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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 8 部分：耶稣 

信息 16——饼和生命 

约翰福音第六章 

介绍 

约翰福音比起其他三部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有很多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记录了耶稣七次重要的自我宣言，

告诉人们“他是”谁。每一次宣言耶稣都使用比喻，将自己比作

某样事物。“我是粮”。“我是光。”“我是救赎和生命。”“我是门。”

“我是牧人。”“我是道路。”“我是葡萄树。”通过使用这些比喻，

耶稣藉着人们熟悉的事物告诉他们耶稣是如何提供生命的。 在

约翰福音中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是真正生命的源头和重建者。在这

部福音书中，“生命”一词出现了大概 40 余次。约翰用这个主题

开启自己的福音书记录: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 1：4） 

耶稣作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是所有生命的源头。在他里面有

生命，这是因为他和父有深入的连接。在创世之初，他把生命给

了其他一切活物。所以耶稣所有的比喻都告诉人们他是生命的源

头。既有当下的生命（丰富的生命 10:10），也有永远的生命（永

恒的生命 6:47；11:25；20:31）。 

在约翰福音中，共计约 40 处提到生命，其中 12 处出现在约翰福

音第六章中。也就是“生命的饼”的章节。耶稣告诉人们他就是

给世界带来生命的饼。 

 

背景：约翰福音 6:1-13 

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他传道的生命中共参加了三次逾

越节。所以我们知道他的传道共持续了三年。生命的饼的讨论发

生在加利利，当时耶稣正打算在第二次逾越节前往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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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是在他公开传道的中期发生的事。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喂饱

5000 人（在四部福音中分别都有记载，但只有约翰福音还记录了

在神迹发生之后的讨论）。耶稣仅仅用 5 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相

当多的人（包括妇女孩童大概有超过一万人）。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

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

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

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约翰福音 6：

11-13）。 

 

不光是那么多人都吃饱了，而且门徒还收拾了很多的零碎。他们

知道耶稣能够使用他们去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他们自己的需要耶

稣也会满足。 

  

 

 

 

 

 

 

 

 

 

耶稣从人群中退出：约翰福音 6:14-25 

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人群的反应是意料之中的。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时间来的先知。”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6:14,15）。 

如果你仔细阅读第六章，你就会注意到耶稣在教导众人的时候，也在

教会自己的 12 个门徒重要的功课。他让门徒去喂饱众人。他在此过

程中也给门徒供应所需。他让门徒坐船过海，让门徒自己挑战这个航

程。他从水上走向他们。他等待他们邀请他上船。耶稣教给门徒这么

多的功课。在使用他的门徒完成使命的时候，耶稣也依然顾念他们的

需要和成长。耶稣也一直顾念我们，让我们和他建立更为深刻的关系。

最近耶稣是怎样教导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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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掌权者知道，要让民众又开心又太平，只要给他们提供两样

东西：面包和娱乐。罗马一位诗人曾经批评他那个时代的人，说

他们没有能够参与到罗马更为严肃的事务当中。“人们热切期盼的

就是两样事情——面包和戏场。”所以，罗马从埃及购买谷物，按

照人头每月定量分配给罗马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娱乐活动。 

 

这也就不难理解当耶稣奇迹般的给犹太人喂饱了饼，他们自然认

为他是比罗马统治者更好的“王”。因为统治者按月分粮给人，

而耶稣却可以通过祷告，给人们提供不限量的食物。“来吧，咱

们拥戴他作王吧！”虽然他们这么说，耶稣却马上从人群中退去，

因为他不想作只会提供食物的王。耶稣和门徒离开人群，往加利

利海的另一边，加百儂去了。 

 

 

 

 

 

 

 

 

 

 

第二天，当人们发现他们的“提供粮的王”离开他们时，大家决定

乘船去找他。当他们在加百儂的一处会堂找到耶稣时，就发生了

下面的讨论： 

 

众人看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儂去找耶稣。

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

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

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约翰福音 6:24-26）。 

 

耶稣之后就开始进行“生命的饼”的教导。只有在约翰福音才有

这段叙述，并且它占据了第六章的后半部分。（仔细阅读这一部

分）我们将会特别强调耶稣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六个意思。 

  

我们都会有需要或者愿望。有时我们试图不通过主来得以满足。也

有时，我们会“利用主”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能够真正满足我们最深

需要的是与耶稣连接，他是生命的源头。在后面的一个比喻中，耶

稣把自己比作葡萄树，树向葡萄枝子提供生命（15 章）。耶稣的教

导是说：除了我你们不能成什么事！你和耶稣关系亲近么？你是否

把自己的需要和愿望交给他，相信他会以他的方式，按照他的时间

来满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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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信耶稣，这是神对我们第一位的要求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

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

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

这就是作神的工”（约翰福音 6:27-29）。 

 

就像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一样，他们相信只要行为上做好就能够得

到上帝的赞许。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上帝只需要人们做一件事：

相信他的儿子，耶稣。他本身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相信他，和

他连接，就是现世生命和永恒生命所需要的一切。 

 

人们不喜欢，也不理解耶稣的回答。他们还期待着因饼得饱的神

迹。他们拿出旧约中摩西在旷野中喂饱众人的神迹，想让耶稣也

每天为他们行这样的神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 40 年当中神每天

都赐给他们吗哪（小的饼）。他们说：你也要为我们这样做。你

要做我们的摩西，给我们更多的饼！耶稣马上讲给他们第二个道

理： 

 

 

2.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会饿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

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

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6:32-35） 

 

这就是约翰福音中的第一个“我是”。“我是生命的粮”。耶稣指

着自己说：天父让我下来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 

 

人们开始觉得耶稣难于理解，因为他没有给人群更多的粮。他们

没有得到想要的，于是开始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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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

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约翰福音 6:41,42）？ 

 

人们愿意相信耶稣是一位世上父母所生的先知、行神迹的人、或

者供粮的王，而且他们认识耶稣的父母。但是他们无法接受耶稣

是神的儿子，世界的救主，和生命的源头。所以耶稣又表达了第

三个意思： 

 

3. 天父要开启你们的耳朵，让你们知道我是谁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

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6:43-45）。 

 

这是一群顽固的人。他们受到神迹的吸引，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受

耶稣的吸引。神迹是要让人们认识到耶稣的身份。他们只是想要

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更多的医治他们，更多的粮。但是他

们并不是真的亲近耶稣，神的儿子。耶稣说：”我父要让你们注意，

他要启发你们能够理解我。 

 

 

 

 

 

 

 

 

 

 

 

 

  

在圣经中有很多实例表现了人类的责任（人们做出选择）和神的主权

（神拣选人）这两者间的相互作用。神学家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试

图弄清楚这等式的两边（人的一边和神的一边）是如何同时实现的。

最终，我们必须承认除非到了永恒到来的时候，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弄

清这其中的奥秘。圣经的经文中不断地提到人的选择的重要性。所以

我们既要知道并接受神是具有主权的，也要知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神一直不断地呼唤人回到他那里，找到真正的生命。耶稣是所有人的

拯救；我们也要效法他。让神做工。同时，我们也要成为忠诚的仆人，

吸引人们来认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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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耶稣对自己的讲述让人们感到更为震惊。记住，饼的神迹

只是将耶稣指示给人看，而不是让他去提供更多的粮。所以耶稣

聚焦于讨论他到底是谁就不令人吃惊了。耶稣表述的第四个意思

非常直接（也让人们非常震惊）： 

 

4. 我是唯一一个见到过天父的人。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6：

46）。 

 

耶稣转而强调他和天父的特殊关系。他想让人们知道他不仅仅只

是一个先知、行神迹的人，或仅是一位教师。他和天父之间是父

与子的关系，这也是约翰福音一直所表现的主题（特别是第五章）。

只有圣子能够将父向人类启示。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

翰福音 1:18）。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要让众人知道他到底是谁。他是唯一看

到过父的独生子。他是唯一一位能够将父向这个世界表明出来的。

父差遣他来到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活的“生命的粮”。他是真

生命唯一的源头。饼的神迹就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耶稣是父所差

遣来的。但是人们却只希望耶稣成为为他们供应饼的王。 

 

耶稣回到了饼的主题，并且提到第五个意思（也是他要求人们能

够克服成见，努力理解的部分）。 

 

5. 我的肉是粮，是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

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

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

的”(6:47-51)。 

 

这一段对话对于众人来说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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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上去好像耶稣是在说让犹太人厌恶的食人族。其实耶稣用的是

隐喻；但是众人一直希望从耶稣那里得到真正的粮，所以他们以

为耶稣也是真的在说自己的肉。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6：52）。 

 

6. 你们若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

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

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

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吗哪还是死了。

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儂会堂里教训人说的（6：53-59）。 

 

这是耶稣第一次提到，为要让我们获得永恒的生命，他将要显出

他的身体和血（生命）。这段话是最后一次圣餐的预表，其中有

两个比喻。这之后耶稣就在最后一次晚餐中将饼和葡萄汁分给门

徒，并且说它们是他的”身体”和“血”，“这样做是纪念我”。 

 

 

 

 

 

 

 

 

  

除非分享耶稣（相信他，“吃”他的身体“喝”他的血——接受他为

我们的罪所付的代价），否则就没有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的使命

非常重要——教会为要把人们带回到耶稣那里。“人子来，为要寻找

并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 19：10）。排在你生命中前三位的是谁？

你为谁在祷告？你会邀请谁来和你一起品尝生命的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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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命的饼的总结：6:60-69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

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

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约翰福音 6:60,66-69） 

 

这个时候，很多耶稣的门徒离开他。那 12 位使徒虽然也不太明

白，但是他们却留了下来。这时候，他们谁也不能理解耶稣要为

世界的罪，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没有人能全然理解他为什么把自

己比成粮。但是他们仍然选择留下来，即便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理

解耶稣的训导。 

 

 

 

 

 

 

 

 

 

 

问题讨论 

1. 这段关于生命和饼的教训对你来说最难理解和接受的部分是

哪里？ 

 

2. 为了从耶稣以外找到“生命”（生命的实现和满足）你做过什

么样的努力？你是否果真为此感到满足呢？ 

 

 

3. 在你的经历中，你如何发现耶稣是“生命的粮”（他是真正能

够满足生命的来源）？ 

 

4. 在当下，是否有什么经历让你还不能完全理解神的意图？即

使如此，你是否仍情愿留在神的里面，不离开他呢？ 

这就是耶稣真门徒的标记：即使不全理解，仍然留下来。这就是所说

的 “按神的奥秘和道路行”。哪怕在你生命的某些时候你不完全理解神

的旨意，你仍然相信他，对他有信念。也许你正在经历一些自己无法

理解的事。或许你会认为神不再眷顾你；或者以为他没有听你的祷告。

想想彼得的话，当耶稣问他是否彼得会离开自己的时候，彼得说：‘主
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
你是神的圣者’（约翰福音 6:6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