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翰福音丰富了我们的生命。它展示了耶稣的教导和耶稣的生命，对对观福音书进行了补充，强

调了耶稣的神性。它讲述了耶稣行的神迹，着重于耶稣要赐给信他的人永恒的生命。事实上，鼓励人

信耶稣是约翰的写作目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 20:31）。四福音书使我们对耶稣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他是谁，他做

了什么，他教导的是什么。

课程	3.1	 如何理解约翰福音

3.1.1 解释为什么约翰省略了很多在对观福音书里出现的事件

3.1.2 分析与约翰写作目的相关的词：神迹、信、生命

课程	3.2	 约翰福音的结构

3.2.1 分析约翰福音的序言和结语

课程	3.3			约翰福音里耶稣的教导

3.3.1 分析约翰福音5、6、9、11章里的神迹和教导之间的关系

3.3.2 分辨约翰福音里的七处“我是”的宣告

3.3.3解释从与耶稣交谈过的人身上学习到的三个功课

目
标

目
标

目
标

约翰福音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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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1
如何理解约翰福音

作者、写作日期和目的
第四卷福音书的作者最大的可能就是使徒约翰。这卷福音书

跟其他福音书一样，都是匿名写作的。早期教会的长老都一致认为

这是耶稣心爱的使徒约翰写的。第二世纪的各种权威著作都引用

了约翰福音，让人更信服这卷福音书是出自使徒的手笔（Elwell 、

Yarbrough 1998，109）。

约翰是一名渔夫，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的兄弟。当耶稣呼召

他的时候，他大概是 25 岁，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约 1:40）。约翰成

为了与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第四卷福音书里几次提到他是“耶

稣所喜爱的门徒”（13:23；19:26-27；20:2；21:7，20）。主的忍耐

和慈爱把约翰从一个“雷电之子”（可3:17）改变成为一个柔和的使徒。

早些时期，约翰想要呼求从天降下火来毁灭撒玛利亚人（路 9:54），

但年老的时候，他变得很柔和（约三）。

1．谁最有可能是约翰福音的作者？请解释。

约翰估计是在公元 80-95年间写下福音书的，也就是马太、马可、

路加福音完成几年后。要注意，这可是在主复活后的 50-60 年哦。约

翰写这卷福音书，至少是在路加写完使徒行传（写于公元 60-63年间）

二十年后，提多 (Titus) 毁灭耶路撒冷 10 年后（毁灭于公元 70 年）。

因此，约翰福音是新约最后成书的几卷书之一。在那个时候，由于

主的跟随者把福音传到了很远的地方，福音已经广为人知。比约翰

福音更晚成书的，只有约翰的其他书信——或许是启示录。

2．把约翰福音的写作时期与对观福音书及使徒行传对比，结果

如何？

由于约翰福音是在耶稣的生命和教导都已广为流传的情况下

写的，约翰就没有必要重复前面三卷福音书已教导的内容了。有些

学者认为约翰是在对对观福音书进行补充和编辑；而其他学者则认

为约翰执笔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其他福音书的内容（Gundry 1994，

254）。无论是哪种情况，当时假师傅已开始攻击福音，否认耶稣作

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马太福音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儿子；路加福音

3.1.1 目标  
解释约翰省略了很多对观福

音书里所记载的事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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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1

强调耶稣是人子；约翰福音则显示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里，

耶稣不止 35 次提到神是“我的父”（Mears 1983，397），并且也自

称与神同等（约 5:18；8:58）。约翰没有记载耶稣的族谱和他的出生，

他强调耶稣从一开始就是与神同在的（约1:1）。他没有记载主的童年、

受试探、显荣。他也没有提到主使用比喻故事教训人、升天和大使命，

因这一切在约翰执笔之时已经广为人知了。然而，约翰一再反复强

调了耶稣的神性。他让所有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让不信的人能

接受他，让信的人跟从他。

3．约翰省略了对观福音书所记载的很多内容，对此有何解释？

约翰强调了耶稣与神的关系后，在 20:30-31 里面点明了他的

写作目的。约翰希望人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跟随

他就得永生。他希望把人带到这位自称是“神”的人面前（1:1；

20:28），与他面对面。为了更加清楚地陈述自己的写作目的，约翰

加进三个重要的词语：神迹、信、生命。再次阅读约翰福音 20:30-

31，注意约翰是如何运用这三个词的。

神迹
约翰使用了神迹来说明基督的异能。神迹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

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约 20:31）。虽然耶稣行了许多

神迹，但约翰只选择了其中七个来突出他的神性 :

1. 把水变成酒（2:1-11）

2. 治好大臣的儿子（4:43-54）

3. 治好池边的人（5:1-15）

4. 喂饱五千人（6:1-15）

5. 水上行走（6:16-21）

6. 医治盲人（9:1-34）

7. 使拿撒勒从死里复活（11:1-44）

耶稣喂饱五千人和在水上行走的神迹在对观福音书里也有记载。

剩余的五个神迹只在约翰福音里出现。在这个课程的最后，我们将

会进一步学习这七个神迹所关联的属灵真理。

3.1.2 目标  
分析与约翰福音写作目的有

关的神迹、信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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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1
4．为什么约翰选择突出其中七个神迹？

信
约翰在福音书里至少 98 次使用“信”这个字，以表示个人对耶

稣的回应。约翰强调，信就是顺服。如果人们信基督，他们就是主

的跟随者；如果人们不信，他们通常就成为主的敌人了。约翰通过

举例来教导信耶稣的含义：

• 当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他的信徒就信他和跟随他（2:11）

• 井边的妇人信耶稣，促使她去告诉所有人关于耶稣的事。

（4:28-30，39-42）

• 大臣的儿子被医治后，他和他的全家就都信了。（4:53）

• 许多犹太人开始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若他们常常

遵守他的道，那么他们就是真的门徒。（8:31-32；比较 6:66）

• 生下来眼睛就瞎的盲人被医治后就信了耶稣，并且通过大胆

地敬拜耶稣和为耶稣作见证来表达自己的信。（9:30-38）

所有见到耶稣的人都要面临一个选择，信或不信。他们避免不

了这一选择。

下表汇总了一些约翰用来解释信耶稣的含义的短语。所有的短

语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但使用在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中时，

它们有着更丰富的意义。

约翰使用了很多短语来解释信耶稣的含义

短语 信耶稣就如…… 约翰福音经文

接待 接待一个人到自己家里 1:12

喝 喝新鲜的水 4:14

来 来到粮食和水的供应处 6:35

吃 每日吃所需的粮食 6:51

跟从 每天在路上跟从他 8:12

常常遵守 学生对老师的遵从 8:31-32；6:66

进入 进入门内以保证安全 10:7-9

听 听牧羊人的声音并顺服 10:26-27

遵守 遵守父母或有权柄的人 14:15，23；15:14

常在，留在 留在车上直到旅程结束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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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1
信耶稣就是要接待他，来到他身边。也是意味着要吃他、喝他、

跟从他、常常遵守他的教导、进入他里面、听从他、顺服他、常在

他里面。

5．诠释“信”。

生命
信基督就得着生命。约翰在他写的福音书及第一封书信里面，

都写到人接受基督就得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

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一 5:12）。换句话说，耶稣就是生命。

永生是白白得到的，但也不是毫无由来的（Morris 1971，

226）。永生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结果。一只手只有连接

在一个活人身上才是活的手；一个水果只有在树上才会有生命。同

样道理，与耶稣有连接的人才有永生（约 1:4；14:6），而那些与他

分隔的人则要承受永死和惩罚。

6． 约翰福音里所提到的“生命”是什么意思？我们如何能得到

它？

耶稣对尼哥底母说 :“你们必须重生。”（约 3:7）。每个接受

耶稣的人要重生到神的家里，成为神属灵的儿女（1:12-13）。在我

们得救之前，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死在罪里的。从亚当开始，罪扼杀

了我们与天父之间的关系。然而，虽然罪的结果是死，但当我们接

受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时，神通过基督耶稣赐给我们永生

（3:15-16），只要我们跟随主、遵从主，常在主里，我们的属灵生

命就得以不断的成长。“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 3:36）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与

他联合，与他一起到永远。

7． 由于一个人是否接受和信耶稣关系到他的生和死，那么我们

该如何准确地和有效地见证耶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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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2
约翰福音的结构

约翰福音的结构或者大纲包括一个序言（介绍）和一个结语（结

论）。我们接下来会进一步分析。

约翰福音的大纲
一、序言：展现神的儿子，1:1-18

二、神子的公开事工，1:19-12:50

 1．与人会面（1:19-4:54）

 2．与众人会面（5:1-6:71）

 3．与众人的问题（7:1-11:53）

 4．最伟大的公开事工（11:54-12:50）

三、神子私底下的事工，13:1-17:26

 1．最后的晚餐（13:1-30）

 2．最后的布道（13:31-16:33）

 3．大祭司般的祷告（17:1-26）

四、神子受死的事工，18:1-20:31

 1．他被出卖和受审（18:1-19:16）

 2．他被钉十字架和被埋葬（19:17-42）

 3．他复活（20:1-31）

五、 结语：神的儿子最后的呼召，21:1-25

序言
约翰福音的序言（1:1-18）包含了整卷福音书的的信息。约翰在

其中介绍了这卷福音书的三个主要特点：

1. 主角：“道”。“道”就是神，造物主，生命的源头，道成

肉身的那一位。耶稣就是那“道”，他来是要把父表明出来

（1:18）。

2. 关键词：生命，光，黑暗，见证，信，真理。

3. 主要情节：对立。约翰用了通俗的语言来表现对立和属灵上

的对比：

光————黑暗

肉身的出生————属灵的出生

恩典————律法

3.2.1 目标  
分析约翰福音的序言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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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2

对于那些信耶稣和走在光中的人来说耶稣是朋友———对那些

拒绝耶稣而仍留在黑暗中的人来说耶稣是审判官和敌人。

   这些对比一直贯穿约翰福音，直到最后。随后我们便看到十

字架（死亡）和复活（生命）之间的对比。哈利路亚！耶稣战胜死

亡并已复活了！

8．请总结序言中所列的有关约翰福音的三个主要特点。

9．给出约翰福音里的四组对比。

结语
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彼得认识到要信耶稣就要把自己完全地

奉献到基督的事工里（21:15-19）。因此，约翰福音的结语强调了福

音的结果：那些像彼得一样真信耶稣的人，会跟随耶稣并被带领在

某个领域侍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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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3
耶稣在约翰福音里的教导

我们已经讨论过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关键词和结构了。现在，

我们将学习耶稣在这卷福音书里的教导。他教导了什么？他又是如

何教导的呢？

神迹与耶稣的教导之间的关联
如前面所提到，约翰选择突出了耶稣传道过程中的七个神迹来

强调他的神性：

1. 把水变成酒（2:1-11）

2. 治好大臣的儿子（4:43-54）

3. 治好池边的人（5:1-15）

4. 喂饱五千人（6:1-15）

5. 水上行走（6:16-21）

6. 医治盲人（9:1-34）

7. 使拉撒路死里复活（11:1-44）

10．列出约翰福音里的七个神迹，并解释其属灵意义。

耶稣使用这些神迹作为教导人的机会。约翰福音记录了这些神

迹和教导，从而丰富了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看到耶稣行的神迹和

属灵真理之间的关联。

与属灵真理有关的七个神迹

约翰福音 神迹 对应属灵真理 耶稣是  

2:1-11
把水变成

酒

第一个神迹向我们启示了他

的荣耀（他是道成了肉身的

神）。激励门徒信他。

超越物质

的主

4:43-54
治好大臣

的儿子

那些拒绝耶稣的人错过了神

的祝福（4:44），但那些接

待他的人得到好祝福。（4:45，

47，54）

超越距离

的主

5:1-15
治好池边

的人

耶稣在本质、能力和权柄上

是与神同等的

超越时间

的主

3.3.1 目标  
分析约翰福音5、6、9、11章

里的神迹与教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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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喂饱五千

人

“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

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

永远不渴。”（6:35）

超越物质

数量的主

6:16-21 水上行走

耶稣对环境是有权柄的。当

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

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超越自然

环境的主

9:1-34 医治盲人

“我是世上的光……我为审

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

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

反瞎了眼。”（9:5，39）

超越命运

的主

11:1-44
使拉撒路

死里复活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

复活。”（11:25）

超越死亡

的主

例如，耶稣医治好池边的人之后（5:1-9），犹太人就质疑他在

安息日治病的权力（5:16）。这就让耶稣有机会教导人他的神性和与

神同等（5:17-18）。耶稣称自己就是那使死人复活并审判他们的那

一位（5:21-30）。

约翰福音第 6 章里，耶稣面对要喂饱五千名饥饿的人的难题。

耶稣神奇地把一个小男孩的五饼二鱼翻了数倍，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6:5-12）。不过，第二天，这群人又回来，寻找第二顿饱餐。主警

戒他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6:27），他教导他们关于属灵

的需要，说“我是生命的粮”（6:35）。这样，我们可以从随后的教

导中看到神迹的含义。

那些人不明白属灵的真理，他们来找耶稣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他们没认识到神迹的真实含义。故耶稣在教导中说明了“肉体”和“灵”

的区别（6:63），解释了吃“生命的粮”的意思（6:51）。然而，这

些人抱怨这样的属灵说法，并且争论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6:52）。

最后，很多跟随他的人都走了（6:66）。那些因为属地好处而跟随耶

稣的人，只会感到失望。

11．解释跟在耶稣后面的那一大群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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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第 10 章，耶稣医治了一个盲人，说明了他的宣告“我

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8:12；

9:5）。这个神迹证明了耶稣有能力使人走在光明中。注意紧接着这

个神迹的教导：“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9: 39）。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那些认

识到自己是瞎子的人可以求耶稣赐光明，他就会使他们能看见。相反，

那些像法利赛人的人就声称自己不需要耶稣的帮助也能看见。因此，

他们处在罪中而无法看清楚属灵的真理（9:40-41）。只有救赎主可

以除掉我们的罪，也只有他能使我们回到神里面。

12．耶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并论及属灵的瞎眼（约 9:1-41）。

思考属灵视力和谦卑之间的关系。自我评估。

当耶稣使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时候（11），他重点强调了自己宣

告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11:25）。耶稣胜过了死亡，也赐给了我们同样的胜利，在永恒的

生命里与他一起。

耶稣七个“我是”的宣告
耶稣用“我是”这两个字来告诉人们他是谁。约翰福音记载了

耶稣七个“我是”的宣告 :

1. “我是生命的粮”（6:35）

2. “我是世界的光”（8:12；9:5）

3. “我就是门”（10:7，9）

4. “我是好牧人”（10:11）

5.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11:25）

6.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14:6）

7. “我是真葡萄树”（15:1）

基督的宣告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的宗教领袖说过同样的话。

有些人曾尝试帮助饥饿的人寻找食物，但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太阳给世界物理的光，但神的儿子说“我是世界的光”—— 世界上

唯一属灵的光的源头。他说他是唯一到达天父那里的门。多么强大

无人能比的宣告！耶稣更进一步宣称，所有信他的必得永生。有其

他宗教领袖敢这样说吗？很多人都在寻找真理，而耶稣说“我是真

理。”他是唯一的属灵标准，可以辨明真理和虚假。不同品种的葡

萄树结出不同的果子，但耶稣说他才是真葡萄树。他说属灵生命只

能从他那里来，那些不与他这棵葡萄树连接的将要被扔到火里。

3.3.2 目标  
列出约翰福音里的七个“我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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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3
事实上，耶稣的宣告是独一无二的，说明了他有与神同等的位

置。约翰福音里七个“我是”的宣告为基督的神性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它们都为耶稣是道成了肉身的神的真理做了铺垫，这也是新约圣经

其他部分的基础。

除了这七个“我是”的宣告之外，耶稣在约翰福音 8:58 也说过

“我是”。出埃及记 3:14，摩西问神的名字的时候，神回答说“我

是。”这跟“耶和华”（Yehweh）相连，是旧约圣经里神的名字。

大多数圣经翻译都使用“主”（用大写字母表示的 Lord）来表明这

位在旧约圣经中立约的神。为不破十诫里的第三诫 “不可妄称耶和

华你神的名”（出 20:7；利 24:16），大多数犹太人避免直呼神的名字。

只有大祭司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才能用这个名字。他们一般用其他的

希伯来词来代表“主”，如阿多耐 (Adonai)。但在约翰福音 8 章里，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8:58）。

他把旧约圣经里神的头衔“我是”放在自己身上，也就是说他称自

己是神。这使犹太人很恐惧，并且激怒了他们，以至他们想要用石

头打死他（8:59）。不过，耶稣说的是真理。那些信他话的人相信他

是神（参考约翰福音 18:5-6，耶稣说“我就是”，使那些要抓他的

人退后倒在地上。）

13．默写这七个“我是”，以帮助记忆。

与耶稣的谈话
约翰通过不同人的生命及对话，教导我们什么是信，如下表的

这些人物。

与耶稣有互动的人让我们更认识什么是信

人物 与信有关的功课 约翰福音对应经文

安得烈 他帮助其他人信耶稣
1:35-42；6:8-9；

12:20-22

西门彼得
如果我们信耶稣，他会改

变我们的性情 
1:42；6:68-69；

尼哥底母 我们信耶稣必要重生
3:1-21；7:50-51；

19:39-42

腓力
我们信并跟随耶稣的同时，

将会学到更多东西

1:43-46；6:5-7；

14:8-14

3.3.3 目标  
解释人们与耶稣的对话中所

体现的三个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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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3
撒玛利亚妇人

耶稣能使所有信他的人得

到满足
4:1-42

盲人
耶稣赐光明给那些信他的

人光明
9:1-39

马大和马利亚
生命中首要的事就是坐在

耶稣脚前
11:1-46

多马
耶稣会使我们在他里面的

信心变得完全

11:16；14:5-7；

20:24-28

彼拉多
管辖犹太地的官员是一个

不信的例子
18:28-19:16

（卖主的）

犹大
一开始信但最后远离主

6:70-71；13:21-30；

18:1-5

通过安得烈，我们学会应该与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虽然圣经

里面并没有像提及他的兄弟西门彼得那样常常提到安得烈，但他作

为属灵的工人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与别人分享对耶稣的信仰

并带领他们归向基督。在耶稣早期的传道中，安得烈把西门彼得带

到他面前，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1:10-42）。之后在约翰福

音 6:8-9 里，他把一个小男孩的午餐带给耶稣，耶稣就用这个小男孩

的午餐喂饱了五千多人。最后，有从希腊来的人来到耶路撒冷想要

见耶稣，他们找到腓力，腓力去告诉安得烈。他们俩一起去求问耶

稣（12:20-22）。因此，安得烈能帮助别人找到基督，他平易近人，

也很有办法。

西门彼得的生命让我们晓得，耶稣要塑造那些信他的人的品格。

当西门遇见耶稣的时候，主就预言说他要称为彼得（矶法），意思是“磐

石”（1:42）。改这个名标志着西门性格里的转变。西门原本性格不

稳定，也不可靠。然而，跟随主几年，看、听、学（甚至从自己的

错误中学习），他成长为一个稳重的、可靠的、坚强的和虔诚的早

期教会领袖。他确实成了“磐石”。

通过尼哥底母，我们学习到信与重生是联系在一起的（3:1-21）。

作为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接受过训练认识了旧约圣经真理，然而他

没有经历重生。所以我们注意到，耶稣在教导尼哥底母的时候引用

了旧约经文，就是在尼哥底母已知的真理基础上对他进行教导。耶

稣把自己与摩西在旷野中举起的铜蛇相比较。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位

救赎主，可以把永生带给信他的人。之后的事件表明尼哥底母信了

耶稣（7:50-51；19: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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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3
14．从安得烈、彼得和尼哥底母身上可学到什么功课？

在阁楼上的最后的教导
耶稣在自己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给了他的门徒一个不寻常的

辞别（13-16）。这些详细的临别赠言只出现在约翰福音里。耶稣结

束了公开事工后，他私底下与他的门徒会面，预先告诉他们两个重

要的事实 :（1）他很快就要离开他们了。虽然他们不能跟他一起走，

但他承诺会回来带他们去父那里（14:1-4）。（2）他不会撇下他们

为孤儿（14:18）。他应许会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来与他们

同在。圣灵会住在他们当中（14:17），教导他们（14:26），并赐给

他们能力去做见证（15:26-27）。圣灵也会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16:13）。

基督也应许信他的人奉他的名可以看到并行神迹奇事。今天耶

稣通过他的信徒的信心和祷告来做医治的工（14:12-14）。

耶稣以 17 章的一个感人的祷告来结束对门徒们的鼓励和教导。

耶稣为自己和将要发生的事情祷告完后，他还为他的门徒和“因他

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17:20）。耶稣祈求那些信他名的人要认识

到与神的合一和彼此的合一。因此，我们称耶稣的这个祷告为大祭

司式的祷告，因为他在父面前为我们辩护和调解。

15．至少从三方面说明你的事工依靠的是圣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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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验

选出最佳答案。

1、约翰福音的主要写作目的是								。

a) 显示基督如何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

b) 讨论恩典与律法之间的对比

c) 劝勉读者信基督

d) 记载耶稣的生命和布道的历史

2、约翰福音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原因是要								。

a) 纠正假师傅的错误

b) 重复对观福音的教导

c) 与人子形成对比

d) 使施洗约翰的教导更清晰

3、约翰在福音书里使用“信”的次数高达							。

a) 10 次

b) 30 次

c) 70 次

d) 100 次

4、约翰福音里，与“信”的意义相近的词是									。

a) 认罪

b) 悔改

c) 遵从

d) 敬拜

5、约翰福音用							来表示异能。

a) 医治

b) 神迹

c) 奇迹

d)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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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6、在约翰福音的序言里，其中一个对比是						。

a) 开始和末了

b) 软弱和强大

c) 贫穷和富裕

d) 光和黑暗

7、约翰选用了七个								来表明基督的神性。

a) 神迹

b) 对话

c) 对比

d) 比喻

8、约翰福音里的一个“我是”的宣告是												。

a) “我是阿拉法，我是噢梅戛”

b) “我是墙角的石头”

c) “我是好牧人”

d) “我是人子”

9、我们从西门彼得身上学到，耶稣																。

a) 会改变我们的性格，只要我们信他

b) 期待我们喝他的杯

c) 使所有信他的人满足

d) 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

10、从谁身上我们学到要带领人归向耶稣？

a) 尼哥底母

b) 安得烈

c) 腓力

d) 拿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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