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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讀經筆記，王文堂牧師
約翰福音序言，1:1-18
約翰福音一開始的十八節是全書的序言，對於瞭解約翰福音，以及認識耶穌基督，有極大極深的
作用。這個序言的主題是「道」，可分為三個小段：
1. 太初之道，1:1-5：這五節經文在結構上和創世記 1:1-5 類似：
創世記 1:1-5

約翰福音 1:1-5

神藉著道創造

起初神創造天地，神說（道）…

起初，神藉著道創造萬物…

有了光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與暗分開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這段寶貴的經文告訴我們耶穌的根源，他是太初之道（Logos），生命（Life）在他裏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Light）：
A. 何時 When：太初有道
B. 何處 Where：道與神同在
C. 何人 Who：道就是神
D. 何物 What：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E. 何事（起初）What：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F. 何事（現在）What：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1) 道 Logos：有兩種道，人有第一種道，需要第二種道：
a. 道就是「理 Reason」，萬物運行的法則。萬物是藉著道造的，道在萬物之中。
宇宙萬物不是雜亂無章的碰撞，而是按照神的法則、有規律地運行。人是萬物
之靈，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樣式造人，人裡面天生就有神的道，如公義、憐
憫、智慧、創造力…。然而因為有罪，神的道在人裡面被壓抑，以至於從人裡
面所出來的，時常是罪，而不是神的道。
b. 道就是「話 Word」：
i. 耶穌是神永活的話（Living Word）
ii. 聖經是神成文的話（Written Word）
人死在罪中，若想活過來，必須要靠神的話。神第一次創造是藉著話（神說，
要有…，就有…），第二次創造也是藉著話。罪人藉著神永活的話（耶穌）得
著新生命，並藉著神成文的話（聖經）行神的旨意。
2) 生命 Life：有兩種生命，人有第一種生命，需要第二種生命：
a. 希臘文 Bios，生物的生命，生了會死、終將敗壞的生命。
b. 希臘文 Zoe，從神而來、不能敗壞、永遠的、真正的生命。Zoe 在 Logos 裡面，
耶穌是 Logos，裡面有永遠的生命。接觸道耶穌，就是接觸到生命。有了耶
穌，就是有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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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 Light：有兩種光，人有第一種光，需要第二種光：
a. 日光：地球上的生命離不開日光，有日光則萬物生，無日光則萬物不生。若太
陽不出，全地黑暗，一段時間之後就會全球生態崩潰。
b. 生命的光：道中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照亮人的靈魂。如同世界需要日
照，人的靈魂也需要光照。若長期無光，生命就會萎縮、異變、死亡。
2. 道在人間，1:6-13：
A. 道在人間有見證人：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他
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a. 見證人的必要：神差遣約翰，為耶穌作見證。耶穌又差遣門徒，為他作見
證。道在人間，必須要有見證人，為道發聲，叫人因他的見證而信道。
b. 見證人的工作：見證人是為光作見證。他不是為宗教作見證，不是為他人
作見證，更不是為自己作見證，而是為光作見證。許多所謂的「見證」，
要不就是說信教有多好，要不就是說某人多有愛心，要不就是說自己有甚
麼經歷，心靈如何震撼，感受如何良多，說了許多，就是不為耶穌作見
證。真正的見證有一個清晰的焦點，就是耶穌。
c. 見證人的目的：叫眾人因他可以信耶穌。是信耶穌，不是信宗教，不是信
基督徒，更不是信見證人本身。見證是否有效，要看是否有人信耶穌。從
教會來說，一間教會的見證是否有效，不是看他的建築有多宏偉、財力有
多雄厚、聚會有多熱鬧、人潮有多洶湧，而是看有多少人因他而信耶穌，
有多少人因他而受浸歸主。
d. 見證人的身分：他不是那光，乃是為光作見證。見證人最大的試探，就是
不守住自己的本分。見證人若事工興旺，許多人來到他那裡，如同當初許
多人到約翰那裡，極易驕傲自滿，以為自己就是那光。成功的傳道人，最
大的試探是驕傲自大，以為自己就是那光。興旺的教會，最大的試探是驕
傲自大，以為教會就是那光。約翰一直守住自己的本分，寧可自己衰微，
也要耶穌興旺，乃是見證人的典範。
B. 道在人間照亮世人：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a. 無論是好人、歹人、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只要是人，耶穌都能照亮他
們，因為是真光。
b. 見證人要有信心，他所傳的道，能夠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就算有
人抗拒，有人譏笑，有人不耐煩，都無損於道的照亮。
C. 道在人間不被接待：他（道）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a.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見證人要有一
個基本認識：世人因為有罪，對道的「正常反應」不是接受，而是拒絕。
b. 見證人要有一個心理預備：你去傳道，多數人會有負面的反應，不肯接受
你所傳的道。他們不是拒絕你，而是拒絕道。魔鬼的詭計，是要見證人將
「拒絕」個人化，因遭拒絕而感到難過，自尊心受到傷害。親愛的弟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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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不要中了魔鬼的詭計！不要灰心，不要喪志，只要忠心傳道，時候到
了，就要收成，因為神預備了相信的人。
D. 道在人間有人接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
女。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
的。
a. 道在人間，雖遭多人拒絕，卻必有人相信。信道的人不是從人生的，乃是
從神生的。神差遣人傳道，也引導人信道，或傳或信，都是神的作為。
b. 見證人要有信心，相信他的事工是有功效的。就算多人不信，仍必有人相
信。信主的人是從神生的，乃是神的作為。弟兄姊妹，我們要相信，自己
的見證是有功效的，因為是出自神，也在乎神，乃是神的作為。
3. 道成肉身，1:14-18：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
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A. 道成了肉身，有人為他作見證：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
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前。」約翰的見證，是為道
成肉身的耶穌作見證。不是模糊的「為道作見證」，而是清楚的「為道成肉身的耶
穌作見證」。不是很攏統地說：有一個道，他很偉大。而是很精確地說：道成了肉
身，他的名字是耶穌，為耶穌作見證。
B. 道成了肉身，我們都從他領受：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
恩。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a. 從他的豐滿裡：原文沒有「恩典」一詞。不是「從他豐滿的恩典裡」，而
是「從他的豐滿裡」。「豐滿」是道的狀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無窮
無盡、永不止息的狀態。在「道」裡面，恩典也豐滿，真理也豐滿，生命
也豐滿，凡在他裡面的，一切都豐滿！他一直給恩典，給了又給，給了又
給，給了世世代代，仍然恩典無盡。他一直給生命，給了又給，給了又
給，給了世世代代，仍然生命無窮。
b. 我們都領受了：道不但自己豐滿，而且樂意與人分享，凡想要領受的人，
都得到了。有人非常富有，但不樂意與人分享，富有只是他自己富有，與
別人無關係。有人不但富有，也樂意與人分享，卻沒有健全的分享管道，
以至於有些人想要領受，但卻領受不到。道不是這樣，他是無限豐滿，樂
意分享，凡想要領受的人，「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不是有人想領
受但卻領受不到，而是都領受到了。也不是恩典有限、領了幾次就沒了，
而是恩典無限，這次給了恩典，下次還要再給，恩上加恩，一直加下去。
c. 恩典與真理：約翰福音用「恩典」與「真理」來總括道的贈與。
C. 道成了肉身，我們從他看見神：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
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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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在基督教堂裡看不見任何的神像，這個「看不見」反
映出一個真理：神是看不見的，你不可以用任何形象來代表他。有時聽到
基督徒說：我看見神了！引來其他基督徒的羨慕和讚嘆。這樣種程度的無
知，在教會裡居然不算是新聞。聖經明說，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卻有人自
稱看見神，又有人讚嘆他的「看見神」。弟兄姊妹，不要追求虛榮，即便
是「屬靈的虛榮」，我們也不要追求。在這樣的追求中，很容易牴觸聖經
的真理，敗壞別人的信心。
1.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 1:20）
2.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西
1:15）
3.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一的
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提前 1:17）
4. 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裡，是人未曾看見、也是不
能看見的，要將他顯明出來。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都歸給他。阿
們！（提前 6:16）
5. 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
不能看見的主。（來 11:27）
b. 子將父表明出來：若想看見神，就要看耶穌，唯有耶穌將天父表明出來。
道成了肉身，「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約一
1:1」。無限的神，居住在有限的人身之內，讓人看見，讓人知道，神是怎
樣的一位神。福音書為耶穌作見證，將耶穌的言行記載下來，叫歷代信徒
在聖靈的幫助下，可以藉著聖經來認識耶穌，因此而認識神。這是唯一的
正路，就是藉著神的話，永活的話（Living Word）和成文的話（Written
Word），來認識那位「人未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神。
記號與榮耀
約翰福音共廿一章，一個最簡單的分法，是將它分為記號之書和榮耀之書兩部分：
1. 1-11 章：記號之書
2. 12-21 章：榮耀之書
A. 記號，或譯為神蹟，是超自然的現象，成為指認耶穌的記號。約翰福音記載了七個
記號，集中於前 11 章。
B. 榮耀，是指耶穌被釘十字架並從死裡復活。約翰福音強調耶穌「得榮耀的時候」，
從 12 章開始記載耶穌的受難和復活。
七個關乎生命的「我是」
約翰福音記載了耶穌所說的七個「我是」，每一個都與生命有關（生命在他裡頭）：
1. 我是生命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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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世上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我是羊的門：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此處更進一層，不是羊得生命，而是牧者捨命）
我是復活與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耶穌
所是的，並他所給的，乃是勝過死亡、永恆的生命）
6.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父是生命的源頭，若不藉
著耶穌，無人能夠來到生命的源頭）
7. 我是真葡萄樹：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果子是生命的流露，若不
在耶穌裡，無人能夠將生命流露）
2.
3.
4.
5.

七個指認耶穌的記號（神蹟）
神蹟的原意是記號（signs），約翰福音記載了七個神蹟，每一個都是指認耶穌的記號：
1.
2.
3.
4.
5.
6.
7.

將水變酒：顯出他的榮耀來，他的門徒就信他了。
醫治大臣之子：大臣和全家，就都信了。
醫治三十八年的病患：你已經痊癒了，不要再犯罪。
餵飽五千人：我是生命的糧。
在水面行走：是我，不要怕！
醫治生來瞎眼的人：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使拉撒路復活：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相信。

約翰福音的寶藏：耶穌的「長篇大論」
對觀福音所記載的耶穌言論，較為精要簡短。相比之下，約翰福音卻記載了好幾篇耶穌的長篇大
論。這些言論講解詳細，有深度、發展和應用，是真理的寶藏。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Amen, Amen I say to you
約翰福音有 25 次，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原文是「阿們，阿們」，阿們就是實在的意
思。耶穌重複兩次阿們，強調這些話的真實性。
1. 約 1:51 又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
上。
2. 約 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3. 約 3:5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4. 約 3:11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
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5. 約 5:1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惟有看見父所做
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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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約 5: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
已經出死入生了。
7. 約 5:25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見
的人就要活了。
8. 約 6:26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乃是因吃餅
得飽。
9. 約 6:32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從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乃是我父
將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
10. 約 6:47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11. 約 6:53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
命在你們裡面。
12. 約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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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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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約 8:58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15. 約 10:1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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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約 10:7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
17. 約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
結出許多子粒來。
18. 約 13:16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
19. 約 13:20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
那差遣我的。
20. 約 13:21 耶穌說了這話，心裡憂愁，就明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
要賣我了。
21. 約 13:38 耶穌說：你願意為我捨命嗎？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
我。
22. 約 14:12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
事，因為我往父那裡去。
23. 約 16:20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你們將要憂愁，
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
24. 約 16:23 到那日，你們什麼也就不問我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求什麼，
他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
25. 約 21:18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
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約翰福音第六章
事件 耶穌以五餅二魚給五千人吃飽
教導 耶穌說：我是生命的糧！
 許多人因為看見耶穌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蹟，就跟隨他。耶穌見他們沒東西吃，就行了五
餅二魚的神蹟，餵飽五千人。眾人說：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就跟隨耶穌。

7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找我不是因見了神蹟，乃是因吃餅得飽。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
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起初大家還可以接受，但是當耶穌進一步解釋，「你們
若不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頭」，他們覺得難以接受，就紛紛離
去。
耶穌問十二門徒：你們也要去嗎？彼得代表大家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
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
生命信息：耶穌是生命的糧，真正信主的人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換句話說，就是
將耶穌徹底吸收，成為自己的生命。但那些「吃餅得飽」的人卻無此打算，他們只想從耶
穌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一旦發現自己必須做高度的委身和深入的信念投入，就離開
了耶穌。

甚麼是做神的工？
眾人問他說：「我們當行什麼，才算做神的工呢？」
耶穌回答說：「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做神的工。」（約 6:28-29）
甚麼是做神的工？是「從事宗教活動」嗎？參加詩班、當招待、帶查經、領崇拜、去短宣、捐奉
獻…這些是做神的工嗎？耶穌並不如此認為。眾人問耶穌怎樣才算做神的工，耶穌並未說獻燔
祭、守節期、去會堂、上聖殿、守律法…，他只說：信神所差來的，就是做神的工。
耶穌是神所差來的，信耶穌就是做神的工。活動的本身並不是做工，做神的工必須發自於信心。
出自於信心的，即便是給人一杯涼水，也是做神的工。不出自於信心的，即便是宗教活動，也不
是做神的工。「信」不是一種心理狀態，它是活動的，不是靜止的。相信一些教條，認同一些教
義，擺在腦子裡，說「我信耶穌了」，這不是做神的工。工作是信心的活出，認識耶穌，相信
他，讓這個相信在生活中流露出來，是做神的工。
約翰福音七、八章
事件 耶穌於住棚節時期，來到耶路撒冷
教導 耶穌說：我是世上的光！
 住棚節近了，耶穌的弟兄叫他去耶路撒冷，好「顯揚名聲」。耶穌無此打算，雖然後來他
仍是去了，卻不是為了顯揚名聲。
 耶穌上聖殿教導人，眾人卻對他議論紛紛。有人相信他，有人懷疑他，官長想要捉拿他。
耶穌的教導與眾不同，不是關於做人做事，而是關於他自己。他說：
 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來者的。
 我還有不多的時候和你們同在，以後就回到差我來的那裏。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上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死在罪中。
 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就必知道我是基督。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想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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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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猶太人說：「你還沒
有五十歲，豈見過亞伯拉罕呢？」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
有了我。」

約翰福音八章的一個插曲
事件 耶穌在殿裡教導人，文士和法利賽人將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帶來，要耶穌處置，好得著
告他的把柄
 耶穌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寫字，他們不住地問耶穌。耶穌直起腰來，說：你們中間誰是沒
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小，一個一個地出去了。耶穌對婦人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
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穌的處置：公義和憐憫（justice and mercy）兼顧。對控告者：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可以先出手！對犯罪者：這次我寬恕你，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九章
事件 耶穌治好了一個生來瞎眼的人
教導 耶穌表明自己的身分，他是神的兒子。他來，叫不能看見的可以看見，可以看見的反瞎了
眼。
 耶穌治好了一個生來瞎眼的人，引起法利賽人的不滿，因他是在安息日治病。法利賽人對
瞎子說，醫治他的是個罪人，因他干犯了安息日。瞎子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
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法利賽人就把他趕出去了。
 後來耶穌遇到他，問他：「你信神的兒子麼？」他回答說：「主啊，誰是神的兒子，叫我
信他呢？」耶穌說：「你已經看見他，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他！」他說：「主啊，我
信！」就拜耶穌。
約翰福音十章
事件 在法利賽人的質疑中，耶穌表明自己的身分
教導 耶穌說我是羊的門，我是好牧人
 耶穌醫治瞎子之後，法利賽人將瞎子趕出去，並且質疑耶穌。耶穌藉著一個羊圈的比喻，
表明自己的兩個身分：他是羊的門，他也是好牧人。
 門，代表救恩的通道。耶穌是羊的門，通往救恩的唯一道路：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
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
 牧人，代表生命的供應。耶穌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他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這生
命乃是豐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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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與羊之間的關係是「彼此認識」。聖經所說的認識，意思不是片面之交，而是熟識
（甚至說，亞當與夏娃同房，原文是亞當認識夏娃）。耶穌認識他的羊，他的羊也認識
他。羊認得主人的聲音，不跟生人走，只跟主走。
耶穌是好牧人，跟他走的羊就「出入得草吃」，永不缺乏供應。好牧人來是要羊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這個豐盛的生命，是主給他的羊預備的。是主的羊才得生命，不是主的
羊不得生命。主不但賜給羊生命，自己還為羊捨命。耶穌自願捨命於十字架上，好使信他
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耶穌也是羊的門，凡從他進來的必然得救。不是每個門都通往救恩，只有耶穌這個門才通
往救恩。主的羊必定是從羊的門進來，跟著好牧人走。這是一個生命的關係，一個深度聯
合、深度熟識、不可分割的關係。

約翰福音十一章
事件 耶穌使拉撒路復活
教導 耶穌說：我是復活與生命
 拉撒路死了，耶穌到的時候，拉撒路在墳墓裡已經四天了。耶穌對馬大說：「你兄弟必然
復活！」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然復活。」耶穌對她說：「復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隨
後，耶穌叫拉撒路從墳墓裡出來！拉撒路就出來了，手、腳、臉還包著裹屍布。拉撒路復
活了！
 生命在耶穌裡面，凡信耶穌的人，死亡在他身上沒有權柄，就算死了，也要復活。拉撒路
所經歷的事，所有信主的人都要經歷。凡活著信主的人，必得永恆的生命，永遠不死。
拉撒路復活




根據福音書的記載，耶穌曾使拿因城寡婦之子復活，使管會堂的睚魯的女兒復活，使拉撒
路復活。根據使徒行傳的記載，彼得曾使約帕的女信徒多加復活。
這樣的復活是短暫的復活，活過來的人過了一段時間還是會死。基督再來之時，信主之人
的復活卻是永遠的復活，像耶穌那樣。
耶穌故意延遲時間，等拉撒路在墳墓中四天，眾人確知他已經死透了，屍身都變臭了，才
叫他復活。這樣的復活是一個明顯的神蹟，神蹟就是記號。耶穌這樣做的目的，是要人從
他所展示的大能看見神的榮耀，認出耶穌的身分。

關於復活

10






復活的意義是「生命勝過死亡」。死是罪的結果，神的生命能夠勝過死亡。身為罪人，我
們都會遭受罪的結果（人人都有一死）；但信主的人有從神而來的新生命，必要從死裡復
活。
相信復活是得救的條件，羅馬書 10:9：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得救的人所信的，是為罪人而死，又從死裡復活的主。不相信復活的人，他的
主仍在墳墓裡，因此不能得救。
基督徒相信復活，不相信復活的人不是基督徒。首先，基督徒相信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
架上，死後第三日復活，成為初熟的果子。其次，基督徒相信所有信主的人都會像耶穌那
樣，從死裡復活。

約翰福音十二章
事件 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
教導 一粒麥子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耶穌騎驢進城是一個刻意的行動，表明他就是先知撒迦利亞所預言的耶路撒冷之王，謙謙
和和地騎著驢駒進城。
 約翰福音從第十二章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段落，述說耶穌受難和復活的經過。
 約翰福音強調，耶穌的受難和復活乃是榮耀。因此之故，12-21 章又被稱為「榮耀之
書」。
 榮耀的過程是「先死後生」，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如同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就產生
更多的生命。
生命、榮耀、光







約翰十二章有三個重要的教導：生命，榮耀，光。這三樣都從耶穌的身上彰顯出來。
耶穌彰顯生命：
o 「落地而死」的生命，帶來更多的生命：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
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o 恨惡自己生命的，必要保守生命：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
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o 耶穌的死，使萬人歸主得生命：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耶穌彰顯榮耀：
o 十字架與復活，彰顯子的榮耀：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o 十字架與復活，彰顯父的榮耀：耶穌說：「父啊，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有聲
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o 有人愛人的榮耀，過於愛神的榮耀：官長中卻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賽人的緣
故，就不承認，恐怕被趕出會堂。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神的榮耀。
耶穌是世上的光：
o 當趁著有光行走：耶穌對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著有光
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裡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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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趁著有光信從：耶穌說：「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
子。」
信主的人不住在黑暗裡：耶穌說：「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
暗裡。 」

生命金句：
o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
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
守生命到永生。（約 12:24-25）
榮耀金句：
o 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神的榮耀。（約 12:43，指那些心裡信耶穌，卻因為擔心
後果而不敢表明的人們）
光的金句：
o 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裡。（約 12:4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