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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經者的信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 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



C B C W L A 新約讀經班的要求

1.每次上課之前讀完五章聖經

2.參加隨堂測驗

3.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約翰福音主题 生命 圣经中的圣经

主題經文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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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福音（Gospel ）
• 福音就是「好消息」

• 一個神藉著道成肉身的耶穌，完成救贖(人類)計劃的好消息

• 聖經的中心人物是耶穌基督

四福音書(馬太, 馬可, 路加,約翰)
• 從四個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人類的救贖主耶穌基督

• 耶穌基督在世33年半的使命、事工

• 闡述神自創世以來，對人不變的心意 - 做神的子民



約翰福音

• 馬太, 馬可, 路加三本福音, 合稱為“同觀福音
Synoptic Gospels”

- 它們是從相同的觀點來描述耶穌的生平

- 這三本福音書的記載有許多類似的地方

• 約翰福音和前三本福音不同
- 它的記載多為“同觀福音 ”所無,和前三本福音書相輔
相成



約翰福音

• 約翰福音與其他三本福音書，都是描寫耶穌基督，
惟所描寫的角度各不相同：

馬太著重述說耶穌是君王

馬可著重述說耶穌是奴僕

路加著重述說耶穌是人子

約翰著重述說耶穌是神子



約翰福音
馬太福音

- 耶穌是『大衛...的苗裔』(耶33:15)，
- 到地上為王，所以稱祂是亞伯拉罕(萬國之父)的兒子和大衛(以色列第一位王)的兒子(太1:1)

- 又因為王是有王系的，所以有家譜(太1:1~17)

馬可福音
- 耶穌是『僕人的苗裔』(亞3:8)

- 耶和華的『義僕』(賽53:11)，『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
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7~8)

- 僕人無所謂身世，所以不記載耶穌的家譜

路加福音
- 耶穌為人子(完全的人)

- 所以家譜追敘到亞當(路3:23~38)，因為亞當是人類的始祖

約翰福音
- 耶穌是神的兒子(完全的神)

- 神是無始無終的，因此在時間上追敘到太初(約1:1)，就是自有永有的



約翰福音的特點

• 約翰福音一開始就從已往的永世『太初』說起

- 指出主(道)在創世以前就存在，與神同在，並且就是神(約1:1~2)

- 書中不提主的降生，不敘祂的家譜，不提祂的受試探，這些都說明基
督耶穌是神

• 二至十一章，以七個神蹟為主要的架構

- 將耶穌基督的身位與工作，從不同的角度刻劃出來

- 約翰福音所用的『神蹟』一字，原文意思並非指異能或奇事，而是指
『記號』

- 所列舉的神蹟，都具有特殊的意義，可由這些記號而瞭解耶穌基督的
所是和所作



約翰福音的特點

• 特別強調耶穌基督和父神的關係
- 祂作為神的兒子，乃是奉父的命令來遵行差祂者的旨意(約4:34；5:19，30；6:38)

• 有七個眾所熟悉的以「我是」開始的句子：個眾所熟悉的以「我是」
開始的句子：
- 「我是生命的糧」(約6:35，41，48，51)

- 「我是世界的光」(約8:12)

- 「我是羊的門」(約10:7)

- 「我是好牧人」(約10:11)

- 「我是復活，我是生命」(約11:25原文)

-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約14:6)

- 「我是葡萄樹」(約15:1)

以上這些「我是」表明，基督乃是神自己來滿足人一切的需要



約翰福音的作者

• 約翰福音結束的時候說:

- “為這些事做見證,並且記載這些事的,就是這門徒”(約21:24)

- 這位門徒就是“耶穌所愛的門徒 ”(約21:20)

• 耶穌最親密的門徒有三人: 彼得, 約翰, 雅各
- 在約翰福音中, “耶穌所愛的門徒”對彼得說話(約21:7),故這人不是彼得

- 雅各很早就殉道了(徒12:2),約翰福音於第一世紀後期寫成, 故也不是雅各

- 教會傳統一致認為“耶穌所愛的門徒 ”就是使徒約翰

• 古教父自愛任紐Irenaeus (A.D. 120-192)起,幾乎都一致公認使徒
約翰是第四本福音書的作者



約翰福音的寫作

• 寫作年代:主後85-95年間

• 對象:世上所有的人

• 寫作目的:作者自己表明了寫作的目的:

“但記這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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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 ”

• 主題:耶穌是神的兒子



神蹟就是記號

• 神蹟(semeion, sign , mark, an indication)

- 在新約出現過77次,原文是“記號 ”或 “指標 ”的意思 (參考路加福音2:12, 

34)。

• 神蹟就是神的記號, 藉以指出耶穌的神性。

• 約翰福音記載了耶穌所行的七個神蹟,

- 目的是要讀者相信耶穌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

• 信徒所追求的, 是耶穌基督本身, 而非神蹟

• 神要我們得著基督的實體, 而非僅得著指向他的標記



約翰福音的七個神蹟

1. *變水為酒(2:1-11)

2. *治好大臣的兒子(4:46-54)

3. *治好畢士大池旁的癱子(5:1-9)  

4. 五餅二魚(6:1-15)

5. 在水面行走(6:16-21)

6. *治好生來瞎眼的人(9:1-41)

7. *使拉撒路從死裡復活(11:38-44)

* 約翰福音獨有的記載



約翰福音中的七大見證

約翰福音為基督所作的七大見證：
1. 父的見證(5:36，37；8:18)

2.子自己的見證(8:14；18:37)

3.子工作的見證(5:34；10:25)

4. 聖靈的見證(15:26；16:13~14)

5. 聖經的見證(5:39~46)

6. 先鋒约翰的見證(1:7,15, 29~34；3:27~30)

7. 門徒的見證(15:27；19:35；21:24)



約翰福音的關鍵字眼之一: 道

約1:1

約1:14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

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翰福音的關鍵字眼之一: 道

道 s (logos)

• 希臘人的道
1. 自然的法則Natural Principles

2. 道理,原理Logic, Reason

3. 話語Word

• 猶太人的道:
- 神的話語, 神的心意，神的智慧。

• 中國人的道:

- 宇宙的本源.老子廿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
，週行而不怠，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約翰福音的關鍵字眼之二: 生命

生命 
• Zoe:神的生命,永生

• Bio:生物的生命,動力

• 約翰福音中所說的生命,主要是指zoe,神的生命

- 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1:4)

- 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6:35)

-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

的光。 ”(約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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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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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1:25)

-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14:6)

- 但記這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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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



約翰福音的關鍵字眼之三: 真真实，真理

•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約1:9)

• 便對婦人說：“現在我們信，不是因為你的話，是我們親自聽見了，知道這真
是救世主。 ”(約4:42)

•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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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6:32)

•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約8:36)

•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約15:1)



約翰福音的大綱

1:1:1 ~18 約翰福音之序

1:19 ~ 19:42 從耶穌的言行顯明祂是神子
1:19 ~ 11:57 耶穌基督的公眾事工

12:1 ~ 19:42 耶穌基督的最後一週

20:1 ~ 29從耶穌的死裡復活證明

21:1 ~ 25祂是神子約翰福音之跋



約翰福音第一章上 耶稣的根源

神的兒子耶穌道成肉身(約1:1-18)

• 神性根源 -太初有道

• 祂是創造者 -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

• 祂是生命源頭 -生命在他裡頭

• 背逆的世界拒絕生命的光 - 世界卻不認識他

• 信祂得永生 - 作神的兒女

• 道成肉身

- 神來到人間 -道成了肉身

- 神的帳幕在人間 -住在我們中間

- 恩典和真理由耶穌基督而來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和真理

- 將天父表明給我們看 -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 耶穌基督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翰福音與其他三本福音不同，
使徒約翰從神的角度來介紹耶穌，
強調耶穌的神性，第一章一開始，
就開宗明義地告訴我們耶穌的根
源。祂在宇宙創始之初就存在，
祂就是神，祂就是道，萬物都是
藉著祂造的，祂也是生命之光。
耶穌，道成了肉身，成為人的樣
子，來到世間，是恩典和真理的
化身，是神的獨生愛子，為要叫
世人因祂得救。

相較於地上的國度，好比在美國，
你要成為這裡的公民，需要很多
努力、各方面條件都要配合才有
機會；但是聖經告訴我們，要成
為天國的子民，只要承認自己的
罪，接受耶穌的救贖恩典，就是
屬神的子女。12節說「凡接待他

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
們權柄，作神的兒女。」讓我們
再次向神獻上感恩，感謝天父的
慈愛、耶穌的恩典，這個救贖護
照是白白給的，只要願意，我們
都可以成為天國的子民。

萧牧师每日灵修



約翰福音第一章 神的兒子耶穌道成肉身(約1:1-18序言)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
着他造的。

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6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7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
因他可以信。

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
他。

11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
权柄，作神的儿女。 是

13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
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
的荣光。

15 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
在我以前。

16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
加恩。

17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
由耶稣基督来的。

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神性根源

是创造者是宇宙的主

是生命的源头

认罪悔改信他的得永生是救世的主

充充满满无穷无尽

神来到人间

將天父表明給我們看

1-5

太
初
有
道

6-13
道在
人间

14-18
道成
肉身

约翰的见证1.1

是历史的主

约翰的见证1.2

世界卻不愿認識他



約翰福音第一章下 见证耶稣是神的羔羊

施浸約翰修直主的道路 (約1:19-51)

• 見證耶穌就是神的羔羊(約1:29)

• 見證耶穌就是神的兒子(約1:32~34)

• 們徒們活的見證/所作的見證 (約1:35~50)

• 通天道路(約1:51) -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約翰福音第一章下 施浸約翰修直主的道路 (約1:19-51)

19 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

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

20 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

21 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

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

22 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覆差我们

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

23 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

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24 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或作那差来的是法

利赛人）

25 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

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

26 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

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

27 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

不配

28 这是在约但河外，伯大尼，（有古卷作伯

大巴喇）约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见证。

29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

孽的。

30 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

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31 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

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見證耶穌就是神的

羔羊

19-31見證耶穌就是神的羔羊 约翰的见证1.3
赛40:3-5



約翰福音第一章下 施浸約翰修直主的道路 (約1:19-51)

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
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33 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
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
圣灵施洗的。

34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35 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36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37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38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
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
，就是夫子）

39 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
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

40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
门彼得的兄弟安得烈。

41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
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42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

的儿子西门，（约翰马太十六章十七节称约拿）
你要称为矶法。（矶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43 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
对他说，来跟从我吧。

44 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得烈、彼得同城。

45 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
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
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46 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
力说，你来看。

47 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
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48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
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49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
的王。

50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
，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51 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
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32-36 見證耶穌就是神的兒子2,3

37-
50

們
徒
們
的
見
證

通天道路

约翰的见证1.4

门徒的见证2.1

门徒的见证2.2

门徒的见证2.3

耶稣自己的见证3.1

是什麼
改變拿
但業呢？
可以肯
定的是
他在無
花果樹
下，有
一個只
有他跟
神才知
道的經
歷，所
以才會
耶穌一
說，他
就明白。
萧牧师
每日灵
修

是他領彼得到耶穌跟前

那但业就是巴多罗买

另一个是作者



約翰福音第二章

• 耶穌變水為酒-第一件神蹟(約2:1-11)

- 使無變為有的神

- 人不能干預神的旨意

- 神的權柄與能力

- 神把最上好的供應人

• 耶穌潔淨聖殿(約2:12-17)

- 「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

• 耶穌以祂的身體為殿(約2:18-25)

- 「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 以祂的身體為殿



約翰福音第二章 耶穌變水為酒-第一件神蹟(約2:1-11)

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

的母亲在那里。

2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3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

4 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

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5 他母亲对用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

什么。

6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

7 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

，直到缸口。

8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9 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

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

。

10 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

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11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

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使無變為有的神

人不能干預神的旨意

神的權柄與能力

神把最上好的供應人

光憑看見神蹟未必能夠信靠到底

有邀請

有困難

有順服

有榮耀 有果效

拿撒勒以北约14公里
拿但业家乡 21:2

亚兰俗语：让我想办法吧



約翰福音第二章

耶穌潔淨聖殿(約2:12-17)

12 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

下迦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13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

14 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

人，坐在那里。

15 耶稣就拿绳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

。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

16 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

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17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

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18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作这些事，还显

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19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

建立起来。

20 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

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21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22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

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23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

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

24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

25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

存的。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

耶穌以祂的身體為殿(約2:18-25)

哥林多前書3:16「豈不知

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
住在你們裡頭嗎？」

诗篇六69:9

耶稣

复活
后

這次過節一般
相信是耶穌開
始傳道的第一
個逾越節，對
於耶穌以祂身
體為殿的這個
說法，門徒過
了多久時間，
想起來才明白
呢？盼望我

們平時也多多
儲藏神的話語
在心中，等到
時候到了，當
我們想起神的
話語，信心可
以得著堅固。
萧牧师每日灵修



約翰福音第三章论重生

「你們必須重生」

• 尼哥底母-在宗教裏找不到出路的人(約3:1-2)

• 重生的人纔能見神的國(約3:3)

• 重生的人纔能進神的國(約3:5)

• 「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約3:15)

• 神的兒子是人得生命的唯一根據(約3:16)

• 信祂的人不被定罪(約3:17)

• 若不是從天上賜的，人就不能得甚麼。(約3:27)

•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約3:30)



約翰福音第三章 论重生「你們必須重生」

尼哥底母 - 在宗教裏找不到出路的人(約3:1-2)

1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

2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
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
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3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
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4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
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5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
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6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7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奇。

8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
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9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10 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
这事吗？

11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
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
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12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
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13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
过天。

14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
起来。

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
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

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
罪，（或作审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
得救。

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
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重生
的人
纔能
見神
的國

重生
的人
纔能
進神
的國

神的兒
子是人
得生命
的唯一
根據

认罪悔改受浸接受圣灵--重生

公会的官

耶穌與尼哥底母的對話，還有下一章耶穌與井邊婦人的對話，時常
會被人拿來做個人談道或是佈道時的例子。耶穌總是能夠在對談當
中找到切入點，引導人向最關鍵的問題加以思考，我們也向祂學習，
應用在與人談道的時機當中。 萧牧师[常在主里]读经灵修

从可见到那不可见的

信的和不信的

有文化有地位有钱的宗教领袖见19：39

罪得赦免，不得赦免

没有人能够从天降下又升天

福音
要旨

耶稣降生的目的使命



約翰福音第三章 论重生「你們必須重生」

19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
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20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
为受责备。
21 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
神而行。

22 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
居住施洗。
23 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
多。众人都去受洗。
24 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
25 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
26 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但河外，
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
了。
27 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
么。

28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

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见证。

29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

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30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31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
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
是在万有之上。

32 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

受他的见证。

33 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

的。

34 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

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35 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36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原文作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

神兴旺我喜乐

见证1.5

接受的和不接受的

22-30 圣经记载施洗约翰最后一段话

耶稣是新郎
约翰是伴郎

31-36

作者的
话

行善，行恶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在服事神的過程
中，當弟兄姊妹讚
賞你的服事時，你
是否也覺得自己挺
行的？雖然知道是
在服事，但還是沾
沾自喜，巴不得大
家都知道是你的功
勞？總覺得在這件
服事上，自己付出
最多？讓我們再次
從約翰身上學習，
調整我們服事神的
態度，讓我們今天
的服事，不管在台
上、台下，人前、
人後，為的都是見
證耶穌，把人帶到
耶穌面前，榮耀歸
給耶穌。

萧牧师每日灵修



約翰福音第四章

• 耶穌，生命水的源頭
- 向撒瑪利亞婦人啟示祂是活水

-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約4:14a)

- 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4:14b)

- 撒瑪利亞婦人對主的逐步認識 (9,11,12,19,29,42)

-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神(約4:23-24)

• 收割莊稼的比喻
- 莊稼成熟了，可以收割了(約4:35)

- 積蓄五穀到永生(約4:36)

• 見證耶穌真是救世主(約4:42)

• 治好大臣的兒子(約4:43-54)



約翰福音第四章 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4:1-28

耶穌，生命水的源頭

1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
多，

2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
洗）

3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4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5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
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6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
井旁。那时约有午正。

7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
，请你给我水喝。

8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9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
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
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10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
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

11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
哪里得活水呢？

12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
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
吗？

13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14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15 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
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16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17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
是不错的。

向撒瑪利亞婦人啟示祂是活水

真是令人
驚訝。原
來要向人
佈道，也
可以先從
「要」東
西開始，
而不是只
想拼命地
「給」！
萧牧师读经
灵修

撒玛利
亚妇人
认主的
过程 1



約翰福音第四章 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4:1-30

耶穌，生命水的源頭

18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
丈夫。你这话是真的。

19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20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
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21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
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22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
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23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
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24 神是个灵（或无个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
灵和诚实拜他。

25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

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26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27 当下门徒回来，就希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

。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

么和她说话？

28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

，

29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30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撒瑪利亞婦人對主的逐步認識12,19,25,29

不一定要到耶路撒冷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神(約4:23-24)

學習耶穌的謙卑，
在我們認識新朋
友時，試著多引
導，聽聽他們怎
麼說，若是他們
不太容易向你開
口，情況合適的
話，學學耶穌在
井邊的這一招︰
先向他提出一個
「請求」（當然，
這請求不是要強
人所難的！），
或許能找到一個
新的出路，將福
音傳給他們！
萧牧师[常在主里]
读经灵修

（犹太先生）比雅阁还大，先知，弥赛亚基督

撒玛利亚妇
人认主的过
程 2

撒玛利亚妇人
认主的过程 3

撒玛利亚
妇人认主
的过程 3

撒玛利亚妇人反倒比宗教达人尼哥底母更快认主，更热心传扬耶稣



約翰福音第四章 收割莊稼的比喻4:31-42 
31 这其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

32 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33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

34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作成他的工。

35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原
文作发白）可以收割了。

36 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
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37 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
的。

38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
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39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
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
出来了。

40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
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41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42 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43 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
。

44 因为耶稣自己作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
有人尊敬的。

45 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
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
是上去过节。

撒玛利亚人的见证

治好大臣的兒子(約4:43-54)

拿撒勒

撒玛利亚妇人传耶稣



約翰福音第四章

46 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

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迦百农患病。

47 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
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

48 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

49 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
下去。

50 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
所说的话，就回去了。

第二个神迹 治好大臣的兒子(約4:43-54)

51 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

儿子活了。

52 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

热就退了。

53 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

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54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

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從這兩次神迹的過程讓我們知道，人若是要經歷神
蹟，需要先對神的能力有信心，對於耶穌的話有順
服的心，然後我們就可以看見神蹟的發生。

萧牧师[常在主里]读经灵修

耶稣对大臣说话的时候

下午1-3点

相距34公里

希律王的大臣

信就得救



約翰福音第五章上

賜生命的主–神子耶穌
1 耶穌治愈三十八年的癱子

人的軟弱與基督的大能

2 耶穌是賜生命的主- 三個“ 實實在在”（約5:19~30）

第一個“實實在在 ”- 聖父與聖子關係，及聖子權柄的來源

(約5：16-23)

第二個“ 實實在在” - 基督耶穌降世的任務 (約5:22,24)

第三個“ 實實在在”- 基督執行任務的時間(約5：25)



約翰福音第五章 賜生命的主–神子耶穌

耶穌治愈三十八年的癱子约5：1-9 人的軟弱與基督的大能 第三个神迹

1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2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作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

3 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

4 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
。

5 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6 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7 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
比我先下去。

8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9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身体得医治，顺从主的吩咐

日字形池子

间歇泉



約翰福音第五章 賜生命的主–神子耶穌

安息日治病 5：10-18 人的軟弱與基督的大能

10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11 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

12 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

13 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

14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
害。

15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

16 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作了这事。

17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18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
作平等。

耶稣要他从身体到心灵得到完全得医治
萧牧师「常在主裡」讀經靈修

在安息日治病并称神为父

得病不一定因为犯罪
犯罪会使病更加厉害



約翰福音第五章 賜生命的主–神子耶穌

耶穌是賜生命的主 - 三個“實實在在” （ 5:19~30
）

19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
自己不能作什么，惟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
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

20 父爱子，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
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希奇。

21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
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22 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

23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
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
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25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
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

26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
样在自己有生命。

27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28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候要到，凡在坟
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29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30 我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
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
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第一個“實實在在”- 聖父與聖子關係，聖子權柄的來源

第二個“實實在在”- 基督耶穌降世的任務

第三個“實實在在”- 基督執行任務的時間1與父同樣工作

2與父同有權柄 3與父同能審判1

4與父同受尊榮

5與父同賜生命

6與父同有生命 3與父同能審判2

3與父同能審判3



約翰福音第五章下

賜生命的主–神子耶穌
3）耶穌是神子的見證：

施浸約翰的見證(約5:33)

耶穌所作之事的見證(約5:36)

祂所作之事的見證(約5:36) 

父神的見證(約5:37)

聖經的見證(約5:39)

摩西的見證(約5:46-47)



約翰福音第五章 賜生命的主– 神子耶穌
3）耶穌是神子的見證：

31 我若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

32 另有一位给我作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作的见

证是真的。

33 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作过见证。

34 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

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

35 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

。

36 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

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

来的。

37 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

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像。

2耶穌所作之事的見證(約5:36) 

1施浸約翰的見證(約5:33)

38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
信。
39 你们查考圣经。（或作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
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40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41 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42 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
43 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
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
44 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
我呢？
45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
们所仰赖的摩西。
46 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
话。
47 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4摩西的見證 创12:3；22:18；民21:9；申18:15~19

3聖經的見證(約5:39)

父神的見證(約5:37)

约翰是灯 耶稣是真光



创世纪22：18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摩西的見證 创12:3；22:18；申18:15~19

创世纪22：3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申命记18:15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你们要听从他。
16 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
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
17 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
18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象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
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19 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