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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4講：耶穌是誰（三） 

使徒約翰寫約翰福音的目的，是要我們認識耶穌亦神亦人的身份。第1章第6節開始約翰

用施洗約翰的見證來介紹耶穌，包括這一堂我們要講認識耶穌的5方面，連同第一和第

二堂講過的總共有10方面。 

A. 1:14-17 主耶穌充滿恩典與真理, 比摩西的律法更大 

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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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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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一開始就向我們介紹「道」，到了第14節約翰告訴我們「道」成為人，與人同

住，「道」是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v.16形容這些恩典是「豐滿」的，和這些恩典是

神賜給我們的(我們乃是領受者)。「恩上加恩」（grace upon grace)原文的意思是「一波

又一波的恩典」，是越來越多的和用之不竭的恩典。 

v.17提到猶太人熟悉的摩西，上帝透過摩西頒佈律法，這裏約翰將摩西傳的律法和耶穌

基督給予的恩典和真理成對比。 任運生牧師將摩西和耶穌作了以下對比： 

摩西是神的僕人，基督是神的兒子﹔ 

摩西傳講神的話，基督就是神的道﹔ 

摩西預言大先知，基督就是大先知﹔ 

摩西是頒佈律法，基督乃成就律法﹔ 

摩西傳天降嗎哪，基督是生命之糧﹔ 

摩西在曠野舉蛇，基督被釘十字架。 

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40年，有超過二百萬人一同生活，上帝頒發律法讓他們遵守。律

法是神頒佈的，當然是好的(…律法原是好的 （提前1：8）)，保羅這樣形容律法： 

「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義、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嗎

？斷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藉著那良善的叫我死，就顯出真是罪，叫罪因

著誡命更顯出是惡極了。」（羅馬書7：12-13） 

原來因為人犯罪，違背了律法，律法就成為定人罪的工具。律法没有赋予罪人能力去遵

守，律法更無力施行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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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督帶給我們更豐盛的恩典。恩典是指神的恩慈與良善傾注在那些不配的人（你

和我）身上--如果神按照律法的要求對待世人，那就沒有一人能在神面前存活，但神是

按照祂豐盛的恩典厚待我們。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滿足了律法的要求: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

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馬太5：17-18） 

因此祂的救恩就白白地加給一切願意認罪悔改、相信接受耶穌基督的人。保羅說： 

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裡，使我們因信稱義。（加3：24

） 

以下是律法與恩典的對比： 

律法用來顯明罪惡，恩典使人脫離罪惡﹔ 

律法本是定罪審判，恩典使人自由釋放﹔ 

律法令人無力遵守，恩典使人甘願順從﹔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恩典使人喜樂感恩﹔ 

律法之下皆被定罪，恩典之下信者稱義﹔ 

律法是人訓蒙師傅，恩典得兒子的名分﹔（加3：24） 

律法本是一無所成，恩典引進榮耀盼望﹔（來7：19） 

律法預表耶穌基督，恩典來自耶穌基督。 

神的恩典分為「普世的」和「特別的」。 

神的普世恩典惠及萬千，賜予一切受造之物: 

祂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太5:45） 

耶和華善待萬民，祂的慈悲，覆庇祂一切所造的。（詩145:9） 

然而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証據來，就如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叫你們飲食

飽足，滿心喜樂。（徒14:17） 

神也賜給普世的人認識祂的機會。 

神普世的恩典給予所有的人，但得救的恩典，只有那些謙卑接受耶穌基督的人才可以得

著。神對着相信祂和敬畏祂的人特別的恩典包括：今生豐盛、充滿喜樂、平安、盼望的

生命，聖靈居中的安慰引導；將來永遠與祂同在（永生），與基督一同掌權。 

神的恩典是與真理並存，正如神的慈愛與公義並存。只有恩典慈愛卻沒有真理公義是溺

愛，只有真理公義沒有恩典慈愛是嚴苛。這兩者是本來是難以並存的，只有神能夠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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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存，將來我們查到撒瑪利亞婦人（第四章）和行淫時被捉拿的婦人（第八章）會解釋

。 

B. 1:18 主耶穌向人表明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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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個靈」（約4：24）所以沒有人能夠看見祂，舊約神曾向亞伯拉罕等人顯現，是

神以人的樣式向人顯現，這些人都從來沒有看見過神的本體，即神絕對聖潔大光中的完

全臨在。連摩西被稱為與神面對面說話的朋友，他想要看神的榮耀卻是不能：神對摩西

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出33:20） 

於是神將他藏在磐石穴裡，並用手遮蓋他的視線，當神走過之後，摩西只能看到神的背

影，只能稍微地體會一下神的榮耀。但耶穌基督被稱為是「在父懷裡」，乃是時常與父

面對面的親密交通。 

「表明」（made Him known）的希臘原文是英文Exegesis 一詞的原型，指to explain （說明

）、to interpret （解釋）、to prove（証明）、to unfold （揭開）、to declare（宣告）等涵

義。即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將父神向世人解釋、說明、証明、宣告出來，使世人看見耶

穌基督就如同看見神。 

耶穌基督可以彰顯神，因為祂是神本體的真像。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 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西1：15） 

他是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本體的真像...（來1：3a） 

門徒腓力有一次求主將父神顯給他們看，耶穌對他說:  

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嗎？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

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約14:9） 

「耶穌大聲說，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來的。人看見我，就是看見那差

我來的。」（約12:44-45） 

C. 1:29,35-36 主耶穌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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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再次日，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裡。 

1:36他見耶穌行走，就說：「看哪，這是 神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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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施洗約翰指著耶穌說「看哪，神的羔羊」（約1:29，36）的時候，我們可以想像他的

門徒和聽眾困惑與震驚的反應。猶太人對於在聖殿日月經年、週而復始的羔羊獻祭是十

分熟悉的。當初摩西使亞倫和他兒子承接祭司聖職的時候，上帝吩咐他們要早晚各獻一

隻一歲的羊羔，使祭司分別為聖。當百姓犯罪時，人要牽一隻沒有殘疾的羊羔為贖罪祭

的供物獻祭，以此為自己贖罪。當所羅門為神建好了聖殿， 

王和以色列眾民一同在耶和華面前獻祭。所羅門向耶和華獻平安祭，用牛二萬二千

，羊十二萬。（王上8:62-63） 

從此，以色列的祭司和百姓除了聖殿被毀、百姓被擄的七十年之外，必定日復一日地在

聖殿用羊羔獻祭贖罪。 

舊約中的「羔羊」，當然是指向新約時主耶穌將會成為那無瑕疵的羔羊， 

...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希9：28）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 神的右邊坐下了。（希10：12） 

因為他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希10:14） 

舊約中的羔羊都是指向主耶穌，其實，「代罪羔羊」這個真理在伊甸園已經被啟示。在

人犯罪之初，「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創3:21）就已然

預示著神為世人所預備的救恩：以無辜動物之生命替人贖罪，指向神為世人所預備的那

一位---神的羔羊。 

a) 亞伯拉罕獻以撒 

創世記22章神試驗亞伯拉罕，就吩咐亞伯拉罕把他獨生的兒子以撒在摩利亞山上獻為燔

祭。亞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兒子以撒身上，自己手裡拿著火與刀，於是二人同行。 

「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罕說，‘我兒，我在這裡。’以

撒說，‘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裡呢？’ 亞伯拉罕說，‘我兒

，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創22:7-8） 

當亞伯拉罕舉刀要殺他兒子以撒的時候，耶和華的使者從天呼叫阻止了他。神為亞伯拉

罕預備一隻公羊羔代替他的兒子以撒。 

「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隻公羊，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亞伯拉罕就取

了那隻公羊來，獻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

’（意思是：‘耶和華必預備。’）」（創22:13-14） 

b) 逾越節被殺的羔羊 



5 
 

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四百年，神吩咐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但埃及法老王百般阻撓

，於是神便在埃及地降下十災，其中最後一災是滅長子之災。 

耶和華神吩咐摩西亞倫說， 

“你們吩咐以色列全會眾說，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著父家取羊羔，…要無殘疾，

一歲的公羊羔，…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點血，塗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因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擊殺了，

…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我擊殺埃及地

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出12:1-13） 

那夜，埃及從法老、臣僕、埃及眾人，各家的長子都被殺了﹔但以色列各家的長子，因

逾越節被殺羔羊的血涂在房屋的門框和門楣上得以存活。 

逾越節是指向主耶穌是被殺的羔羊，叫我們能夠得救。多年後使徒保羅見証說： 

「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林前5:7） 

c) 贖罪祭牲的羔羊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神為以色列頒佈了律法，設立利未支派亞倫等次的祭司所主持的以

色列日常祭祀體系。 

「人若牽一隻綿羊羔為贖罪祭的供物，必要牽一隻沒有殘疾的母羊，按手在贖罪祭

牲的頭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作贖罪祭。祭司要用指頭蘸些贖罪祭牲的血，

抹在燔祭壇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壇的腳那裡，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

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樣。祭司要按獻給耶和華火祭的條例，燒在壇上。至於

所犯的罪，祭司要為他贖了，他必蒙赦免。」（利未記4：32-35） 

然而，這每日常獻的羔羊之血，並不能真正除罪。 

「但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來，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來

10:3-4） 

因此，這每年常獻的祭物，只是提醒眾人的犯罪，它只不過是一個影兒，指向那聖潔完

美的、可以真正贖罪的、而且永遠有功效的贖罪祭---耶穌基督！ 

D. 1:34,49,51 耶穌是神子，也是人子 

1:34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 神的兒子。」 

1:49拿但業說：「拉比，你是 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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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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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記載耶穌多次稱聖父為「我父」，同時他也常常自稱是「人子」； 前者是描述他的

神性，後者則描述到他的人性，兩者之間並無衝突--耶穌在地上同時是神子和人子，有

限的人性與無限的神性同時出現，只有耶穌同時有這兩個身份。 

a) 「神子」 

約翰寫約翰福音的目的是「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約20：31），因

此約翰福音提到耶穌是神子的身份有超過100處）, 其例子如下：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

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2:16 又對賣鴿子的說：「把這些東西拿去！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 

3:35 父愛子，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 

5:17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5:18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 神為他的父，將

自己和 神當作平等。 

5:37 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 

5:43我奉我父的名來，你們並不接待我； 

6:37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因為我從

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 

6:40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6:44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 

8:49 耶穌說：「我不是鬼附著的；我尊敬我的父，你們倒輕慢我。 

10:17 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 

10:29 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 

10:30 我與父原為一。」 

14:2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 

14:11 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 

14: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 

16:5 現今我往差我來的父那裡去， 

16:28 我從父出來，到了世界；我又離開世界，往父那裡去。」 

本人認為, 約翰福音內一百多次耶穌提到聖父，最重要的是10:30(我與父原為一)和

16:28(我從父出來...往父那裏去)，因為世上沒有一個人能夠如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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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神子， 這個詞並不表示祂比父的能力和神性低，因為三位一體的神是同榮同

尊的。神子是指聖父與聖子絕對親密的關係，因此主耶穌能夠說祂與父原為一。 

b) 「人子」 

「人子」首次出現在約翰福音是第51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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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中提到耶穌是「人子

」88次, 在約翰福音內「人子」這個詞出現了30次, 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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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3:13 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 

約 3: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約 5:27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 

約 6:27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就是人子要賜給

你們的，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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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62 倘或你們看見人子升到他原來所在之處，怎麼樣呢？ 

約 8:28 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基督，並且知道我沒有一

件事是憑著自己做的。我說這些話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約 12: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人子」這個詞在舊約最多出現是以西結書(93次)，那是用來稱呼以西結的，以西結

是人，所以耶穌自稱為人子是因為他是個完全的人。但舊約但以理書提到：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

前，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祂。祂的權柄是永遠

的，不能廢去；祂的國必不敗壞」(但 7:13) 

這裡的「事奉」，希伯來文的意思是「敬拜」。唯獨神能夠被敬拜，這位「像人子

的」要接受人的敬拜，而且祂要駕雲降臨，得了權柄、榮耀；祂的權柄是永遠的，

祂的國必不敗壞。所以「像人子的」具有神性，因此這個人子就不是普通一個人，

乃是救世主的稱號。當耶穌使用這個稱謂的時候，他在實現但以理的預言--耶穌在宣

佈自己為救世主。 

但耶穌自稱「人子」，還有其他意義，乃是指祂願意謙卑自己成為人，與人一起生

活（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太8：20），並要為人的罪受苦受死（「人子必須受許多

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可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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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45 主耶穌是摩西律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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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以上這段話是腓力說的，但卻是正確的，腓力能在未正式作耶穌門徒時已經能夠如

此介紹耶穌，是得到聖靈的啟示，亦與後來耶穌自己說的吻合： 

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24:27）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路24:44） 

律法，或律法書，所指的是舊約聖經的頭五卷書。希伯來原文為「妥拉」（Torah），具

有「引導」和「指示」的涵義。律法的頒布，是為了指導和約束，使神的百姓親近神，

遠離罪惡。 

新約聖經稱此五卷書為「律法」（太12:5，路16:1，約7:19），「律法書」（加3:10），

「摩西的書」（可12:26）或「摩西的律法」（路2:22，約7:23） 

在舊約時代有許多儀式、規條、人物，都是要預表那要來的耶穌基督，例如： 

• 上面說到舊約中的羔羊是指向基督，其實舊約時代要人獻各種的祭（燔祭、素祭、

平安祭、贖罪祭等）--每一個祭都是預表耶穌基督。 

• 要守安息日--在舊約以色列人在安息日時不作工，亦不能隨自己的私意講自己的私

話，才是真正守安息日。故安息日的意思，乃是在耶穌基督裏，才有真正的安息。 

• 舊約中不許人吃血--利未記十七章解釋說：血裏有生命可以贖罪。這血不是牛羊的

血，而是指耶穌基督的寶血，能夠拯救罪人。 

• 祭司之制度--乃是證明不是世上每個人都能事奉神，只有蒙揀選的人才能事奉神；

只有亞倫的子孫才可作祭司，只有我們這位屬天的大祭司耶穌基督，我們是祂的子

孫，所以我們也可以像祭司一般事奉祂。 

• 十誡--內裏有九個「不可」（除了當孝敬父母一誡），那麼神的「可以」在何處？

乃是在耶穌基督裏，祂先將「不可」的告訴我們，然後又給我們一條可行的路，這

路就是耶穌基督。 

• 大衛的寶座--神應許大衛說：「他的寶座直到永永遠遠。」但我們知道所羅門的寶

座並沒有到永遠，大衛是預表基督，主耶穌才是真正坐寶座的王。 

• 以色列人在曠野舉銅蛇--主耶穌對尼哥底母說：摩西怎樣在曠野舉銅蛇，人子也照

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銅蛇是預表耶穌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