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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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耶穌是公
義的, v14-24

y 約7:14 到了節期^，耶穌上殿裡去

教訓人。

到了節期:後面有"的一半"沒有譯出,時間點與v11的正在
節期有別; 教訓:未完成式,表示持續的狀態

07.3:耶穌是公
義的, v14-24

n 約7:15 猶太人就希奇，說：「這個人沒
有學過，怎麼明白書呢？」

沒有學過:A.猶太人不明白耶穌的教導主要是直接從父神
領受(v16); 
B.耶穌從小就努力學習聖經(上主日學)(路2:40-49); 
書:指舊約

耶穌上主日學: 路2:40-
49

07.3:耶穌是公
義的, v14-24

n 約7:16 耶穌說：「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那差我來者的。

那差我來者的:等同耶穌宣告他是彌賽亞;耶穌為父神所差,
他的教訓有絕對的權柄,他的判斷有絕對的權威; 
A.用絕對的標準斷定是非 (v16-18&24); 
B.兩個例子:律法(v19-20),安息日醫病(v21-23)

07.3:耶穌是公
義的, v14-24

n 約7:17 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

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
我憑著自己說的。

立志(字根同旨意)用假設語氣,表示人的責任;  
必曉得:神就應許人一定會明白

07.3:耶穌是公
義的, v14-24

n 約7:18 人憑著自己說，是求自己的榮耀；惟

有求那差他來者的榮耀，這人是真
的，在他心裡沒有不義。

真的:字根與真理同; 
沒有不義=公義的,公義有兩個意思:1.神用來審判的標準,
2.審判後無罪的判決.在約7是指前者; 
約7前半提到耶穌三個屬性:聖潔的(v7),良善的(v12),公
義的(v18)

07.3:耶穌是公
義的, v14-24

n 約7:19 摩西豈不是傳律法給你們嗎？你們

卻沒有一個人守律法。為甚
麼想要殺我呢？」

卻:原文是反差極大的連接詞, 和合本翻譯正確, 
可以理解為反差極大的"竟然", 類似經文:約1:11; 
守律法:是發自內心,不是教條式的; 
為甚麼:很難翻譯,可理解為憑甚麼或藉著甚麼

07.3:耶穌是公
義的, v14-24

n 約7:20 眾人回答說：「你是被鬼附著了
！誰想要殺你？」

眾人:單數,指單一的猶太人群體

07.3:耶穌是公
義的, v14-24

n 約7:21 耶穌說：「我做了一件事，你們
都以為希奇。

一件事(強調用法):指安息日治病(約5:1-10)

07.3:耶穌是公
義的, v14-24

n 約7:22 摩西傳割禮給你們（其實不是從摩西

起的，乃是從祖先起的），因此
你們也在安息日給人行割禮。

祖先:複數,包括摩西本人,指割禮是在亞伯拉罕之後就有的
傳統(創17:10)



07.3:耶穌是公
義的, v14-24

n 約7:23 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禮，免得違背摩西

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個人全
然好了，你們就向我生氣嗎？

律法:若是教條式就有矛盾,若是發自內心遵行神的旨意則
絕對沒有矛盾; 
提醒: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精意:其實是聖靈; 
林後3:6)

07.3:耶穌是公
義的, v14-24

n 約7:24 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

按公平斷定是非

不可斷定:命令語氣;外貌:事情的表面;  
按公平斷定是非:直譯是:按公義的判斷來判斷是非, 
判斷重複兩次, 表示按公義的標準判斷很重要

07.4:他是基督,
信的就分別為
聖, v25-31

y 約7:25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說：「這不是他們
想要殺的人嗎？

07.4:他是基督,
信的就分別為
聖, v25-31

n 約7:26 你看他還明明地講道，他們也不
向他說甚麼，難道官長真知道這是

基督嗎？

明明地=公開; 
基督:"基"是膏抹,"督"是接受這樣動作的人,所以基督的
意思就是受膏者=舊約的彌賽亞(彌賽亞也是受膏者的意
思),集先知,祭司,與君王於一身 

07.4:他是基督,
信的就分別為
聖, v25-31

n 約7:27 然而，我們知道這個人從哪裡來；只

是^基督來的時候，沒
有人知道他從哪裡來。
」

基督前面原文有"當"一字; 
這裡表示猶太人還在等待彌賽亞,也表示猶太人不信耶穌,
且還在等待那"不確定的"彌賽亞;  
備註:以色列的國歌"希望"中提到鼓勵猶太人既然已經等
了2000年,那就繼續等待錫安之地(The land of Zion) 
的來臨

07.4:他是基督,
信的就分別為
聖, v25-31

n 約7:28 那時，耶穌在殿裡教訓人，大聲說：

「你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

從哪裡來；^我來並不是由於自

己。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你
們不認識他，

真
的

知道我:強調我; 
知道:兩個知道都是現在式,故可理解為委婉地勸導,可譯為
:你們理應知道;  我來:前面有而且; 
真的:字根與真理同,這裡的句點應理解為逗點,因為原文"
你們不認識他"是用來修飾那差我來的; 
他:指父神(即:那差我來的); 
耶穌直指猶太人不信他就是被差來的基督,表示他們根本
不認識父神

07.4:他是基督,
信的就分別為
聖, v25-31

n 約7:29 我卻認識他；因為我是從他來的
，他也是差了我來。」

認識:深刻的理解

07.4:他是基督,
信的就分別為
聖, v25-31

n 約7:30 他們就想要捉拿耶穌；只是沒有人下

手，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

到。

他的時候還沒有到:"時候"是很短的時間,指耶穌被捉拿到
被釘十字架那段短短的時間還沒有到; 
到:特別注意!這裡的"到"用過去完成式(意指神的救贖計
畫很久以前就擬定,甚至作者約翰也不知道何時)



07.4:他是基督,
信的就分別為
聖, v25-31

n 約7:31 但眾人^中間有好些信他

的，說：「基督來的時候，他所

行的神蹟豈能比這人所行的更多
嗎？」

眾人:單數,指單一的猶太人群體; 
中間:前面有"從",且放在句首,表示強調,意思是"從其中" 
分別出來; 好些=很多; 
信:強調用語,指信入,表示真信耶穌; 
神蹟:特指彌賽亞的記號; 從此節也可以看出: 
從眾人中有一部分人分別為聖; 耶穌不直接審判, 
但基於人的選擇, 就自然帶來審判的果效

07.5:預言受死
復活和猶太人
的不信, v32-
36

y 約7:32 法利賽人聽見眾人為耶穌這樣紛
紛議論，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就打發差
役去捉拿他。

眾人:單數,指單一的猶太人群體

07.5:預言受死
復活和猶太人
的不信, v32-
36

n 約7:33 於是耶穌說：「我還有不多的
時候和你們同在，以後就回
到差我來的那裡去。

耶穌公開預言: 1.過了"不多的時候"(受死), 
2.回到父神那裡(復活), 3.不信的人苦尋耶穌(v34); 
不多的時候:一段不很長的時間; 
同在:表示耶穌願意主動親近猶太人,即使他們不信

07.5:預言受死
復活和猶太人
的不信, v32-
36

n 約7:34 你們要找我，卻找不著；我所

在的地方你們不能到。」

v34在v36又重複一次,是對行律法而不信的人說的; 
找及找不到都用未來式,指這些不信的人將苦尋耶穌卻找
不著;找:苦尋,或尋尋覓覓(參新約希伯來文聖經,用字同箴
1:28的"懇切地尋找",這是舊約極少出現的"帶濃厚感情"
的動詞); 不能=無法(人的能力及神的權柄兩個角度)

07.5:預言受死
復活和猶太人
的不信, v32-
36

n 約7:35 猶太人就彼此對問說：「這人要往哪

裡去，叫我們找不著呢？難道他要
往散住希臘中的猶太
人那裡去教訓希臘人嗎
？

要往散住希臘中的猶太人那裡去教訓希臘人: 
猶太人輕視外邦人,因此這也是猶太人輕視諷刺耶穌的話

07.5:預言受死
復活和猶太人
的不信, v32-
36

n 約7:36 他說：『你們要找我，卻找不著；我
所在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是
甚麼意思呢？」

07.6:耶穌邀請
眾人就近他,領
受聖靈, v37-
44

y 約7: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

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
我這裡來喝。

v37-44:可以參考耶穌與井旁婦女談道(約4); 
可以:命令語氣, 故譯一定要比較恰當 

07.6:耶穌邀請
眾人就近他,領
受聖靈, v37-

n 約7: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要:一定會, 表示應許; 
參賽55:1a: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



07.6:耶穌邀請
眾人就近他,領
受聖靈, v37-
44

n 約7: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

的。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
來，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耶穌在此進一步解釋活水江河就是聖靈; 
賜下:是加進來的意譯,原文無此字; 
還沒有聖靈:意思是聖靈還沒有普世的彰顯; 
榮耀:這裡特指耶穌受死復活升天

07.6:耶穌邀請
眾人就近他,領

n 約7:40 眾人聽見這話，有的說：「這真是那
先知。」

信或不信分開(v43): v40-41a:是信的, 41b-
42:是不信的

07.6:耶穌邀請
眾人就近他,領
受聖靈, v37-

n 約7:41 有的說：「這是基督。」但也有的說
：「基督豈是從加利利出來的嗎？

07.6:耶穌邀請
眾人就近他,領
受聖靈, v37-

n 約7:42 經上豈不是說『基督是大衛的後裔，
從大衛本鄉伯利恆出來的』嗎？」

07.6:耶穌邀請
眾人就近他,領

n 約7:43 於是眾人因著耶穌起了紛爭。
紛爭:分裂

07.6:耶穌邀請
眾人就近他,領
受聖靈, v37-
44

n 約7:44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無人下
手。

無人下手:因為他上十字架的時候還沒有到

07.7:尼哥底母
為耶穌辯護, 
v45-52

y 約7:45 差役回到祭司長和法利賽人那裡。他
們對差役說：「你們為甚麼沒有帶他
來呢？」

07.7:尼哥底母
為耶穌辯護, 
v45-52

n 約7:46 差役回答說：「從來沒有像
他這樣說話的！」

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說話的:這也是彌賽亞的記號,耶穌講道
與文士法利賽人不同,經常使用比喻講道,很像箴言(註:舊
約的箴言=新約的比喻); 說話:譯為講道更恰當

07.7:尼哥底母
為耶穌辯護, 

n 約7:47 法利賽人說：「你們也受了迷惑嗎？ v47-49是不信的法利賽人說的

07.7:尼哥底母
為耶穌辯護, 

n 約7:48 官長或是法利賽人豈有信他的呢？ 官長:猶太人中做領袖的(參約12:42)

07.7:尼哥底母
為耶穌辯護, 
v45-52

n 約7:49 但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詛的
！」

法利賽人認為信的人不明白律法

07.7:尼哥底母
為耶穌辯護, 
v45-52

n 約7:50 內中有尼哥底母，就是從前去
見耶穌的，對他們說：

從前去見耶穌:尼哥底母是信主的法利賽人(耶穌曾稱他是
一位重要的律法教師:約3:10);尼哥底母夜裡見耶穌(約3)
之後信主, 他挺身而出為耶穌辯護

07.7:尼哥底母
為耶穌辯護, 
v45-52

n 約7:51 「^不先聽本人的口供，不知

道他所做的事，難道我們的
律法還定他的罪嗎？」

不先:前面有假若一字;口供:原文無此字; 
不先聽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前半節原文放在本
節後面,可直譯為:若不聽見和了解他所做的; 
難道我們的律法還定他的罪嗎:後半節原文放在本節句首; 
難道:可以理解為強烈否定的肯定句:即我們的律法根本不
能定他的罪! 顯見尼哥底母勇於為耶穌辯護



07.7:尼哥底母
為耶穌辯護, 
v45-52

n 約7:52 他們回答說：「你也是出於加
利利嗎？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
加利利沒有出過先知。」

出於加利利:是輕視的語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