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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約翰福音 

10:1-11 
(P. 1633) 



 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人進羊圈，
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
是賊，就是強盜。 2 從門進去的，才是
羊的牧人。 3 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
聽他的聲音。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
羊領出來。 4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
前頭走，羊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
音。 5 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
聲音，必要逃跑。」 6 耶穌將這比喻告
訴他們，但他們不明白所說的是什麼意
思。 



 7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
在地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 8 凡在
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不聽
他們。 9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
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 10 盜賊來，
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
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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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生命” 
 

(約翰福音 10:10) 
 

周修強傳道 



神的生命 
    約翰福音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

壞；我來了，是要叫羊 (或作“人”)
得生命，并且得的更豐盛。 



神的生命 
1. 永恆的生命 
    雅各書 4:14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
道。你們的生命是什么呢?你們原來是一
片云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雅各書 1:10,11 富足的降卑，也該如此，
因為他必要過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樣； 
太陽出來，熱風刮起，草就枯干，花也
凋謝，美容就消沒了；那富足的人，在
他所行的事上也要這樣衰殘。 

2. 喜樂的生命 
 



神的生命 
3.  聖潔的生命 
    太 7:13,14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
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
的人也少。 

    約 1: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卻不接受光。 
    提後 3: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或作“凡
神所默示的聖經”)，于教訓、督責、使人
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4. 有感染性的生命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42 
"O To Be Like Thee"  

“主, 我願像你” 

(1, 3, 5) 



主我願像你, 榮耀的救主,  
這是我盼望, 是我禱告 

我甘願捨棄, 世上的財寶,  
披戴主基督, 守主聖道 

O to be like Thee! Blessed Redeemer, 
This is my constant longing and prayer; 
Gladly I'll forfeit all of earth's treasures, 

Jesus, Thy perfect likeness to wear. 



主 我願像你, 主 我願像你,  
榮耀的救主,  潔凈像你 
有主的甘甜, 有主的豐盛,  
願主的聖形, 深印我心 

O to be like Thee! O to be like Thee,  
Blessed Redeemer, pure as Thou art! 

Come in Thy sweetness, come in thy fullness; 
Stamp Thine own image deep on my heart. 

 



主我願像你, 那樣的忍耐,  
聖潔的謙卑, 於人無傷 

溫和的接受, 凶惡與苦害,  
寧可救別人, 自己死亡 

O to be like Thee! Lowly in spirit,  
Holy and harmless, patient and brave; 

Meekly enduring cruel reproaches, 
Willing to suffer others to save 

 



主 我願像你, 主 我願像你,  
榮耀的救主,  潔凈像你 
有主的甘甜, 有主的豐盛,  
願主的聖形, 深印我心 

O to be like Thee! O to be like Thee,  
Blessed Redeemer, pure as Thou art! 

Come in Thy sweetness, come in thy fullness; 
Stamp Thine own image deep on my heart. 

 



主我願像你, 聽我的祈求, 
傾下你的愛, 充滿我心 

使我作聖殿, 配給主居住, 
使我的生命, 與你相印 

O to be like Thee! While I am pleading, 
Pour out Thy sprit, fill with Thy love; 

Make me a temple deemed to receive You: 
Fit me for life and heaven above 



主 我願像你, 主 我願像你,  
榮耀的救主,  潔凈像你 
有主的甘甜, 有主的豐盛,  
願主的聖形, 深印我心 

O to be like Thee! O to be like Thee,  
Blessed Redeemer, pure as Thou art! 

Come in Thy sweetness, come in thy fullness; 
Stamp Thine own image deep on my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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