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翰福音      

主題 經文 和合本 重點註釋 相關經文1 相關經文2

01.5:施洗約翰
為耶穌的三個
見證: v15-18 y 約1:15

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
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

來在我以前。』」

為耶穌的見證a:存在的地位; 
這就是:重要的解釋舊約用語; 反成了=已經成為; 
本來:一直是; 兩個"在我以前"用字不同; 
第二個"在我以前":可以理解為"比我更加重要"(NASB); 

01.5:施洗約翰
為耶穌的三個
見證: v15-18 約1:16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

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為耶穌的見證b(v16-17):一切豐盛源頭; 
豐滿字根與v14的充充滿滿同; 
原文前半節沒有恩典一字, 恩上加恩=恩後跟著恩, 
指恩典接二連三地來 我就是: 約18:5-6 恩典夠用: 林後12:7-9

01.5:施洗約翰
為耶穌的三個
見證: v15-18 約1: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

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

原文有因為(foundation); 由:透過; 
耶穌=舊約的約書亞的希臘文音譯, 
希伯來文字根的意思是救贖的意思; 
基督=受膏者的希臘文=舊約的彌賽亞; 
所以:耶穌:主要是針對工作內容說的, 
而基督:主要是針對身分地位說的;  來的=產生=v3的造) 律法叫人知罪: 羅3:20

01.5:施洗約翰
為耶穌的三個
見證: v15-18 約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
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
出來。

為耶穌的見證c:耶穌特有的神性; 
看見神(強調神)=看過神; 
在父懷裡的:表示耶穌與父神親密的關係; 
獨生子(根據幾個重要的手抄本都是"獨一的神"; 
強調"獨一"一字), 目的是受差遣完成救贖計畫; 
表明=闡釋清楚(NASB); 備註:獨生子=受膏者: 
詩篇2:7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
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
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懷中: 路16:22-23

01.6:施洗約翰
為自己的見證: 
v19-28 y 約1:19

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面：猶太人
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

那裡，問他說：「你是誰？」

施洗約翰從他的身分地位(v19-24)和 施洗方式(v25-
28); 為自己的見證a: v19-
v24:不是基督,以利亞,只是曠野呼喊的聲音;出現4個"你
是誰?",第一和第三次用陽性,第二和第四次用中性; 
v19的你是誰的誰用陽性(表示問人的名字)



01.6:施洗約翰
為自己的見證: 
v19-28 約1:20

他就明說，並不隱瞞，明說：「我
不是基督。」 強調我

01.6:施洗約翰
為自己的見證: 
v19-28 約1:21

他們又問他說：「這樣，你是
誰呢？是以利亞嗎？」他說：「
我不是。」「是那先知嗎？」他回
答說：「不是。」 v21:誰:用中性, 意思是問身分和地位

耶穌認為施洗約翰就
是以利亞: 太11:14

以利亞來的目的: 
太17:10-12

01.6:施洗約翰
為自己的見證: 
v19-28 約1:22

於是他們說：「你到底是誰
，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來的人。你

自己說，你是誰？」

你到底是誰:原文沒有到底, 
這裡誰用陽性(表示問人的名字); 
你是誰的誰用中性(表示問人的身分地位)

01.6:施洗約翰
為自己的見證: 
v19-28 約1:23

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

聲喊著說：『修直主的道
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

我就是:重要的解釋舊約用語; 注意: 
他是曠野的嘶聲吶喊聲, 不是"開路先鋒"; 
而要猶太人修直(向)主的道路, 
由因行律法稱義改為因信耶穌稱義

有關施洗約翰的預言: 
賽40:3: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
野預備耶和華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
的道

01.6:施洗約翰
為自己的見證: 
v19-28 約1:24

那些人是法利賽人差來的（或譯：
那差來的是法利賽人）； "或譯"比較接近原文

01.6:施洗約翰
為自己的見證: 
v19-28 約1:25

他們就問他說：「你既不是基督，

不是以利亞，也不是那先知，為
甚麼施洗呢？」

施洗約翰為自己的見證b(v25-28): 
用水施洗,與耶穌無法相提並論;  
為甚麼:或譯如何,用甚麼方式

01.6:施洗約翰
為自己的見證: 
v19-28 約1:26

約翰回答說：「我是用水施洗，但

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是你們不認
識的，

約翰用水的洗禮主要目的是洗淨罪; 
;不認識(表示現在的狀態)=相信或接受

01.6:施洗約翰
為自己的見證: 
v19-28 約1:27

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我給他解鞋
帶也不配。」 解鞋帶:應是學徒或僕人的工作

01.6:施洗約翰
為自己的見證: 
v19-28 約1:28

這是在約旦河外伯大尼（有古卷：
伯大巴喇），約翰施洗的地方作的
見證。



01.7:施洗約翰
的兩大宣告:神
的羔羊與神的
兒子,v29-34 y 約1: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

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
去（或譯：背負）世人罪孽的！

宣告1:神的羔羊(v29-30); v29,35,43:次日; 
看哪:指神的作為出人意料之外,或提醒人注意; 
神的羔羊,可以理解為:向父神獻上的羔羊; 
除去或背負的翻譯都很好

只要一次獻上: 
來10:10

01.7:施洗約翰
的兩大宣告:神
的羔羊與神的
兒子,v29-34 約1:30

這就是我曾說：『有一位在我
以後來、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

本來在我以前。』 v30重複v15:表示重要

01.7:施洗約翰
的兩大宣告:神
的羔羊與神的
兒子,v29-34 約1:31

我先前不認識他，^如今我來用水

施洗，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
。」

宣告2:神的兒子(v31-34); 聖靈降在耶穌身上, 
用聖靈施洗; 認識:真正了解; 如今前面原文有但是; 
顯明:第三人稱被動做主動解釋, 
指耶穌自己顯現(希伯來文思想),意指:人得救必須透過耶
穌的洗禮,不是靠行為

01.7:施洗約翰
的兩大宣告:神
的羔羊與神的
兒子,v29-34 約1:32

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靈

，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的
身上。 住在=停留在(簡過動詞)

01.7:施洗約翰
的兩大宣告:神
的羔羊與神的
兒子,v29-34 約1:33

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

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見

聖靈降下來，住在誰的身上
，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

只是:或譯為但是; 
"你看見"的前面原文有"在誰身上"(出現兩次, 
有強調作用); 
v33,34的看見:用同樣的字,甚具屬靈色彩(約3:3); 
誰就是:原文這人就是,解釋舊約的重要筆法; 
聖靈施洗:表示信者有聖靈內主的永生

01.7:施洗約翰
的兩大宣告:神
的羔羊與神的
兒子,v29-34 約1:34

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神的
兒子。」

神的兒子=彌賽亞=被差遣降世為人,背負世人罪孽,受死,
復活(詩2;7: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與神同等1:  腓2:6-8 與神同等2:  約5:18

01.8:施洗約翰
兩個門徒(安得
烈和彼得)跟從
耶穌: v35-42 y 約1:35

再次日，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
裡。

約翰:主導地位(第三人稱單數動詞); 
站:過去完成動詞,表達動作何時開始作者並不清楚, 
表示已經站很久了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約7:30

服事必受神尊重: 
約12:26



01.8:施洗約翰
兩個門徒(安得
烈和彼得)跟從
耶穌: v35-42 約1:36

他見耶穌行走，就說：「看哪，
這是神的羔羊！」

見=注視; 行走(強化動詞)=走來走去;或譯行事為人; 
看哪:特殊希伯來文用法, 可譯: 
看哪(引人注意)或不料(神意想不到的作為); 
神的羔羊:有定冠性 行事為人: 羅13:13

01.8:施洗約翰
兩個門徒(安得
烈和彼得)跟從
耶穌: v35-42 約1:37

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就跟從
了耶穌。

聽見=聽從(因為"他的話"用所有格); 
跟隨=跟從=走同樣的路; 聽從帶出的行動

羊聽好牧人的聲音: 
約10:3

01.8:施洗約翰
兩個門徒(安得
烈和彼得)跟從
耶穌: v35-42 約1:38

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著

，就問他們說：「你們要甚麼？」

他們說：「拉比，在哪裡住？」（
拉比翻出來就是夫子。）

轉過身:被動語態; 要:尋找; 住:或譯停留, 
問住處:欲拜訪聽道 轉頭主動:太5:39 血漏婦女: 太9:22

01.8:施洗約翰
兩個門徒(安得
烈和彼得)跟從
耶穌: v35-42 約1:39

耶穌說：「你們來看。」他們就去

看他在哪裡住，這一天便與他同
住；那時約有申正了。

兩個"看":具屬靈色彩, 觀察了解; 住=停留; 
同住:表達關係很緊密地住在一起; 
申正:第十個小時=約下午5-6點左右; 見: 約3::3

兩個門徒(安得
烈和彼得)跟從
耶穌: v35-42 約1:40

聽見約翰的話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
，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烈。  

01.8:施洗約翰
兩個門徒(安得
烈和彼得)跟從
耶穌: v35-42 約1:41

他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說

：「我們遇見彌賽亞了。」（彌

賽亞翻出來就是基督。）

遇見:用字同找著; 耶穌=希伯來文的神拯救=約書亞; 
彌賽亞=希伯來文的受膏者(君王,祭司,先知)=希臘文的
基督

01.8:施洗約翰
兩個門徒(安得
烈和彼得)跟從
耶穌: v35-42 約1:42

於是領他去見耶穌。耶穌看見他
，說：「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約
翰在馬太十六章十七節稱約拿），

你要稱為磯法。」（磯法翻出來

就是彼得。）
看見他=注視他; 磯法(希伯來文)=石頭, 
一般不譯為磐石; 磐石希伯來文是另外的字, 是神的代號

01.9:耶穌呼召
腓力和拿但業: 
v43-51 y 約1:43

又次日，耶穌想要往加利利去，

遇見腓力，就對他說：「來跟從
我吧。」

想要=決定(NASB和ESV); 
遇見:尋找的"線狀"動詞,指尋找了一陣子才找到; 
跟從=跟隨,指走同樣的路



01.9:耶穌呼召
腓力和拿但業: 
v43-51 約1:44

這腓力是伯賽大人，和安得烈、彼
得同城。 伯賽大=漁夫之屋

01.9:耶穌呼召
腓力和拿但業: 
v43-51 約1:45

腓力找著拿但業，對他說：「摩西

在律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

記的那一位，我們遇見了，就是

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律法:在此指摩西五經(例:創3:15,22:18;28:12), 
他處也可能廣義解為整本舊約聖經; 遇見=找著; 
拿撒勒:是被人藐視之地, 舊約沒有提到; 

亞伯拉罕的後裔: 
創22:17-18

亞伯拉罕的後裔: 
加3:16

01.9:耶穌呼召
腓力和拿但業: 
v43-51 約1:46

拿但業對他說：「拿撒勒還能出甚

麼好的嗎？」腓力說：「你來

看！」

拿撒勒:耶穌的家鄉(不是出生地),未出現在舊約, 
是受人藐視之地; 好的:中性,故包括人事物; 
看:具屬靈色彩 耶穌被藐視: 賽53:2-3

01.9:耶穌呼召
腓力和拿但業: 
v43-51 約1:47

耶穌看見拿但業來，就指著他說

：「看哪，這是個真以色列
人，他心裡是沒有詭詐的。」

看見:具屬靈色彩; 
看哪:主要有兩個意思:神出乎我們預料之外的作為, 
以及引起人注意; 真:副詞,的確, 字根與真理同, 
指拿但業行出真理

01.9:耶穌呼召
腓力和拿但業: 
v43-51 約1:48

拿但業對耶穌說：「你從哪裡
知道我呢？」耶穌回答說：「腓力
還沒有招呼你，你在無花果樹底下

，我就看見你了。」
從哪裡或譯在哪裡或如何; 看見:具屬靈的色彩, 
在此或譯認識 你認識我: 詩139:1-3 知道萬人: 約2:24

01.9:耶穌呼召
腓力和拿但業: 
v43-51 約1:49

拿但業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兩個你放在句首有強調作用; 王=屬靈的王, 
也是彌賽亞的記號,集先知,祭司和君王於一身

01.9:耶穌呼召
腓力和拿但業: 
v43-51 約1:50

耶穌對他說：「因為我說『在無
花果樹底下看見你』，

你就信嗎？你將要看見比這更
大的事」；

在無花果樹底下看見你:應譯"我看見你在無花果樹下"; 
兩個看見:都具屬靈的色彩; 
更大的事:複數中性,指更多,更大,更廣,更深具屬靈含意的
事 神蹟奇事: 太11:5



01.9:耶穌呼召
腓力和拿但業: 
v43-51 約1:51

又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
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
子身上。」

看見:具屬靈的色彩; 天:單數(可能比較偏向屬靈的意義); 
開:完成分詞, 意思是"開著的"; 使者: 用字同天使, 
可以廣義解為傳遞信息者;  人子=人的兒子, 
耶穌自稱人子,成為人和神之間的"橋樑"

創28:12(雅各的異象)
: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
上，梯子的頭頂著天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
上，上去下來 與神和好: 羅5:10

s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