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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概论约翰福音概论
作者作者：

初代教会教父、使徒约翰的学生 ─ 示每拿主教坡旅甲坡旅甲，，示每拿
里昂主教爱任纽、教父特土良、

亚历山大的革利免、俄利根等人，一致明确表示明确表示 ──亚历山大的革利免、俄利根等人， 致明确表示明确表示

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约翰。

 约翰是西庇太的儿子 母亲是撒罗米 兄弟是雅各 约翰是西庇太的儿子，母亲是撒罗米 ，兄弟是雅各
太廿七56；可一19-20，十五40

 生长在伯赛大 路五10 ，捕鱼为业太四21 、应属当地的龙头，生长在伯赛大 路五10 ，捕鱼为业太四21 、应属当 的龙头，
家庭富庶，有仆人照顾他们，在社会上有影响力

太廿七56，可一20，路八3，约十八15-16，十九27

母亲撒罗米是敬虔的妇女 跟随耶稣并资助事奉 母亲撒罗米是敬虔的妇女，跟随耶稣并资助事奉可十五40-41

 曾在十架现场、在复活清晨赴坟墓探访 可十五40，十六1-2

 鼓励两个儿子跟随耶稣 鼓励两个儿子跟随耶稣

 曾为他们向耶稣求地上的权位 太廿20-21，可十35-37

作者：

约 施洗约 最初约翰跟随施洗约翰，
后来离开施洗约翰跟随耶稣

 是主最早呼召的门徒之一，

 跟兄弟雅各是与耶稣特别亲近的其中两位

 与彼得曾亲睹耶稣叫睚鲁的女儿复活、

耶稣登山变像、一起被带到客西马尼园
 约翰在约翰福音中常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没有像其他福音书作者，提到是耶稣经常带在身边、

实际参与第一现场的见证人 ─ 显出刻意隐藏自己

 是十二门徒之中 唯一待在耶稣被钉现场的人 是十二门徒之中，唯 待在耶稣被钉现场的人，

耶稣在十架上，把母亲马利亚托给他照护

 年轻时 耶稣称为「半尼其」─ 雷子 小雷公 年轻时，耶稣称为「半尼其」  雷子、小雷公

晚年成为教导小子们要彼此相爱的「爱之使徒」

作者：

 教会传统提到 约翰后来离开耶路撒冷 教会传统提到，约翰后来离开耶路撒冷，

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落脚定居 ─
因为使徒们相继殉道 以弗所需要牧养 因为使徒们相继殉道，以弗所需要牧养

 他在那里奉养马利亚，直到马利亚过世，忠于耶稣的托付

皇帝 米仙 公元 69 年，罗马皇帝豆米仙逼迫时期，

他被放逐拔摩海岛写了《启示录》

 耶柔米推断他可能在公元 98 年去世，

是十二门徒中最长寿的人

成书：大约公元一世纪末完成的作品，

地点：或许是在以弗所地点：或许是在以弗所。

写作对象：

基督的教会与全世界的人基督的教会与全世界的人 ─
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文学特征：不被列入对观福音，其不同之处 ─

 公元七十年之后，巴勒斯坦的宗教团体力量都势微，

法利赛人成为宗教上的领导者，在标准祷告文加上 ─法利赛 成 宗教 的领导者，在 加

咒诅其他派别，包括犹太基督徒在内。

约翰福音里记述不少与法利赛人冲突的例子约翰福音里记述不少与法利赛人冲突的例子

 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后，罗马帝国的犹太人，

想与强调弥赛亚 神的国 预言等团体保持距离想与强调弥赛亚、神的国、预言等团体保持距离，

约翰所影响的人并不受地方会堂的人欢迎

 对许多犹太人，弥赛亚真正的家乡是耶路撒冷，

约翰大部份的资料与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奉有关，约翰大部份的资料与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奉有关，

 和对观福音中耶稣不少时间回到加利利事奉不同

 可能为了要突显耶稣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 ─可能为了要突显耶稣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
不是政治弥赛亚，而是赐下灵魂救赎的弥赛亚

太福音 福音 路加福音

文学特征：不被列入对观福音，其不同之处 ─

 坊间流传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犹太人 罗马人 希腊人

为区别对观福音写作风格，偏向记录耶稣属灵的事工

当时诺斯底主义盛行

犹太人 罗马人 希腊人

当时诺斯底主义盛行，

与这个异端作出区隔与对比，类似护教的著作

文学特征 简洁的短句 显出铿锵有力的信息文学特征：简洁的短句，显出铿锵有力的信息

以七个耶稣谈论的「我是…」

以无数个短句联结一起，以希腊文的 and，形成

一段、一段主题信息的铺陈，达到权威份量的叙事语法，
约一1-5 太初有道 and 道与神同在 and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and 凡被造的，
没有 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 and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and 光照在黑暗里 and 黑暗却不接受光。

文学特征：巧妙运用希腊哲学处境化的语汇

开始运用希腊哲学的「道」一开始运用希腊哲学的「道」─
指推动世界的原创力或人类智慧之源，

作为与当代文化对话的桥梁 然后指向道成肉身的耶稣作为与当代文化对话的桥梁，然后指向道成肉身的耶稣。

文学特征：对应创世记的写作方式

约翰福音 创世记

一1-3a 太初有道，万物是藉他造的 一1起初，神创造天地1 3a 太初有道，万物是藉他造的
一4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一12-13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 他们权柄作 帝的儿女

起初，神创造天
一3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

二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

重生得救、更新的创造 上帝起初的创造

天父上帝将透过圣子耶稣、圣灵的工作，给人新造的生命。

文学特征：偏好采用一些特定的专有名词 ─
爱 见证 命令 生命 显现 世界 住 真理爱、见证、命令、生命、显现、世界、住、真理

文学特征：时间的描述 ─
在耶稣初期公开事奉的那 周 就以在耶稣初期公开事奉的那一周，就以
次日、再次日、又次日，叙述事件发生次序

又以第三日 这事以后 过了那两天 第二天又以第三日、这事以后、过了那两天、第二天、
两天、四天、六天、过了八日…

文学特征 次序性记载耶稣赴耶路撒冷过节文学特征：次序性记载耶稣赴耶路撒冷过节 ─
二13公开事奉后，第一次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
五1在一个节期 ─普珥节，上耶路撒冷五1在 个节期 普珥节，上耶路撒冷
六4-21第二个逾越节，待在加利利
七14住棚节在殿里教训人；十22－23修殿节在殿里

第 个逾越节前夕骑驴进耶路撒冷十二12第三个逾越节前夕骑驴进耶路撒冷

文学特征：神迹与教导彼此穿插，相互呼应 ─
粮六5-15耶稣喂饱五千人，六35-59我是生命的粮

八1-12吩咐有罪的女人不要再犯罪后，他是世界的光



神学主题：创造论

描述 物的创造 创世记第一章 描述万物的创造，
约翰福音第一章 描述更新的创造 ─约一3-4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更新的创造是约翰福音的神学主题之一，

将水变成酒 教导尼 底母重生的意义二将水变成酒、三1-15教导尼哥底母重生的意义、
四1-26教导撒玛利亚妇人用心灵与诚实敬拜 ─

用内心、生命真实的敬虔，取代外在的宗教礼仪

六31-65天上的粮 ─对应在地上的物质

神学主题：强调记号

 对观福音，神迹 ─对观福音，神迹
行事的能力、权柄、异能、才能

 约翰福音十七次采用了 ，指的是兆头， 约翰福音十七次采用了 ，指的是兆头，

约翰强调耶稣藉此显出他是上帝儿子神性的记号

神学主题：强调耶稣的神性

约翰福音列出七个神迹，比起对观福音微乎其微，

约翰承认，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又行了许多神迹

精挑细选七个神迹，每个都为要显出耶稣的神性，

二十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些神迹是要显出耶稣身上拥有神的能力与临在

事 件 意义事 件
二二01-11 在迦拿变水为酒
二四46 54 在迦百农医治大臣之子

意义
超越质量
超越空间二四46-54 在迦百农医治大臣之子

二五01-18 医治毕士大池的瘫子
二六05-15 在加利利海喂饱五千人

超越空间
超越时间
超越数量二六05-15 在加利利海喂饱五千人

二六16-21 行走在加利利海
二九01-70 医治生来瞎眼的

超越数量
超越自然
超越宿命二九01 70 医治生来瞎眼的

十一01-45 使拉撒路复活
超越宿命
超越死亡

神学主题：强调耶稣的身分与工作

采上帝向摩西宣告他名字「我是…」的笔触，

以七次短句表达耶稣的身份，

让人感受到文字简洁却有铿锵有力 ─

00六35我是生命的粮 0十一25我是复活和生命00六35 我是生命的粮
00八12 我是世界的光

00十7、9 我是羊的门

0十一25 我是复活和生命
和合本 ─ 复活在我，生命在我

十四6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
十11、14 我是好牧人

我是 、真 、
十五5 我是葡萄树

神学主题：

以犹太人视为完美数字的「七」作为内容铺陈 ─
用完美的数字七介绍完美的神子耶稣

 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对话七个回合
 耶稣宣告七次「我是」宣 我是」

 耶稣行了七场神迹

神学主题：弥赛亚
福音书中唯 使用亚兰文 /希伯来文「弥赛亚」的书卷福音书中唯一使用亚兰文 /希伯来文「弥赛亚」的书卷

希腊文翻成基督 Christós，一共出现十七次
耶稣基督复和式名词出现两次

撒玛利亚妇人 突显一般犹太人
与撒玛利亚人心目中弥赛亚的观念，

四42 现在我们信…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神学主题：耶稣与摩西的比较
一17律法是藉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来的

摩三14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五45-47你们若信摩西，就必信我
七19-24百姓按摩西律法在安息日行割礼，人子在安息日医病七19 24百姓按摩西律法在安息日行割礼，人子在安息日医病

神学主题：上帝论
四 上帝是个灵四24上帝是个灵
三16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神学主题：永生论
对观福音用天国 神的国 上帝的国来称呼神永远的国度对观福音用天国、神的国、上帝的国来称呼神永远的国度

约翰用卅六次的「永生」一词，描述上帝的国

永生是由永远 生命 所组成的复合字，
指「永远的活命」或是「来生的复活」。

 对观福音指「将来的生命」将来在天国可以承受的来生 ─
太廿五46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约翰福音进一步指明信耶稣的人，从今生就开始永生了 ─
 不单指示人通往来世生命之道

 使人现今就已经可以先尝到将来的生命 ─预尝
约翰福音谈到的永生是包含现今与将来，约翰福音谈到的永生是包含现今与将来，

因信耶稣、领受他的道，而拥有灵魂上的「活命」，

 在主二次再来之前 信徒仍会经历肉身死亡 在主二次再来之前，信徒仍会经历肉身死亡

 生前灵性已经历了复活，以后也会经历肉身复活

神学主题：二元论
属天与属地的世界属天与属地的世界 ─
对观福音是横向二元论 ─ 现世与来世的对比

约翰福音是纵向 论 属 的 界与属地的 界约翰福音是纵向二元论 ─ 属天的世界与属地的世界

世界的希腊文 Kosmos 可指世界或世人，

 上帝创造世界，神也爱世人，耶稣是世人的救主
 也被用来指与神为敌的世人、撒但掌权的国度与文化

学习从上下文来判定「世界」的意思是什么 ─
十三1 世界并不属基督，

基督要门徒虽住在世界中，却要分别为圣归给神
十二31 属地的世界是属世界的王 ─魔鬼，耶稣要来作世上的光
十八36 耶稣作工的权柄不是从属世来的 乃是从上头来的十八36 耶稣作工的权柄不是从属世来的，乃是从上头来的
十三1 耶稣完成使命后，他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六33 耶稣另一个使命是从天而降，作人生命的粮

耶稣也 求他的门徒不遁世隐居十七18 耶稣也要求他的门徒不遁世隐居，
而是活在世上完成他交付的属灵使命

神学主题：二元论 ─光明与黑暗
八 耶稣指明他是光八12耶稣指明他是光
一5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胜过光
十二35-36、46人若行在光中或住在光中就不会跌倒，也不会住在黑暗里十二35 36、46人若行在光中或住在光中就不会跌倒，也不会住在黑暗里
三19-21行真理的会渴望就近光，悖逆真理的人会不爱光，反倒爱黑暗

─属肉体与属灵神学主题：二元论 属肉体与属灵
身体不是邪恶的，否则耶稣不会道成肉身、圣灵感孕

圣经责备的是人靠「肉体」 ─靠人的血气行事为人

神学主题： 元论

圣经责备的是人靠「肉体」 靠人的血气行事为人

虽然身体不是邪恶，但是活在世界里、被世界影响、有罪性，
三6 所以耶稣才告诉尼哥底母，要在圣灵里重生 ─三6 所以耶稣才告诉尼哥底母，要在圣灵里重生

从上头生，行事为人不再靠肉体，乃是靠神的灵。

神学主题：新命令 原文是 就是指「诫命」神学主题：新命令 ─ 原文是 ，就是指「诫命」

旧约最大与其次的诫命是爱神与爱人
 太廿八19 20 耶稣差派门徒去完成大使命 太廿八19-20 耶稣差派门徒去完成大使命
 约十三34 耶稣赐下了一条新诫命，就是彼此相爱

神学主题：耶稣的教导

耶稣公开或私下教导，

集结成约翰福音特有的「耶稣讲道集」约翰福音 」

忠实传达了耶稣的身份、圣灵的工作、
三一论、耶稣与圣父对照、耶稣与门徒…三 论、耶稣与圣父对照、耶稣与门徒

经文 主 题
三1 21 论重生

经文 主 题
八31 59 叫人得自由的真理三1-21 论重生

四4-26 与撒玛利亚妇人谈道

五19-47 论永生与作见证

八31-59 叫人得自由的真理

十1-21 耶稣是羊的门

十22-38 修殿节的谈话论永生与作见证

六26-59 耶稣是天上的粮

七14-29 住棚节的谈话

十 修殿节的谈话

十二20-36 落在地里的麦子、
被高举的人子

十三31 十四31 条新命令八12-20 耶稣是世界的光

八21-30 耶稣回答法利赛人

十三31-十四31 一条新命令

十五 耶稣是真葡萄树

十六 指示门徒未来的事情十六 指示门徒未来的事情，
介绍圣灵的工作



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神学主题：

信心
马太十一次，马可十次，路加九次，约翰三十次

与介系词 into、 in，
一起合用 believe into、believe in，共三十七次，

约翰非常强调信心与救恩的关系，

要「信入」基督

常在…里
与父 十38b 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父里面与父 ─ 十38b 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与门徒─六56b 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

常在基督里的密诀常在基督里的密诀 ─
八31a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十五4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十五4a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

与他相交团契

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神学主题：

合而为一 十七 大祭司的祷告，四次提到…
耶稣以自己与圣父的合一，类比门徒的合一
圣父与圣子拥有不同的位格，仍能合一…

主耶稣请求圣父帮助信徒、透过圣灵的工作，
可以活出世人皆有目共睹的合一见证

并非指教会中的信徒全是专制化、机械化的产物，并非指教会中的信徒全是专制化、机械化的产物，
 弟兄姊妹还是拥有不同的意志、个性
 愿意在圣灵的保守、顺服圣灵带领之下，

大纲结构

 愿意在圣灵的保守、顺服圣灵带领之下，

寻求合一的联结，同心事奉主，为主作见证

大纲结构：

一1-18 神的儿子道成肉身
十三-十七神的儿子祝福门徒
十八-十九神的儿子受死十架

一19-十二神的儿子呼召世人
十八 十九神的儿子受死十架

廿-廿一神的儿子复活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