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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总体信息 
 

“约翰福音是基督徒所写的最伟大的一本书！” ～唐崇荣牧师 

“这本伟大的书竟然是以最简洁的语文写下来的！（约翰用的是启蒙的希腊

文）” ～维贞学院前新约教授 Gordon Fee 

“这是一本奇妙的书，孩童能在其中涉水，大象能在其中游泳” ～ 无名圣经学

者 

“若把古今所有学者和圣徒对《约翰福音》称赞的话都写下来，相信会合成一部

非常厚的书” ～巴斯德牧师  

我们将一起以团契查经的方式学习《约翰福音》，主题是「耶稣是谁？」，预

计有30课。无论你是新信徒或是老信徒，愿圣灵光照我们来深入认识拿撒勒人耶稣

真正的身份，从而毫无保留地用整颗心来爱他、义无反顾地用整个生命来跟随他！ 

我们将采用唐崇荣牧师的讲经资料以及20世纪著名新约学者和牧者 F.F. Bruce 

的释经书作为主要的参考资料。这个简介主要摘录自 Gordon Fee 教授新约纵览的

课程。求主悦纳我们学习的心志。 

A.  作者  

虽然书中没有明讲，但一般人认同十二使徒之一的西庇太的儿子约翰是这福音

书的作者。因为，从 13:23 开始出现一个无名的门徒，他五次被称为「耶稣所爱的

门徒」，就是：在主耶稣的最后晚餐(13:23)，在各各他山十字架脚下 (19:26)， 在空坟

墓 (20:2)，以及在提比哩亚海边 (John 21:7,20) 。在第 21:20-24 节指出这位无名的门徒就

是《约翰福音》的作者： 

「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21:24 

「这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21:20）。而在第 21:2 节列下七位与复活的主同

在提比哩亚海边的是：西门彼得、多马，拿但业、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翰和

雅各），以及两个门徒。 所以，这位「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在后面四位的其中一

位。第二世纪教父爱任纽认为这门徒就是西庇太的儿子约翰。爱任纽是约翰的门徒

坡旅甲的学生，因此他的见解后来就成为初期教会的传统。 

虽然《约翰福音》中完全没有提及使徒约翰，但他的一生激励了许多基督徒。 

1. 约翰是最年轻也是最后离世的门徒，神使用他在众使徒都殉道了的时代写下了

这本伟大的福音书，继续建造教会、传扬基督；所以，让我们不要以年纪轻作

为闲懒的理由，要谦卑地用功装备自己，就必能像约翰一样成为神合用的器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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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翰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人（主耶稣称他为「半尼其」可 3:17， 就是「雷的儿子」

的意思）。然而福音复活的力量改变了他，他成为最常教导爱和行动有爱的使

徒，赢得初期教会的热爱，称他为「爱的使徒」。福音有改变我们个性的力

量，让我们不要低估，预备让福音改变你吧！ 

3. 约翰是唯一在十字架脚下陪伴耶稣的门徒。许多牧者认为这个经历在他性格的

改变上有重要的影响。让我们也坚持每日通过读经祷告亲近主，这样我们也能

支取足够的力量来根除恶习。 

B.  与符类福音的关系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统称为“符类福音” 或 “对观

福音”， 因为他们参考共同的口传资料。显然《约翰福音》的资料来源与他们有

别，以至《约翰福音》与符类福音在内容上有明显的不同。这里我们列下几个主要

的不同，帮助我们更好地阅读福音书。 

1. 聚焦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奉  

约翰主要集中在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他的记载从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公

开事工开始，全书记载了 5 次耶稣上耶路撒冷的行程。 

2. 没有弥赛亚的秘密  

在符类福音里记载了主耶稣多次切切地嘱咐人不可将他所行的神迹讲出

去，免得他的工作受到拦阻。在《约翰福音》里却完全没有这样的记载。事实

上，约翰从以书的开始就宣称耶稣就是弥赛亚： 

• 施洗约翰的两次见证（1:29-34） 

• 门徒的见证（1:35-2:11） 

• 撒马利亚妇人的见证（4:24-26, 42） 

• 喂饱五千人的神迹（6:14） 

• 七个「我是」的弥赛亚宣告 

在《约翰福音》里，耶稣公开地宣称自己就是弥赛亚，是从神那里来的，

是神的独生子(1:51, 4:26, 5:17, 6:34-58)。  

3. 「异能」是「神迹」  

符类福音广泛地用「异能」来形容耶稣超自然的能力，比如医病赶鬼等(希

腊文是“dynameis”)。然而《约翰福音》却没有使用这个词儿，而是用 

“semeion”，意思是标志、迹象、认证；中文圣经翻译成「神迹」。这是因为

约翰本身记载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要读者看见那行神迹者的真正身份—— 耶稣

就是神。每一个神迹都带着一个信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

督，这就是永生。」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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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没有记载的重大事件  

以下几件符类福音共同记载的重大事件，都不在《约翰福音》里： 

• 耶稣的受洗（只是施洗约翰提到） 

• 旷野受试探 

• 赶鬼 

• 登山变相 

• 设立主餐 

5. 与符类福音的主要不同  

主要不同是在记载耶稣的教导的格式和重点，这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教导

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情况、对象而加以调整。 

• 符类福音记载耶稣的教导在于神国，而约翰则着重彰显耶稣，对神国只提到两

次（3:3, 3:5）；  

• 符类福音记载了许多耶稣简短、容易背起来的话语；《约翰福音》则记载耶稣

比较长的论述，比如：第 15 章里葡萄树与枝子的论述。 

• 符类福音收集了许多耶稣的比喻，《约翰福音》却是收集了耶稣许多象征性的

教导。 

6. 约翰的写作目的  

《路加福音》的写作目的是： 

「… 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4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

实的。」路 1:1-4 

《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是：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 20:30-31 

从第 2 章到第 12 章，约翰指出耶稣就是犹太众节期所指向的弥赛亚，他也

记下主耶稣七句「我是」的自我宣告：生命的粮、好牧人、世上的光、羊圈的

门、真葡萄树、“道路、真理、生命”、“复活与生命”。这些都是旧约圣经

对弥赛亚的象征，是犹太人所熟悉的。 

约翰并不是单为犹太人写这本福音书，他是在抵挡当时希罗世界中的希腊

哲学思想，比如诺斯底思想、斯多亚注意等，那时这些吸引人的思想已经开始

渗透入初期教会。而圣灵则是为教会在历世历代所遭到的各样异端学说的袭击

而默示约翰写下这些伟大的真理来坚固教会。无论什么异端风潮，我们都能够

在《约翰福音》找到答案来驳斥对基督的错谬看法。 

7. 一本属灵的福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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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类福音记载了所发生的事，《约翰福音》写的是这些事的属灵意义。或

者说符类福音的目的是历史性的，《约翰福音》则是神学性的，他把符类福音

记载中含蓄的讲明出来。所以我们应当从两个层面来读《约翰福音》：历史的

层面和属灵的层面。 

比如， 在《约翰福音》里，我们从主耶稣的口中听见“雅各的梯子” 象

征主耶稣是唯一通往神的道路；又比如摩西举起铜蛇象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

救赎。另外，整本《约翰福音》书充满着三位一体的伟大真理的表明。简言

之，《约翰福音》充满着属灵的教导，就如第二世纪护教教父亚历山太的革利

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 所说：“约翰知道许多重要的事实都已经记载在三本福

音书中，他在门徒的要求下，并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了一本属灵的福音书”。 

C.  结构  

我们将根据这个结构来学习，包括有三大部分：道的颂歌，弥赛亚神迹的书、

荣耀的书。 

I. 前言 —— 一首道的颂歌 (1:1-18) 

II. 弥赛亚神迹的书 (1:19-12:50) 

A. 道向门徒显现 (1:19-2:11) 

新的开始——弥撒亚事工第一周，以迦拿的神迹为高峰 

B. 道向世界显现 (2:12-12:50) 

1. 第一个逾越节 (2:13 – 4:54) 

2. 安息日的节期 (5:1-47) 

3. 第二个逾越节 (6:1-71) 

4. 住棚节 (7:1-9:41) 

5. 修殿节 (ch. 10) 

6. 最后逾越节的序幕 (11:1-12:50) 

7. 犹太人的不信 (12:37-50) 

III. 最后的逾越节—— 荣耀的书(13:1-20:29) 

A. 耶稣与门徒 (13-17) 

1. 洗脚 (13:1-30) “我这样，你们也当” 

2. 桌边谈(13:31-16:33) “我要去，你们要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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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祭司的祷告 (ch. 17) “他们也合为一” 

B. 受难 (18:1 – 19:42) 

C. 复活与显现 (20:1-31) 

IV. 后记 (ch.21) 

D.  结语  

在符类福音书里，我们与主耶稣同行，看见他宣讲神国的道，行各样的异能，

我们都惊叹他奇妙的能力和工作。虽然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也是神的儿子，又

是生命的粮，但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到底是谁。《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耶稣就是那

来到世上的永生神。这样，《约翰福音》就使整个福音的启示完整了。 

感谢神赐下完整全备的启示。感谢神我们有这么一位奇妙的救主！让我们亲近

他，爱他，赞美他，高举他，宣扬他，等候他。这样，当那荣耀的日子来到，我们

可以亲眼看见他的慈容、亲耳听见他的声音、亲手摸着他，也能够有把我的对主

说：主啊，我是你所爱的门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