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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池灣竹園潮語浸信會 

主日學課程__四福音研讀 

第七講  約翰福音（1） 

2021 年 5 月 16 日 

林愛儀 

上周功課 

1. 比較《馬可福音》與《約翰福音》的神蹟記載。 

《馬可福音》 《約翰福音》 

1:21-28 在迦百農趕出污鬼 2:1-11 水變酒 （頭一件神蹟） 

1:29-34 醫西門岳母及許多病人 4:43-54 醫治大臣之子 （第二件神蹟） 

1:40-45 潔淨長大痲瘋的人 5:1-18 畢士大池邊的癱子 

2:1-12 治好癱瘓病人（拆屋頂） 6:1-14 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 

3:1-6 治好枯乾了一隻手的人 6:16-21 耶穌在海面行走 

5:1-20 在格拉森趕鬼 9:1-12 治好生來瞎眼的 

5:21-43 醫患血漏的女人 11:1-44 拉撒路復活 

 睚魯的女兒復活   

6:30-44 給五千人吃飽   

6:45-52 耶穌在海上行走   

7:24-30 為外邦女人之女趕鬼   

7:31-37 治好耳聾舌結的人   

8:1-10 給四千人吃飽   

8:22-26 治好伯賽大的瞎子   

9:14-29 治好被污鬼附身的孩子   

10:46-52 治好瞎子巴底買   

    

你發現到二者最大的分別是甚麼嗎？ 《約翰福音》的神蹟數目很少。只有七個   。 

 

2. 讀《約翰福音》1:1-3。然後回答馬可及約翰都沒有記載耶穌的出生及耶穌的

家譜, 是基於甚麼原因？原因是否相同？ 

馬可筆下的耶穌, 是  一位僕人，地位低微，所以沒有記家譜及出生記錄 。 

約翰筆下的耶穌, 是  一位神。所以無法追溯其家譜，也不可能有出生記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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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1） 

問題：《約翰福音》著重耶穌的神性, 但為何神蹟的數目又是最少的？ 

 少記神蹟的原因亦在經文中提及：「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20:29） 

 耶穌認為神蹟並不一定帶來信心。 

 

 

一、 耶穌的神性 

A. 無所不知 

 認識拿但業 (1:48-49) 

 知道撒瑪利亞婦人有五個丈夫  (4:16-19) 

 知道誰要賣他 (6:64) 

 

B. 無所不能 

 在遠距離外醫治病人 (4:43-53)。 

 叫一位已死去幾天 的人復活  (11:39-44) 

  

C. 面對十字架的態度 

1. 掌控一切 

 耶穌很清楚自己的時間表, 知道甚麼時候是「時候還沒有到」（2:4, 7:6, 7:30, ）, 

也知道甚麼時候是「人子得榮耀的時候」（12:23、13:31-32、16:32、17:1）。 

 在上十字架前，向門徒表示要去「為他們預備地方」(第 14 章)，又應許賜下

聖靈 (第 16 章)。 

 在十字架上，將母親交託給門徒 (19:26-27)。 

 

2. 從容不迫 

 沒有客西馬尼園「求撤去苦杯」的禱告 

 主動「出來」, 在官兵面前自承身份，將官兵嚇倒  (18:4-8) 

 在十字架上, 為了應驗先知的話, 說「我渴了」 （19:28）及最後一句話：「成

了！」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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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耶穌的稱號 

A. 用「道」logos 作為基督的稱號 

1. 「道」所包含的意思 

 「道」的含意深遠, 無論希臘文化或猶太宗教背景, 「道」可以指宇宙的創造

和神對人的啟示。  

2. 耶穌是先存的道 

 《約翰福音》並沒有記耶穌的家譜，因為他是遠在「太初」就與神同在的「道」 

（1:1），給人一種超乎時間，不可追溯的感覺 

 耶穌是先存的道，在亞伯拉罕之前已經存在 （8:58）；並且取了血肉之軀來到

世上，將神的奧秘表明出來 

 

B. 神的羔羊 

1. 施浸約翰的見證：1:29, 1:36 

2. 耶穌在預備日被釘十架（19:31）。預備日是大祭司在聖殿宰殺逾越節羊羔的日子。 

3. 事實上, 預備日、「牛膝草」（約 19:29, 出 12:22-23）、羊羔的骨頭不能折斷 （19:36, 

出 12:46）等, 都是逾越節的元素。 

 

C. 神子 

1. 「…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1:1-2） 

2. 施浸約翰見證耶穌是「神的兒子」：1:34 

3. 耶穌自己經常用父、子來形容祂與神的關係：5:19、8:54-55、10:15-18、10:25-30、

11:42 

   

D. 人子 

 用於自稱：1:51, 3:13-14 5:27, 6:27 

 6:53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

命在你們裏面。」 

 12:23 「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E. 七個「我是…」 

 「我是…」這語詞是耶和華神向摩西顯現時，作自我介紹時所用的名字：「我是自

有永有的」，“I am who I am” 參《出埃及記》3:14。又吩咐摩西對百姓說：「那自

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英譯：I am has sent me to you 

 「我是…」（I am），是神的名字，當耶穌也將「我是…」用在自己身上，也就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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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約翰福音》七個「我是…」 

1. 我是生命的糧   6:35 飽足 

2. 我是世界的光   8:12 引導 

3. 我是羊的門    10:7 方向、路徑 

4. 我是好牧人 10:11 照顧 

5. 我是復活、我是生命 11:25 盼望 

6.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14:6 人神的中介 

7. 我是葡萄樹 15:1 能力的來源 

 

三、 一般資料 

A. 作 者 

 傳統認為出自使徒約翰。 

 經文多次提及有一位「主所愛的門徒」：13:23-25、19:26-27、19:35、21:20-24 

 

B. 寫作目的 

 「但記這是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

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約翰福音 20:31） 

 「信心」一詞, 出現約 100 次。符類福音強調「悔改」，而《約翰福音》強調「相

信」 

 序言及結束均呼應「信心」這主題（1:12、20:31）。 

 

C. 寫作背景 

 「被趕出會堂」的恐懼：9:22、12:42、16:2 

 第一世紀末, 猶太會堂中基督徒與猶太人對耶穌的認信產生爭論（5:18, 10:33） 

 「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 

 

下周功課 

讀下列經文, 並寫下（1）耶穌在甚麼地方過節及（2）節期的名稱。 

經文 過節地方 節期名稱 

2:23   

7:1-4、7:10-11、7:14   

12:1、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