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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约翰福音第一章 

    
在这一课里，你将会学到……  
一、福音的作者——约翰 

约翰听到福音 
约翰传扬福音 

二、生命之道 
永远长存的道  
生命与光 
道成肉身 

三、施洗约翰所传的道 

四、神的羔羊 

五、 初跟随耶稣的门徒 

六、耶稣呼召腓力与拿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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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 
目标 1：认识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 

约翰听到福音 

大约在两千年以前，有一位名叫约翰的青年渔夫，

他撇下了自己所有的鱼船和鱼网，去跟随一位名叫耶稣

的夫子（老师）。有三年半的时间他和另外的十一个人跟

随着耶稣在巴勒斯坦一带各处奔走。这些人都是耶稣的

门徒，也就是他的学生。 

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们对耶稣所教导他们的关于神和

神爱世人的道理已经很熟悉了，而约翰对耶稣的认识也

是 清楚不过的了，因为他是耶稣 知心的朋友。 

约翰和其他的门徒都在耶稣那里学习。他们所听到

的好消息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他们明白耶稣是神的儿

子，耶稣到世上来乃是要拯救普天下的男女老少们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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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罪孽，并且要将永生赐给他们。在耶稣还未升天

（回到天父身边）之前，他吩咐他的门徒们，要将这拯

救人类的好消息——福音传给普天下的人。 

耶稣应许他的门徒们要将圣灵赐给他们，来帮助他

们记起他一切的教导；并且圣灵要赐能力给他们，帮助

他们将这福音传给世人。                                     

1、哪一位是耶稣的跟随者约翰？ 

a) 施洗约翰。 
b) 那位原本是一位渔夫，后来却成为耶稣 知心的

朋友的约翰。 
c) 是加利利的一位名叫约翰的木匠。 

2、约翰跟随耶稣并且听他的教训有多久？ 

a) 三周半。      
b) 三个半月。 
c) 三年半。 

3、什么叫做福音？ 
a) 福音是拯救人类的好消息。 

b) 福音是关于神的事。 

c) 福音是叙述耶稣生平的事迹。 

若你对自己所选的答案不太确定的话，请再复习几遍

刚读过的课文，直到找出正确答案为止。 

☆ 正确答案已在本课结尾部分给出，请翻至该页核来对

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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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传扬福音 

约翰奉献一生的时间来传扬耶稣的福音。在他年老

的时候，神吩咐他将这福音写下来，因为神希望在不久

的将来让普天下的人都能亲自阅读这书。神不但要约翰

将这福音传给当时的人，并且也要将这福音传给后来的

各个时代的人，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让约翰明确地知道他应该写下来的内容，圣灵也

使他能够记住耶稣亲口所说的话语。所以他将耶稣仔细

教导他的重要真理都写了下来，这卷书就是约翰福音。 

同时，圣灵也感动约翰写了其它四卷书，三卷是书

信，另一卷是论到未来事的《启示录》。他的这五卷书与

其它的书卷一同编在圣经中。 

因为当时在小亚细亚、北非及欧洲一带，希腊文是

普遍的语言，所以约翰用希腊文写成了这五卷书，后

来才译成英文、德文、中文等其他的语言。                     

4、约翰从哪里听到了福音又传给别人呢？ 

a）从耶稣那里听到的。  

b）从报纸上的新闻得来的。 

c）从他的父母那里听到的。 

5、约翰是在什么时候写下了这本论到耶稣生平的书呢？ 
a）在他年轻时跟随耶稣各处奔走的时候。 
b）在他年老时，也就是当他将耶稣的事传扬出去并

让许多人知道以后。 
c）在他做渔夫尚未认识认识耶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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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约中约翰所写的五卷书中的话语是怎样得来的？ 
a） 是圣灵默示他所应当写下来的话语。 
b） 是当他阅读其它有关耶稣的书的时候而得到的

灵感。 
c） 是一个委员会为他安排出来的材料。 

☆ 请核对你的答案。 

二、生命之道 
目标 2：解释什么是“生命之道”？ 

★ 请阅读约翰福音 1：1-18 节。 

请翻开你的圣经，阅读约翰福音 1：1-18 所谈的“生

命之道”，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因为通过这段经文的学习，

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以及他为什么要降世为人。这是

约翰用来介绍耶稣的一段话语，他后面所写的话语都是

为了详细解说这一段话的真理。 

永远长存的道 

� 请再阅读约翰福音 1：1-3。 

我们藉着我们的语言使人知道我们所思想的是什

么，但是神用两种方法使我们明白他所思想的：（一）是

藉着写出来的话——圣经；（二）是藉着他的儿子——耶

稣基督来到世上亲自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耶稣就是神

所赐的生命之道（Word  of  life）。约翰用这三节经文



 18

的话语，说明了耶稣乃是“生命之道”。第三节里的“他”

 

是指一个人，并不是指一本书。本章第十四节所说的“道”

成了肉身，是指耶稣被称为“道（神的话语）”，是因为

神藉着他向我们讲话（“道”字的英文是 “Word”，意

思是“话语”）。 

“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

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

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 1：1-2） 

从约翰福音 1：1-3 中，我们读到耶稣（道）太初与

神同在，耶稣（道）就是神。这并不是说有两位神，而

是因为神（圣父）、耶稣（圣子）和圣灵乃是三位一体的

神。虽然们各自担任不同的工作，但这三位乃是同一位

神，并且他们永远一同工作。 

神（圣父）、耶稣（圣子）和圣灵是无始无终、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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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存的。虽然耶稣降世为人，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他

降世之前乃是在天上。 

约翰福音 1：3说万物是藉着他所造的，“他”字是

指耶稣，我们可以在另一段圣经经文中找到同样的话语：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

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都是为他造的。”（歌

罗西书 1：16） 

耶稣基督将生命赐给世上所有的生物，世界是藉着

他造的；他也将永生赐给那些悔改相信他并接受他作他

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

生命。”（约翰一书 5：12）                                    

7、耶稣为什么被称为“道”呢？ 

a) 因为神藉着他向我们说话。 

b) 因为他传扬福音。 

c) 因为我们在一本书上读到关于他的事。 

8、耶稣的生命是何时开始的呢？ 

a) 当他在伯利恒降生为婴儿时。 

b) 他的生命是无始无终、永远长存的。 

c) 他是神在创造世界时所造的。 

9、耶稣所赐的是什么样的生命？ 

a) 他仅仅赐生命给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因为万物

是藉着他所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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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仅仅赐永生给信靠他的人而已。 

c) 他赐生命给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世界是藉着他造

的；他也赐永生给那些信他的人，并且拯救他

们。 

生命与光 

� 请再阅读约翰福音 1：4-13。 

约翰福音 1：4 告诉我们：耶稣的

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如同光一般，要

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并教导我们如何生

活，他也指引我们通往天国的道路。 

很多人不愿意接待耶稣，他们宁可

走自己的黑暗道路；但是那些接待耶稣作自己救主的人，

就得到作神的儿女的权柄（约翰福音 1：12）。 

我们虽然是神所创造的，但却不能作他的儿女，因

为我们都犯了罪，按本性来说我们都是罪人，是我们的

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了。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作我们的救

主和生命的主时，他就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赐给我们

一个新的生命。是他改变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再继续犯

罪，我们把这种改变称为“重生”。因此，神就成为我们

的天父，我们就变成了他的儿女。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劳，而

是藉着神所赐予我们的生命的“重生”。我们并不能藉着

肉身的生命被称为神的儿女。你可能会说：“我生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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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基督徒”。但是你

父母是基督徒的事实并不能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只

有通过“从神而生”（即“重生”），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 

10、耶稣为什么被称为“光”呢？ 

a)  因为他带了一盏灯照亮我们的路。 

b)  他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并且指引我们通往天国

的道路。 

11、什么人才有权柄称为神的儿女呢？ 

a) 唯有接受耶稣作救主的人才有权柄成为神的儿

女。 

b) 万民都是神所造的，所以无论什么人都有权柄作

神的儿女。 

12、我们怎样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呢？ 

a) 是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事奉神的基督徒。 

b) 是因为我们出生在一个有许多教堂的基督教国

家里。 

c) 是因为我们接受耶稣作救主，而被神的灵“重

生”。 

道成肉身 

世界历史中所发生的 伟大的一件事就是神道成了

肉身！神爱我们如此深切，甚至他（耶稣基督）亲自道

成肉身来担当我们的刑罚，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在十

字架上。神若不成为人的样式就无法死，因此他必须具

有人的肉身才能为我们而死，于是耶稣就成为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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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生在伯利恒。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是为了要让世人

因着认识他而成为神的儿女。 

神藉着摩西将律法赐给我们，目的是要我们知道应

当怎样行事为人。我们本来无法遵行神的律法。这律法

告诉我们：人类需要一位救主，而这位救主就是耶稣基

督。唯有藉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领受神的恩典，这恩典

就是神赦免我们的罪，并且赐给我们一个奇妙而又充满

祝福的新生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13、耶稣为何要成为肉身呢？ 
a) 因为惟有这样，他才可以为我们死，并且拯救我

们脱离罪恶。 
b) 因为惟有这样，他才可以教导我们。 
c) 因为惟有这样，他才可以认识我们。 

三、施洗约翰所传的道 
目标 3：解释施洗约翰所传之道的信息。 

� 请阅读约翰福音 1：19-28。 

请再阅读一遍本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然后再阅读第

十五节。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有关神所差来的那位施洗

约翰的事，这位约翰并不是耶稣的那位叫约翰的门徒。 

许多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群众到施洗约翰那里听他

讲道，有些人以为他就是神应许要差来的弥赛亚（救主

基督）。但约翰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他乃是神所差遣来

告知百姓，要他们预备接待弥赛亚的人，而他自己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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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弥赛亚。他告诉他们必须悔改，脱离自己的罪。并且

他为那些悔改的人施洗。 

在古时候，当一位帝王行路时，必有一位开路的先

锋行在他前面，通报百姓帝王驾到。施洗约翰正如一位

行在前面为耶稣开路的先锋。                                 

14、施洗约翰是做什么的呢？ 
a) 他写了一本福音书。 
b) 他向百姓通报：弥赛亚要来了。 
c) 他说自己是弥赛亚。 

四、神的羔羊 
目标 4：解释为什么耶稣被称为“神的羔羊”？ 

 ★ 请阅读约翰福音 1：29-34。 

施洗约翰自孩童时代就认识耶稣，因为他的母亲和

耶稣的母亲是表姐妹。但是起初约翰并不知耶稣到底是

什么样的人。后来神亲自启示他：耶稣就是弥塞亚，他

要为罪人牺牲自己，并且他也是要用圣灵给人施洗的那

一位——他就是神的儿子。 

许多人认为耶稣只是一位好人而已。其实我们每个

人不但需要真正地认识他，而且还要更深入地了解他。

这些课程就是要帮助你更加认识耶稣。 

耶稣被称为神的羔羊，因为羔羊乃是赎罪的一种祭

物。那些犯了罪的人都必须死，但是他们可以祈求神悦

纳代替他们而死的羔羊作为赎罪祭。耶稣就是神差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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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而死，除去我们罪孽的羔羊。 

15、耶稣为何被称为神的羔羊呢？ 
a) 因为他很像一只温柔的羔羊。 
b) 因为他是我们的赎罪祭。 

五、 初跟随耶稣的门徒 
★ 请阅读约翰福音 1：35-42。 

 

施洗约翰的门徒中有两位去跟随了耶稣。一位是安

得烈，另一位是西门彼得。他们是 先跟随耶稣的门徒。

初是安得烈遇见了耶稣，就去领他的哥哥西门彼得来

见耶稣。安得烈告诉他哥哥西门说：他遇见了弥塞亚（“弥

塞亚”翻译出来就是“基督”或“受膏者”的意思）。            

16、 先跟随耶稣的门徒叫什么名字？ 
a)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b) 约瑟、拿但业。 

c) 安得烈、西门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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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耶稣呼召腓力与拿但业 

目标 5：解释为什么拿但业和腓力决定要跟随耶稣？ 

 

★ 请阅读约翰福音 1：43-51。 

 

腓力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他向拿但业介绍耶稣的

事。拿但业 初不肯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正如许多人

初听到耶稣的事的时候，也不肯相信一样。但是腓力

告诉他说：“你来看！”当拿但业亲自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就真正知道耶稣实在是神的儿子了。因此不论是什么

人，只要他愿意诚心祷告，他就能够真正地明白耶稣到

底是谁了，因为耶稣要亲自向他显现。 

在第 51 节里，耶稣自称是“人子”。这个称呼在约

翰福音中出现过十三次，这是为了要让我们知道：神的

儿子撇下了天上的宝座，降临到世上成为人的儿子。他

的身体与我们的身体完全相同，因此他能了解我们的一

切问题；他同样受过试探，但他却没有犯过罪；他永远

遵照神的旨意行事。他既成为人的儿子，就启示我们可

以藉着神的帮助成为一个完全人。他既然成为人的儿子，

就在神的面前代表全人类。因此他的死乃是代替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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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 

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并且在

第一章里总共用了九种称呼谈及耶稣：（一）道；（二）

耶稣；（三）神的羔羊；（四）弥赛亚；（五）基督；（六）

拉比（夫子或老师）；（七）神的儿子；（八）以色列的王；

（九）人子。   

17、请在你的圣经中找出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谈到耶稣的

所有称呼，并用笔将这些称呼划出来。 

18、请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找出你 喜欢的一节经文，

并牢记在心里。 

19、感谢耶稣为你的罪而死，祈求他向你说话，并且让

你更加认识他。 

20、请为研读这个课程的每一位同学祷告，求神帮助他

们更加认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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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以下答案并没有按照正常的次序排列，这是为了让

你避免在无意中瞥见了尚未完成的习题的答案。因此当

你核对答案时，请把注意力集中在所查找的题号上。 

9、 c） 他赐生命给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世界是藉着他

造的；他也赐永生给那些信他的人，并且拯救

他们。 

1、 b） 那位原本是一位渔夫，后来却成为耶稣 知心

的朋友的约翰。 

10、 b） 他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并且指引我们通往天国

的道路。 

2、 c） 三年半。 

11、 a） 唯有接受耶稣作救主的人才有权柄成为神的儿

女。 

3、 a） 福音是拯救人类的好消息。 

12、 c） 是因为我们接受耶稣作救主，而被神的灵“重

生”。 

4、 a） 从耶稣那里听到的。 

13、 a） 因为惟有这样，他才可以为我们死，并且拯救

我们脱离罪恶。 

5、 b） 在他年老时，就是当他将耶稣的事传扬出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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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许多人知道以后。 

14、 b） 他向百姓通报：弥赛亚要来了。 

6、 a） 是圣灵默示他所应当写下来的话语。 

15、 b） 因为他是我们的赎罪祭。 

7、 a） 因为神藉着他向我们说话。 

16、 c） 安得烈、西门彼得。 

8、 b） 他的生命是无始无终、永远长存的。 

17-20，  你自己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