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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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耶穌將施

行審判,v24-30

y 約5: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聽我

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

生；不至於定罪，是已

經出死入生了。

我話(單數):我的道; 有永生和不至於定罪: 

現在式,進行的狀態; 已經出死入生: 現在完成式

05.3:耶穌將施

行審判,v24-30

n 約5:25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時候將到，

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

的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聽見(一次性的動作)=聽從, 要聽見:未來式, 一定會發生; 

第二個聽見表示只要聽到一次,死人就會復活(參約11:43:

拉撒路復活)

05.3:耶穌將施

行審判,v24-30

n 約5:26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

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

命，

生命:永生; 在自己:意思是在自己裡面

05.3:耶穌將施

行審判,v24-30

n 約5:27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

審判的權柄。

因為:表示原因; 

表示耶穌有審判的權柄是因為他就是人子;  

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應譯:就賜給他權柄行審判 

05.3:耶穌將施

行審判,v24-30

n 約5:28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

，凡在墳墓裡的，都要聽見他

的聲音，就出來：

凡:所有的人;  要聽見(未來式,表示將會,一定會)=聽從; 

就出來:原文屬於下一節;這是一次性的動作, 意思是: 

進前來(到耶穌的面前) 

05.3:耶穌將施

行審判,v24-30

n 約5:29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定罪。

^

這一節可以理解為: 

行善的，(從墳墓)出來復活(目的是)得永生；作惡的, 

(從墳墓)出來復活(目的是)定罪(得永死);備註:v29最後面

和合本可能遺漏一個一段話結束的符號"」"

05.3:耶穌將施

行審判,v24-30

n 約5:30 「我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我

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的審

判也是公平的；因為我不求

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來者

的意思。」

注意v30是獨立的一句話,也是獨立的一個段落(原文第一

個字是大寫); 不能:不是耶穌審判的權柄受到限制; 

這一句話的兩個"怎麼"以及"不求"和"只求"都在表達耶

穌審判有"絕對"的權柄; 公平的:譯為公義的可能更好, 

因為善和惡是根據神的標準; 求:尋求,不是要求; 

意思=旨意或決定之意; 

此節的重點在強調耶穌審判的權威性與公平性,而不是談

論耶穌的順服



05.4:耶穌的見

證是真的,v31-

40 

y 約5:31 「我若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就

不真。

不真:指不合乎律法的要求;耶穌的見證是真的, 

因為有三個見證人:施洗約翰(v32-35),父神(v36-38), 

聖經(v39-40); 真:字根同真理

05.4:耶穌的見

證是真的,v31-

40 

n 約5:32 另有一位給我作見證，我也知

道他給我作^的見證是真的。

05.4:耶穌的見

證是真的,v31-

40 

n 約5:33 你們曾差人到約翰那裡，他為真理作

過見證。

05.4:耶穌的見

證是真的,v31-

40 

n 約5:34 其實，我所受的見證不是從人來的

；然而，我說這些話，為要叫你們得

救。

其實:或譯然而; 我所受的見證不是從人來的; 

此句話語調很強烈, 或可理解為: 

我(耶穌)絕對不接受(單從)人來的見證, 

原文非常強調"人";所以就推出此節的下半句和下一節
05.4:耶穌的見

證是真的,v31-

40 

n 約5:35 約翰是點著的明燈，你們情願暫

時喜歡他的光。

猶太人曾短暫歡喜接受施洗約翰(約3:23), 

但不接受耶穌; 施洗約翰只是燈光, 不是真光, 

他的洗禮只是暫時的;  

05.4:耶穌的見

證是真的,v31-

40 

n 約5:36 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因為父

交給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

做的事，這便見證我是父所差

來的。

更大的見證: 指父神(v37-38); 

"交給"和"差來":都是完成式; 所做的事:現在進行式; 

05.4:耶穌的見

證是真的,v31-

40 

n 約5:37 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

。你們從來沒有聽見他的聲音，也沒

有看見他的形像。

父後面有"那位"一字; 

作過見證:已經作了見證(例;太3:17:從天上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05.4:耶穌的見

證是真的,v31-

40 

n 約5:38 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裡；因為他

所差來的，你們不信。

不信主的人=不把神的道存在心理; 

05.4:耶穌的見

證是真的,v31-

40 

n 約5:39 你們查考聖經（或譯：應當查考

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

；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看前後文"或譯"比較好; 以為:譯為認為比較恰當; 

這經:對當時的猶太人是舊約, 對我們而言是整本聖經; 

因此讀經最主要的目的是: 認識耶穌

05.4:耶穌的見

證是真的,v31-

40 

n 約5:40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05.5:耶穌不需

要從人來得榮

耀,v41-47

y 約5:41
「我不受從人來的榮耀。

v41-42是一句話, 不要分開, 才比較容易明白; 

這裡的人指著心中沒有愛的猶太人; 備註: 

約2:25(也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因他知道人心裡所存的

。)與約5:41-42的狀況不一樣; 

前者:耶穌不要人把他當作人作見證, 

後者:耶穌不需要不信的人(沒有神的愛的猶太人)為他作

見證05.5:耶穌不需

要從人來得榮

耀,v41-47

n 約5:42 但我知道，你們心裡沒有神的

愛。

思想: 你們心裡沒有(對)神的愛, 

愛是從神而來(約一4:16), 

但也是聖靈結的果子(加5:22), 也是人的責任(v43-47)

神就是愛: 約一4:16 愛是聖靈結的果子: 

加5:22-23

05.5:耶穌不需

要從人來得榮

耀,v41-47

n 約5:43 我奉我父的名來，你們並不接待我；

若有別人奉自己的名來，你們倒要接

待他。

v43-47是對v42(沒有對神的愛)的解釋: 追根究底就是: 

不遵守舊約指向耶穌的教訓(v46)

05.5:耶穌不需

要從人來得榮

耀,v41-47

n 約5:44 你們互相受榮耀，卻不求從獨一之神

來的榮耀，怎能信我呢？

05.5:耶穌不需

要從人來得榮

耀,v41-47

n 約5:45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們；有一位

告你們的，就是你們所仰賴的摩

西。

摩西告猶太人: 摩西早就說猶太人硬著頸項

05.5:耶穌不需

要從人來得榮

耀,v41-47

n 約5:46 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

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讀經很重要的態度: 試圖了解舊約指向新約, 高舉基督; 

書上:原文沒有, 但加譯也很好; 

摩西五經見證耶穌:從創1:1就有,啟示三位一體的神, 

預表耶穌的"話"是創造的方法; 又創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

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05.5:耶穌不需

要從人來得榮

耀,v41-47

n 約5:47 你們若不信他的書，怎能信我的話

呢？」

書:或譯經卷(直譯是:作品), 指摩西五經

06.1:五餅二魚, 

 v1-13

y 約6:1 這事以後，耶穌渡過加利利海

，就是提比哩亞海。

這事應是:這些事,即第五章的:安息日醫病,以及開始公開

見證自己就是神的兒子

06.1:五餅二魚, 

 v1-13

n 約6:2 有許多人因為看見他在病人

身上所行的神蹟，就跟隨他。

許多人(v2,v5)=一大群人(單數)指猶太人; 

看見:肉眼的看見,可能不是真的明白

七個餅幾條魚: 太15:30

06.1:五餅二魚, 

 v1-13

n 約6:3 耶穌上了山，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裡。

06.1:五餅二魚, 

 v1-13

n 約6:4 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
五餅二魚的背景:逾越節近了 逾越節: 出12:6-7



06.1:五餅二魚, 

 v1-13

n 約6:5 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就對

腓力說：「我們從哪裡買餅

叫這些人吃呢？」

許多人(v2,v5)=一大群人(單數);加上逾越節的提示,眾人

應該都是猶太人,故五餅二魚的神蹟是針對猶太人; 

腓力:伯賽大人,對當地環境應該熟悉

06.1:五餅二魚, 

 v1-13

n 約6:6 （他說這話是要試驗腓力；他自

己原知道要怎樣行。）

試驗:原文與試探同字; 耶穌試驗門徒很罕見; 知道=明白

06.1:五餅二魚, 

 v1-13

n 約6:7 腓力回答說：「就是二十兩銀子的餅

，叫他們各人吃一點也是不夠的。」

腓力(v7)和安得烈(v9):根據理性的計算; 

我們何嘗不是如此, 我們應學習先尋求神的帶領 

06.1:五餅二魚, 

 v1-13

n 約6:8 有一個門徒，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

安得烈，對耶穌說：

06.1:五餅二魚, 

 v1-13

n 約6:9 「在這裡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

大麥餅、兩條魚，只是分

給這許多人還算甚麼呢？」

魚:小魚(希臘文有大魚和小魚之分)

06.1:五餅二魚, 

 v1-13

n 約6:10 耶穌說：「你們叫眾人坐下。」

原來那地方的草多，眾人就坐下

，數目約有五千。

坐下:坐席,意指耶穌邀請眾人坐席; 

數目:五千指5000個男人, 

故總人數有可能高達20,000人; 

備註:人的意思有人和男人

兩萬人: 太14:21

06.1:五餅二魚, 

 v1-13

n 約6:11 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就分

給那坐著的人；分魚也是這樣

，都隨著他們所要的。

主要動詞與符類福音不完全相同: 

譬如可6:41:擘開和遞給; 約:拿起和分給; 

坐著的:被邀請坐席的; 

隨著:神的恩典按照每一個人的需要; 

備註:真的坐席的人有多少無可考究

符類福音主要動詞例: 

可6:41

06.1:五餅二魚, 

 v1-13

n 約6:12 他們吃飽了，耶穌對門徒說：「把

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免得

有糟蹋的。」

剩下的(v12,13):應該理解為豐盛有餘的,不是指吃剩下的

,因為神的恩典滿溢; 

收拾起來=集中,不是(從地上)撿起來; 

有糟蹋的:或譯有遺漏的

恩典夠用: 林後12:8-9

06.1:五餅二魚, 

 v1-13

n 約6:13 他們便將那五個大麥餅的零碎，就是

眾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來，裝

滿了十二個籃子。

剩下的:同v12,也是豐盛有餘的意思; 

12個籃子:基於這個神跡是為猶太人而行, 

另外籃子是由橄欖樹枝編成, 故12個有可能指12支派; 

當然, 神的恩典夠世上每一個人; 

思考:那怕我們只是五餅二魚, 神藉著我們必能成就大事, 

問題在於我們願不願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