基督不死，就會馬上建立永遠的天國；
如果他們殺基督，基督就變成贖罪羔羊，耶穌還是會成為基督，但不是以色列人的基督，而
是外邦人的基督。這兩套預言同時出現在先知書裡，以色列人卻只看對他們有利的那一套。
11. 約 12：36–40 36 你們應當趁著有光的時候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的兒女。」耶穌
說完了這些話，就離開他們隱藏起來。37 耶穌在他們面前行了許多神蹟，但是他們仍然不信
祂。38 這是要應驗以賽亞先知所說的話：
「主啊，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主的膀臂向誰顯露
39
呢？」 他們不能相信，因為以賽亞又說：40「上帝使他們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們眼睛看
見，心裡明白而回轉過來；我就醫好他們。」
解：第 39、40 節的典故出自以賽亞書第六章，上帝在找人向選民傳話，以賽亞願受差遣，上
帝卻要他去傳以色列人聽不懂也不願聽的話，因為上帝怕他們聽明白了心裡回轉就不得不赦
免他們。賽 6：8–10 8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
9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他說：
「你去告訴這子民，說：
『你們聽了又聽，卻不明白；看了

又看，卻不曉得。』10 你要使這子民的心思遲鈍（「遲鈍」直譯是「蒙脂油」）
，耳朵不靈，眼
睛昏暗，免得他們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得到醫治。」
以賽亞傳猶太人不願意聽的信息
11.1 上帝要以賽亞傳甚麼猶太人不願意聽的信息呢？就是童女懷孕生子（賽 7：14）
、那子是
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賽 9：6）
、祂要成為贖罪羔羊（賽 53：10）
。以色列人想聽的信息是
榮耀的君王，領他們居萬國之首。
「耶穌是彌賽亞」成了上帝在錫安放置的一塊磐石，以色列
人不信祂，這塊石頭遂成為他們全家的絆腳石，所有以色列人通通要跌得粉碎（賽 8：14），
但是凡信靠祂的外邦人，這塊石頭就成為他們堅固的磐石，使信靠的人有永生（賽 28：16）。
11.2 但以理說 69 個七時猶太人要殺掉基督（但 9：26）。加百列天使長來警告過，如果 69
個七以色列人把受膏君剪除，最後一個七年裡，行毀壞、可憎的獸要毀滅全境（但 9：26、
27）
。但以理老的時候又有另外一位天使長來警告，最後三年半以色列所有勢力要被擊打粉碎，
就是被滅族（但 12：7）
。聖經中有兩套對彌賽亞不同的預言讓以色列民自己做選擇，他們竟
是選擇結果會被滅族的那一套！
上帝廢除與選民立的永約
11.3 再舉個兩套互相矛盾的預言。結 37：15、16 亞畏的話又臨到我說：
「人子啊！你要拿一
根木杖，在上面寫『猶大和那些與他一起的以色列人』
；又拿另一根木杖，在上面寫『以法蓮
的木杖，就是約瑟和與他一起的以色列全家』。「杖」代表國家、權柄、君王，所羅門得罪上
帝，上帝讓以色列分裂成南北兩國，兩個君王、兩根杖。結 37：26、27 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
約，是一個永遠的約；我必堅立他們，使他們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直到
永遠。我的居所必在他們當中；我要做他們的上帝，他們要做我的子民。這裡用了好幾次「永
遠」
，國是永遠的，君王基督是永遠的，上帝跟選民立的約是永遠的。上帝計畫讓兩杖合一，
要永遠牧養他們，多好聽的預言啊。八九十年後先知撒迦利亞卻看到相反的異象。亞 11：7
於是，我牧養這將被宰殺的羊群，就是羊群中最困苦的；我取了兩根杖，一根我稱為「恩寵」
，
另一根稱為「聯合」。這樣我就牧養了羊群。亞 11：10 然後，我拿起我那根稱為「恩寵」的
杖，把它折斷，表示要廢除我與萬民所立的約。亞 11：11 那約就在當日廢除了。怎麼一百年
前上帝說祂跟選民立的約是永遠的約，一百年後撒加利亞卻說上帝已廢除與選民立的永約？
不是說上帝永不反悔嗎？怎麼一下子就翻臉了？上帝的「永遠」有個大前提，一旦觸犯了祂
的底線，莫怪祂翻臉無情，即便是永約，照樣廢棄。把杖折斷就是消滅，末了以色列真的是
要亡國。
殺耶穌的那天約就廢止了
11.4 以色列現在不是復國了嗎？
答：以色列這次復國是要帶來更大的亡國，因為加百列天使長說的「最後一個七」和另外一
位天使長說的「最後三年半」都還沒有應驗。上帝把海外的猶太人召聚回去復國，是要他們
回到先祖殺害基督的地方流血償債。川普把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是準備末後七年大屠殺的號
令，國都遷回耶路撒冷，接著馬上會重建聖殿。
「聖殿重建、火從天降」就進入最後七年，以
色列就要滅族。亞 11：11 說，那約在當日就廢除了，接著 12 節說他們稱了三十塊銀子作我

的工資，13 節說我把銀子丟在聖殿裡給陶匠，這三節影射殺死耶穌那天，以色列就不再是上
帝的子民，因此耶穌才會說他們的父是魔鬼（約 8：44）
。如果以色列還在約裡，上帝是他們
的父，耶穌就不會說他們的父是魔鬼。其實耶穌是在警告他們不可殺祂，殺了祂，先知說的
預言就馬上要應驗！
12. 約 12：42、43 雖然這樣，官長當中也有許多人信了耶穌。但是因為法利賽人的緣故，他
們不敢公開承認，免得被趕出會堂；因為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上帝的榮耀。
解：猶太教徒若觸犯教規會被趕出會堂，失去土地、財產繼承權，嚴重程度等同從生命冊上
除名。當時耶穌說的話有觸動一些人的心，但是他們為自身利益不敢公開承認耶穌。耶穌說
在人的面前不承認我的，將來我在父的面前也不會承認他。
「真信」三要件
13. 如何信才能得救？怎樣檢驗是真信還是假信？
新約信仰要信三件事：（1）相信耶穌基督是從天上獨一的父那裡來的，亦即相信耶穌不是凡
人，祂是道成為肉身。（2）相信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經承擔了我的罪，代替我死了，亦即
相信耶穌基督是我唯一的拯救。（3）耶穌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回到天上去，將來還要再來審
判。履行這三個條件，聖霝就進入我們裡面。有無聖霝重生無法憑感覺，只能用相信，不過
還是可以從兩方面去檢驗是不是真信：（1）公開承認（2）離棄偶像。「悔改」的原意是「轉
向」
，從面對鬼神偶像異教，轉為迎向基督，指的是宗教行為，不是道德行為。離棄偶像並且
願意公開承認信仰就是真信。
14. 約 44–46 44 耶穌大聲說：
「信我的，不單是信我，也是信那差我來的。45 看見我的，就
是看見那差我來的。46 我是光，我到世上來，叫所有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裡。
解：信基督，等於信天父，看見耶穌就是看見父，耶穌暗示祂就是父。信耶穌就出黑暗入光
明——離開黑暗的地獄，進入光明的天堂。人看不見光是因為眼睛被魔鬼刺瞎了，倘若上帝
不讓人的眼睛看見光，人怎能選擇光？信仰是人自由意志的選擇嗎？嚴格說來，得救一事有
上帝的介入，有些人的眼睛被打開，能夠看見光，有些人還是瞎的，不過，接不接受光，是
個人透過自由意志的選擇。
耶穌來傳永生
15. 約 12：47–50 47 人若聽見我的話卻不遵守的，我不審判他，因為我來不是要審判世人，
而是要拯救世人。48 棄絕我又不接受我的話的人，自有審判他的。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定他
的罪；49 因為我沒有憑著自己說話，而是差我來的父給了我命令，要我說甚麼，講甚麼。50
我知道祂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所講的，正是父吩咐我要我講的。」
解：上帝命令耶穌來傳講如何得永生，也就是耶穌來到世間的目的是帶來永生的信息。耶穌
剛出道時依循施洗約翰的腳步傳天國的計畫，要人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當耶穌知道
猶太人要殺祂時就不再講天國，只講永生。如何得永生呢？方法就只有信，信上面說的三件
事：耶穌基督不是凡人，是天父道成肉身來的；耶穌基督代替我的罪上十字架，是我唯一的
拯救。耶穌從死裡復活回到天上，將來還要再來審判世界。簡單地說，「信我就是信父」。耶
穌一直暗示祂就是父，可是約翰怕猶太人攻擊他，不敢明寫。讀者除非先接受「耶穌就是父」，

否則會看不懂約翰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