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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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耶穌回應
猶太人有關吃
喝人子的肉和
血的爭論, v52-
59

yn 約6:52 因此，猶太人彼此爭論說：「

這個人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呢？
」

耶穌回應猶太人有關肉可吃的爭論:人必須做出抉擇 
(v52-59); 
彼此爭論=內部激烈爭吵(字根與戰爭同,暗示有少數的猶
太人相信耶穌); 肉:譯為身體比較恰當

06.6:耶穌回應
猶太人有關吃
喝人子的肉和
血的爭論, v52-
59

n 約6:53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

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
們裡面。

人子的肉與血:即生命的糧;耶穌為世人捨命,寶血流出;耶
穌邀請人的生命與祂的生命連結;人必須做出決定:不信(v
63)或信(v64-67); 沒有:現在進行的狀態; 
註:耶穌有關人必須做出抉擇的講論就像舊約的箴言; 
"箴言"的希伯來文根據七十士譯本就是新約希臘文的"比
喻")

06.6:耶穌回應
猶太人有關吃
喝人子的肉和
血的爭論, v52-
59

n 約6:54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
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吃我肉喝我血:表示我們接受耶穌為我們捨命,並與主立新
約, 參考守聖餐經文林前11:23-29的鑰字包括: 
記念(主受死),省察自己(罪惡,身分),分辨(主的身體); 
有永生:現在就有;復活:將來才會發生,這是主的應許(比較
人也有責任的經文:約6:37-40)

06.6:耶穌回應
猶太人有關吃
喝人子的肉和
血的爭論, v52-

n 約6:55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
是可喝的。

真的:都是形容詞; 故此節可譯為: 
我的身體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飲料

06.6:耶穌回應
猶太人有關吃
喝人子的肉和
血的爭論, v52-

n 約6: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
面，我也常在他裡面。

兩個常在:都是現在進行的狀態; 
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也是一個極大的應許

06.6:耶穌回應
猶太人有關吃
喝人子的肉和
血的爭論, v52-
59

n 約6:57 永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

；照樣，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
著。

因我活著: 信主的人活著是因為耶穌的緣故; 
活著是未來式

06.6:耶穌回應
猶太人有關吃
喝人子的肉和
血的爭論, v52-
59

n 約6: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吃這

糧的人就永遠活著，不像你們

的祖宗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這就是:重要的聖經筆法,經常用來解釋聖經,特別是解釋舊
約;         
永遠活著=活到永遠=有永生,不是指肉體永遠活著; 
活著是未來式; 死了:指靈裡的死亡

06.6:耶穌回應
猶太人有關吃
喝人子的肉和

n 約6:59 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裡教訓人
說的。

                                                                                                                                                                                     



06.7:耶穌回應
門徒有關吃喝
人子的肉和血
的議論,v60-65

y 約6:60 他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見了，就

說：「這話甚難，誰能聽^呢？
」

耶穌回應門徒有關吃喝人子的肉和血的議論:鼓勵(v61-
62),勸勉(v63),警告(v64-65); 好些人=許多人; 
難(此字不易翻譯):可能的意思有難以聽懂和難以聽從, 
但看前後文應指後者; 聽:原文後面有"他的"一字, 
故可理解為聽從他的

06.7:耶穌回應
門徒有關吃喝
人子的肉和血
的議論,v60-65

n 約6:61 耶穌心裡知道門徒為這話議論，

就對他們說：「這話是叫你們厭
棄（原文是跌倒）嗎？

這話:單數,故指吃喝人子的肉和血這一件事;  
厭棄:應譯為跌倒;v61-62一起看會更清楚

06.7:耶穌回應
門徒有關吃喝
人子的肉和血
的議論,v60-65

n 約6:62 ^倘或你們看見人子升到他原

來所在之處，怎麼樣呢？

倘或:前面有"那麼";原文是疑問句;此疑問句用來勉勵門徒
,句子到所在之處為止; 原文沒有"怎麼樣",但有問號

06.7:耶穌回應
門徒有關吃喝
人子的肉和血
的議論,v60-65

n 約6:63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

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
靈，就是生命。

叫人活著:指叫人永遠活著; 
第一個靈:有定冠詞,故應指聖靈(新約希伯來文聖經也是
這樣翻譯); 
話:複數,但注重整體性;是:單數動詞; 
第二個靈:指屬靈的事情

06.7:耶穌回應
門徒有關吃喝
人子的肉和血
的議論,v60-65

n 約6:64 只是你們中間有不信的人
。」耶穌從起頭就知道誰
不信他，誰要賣他。

只是:但是;你們:指的不只十二門徒(參v66); 
不信的人:複數;誰要賣他的誰是單數,應指猶大; 
起頭=約1:1太初有道的太初; 
從起頭就知道(下半節是約翰插進來的話):耶穌從一開始
就知道將來猶大不信他,且要賣他; 
賣=出賣,原來的意思是交出來(受審,受刑,受死,義的被交
給不義的)

06.7:耶穌回應
門徒有關吃喝
人子的肉和血
的議論,v60-65

n 約6:65 耶穌又說：「所以我對你們說過，若
不是蒙我父的恩賜，沒有人能到我這
裡來。」

06.8:十二門徒
的堅信:耶穌是
神的聖者,v66-
71

y 約6:66 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
再和他同行。

門徒:不是指十二門徒

06.8:十二門徒
的堅信:耶穌是
神的聖者,v66-

n 約6:67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

要去嗎？」

去:離開



06.8:十二門徒
的堅信:耶穌是
神的聖者,v66-
71

n 約6:68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
生之道，我們還歸從
誰呢？

彼得代表十二門徒表明對主的堅信; 
永生之道=神的話,也是生命的糧的意義; 
我們還歸從誰呢:這句話原文放在前面,應譯為:主啊,我們
還歸從誰呢? 你有永生之道

06.8:十二門徒
的堅信:耶穌是
神的聖者,v66-
71

n 約6:69 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
的聖者。」

我們:原文出現在句首,強調我們這十二門徒; 
神的聖者:單數,有定冠性,指神的聖潔的兒子;聖潔的就是
無罪的,從第七章至約翰福音的末了,經常提到耶穌是無罪
的; 註:聖者若是複數,則是眾聖徒之意

06.8:十二門徒
的堅信:耶穌是
神的聖者,v66-
71

n 約6:70 耶穌說：「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

個門徒嗎？但你們中間有一個
是魔鬼。」

我:原文放在句首,強調親自; 
但:不容易翻譯,可以理解為順接的"而且"(NASB和ESV)
或反差很大的"但是"(和合本),看前後文,耶穌早就知道,譯
為而且更接近原文; 
魔鬼:不是說猶大就是魔鬼,而是寧願為魔鬼所利用(約13:
2),終至為撒但所控制(約13:27); 
耶穌完成神的救贖計畫,其中之一就是揀選了猶大; 
這裏是耶穌給猶大第一次認罪悔改的機會(耶穌婉轉點醒
猶大),以後還有數次

06.8:十二門徒
的堅信:耶穌是
神的聖者,v66-
71

n 約6:71 耶穌這話是指著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

大說的；他本是十二個門徒裡的

一個，後來要賣耶穌的。

v71重述v70十二門徒的完整性:表示很重要; 
本是:原文沒有"本",所以並非指:本來是但現在不是,而是
單純地指一直都是;  
賣=出賣,原來的意思是交出來(受審,受刑,受死)

07.1:耶穌預備
進入耶路撒冷
傳道;耶穌是聖
潔的,指證世人
的罪,v1-9

y 約7:1 這事以後，耶穌在加利利遊
行，不願在猶太遊行，因為猶太
人想要殺他。

這事:這些事,指約6發生的四件事:五餅二魚,耶穌履海與宣
告我就是,我就是生命的糧,以及門徒堅信耶穌是神的聖者;
遊行:即約1:36的行走=走來走去, 忙著傳講神國的道理

07.1:耶穌預備
進入耶路撒冷
傳道;耶穌是聖
潔的,指證世人
的罪,v1-9

n 約7:2 當時猶太人的住棚節近了。
住棚節: 紀念以色列人出埃及住在曠野;從住棚節(9/21-
27/2021) 到逾越節 (4/15-22/2022) 約半年, 
這段時間耶穌在耶路撒冷傳道; 
註:約翰福音共21章,大致分段:前1/3約三年耶穌主要在加
利利傳道,中間1/3約半年在耶路撒冷傳道;後1/3受難週

07.1:耶穌預備
進入耶路撒冷
傳道;耶穌是聖
潔的,指證世人
的罪,v1-9

n 約7:3 耶穌的弟兄就對他說：「你離開

這裡上猶太去吧，叫你的門徒也看
見你所行的事。

耶穌的弟兄(弟弟們)不信的表現:a.看見:只是肉眼的看見, 
b.顯揚名聲:採意譯(v4),原文沒有名聲



07.1:耶穌預備
進入耶路撒冷
傳道;耶穌是聖
潔的,指證世人
的罪,v1-9

n 約7:4 人要顯揚名聲，沒有在暗處行
事的；你如果行這些事，就當將自己
顯明給世人看。」

07.1:耶穌預備
進入耶路撒冷
傳道;耶穌是聖
潔的,指證世人

n 約7:5 因為連他的弟兄說這話，是因
為不信他。.

說這話及第二個因為:原文都沒有; 
應譯為:因為連他的弟兄們也不相信他; 
信:真正的相信耶穌是彌賽亞

07.1:耶穌預備
進入耶路撒冷
傳道;耶穌是聖
潔的,指證世人
的罪,v1-9

n 約7:6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的時候
還沒有到；你們的時候常是

方便的。

v6&8我的時候:較短的時間,可指幾天,幾個月;出現兩次,
表示很重要; v6的"到"(或譯出現):用現在式, 
故"我的時候還沒有到"可以理解為:我去耶路撒冷傳道的
時間還沒有到, 但再過不久就要到了; 
方便的=準備好的(隨時可以成行); 
註:比較約7:30,8:20"我的時候"用字不同,是指最短的時
間,表示上十字架的時間

我的時候: 約2:4

07.1:耶穌預備
進入耶路撒冷
傳道;耶穌是聖
潔的,指證世人
的罪,v1-9

n 約7:7 世人不能恨你們，卻是恨我，

因為我指證他們所做的事是

惡的。

世人:原文是單數,指(抵擋神的)世界,故"他們"的原文是他
;不能:自己擁有的能力或別人給予的權柄,指世人沒有能力
也沒有權柄恨你們; 
我指證:強調我,指證=現在正在做見證(在父神面前),耶穌
是神的聖者(約6:69),只有他有權柄指證世人(世界)的惡; 
惡的:邪惡的

07.1:耶穌預備
進入耶路撒冷
傳道;耶穌是聖
潔的,指證世人
的罪,v1-9

n 約7:8 你們上去過節吧，我現在不上去過這

節，因為我的時候還沒有
滿。」

滿:或譯滿足,被動,用完成式,表示我去耶路撒冷傳道之前
的時候(在加利利傳道將近三年)還沒有完全被滿足或被應
驗

07.1:耶穌預備
進入耶路撒冷
傳道;耶穌是聖
潔的,指證世人

n 約7:9 耶穌說了這話，仍舊住在加
利利。

仍舊住在加利利:表示要等到在加利利服事期滿為止

07.2:耶穌進入
耶路撒冷傳道;
耶穌是良善的,
v10-13

y 約7:10 但他弟兄上去以後，他也上去過節，

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

約7:10-11:57:約翰福音7-11章記載耶穌最後的半年; 
似乎:在此可以理解為"就是"(譬如約1:14的"正是"),此字
在原文中存不存在有爭議

07.2:耶穌進入
耶路撒冷傳道;
耶穌是良善的,
v10-13

n 約7:11 正在節期，猶太人尋找耶穌
，說：「他在哪裡？」

正在節期:看前後文可以理解為節期的一開始,因為"尋找"
用未完成式; 
耶穌一進入耶路撒冷就開始半年的傳道與受苦時期;受苦
是彌賽亞一個很重要的記號



07.2:耶穌進入
耶路撒冷傳道;
耶穌是良善的,
v10-13

n 約7:12 眾人為他紛紛議論，有的說：

「他是好人。」有的說：「不然，

他是迷惑眾人的。」

v12"眾人"用團體的複數及v13"怕猶太人"表示有外邦人
;議論:竊竊私語;好:應譯為善或良善(太19:17,"你為甚麼
稱我是良善的？除了　神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 
迷惑:帶人進入歧途;原文對眾人兩種不同的反應劃分明確 

07.2:耶穌進入
耶路撒冷傳道;
耶穌是良善的,
v10-13

n 約7:13 只是沒有人明明地講論他，因為

怕猶太人。

明明地=公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