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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教會教父、使徒約翰的學生 ─ 示每拿主教坡旅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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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主教愛任紐、教父特土良、
亞歷山大的革利免、俄利根等人，一致明確表示
明確表示 ─
約翰福音的作者就是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約翰。

約翰是西庇太的兒子，母親是撒羅米 ，兄弟是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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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撒羅米是敬虔的婦女，跟隨耶穌並資助事奉 可十五40-41
 曾在十架現場、在復活清晨赴墳墓探訪 可十五40，十六1-2
 鼓勵兩個兒子跟隨耶穌
 曾為他們向耶穌求地上的權位 太廿20-21，可十35-37

作者：

最初約翰跟隨施洗約翰，
後來離開施洗約翰跟隨耶穌
是主最早呼召的門徒之一，
 跟兄弟雅各是與耶穌特別親近的其中兩位
 與彼得曾親睹耶穌叫睚魯的女兒復活、
耶穌登山變像、一起被帶到客西馬尼園
約翰在約翰福音中常稱自己是「耶穌所愛的門徒」，
沒有像其他福音書作者，提到是耶穌經常帶在身邊、
實際參與第一現場的見證人 ─ 顯出刻意隱藏自己




是十二門徒之中，唯一待在耶穌被釘現場的人，
耶穌在十架上，把母親馬利亞託給他照護
年輕時，耶穌稱為「半尼其」─ 雷子、小雷公
晚年成為教導小子們要彼此相愛的「愛之使徒」

z 教會傳統提到，約翰後來離開耶路撒冷，

在小亞細亞的以弗所落腳定居 ─
 因為使徒們相繼殉道，以弗所需要牧養
 他在那裡奉養馬利亞，直到馬利亞過世，忠於耶穌的託付
z 公元 69 年，羅馬皇帝豆米仙逼迫時期，
他被放逐拔摩海島寫了《啟示錄》
z 耶柔米推斷他可能在公元 98 年去世，
是十二門徒中最長壽的人

成書：大約公元一世紀末完成的作品，
地點：或許是在以弗所。
寫作對象：
基督的教會與全世界的人 ─
神愛世人，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文學特徵：不被列入對觀福音，其不同之處 ─

文學特徵：不被列入對觀福音，其不同之處 ─
z 坊間流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

z 公元七十年之後，巴勒斯坦的宗教團體力量都勢微，

法利賽人成為宗教上的領導者，在標準禱告文加上 ─
咒詛其他派別，包括猶太基督徒在內。
約翰福音裡記述不少與法利賽人衝突的例子
z 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毀後，羅馬帝國的猶太人，

猶太人

羅馬人

為區別對觀福音寫作風格，偏向記錄耶穌屬靈的事工
 當時諾斯底主義盛行，
與這個異端作出區隔與對比，類似護教的著作


想與強調彌賽亞、神的國、預言等團體保持距離，
約翰所影響的人並不受地方會堂的人歡迎

z 以七個耶穌談論的「我是…」

z 對許多猶太人，彌賽亞真正的家鄉是耶路撒冷，

z 以無數個短句聯結一起，以希臘文的

約翰大部份的資料與耶穌在耶路撒冷的事奉有關，
 和對觀福音中耶穌不少時間回到加利利事奉不同
 可能為了要突顯耶穌就是猶太人的彌賽亞 ─
不是政治彌賽亞，而是賜下靈魂救贖的彌賽亞

文學特徵：巧妙運用希臘哲學處境化的語彙
一開始運用希臘哲學的「道」─
指推動世界的原創力或人類智慧之源，
作為與當代文化對話的橋樑，然後指向道成肉身的耶穌。

文學特徵：對應創世記的寫作方式
約翰福音
太初有道，萬物是藉祂造的
一4 生命在祂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一12-13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
不是從情欲生的，也不是
從人意生的，乃是從上帝生的
一1-3a

重生得救、更新的創造

創世記
一1 起初，神創造天地
一3 上帝說：要有光，就有光
二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名叫亞當

希臘人

文學特徵：簡潔的短句，顯出鏗鏘有力的信息
and，形成

一段、一段主題信息的鋪陳，達到權威份量的敘事語法，
太初有道 and 道與神同在 and 道就是神。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他造的 and 凡被造的，
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生命在他裡頭 and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and 光照在黑暗裡 and 黑暗卻不接受光。
約一1-5

文學特徵：偏好採用一些特定的專有名詞 ─
愛、見證、命令、生命、顯現、世界、住、真理

文學特徵：時間的描述 ─
在耶穌初期公開事奉的那一週，就以
次日、再次日、又次日，敘述事件發生次序
 又以第三日、這事以後、過了那兩天、第二天、
兩天、四天、六天、過了八日…


文學特徵：次序性記載耶穌赴耶路撒冷過節 ─
二13 公開事奉後，第一次上耶路撒冷過逾越節
五1 在一個節期

─ 普珥節，上耶路撒冷

六4-21 第二個逾越節，待在加利利
七14 住棚節在殿裡教訓人；十22－23 修殿節在殿裡
十二12 第三個逾越節前夕騎驢進耶路撒冷

上帝起初的創造

天父上帝將透過聖子耶穌、聖靈的工作，給人新造的生命。

文學特徵：神蹟與教導彼此穿插，相互呼應 ─
六5-15 耶穌餵飽五千人，六35-59 我是生命的糧
八1-12 吩咐有罪的女人不要再犯罪後，祂是世界的光

神學主題：創造論

神學主題： 強調耶穌的神性

z 創世記第一章 描述萬物的創造，
約翰福音第一章 描述更新的創造

─ 約一3-4
萬物是藉著祂造的…生命在祂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z 更新的創造是約翰福音的神學主題之一，
二 將水變成酒、三1-15 教導尼哥底母重生的意義、
四1-26 教導撒瑪利亞婦人用心靈與誠實敬拜 ─
用內心、生命真實的敬虔，取代外在的宗教禮儀
六31-65 天上的糧 ─ 對應在地上的物質

神學主題：強調記號
z 對觀福音，神蹟

─
行事的能力、權柄、異能、才能

，指的是兆頭，
約翰強調耶穌藉此顯出祂是上帝兒子神性的記號

z 約翰福音十七次採用了

神學主題： 強調耶穌的身分與工作
採上帝向摩西宣告祂名字「我是…」的筆觸，
以七次短句表達耶穌的身份，
讓人感受到文字簡潔卻有鏗鏘有力 ─
00六35 我是生命的糧

0十一25 我是復活和生命

00八12 我是世界的光

─ 復活在我，生命在我
十四6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十五5 我是葡萄樹

00十7、9 我是羊的門
十11、14 我是好牧人

和合本

約翰福音列出七個神蹟，比起對觀福音微乎其微，
 約翰承認，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又行了許多神蹟
 精挑細選七個神蹟，每個都為要顯出耶穌的神性，
二十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這些神蹟是要顯出耶穌身上擁有神的能力與臨在
事

件

意義
超越質量
二四46-54 在迦百農醫治大臣之子 超越空間
二五01-18 醫治畢士大池的癱子
超越時間
二六05-15 在加利利海餵飽五千人 超越數量
超越自然
二六16-21 行走在加利利海
超越宿命
二九01-70 醫治生來瞎眼的
十一01-45 使拉撒路復活
超越死亡
二二01-11 在迦拿變水為酒

神學主題： 彌賽亞
福音書中唯一使用亞蘭文 / 希伯來文「彌賽亞」的書卷
希臘文翻成基督 Christós，一共出現十七次
 耶穌基督複和式名詞出現兩次
 撒瑪利亞婦人 突顯一般猶太人
與撒瑪利亞人心目中彌賽亞的觀念，
四42 現在我們信…知道這真是救世主。


神學主題： 耶穌與摩西的比較
一17 律法是藉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來的

神學主題：用完美的數字七介紹完美的神子耶穌
以猶太人視為完美數字的「七」作為內容鋪陳 ─
 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對話七個回合
 耶穌宣告七次「我是」
 耶穌行了七場神蹟

三14 摩西在曠野舉蛇，人子也要被舉起來，叫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五45-47 你們若信摩西，就必信我
七19-24 百姓按摩西律法在安息日行割禮，人子在安息日醫病

神學主題： 上帝論
四24 上帝是個靈
三16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神學主題： 永生論

神學主題： 二元論

對觀福音用天國、神的國、上帝的國來稱呼神永遠的國度
 約翰用卅六次的「永生」一詞，描述上帝的國


永生是由永遠




生命
所組成的複合字，
指「永遠的活命」或是「來生的復活」。
對觀福音指「將來的生命」將來在天國可以承受的來生 ─
太廿五46 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裡去。
約翰福音進一步指明信耶穌的人，從今生就開始永生了 ─
 不單指示人通往來世生命之道
 使人現今就已經可以先嚐到將來的生命 ─ 預嚐
約翰福音談到的永生是包含現今與將來，
因信耶穌、領受祂的道，而擁有靈魂上的「活命」，
 在主二次再來之前，信徒仍會經歷肉身死亡
 生前靈性已經歷了復活，以後也會經歷肉身復活

神學主題：二元論 ─ 光明與黑暗

世界的希臘文 Kosmos 可指世界或世人，
上帝創造世界，神也愛世人，耶穌是世人的救主
也被用來指與神為敵的世人、撒但掌權的國度與文化
學習從上下文來判定「世界」的意思是什麼 ─




十三1 世界並不屬基督，

基督要門徒雖住在世界中，卻要分別為聖歸給神
十二31 屬地的世界是屬世界的王 ─ 魔鬼，耶穌要來作世上的光
十八36 耶穌作工的權柄不是從屬世來的，乃是從上頭來的
十三1 耶穌完成使命後，祂就會離開這個世界
六33 耶穌另一個使命是從天而降，作人生命的糧
十七18 耶穌也要求祂的門徒不遁世隱居，
而是活在世上完成祂交付的屬靈使命

耶穌公開或私下教導，

一5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能勝過光
十二35-36、46 人若行在光中或住在光中就不會跌倒，也不會住在黑暗裡
三19-21 行真理的會渴望就近光，悖逆真理的人會不愛光，反倒愛黑暗

神學主題：二元論 ─ 屬肉體與屬靈
身體不是邪惡的，否則耶穌不會道成肉身、聖靈感孕
 聖經責備的是人靠「肉體」 ─ 靠人的血氣行事為人
雖然身體不是邪惡，但是活在世界裡、被世界影響、有罪性，
三6 所以耶穌才告訴尼哥底母，要在聖靈裡重生 ─
從上頭生，行事為人不再靠肉體，乃是靠神的靈。


，就是指「誡命」

舊約最大與其次的誡命是愛神與愛人
 太廿八19-20 耶穌差派門徒去完成大使命
 約十三34 耶穌賜下了一條新誡命，就是彼此相愛


對觀福音是橫向二元論 ─ 現世與來世的對比
 約翰福音是縱向二元論 ─ 屬天的世界與屬地的世界


神學主題：耶穌的教導

八12 耶穌指明祂是光

神學主題： 新命令 ─ 原文是

z 屬天與屬地的世界 ─

集結成約翰福音特有的「耶穌講道集」
 忠實傳達了 耶穌的身份、聖靈的工作、
三一論、耶穌與聖父對照、耶穌與門徒…


經文

主

題

經文

主

題

三1-21

論重生

八31-59

叫人得自由的真理

四4-26

與撒瑪利亞婦人談道

十1-21

耶穌是羊的門

五19-47

論永生與作見證

十22-38

修殿節的談話

六26-59

耶穌是天上的糧

十二20-36

七14-29

住棚節的談話

落在地裡的麥子、
被高舉的人子

八12-20

耶穌是世界的光

十三31-十四31

一條新命令

耶穌回答法利賽人

十五

耶穌是真葡萄樹

十六

指示門徒未來的事情，
介紹聖靈的工作

八21-30

神學主題：耶穌對門徒的教導
z

信心

z

馬太十一次，馬可十次，路加九次，約翰三十次
 與介系詞
into、
in，
一起合用 believe into、believe in，共三十七次，
約翰非常強調信心與救恩的關係，
要「信入」基督


z

神學主題：耶穌對門徒的教導

常在…裡
與父 ─ 十38b 父在我裡面，我也在父裡面。
與門徒─ 六56b 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

常在基督裡的密訣 ─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十五4a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 ─
八31a

與祂相交團契

合而為一 ─ 十七 大祭司的禱告，四次提到…
耶穌以自己與聖父的合一，類比門徒的合一
 聖父與聖子擁有不同的位格，仍能合一…
主耶穌請求聖父幫助信徒、透過聖靈的工作，
可以活出世人皆有目共睹的合一見證
 並非指教會中的信徒全是專制化、機械化的產物，
 弟兄姊妹還是擁有不同的意志、個性
 願意在聖靈的保守、順服聖靈帶領之下，
尋求合一的聯結，同心事奉主，為主作見證


大綱結構：
神的兒子道成肉身
一19-十二 神的兒子呼召世人
一1-18

十三-十七 神的兒子祝福門徒
十八-十九 神的兒子受死十架
廿-廿一 神的兒子復活顯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