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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渴望自由

哪裡才能得著

真正的自由呢？



• 成為跟我們一樣的人

• 住在我們當中

• 經歷我們所經歷的一切



約翰福音第八章

• 以恩典回應律法— 11

• 以光反擊黑暗— 12-20

• 以生命對峙死亡— 21-30

• 以榮耀勝過不尊敬— 48-59

• 以自由步涉奴役 — 31-47



約翰福音 8:31-37
31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

的門徒；

32a 你們必曉得真理

32b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33a 他們回答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33b 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你怎麼說你們必得
以自由呢？

34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
罪的就是罪的 奴僕。

35 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裡；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裡。

37a 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你們卻想要殺我，

36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37b 因為你們心裡容不下我的道。



你的生命

為神留有最大的空間

什麼是真自由？



為神留有最大的空間

• 讓自己成為聽從遵行的過客

• 讓耶穌成為時間空間的主人



為神留有最大的空間

• 讓自己成為聽從遵行的過客



約翰福音 8:31-32
31 耶穌對 信他 的猶太人說：你們 若 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
我的門徒；

32a 你們必曉得真理

32b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 罪惡的奴僕 (8:34)

• 對耶穌說的話漠不關心 (8:37)

• 魔鬼的女兒 (8:44)

• 說謊的人 (8:55)

不信的人



約翰福音 8:31-32
31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 常常遵守 我的道，就真是
我的門徒；

32a 你們必曉得真理

32b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相信  遵守  自由

居住、停留



約翰福音 8:31-32
31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
的門徒；

32a 你們必曉得 真理

32b 真理 必叫你們 得以自由。

• 律法指向耶穌（5:39／5:46）

• 祂自己就是真理（14:6）

• 祂滿有恩典與真理（1:14）

耶穌基督



自由日





光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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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金萬燮記者彼得



耶穌基督是真自由的源頭

路 4:18-19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

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

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為神留有最大的空間

• 讓自己成為聽從遵行的過客



為神留有最大的空間
• 讓耶穌成為時間空間的主人



約翰福音 8:33-37
31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
的門徒；

32a 你們必曉得真理

32b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33a 他們回答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33b 從來沒有作過誰的 奴僕。你怎麼說你們必得
以自由呢？

34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
罪的就是 罪的奴僕。

35 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裡；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裡。

37a 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你們卻想要殺我，

36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37b 因為你們心裡容不下我的道。

奴僕自由



罪的奴僕

• 羅 6:12-13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

身上作王…… 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

罪 ……

• 羅 6:17 ……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僕 ……

• 約一 3:4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 …

• 約一 3:8-9 犯罪的是屬魔鬼，…… 凡從神

生的，就不犯罪 ……



約翰福音 8:33-37
31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
的門徒；

32a 你們必曉得真理

32b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33a 他們回答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33b 從來沒有作過誰的 奴僕。你怎麼說你們必得
以自由呢？

34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
罪的就是 罪的奴僕。

35 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裡；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裡。

37a 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你們卻想要殺我，

36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37b 因為你們心裡容不下我的道。

奴僕自由



所行：出於  聽從父

8:38 我所說的是在我父那裡看見的；你們所行
的是在你們的父那裡聽見的。

8:39a 他們說：我們的父就是亞伯拉罕。

8:39b 耶穌說：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兒子，
就必行亞伯拉罕所行的事。

8:40a 我將在神那裡所聽見的真理告訴了
你們，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

8:40b 這不是亞伯拉罕所行的事。



所行：證明  誰是父
8:41a 你們是行你們父所行的事。

8:41b他們說：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我們只有一
位父，就是神。

8:42 耶穌說：倘若神是你們的父，你們就必愛我；

因為我本是出於神，也是從神而來，並不是由著
自己來，乃是他差我來。

8:43 你們為甚麼不明白我的話呢？無非是因你們
不能聽我的道。

8: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
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裡沒有
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
說謊之人的父。



出於神的

31-32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 常常遵守 我的

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

得以自由。

36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37b 因為你們心裡 容不下 我的道。

8:45-47 我將真理告訴你們，你們就因此不信我。你們
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我既然將真理告訴你
們，為甚麼不信我呢？出於神的，必聽神的話；
你們不聽，因為你們不是出於神。



阿米爾罕





三個傻瓜











道路．真理．生命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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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
• 羅 5:21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
也藉著義作王，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永生。

• 羅 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
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 約一 5:20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
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
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裡面，就是
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裡面。這是真神，也是
永生。



神看到空手才賜恩。

一個人大包小包的，

怎麼還有手接受禮物呢？

奧古斯丁



永遠自由的居所

• 約 6:68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阿，

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

• 約 8:51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見死。



唯有基督

• 加 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

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

被奴僕的軛挾制。



為神留有最大的空間
• 讓耶穌成為時間空間的主人



自由的居所

福音所應許／真理所經歷

在基督裡



為神留有最大的空間

• 讓自己成為聽從遵行的過客

• 讓耶穌成為時間空間的主人

自由的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