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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花節 Decoration Day
• Origin – 5/1/1865, 南卡查理斯頓 Charleston, SC

• To honor 257 dead Union Soldiers who had been 
buried in a mass grave

• 1918 年November 11，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 設立五月底為國殤節Memorial Day

• 十一月十一日1919開始退役軍人節 Veterans Day

• 所有人都擺上一些，但一些人擺上所有！

All gave some – Some gav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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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interest.com/pin/420171840207827271/

https://joydunlap.com/memorial-day-is-more/

https://www.pinterest.com/pin/420171840207827271/
https://joydunlap.com/memorial-day-is-more/


羅5:7-8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
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
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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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80-90 AD

•符類福音 ~ 60 AD

•路21:20-21  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場的日
子近了。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裡的應當出來；
在鄉下的不要進城

•提多將軍攻破耶路撒冷城 70 AD

• Dr. Andreas Köstenberger, 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授

佈道家約翰沒有為聖殿被毀哀傷，因為神沒有退縮仍然在，
耶穌已取代了聖殿，而且帶來的遠超過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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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七個神蹟

•迦拿的婚宴 -耶穌不受物質的限制
• 耶穌可以讓人的生命變為更豐盛！

• 為迦百農大臣的兒子治病
• 耶穌超越了地理環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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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士大的癱子
• Bethesda Bay-hesed 慈愛之家

• 創1: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 耶穌掌管生命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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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urchofjesuschrist.org/media/image/bible-pictures-pool-of-bethesda-67c452f?lang=eng

https://www.churchofjesuschrist.org/media/image/bible-pictures-pool-of-bethesda-67c452f?lang=eng


五餅二魚

• Mar 6:38 耶穌說：你們有多少餅，可以去看看。他
們知道了，就說：五個餅，兩條魚。

• Luk 9:16 耶穌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
擘開，遞給門徒，擺在眾人面前。

• Joh 6:9 在這裡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
魚，只是分給這許多人還算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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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s.aleteia.org/wp-content/uploads/sites/7/2018/08/web-barley-bread-ezekiel-bread-what-
jesus-ate-lucyin-cc-by-sa-4-0.jpg?quality=100&strip=all

Barley bread



• 2Ki 4:42-44  有一個人從巴力沙利沙來，帶著初熟大麥做的餅二
十個，並新穗子，裝在口袋裡送給神人以利沙。神人說：把這
些給眾人吃。僕人說：這一點豈可擺給一百人吃呢？以利沙說：
你只管給眾人吃罷！因為耶和華如此說，眾人必吃了，還剩下。
僕人就擺在眾人面前，他們吃了，果然還剩下，正如耶和華所
說的。

• Joh 6:14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這真是那要
到世間來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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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行走

• 耶穌在加利利海面上行走

• Job 9:8他獨自鋪張蒼天，步行在海浪之上。

• Hab 3:15 你乘馬踐踏紅海，就是踐踏洶湧的大水。

• Mat 14:28-29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
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耶穌說：
你來罷。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
走，要到耶穌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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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世界的光

•住棚節

•晚上要在聖殿外面的女院，點燃四個巨型的金燈檯來照亮聖殿

•申 1:33 他在路上，在你們前面行，為你們找安營的地方；夜間
在火柱裡，日間在雲柱裡，指示你們所當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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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richuntsman.com/Education%20Week%202018/2%20-
%20The%20Symbolism%20of%20the%20Seven%20Miraculous%20Signs%20in%20John.pdf

• Joh 8: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
生命的光。

• Joh 9:32-33 從創世以來，未曾聽見有人
把生來是瞎子的眼睛開了。這人若不是從
神來的，甚麼也不能做。



拉撒路死裡復活
• Joh 11:25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
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
必復活，

• Joh 11:26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
死。你信這話麼？

• Joh 11:45 那些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見
了耶穌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 Joh 12:10 但祭司長商議連拉撒路也要
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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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atchingforthemorning.wordpress.com/2014/04/01/



七個我是

• Exo 3:14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
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

• Exo 3:14  And God said unto Moses, I AM THAT I AM: and he said, 
Thus shalt thou say unt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I AM hath sent me 
unto you. 

• Joh 6:35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
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摩8:11 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人飢餓
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12



生命的光

• Joh 8: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
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生命的光是來照亮生命中的盲點
• 自我的驕傲

• 家庭裡的不合

• 與同事的衝突…

•跟從耶穌是把與神的關係擺對了，並願意遵行主道，祂才能來幫
助和解我們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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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 10: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
我，

• Joh 10:15 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
羊捨命。

• Joh 10:30 我與父原為一。

• Joh 10:38 …父在我裡面，我也在父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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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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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oh 10:28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
裡把他們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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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馬太、馬可與路加作者選擇只記載最大的神蹟，就是耶穌從死裡
復活！只有約翰選擇先報導拉撒路復活，來強調不但主耶穌已經
復活，所有信徒都要復活；

•一般我們不太喜歡談神蹟，因為按現代科學無法解釋，奧秘的事
是屬乎耶和華的，雖不能解釋，但不代表沒有發生，事實上科學
只了解宇宙的4%，還有太多尚未了解；

•約翰福音用七個神蹟，藉耶穌所做的事，來証明耶穌是神的兒子，
也是神，有神的憐憫與大能；

•七個我是每一個我是都帶著生命，“我是”是耶穌神性的彰顯，
連係到我們的生活與生命；永生是認識主耶穌就已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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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耶穌基督就是永生 John 17:3

•約翰福音記載的七個神蹟是什麼？如何看出約翰所選擇的神蹟是
要世人知道耶穌是神及信耶穌有永生？

•約翰福音記載的七個“我是”是什麼？每一個我是都指向同一個詞，
這詞是什麼？

•生命的光是來照亮生命中的盲點，我自己的生命中還有盲點可以
改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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