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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主題 耶穌是神的兒子

主題經文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
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三16)

作者 使徒約翰

寫作年代 主後 85-95年間

寫作對象 世上所有的人



大綱

約翰福音 一 １〜１８ 約翰福音之序

約翰福音 一 １９〜十九４２ 從耶穌的言行顯明祂是神子

A. 約翰福音 一１９〜十一５７ 耶穌基督的公眾事工

B. 約翰福音 十二１〜十九４２ 耶穌基督的最後一週

約翰福音 二十 １〜２９ 從耶穌的復活證明祂是神子

約翰福音 二十一１〜２５ 約翰福音之跋



特點

1.符類福音(同觀福音) 多論及主在加利利的工
作，注重記實和耶穌「人子」的身份，本書
(補充福音)多敘述主在猶大地的工作，注重解
釋耶穌為「神子」的身份。

2.全書以七個「神蹟」(其中有五個為獨有記載)

3.八篇講論

4.七個「我是」

以耶穌所言、所行，證明祂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你愛我麼？以愛堅振二十一1-25

從耶穌死裡復活證明祂是神的兒子耶穌復活二十1-29

犧牲十八28-十九42

猶大賣主，彼得三次不認主，猶太人棄絕耶穌
該亞法，彼拉多； 出賣，逮捕，審問

最後一夜十八1-27

耶穌為自己、門徒、和教會(信徒) 禱告分離的禱告十七1-26

2+2預言與應許十六1-33

我是真葡萄樹(1)葡萄樹與枝子十五1-27

真理的聖靈十四16-31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6)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十四1-15

洗腳 新命令最後的晚餐十三1-38

榮耀的時候到了(#8講論) 麥子, 光榮耀進耶路撒冷十二12-50

香膏抹主十二1-11

備註標題經節

約翰福音 家庭作業3  (3/29)



八1-59 論世界的光
宗教領袖的惡毒陷阱 (約8:3-7a)
耶穌的解決之道 (約8:7-11)

Ａ）耶穌對此事的判定如何？（７）

Ｂ）結果如何？ (9-11) 知道自己錯了！！

Ｃ）耶穌對此事最終的判定和吩咐是什麼？(11)

世界的光 V.S. 生命的光
“世界的光” 普世的救恩, 
但要產生“生命的光”之功效, 是有條件的, 那就是人的“跟從”。

真理叫人得自由(31-59)



九1-41 誰是瞎子？
１）何時、何地？

２）以下各(種)人對於這生來瞎眼的關心程度如何？
耶穌(約9:3~5,39)
耶穌的門徒(約9:2)
瞎子的鄰舍(約9:10,12~14)
法利賽人(約9:14~34)
瞎子的父母(約9:20~23)

３）約九:6~7西羅亞池在哪裏？容易走嗎？

４）耶穌可不可以僅憑吩咐就治好瞎子？為何大費周章？
神要人有一顆順服的心和相應的行動，

５）試觀察瞎子是怎樣一步步地認識耶穌的。（Ｖ.11, 17, 33, 36~38）
從知道耶穌是醫治他的人(11節)，到說耶穌是個先知(17節)，直到最後承認耶穌是 神
的兒子(38節)，他曾經是個畏畏縮縮討飯的瞎子，現在成了一個具有獨立思考能力、且
有大無畏精神的主的跟隨者。

法利賽人自以為通曉聖經，明白 神的旨意，自以為在屬
靈層次看得明白，毋需 神的恩典，甚而視若無睹神蹟帶
來的啟示；定他們有罪，說他們眼瞎的原因就在此了。



十1-29 我是好牧人

１）實實在在的宣告
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2)
我就是羊的門(7)、我是好牧人(11)

２）解釋V.1中的：你們、羊圈、門、賊、強盜

V.２：羊、牧人

３）牧人V.S. 盜賊 ； 好牧人V.S. 雇工

４）修殿節，耶路撒冷的聖殿裡所羅門的廊下，
「猶太人圍著衪」；要知道祂是不是基督

十30-42 我與父原為一
「我與父原為一」 猶太人不信反而要打祂



十一1-57 拉撒路復活

耶穌是 生 命 的主宰拉撒路復活約十一1-46

耶穌是命運和疾病的主宰醫治瞎子約九1-12

耶穌是大 自 然的主宰履海約六16-21

耶穌不受數量的限制五千人吃飽約六1-14

耶穌不受時間的限制，陳年舊疾祂也可以醫醫38年患者約五1-9

耶穌不受空間的限制，遠距治病醫治大臣之子約四46-55

耶穌不受質量的限制變水為酒約二1-12
代表涵義七個神蹟經文

神的兒子耶穌的時間快要到了。耶穌本著悲天憫人的心
腸，行了 祂在世上（除了自己復活以外）最後也是最大的
一件神蹟（使死人復活），用以表明祂是生命的主宰。

＊ 全部都有許多人證，時間、地點明確



十一1-57 拉撒路復活
１）試從這段經文來認識拉撒路，列舉有關他的經文。

２）找出下列人物，他們對耶穌主觀的認識和態度。

馬大／馬利亞／門徒／多馬／猶太人
他們所認識的耶穌，是不可能叫拉撒路復活的。

３）耶穌吩咐眾人為拉撒路做什麼？（11：39、44）
祂難道自己做不到嗎?

４）祭司長是官派的、屬撒都該人，素來與法利賽人(基本教
義派、律法主義者)互相敵對，此時竟然共聚一堂、議事
開會，為的是什麼？他們是否達成共識？（11: 47~53）

５）使徒約翰事後對11:50的認識和了解又是如何？

（11:51~52）



十二1-11 馬利亞用香膏膏主
指出發生的時間，地點，以及筵席的主
人，受邀的客人等人物名單．

(參馬太福音26:6~13和馬可福音14:3~9）
在這筵席中，馬利亞用香膏膏主的腳，且
用頭髮去擦．馬太福音描述耶穌稱這為
「美事」

猶大的說法有什麼錯誤

在第10節中描述，「祭司長商議連拉撒路
也要殺了」，原因是什麼？



十二12-50 榮耀進耶路撒冷

1) 當耶穌進耶路撒冷的時候，同來過節的猶太
人是如何迎接祂？城裡官長的反應是什麼？

2) 耶稣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v.23)

3) “祂雖然在他們面前行了許多神蹟，他們還是
不信祂。” (v.37）

4) 47節中說“我不審判他” V.S. 48節却说“有審判
他的”？



十三1-38 最後的晚餐
第五日的傍晚，耶穌和祂的門徒聚集在逾越節的宴席桌前，祇有耶穌
知道這是最後的餐宴，知道第二天破曉即將發生的事情．吃晚飯的時
候，耶穌用了一個看似卑微、卻是震撼人心的方式，教給祂的門徒一
個永生難忘的功課．

為門徒洗腳 1~17
耶穌清楚知道神的救贖計劃和祂的角色

耶穌有沒有為賣主猶大「洗腳」？

背叛與愛 18~30
猶大當時在門徒中的地位如何？

耶穌知不知道：猶大會 出賣祂？眾門徒會暫時逃離、

不認祂？耶穌如何面對這一切？

新命令 31~ 35
「新命令」是什麼？與舊命令有何不同？



十四1-16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在一片愁雲籠罩之際，耶稣赐给了門徒們祂的臨
别贈言。正是耶稣的這些教誨，成為門徒們日後
繼續傳播福音並創建早期教會的動力，也成為今

日基督徒們取之不盡的靈糧源泉。

耶稣如何勸慰門徒們“不要憂愁”

耶稣告訴門徒們為什麼相信祂？
要因祂所說的話和祂所作的事相信祂，要因他們能因主作更大的事

相信祂（v.10~12）



十四17-31 真理的聖靈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 保惠師 、
〔或作 訓慰師 下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
真理的聖靈 。」

(保護施恩惠的老師, παρακλετοσ, 身邊的辯護者)

從21節知，如何是愛主耶穌的表現，又會得到
怎樣的回報？

主耶穌在26節中說聖靈的工作之一是什麼。
聖靈要將一切的事、指教領受的人、並且要叫他們想起耶穌對他們所

說的一切話。

主耶穌賜的「平安」



十五1-27 葡萄樹與枝子
在舊約中常以葡萄園與葡萄樹來表明以色列民族

一. 葡萄樹與枝子 約翰福音15:1-8
v.4-7常：非常常，而是住、待、保持、remain。
v.7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
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二. 愛 約翰福音15:9-17
耶穌為什麼要門徒常在祂的愛裏？祂說祂的愛從何而來？

我們如何可以常在主的愛裏 (v.10)？主給我們的命令是什
麼 (v.12)？

三. 恨 約翰福音15:18-27
在本段中提到了世人恨基督徒的原因為何？這對你在世上
行事為人有何影響？



十六1-33 預言與應許

預言門徒將受迫害1〜4
應許聖靈降臨5〜15
聖靈的工作：

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v.8)
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v.13)
榮耀耶穌(v.14)

預言受死與復活16〜22 婦人生產

應許禱告蒙垂聽23〜33



十七1-26 分離的禱告
約翰福音十七章是名符其實的「主禱文」，記載了主耶穌
最長，最完整的祈禱文，夙有「大祭司禱文」之稱。可將
它分為三大段：1〜5是耶穌為自己禱告，6〜19是耶穌為
門徒禱告，20〜26是耶穌為教會禱告。

1) 約翰福音十七章通篇是個禱告：

禱告者是誰？

祂向誰禱告？

禱告的主要內容為何？

當時還有其他的人在場嗎？

當時正逢猶太人的什麼節期？



十七1-26 分離的禱告
2) 主耶穌對「永生」的定義？

3) 請將11~19節中的「求」字圈起來，以此了解
耶穌為門徒們求什麼？
使他們合一(11) ；保守他們脫離惡者(15) ；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17)

4) 耶穌為門徒禱告，耶穌也為教會(信徒)禱告，
耶穌有為世人禱告嗎？ 如果沒有，是因為他
不愛世人嗎？如果愛，從哪裡見得？

5) 耶穌的禱告，最後提到合一的秘訣就是：

大家都在天父的愛裏。



十八1-27 最後一夜

背叛

猶大賣主，彼得三次不認主，猶太人棄絕耶穌

逮捕

兩組人馬，大張旗鼓

審問

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



十八28-十九42 犧牲
主耶穌
解釋耶穌所說關於祂的國度（18:36），祂的降生的目的（18:37）以
及權柄（19:10-11）。

彼拉多
彼拉多的審問中專注在耶穌是否為「王」（18:33-37）
在審問過程中，彼拉多不斷說他查不出耶穌有什麼罪，卻鞭打無罪的
耶穌，19:8說他害怕，卻仍將耶穌釘十字架。

祭司和猶太眾人
在18:28描述，審訊隨即開始。地點是一法院大堂，或是官員的府
邸，但猶太人卻不願進入外邦人的府邸，恐怕染了污穢，不能吃逾越
節的筵席。

他們看進入一個外邦人的家為憾事，卻視謀害神的兒子為等閒。



十八28-十九42 犧牲
一. 耶穌被釘十字架（19:17-37）

舊約預言的應驗：

『他們分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拈鬮。』 詩篇二十二篇18節
『我渴了』 詩篇六十九篇21節
『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出十二章46節、民數記九章 12
節、詩篇三十四章20節。

『他們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撒迦利亞書十二章10節
使徒約翰記載著哪些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的話

『對他母親說、母親、看你的兒子』

『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

『成了』

二. 耶穌被埋葬（19:38-42）
是誰安葬了耶穌？他們為耶穌付上了什麼代價？

亞利馬太人約瑟(v. 28、41；太二十七60)，尼哥底母(v. 39)



天崩地裂了,門徒心目中的領袖耶穌,不但被逮
捕、殺害,死前還受盡凌辱,一切的希望好像都
跟著耶穌完蛋了；門徒的心中惶惶不安,外面
祭司長和他走狗聯合羅馬人的迫害,是不是到
此為止呢?還是會擴大範圍,斬草除根把我們也
抓起來殺了呢？門徒有如驚弓之鳥！更慘的是,
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點信念, 和為之奮鬥的
人生目標全都破滅了！! 

「我們該怎麼辦？」內外夾攻的門徒,那時候
心裡大概在這樣問吧？!

此時，神的兒子卻有如一粒埋入地裏的種子,
看似死了其實生機無限。黑夜已盡、曙光初露,
門徒明白過來以後,大為喜樂!!



二十1-29 耶穌復活

空墳墓 1 ~ 18
1) 逾越節是在禮拜六，門徒發現耶穌復活是在一週
中的哪一天？

2) 在本段中使徒彼得、約翰及抹大拉的馬利亞都有
認識復活主的經歷，請問他們是怎麼樣意識到主復活
的？意識到之後，他們做了什麼事？

顯現 19 ~ 29
3) 從20~25節觀察，門徒相信彼得、約翰及馬利亞
的話嗎？後來如何？門徒是怎麼被改變的？

4) 門徒省悟過來以後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二十一1-25 以愛堅振

１）“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
徒顯現。”（v.1、14）。這是约翰所記載的耶
稣的第幾次向門徒顯現？

这是第三次。前两次：约20：19-23；约20：26-29。

２）是什麼使得門徒們從“不知道是耶稣”(v.4)到
確切地認出這是耶稣(v.7、12)的？

３）耶穌為門徒們預備早餐(身、心、靈的供應)
和愛的呼召(v.9、12〜17)



我是真葡萄樹 (v.1)約十五 1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v.6)約十四 6

榮耀的時候到了約十二23-36

我是復活，我是生命 (v.25)約十一25

拉撒路復活約十一1-46

我就是羊的門 (v.7)
我是好牧人 (v.11)

我是好牧人約十1-29

醫治瞎子約九1-12

我是世界的光 (v.12)論世界的光約八12-59

賜生命的糧約七11-39

我是生命的糧 (v.35)論生命的糧約六25-59

履海約六16-21

五千人吃飽約六1-14

論聖子約五10-47

醫38年患者約五1-9

醫治大臣之子約四46-55

論生命之水約四1-45

論重生約三1-21

變水為酒約二1-12

七個「我是」八個講論七個神蹟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