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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預查 

— 約翰福音(1) 簡介                     by Pastor Yu 

禱告:  

主啊！我們何等謝謝祢！祢是一個樂意與人同在的 神；是父懷裡的獨生子，來到地上尋 

找、拯救失喪的人，把我們尋回、帶回到父的懷裡，讓我們成為 神的兒女。主啊！祢不

僅 是天上榮耀的生命，祢來也是叫我們得生命，並且得著更豐盛的生命。主啊！我們坐

在祢的腳前，渴慕來認識祢這位偉大 神的兒子，讓我們這一生都為祢而活，也都靠祢而

活，讓我們所作、所行，都能夠榮耀祢。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不曉得怎麼去形容《約翰福音》的重要。聖經的版本有很多種，最完整的就是新舊約都

有。有 人專門只印新約聖經，加上《詩篇》和《箴言》，再簡單一點的，就是純新約聖

經，更簡單的版 本只有四福音，再下去最簡單的版本中有《約翰福音》。你就曉得《約

翰福音》在 神兒女的心中分量是非常重要的一卷書。我們這一生至少要讀《約翰福音》

50 遍，一定要好好讀，它太重要了。四卷福音書都在講主耶穌。神學說也好，解經家也

好，前三卷，叫作「對觀福音」，或「符類福音」，它們是類似的，重在記載主耶穌在地

上所作所行的事實，歷史的記載，記載祂的工作、職事。《約翰福音》很特殊，特別注重

主耶穌神兒子的身份，主的所是；特別重在對主的啟示。前三卷比較從人子的角度描寫主。 

《約翰福音》特別是從 神的兒子的角度記載主耶穌 

當然這三卷福音書和《約翰福音》中間的差別還有很多，這不是我今天重點要講的。例如:

前三卷的福音書，比較著重主耶穌在加利利一帶的工作和服事，《約翰福音》特別注重主

耶穌在猶大地，靠近耶路撒冷這一帶，祂對人的談話。前三卷福音書比較是公開的談話，

對門徒的教導。《約翰福音》比較是私下對門徒們的講論，或是跟一些猶太人之間的辯論。

《約翰福音》是從神兒子的角度來講耶穌《約翰福音》是很豐富的一卷書。今天我講的是

《約翰福音》拾遺，一點點補充和分享。《約翰福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主題

到底在講什麼？它整個的主題是從神兒子的角度來 講主耶穌，這是整個《約翰福音》很

特殊的地方，其它三卷是從人子道成肉身，拿撒勒人耶穌的角度記載祂在地上的說話、行

事和作為。《約翰福音》特別從 神的兒子的角度來講。當我們讀聖經多讀幾遍，開始讀

參考書時，你發現很多的解經家，把四活物跟四福音擺在一起比較。  

《馬太福音》特別是從君王的角度來記載主。講到主耶穌生來就是作君王的，有很多記

載是講到君王把天國的律例、典章頒布出來。所以，君王特別講到「獅子」，獅子是百獸

之王。 

《馬可福音》從主耶穌是一個僕人的角度來記載祂。四活物裡，對應於「牛」。牛就是

卑微、服事、殷勤、忠心。所以《馬可福音》裡很多的經文，描寫主耶穌就像個僕人一樣：



2 | P a g e  
 

立刻而且那樣的捨己，非常關鍵的就是講到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路加福音》是從人的角度。所以講到人的臉面。  

《約翰福音》是從 神的角度。從一個屬天、一個超越的角度、從鷹的角度。鷹特別講到

牠的屬天，牠的超越。  

 
耶穌道成肉身來到我們中間  
《約翰福音》是從 神的角度。譬如說三卷福音書都提到主耶穌的出生，《約翰福音》根

本不講主耶穌的出生或家譜。一開始就把我們帶到永遠、永遠以前——「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 道就是 神，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一開始就把我們帶到一個這麼奧秘、遠古的

地方，講到太初，講到 神。而這個「道」。有一天道成了肉身來到我們中間，支搭帳幕

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這個「道」一開始就把我們帶到起初。而這個

起初的 神，有一天突然成為肉身來到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祂把真理

帶來，祂把恩典帶來。律法是藉著摩西領受的，但是恩典、真理都是從祂來的。我們就是

在基督的裡面跟天，跟永遠發生了關係。然而，從來沒有人見過 神，只是父懷裡的獨生

子，把祂表明出來了。這裡特別強調耶穌是 神的兒子，祂是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本

體的真像。  
 
父來榮耀人子  
《約翰福音》非常強調 神，也強調祂跟 神之間的關係。例如第五章 22-23 節，他說:「父

不審判什麼，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馬可福音》講

祂是個僕人，祂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每個記載都把主耶穌描寫的像一個

僕人，這麼卑微。但是到《約翰福音》不是這樣，它把神兒子寫得這麼榮耀，而且主耶穌

的講論，都在啟示祂是與父同等的，但是祂不以與父同等為強奪的。所以，講到祂不僅是

父懷裡的獨生子，而且父將一切審判的權柄全部交給子，祂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在

第十三章 32 節講到: 神要因為 自己來榮耀人子，且要快快的榮耀祂。說到祂在 神眼中超

凡的地位， 神專一的而且快快地， 要全心的來榮耀 神的兒子。第十四章 6-7 節，主耶穌

自己講:「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講到祂是人

惟一的拯救，惟一的道路。所以主接著說：你們如果認識我，就是認識我的父，人如果看

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祂講的都是這麼大，這麼榮耀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祂講到後面猶太人要拿石頭砸祂，覺得這個人講了褻瀆的話，因為他們是用人

的角度去看主耶穌。但是這卷書，不管主耶穌自己的講論，或約翰的比方也好，還是聖靈

感動他記載下來的，都是從神兒子的角度來描寫這位偉大的主耶穌。  
 
從來沒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整卷《約翰福音》非常關鍵的一節聖經，就是第一章 18 節「從來沒人看見 神」，人不可

能見到 神，但是「父懷裡的獨生子」，就這麼一個，只有祂「將祂表明出來」講到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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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所有其 它的經文雖然很重要，例如說《約翰福音》第三章 16 節，到處都可以看得

到，每一個 神的兒女都會背，說這是聖經中的聖經:「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

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一節聖經不是《約翰福音》的鑰節，這不

過是道成肉身的基督，祂所表達出來的一切 神的豐富、 神的恩典中間的一個很重要的真

理就是: 神愛人。其它地方藉著主耶穌各方面表達 神、彰顯 神，因為祂就是 神榮耀所發

的光輝，就是 神本體的真像。  
 
耶穌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  

《約翰福音》第二十章 30-31 節，很清楚的寫出了本書寫作的目的。「耶穌在門徒面前，

另外行了 許多的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

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第一: 它的記載是選擇性的記載。因為祂還行了很多的神蹟。 

為什麼只記這八個，是有目的的。約翰寫這本書，是挑了又挑，是在聖靈的感動裡，只寫

了八個。其它三卷福音書，《馬太福音》記載神蹟記了 20 個；《馬可福音》記了 18 個；

《路加福音》也記了 20 個。前三卷福音書，比較是從人子的角度來記載主，《約翰福音》

是從 神兒子的角度來記載主耶穌，為什麼《約翰福音》明明是從 神的角度記載的，反而

神蹟寫得很少， 只寫了八個神蹟，因是非常選擇性的記載。 
  
第二: 所有其它的福音書也好，或是舊約，很多的神蹟奇事，都是用miracle或 wonder，

只有《約翰福音》用了一個特別的字「sign」，就是它不是只有事情的表面，它背後有

非常重要屬靈的教訓和意義蘊藏在其中。 

這是《約翰福音》，聖靈感動約翰，挑了八個給我們。約翰已經很清楚的表明，他寫這卷

書是要叫我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 
 
到底耶穌是誰？  
在《馬太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穌問：你們說我是誰？有人說這個，有人說那個。彼得回

答:你是基 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主耶穌就誇獎他:西門巴約拿，這不是屬血氣的指示你的。

誇他是有福 的。這個認識對我們很重要。到底耶穌是誰？當彼得一這麼講的時候，主耶

穌馬上誇獎他，而且 說這絕對不是人教的，這是 神啟示給他的。而約翰寫《約翰福音》

講的一模一樣，他說:我寫這 些東西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信祂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

是 神的兒子，講到主的所是，是 基督講到他的職份，他所作的。 什麼叫做基督呢？ 希伯

來文叫「彌賽亞」。彌賽亞，就是受膏者，受膏的那一位。 
 
什麼叫做「受膏」？ 

受膏, 就是 神在一個人的身上有一個特別的託付、特別的使命交給了他。舊約裡，先知、

君王、祭司是受膏的人，因為 神有特別的職分、使命託給他們。而主耶穌是集這三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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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的人，祂是我們尊榮的大祭司，是我們的王，祂是萬王之王，祂比先知更大。祂來把 

神的旨意， 神的話都傳達給我們，天國的律例、典章，把 神的旨意都傳遞給我們，把福

音傳給我們。講到主耶穌是基督，是講到祂的職分，祂是那位受膏的，祂來作君王，祂來

治理百姓，照著 神的旨意來建造 神的 百姓。祂是祭司，祂為我們獻祭，其實祂自己就是

祭牲，為我們到 神面前去辦理屬 神的事 情。祂是長遠活著，為我們祈求，在天上，升上

高天尊榮的大祭司。祂也是我們的先知，祂把 神的心意，神的福音， 神的信息都傳達給

我們。讓我們認識耶穌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 這是約翰寫這卷書很重要的目的，叫

我們因為信祂就可以得生命。 
 
八個神蹟  
為什麼過濾掉那麼多的神蹟不寫？不是說那些神蹟不重要，而是在這八個神蹟(sign)裡背

後都有一個 屬靈的啟示，要叫我們認識「祂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這八個神蹟裡，

有六個是其它三卷福音書沒有提過的。75％其它福音書上沒有提過。這八個神蹟是很特

別的:  
 
第一個神蹟： 

在第二章迦拿變水為酒的神蹟。這件事情是告訴我們：基督是我們的滿足。地上的酒都會

喝盡的，人間的酒早晚會喝盡，會給你帶來遺憾，帶來不滿足，帶來一種說不出來的虛空。

只有基督祂是我們的滿足——好酒留到如今。只有當基督介入了以後，我們整個的人生不

一樣，我們才會發現是「好酒」。所以，好酒怎麼留到後面呢？當基督介入以後，那個遺

憾、虛空都變成了滿足，羞恥變 成了榮耀。 
 

第二個神蹟： 

在第 4 章，醫好了一個大臣的兒子，講到基督是我們的醫治，是我們的健康。原 來那個

兒子，已經快要死了，主對他說:「回去吧，你的兒子活了。」講到主的 介入讓軟弱變為

剛強，讓生命吞滅死亡。  
 

第三個神蹟： 

在第 5 章，醫治了 38 年的癱瘓，講到基督是我們的能力。褥子成為這個人的捆綁，這個

人一輩子都離不開那個褥子，他跟它是連在一起的，他沒有辦法起來行走，需要被人抬到

這、抬到那邊，整天就是依靠它，被它緊緊的粘住，被它挷住 38 年。史百克弟兄曾經說

到： 神的百姓從西乃山領受了律法以後，到進迦南之間就是 38 年，百姓在 神的律法要求

和應許之前好像這個癱瘓一樣，他也很想下水池、想得醫治，卻毫無辦法憑著自己的心願

和力量往前，真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然而，不管那不能使我們有力

量起來行走的原因是什麼，今天只要我們仍然活在它的綑綁之下，就像那個癱瘓一樣，我

們是沒有辦法活出基督徒該有的自由與得勝。只有當基督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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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的時候，祂的醫治、生命、與能力都進到那個人裡面去了，他也憑信心站起來，拿

著那綑綁他多年，令他多年無奈、甚至受辱的褥子起來走了。 
 
第四個神蹟： 

是在第六章，給五千個人吃飽。講到基督是我們生命之糧。主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

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祂自己說：我就是天上降下來的真糧，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嗎哪，還是死了。主在這裡一直啟示祂就是那個真糧。當祂每一個這

樣子的神蹟之後，或是特別的事情發生以後，祂有一篇講論，有一篇啟示，要叫人認識，

祂是一個怎樣的 神。所以，祂後來說: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講到祂就是那

個真糧。  
 
第五個神蹟： 

也在第六章，還有一個簡短的神蹟: 耶穌履海，祂在海上走。講到門徒搖櫓甚苦，他們充

滿了害怕，他們充滿了恐懼，他們勝不過那個風浪。這裡講到基督是我們的幫助，是我們

的倚靠。主對他們說:「是我，不要怕！」然後，門徒就歡歡喜喜的接他上船，底下說到

船立時到了他們所要到的地方。 
 

第六個神蹟： 

在第九章，醫好了一個生來瞎眼的人。講到基督是世界的光，也是我們的生命之光。底下

就有一份對於光的講論。主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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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個神蹟： 

在第 11 章，叫拉撒路復活。主耶穌在這裡講了一句話，中文翻譯是:「復活在我，生命也

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英文聖經就更清楚，主耶穌講到:「我是復活，

我是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講到主耶穌是我們的生命，是我們的復活。

弟兄姊妹，你知道這件事在靈界裡是一件多大的事情。什麼叫做主耶穌是我的生命？這是

大事，天使簡直不能相信這件事情， 因為天使純粹是一個受造， 神說:有 神造了他，他只

是一個服役的靈。但是我們這些人，今天說:「基督是我的生命。」天使永遠不能明白，

怎麼可能有這麼大的救恩會臨到我們？基督是我的復活。什麼叫做復活？只有死才需要復

活。而死是最絕望的一件事情，死是一個最不可能解決的困難，死亡是一個最可怕的權勢，

但是今天基督祂不僅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復活。一個死掉四天，屍 體臭掉、爛掉，人

認為絕對不可能的了。主耶穌來，主耶穌說:「我是復活。」 所以，今天我們不管被帶到

怎麼樣的絕境，怎麼樣的一個不可能的局面裡，我們永遠的盼望要放到神兒子的身上——

祂來，祂是生命，祂是復活——「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活著信我的人，必永

遠不死。」這是主耶穌關 於生命、復活的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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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個神蹟： 

在第 21 章，門徒打魚。前面的七個神蹟都是主耶穌受難以前行的，最後一個神蹟是主耶

穌復活以後，留在地上 40 天裡所行的一個神蹟。就是彼得帶其他的門徒又出去打魚了，

他們灰心了、失望了、放棄了，他們就跑去打魚了。整夜勞力，一無所獲，但是主耶穌向

他們顯現。但是主顯現的時候，叫他下網，拉上來 153 條魚。整個網都滿滿的。講到基督

是萬有的主，一切都在祂的手中；也可以講基督是我們的世界，離開主，你去打，你去追

求，沒有一樣東西你有把握的，沒有一樣東西你真正可以說:你要得，就得著的。只有得

著主，才是一個真實的事情。基督是萬有的主，基督是我們的世界，我們活著的目的，沒

有祂，其它都是虛空。你再有經驗、雄心，再有什麼，如果 神不祝福我們，其實我們在

這個世上一無所獲——整夜勞力，打不到東西的。只有得著主才是最寶貴的。主耶穌底下

就告訴他說:「你要牧養我的羊。」把這個牧養偉大的職分託給了祂的門徒。  
 

主耶穌講到我是……  

這裡講到這八個神蹟，後面都講到基督是我們的滿足，基督是我們的醫治，基督是我們的

能力， 基督是我們生命的糧，基督的我們的幫助和倚靠，基督是我們的光，基督是生命

是復活，基督是萬有的主，是我們的世界。《約翰福音》如果不會分段，其實從這八個故

事裡其實已經讀出很多了。剛才我們已經講過了，《約翰福音》很重要的，不是只是記載

主耶穌所作的，更是在這裡啟示主所是的。在這卷福音書裡，很特別的一件事情，講了很

多「我是，我是」。主耶穌自己講「我是什麼，我是什麼。」祂要叫我們認識祂是一位怎

樣的 神。就著大家讀到《約翰福音》的 印象，你能不能想起來主耶穌曾經講到哪些「我

是」試試看「我是好牧人」、「我是生命的光」、「我是真葡萄樹」、「我是生命的糧」、

「我是生命」、「我是復活」、「我是羊的門」—— 這是惟一的路，讓人可以進到主面

前。「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神的兒子」、「我是基督」、「是 神的羔

羊」、「是人子」、「是王」。這裡很多的方面啟示說祂是，我是。讓我們真知道主是

誰。  
 
第一種分法  

《約翰福音》分段。提兩個分法讓大家參考。有很多的人，尤其比較重靈意解經方面的分

段法，也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就是把整個《約翰福音》分成三大段。  
一、主是生命（1-7 章）  
二、主是光（8-12 章）  
三、主是愛（13-21）  

 
第一大段:第 1-7 章重在講主是生命。 

裡面充滿了生命的記載，信耶穌可以得永生；「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

賜給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 的生的，也不是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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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生的，乃是從 神生的。」(1:12-13)重在生命的講論。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講到生命在祂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第二大段:是從第 8章到第 12 章，講到主是光。 

因為第８章一開始，主藉著那個犯罪的女人，底下就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

就不在黑暗裡走。」到了第 12 章，用光來結束，說:趁著有 光，要趕快行路，要趕快作

工。  
 
第三大段:是從第 13 章到第 21 章，講到主是愛。 

第 13 章一開始就說:「祂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13:1) 底下主耶

穌作了一件什麼事？「為門徒洗腳」這是愛的表示，祂既然愛世界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

到底。從這裡開始。一直到第 21 章結束，主問彼得說:你愛我嗎？如果愛的話，牧養我的

羊。 但是也有人反對這種分法，他們覺得這個分法太人工化了，太勉強了，因為生命的

記載不是只有在前面幾章，後面到處也都是生命。第 10 章，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

得更豐盛的生命。聖經研究，巴施得教授就不贊成這樣的分，他覺得這樣分太粗了。 
 
第二種分法  
我建議另外一種分法。整卷《約翰福音》除了前言和結尾，就是序和跋以外，中間也是分

成三大段。  
 
序：講到主道成肉身，這是第 1 章 1-18 節。 

介紹這位太初有道，跟 神在一起的這位偉大的主，祂有一天道成為肉身，這是序言。

整卷《約翰福音》的中心，就是 神的兒子來到地 上。接著有三段: 
一、第 1 章 19 節-第 12 章 50 節，講到耶穌公開向猶太人傳道。這裡面所有記載的，

都是主耶穌向猶太人中間的傳道。  
二、第 13-17 章，耶穌私底下向門徒的講道，就是祂臨別之前對門徒們最後的講道。

包括 三部分。 
1. 13:1-14:15，預言，提到祂自己將要離去，我去為你們預備地方去。預言自己

的離去。  
2. 14:16-16:33，祂應許聖靈的降臨，重點是講到聖靈要降臨，保惠師要來。  
3. 17 章，是臨別的禱告，祂為門徒們的禱告。  

三、第 18-20 章，講到耶穌的受苦、受死、復活。 
受苦，講到祂被抓，被審問（18:1- 19,15）。受死，講到祂在各各他（19:16-42）。

復活（20:1-31）。  
 
跋：講到要牧養我的羊，直等到我來。  
《約翰福音》另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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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裡有另外一個特別的點，就是記載主耶穌長篇講論非常的多，不像其它三卷

福音書，他們就是記載主耶穌所作的，或是偶爾記載主耶穌的對話，就是對話式的。但是

在《約翰福音》裡，主耶穌長篇講論，或是長一點的講論，或比較完整的講論，專題的講

論比較多。以下是十個主耶穌很重要的教導或講論： 

第一個，是主跟尼哥底母談重生。  

第二個，跟撒瑪利亞婦人談道，論到真的滿足和真的敬拜。 

撒瑪利亞婦人來打水，主耶穌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 頭成為源泉，直湧到永生。」(4:13-14) 講到真滿足，不是乾渴的一

種情形，是滿溢 的，而且是持續的，直湧流到永生。主把那個真滿足的秘訣告訴她，然

後主又跟她談到真的敬拜是什麼，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

和誠實來拜祂。主耶穌真實的敬拜藉著這一次的談論也教導出來了。  

第三個，是關於生命之糧的講論。 

五餅二魚之後，主耶穌講到:我是天上降下來的真糧，凡吃我的不餓，喝我的永遠不渴。

講到吃主，喝主，講到生命的真糧。底下有那麼一長篇的講論:吃我，喝我的，就與我聯

合，吃我，喝我的，就有永生。 

第四個，是在對淫婦的處理以後，有關於生命之光的講論。 

那個淫婦被抓來以後，別人問主耶穌怎麼處理，主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

就可以先拿石頭打 她。」(8:7)後面，主耶穌就起來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

就不再黑暗 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8:12)主在這裡，把生命裡真正的光講出來，讓

人知 道，認識自己的罪，而需要祂。  

第五個，是好牧人的講論。 

第 10 章，整章都在講好牧人。不僅講到祂是羊的門，認得羊的聲音，羊也認得祂的聲音。

底下講到盜賊來，是偷竊、殺害、毀壞，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接著講到好牧人為羊捨命，

這是好牧人的講論。  

第六個，耶穌哭了。拉撒路死裡復活的事情，有關於復活的講論和應許。 

祂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

不死。」(11:25-26) 這是關於復活的講論和應許。  

第七個，講到為門徒洗腳，有相愛的囑咐和頒布新的命令。 

主說:你們要彼此相愛，我怎樣為你們洗腳，你們也應該彼此洗腳，主耶穌在這裡告訴他

們，而且要叫世人因為 我們相愛，就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祂把一條新命令賜給我們，

叫我們彼此相愛。  

第八個，聖靈的應許，保惠師的應許。整個第 14 章到 16 章。 

第九個，葡萄樹和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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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和 16 章中間插進的第九個，我把它獨立拿出來，講到葡萄樹和枝子的比喻，講到

與主聯合，是《約翰福音》第二個中心主題。(第一個中心主題是: 神的兒子，父懷裡的獨

生子來到人的中間。)這是第二個很重要的主題。讀《約翰福音》絕對不可以漏掉的，叫

做「聯合」。這個 神的兒子來到地上，祂不僅救我們，祂在我們身上一個偉大的工作，

是叫我們「聯合」。聯合就把一切屬天 的應許和祝福能帶到我們身上，而要透過我們來

彰顯 神的榮耀，來歸榮耀給 神。 我剛才禱告也提到，主耶穌祂是生命之源，祂不僅自己

是生命之源，祂也叫我們得生命。這個生命不是血氣的生命，是從 神來的生命。同樣的，

祂自己是父懷裡的 獨生子，但是祂卻要叫我們藉著聯合，要把我們帶回到父懷裡去。所

以，你看約翰可以靠在主耶穌的懷裡，可以靠在 神的懷裡。祂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

講到聯合。祂不僅要去一個那麼榮美的地方，祂也想到我們，要把我們帶去。所有的都講 

到聯合。  

第十個，分離的禱告。 

這篇禱告是我年輕時，教會裡鼓勵我們把他背起來的。這是主耶穌分離之前，為門徒們一

個很重要的禱告。 
 
禱告:  
主耶穌！雖然我們只是在這裡交通一點祢所說的，祢所是的，祢所作的，我們的心就覺得

何等的喜樂。我們更知道這一切所說，不是給我們說說談談的。聖靈來，就是要把我們帶

進一切真理的實際裡。祢不僅是父懷裡的獨生子，祢也要把我們帶 到父的懷中。讓祢一

切所承受的，祢所是的，也能夠讓我們有份，哦，讓我們藉著與祢聯合，這一切 祢所有

的，都要賜給我們。主啊！讓我們常常帶著渴慕，帶 著喜樂的心，來追求祢，來認識祢，

來經歷祢，也來活出祢。求祢祝福這卷寶貴的書，歷世 歷代它幫助了多少 神的兒女們。

求祢讓我們沒有一個人輕看這卷書，讓我們常常帶著渴慕，帶著信心來讀它，好讓 神兒

子的榮耀真臨到我們的身上，豐豐滿滿有恩典有真理。謝謝祢，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討論題目： 

1. 根據預查信息，前三卷《對觀福音》，或《符類福音》的記載重在什麼？約翰福音

的記載又重在什麼？這樣的記載對你認識耶穌有什麼幫助？ 

2.《約翰福音》所記載的八個神蹟，都有一個屬靈的啟示為要叫我們認識「主耶穌是

基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複習一下都有哪八個 神蹟？其中對你最有感動或啟發

是哪個 神蹟？為什麼？ 

3. 《約翰福音》的另一個特點是記載了很多主耶穌長的講論，對話，或是教導。請簡

述一下本預查所提及的十個主耶穌的講論。哪一項是你最期待去經歷或操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