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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 

 约翰福音20：30-31“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

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他的名得

生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要我们相信，因此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在约翰福音中，“相信”和“生命”这两个名词出现了94次。相信什么呢？他要读

者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神所拣选的，他成就了旧约中一切的献

祭，预言及教导。得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相信是主要的目的，那得生命就是他最终的

目的。这生命是永恒的，这生命是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的，这生命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生

命，这生命是愿意与他同背十字架的生命，这生命是充满盼望与喜乐的生命，这生命是只

有经过耶稣基督才能得着的生命(约 14:6)。 

约翰分段： 序言在：约翰福音1：1-18 

第一段：约翰福音1：19-12：50 ─ 耶稣向世界启示祂自己 

第二段：约翰福音13：1-17：2   ─ 耶稣向门徒启示祂自己 

第三段：约翰福音18:1~20:31    ─ 耶稣被钉十字架及复活 

结论在：约翰福音21：1-25 

 

每段经文都让我们看到三件事情的发生： 

A:耶稣的启示  B:不信者对祂的憎恨加增  C:信徒们的信心增加 

 

第一段：序言约翰福音1：1-18 

A.  耶稣的启示－约翰福音1：1-5 

耶稣基督就是道，耶稣基督就是神，创世以前就存在，祂把光与生命带到祂自己的

地方来。(约翰福音1：11) 

B.  大多数人对祂的拒绝－约翰福音1：9-11 

虽然祂创造了世界，但世人不认识祂也不接待祂。 

C.  少数人的信心：约翰福音1：12-18 

    当个人决定接待时，祂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祂家中的一份子。 

第二段：耶稣向全世界启示祂自己－约翰福音1：19-12：50 

Ａ.耶稣早期的启示 － 约翰福音1：19 - 4：54  

a. 耶稣的启示 

 1.施洗约翰为耶稣作见证，称祂为神的羔羊。 (约翰福音1：19-37)  

 2.祂的怜悯与大能使祂愿意在婚宴中缺酒的时候，来帮助这对新人，衪将水变成

酒。  

   衪以这第一次的神迹(指标)来坚固初信的门徒 (约翰福音2：1-11)                

 3.当祂洁净圣殿时，显示出祂的权柄。(约翰福音2:12-22) 

        4.向法利赛人的高官尼哥底母宣告祂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3) 

5.向离婚多次，生活在不道德的情况下的撒玛利亚妇人宣告，祂是活水的泉源以    

及祂     就是弥赛亚。(约翰福音4：14，26) 

   6.祂医治了相信祂是神的外邦大臣的儿子。(约翰福音4：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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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不信者对祂的拒绝 

 在第二章中，由于祂洁净圣殿，并利用圣殿被毁，三日后，会重建起来，来比喻 

 祂自己的身体会被害，但死后三天会复活，引起法利赛人中怀疑祂的权柄，并且担

  心祂会比施洗约翰更有影响力。(约翰福音4：13)  

     c.少数人相信的回应 

        1.当约翰及安得烈听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所作的见证时，他们立即相信祂，并

且  愿意放下一切跟随祂，在他们之后，彼得、腓力及拿但业因耶稣回答了他们

心中  的疑问而相信了祂(约翰福音1:43-51)。这些门徒在看到了耶稣使水变酒的

神迹  后，他们的信心发了芽(约翰福音2：11)，耶稣洁净圣殿是成就先知的预

言，使  门徒们的信心增强(约翰福音2:18-22)。 

   2.尼哥底母的心中有了信心的种子，一直到了约翰福音7：50-52，他才表现出

来。  

        3.撒玛利亚妇人不但相信，并且立即把福音告诉同城里的人，使他们也相信(约

翰福音  4：28-30；39-42)。 

   4.有一个外邦大臣只因为听到耶稣在加利利使水变酒的神迹，就相信耶稣基督的

话能  医治他得了重病的儿子。 

 

  生活应用 

 如果约翰福音的记载是你第一次知道耶稣基督是神，你愿意相信吗？  

 你愿意下功夫继续仔细来读约翰福音，并且求圣灵亲自来教导你吗？ 

 你是否像法利赛人一样，为了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而顽固的拒绝

祂？ 
 

B. 耶稣更进一步的启示 － 5：1-12：50 

a.  耶稣以七个步骤来启示祂自己 

1.第五章：耶稣选择在耶路撒冷有许多人来过节的时候，行了医治患病三十八年的 

   瘫子，祂是要清楚显示祂与神平等(约翰福音 5:18)。祂也宣告自己有能力赐永

生 

   给相信祂的人(约翰福音 5:21，40)，祂有审判的权柄(约翰福音 5：27 )，使行

善 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2.第六章：耶稣借着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来预表祂自己是生命的粮，祂死

在十字架上，相信祂的人得生命(约翰福音 6:51)，祂又宣告只有愿吃祂的肉，

喝祂的血 的，才有永生在他们里面 (约翰福音 6：53-58)。 

3.第七章：耶稣在住棚节时，宣告自己是活水，又说信祂的人，有活水的江河从腹

中 流出来，又解释说，这活水是指圣灵而言(约翰福音 7：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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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八章及第九章：耶稣宣称祂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 8：12)，相信祂，就不再行

走在 黑暗中，不相信祂，就死在罪中(约翰福音 8：24)，祂并且以医治生

下来就瞎眼的 病人来指出法利赛人的心眼是瞎的(约翰福音 9:39-40)               

5.第十章：当被医治的瞎子，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而被赶出会堂以后，耶稣宣称自

己 是好牧羊人，属于祂的羊，能认出好牧人的声音，并且跟随祂。耶稣以一个

好牧人的表现，来表示祂愿意为祂的羊舍命(在十字架上成就)，并且会复活(约

翰福音 10：15-17)，最后祂应许说祂会赐永生给每一只属于祂的羊，并且没有

人能从祂 的手中将祂的羊夺去(约翰福音 10：28-30)。 

6.第十一章：在所行的神迹(指标)的最高潮是祂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显示出祂是

使   

    人复活，赐给生命的主。约翰福音 11：25-26 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

命也 

    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

这 

    话么？” 

7.第十二章：这一章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前最后一次向世界彰显祂的身份，祂骑 

   着驴以君王的样式进入耶路撒冷。祂并以一粒麦子死在地里就会结出更多的子

粒 来比喻衪的死能使多人得生命。从此以后，耶稣不再出现在公共场合，祂开

始更 

   深入的向使徒们启示。(约翰福音 13-17) 

b.拒绝祂的人增加 

 由于耶稣显示祂的身份，愈来愈明显，选择拒绝祂的人，开始的时候只表示了怀疑的

 心，但在耶稣的身份更加明显时，他们的反对就变成敌对，以至于要杀害祂。(约

翰福 音 5：18)这强烈的反对可以从八个步骤显示出来。 

   1.第五章：由于祂在安息日治了病了 38年的瘫子，犹太人愈发想要杀祂。 

  (约翰福音 5:18) 

2.第六章：虽然耶稣喂饱了五千人，但当祂说信祂的人必须吃祂的肉，喝祂的血时，

 许多人离开祂，甚至门徒都因不懂而决定离开祂。(约翰福音 6:53-56，60，

66) 

3.第七章：当耶稣在殿中教训人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祂。 

  (约翰福音 7：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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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八章：反对、憎恨耶稣的心到达到一个程度，他们要以石头打死祂。 

 (约翰福音 8：58-59) 

5.第九章：拒绝耶稣的人，反对祂到一个地步，连相信祂的人也遭害，被医治的

瞎  子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而被赶出会堂。 

6.第十章：反对耶稣的人再一次要用石头打祂，因为祂自称为神，(约翰福音

10:30 ) 耶稣再一次逃出他们手中(约翰福音 10:39) 。 

7.第十一章：由于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有很多人信祂，(约翰福音 11：

45)但  法利赛人为怕失去自己的地位与资产(约翰福音 11:48)，就商议要杀

耶稣。 

(约翰福音 11:50) 

8.第十二章：由于人们爱惜从人得的荣耀过于爱从神来的荣耀(约翰福音 12：

43)，而 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如此的罪将要受到审判，就好像在旧约中所预言

的一样。 

(约翰福音 12:37-41) 

c.  少数人因为耶稣进一步的启示而信心加增 

   虽然在第五章到十二章看到耶稣所受到的拒绝、反对、憎恨，甚至要石头打死祂。 

   相反的，却有人因此看到祂的神性，了解祂的教导，信心也因此增加，其中包括

了九   点： 

1.第五章：那无助，孤独，又病了三十八年的瘫子被医治后，公开的承认那医治

他的是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 5：15) 

2.第六章：由于门徒的信心，愿意顺服耶稣的指示去喂饱五千人。 但是也有许

多人因为不了解耶稣所说的话而离去。耶稣问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彼得满有信心的回答说：“主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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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七章：有些人因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相信了，(约翰福音 7:31)甚至尼哥

底母在公会中也愿意大胆的为主说话。(约翰福音 7:51) 

4.第八章：许多人因为听了耶稣解释祂与父神的关系就相信了祂的身份。(约翰

福音 8: 30)耶稣告诉他们，如此的信心，必须在祂的话语中更加的坚固。 

5.第九章：这没有受过教育的瞎子，竟仍大胆的与受过教育的法利赛人争论耶稣

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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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十章：当耶稣逃出了想要用石头打死的人手中，到了约旦河外去，有许多人

因                                                       

施洗约翰的教导就相信祂(约翰福音 10：42)。 

7.第十一章：虽然门徒们半信半疑，但仍然愿意跟随耶，甚至与祂一同去死。 

 (约翰福音 11：16)   

8.第十一章：许多犹太人因为拉撒路的复活就相信了耶稣。 

 (约翰福音 11：45,12：11) 

9.第十二章：虽然很多人相信耶稣，但是都在私下的接受，而马利亚却是公开的

将                                                         

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表现出她对耶稣的基督的

信心 

与爱心。 

C.生活的应用： 

1.  从你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你的信心是否增加？ 

2.  你是否相信耶稣与神同等？ 

3.  你是否借着吃“生命的粮”(约翰福音6:63)被圣灵所激励，而愿

意被耶稣的宝血来洗尽你的罪，得到新的生命？ 

4.  你是否因为相信神的应许及顺服圣灵的感动,而有活水的江河从你

的生命中流露出来(约翰福音7:37-39)。 

5.  耶稣使你在哪些罪中得自由？(约翰福音8:36) 你是否知道如果我

们拒绝衪，我们就会死在罪中？(约翰福音8:24) 

6.  你如何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示你的信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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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耶稣向门徒们的启示 － 约翰福音 13-17 

A. 耶稣的启示并增加门徒们的信心 

1.第十三章：耶稣为门徒洗脚，以最卑微的方式来教导门徒应该如何相处。虽然多次

想挽回犹大的心，但是看到犹大刚硬的心，于是提醒犹大去作他想要出卖耶稣基

督的事，而使犹大离开他们。 

2.第十四章到十六章：借着一连串的交谈，耶稣预备他们的心来面对祂的离去及他们

未来的事工，并且告诉他们有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要来引导他们，鼓励及安慰

他们。 

 (约翰福音 13：31-16：33) 

3.第十七章：祂为神将门徒赐给祂而感谢神，相信父神必定保守门徒们的信心，一直

等到他们能合而为一。(约翰福音 17:24-26) 

B.  地狱之子的不信 

如果门徒的信心达到最高点，那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心也钢硬到最高点。他选择离

开耶稣进 

入黑暗。 

第四段：耶稣被钉十字架及复活 － 约翰福音 18-20 

 A. 耶稣被钉十字架： 

没有任何一个启示能比得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更能表现出祂来世上的目的。祂所

受的  

羞辱，使祂的荣耀得到完全的彰显。(约翰福音 18：6，36-37) 祂是救赎主，祂说

〝成了〞  

表示祂救赎工作已完成了。在祂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中，那一小群满有信心的信徒也一

直跟 

随祂。(约翰福音 19:25-27) 这段经文也显示出，不信的群众与领袖达到黑暗的深处， 

他们要谋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B.  耶稣的复活： 

当门徒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而信心完全破碎时，耶稣的复活，向门徒显现，使他们的信

心 

得以完全，甚至心中怀疑的多马最后也以最神圣的称呼来叫耶稣“我的主，我的神” 。

(约翰福音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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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约翰写这书的目的 － 约翰福音 20：30-31 

 彰显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呼召人们要相信，因此得生命。 

第五段：结语约翰福音 21:1~25 

本书的结语不再提到增加信心，却注重在〝跟随〞。在二十一章中耶稣借着这些门徒原

来捕鱼为业的经验来告诉他们将会有属灵的成果，使他们得人如得鱼(约翰福音

21:1-4 )。耶稣再一次肯定彼得为牧羊人之首的地位，并且预备他的心来承担这〝喂

养〞群羊的工作。 

 

结论: 

A. 约翰福音一直在显示耶稣的工作及祂与门徒之间亲密的关系，以及祂与父 神之间的

合 一。 这帮助我们在遇见试验时不会跌倒。而且这试验是无法避免的。 ( 比较约

翰福音 16:1 与帖撒罗尼迦前书 3:3 及彼得前书 2:21 ) 

 

 最后我们要接受一个挑战，就是将对神的信心转变成为生命的义意。这是唯一使我

们 得着更丰盛的生命的方法。我们的责任是要作一个理性的选择，有意识的

去生活在光 中，(约翰福音 3:19 )。并且靠 神而行(约翰福音 3:21)你愿意作这

样的选择吗? 

 

B.  生活应用 

1. 首先让我们决定有恒心的每天按进度读 神的话语，将时间分别为圣

献 给 祂 。 让 我们 在 知 识 上 增加 对  神 的 认 识  ( 约 翰 福 音

14:21,23,24 ) 。 

2. 其次，相信耶稣基督是要使我们借着对祂的认识而有新的生命，成

为亮光。相信祂会使我们了解经文的意义。求祂改变我们的生活态

度及我们的价值观。不要因为暂时读不懂经文上的意义而迟疑不前，

要注重把读懂的经文应用到每日的生活中。耶稣说祂会使我们一点

一点的明白( 约翰福音 1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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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一课。請在下次聚會以前先讀, 先思考, 讓聖靈幫助, 不須用解經書   

第一天 请读约翰福音综览的重点摘要 

1.  那些信息留给你深刻的印象﹖ 

 

 

请读约翰福音 1:1-18；创世记 1:1；歌罗西书 1:15-17；希伯来书 1:2-3 

2.  约翰福音 1：1-18中，有两个主要人物，即基督与施洗约翰。在细读有关“道”的经

文以前，请把两处有关施洗约翰的经文以括号括起来。 

 

 

3 . 尝试将约翰福音 1：1-18  (a) 分成三段；(b)选出你特别喜欢的经文 

(1)第一段：指明基督与父神的关系、与创造的关系、与属灵生命和光的关系 

      (a) 约 翰 福 音 1 ： ___-___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第二段：指明基督道成肉身并被世界所拒 

        (a) 约 翰 福 音 1 ： ___-___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第三段：指明凭着信心接受基督的人所得的恩惠 

        (a) 约 翰 福 音 1 ： ___-___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说明以下这些经文与约翰福音 1：1-5 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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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创世记 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歌罗西书 1:15~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希伯来书 1:2~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根据约翰福音 1：1-2，举出三个有关“道”的特性。（约翰用“道”来替代基督成

为肉  

     身之前的称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 

6.  (a)试比较约翰福音 1：3 与歌罗西书 1：16，“万有是藉基督造的”的原因是什么？ 

 

 

    (b)这与人类如何才能真正得到满足有什么关系？ 

 

 

7.  比较约翰福音 3:19-21； 8:12；12:35, 46； 约翰一书 1:5-6 与约翰福音 1:4-5。

请解释约翰福音 1:4-5中“光”与“暗”的意思 

 

 

第二天：读约翰福音 1:9-18 及以弗所书 2：1-10 

8. (a)哪些人是约翰所说的“自己的人倒不接待祂”(11 节）(参考申命记 7:6； 路加福

音 19： 

  14 ； 约翰福音 4：22；19：15； 罗马书 3：1-2；9：4-5) 

 

 

   (b) 拥有全备圣经的现代人为何以同样的方式拒绝耶稣基督呢？ 

9. 第 12节里，什么行动是成为“神的儿女”所必需的？指出约翰所用的动词，這对你有

何特别的意义？（参考约翰一书 5：12及启示录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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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解释约翰福音 1：13中的名词（参约翰福音 3：3-8；以弗所书 2：1-10） 

    (a)“生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不是从血气生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不是从情欲生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不是从人意生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是从神生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约翰福音 1:14中，何词表明耶稣是上帝独一的儿子，暗示祂的神性是独一的，以及祂

与被造的人类是不同的？ 

 

 

第三天：读约翰福音 1:6-8 及 15-18 

12.(a)说明施洗约翰一生的工作 

 

 

   (b)他的目标 

 

 

13.(a)你觉得这也是你一生的工作和目标吗？ 

 

 

   (b)你认为上帝对你有相同的期望吗？ 

 

 

14.约翰福音 1：16-18是约翰见证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以下的经文对你有什么意义？ 

   (a)“祂丰满的恩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恩上加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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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施洗约翰向他的跟随者论到基督的恩典，你是否有同样的经验？ 

 

 

15.解释约翰福音 1：17的经文 

(a)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约翰福音 1:18中，何词表明了耶稣与天父之间的亲密和深挚的关系，是在耶稣道成 

肉身之前就存在？ 

 

第四天：读约翰福音 1：19-42及路加福音 3：3-17 

17.施洗约翰在连续三天里向三群不同阶级的人做见证，请指出经文来 

 (a)从耶路撒冷差来的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施洗约翰周围的百姓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施洗约翰的门徒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请举出从耶路撒冷差来的人向施洗约翰所问的五个问题，并所获得的答案 

 (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a)请使用串珠圣经或者其他参考数据，试着从旧约中找出与前三个问题有关的经文 

 

 

   (b)找出以赛亚书中的经文是施洗约翰所引用的(第 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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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施洗约翰宣称自己只是一个“声音(voice)”，对今日为主见证的我们有何启发性的

功课？ 

 

21. (a) 施洗约翰用水施洗与今天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施洗有何不同(利用约翰福音 1：29-

34中的经文来回答)？ 

 

 

    (b)从以下的经文中，思想耶稣为信祂的人所施的洗礼的意义 

 (1)约翰福音 7:38-3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哥林多前书 12: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使徒行传 2:3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天：读约翰福音 1：35-42 

 22.  (a)施洗约翰的两位门徒采取了什么行动，表明他们相信他所说的话？ 

 

 

      (b)你如何应用在今天(约翰福音 1:35-39)？ 

23.从以上的经文中，耶稣采取了什么行动又说了什么话 

 (a)使施洗约翰的门徒从容地与祂交谈？ 

 

  

   (b)使他们思考？ 

 

 

 (c)使他们了解认识祂？ 

 

 

 (d)应用在今天，如何来认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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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从约翰福音 1:35-51中，举出引人归主的三个人 

 

 

(b)与马太福音 12:34b有何关连？ 

 

 

(c) 你认为这三人引人归主的力量来源为何？ 

 

 

第六天：读约翰福音 1:43-51 

25.(a)如何知道拿但业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 

 

 

 (b)什么理由使他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 

 

 (c)为什么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从约翰福音 3:18-21中，那些经文可应用在拿但业对 

        主态度上的证明？ 

 

 

26.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固执的人或是诚实的人？(参考塞缪尔记上 15:22-23) 

 

 

27.(a)耶稣在那一节经文里，间接引用了创世记 28:10-22 

 

 

 (b)祂的用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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