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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預查 

— 約翰福音(2)                        by Pastor Yu      

信息內容： 

       上次在《約翰福音》的簡介中，我講過這是非常寶貴的一卷書，特別是從 神兒子的

角度讓我們 來認識主耶穌的所是和所作。第 1 章，乍讀之下，可能會被剛開始的經文嚇

倒：「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 (v1-2) 讀下來，覺得

很抽象，很不容易讀懂。但是我們認真、仔細地讀，就發現，其實並不複雜。 

《約翰福音》真是講到一件非常崇高而偉大的事情，就是講到宇宙的主宰，連萬有

都還沒有的時候就存在的  神和 神的道。其實，「道就是 神」。這個道，就是 神的話。

神跟我們人不一樣。人講的話或是人所說的，所表達的，跟他這個人真正的所是，不見得

能劃上等號。但是 神的話，就是 神自己。《約翰福音》一開始就告訴我們，這位偉大的 

神，藉著祂的話，也藉著一位活生生的人，把祂自己完完全全的表達出來。 在 1-28 節，

首先我們看要看見這個道怎麼樣的成了肉身，來到人的中間，而祂帶給人類什麼？這位偉

大的 神，怎麼樣藉著一個人能夠瞭解、 接受的方式，來表現出祂自己，讓人來認識祂、

接受祂，也讓人跟祂建立關係。 第一章前半段，先講這位偉大的 神祂來，到底對我們的

意義是什麼？到底祂來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到底在我們生命裡面，祂為我們帶來了什麼不

同？19 節開始了下半段，首先施洗約翰怎麼樣為著主耶穌，也就是「道成為肉身」的這

一位，作見證；接著，我們將看見遇着祂的人所產生的反應和改變。 

       這章聖經一開始清楚地提到了幾個很關鍵的字：「道」、「生命」、「光」。這幾個

字跟 神的關係是什麼？跟人的關係又是什麼？「太初有道」，這個「道」，英文就是

「Word」，就是太初就有話。「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這是一個非常崇高、偉大的

啟示：「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

的。生命在祂裡 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v2-4)。約翰一開始就把我們整個的注意力帶回

到整個宇宙萬有的起點，還不只是人類的起點，而且，要我們來認識起初的那一位。這裡

有幾件事情：就是「道」跟 神其實是一個， 「道」就是 神；而且是在太初就跟 神在一

起，萬物是藉著祂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 第 4 節，開始慢慢把焦點從萬有，

從無限遠，開始轉到這位 神怎樣跟我們這些受造的人類發生關係。「生命在祂裡頭，這

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 在 神的裡頭，也在 神的話裡頭，而這個生命有一天要成為人的

光。光來到世界，這個世界對這位 神的態度是什麼呢？——「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

接受光。」 第 6 節講到 神為了這個緣故就打發了一個名叫約翰的人來「為光作見證」，

叫人可以信祂。但 是「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第 9 節「那光是真光，照亮

一切生在世上的人。」11-12 節「祂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 接待祂。凡接待祂

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當 我們接受時，就從祂得著生

命，成為 神的兒女。而且，  從第 14 節：「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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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 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我們就可以明白這「道」

指的就是神的兒子，祂來是把恩典、真理，豐豐富富的帶給我們。從這幾節，我們看見兩

件事情：  

第一．「道」來了，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就得著生命，可以成為 神的兒女。 

第二．「道」來了，祂住在我們中間，不僅讓我們認識 神是一個怎樣的 神，而且因著

祂 住在我們中間，祂是「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讓我們可以活在 神的恩典

裡；活 在 神豐富的祝福裡。  

第 18 節：「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 將祂表明出來。」一方面我們

知道太初 神就存在， 神的兒子就存在。起初 神創造萬有， 神說要有什麼，就有什麼，

因為 神的話就是祂自己，帶著能力，帶著權柄，而整個創造都是藉著 神的兒子，又是為

祂造的。（西 1:16-17) 這一個太初以前就存在的 神，有一天來到人的中間，要人接受祂

作生命，而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v. 4)，是真光 (v. 9)，是生命的光（8:12), 這光是照在黑暗

裏的 (v. 5)。當我們接受耶穌時，就接受了以下所說的四種福分： 

 第一．叫我們可以脫離黑暗，活在光中。 

 第二．讓我們因為接受祂，而得著生命，得著永遠的生命，作 神的兒女。 

 第三．因著祂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v. 14)，讓我們可以享受、承

受 神的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正如 16 節說的：「從祂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 

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第四．讓我們真認識 神。因為「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 

來。」對我們這個有限的人來說，因為 神看不見，所以我們覺得祂很抽象，很模

糊， 神就成為一個帶著肉身的人，讓我們可以明白，可以認識、可以看見、可以

聽見、 可以摸著的，拿撒勒人耶穌，把 神的榮耀彰顯出來。 

 這章聖經有一個很關鍵的詞，「道成了肉身」。我們讀《約翰福音》一開始就一定要

搞清楚這個關鍵的詞。雖然第一章讀起來，很抽象，很懸奧，有點像讀老子，或是哲學思

想一樣， 其實它是一個很清楚，很榮耀的啓示——講到這位偉大的 神，為了救人，用人

可以接受的方式，「道成為肉身」，把恩典、真理都帶給了我們。「道成為肉身」跟我們

到底有什麼關係。我曾經講過一系列「道成肉身」的信息，很簡短的復習一下，希望弟兄

姊妹不要覺得今天的內容好像是  “神學”就排斥，其實它是很重要的“神學”，而且跟

我們發生了最直接的關係，因為基督「道成肉身」， 就是為了我們，要把我們帶回到 神

的旨意中去。「道成為肉身」的目的極其神聖。 為什麼 神不是用 神的方式來向人顯現，

為什麼要穿上肉身， 成為拿撒勒人耶穌？「道成為肉身」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每一個意

義跟你、我，都發生絕對的關係，而且是永遠的關係。 我們如果認識的話，就會在 神的

救恩上享受得更豐富。底下是「道成為肉身」五個重要屬靈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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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要遵行 神的旨意 

 《希伯來書》10 章 5-6 節「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啊，祭物和禮物是祢不

願意 的，祢曾給我預備了身體。”」耶穌為什麼需要有身？底下第 7 節：「那時我 說：

„神啊，我來了為要照祢的旨意行。」主耶穌穿上肉身，第一個目的是要在肉身的裡面來

實行、來遵行 神的旨意。我打一個很簡單比方，我們會有心 願想要早起更多讀經，更多

禱告。但是心願常常是我們的一個願望，要你要藉著身體來實行時，就發現碰到很大的挑

戰。 所以，主耶穌不只是在心裡面說祂願意遵行 神的旨意，祂是穿上身體，忍受饑餓、

疲倦、受苦、被釘，祂也跟我們一樣會累，會渴，會饑餓，祂在人肉身所有的經歷裡面，

祂順服 神。所以當主耶穌在凡事上受過試探，卻沒有犯罪，那就表明祂跟我們一模一

樣，在每一件上祂都經歷過了，而在這些事情上，在肉身裡面來順服 神。羅馬書 12 章 1 

節，保羅勸我們：「把身體獻上」，不光只是把我們的心獻給 神，也要把身體獻上。我

們都立志說來教會要準時，可是發現，我們的身體跟不上我們的心願。教會裡面要整潔，

我們的心願跟不上，不是我們不愛 神家，可是整潔需要付代價，那是要在身體裡面來遵

行 神的旨意。你要知道在身體裡遵行 神的旨意，是一件挑戰， 同樣的，也是一個偉大的

得勝。 

 二．「道成肉身」來，是為了要彰顯 神的榮耀  

     《約翰福音》1 章 14 節「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18 節就說

「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換句話說，耶穌不來，

我們根本 不知道 神到底是一個怎樣的 神！我們可能只是聽到舊約的先知所傳說的：神公

義、 威嚴、聖潔、慈愛。但是到底是一個怎樣的 神，我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在拿撒

人耶穌 的身上，我們看見了 神的榮耀。大痲瘋人人逃避，但是耶穌卻動了慈心用手摸

他；你發現耶穌為了愛哭泣；你發現耶穌進到聖殿，憤怒的趕逐作買賣的人。你從祂的言

行舉止、各種表現，都把 神的榮耀表現出來了。這也是《希伯來書》1 章 3 節說的「祂

是 神榮耀所發的 光輝，是 神本體的真像。」看見祂我們就知道 神是怎樣的 神。 

 三．祂來是要藉著死敗壞掌死權的魔鬼 

      我建議弟兄姊妹把希伯來書第二章好好的讀一讀，因為裡面也提到「道成肉身」很重

要的三個點。《希伯來書》2 章 14-15「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就是你我），祂也照樣親

自成了血肉之體（講到祂成為道成肉身的原因、目的），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

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主耶穌穿上肉身，進到死亡、然後復

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死亡再也不能拘禁祂。陰間的鑰匙，現在是在主耶穌的手上，

所以祂能夠「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今天不僅基督從死裡復活，我們有一

天都要復活，基督徒的死不是結束，不是悲慘的結局，而是一個新的開始，死亡對我們沒

有威脅。這是基督「道成肉身」第三個重要的目的，藉著血肉之體，經歷死，然後也藉著

死敗壞掌死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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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祂成為救恩的元帥  

       祂是第一個帶著人性達成 神聖潔的要求，升到天上 神寶座的面前，并且成爲我們救

恩的元帥，有一天要率領眾子一同進到榮耀裡去。這是希伯來書 2：10 節告訴我們的：

「原來 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

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講到基督在肉身受苦、受死，目的是為了要率領眾子

進到榮耀裡去。 

五．祂要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希伯來書》2 章 17-18 節：「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相同，為要在 神的事上，成為慈

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祂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

人。」在 《希伯來書》4 章 15-16 節也說到：「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

弱；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

到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換句話說，基督「道成肉

身」，親身體驗我們所 面臨的試探，所經過的痛苦，祂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與弟兄相同，

為要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成為能夠體恤我們軟弱的大祭司。所以，今天我們到主面

前去，為著自己的軟弱、碰到的困難禱告，主統統都能夠瞭解，因為祂都經歷過，祂在肉

身裡受過比我們強烈不知道 多少倍的試探和試煉，但是祂都得勝了。  

    《約翰福音》1 章 19 節到 28 節，是講到施洗約翰所立的榜樣，就留給弟兄姊妹們去

交通。例如他不偷竊 神的榮耀，他處處高舉基督，他那麼卑微、忠心、勇敢地為主作見

證，而且他是一 個為主預備道路，修直道路的人，讓主耶穌可以經過他進到一切有需要

的人中間去。他不光為主預備路，他自己也成了那條路。在《路加福音》3 章 5 節說到：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 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

路要改為平坦！」就是講到他來，是為主預備一條路，把那些天然血氣，所有彎彎曲曲、

剛硬的、高高低低的，統統變為平坦的路。 換句話說，主耶穌可以踏著他走到有需要的

人中間去。這是服事主的人身上一個非常美的品格， 就是處處卑微、忠心為著主作見

證，能夠為主預備一條道路。 

 

禱告：  

主耶穌！謝謝祢為了愛我們從天上來到地上，祢來不僅是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祢來更

是要在 這裡成全 神的旨意；祢來是要把 神那麼豐富、榮耀的性情彰顯出來，讓我們認識

父神。主，祢來也為我們勝過了那掌死權的魔鬼。祢也在肉身中凡事受過試探，經歷了我

們一切所經歷的，為著是成為能夠體恤我們軟弱，而且樂意施恩幫 助我們慈悲忠信的大

祭司。 想到這一切，就要謝謝祢！有一天祢要率領我們這些渺小、敗壞、脆弱的人進到

榮耀裡去。主啊，祢今天繼續在我們身上作那榮耀的工作，當初「道」怎樣藉著祢成為肉

身，能夠彰顯了 神的榮耀，完成了神的 旨意，今天這個生命也在我們的裡面，也要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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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活出祢的榮耀，來遵行 神的旨意。 主啊！幫助我們，讓我們無論個人、家庭和教

會，都羡慕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討論題目： 

   【破冰題 】（Optional) 
      請小組的每一個成員用 3-5 句話來形容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你的性格、人生觀等），

然後在 Zoom 中用私聊的方式發給帶領聚會的同工，由同工念出來，讓大家猜猜看是誰？ 

1. 【福音性】從救恩的角度來分享：為什麼主耶穌需要道成肉身來到人世間？如果今

天要你來用一段話簡短地介紹耶穌，你會如何介紹？ 
 

2. 根據約翰福音 1:1-18 和預查信息，請分享主耶穌『道成肉身』的目的及意義分別

是什麼？ 

 

3. 我們的使命是要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對此，施洗約翰給我們留下

了什麼榜樣？在這個使命上，你目前有什麼特別且具體需要成長的地方？(簡短分

享一個點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