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H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All things came into being through him, and without him 
     not one thing came into being. What has come into being 

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in him was life, and the life was the light of all people. 

约翰福音   John  1:1-4



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The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 and the darkness did
       not overcome it.

6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                                                                     
    There was a man sent from God, whose name was John. 

7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He came as a witness to testify to the light, so that all 
      might believe through him. 

约翰福音   John  1:5-7



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He himself was not the light, but he came to testify to the 
        light. 

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The true light, which enlightens everyone, was coming
         into the world.

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     却不认识他。
        He was in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came into being 
        through him; yet the world did not know him.

约翰福音   John  1:8-10



11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     他。                                He came to what
        was his own, and his own people did not accept him. 

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     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But to all who received him, who believed in his name, he  
        gave power to become children of God, 

13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     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
        who were born, not of blood or of the will of the flesh  
          or of the will of man, but of God.

约翰福音   John  1:11-13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         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And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lived among us, and we 
         have seen his glory, the glory as of a father’s only 
        son,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15 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     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     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John bore witness to him, and cried, 'This was he of  
       whom I said, He who comes after me ranks before me, for 
       he was before me.'')

约翰福音   John  1:14-15



约翰福音   John  1:16-18

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裡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No one has ever seen God; the only Son, who is in the 
        bosom of the Father, he has made him known.

17  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For the law was given through Moses; grace and truth   
         came through Jesus Christ.

16   从他丰满的恩典裡，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And from his fulness have we all received, grace upon 
         grace.



约翰福音  John 1:1-18

约翰推介他所认识的耶稣 ( 上 ) 基督 - 永生神的儿子
John introduces Jesus he knows( I ): 

Christ  - the son of God



使徒约翰

约翰福音
Secret Garden       
               秘密莊园



使徒约翰

约翰福音
Secret Garden       
               秘密莊园



使徒约翰

约翰福音



使徒约翰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的作者 使徒约翰 Apostle John

写于 AD 80-95

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說 : “ 为这些事做見证 , 并且记载这些事的
, 就是这门徒” (21:24)这位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21:20)教会传统一致认为 “耶稣所爱
的门徒” 就是使徒约翰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作者 税吏马太 马可 医生路加 使徒约翰
时间 (66/68) (60) (62) (80-95)

符类福音 / 对观福音 (Synoptic Gospels)



基督是 君王 仆人 完美的人 神的儿子
…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
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
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 ( 启示錄 4:6-7)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基督是 君王 仆人 完美的人 神的儿子
强调

天国的法则
和性质

基督做的事
，多过  讲的
道

基督的人性
生活 ( 如祷
告与同情心 )

特点
常引用旧约
，对于主的
言论记载详
细，最有系
统。

言简意赅，
最常出现
eutheos ( 立
刻、就、于
是 ) 一字。

文笔生动优
美，对主的
祷告和小人
物着墨甚多
。

基督和天
父的关系
补充其他福
音书未记的
事迹，多发
生在耶路撒
冷和犹大。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的中心宣告
（ 16 章 15-16 节）

15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
He said to them, 'But who do you say that I am?‘

16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儿子。」

Simon Peter replied, 'You are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 旧约中神在摩西面前作自我介绍说「 I 
AM 」。神用「神的名」将自己启示出来。共

有十二个耶和华神的复名。
• 新约有耶稣基督，把神的名更完全彰显。
约翰福音记载祂以七个「我是」说明自己是

 甚麽，将祂自己表明出来。

约翰福音中的「我是」



约翰福音中的七个「我是」
1.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约 6 ： 35 ）
 

2.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
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          。
  （约 8 ： 12  ）

3. “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约 10 ： 9 ）



4.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
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
牧人，好牧人为羊捨命 ”。  （约 10 ： 10-11  ）

5.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
”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约 11 ： 25  ）

6.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
”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 14 ： 6  ）

约翰福音中的七个「我是」

7. “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约 15 ： 1 ） 



七位見証人
施洗约翰拿但业彼得马大多马使徒约翰耶稣自己

七个“我是”
我是生命的粮                   v6:35我是世上的光          v8:12我是羊的门              v10:7我是好牧人                         v10:11我是复活 , 也是生命 
v11:25我是道路 , 真理 , 生命    
                                                                               v14:6我是真葡萄树          v15:1

约翰福音的精选 - 「七」



七位見証人
施洗约翰拿但业彼得马大多马使徒约翰耶稣自己

七项神蹟
*迦拿婚宴将水变酒 v 2:1-11

* 医治大臣之子       v4:46-54

* 医治毕士大池瘸子  v5:1-9  五饼二鱼喂饱五千 v6:1-15  在水面上行走       v6:16-21

* 医治生来瞎眼的人  v9:1-
41

*拉撒路死而复活   v11:38-44

* 约翰福音独有的记载

七个“我是”
我是生命的粮                   v6:35我是世上的光          v8:12我是羊的门              v10:7我是好牧人                         v10:11我是复活 , 也是生命 
v11:25我是道路 , 真理 , 生命    
                                                                               v14:6我是真葡萄树          v15:1

约翰福音的精选 - 「七」



约翰推介他所认识的耶稣
(1  章 1-18)

                   耶稣就是永恆的創造神 v1-3

                  耶稣是照亮人生命的光 v4-13

 耶稣是无限的神进入有限的人中间 v14-18

 



约翰推介他所认识的耶稣
(1  章 1-18)

                   耶稣就是永恆的創造神 v1-3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H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All things came into being through him, and without him 
     not one thing came into being. What has come into being 约翰福音   John  1:1-3



甚麽是基督？与道有甚麽关係…



基督是？
基督来自于希腊语 
Χριστός / Christos等同于希伯来语中的  ה 弥赛亚，意思为「受膏者」 神差来拯救以色列人的王            后来转变成救世主的意思ׂ֧שׇחָמ

16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Simon Peter replied, ‘You are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约翰福音 16:16



 约翰宣告：
耶稣就是  道、 基督
创造万物的神

约翰福音 1:1 太初有道

创世记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v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基督与道的关係…
「道」的希腊文是「 logos 」             英文是「 Word 」就是「语言」、「话」的意思                     万物是借着「话」造的包含想在内心、没有说出的智慧意念，          或是：用智慧思考、想做的计画。v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基督与道的关係…
v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三位一体的神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已经计画好要怎样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智慧蓝图，然后依序着这幅蓝图进行祂的创造！「道」就是神 ！ 看见神指派來世的救主耶穌基督（神智慧创造的意念记号） ，就像看见神一样。



約翰福音的中心宣告
（ 16 章 15-16 節）

15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He said to them, 'But who do you say that I am?‘

16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
的儿子。」

Simon Peter replied, 'You are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约翰推介他所认识的耶稣

                 耶稣是照亮人生命的光 v4-13

耶稣就是永恆的創造神                   v1-3
 



 约翰福音 John 1:5

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The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 and the  darkness did not 

overcome it.



11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     他。                                He came to what
        was his own, and his own people did not accept him. 

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     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But to all who received him, who believed in his name, he  
        gave power to become children of God, 

13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     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
        who were born, not of blood or of the will of the flesh  
          or of the will of man, but of God.

约翰福音   John  1:11-13



小孩要在
一间陌生的房里睡觉



约翰推介他所认识的耶稣
(1  章 1-18)

                   耶稣就是永恆的創造神 v1-3

                  耶稣是照亮人生命的光 v4-13

 耶稣是无限的神进入有限的人中间 v14-18

 



神成了肉身的彰显
希伯来书 1:1-4

  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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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 神本
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
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
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
天使。



神成了肉身的彰显
 约翰福音 Gospel of John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
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
父独生子的荣光。 And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lived 
among us, and we have seen his glory, the glory as of a father’s only 
son,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1:18   从来没有人看见 神．只有在父怀裡
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No one has ever seen 
God; the only Son, who is in the bosom of the Father, he has made 
him known.



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道成了肉身
And the Word 
became flesh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No one has 
ever seen God

道与神同在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这道住在我
们中间  and 

lived among us

只有在父怀
里的独生子
将衪表明出
来          the 

only Son, who is 

in the bosom of 

the Father, he has 

made him known.

道就是神 
and the Word was 

God.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
理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宣告： 无
人见過创
造宇宙主
！宣告： 只有曾活
在世上、
道成肉身
的基督將
神的心注
解說明了
！

第 1 节 第 14 节 第 18 节 意义





约翰福音  John 1:1-18

约翰推介他所认识的耶稣 ( 上 ) 基督 - 永生神的儿子
John introduces Jesus he knows( I ): 

Christ  - the son of God



公元 565年，哥倫布傳教士赶走水怪后，                        向苏格兰匹克特国王传教
St. Columba after expelled a monster at Loch Ness,                                        

    preached to Scotland Pictish king in AD565



使徒约翰

约翰福音
Secret Garden       
               秘密莊园



约翰福音  John 1:1-18

约翰推介他所认识的耶稣 (下 ) 道成肉身的基督
John introduces Jesus he knows( II): 

Christ inca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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