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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林前 8：1）
2009 年前後的一個暑假，為了深入研究聖經的政治議題，到臺灣的一所頂
尖神學院選修了密集班的「聖經希臘文」。選修的過程中，每天平均花六小時、
六親不認地苦讀希臘文，但是第二天的課堂考試都很不理想。學期結束之後，老
師給我不及格的分數。我向老師強烈抗議評分標準的問題，他很好心地答應要更
正成績讓我及格。我拒絕了他的好意，因為我認為是課程設計的問題，不是施捨
分數的問題。畢竟，當時的我已經學過日文、法文、英文，而且學術成就得到國
際學術界的肯定，怎可為了分數而折腰乞憐？
從那個暑假之後，我決心重新自學，從西方網路書店購買了各種的希臘文教
材。看完後，歷經兩年完成了啟示錄解經書《末世與啟示：啟示錄解析》
（台南：
臺灣教會公報社，2012），證明了一般華人基督徒可以自學聖經希臘文，並且立
刻應用在每日翻譯和解釋聖經上。2014 年暑假，在教會牧師的鼓勵下，完成了
本書的初稿（含《約翰福音》的解經），目的要讓華人基督徒能夠在四小時內，
輕鬆學會聖經希臘文，不再經歷過去所有華人神學生學習希臘文的「死蔭幽谷」
（他們大都絕望地戰死在這個死蔭幽谷裡）。
本書偏差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期待讀者以及聖經希臘文的華人教師，不吝
來信指正，以嘉惠後學者。我會不定期地更新這份教材，放在網站上免費讓人下
載使用。願這本書得著神的恩惠平安，在華人基督徒學習希臘文的過程中，帶領
我們「出埃及」
、在曠野中「開道路和江河」
、直接快速地進入希臘文聖經的「流
奶與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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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希臘文可以輕鬆速成
第一節 「學了就死啦」的語言？
「什麼？四小時就可以學會聖經希臘文？」當我向牧師們、神學家和神學生，
提到這份教材時，他們都以為我什麼時候改行經營電視購物頻道，或者更糟糕的
詐騙電話行業。的確，目前神學院的聖經希臘文（以下簡稱「希臘文」）課程，
大都安排四個學期，或者至少要有四次暑期密集班，才能把初級和中級希臘文教
完。修過這些課程的神學生常常稱呼「希臘」文是「學了就『死啦』文」，來形
容這四個學期必修課的難度。而畢業以後，大部分的神學生卻又急著把希臘文忘
得一乾二淨，好像不想再遇到這個仇人。他們因此無法應用所學在日常的讀經、
教導和講道中，更遑論撰寫自己的新約書卷註釋書。
對於華人而言，希臘文特別難學的原因有四個：
（1）它的文法規則太複雜了。
一個名詞有「格」
（主格、所有格、間接受格、直接受格、呼格）
、
「數」
（單數、
複數）、「性」（陽性、陰性、中性），理論上總共有 5 x 2 x 3 = （用心算算一下）
30 種變化。動詞更可怕！一個動詞有「人稱」（第一、第二、第三人稱）、「數」
（單數、複數）
、
「語態」
（主動、關身、被動語態）
、
「語氣」
（直說、假設、期望、
命令語氣）
、
「時態」
（現在、不完成、過去、未來、完成、過去完成時態）
、不定
詞、分詞，理論上總共有 3 x 2 x 3 x 4 x 6 x 3 = （需要用電子計算機算一下）1,296
種變化。要花這麼多時間學習，不如學習時「一餓就溜吧！」(1,296)。開玩笑？
光是一個字就有這麼多變化，誰還有能力在四個學期內去記得超過三個希臘文字
的各種變化？這還不包括形容詞、分詞、不定詞、以及各種名詞、動詞例外情形
的各種變化呢！
（2）華人學習希臘文法要先轉換成英文文法後，再轉換成中文文法。目前
中文的希臘文文法教科書幾乎都是從英文的希臘文法教科書翻譯過來的。這造成
華人學習希臘文有四個額外的困難：希臘文法與英文文法有差異，英文文法與中
文文法有差異，希臘文文法與中文文法又有差異，以及英文文法名詞要轉換成中
文文法名詞。本來華人學生只要處理第三個困難就好了，可是因為英文教科書的
限制，華人學生被迫要同時處理前兩者的困難。更不要說需把希臘文文法專用名
詞的約 80 個英文譯名，轉換成一般華人看不懂的中文名詞。而這些文法翻譯書
在翻譯成中文時，不時出現一些翻譯偏差，與英文專書原意有些差距，使得華人
讀者更加困擾。
（3）過去語言學習工具的限制。神學院過去教導希臘文，因為沒有電子工
具書，就要求學生死背生字和文法規則。要去查希臘原文的中文意思，就必須先
要心裡默記著希臘文 24 個字母的順序，然後才能察看那一本 703 頁、有 5,624 個
生字的《新約希臘文中文辭典》
。而該辭典只告訴我們「字典型」
，又沒有把該字
的其他文法變化寫出來。如果把這些生字的文法變化都列出，新約就有 5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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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生字。慢慢背吧？
（4）傳統的筆試測驗。最令華人學生傷心的是，每天即使花了四小時背生
字和文法，到了考試時，題目中的生字怎麼都長得跟原來背誦的不一樣？原來是
老師故意改變了某些生字的文法。記得嗎？希臘文法的名詞，理論上有 30 種變
化，動詞有 1,296 種變化。「流淚撒種的」並不保證「歡呼收割」，反而讓我們永
遠停留在「死蔭幽谷」裡面。神學生畢業以後，誰還願意重新造訪這「死蔭幽谷」？
還不如「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第二節 輕鬆與快樂學會希臘文
「學習希臘文真的要這麼痛苦嗎？」
、
「初代使徒們大都是漁夫，教育程度不
高，他們是怎麼學希臘文的？」修過希臘文的學生都會這麼質疑。其實真的不必
這麼痛苦。重新思考學習希臘文的目的，以及新的學習工具出現，使得學習希臘
文不但可以速成，而且可以充分享受其中的快樂。
首先，我們要重新思考學習希臘文的目的是什麼？過去神學院教導希臘文，
是把希臘文當作一般語文課，甚至是文字考古學來教。因此，學生被期待要能夠
使用希臘文「聽、說、讀、寫」：背誦大量的生字、記住所有的文法規則、要能
夠口語溝通、甚至要會作文。這種教學目標與教法，應用在聖經希臘文，真是大
錯特錯、錯到太陽系以外了。聖經希臘文是口語希臘文(koinh,)，它是一個「死」
的語言。1 除了少數專精聖經希臘文的神學家，當今全世界沒有一個團體把聖經
希臘文當作日常生活語言來聽、說、讀、寫。現代的希臘人所使用的希臘文，雖
然與聖經希臘文的發音和文法有些類似，但是兩者之間的差異就像是中文與日文
的差異一樣大。對於大部分基督徒而言，學習聖經希臘文唯一的目的，就是坐在
書桌前讀懂聖經。沒有人期望我們碰面時，用希臘文說：「早晨好！」或「吃飽
沒？」因為希臘文聖經裡面沒有這兩句話。也沒有人期望我們用希臘文寫情書，
因為除了自己，沒人看得懂。因此，使用希臘文最多的場合，就是自己一個人坐
下來查經的時候。只有在少數場合，例如講道、主日學課程、學術場合，需要看
著資料唸幾個希臘文字而已。學習聖經希臘文的主要目的，是要學會「讀」，幾
乎用不到「聽」、「說」、「寫」。因此，希臘文的教法，要將百分之九十的時間，
放在「讀」上面。花太多時間在「聽」、「說」、「寫」、甚至文字考古學，都是浪
費寶貴的生命。
可是上面說到希臘文的名詞有 30 種變化、動詞有 1,296 種變化，要會「讀」
也必須要有「電腦般」的記憶才夠。正是如此。不過，一百多年來，被這些希臘
文文法所綑綁的華人學生，終於出現了一群護衛天使來拯救他們脫離兇惡；這些
天使就是聖經電子工具。有些免費的網路聖經電子工具，就可以直接提供希臘文
的中文翻譯以及該字的文法詞性。配合著附帶的幾種聖經中、英文譯本，馬上就
1

關於希臘文新約的來源與演變，見附件「希臘文新約的演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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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比較這些譯本的優缺點，甚至開始製作全世界獨一無二、屬於我們自己的中
文譯本。有些付費的聖經電子工具，除了可以提供更多譯本、更多查詢功能、更
多相關解經資料（如同一個神學院圖書館）以外，它們的快速互動與查詢功能，
使用起來就像是攜帶一位「隨身」翻譯人員一樣。哈哈！30 種加上 1,296 種文法
變化，從今以後就跟我們說「拜拜」
。
「隨身」不是誇張之詞，因為這些電子工具
現在都可以下載到手機、平版電腦和筆電裡面去。不必再去記希臘文法的 30 加
上 1,296 種變化，只要記得如何啟動聖經電子工具，並且知道這些希臘文法的中
文用法就可以了。後者是本書的主要內容。
更好的消息是，中文是希臘文的好朋友，用中文翻譯希臘文比起英文翻譯希
臘文容易多了，甚至有時候還可以更精確。當代英文有很多文法規則，而且彈性
不大。中文本來沒有正式的文法規則，是一種習慣語言。今日的中文文法，是清
末民初「白話文運動」興起時，把西方語言的文法規則硬套在中文上。而口語希
臘文雖然也有很多文法規則，但是它的彈性比英文大，很像中文。畢竟，「口語
希臘文」是當時民眾普遍使用的習慣語言，他們沒有辦法記太多的文法規則，也
不會完全遵守這些文法規則。所以，希臘文翻譯成英文時會出現很多文法衝突的
問題，但是翻譯成中文時卻不一定會出現。華人神學院教導希臘文時，花了很多
時間去教導希臘文翻譯成英文時所碰到的問題，然後再用中文向華人學生解釋這
些英文文法的問題是什麼。這不是白白浪費很多時間嗎？我們學習希臘文的目的，
不是替西方人解決他們的文法問題，而是用中文直接瞭解希臘文原意，所以可以
省下很多學習的時間。
重新設定了學習希臘文的目的，並且有聖經電子工具的協助，我們就可以開
始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學習樂趣。
（1）發現原來中文聖經譯本有不少小瑕疵，需要
更正或更新。
（2）有些偉大的解經著作或者牧師們的講道內容因此需要調整。
（3）
開始製作全世界獨一無二、屬於我們自己的中文聖經譯本。
（4）用希臘文讀經文
時，感覺好像耶穌或使徒們直接用當時的語言跟自己說話，有特別的親切感。最
後，
（5）希臘文是一種情感豐富的語言，用不同的文法與聲調符號，讓我們讀起
新約經文來常常像是讀一本戲劇劇本；聲調有高低起伏，語氣有嚴肅和溫柔，甚
至該高興、懷疑、反諷、或是敬畏的情緒，都藉著希臘文法來說明怎麼表達。例
如，
「主禱文」的和合本翻譯版本，使用好多的「願」
，可能就顯得太柔弱了。希
臘文法的祈禱語句，是使用命令語氣。把「主禱文」裡面的「願」都改成「一定
要」或者「必」，然後用小孩子向爸媽要冰淇淋吃的急迫語氣來讀（你再不給我
吃，冰淇淋都要融化啦！），試看看會不會有不同的感受，以及與上帝更親密的
關係？

第三節 快速學習法
四小時怎麼學會希臘文？很簡單。第一個小時在簡介之後，可以學習希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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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以及冠詞的發音，並慢讀一節的「主禱文」
（附件「主禱文新譯」）
。由於 24
個希臘文字母中的 17 個字母，我們在高中數學和自然課程的公式中，就已經看
過和讀過。剩下 7 個比較陌生的字母，加強練習一下即可。若有時間，可以學習
書寫希臘文或使用希臘文鍵盤（如附件「希臘文鍵盤」）。「主禱文」可能是基督
徒最會背、也最常使用的經文。從這裡切入，可以馬上感覺到神聖性、親切感和
成就感。上課前，也可以先從網路上免費下載聖經希臘文「字母歌」和「冠詞歌」
來練習發音，增加趣味性。
由於冠詞與名詞的文法規則一樣，因此第二個小時可以使用本書附件「希臘
文文法翻譯表」的「名詞」，解釋名詞的格、數、性。另外，使用「希臘文介系
詞翻譯表」和「介系詞空間圖」直接講解主要的介系詞。第二個小時課程結束前，
再一起讀兩節的希臘文「主禱文」。
第三個小時使用本書附件「希臘文文法翻譯表」，解釋動詞的重要文法。希
臘文的大部分文法，我們在初中和高中學英文時都已經學過，因此很容易學習。
更好的消息是，中文經文常常不用、或者不能把這些希臘文法翻譯出來，但仍然
可以非常接近希臘文原意。第三個小時課程結束前，再一起讀三節的希臘文「主
禱文」。
第四個小時介紹網路中文聖經電子工具的使用法，並且讓學生練習同時使用
「希臘文介系詞翻譯表」、「希臘文文法翻譯表」、以及聖經電子工具，來重新翻
譯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最後，再一起讀整段的「主禱文」，從此「不叫我們
進入」希臘文複雜文法的「試探」
，可以「脫離」過去綑綁我們學習希臘文的「那
惡者」
。
表 1.1 四小時希臘文速成
節次

學習內容

第一小時

1. 希臘文字母以及冠詞的發音
2. 書寫希臘文字母
3. 慢讀一節希臘文「主禱文」

第二小時

1. 「希臘文文法翻譯表」的名詞
2. 「希臘文介系詞翻譯表」
3. 慢讀兩節希臘文「主禱文」

第三小時

1.「希臘文文法翻譯表」的動詞
2. 慢讀三節希臘文「主禱文」

第四小時

1. 網路中文聖經電子工具的使用法
2. 使用上述工具重新翻譯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
3. 慢讀整段希臘文「主禱文」

如果要加深學習效果，可以增加兩小時。第一個小時可以介紹希臘文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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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階教材，如《聖經希臘文基礎》， 簡介希臘文法的一般通則。第二個小時可
以介紹一本希臘文中級教材，如《中級希臘文文法》，簡介希臘文法的各種變化
和例外。這兩個小時可以使用一本包含討論希臘文法的《約翰福音》註釋書，來
練習翻譯《約翰福音》第一章的部分經文。比起其他三卷福音書，《約翰福音》
的希臘文文法比較簡單，句子長度也比較短。
若是要發展成為一學期的課程，可以參考下面的進度表。一般的學生完成一
學期的課程後，應該足夠應付教會牧養與教導的需要，並且可以教導其他基督徒
「四小時學會聖經希臘文」。若是想要繼續提升希臘文訓練或撰寫神學教材，可
以先自行細讀《中級希臘文文法》，然後參考相關的中英文註釋書，就可以開工
3

了。 第二學期的聖經希臘文，可以使用本書附帶的《約翰福音》範本，做為教
材。若同時使用付費的英文聖經電子工具，如 BibleWorks 或者 Libronix，就是專
業神學家在做的事了。
表 1.2. 16 週希臘文速成
週次

主題

第 1-9 週

導論；四小時速成法；字母、發音和標點符號；名詞和冠詞；
介系詞、形容詞和代名詞；動詞上；動詞下；分詞和不定詞；
總複習。

第 10-16 週
中級希臘文工具書簡介；約翰福音第一章上；約翰福音第一
（開始翻譯練
章中；約翰福音第一章下；約翰福音第二章；約翰福音第三
習，依照學習進 章上；約翰福音第三章下。
度調整）

如何使用《聖經希臘文基礎》？這本歐美神學院常用的教科書，花了大部分
的篇幅講解希臘文生字拼法因為文法不同所產生的變化。學習方法的重點，千萬
不要去背名詞的 30 種變化規則和動詞的 1,296 種變化規則，那是古人的學習方法；
除非有人將來想要成文字考古學的專家。我們只要熟讀一些重要生字的字典型就
可以了，這些生字常常出現在經文、講道、牧會中。另外，我們需要瞭解這些文
法的一般用法和中文翻譯。
如何使用《中級希臘文文法》？這本書除了講解希臘文文法的通則以外，另
外花了很多篇幅講解更詳細的規則以及例外情形。最糟的學習方法，就是試圖把
全書 815 頁的文法規則與例句都背下來。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據查經需要」來
查閱它。注意：查經是目的；文法書只是工具，不是目的。《中級希臘文文法》

2

有些華人神學院採用梅晨（1994）的《新約希臘文初階》
。本書不推薦初學者使用此書。它不
但比較舊，而且編排順序雜亂無章，不符合一般外語教科書的模式。廖上信（1993）乃根據梅晨
的原著改編而成，本書亦不推薦。
3
若是能夠對照該書的原文更佳，因為《中級希臘文文法》翻譯英文時，不時出現一些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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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文原文書，有新約各卷書的例句索引。可惜《中級希臘文文法》沒有做這個
索引，需要自己多花一些功夫對照中文的頁數。我們在翻譯新約某一書卷的經文
時，特別注意這些經文的文法規則就好了，至少不要鬧國際笑話。由於這本書原
文是在教導如何將希臘文轉換成英文，因此花了很多篇幅試圖協調這兩種語言的
文法衝突。對於華人學生的好消息是，這些文法問題大部分不是希臘文翻譯成中
文時的問題，我們不要理它們。另外，找一本詳細的（中譯）英文註釋書對照著
看，瞭解作者如何翻譯原文，而且比較不同神學家的翻譯。
我們研讀或翻譯經文時，最好先參考《和合本》聖經，然後根據希臘原文的
意思，用自己喜歡的方式修改《和合本》翻譯，成為自己的聖經譯本。目前所有
的中文聖經譯本，仍以《和合本》的翻譯最佳，而且大部分的版本也都是根據《和
合本》修改而成。不過因為當時翻譯者所使用的白話文，一百年之後讀起來都有
些過時了。另外，當時的查經資料有侷限，後來大量的考古資料出土後，就發現
《和合本》的有些翻譯是偏差或是錯誤的。好在這些翻譯的問題都沒有嚴重影響
到重大的教義。
最後，用中文翻譯聖經希臘文時，要注意四個原則：信實、簡約、一致、字
面解。
（1）信實。翻譯聖經原文時，有一個字就翻譯一個字（除了少數可以省去
的介系詞或連接詞），能夠照原文句子的順序，就盡量照這個順序翻譯。翻譯的
一般原則有：信、達、雅。但是聖經不是一般的書籍，它有至高的神聖性，因此
「信實」是最高原則。至於「達」與「雅」只要自己看得懂、喜歡就好。另外，
聖經希臘文是表情豐富的語言，它常常出現倒裝句來強調某些情緒或字詞，我們
翻譯時就應該盡量保留這些倒裝句。
（2）簡約。大多數中文聖經譯本，可能為了
「達」的翻譯原則，常常加入了聖經原文所沒有包含的字詞，害得有些不懂原文
的神職人員在講道時，使用這些多餘的字詞作為講道的內容。
（3）一致。雖然所
有的語言都會出現一個字有多種含意的情形，或者基於「雅」的翻譯原則，有時
翻譯者會使用許多不同的字詞來翻譯同一字。但是基於「信實」至上的原則，應
該盡量使用同一個中文字來翻譯原文，除非上下文的文意必須使用該原文字的其
他意思。最後，
（4）字面解。保守派神學常強調「字面解經」的優點。本書也主
張使用「字面解」來翻譯希臘文。也就是說，除非有特殊理由，希臘原文使用什
麼詞性，我們就盡量依照它的主要詞性來翻譯。例如，「不完成時態」有時也可
以當作「過去時態」來翻譯，但是既然聖經作者選擇了「不完成時態」，我們就
盡量尊重聖經作者，用「不完成時態」來翻譯。
以下各章就是在說明如何快速與正確地使用《聖經希臘文基礎》和《中級希
臘文文法》，希望將來有一天本書的修正版或系列書可以取代它們，讓華人神學
界不再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神學界的宰制。如果將來想要到歐美國家神學院進
修的讀者，讀完本書以後再去研讀這些教科書的原文書籍，一方面學習效率可以
突飛猛進，另一方面可以體會歐美神學家「為主受逼迫」的學習痛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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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字母、發音和標點符號
「什麼？第一堂課就要背會 24 個希臘文字母？」
「什麼？希臘文字母還有大小寫
之分？那不是一下子就要背 48 個子母？」第一次看到這些外星文字（如果不是
蚯蚓文字）的華人學生，可能都會想到小學第一次上英文課，學習英文 24x2=48
個字母的痛苦。更何況當初英文老師比較仁慈，會用一、兩個禮拜來教字母。現
在一小時怎能學會希臘文字母？安心！本課會提供一個輕鬆速成方法。不但可以
馬上認識 48 個希臘文字母，而且開始要認識和朗讀希臘文字了。
學習重點
1. 認識 24 個希臘文字母中的 7 個比較陌生的字母
2. 結合聲調符號，開始朗讀「主禱文」。

第一節 希臘文字母和發音
1. 希臘文有 24 個字母: a b g d e z h q i k l m n x o p r s/j t u f c y w。發音
為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zeta eita theta iota kappa lambda mu nu xi
omicron pi rho sigma tau upsilon phi chi psi omega。主要學習重點是該字第一個
字母的發音，該字的其他字母發音不必背，有印象就好了。為了將來方便背
希臘字，或者鍵盤輸入希臘字母，甚至可以用英文（鍵盤）發音來背這些字
母的大部分： a b g d e z h thi(或 q) i k l m n ks（或 x）o p r s t u f chi(key 或 c) ps
w。有底線的字母是比較難記得字母，請多注意。英語能力強的讀者，可以
參考網路上的免費教材”Greek Alphabet in 8 Minutes”來背誦這些字母。
2. 希臘文發音沒有「標準」的版本，而是有「不同標準」的版本。本書介紹歐
美神學界最通用的版本，但也做了一點點的修改，以符合華人學習的習慣。
3. 希臘文子母各有大小寫。大寫的字母是：A B G D E Z H Q I K L M N X O
P R S T U F C Y W。最早的聖經希臘文都是用大寫字母寫的。現在經過編
輯的聖經版本，大寫不太常出現，只出現在句子的開頭和專有名詞。所以，
我們主要學習小寫的字母。大寫字母大部分都跟小寫字母很像，不用擔心若
不去背，是否會嚴重影響研讀聖經。小寫字母的書寫筆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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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4 個字母中，只有 7 個長相比較陌生的字母，可以把它們圈起來，並且在它
們旁邊寫上英文或中文發音記號： d (d) z (z) h (h)4 n (n) x (ks) r
(r) y (ps)。注意 z 和 x 的差別，以及 n n) 和 u （唸成短音的「物」）的
差別。
5. 字母 c 可以用喉音發出類似「咳」的濁音，5 像是要吐痰一樣，一方面可以
區別 k 的音，另一方面更有中東語言的味道。c 不能再用英文發音，免得與 x (ks)
混淆。
6. s/j 表示 s 用在生字開頭或中間的字母，j 則是用在字尾的字母。
7. 雙母音 ai ei oi au ou ui eu/hu，除了 ou（發成長音的「物」）和 eu/hu（發成
「油」）以外，都是兩個字母連起來發音的結果，不需要另外背。例如：

vIhsou/j pneu/ma
8. 希臘文字的每一個字母都要發音出來，而且固定一個發音，不像英文的複雜。
9. 生字的唸法，用子音來分小段唸，一個子音加上一個或兩個母音分為一小段，
單一母音有時自成一小段。

第二節 聲調符號與標點符號
1. 在字母上面有時會看到「揚音符」 ( , )、「抑音符」 ( . )、以及「抑揚音
~

符」 ( / 或 )，就把該字母發成高音、低音、高低音。看到這些符號，這
個字的重音就在這個字母上，發音大聲一點。練習發音： pa,ter to. toi/j
2. 氣號是個倒過來的逗點（ ~ ）放在字母上面，就要結合該字母先發出「喝」
的音。6 放在字母上面的正向逗點 ( v )叫做「無氣號」，目前不要理他，只
是個重音，不影響發音；它有時作為兩個字中間的「省略記號」
，好像英文的
I’ll do it, I’d love her。練習發音： h`mw/n o` a`giasqh,tw

3. 氣號（ ~ ）有時會跟揚音符( , )、抑音符( . )、以及「抑揚音符」 ( / )
結合在一起，形成 { } 。
- 發音的方法就是結合這兩個聲調符號。練習發
4

關於 h 的發音，有幾種版本：ei, e, 以及長音的 i:。本書採取 ei（就如 h）的發音，有助於將來
練習希臘文鍵盤，而且 h 的大寫就是 H。
5
梅晨 (1994:1)。
6
只有當氣號放 r 在上面時，不發出氣音；例如：r`us
/ ai（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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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音： e[n o] ou-toj
無氣號 ( v ) 有時也會跟揚音符( , )、抑音符( . ) 、以及「抑揚音符」 ( / )
結合在一起，形成
; ' =。因為目前我們可以忽略無氣號，所以發音方法
就像是沒有無氣號的發音方法。練習發音：a;rton o` w'ν o` h=n
有些字母下面會有一個像是小寫 i 的文法符號（ |）
。目前不要理他，這大都
是（間接受格）文法符號，聖經電子工具會告訴我們該字的文法。
熟讀和練習寫生字時，不需死記這些聲調符號。同一個字會因為不同文法特
性，而有不同的聲調符號，永遠背不完。
句子的結尾，有四種標點符號：逗點（,）和句點（.）」的用法與中文一樣。
位置比較高的句點（\）要轉換成中文的分號（;）或冒號（:）
，表示接下來的
一句話與本句緊密連結。希臘文的分號（;）
，其實是問號(?)，翻譯時要小心。

第三節 常用或重要的生字
1. 本書各章的生字大至依據孟恩思（2006）各章生字排列。這些生字是根據在
新約出現數次的多寡排列。
2. 老師帶著學生朗讀這些生字，習慣希臘文字母的長相與發音。
3. 學生可以自行使用電子聖經工具，查出這些生字的中文意思和相關經文。老
師可以在課堂講解這些生字的中文翻譯和相關經文。
4. 不用死背，更不要背聲調符號。這些是「字典形」
，查字典用的。配合文法的
變化，這些字典形有太多的親戚和聲調符號，蒙主恩召之前是背不完的。熟
悉了字典形，他的公婆叔姪妻舅姑嬸出現時就容易猜出來，可以加快閱讀的
速度。
5. 每個字（不含聲調符號）至少寫或打字五遍，一邊寫一邊唸（參考聲調符號）。
一回生，二回熟，熟了就好說話。
6. 還有空的話，可以參照「希臘文鍵盤」練習打字。大部分的希臘文字母位置
與英文鍵盤位置相同，比較麻煩的是聲調符號。不過，練習七天以後，就會
很快上手。
7. 跟著教師或錄音帶慢讀「主禱文」。
8. 著名聖經人物與地名的專有名詞，隨意看看就好，不用死背。很驚訝吧？這
些專有名詞的中文發音，比起英文還要更精確的反應希臘文原文的發音？例
如： vIwa,nnhj vIhsou/j Cristo,j

a;ggeloj7 （約 12：29） evgw,（約 1：20）
avmhn（約 1：51）
e;scatoj（約 6：39）
7

ko,smoj（約 1：10）
lo,goj（約 1：1）

兩個 g 在一起時發音時，gg 會打架。為了和平相處，前一個 g 唸成 n，後一個 g 發音維持不變。
gk gc gx 亦同。
12

a;nqrwpoj（約 1：6）
avpo,stoloj（約 13：16）
Galilai,a（約 7：1）
grafh,（約 2：22）
do,xa（約 8：54）

zwh,（約 1：4）
qeo,j（約 1：1）
vIhsou/j（約 1：38）
kai, （約 1：1）
kardi,a（約 12：40）

13

pneu/ma（約 1：32）
profh,thj（約 1：21）
sa,bbaton（約 5：9）
fwnh, （約 1：23）
Cristo,j（約 1：20）

第三章 名詞和冠詞
許多華人學習希臘文時，在希臘文這一課之後就陣亡了，或者不死也重傷。對於
華人而言，希臘文最討厭的地方，就是每個字有太多的親戚，分不清楚誰是公、
婆、叔、姪、姑、嫂、舅、甥。有必要這麼囉唆嗎？優美、簡單的中文就沒有這
麼囉唆。一個字就是一個字。若有文法變化，在這個字的前後加上固定的文法字
詞就可以。多麼好的語言啊！ 的確，本章就是要利用中文的優美和簡單，化繁
為簡，輕鬆快速地攻下希臘文的第一個城堡。

學習重點：
1. 名詞的文法特性有「格」、「數」、「性」、「字典形」
2. 冠詞和名詞的文法特性是一致的
3. 多認識一些生字。

第一節 名詞的文法特性
「主」的名詞是 ku,rioj。
1

2
3
4
5

「格」有「主格」(Nominative) 、
「呼格」(Vocative) 、
「所有格」(Genitive) 、
「間接受格」(Dative)、「直接受格」(Accusative)。
1.1 「主格」是動作的發起者。o` ku,rioj evstin（約 21：7）
1.2 「呼格」是為了要某人注意時，呼叫：
「誰呀！」的意思。ku,rie 主啊！
（約 4：11）
1.3 「所有格」是「誰的」、「屬誰」、「關於誰」的意思。作為形容詞。作
為副詞。
1.4 「間接受格」是動作的間接對象；給、藉著、使用、向、（同）在。其
次受到動作影響的人物。
1.5 「直接受格」是動作的主要對象；最先受到動作影響的人物。可作為
副詞。
另有「格變式」是一些不規則的「格」拼字變化，聖經電子工具會幫我們記
住，我們不必背。
「塞音」(square of stops)會引起拼字的變化，我們不必背。我們根據變化後
的字來唸就沒錯。
「數」有「單數」、「複數」。
「性別」有「陽性」
、
「陰性」
、
「中性」
。大部分的希臘文名詞都有固定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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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別」，但不一定是我們華人想像中的「性別」。「罪」a`marti,a 是陰性，但是
「智慧」sofi,a 也是陰性。
「字典形」是指希臘生字以第一人稱、主格、單數、陽性出現時的「原形」。
各種語言的聖經希臘文字典，就是根據「字典形」排列，而很少列出每個字
的全部文法變形。
「格字尾」和「字幹」是古人學習希臘文生字時，需要硬背的生字文法「尾
巴」和「基礎形」
。有了聖經軟體，我們就不用背這些「尾巴」和「基礎形」
字。
不必背以上文法變化的拼字規則，但要瞭解這些文法的用意。

第二節 冠詞
1. 冠詞的用途是指出「那個」特定的人或物。沒有冠詞的名詞，是指一般的人
或物。翻譯成中文時，冠詞不一定要翻譯出來，除非特別要強調特定的人或
物。
2. 冠詞和名詞的文法特性是一致的，有相同的格、數、性。
3. 可以試著背冠詞的格、數、性（如附件「冠詞歌」），至少要熟讀或練習寫 5
次。冠詞在希臘文聖經中太常出現了。它可以提醒我們，緊接著的名詞或動
名詞的格、數、性，而不必因為名詞文法的變化，擾亂學習心情。
4. 討論冠詞的重要例句：「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約 1:1）。
表 3.1 冠詞的格、數、性 （用”Three Blind Mice”（三隻盲鼠）曲調來唱）

單數

主格
所有格
間接受格
直接受格

複數

主格
所有格
間接受格
直接受格

陽性

陰性

中性

o`
tou/
tw|/
to,n
oi`
tw/n
toi/j
tou,j

h`
th/j
th/|
th,n
ai`
tw/n
tai/j
ta,j

to,
tou/
tw|/
to,
ta,
tw/n
toi/j
ta,

第三節 所有格、直接受格、間接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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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所有格和間接受格是愛偷懶的文法種類，在它們的前面實質上等於省略了一
個介系詞。
所有格
2.1 o`do.n kuri,ou 主的道路（約 1：23）
2.2 表示「歸屬」
，翻譯成：
「誰的」
、
「屬誰」
、
「關於誰」
、
「具有」
。vIou,dan Si,mwnoj
（約 6：71）； vApoka,luyij vIhsou/（啟 1：1）
2.3 所有格作為形容詞。oi=kon evmpori,ou（約 2：16）
2.4 所有格作為副詞。h=lqen pro.j auvto.n nukto.j（約 3：2）
直接受格

3.1 avlei,yasa to.n ku,rion 膏抹主（約 11：2）
3.2

4

是動作的直接（第一個）對象。例如，「我拿書」，書就必須是直接受
格。間接受格是動作的間接（第二個）對象。例如，
「我拿書給保羅」，
這時「書」還是直接受格，「保羅」是間接受格，表示「我先拿了書之
後，才給了保羅」）。pro.j to.n qeo,n（約 1：1）

3.3 直接受格可作為副詞。perisso.n e;cwsin（約 10：10）
間接受格

4.1 evn pneu,mati 在靈裡（約 4：23）
4.2

常常當作副詞用。

4.3

間接受格翻譯時，可以加上原文沒有的字詞：給、藉著、使用、向、
（同）
在…。tai/j qrixi.n auvth/j（約 11：2）
間接受格表示其次受到動作影響的人物。th/| evkklhsi,a| tou/ qeou/（寫信給）
神的教會（林前 1：2）

4.4

我、你、他、她、它的代名詞變化（參考並唸過就好，不用背）
我
單、主 evgw,

你

su,
單、所 mou
sou
單、間 moi
soi
單、直 me
se
複、主 h`mei/j u`mei/j
複、所 h`mw/n u`mw/n
複、間 h`mi/n u`mi/n
複、直 h`ma/j u`ma/j

他

她

它

auvto,j
auvtou/
auvtw/|
auvto,n
auvtoi,
auvtw/n
auvtoi/j
auvtou,j

auvth,
auvth,j
auvth/|
auvth,n
auvtai,
auvtw/n
auvtai/j
auvta,j

auvto,
auvtou/
auvtw/|
auvto,
auvta,
auvtw/n
auvtoi/j
auvta,

過去許多神學生背完這個表格後，就打包回家了，因為他們從這個表格中看見了
異象，看見了未來學習路上的喜瑪拉亞山難以征服。好在我們不用背這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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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這山之後，繞過去就好了。下一章討論「代名詞」的時候，還會看到這些字
出現。在此列出這個表格的原因是，新約中所有的對話幾乎都含有這些字。

第四節 常用或重要的生字
1. 不用死背這些字的格、數、性，聖經電子工具會告訴我們。
2. 每個字（不含聲調符號）至少寫五遍，一邊寫一邊唸（參考聲調符號）。
3. 藉著電子聖經工具，找到下列生字，並瞭解它們上下文的意義。

avga,ph（約 17：26）
avrch,（約 1：1）
ga,r（約 2：25）
eivj（約 1：7）
e;rgon（約 4：34）
ku,rioj（約 13：13）
nu/n（約 2：8）
ouv（約 1：5）
su, （約 1：19）
w[ste（約 3：16）

a;lloj（約 4：37）
auvto,j（約 2：12）
de, （約 1：12）
evn（約 1：1）
euvagge,lion（啟 14：6）
mh, （約 2：16）
o` h` to,
ouvrano,j（約 1：32）
ui`o,j（約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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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rti,a（約 8：21）
basilei,a（約 18：36）
ei=pen（約 1：23）
evxousi,a（約 1：12）
kairo.j（約 7：6）
ouv mh, （約 4：14）
o;ti（約 1：15）
ou-toj（約 1：2）
w]ra（約 1：39）

第四章 介系詞、形容詞和代名詞
希臘文的介系詞都是「人小鬼大」，短短的幾個字母，深深地影響了整個句子的
意思。這麼多介系詞，加上文法變化，怎麼背？不用擔心，不用背，只要練習查
一張包含最常用的「希臘文介系詞翻譯表」就可以了。至於形容詞和代名詞，由
於它們也是前一章名詞的親戚，所以「人不親，血親」的文法變化規則大致相同。
本章的實質內容因此比上一章更少，可以更輕鬆快速的學習。

學習重點：
1. 介系詞（或稱「介詞」）有一般翻譯法，也有例外，常常受到後面接著的名詞
是否為所有格、間接受格或直接受格的影響。
2. 介系詞有些時候不用翻譯出來。
3. 形容詞配合所修飾的名詞，也有格、數、性，且需與之一致。
4. 形容詞加上冠詞，就變成名詞。

第一節 介系詞
討論「希臘文介系詞翻譯表」。
注意很多介系詞的第一個字母有氣聲。
許多介系詞的翻譯會因為後面名詞的格不同而變化
eivj 在 pisteu,w（相信）之後的重要性。
「有些時候」有些介系詞（kai. o[ti ga,r ou=n w`j de,）不用翻譯出來。這些
可能是當時的口語，若不影響中文文意與順暢，就不用翻譯出來。
6. 空間介系詞。avna,（啟 7：17）
，evpi,（約 1：51）
，peri,（啟 15：6）
，eivj（約 1：
1.
2.
3.
4.
5.

12）
，pro,j（約 1：1）
，u`po（約 1：48）
，avpo, （約 1：44）
，para,（約 1：6），
evn（約 1：1），dia, （約 1：17），evk（約 1：13）
7. 其他介系詞。avnti（
, 所；路 11：11）
，dia,（所直；約 1：17；2：24）
，evpi,（所
間直；約 1：51；徒 2：18；2：19）
，i[na（約 1：7）
，kai. （約 1：1）
，kata, （直；
約 8：15），meta, （所直；約 3：26；2：12）
，o[tan （約 2：10），o[te （約
2：22）
，o[ti （約 1：15）
，para,（所間直；約 1：6；8：38；）
，peri,（所直；
約 1：7；啟 15：6）
，pro, （所；約 1：48）
，pro,j（直；約 1：1）
，su,n （間；
約 12：2），u`per（所；約 10：11）

第二節 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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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名詞是 avlh,qeia，形容詞是 avlhqh,j。
1. 形容詞配合所修飾的名詞，也有格、數、性，且與之一致。o` qeo.j avlhqh,j evstin
（約 3：33）
2. 形容詞加上冠詞，就變成名詞。這好男人 o` avgaqo.j a;nqrwpoj（路 6：45）
3. 形容詞有時可以作為副詞，修飾動詞。tou/to avlhqe.j ei;rhkaj（約 4：18）
4. 名詞後面緊接著形容詞，有時其間隱含了一個動詞（是）
，就要把「是」翻譯
出來。這男人是好的 o` a;nqrwpoj avgaqo.j
5. 不要理會「第三格變式」。

第三節 代名詞
我

你

他

她

它

單、主 evgw,

su,

auvto,j

auvth,

auvto,

單、所 mou

sou

auvtou/

auvth,j

auvtou/

單、間 moi

soi

auvtw/|

auvth/|

auvtw/|

單、直 me

se

auvto,n

auvth,n

auvto,

複、主 h`mei/j u`mei/j auvtoi,

auvtai,

auvta,

複、所 h`mw/n u`mw/n auvtw/n

auvtw/n

auvtw/n

複、間 h`mi/n

u`mi/n

auvtoi/j auvtai/j auvtoi/j

複、直 h`ma/j

u`ma/j

auvtou,j auvta,j

auvta,

1. 代名詞的格，是由句子的含意決定；數與性則是與所代替的名詞相同。例如，
約翰遇見一群法利賽人。他們用石頭打他。ti,j h[marten ou-toj h' oi` gonei/j auvtou/
（約 9：2）。
2. 第一人稱（evgw,）與第二人稱（su,）的代名詞沒有性別，第三人稱的性與所代
替的名詞相同。
3. auvto,j （他、她、它）有正常的格、數、性。有時跟著所替代的名詞後面作
為強調語氣，例如「她自己」
，但中文不一定要翻譯出來。或指「相同」的時
地物。
4. 指示詞 ou-toj （這個、這人） evkei/noj （那個、那人）
。作為代名詞，文法規
則同上；作為形容詞時，文法規則如形容詞。
5. 不用理會指示代名詞的拼字變化。
6. 不要理會「第三格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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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係代名詞 o[j h[ o[ (who, which, that；注意氣號) 的格、數、性文法與代
名詞同。中文翻譯時就直接用代名詞（他、她、它、就是）
，或另外開啟一個
句子。有時不必翻譯出來。

第四節 重要生字

avlla, （約 1：8）
eivmi, （約 1：20）
h=n （約 1：1）
i[na （約 1：7）
oivki,a （約 4：53）
para, （約 1：6）
u`po, （約 1：48）

avpo, （約 1：44）
evk （約 1：13）
qa,lassa （約 6：1）
le,gw （約 1：51）
oi=koj （約 2：16）
parabolh, （太 13：3）

dia, （約 1：3）
h`me,ra （約 2：1）
qa,natoj （約 5：24）
meta, （約 2：12）
o;cloj （約 6：2）
pro,j （約 1：1）

avgaqo,j avgaphto,j aivw,nioj avllh,lwn avpekri,qh dou/loj eva,n evmo,j
evntolh, kaqw,j kako,j mou nekro,j pisto,j ponhro,j prw/toj
tri,toj
a[gioj eiv eiv mh, ei-j mi,a h;dh
su,n sw/ma te,knon ti,j tij

o;noma

ouvdei,j pa/j peri,

sa,rx

avdelfo,j a;n avnh,r evkklhsi,a evlpi,j e;xw evpi, h`mei/j qe,lhma i;de
ivdou, kalo,j mh,thr ouvde, path,r pistij u[dwr u`mei/j fw/j ca,rij
w-de
aivw,n

dida,skaloj euvqu,j

o[soj

ou=n

e[wj maqhth,j

me,n

mhdei,j mo,noj

o[pwj

ovfqalmo,j pa,lin pou,j u`pe,r （耶穌「代替」罪人死）

gunh, dikaiosu,nh dw,deka e`autou/ evkei/noj
me,gaj po,lij polu,j pw/j shmei/on

h;

kavgw, maka,rioj

avlh,qeia eivrh,nh evnw,pion evpaggeli,a e`pta, qro,noj vIerousalh,m
kata, kefalh, o`do,j o[j o[te ou[twj ploi/on r`h/ma te cei,r
y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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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動詞
本章是學習希臘文的 `Armagedw,n（哈米吉多頓；末日決戰地）
。希臘文每一個
動詞，理論上有 1,728 位親戚，我們怎能記得那麼多親戚的名字？因此，過去兩
千年來絕大多數的希臘文學生，都在這個「末日決戰地」光榮捐軀成為「殉道者」；
願神紀念他們的勞苦重擔。不過，耶穌是黑暗中的光，祂必帶我們出黑暗、入光
明。本章介紹一些輕鬆快速學習的方法，隨著神在沙漠中所開的江河、在曠野中
所開的道路，一起得勝進入那流奶與蜜的希臘文迦南美地。

學習重點：
1
2

3
4
5
6

動詞＝主詞＋動詞，所以要與主詞的人稱與數要一致。h=n o` lo,goj（約 1：1）
常因此省略主詞，但是中文最好翻譯出來，尤其是「祂」。
動詞有下列變化：語態(voice)、語氣(mood)、時態(tense)
2.1 語態又分主動(active)、關身(middle)、被動(passive)。
2.2 語氣又分直說(indicative)、假設(subjunctive)、期望(optative)、命令
(imperative)。
2.3 時態又分現在(present)、（不定）過去(aorist)、未來(future)、不完成
(imperfect)、（過去）完成(pluperfect and perfect)
說話者的角度，決定了要使用的動詞時態，不一定與讀者的角度相同。
動詞的字典形是第一人稱、單數、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
動詞的「數」
（單數或複數）一般跟著主詞的「數」
，但是常有複數名詞跟著
單數動詞，以強調兩者同一或者前者為主角。三一神則是跟著單數動詞。
四不要
6.1 不要理會動詞變化的拼字規則。
6.2
6.3
6.4

不要理會縮略動詞的拼法規則。
不要理會 mi 動詞文法變化，如 di,dwmi i[sthmi ti,qhmi
dei,knumi。
不要理會動詞的「字根」(root)、
「字幹」(stem)、
「流音動詞」
、
「複合動
詞」。

第一節 語態
1. 主動語態。
1.1 「釋放」的字典形是 lu,w。第三人稱主動語態是 lu,ei（路 1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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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u-toj h=lqen eivj marturi,an（約 1：7）
2. 關身語態有強調主詞主動的意思，類似主動語態，但是與主詞更「關身」
（密
且相關、相互影響）
。也可以表示「將要」
、
「正在」的意思。作為強調主詞時，
中文翻譯時不一定要翻譯出來。若有必要翻譯，可在動詞前加上「自己」
、
「親
自」。h;dh ga,r sunete,qeinto oi` vIoudai/oi（約 9：22）
3. 關身被動形主動意的動詞，要翻譯成主動意思，例如 genhqh,tw（gi,nomai
發生、成為）evfobh,qhn（害怕）、evca,rhn（快樂）、gnwsqh,somai（認識）、
poreu,mai（去）。不同的聖經翻譯本會告訴我們，何時要把這些字翻譯成主
動語態。
4. 被動語態表示「被（動作）」。過去被動語態第三人稱是 evlu,qh（可 7：35）。
但有些動詞是被動語態，卻有主動意思，如 avpekri,qhn（回答；幾乎都是過去
時態）。avpestalme,noj para. qeou/ （約 1：6）

第二節 語氣
1

2

直說語氣。
1.1 「釋放」的字典形是 lu,w。第三人稱單數直說語氣 lu,ei（路 13：15）
1.2 陳述一件事實。
1.3 vEn avrch h=n o` lo,goj（約 1：1）
假設語氣
2.1 「釋放」的字典形是 lu,w。假設語氣（過去時態）是 lu,sw（約 1：27）
。
2.2 假設語氣的時間不重要，重要是說話者的觀點。
2.3 假設語氣的字有時是「勸勉」的意思，常常以第一人稱、複數出現，
翻譯成「讓我們動作吧！」。avpeilhsw,meqa auvtoij（徒 4：17）
2.4 假設語氣只有兩個時態：現在時態與過去時態。現在時態表示「繼續
動作」，可翻譯出來，也可以不翻譯；過去時態則不用翻譯出時間。這
2.5

些用法與分詞相同。
假設語氣的字有時是「疑問」的意思，翻譯時就在動詞後面加上一個
問號（？）。

2.6

假設語氣的子句常常以 i[na 或 eva,n（如果）開頭。其他的假設語氣

2.7

2.8

開頭字有：o[tan o]j a;n o[pou a;n e[wj e[ws a;n
i[na 後面幾乎都是跟著假設語氣，表示「目的」，可以翻譯成「為了」、
「以致」
、或者不用翻譯成中文。後面若接著否定詞成為 i[na mh,，則翻
譯成「以免」、「免得」。
同樣是否定詞，ouv 否定直說語氣的動詞，而 mh, 否定其他語氣的動詞
（包括假設語氣）。ouv mh,一起用時，表示「絕不」，是希臘文法中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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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烈的否定詞。
期望語氣。
3.1 比假設語氣重，比命令語氣輕。翻譯成「願」
、
「希望」
、
「讓」
、
「可能」。
3.2 to. avrgu,rio,n sou su.n soi. ei;h eivj avpw,leian（徒 8：20）
3.3 ti,j au[th ei;h h` parabolh,（徒 8：9）
命令語氣。「釋放」的字典形是 lu,w。命令語氣是 lu/e（你要釋放！）。
4.1 命令語氣翻譯時，在句子最後加上驚嘆號（！）即可。
4.2 耶穌很喜歡用命令語氣，讓猶太人覺得祂講話好像具有來自天上的權
柄。a=ron to.n kra,batto,n sou kai. peripa,tei（約 5：11）

4.4

禱告時常常使用命令語氣，為的是加強禱告的迫切性，希望三一神馬
上應許。
命令語氣的時態只有現在和過去。時間不重要，重要的是觀點。e;geire
a=ron)))peripa,tei（約 5：8）為了強調 a=ron 的安息日爭議而使用過去時
態。

4.5
4.6

命令語氣常用第二人稱，但也有第三人稱。
命令語氣加上否定詞 mh,，就變成禁止命令。

4.3

第三節 時態

1

2

3

現在時態(present)
1.1 「釋放」的字典形是 lu,w。現在時態第三人稱是 lu,ei（路 13：15）
。
1.2
avmh.n avmh.n le,gw soi（約 3：3）
（不定）過去時態(aorist)
2.1 「釋放」的字典形是 lu,w。過去時態是 e;labon（接待；約 1：12）。
2.2 就是過去某一時間點發生過的一次動作；時間不重要，重要的是動作
本身；翻譯成「曾」、「有過」或者不用翻譯出來。除非必要，不要翻
譯成「已」，會跟「完成時態」混淆。
2.3 過去時態的命令語氣具有急迫性：你要去即刻完成這件事，好像這事
已經發生了一樣。hvrw,thsan auvto,n（約 1：21）
2.4 聖經的重要規範常常用過去時態，稱為「神聖過去時態」，要翻譯成
「必」。
2.5 不要理會「第一過去時態」（規則動詞）和「第二過去時態」（不規則
動詞）的拼字差異。
未來時態(future)
3.1

「釋放」的字典形是 lu,w。未來時態是 lu,sw。luqh,setai（啟 20：7；
未來被動第三人稱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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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表示「將來」
。涉及神的應許時，也可以翻譯成「必」
。ouv mh. diyh,sei
eivj to.n aivw/na（約 4：14）
不完成時態(imperfect)
4.1 「釋放」的字典形是 lu,w。不完成時態是 e;luon。e;luen （約 5：18；
不完成第三人稱單數）
4.2 是說話者認為一個過去發生、持續進行到將來的動作，翻譯成「一直」。
h;rconto pro.j auvto,n（約 4：30）。重要性：三一神（約 1：1 的 h=n），上
帝的保守（約 17：12）
，信徒的信心（約 5：46）。
（現在）完成時態(perfect)
3.2

4

5

5.1
5.2

6

「釋放」的字典形是 lu,w。完成時態是 lelu,kamen。le,lusai（林前 7：
27；完成被動第二人稱單數）
表示說話者認為當時一個已經完成動作，現在仍然持續影響，但是未
來是否繼續則沒有說。翻譯成「已經」
，但是有時不必翻譯出來。例如，
「經上記著說」。nu/n e;gnwkan（約 17：7）

過去完成時態(pluperfect)表示說話者認為「過去」一個已經完成動作，現在
仍然持續影響。意思與完成時態類似。出現在聖經時，有一半是 oi=da （一
直知道） i[sthmi（一直站著）。

第四節 重要生字

ble,pw （約 1：29）
no,moj （約 1：17）
pro,swpon （啟 4：7）
cara, （約 15：11）

e;cw （約 2：3）
o[pou （約 1：28）
to,te （約 8：28）
oi=da （約 1：26）

lu,w （約 8：32）
pisteu,w （約 1：12）
tuflo,j （約 5：3）
ginw,skw （約 1：10）

avgapa,w（約 3：16）
zhte,w（路 24：5）
oi=da（約 1：26）
poie,w（約 2：11）

file,w（約 5：20）
kale,w（約 1：42）
o[tan（約 2：10）
thre,w（約 8：51）

daimo,nion（約 7：20）
lale,w（約 3：11）
plhro,w（約 7：8）

avpokri,nomai

dei/ du,namai e;rcomai nu,x o[stij

basileu,j genna,w za,w vIoudai,a vIsrah,l
proskune,w
a;irw avpoktei,nw

karpo,j mei,zwn o[loj

avposte,llw bapti,zw ginw,skw （認識、瞭解；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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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道」oi=da）glw/ssa

o`ra,w

sofi,a

sto,ma

evgei,rw evkba,llw evkei/ kri,nw lao,j
sw,|zw

me,nw

avkolouqe,w dida,skw evperwta,w evrwta,w qe,lw peritate,w
sunagwgh, farisai/oj cro,noj
avpoqnh/|skw a;rtoj ba,llw gh/ gi,nomai eivse,rcomai evxe,rcomai e;ti
eu`ri,skw lamba,nw ou;te prose,rcomai proseu,comai pu/r
avpe,rcomai a;rcw gra,fw dio, doxa,zw du,namij khru,ssw pi,nw
a;gw ai-ma e[kastoj i`ma,tion o;roj
動意） cai,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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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gw

evfobh,qhn（關身被動形主

第六章 分詞與不定詞
經過了上一章動詞的「末日決戰地」，按照《啟示錄》內容的順序，學習希臘文
的勇士們要進入一段大致和平的「千禧年」
。華人俗語說：
「龍生龍，鳳生鳳，老
鼠生兒會打洞」。如果動詞是爸爸的話，那麼分詞和不定詞就是動詞的兒女，文
法行為很像爸爸。不過，分詞和不定詞也有名詞媽媽的基因，所以分詞和不定詞
在家時也像媽媽。既然前幾章我們已經認識了希臘文的爸爸和媽媽，本章學習分
詞就更輕鬆快速了。連需要練習的生字數目都少了很多。

學習重點：
1. 分詞是由動詞變化而來，功用大致像英文的動名詞。
2. 分詞可以作為動詞、名詞和形容詞。
3. 分詞作為動詞時，有時態（現在、過去、完成）和語態（主動、關身、被動）。
4. 分詞作為名詞和形容詞時，其格、數、性與所形容的名詞一致。翻譯時就根
據個別詞性規則來翻譯。
5. 不要理會分詞各種文法拼字的變化。
6. 不定詞像是動名詞，沒有時間意思，只有觀點，與分詞用法相同。
7. 不定詞常常接在一個動詞後面，表示兩個動作有關連性。

第一節 分詞作為動詞
1. 「釋放」的字典形是 lu,w。分詞是 lu,ontej。過去時態分詞第三人稱單數 lu,saj
（徒 2：24）
2. 分詞作為動詞。(para,gwn ei=den Leui.n 可 2：14)
3. 翻譯成「當（現在、過去、已經）動作發生時」、「因為這個動作」、「正在做
這個動作著」
，具有副詞片語的功能。有時中文翻譯不一定要翻譯出這個詞性，
例如：他回答說（著）avpekri,qh le,gwn。
4. 注意分詞的時態常常反應說話者的觀點。
5. 現在時態分詞表示一個連續的動作，但不一定有「現在正發生」的意思，所
以不一定要翻譯出「現在」。它描述主要動詞發生時，所同時做的動作。
6. 過去時態分詞表示過去有一個動作。它描述主要動詞發生「之前」或同時，
所做的動作。由於過去時態的分詞，也不強調動作發生的時間，所以中文翻
譯不用翻譯出「曾」
。另外可以翻譯成「動作之（以）後」
。ivdo,ntej de. oi` peri.
auvto.n to. evso,menon ei=pan（路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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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成時態分詞表示一個已經完成的動作，一直影響到現在。翻譯成「已經動
作之後」。中文翻譯時，常常可以省略「已經」，而因此不容易與過去時態分
詞區分。ivdou. qewrw/ tou.j ouvranou.j dihnoigme,nouj（徒 7：56）
8. 未來時態分詞很少出現，常常表示計畫或預期。h;|dei))) o` vIhsou/j ti,nej
eivsi.n oi` mh. pisteu,ontej kai. ti.j evstin o` paradw,swn auvto,n （約 6：64）。

第二節 分詞作為名詞和形容詞
1
2
3

「相信」的字典形是 pisteu,w。分詞是 oi` pisteu,ontej eivj（約 7：39）。
分詞作為名詞。ta/j o` tisteu,wn （約 3：16）有時配合主詞而加上一個冠詞成
為名詞。「相信的人」或信徒，是指持續相信的人。
分詞作為形容詞。u[dwr to. zw/n （約 4：11）
3.1 形容一個人或物，翻譯成「那個正在做動作的」人或物。
3.2
3.3

其格、數、性與所形容的名詞一致，大都不帶冠詞。帶冠詞時，就成
為名詞用法如上。
由於中文文法的彈性，中文翻譯時不容易、也不必區分分詞的副詞用
法和形容詞用法。上下文可以作為區分。

第三節 不定詞

1. 「釋放」的字典形是 lu,w。不定詞是 lu,ein。lu/sai 過去時態不定詞（啟 5：
2）。
2. 不定詞像是動名詞，沒有時間意思，只有觀點，與分詞用法相同。
3. 不定詞常常接在一個動詞後面，表示兩個動作有關連性。翻譯：去（使）做

4.
5.
6.
7.

8.

什麼。o` pe,myaj me bapti,zein（約 1：33）。例如，「耶穌想要往加利利去」
（約 1：43）的「想要往」hvqe,lhsen evxelqei/n，不能翻譯成「他想他往」。
不定詞是中性單數，沒有人稱，沒有複數。
前面有冠詞時，冠詞永遠是中性單數。它的格由句子中的地位決定。
不定詞有三種時態：現在、過去、完成。都沒有時間的意思，只有觀點。
這些字的後面一定接著不定詞：dei/（必須；約 3：7） e;xestin （合法地）
me,llw （將要；約 4：47） du,namai （能夠；約 1：46） a;rcw（開始；
徒 2：4）
這些介系詞的後面接著不定詞時，有時要調整這些介系詞的原來意思：dia,
（因為） eivj （為了要） pro,j （為了要） pro, （之前） evn （正在）
meta, （之後） w[ste（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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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不定詞自己也可以有「為了要」的意思。

第四節 重要生字

avnabai,nw（約 1：51）
du,o（約 1：35）
qewre,w（約 2：23）
katabai,nw（約 1：51）
trei/j （約 2：6）

avrciereu,j（約 7：32）
e[teroj （約 19：37）
`Ieroso,luma （約 1：19）
parakale,w（徒 2：41）

avspa,zomai grammateu,j e;fh i`ero,n
de,comai doke,w

dexio,j（約 18：10）
euvaggeli,zw（啟 10：7）
ka,qhmai（約 2：14）
pei,qw （約一 3：19）

kra,zw auvci, paidi,on

stei,rw

evsqi,w pe,mpw fe,rw

mhde, presbu,teroj （長老）
aivte,w

ma/llon marture,w

li,qoj toiou/toj
di,kaioj me,llw
avpo,llumi avpolu,w ei;te
di,dwmi e;qnoj （民族，不是邦國） loipo,j Mwu?shj paradi,dwmi pi,ptw
u`pa,rcw
avni,sthmi avnoi,gw avfi,hmi

dei,knumi i;di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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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級希臘文工具書簡介
「那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完成上一章的學習後，我們正式進入了學習希
臘文的「新天新地」，可以開始有系統地探索新約經文的美妙與奧秘，並且把所
學的應用在平常的查經、主日學或講道之中。從今天起，每天的查經都會處處充
滿小小的驚喜，聖靈不斷報告好消息：
「原來這段經文的原文意思是這樣子的啊！」

學習重點：
1. 立刻開始翻譯新約的一卷書卷，以《約翰福音》為佳。
2. 使用一本希臘文中級文法書，根據特定書卷的特定經文，來查閱文法書。

第一節 翻譯新約書卷
1. 讀完本書前七章以後，最好馬上開始翻譯新約的任何一卷書卷，以免忘記所
2.
3.
4.
5.

學，並且可以馬上開始體會「那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這個翻譯工作可以取代每天的查經，一魚兩吃。
新約書卷比較短的書卷，可以很快的完成翻譯。但是所涉及的文法議題較少，
不能充分複習本書所學。
四福音書比較長，可以充分複習本書所學。而且這些福音書的內容，直接討
論到耶穌的言行，很有親切感，好像自己在跟耶穌直接對話一樣。8
《約翰福音》是四福音書中最好的練習範本。
《約翰福音》的文法最簡單；畢
竟，約翰是位漁夫，希臘文的訓練可能沒有稅吏馬太、神學生馬可、醫生路
加，來得精深。
《約翰福音》的內容也最簡單，沒有太多的倫理教訓和故事比

喻，幾乎完全在討論「耶穌是彌賽亞」這一個主題。本書最後就以《約翰福
音》為範本，深入討論相關的希臘文文法問題。
6. 開始翻譯時，以中文聖經《和合本新標點》為主要修改對象。眾多中文譯本
中，
《和合本》是華人信徒和神學家使用最多的譯本，是彼此溝通的主要橋樑。
大部分其他的中文譯本與《和合本》差異不大，甚至是直接微調《和合本》。
9
但是因為《和合本》成書已經有百年，隨著新的查經資料出版，有些文句
8

《啟示錄》也是很好的練習範本，因為它的內容最有戲劇性和時代性；可以參考郭承天（2012）。
不過，《啟示錄》作者所使用的希臘文法最讓神學家頭疼，有些用法常常是新約中唯一的特例。
這也可見聖經希臘文的彈性。
9
由於大部分的中文譯本都與《和合本》差異不大，
《和合本》的翻譯偏差，也被這些中文譯本
接納。差異比較大的是《恢復本》和《現代中文譯本》
。
《恢復本》雖然仍以《和合本》為主要參
考，不過經過仔細的修改，已經很接近希臘文原文意思。其唯一的困擾是有一些屬於該宗派（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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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法和用詞遣字需要更新。所以，現在是創作自己的譯本的最好時機。
7. 不要期望、也不要擔心我們重新翻譯新約，會不會發掘出《和合本》的重大
缺失，導致正統神學的重大倫理教訓也因此需要修正？目前除了《和合本》
（以及其他中文譯本）對於「國、邦、族」的錯誤翻譯，比較嚴重影響傳統
的政治神學以外，主要的中文譯本幾乎都很精確地反應希臘文原文的意思。10
8. 翻譯時，最好也參考一本該書卷的詳細註釋書；有討論該書卷希臘文文法的
更佳。通常，這會是一本英文註釋書，或者翻譯成中文的英文註釋書。註釋
書的神學討論，有助於我們比較不同的翻譯法，從而選擇適合自己的翻譯法。

第二節 使用希臘文中級文法書
1. 任何中級希臘文法書的內容，除了一開始說明一些通則以外，主要是在講這
些文法規則的細則和例外情形。因此，它的學習困難度不亞於動詞的 1,728
種變化。好消息是，我們不必死背這些文法規則之後，才能進行翻譯工作。
我們會一邊翻譯，一邊查詢我們所需要的文法規則而已。
2. 《中級希臘文文法》
（華勒斯，2011）是從西方神學界最受歡迎的中級文法書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Wallace 1996)，直接翻譯而成。原文書後來
縮編為一學期的教材 The Basics of New Testament Syntax (Wallace 2000)。如果
能輕鬆讀英文，參考後者即可。不過，希臘文法的中文譯名，還是要參考《中
級希臘文文法》。
3. 小心《中級希臘文文法》英翻中的大量錯誤，尤其是許多例句不顧英文修正
建議而沿用《和合本》翻譯。
4. 從「經文索引」來使用《中級希臘文文法》
。由於《中級希臘文文法》是從英
文本翻譯而來，所以就像本書所指出的問題一樣，有很多翻譯問題是希臘文
翻譯成英文時的問題，在希臘文翻譯成中文時不一定會出現。因此，除非是
想要與國外神學家對話，不然沒有必要把《中級希臘文文法》從第一頁讀到
最後一頁。該書 800 多頁，文法規則的數目是天文數字。讀到最後一頁時，
大概前 790 頁的文法規則都忘記了。即使像過去所有的神學生讀完該書，也
沒有信心開始翻譯新約的任何一卷書。大多數中文解經書仍然是英文解經書
的翻譯本，即可說明現在華人神學院教導希臘文的困境。
5. 比較有效率的讀法，是根據教科書最後的「經文索引」
，只查閱與該卷書某一
特定經文句子相關的文法規則。可惜《中級希臘文文法》漏掉了「經文索引」。
這可以複印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後面的 Scripture Index（經文索
會）的宗派用語，其他華人宗派的信徒可能不熟悉這些語詞。《現代中文譯本》使用口語的白話
文來修正使用比較典雅白話文的《和合本》
，也帶入了很多希臘文文法的翻譯詞。它雖然適合一
般華人閱讀，但是為了口語化，該譯本加入了許多原文沒有的連接詞語，使得經文的長度比原文
長。
10
關於《和合本》對於「國、邦、族」的錯誤翻譯，見郭承天（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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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英文本的頁數與中文本的頁數差不到幾頁，不難找。不過，該書的經文
索引印刷時出現一些問題，無法區分重要的經文以及只是註腳的經文。所以，
可使用 The Basics of New Testament Syntax 的經文索引，來對照《中文中級希
臘文文法》的頁數。
6. 經文翻譯是重複不斷的過程。有了已經相當精確的《和合本新標點》做為起
點，加上聖經電子工具、註釋書、和《中級希臘文文法》的協助，我們一開
始翻譯新約書卷，就可以有很大的收穫。不過，隨著對於《中級希臘文文法》
更深入的閱讀以及個人靈性的增長，我們每一次重新用原文查經的時候，都
一定會發現前一次的翻譯，還有不足、瑕疵、或是不一致的地方。在蒙主呼
招以前，這世界上可能永遠沒有辦法產生完美的翻譯本。我們就留在「新天
新地」的時候，繼續打發時間用吧！
7. 除了註釋，還可以加上詮釋。對於希臘文原文意思有了精確的翻譯（註釋），
我們就可以正確地將該段經文應用在生活中（詮釋）
。這使得我們的解經書有
如一本完全屬於自己的屬靈日記。既可用來教導、講道，也可用來回味，感
謝神的一路陪伴。
8. 願神的能力、耶穌的愛心、以及聖靈的喜樂，與我們同在，享受翻譯希臘文
聖經的奧秘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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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新譯（太 6：9-13）

Pa,ter h`mw/n o` evn toi/j ouvranoi/j) a`giasqh,tw to. o;noma, sou)
我們在諸天的父阿！祢的名必稱為聖；
evlqe,tw h` basilei,a sou) genhqh,tw to. qe,lhma, sou, w`j evn ouvranw/| kai. evpi. gh/j)

祢的國必來到；祢的旨意必實現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to.n a;rton h`mw/n to.n evpiou,sion do.j h`mi/n sh,meron)
我們日用的食物，今日祢必給我們；
kai. a;fej h`mi/n ta. ovfeilh,mata h`mw/n w`j kai. h`mei/j avfh,kamen toi/j ovfeile,taij h`mw/n)

祢必赦免我們的債，就如同我們曾赦免了我們的債戶；

kai mh. eivsene,kh|j h`ma/j eivj peirasmo,n avlla. r`usai h`ma/j avpo. tou/ ponhrou/)
祢必不讓我們進入試探，反而祢必從那惡者釋放我們。
{Oti sou/ eivsi,n h` basilei,a kai. h` du,namij kai. h` do,xa eivj tou.j aivw/naj) avmh,n)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都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33

Greek Keyboard
1.
2.
3.
4.

(Bwgrkl from BibleWorks LLC)
安裝 bwgrkl 字型。http://www.bibleworks.com/fonts.html
字型選擇 bwgrkl，即可輸入希臘文字母
輸入希臘文字母之後，可以輸入聲調符號。
大寫字母的聲調符號要先輸入，再輸入字母。

`12345678 * 9 ( 0 ) - =
qwertyuiop [ ] \ |
asdfghjkl ; '
( )

(

)

( )

(

q

w

e r

t

y

u

I o

p [

]

)

\

(type Ctrl-Z after ‘)

a

s

d

f

g

h

j

k

l

;

‘

zxc vbnm , . / < > ?
`1234567890 - =
QWERTYUIOP [ ] \
ASDFGHJKL ; ‘
ZXCVBNM , . /
( shift

z

x

c

v b n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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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文法翻譯表
1. 參考吳存仁（2011: 763-803）。中級希臘文文法。新北市：中華福音神學院。
原著為 Wallace, Daniel B. 1996.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An
Exegetical Syntax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 下列中文翻譯為通則。細則與例外需參考上述著作。

I.

Noun 名詞

Case 格
Nominative 主格。 動作的發動者。
Genitive 所有格。誰的（兒子）
、屬誰、關於誰、具有。有形容詞或副詞功能。
Dative 間接受格。給、藉著、使用、向、
（同）在。其次受到動作影響的人物。
Accusative 直接受格。最先受到動作影響的人物。可作為副詞。
Vocative 呼格。XX 啊（呀）！

II.

Verb 動詞

Voice 語態
Active 主動語態
Middle 關身語態。通常不翻譯。強調「自己」
、
「親自」
。或表示時態「將要」。
Passive 被動語態。被（動作）
；成為、變成。
Mood 語氣
Indicative 直說語氣。宣示或確定的語氣。
Subjunctive 假設語氣。若、可以、假如…就。否定詞加上過去時態「絕不可」。
Optative 期望語氣。願、希望、讓、可能。
Imperative 命令（祈使）語氣。須、必、一定要。句尾加上（！）。
Tense 時態
Present 現在時態。重複、習慣或進行的動作。一般不用翻譯出來，但若是對
比過去或將來，有時要在動詞前加上「現在」做區分。
Imperfect 不完成時態。一直（過去發生後，持續動作，未來可能繼續）。
Aorist （不定、簡單）過去時態。曾；未曾（否定）；必（神聖過去時態，涉
及神論與重大倫理）。
Future 未來時態。將；必（涉及神論與重大倫理）
Perfect and Pluperfect （現在）完成時態與過去完成時態。中文翻譯時意思差
異不大。已經（過去發生到現在已經完成）
、一直；還未、未曾（否定語
氣時）
Infinitive 不定詞。要、為了、以致、因為。動詞和名詞的功用。單數、中性。
Participle 分詞，可作為動詞、名詞和形容詞。當（做什麼）的時候（之後；既）；
以致、為了（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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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文介系詞翻譯表
（含連接詞）
1. 介系詞（或稱「介詞」(preposition)會因為後面接的名詞文法特性而有不同翻
譯。
2. 所（所有格, Genitive）
；直（直接受格, Accusative）；間（間接受格, Dative）。
avnti

代替（所）

avpo,

從 而來（所）

dia,

藉著（所），因為（直）

eivj

進入、直到（直） 。「相信」要「進入」。

evk 從 出來、脫離、之中、因為（所）
evn 在 裡面，藉著、穿（間）
evpi, 在 上面（所），旁邊（間），對著、在 裡或之中（直）
i[na 為了、就是（接一個子句）
kai. 和、與、就是、即是，或以頓號（、）表示。
kata,

對抗、根據（直）

meta,

與 一起（所），之後（直）

o[tan 當
o[te

之後

o[ti 就是、因為、或用（雙）引號表示子句的開始
para,

從誰而來（所），之旁（間），並行（直）

peri,

關於（所），周圍（直）

pro,

在 之前（所）

pro,j

圍繞（間）；向著，到 那裡（直）

su,n 與 一起（間）
u`per 為了（所），之上（直） 。耶穌「代替」罪人而死。
u`po

藉著（所），之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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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e,r 直
evpi, 所
avna,直
peri,直

evn 間
dia, 所

eivj 直

evk 所

pro,j 直

avpo, para, 所
u`po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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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文新約的演變
當今全世界神學家與牧師們最常使用的希臘文新約(Greek New Testament)版
本是由德國神學機構 Institut für neutestamentliche Textforschung (Institute for New
Testament Textual Research)所編的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Nestle-Aland; 簡
稱 NA)。這版本是經過蒐集和比對歷史上各種希臘文新約的文字產品，所編輯而
成。目前沒有人發現新約各卷書的原稿。NA 以及其他希臘文聖經版本的主要來
源有如下的文字產品：
1. 舊約的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約完成於主前 250 年。新約作者所使用的口
語希臘文，主要就是七十士譯本所使用的口語希臘文。而且新約有多處經文
直接引用七十士譯本。
2. P 52。約完成於主後 125 年，寫在蒲草紙上(papyrus；P 表示蒲草紙)，包含約
翰福音 18 章的一小部分。
3. Bodmer P 66。約完成於主後 200 年，包含約翰福音的大部分。
4. Chester Beatty Biblical Papyri P 46。約完成於主後 200 年，包含保羅書信和希
伯來書。
5. Bodmer Papyri P 75。約完成於主後 225 年，包含路加福音以及約翰福音。
6. Chester Beatty Biblical Papyri P 45，約完成於主後 250-300 年，包含四福音書
和使徒行傳的部分章節。
7. Codex Sinaiticus。約完成於主後 350 年，包含整本新約以及幾乎整本的舊約。
8. Codex Vaticanus。約完成於主後 350 年，包含幾乎整本新約。
1898 年德國神學家 Eberhard Nestle 出版了 NA 的第一版。他使用的當時興盛
的「文本批判方法」(textual criticism)，比較了各種希臘文聖經版本、翻譯本、以
及早期教父所引用的原文經文，所增刪匯集而成。他的增刪絕大多數都是文法和
拼字的修正，很少影響重大教義。由於後來新的考古文獻發現，以及使用更合理
的檢驗標準，再進行一些微調。這個版本經過 27 次修正，而成為今日的第 28
版（2012 年）。
不同的英譯本使用不同的來源，有的還參考拉丁文聖經。例如，John Wycliffe
不懂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而使用拉丁文聖經的武加大譯本(Vulgate；主後 400 年)
而翻譯成第一本英文聖經。武加大譯本是從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聖經翻譯而成。目
前最接近 BNT 希臘文新約的英譯本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1995)，也是
本書翻譯時主要參考對象之一。而華人基督教界最常用的翻譯本是《和合本》，
完成於 1919 年，是西方宣教士和他們的華人助手主要根據英國所編制的原文聖
經（上述的 7 與 8）以及英譯本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所翻譯完成。本書正文所
使用的《新標點和合本》，是對於《和合本》做了一些翻譯調整，並且根據新的
希臘文聖經史料，加入更精確的標點符號，便於閱讀。不過，經過百年的中文口
語變遷以及聖經新的考古資料發現，《新標點和合本》仍需要進一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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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註釋範本
為了編寫《約翰福音》作為聖經希臘文法初學者的文法教材，本書使用了兩
本主要參考書：
1. Wallace, Daniel B. 1996.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An Exegetical Syntax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簡稱 Wallace 1996）。
2. Michaels, J. Ramsey. 2010. The Gospel of John.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簡稱 Michaels 2010）。
Wallace (1996)是西方神學院常用的中級希臘文法教材。吳存仁已經將其翻譯
成中文（華勒斯 2011），但沒有原文書的「經文索引」。為了濃縮成為一學期的
教材，Wallace (2000)省掉了 Wallace (1996)中過於詳細的文法難題討論，另外也刪
除了一些經文例句。本書是根據「查經需要」來引用這兩本書，以便華人讀者很
快能夠應用希臘文法規則在每日查經上。本書先查閱 Wallace (2000) 關於《約翰
福音》的所有經文索引，並對照了華勒斯（2011）的頁數，作為本書經文的註釋
依據。然後，再比較 Wallace (1996)與 Wallace (2000)的《約翰福音》經文索引，
找出後者所刪掉的、但是在前者正文有討論到的經文，納入了本書的經文註釋。
因此，就文法的廣度和深度而言，本書應該超越了大部分華人作者所寫的《約翰
福音》註釋書。要注意的是，華勒斯（2011）在翻譯英文原文書時，出現了不少
的翻譯錯誤，尤其是經文的中文翻譯大都沿用《和合本》的翻譯，而不顧英文原
文書所提示的修正建議。這些錯誤通常會造成中文語句的不順暢或難懂，很容易
發現，這時讀者可以考慮核對原文書。
一本好的聖經註釋書除了要注意文法以外，另外也要注意到神學脈絡。英文
的《約翰福音》註釋書，量多質佳，兼顧文法與神學脈絡。本書只以 Michaels (2010)
為例，補充 Wallace (2000)所沒有討論到的《約翰福音》神學脈絡。華人作者的《約
翰福音》大都討論到神學脈絡，但是很少研究其文法議題，不太適合做為希臘文
法教材。目前唯一的例外，是一本英文註釋書的翻譯本：卡森。2007。約翰福音
註釋。潘秋松 譯。臺北縣：麥種出版社。D.A. Carson. 1991.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South Pasadena, CA: A Kernel of Wheat Christian Ministries.
最後，還是要提醒讀者：不論是 Wallace (2000)、Michaels (2010)、或者其他英
文的註釋書，有些希臘文翻譯成英文的問題，不一定、也不需要出現在希臘文翻
譯成中文的過程中。西方的神學論述，也不必然拘束華人對於聖經原文的理解。
以下的《約翰福音》新翻譯與註釋，就有很多例證，說明華人基督徒一方面可以
比較省力地翻譯希臘文聖經，另一方面可以超越西方的註釋書，對於聖經原文有
更直接與深刻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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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11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1:1 在太初12 一直有那個道，13 且那個道一直在上帝那裡，14 而且那個道一直是
神。15
約 1:1

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
1:2 祂在太初就一直在上帝那裡。
約 1:2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1:3 萬物曾是藉著祂而存在的；16 那已存在的，17 沒有一樣不曾是藉著祂而存
約 1:3

11

根據約翰福音 21：24，約翰福音可能是某些人根據約翰的口述見證、他的文字記錄、以及其
他人的見證，所編寫完成的，有如現代的名人自傳多由專業作家訪問當事人、以及使用當事人所
提供的日記或手稿、加上訪問相關人士，編寫而成。本書希臘文文法專有名詞的英文翻譯成中文，
是綜合孟恩思（2006）與華勒斯（2011）文法書中文本的翻譯。本書翻譯時，主要參考的中文聖
經版本是《新標點和合本》。
12
「太初」 avrch/| 雖然沒有冠詞但有「獨一」的意思，英文要把冠詞翻譯出來（華勒斯 2011：
259），但是中文的「太初」本來就有獨一的意思，不必翻譯成「那太初」
。
13
直說語氣、不完成時態、主動語態的動詞 h=n 翻譯成「一直有」
，而不是許多中英文譯本所使
用過去時態的「有」
。不完成時態很少被用來當作過去時態（華勒斯 2011：570）
。是從宇宙起源
之前就有、一直有、而且到現在不停，不是曾有而後來沒有。由於是主動語態，表示耶穌「主動」
的存有（華勒斯 2011；433）
。這可能是初代信徒對於上帝和耶穌的習慣稱呼，o` h=n o` ὢν o`
evrco,menoj，尤其是在啟示錄（1：4；1：8；4：8；11：17；16：5）。不過這種稱呼並不太符合
希臘文法的習慣。h=n 是 eivmi,第三人稱不完成式的動詞；ὢν 是 eivmi,主格現在時態的分詞；而
evrco,menoj 並不是 eivmi,的未來時態（e;somai），而是「來」e;rcomai 的單數關身語態的分詞。
14
本書將有冠詞的「神」to, qeo,j 翻譯成「上帝」，以區別沒有冠詞的「神」qeo,j，後者可以翻
譯成「神」
（新約中多數用法，指「三一神」）
、「神明」或「神性」。
「父神」也是指「上帝」
。
15
o` lo,goj 因為有冠詞，所以不是指一般的「道」，而是「那個道」，就是指耶穌。「不帶冠
詞」的述詞主格通常是指一種特性，有時是指「限定用法」
（如冠詞）
，幾乎沒有「非限定用法」。
此處「上帝」是述詞主格，不是主詞主格，所以這裡的「上帝」不是一般的神明（非限定用法）
。
但耶穌也不是「那一位」父神（限定用法）
，而是三一神之中的一位（同一特性）
。因此，原文的
中文翻譯應該倒過來，而且「是神」可以翻譯成「有神性」
（華勒斯 2011: 279-282)。本句經文
有三段，用了兩個 kai.（而且）對等連接詞連在一起，表示這三段緊密相關，是一件事（華勒斯
2011：705）
。為了中文的順暢，只翻譯出一個「而且」就可以了。同樣地，常常引起神學爭議的
詩篇 81:6「你們是神」的七十士譯本翻譯成 qeoi, evste，翻譯成中文時，因此也可以翻譯成「你
們有神性」
，而非「你們是神」
。「且…而且」的原文 kai... kai. 一般可以不翻譯，但是此句經文的
三部分在神學上緊密相關，所以需要翻譯出來。
16
「存在」的動詞 evge,neto 為過去時態，所以翻譯成「曾…存在」
。
「存在」也可翻譯成「生」
、
「成
為」
、
「成就」
、
「成品」
，與進化論不衝突。創造的源頭是上帝，但是上帝「藉著」耶穌 (di v auvtou/)
創造世界(華勒斯 2011: 456; BibleWorks 9)。進化論也是上帝所造的一種自然律。不過，這一節經
文使用了主動語態的 evge,neto，似乎並不想要討論耶穌是否參與創造；耶穌參與創造的經文在希
伯來書 1：1-4。
17
「已存在的」的動詞 ge,gonen 為完成時態。
40

在的。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1:4 生命一直在祂裡面，18 這生命一直是人的光。
約 1:4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
1:5 光在黑暗裡現在照亮著，這黑暗過去沒有接受光。19
約 1:5

約 1:6

有一個人，是從

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
20

21

1:6 曾有一個人，是被神差遣的， 他的名字是約翰。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1:7 這人來作見證，22 是為了見證這光，為了讓眾人藉著他而相信。23
約 1:7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1:8 他一直不是那光，24 而是為了見證這光。25
約 1:8

約 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26

1:9 那光一直是真實的，祂照到所有的人，現在來到世人中。
18

「生命」雖然沒有冠詞，但是不能翻譯成「一個生命」
。在新約中，
「生命」是一個抽象名詞，
代表一種特質（華勒斯 2011：256）
。
19
「照」是直說語氣、現在時態、主動語態，有「過去開始，現在繼續中」的意思(華勒斯 2011:
222-223)。
「接受」kate,laben（或「勝過」）是直說語氣、過去時態、主動語態。Michaels (2010:
56-57)將 kate,laben 翻譯成「勝過」
，有正面的屬靈意義。耶穌來了，人類才有可能勝過黑暗勢
力。
「黑暗」是指人心的黑暗，或者是指撒但勢力？似乎都可以。在耶穌沒有降世以前，人類是
處於黑暗之中。耶穌來了，才有光，才能得勝。不過，這似乎與約翰福音的主題有些距離。從下
面的經文來看，主題是猶太人拒絕耶穌。摩西死後，猶太人就生活在黑暗中，且不斷的殺害先知，
就是拒絕先知所想要帶來的光。
20
BibleWorks 9 認為這裡的 para.可以翻譯成「被」，也比較符合中文文法。
21
「差遣」avpestalme,noj 是分詞、完成時態、被動語態、主格。表示施洗約翰一直被上帝所用，
其言行也被上帝所認可。
「他的名字是約翰」可視為插話，可用刮號（華勒斯 2011：52-53）
。有
無刮號，在中文翻譯時沒有差別。
22
「來」h=lqen 是主動語態，表示主詞是主動「執行」一個動作（華勒斯 2011：431）
。
23
「為了」
、
「讓」原文都是 i[na，加上後面接著的假設語氣動詞「見證」、「相信」，有比較正
面的期待意思，接近「使得」、「可以」的意思，但不是有很大的把握( 華勒斯 2011: 206-207)。
兩件事似乎有先後順序。信什麼？Michaels (2010: 60)主張是「光」。施洗約翰是要見證耶穌就是
那光，不只是光。施洗約翰在當時猶太人中間有公信力，所以要「藉著他」讓猶太人或可（但不
確定會不會）相信耶穌。不過，本書認為這句經文有兩個 i[na，加上下一句經文的 i[na，共有三
個；似乎沒有特殊的理由要把第二個 i[na 的動詞假設語氣 pisteu,swsin，做不同的翻譯。
24
「他」evkei/noj 是約翰福音常用的代名詞，多於 ou-toj (華勒斯 2011: 146)。
25
在此 ἀλλά 有「形成對比」的作用(華勒斯 2011: 297)。這裡的「他」是指施洗約翰，不是耶穌。
所以本書用「人」字旁的「他」
，而不是「示」字旁的「祂」來翻譯。後面接著所有格名詞，要
翻譯成「關於 XX」
，和合本翻譯成「為了 XX」即是遵循這個文法規則，但是需要將原文次序顛
倒。
26
和合本翻譯為「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
。Michaels (2010: 61-63)認為「生在世上的人 」是當
41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1:10 祂一直在世人中，世人也曾是藉著祂存在的，世人卻不認識祂。27
約 1:10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1:11 祂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人卻不接待祂。28
約 1:11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
1:12 但是凡過去接待祂的，祂就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29 就是那些持續
約 1:12

30

信祂名的。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
神生的。
1:13 這些人不是從血緣、31 不是從身體慾望、也不是從丈夫的慾望，乃是從神
約 1:13

生的。32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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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道有了肉身，33 住在我們中間。我們見過祂的榮耀，就是父獨生子的榮耀，

時猶太人習慣的贅詞，用來指「人」
。本書同意 NAS 版本的翻譯：
「來到世上，照到（但不一定
照亮）所有的人」
。除了文法上容許、文句比較順暢的原因以外，
「來到」與「照到」都是現在時
態。而「那光一直是」是直說語氣、不完成時態、主動語態，文意應有區隔。「來到」若翻譯成
「生在」理應使用過去時態，但此處是現在時態，所以可能是形容「現在」
（從作者約翰的眼光）
來到世上的耶穌，而不是「人」
。「來到」是現在時態、關身語態，
「照亮」也是現在時態，所以
「來到」也用現在時態翻譯，比較符合上下文。
「世人」ko,smon 可以翻譯成「世界」
，不過約翰
福音似乎不是想要強調耶穌創造世界，而是神、耶穌與人之間的關係。下文亦同。
27
本書將 ginw,skw 大都翻譯成「認識」
、「瞭解」，以表示更深層的「知道」。
28
Michaels (2010: 65-67)認為「自己的地方」
、「自己人」是指第 10 節的「世界」與「人類」
，不
是指猶太人。但是這解釋與第 12 節接不起來。從耶穌生為猶太人而且被猶太人領袖殺害來看，
「自
己的地方」
、「自己人」可能還是指猶太人。
29
「神的兒女」雖然是所有格，但是應該解釋為一種關係，而不一定是神所持有的（華勒斯 2011：
81）
。
30
本書翻譯與和合本稍不同，因為「接待」與「賜」都是直說語氣、過去時態，而「信祂名」
是現在時態、間接受格的分詞，所以仿 NAS 版本把兩句分開。本書依照華勒斯的神學建議，把
現在時態、分詞的「信」
，都翻譯成「持續信」(華勒斯 2011: 656)。不過，為了中文翻譯簡潔，
本書後來還是依照中文習慣，不翻譯出「持續」。
31
「這等人」原文是多數的 oi- ，所以是指信徒們，不是指耶穌。
32
Michaels (2010: 72-73)將 avndro.j 翻譯成「丈夫的」似乎比較合理。 「血緣」、「身體」、「丈
夫」可能是當時分別一個人出生來源的歸類方法。況且，約翰可能想要說明「耶穌是童女懷孕」
的事實。
33
此句的文法類似 1：1，屬於「定性的主格述詞補語」
，
「肉身」作為主格述詞補語，表達「道」
的一種特性。
「道有了肉身」不是指「道」成為「那個肉身」或者「一個肉身」
，而是指「道」有
了「肉身」的特質(華勒斯 2011: 276)。所以，耶穌並沒有失去了神性而完全轉換成常人，而是
在神性之外，有了肉身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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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充滿了恩典與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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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約翰見證祂，不斷喊著說：「這人一直就是我曾說的：『那在我之後的，
已成了在我之前的，因祂一直在我之前。35』
約 1:15

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16 因祂的豐盛，我們曾領受一切，36 而且恩上加恩。37

約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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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曾是藉著摩西賜予的；恩典和真理則是藉著耶穌基督成就的。38

約 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

1:18

沒有人在任何時候看過神， 只有現在在父懷裏的獨生神曾自己顯明。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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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問他說：「你是誰？」

1:19

這就是約翰的見證。 之後，有些猶太人受耶路撒冷祭司和利未人所派
遣，要問他：「你是誰？」

約 1:20

他就明說，並不隱瞞，明說：「我不是基督。」

約 1:17

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40

34

照原文語句次序翻譯，「恩典與真理」應該是描述比較接近的「榮耀」，而不是較遠的「道」。
不過，兩種翻譯的含意類似，都是描述耶穌基督(Michaels 2010: 81-82)。
「恩典與真理」表示「愛
與公義」
。
35
prw/toj（首先）本身就是最高級，但是這裡只有兩個人。這是因為「口語希臘文」並不一定
遵守古典希臘文的文法規則(華勒斯 2011: 134)。第二個「之前」prw/toj 可以翻譯成「最高級」
的「首先」或「第一個」(華勒斯 2011: 134)，或沒有級別的「之前」(BibleWorks 9)。根據本句
經文的意思，要翻譯成「之前」
。
36
原文沒有「恩典」一字。「因祂的豐盛」原文 o[ti evk tou/ plhrw,matoj auvtou/中的 evk，一般

翻譯成「從...」，但是根據這句經文的意思並且結合了 o[ti，可以翻譯成「因為」(華勒
斯 2011: 166)。
37

「恩」以及「愛」
、「喜樂」、
「平安」、、「真理」
、「信心」等抽象名詞，在新約中通常沒有冠
詞，但表明了一種信仰的特性（華勒斯 2011：261）
。
38
「賜予」evdo,qh 是過去時態、被動語態的動詞；而「成就」evge,neto 是過去時態、關身動詞。
兩詞語態的差異，顯示出耶穌延續律法，但也主動完成且超越了律法(Michaels 2010: 90-91)。
39
和合本將 pw,pote 翻譯成「從來」
，本書翻譯成「任何時候」
。有些宣教士仍然聲稱看見過上
帝？「現在在父懷」表示耶穌已經復活歸到父神處。和合本「獨生子」的原文 monogenh.j qeo.j
是含有沒有冠詞的「神」
（應解釋為如 1：1 的「神性」）
，而不是「子」
；
「獨生神」就是耶穌（華
勒斯 2011：322）
。
「顯明」的原文 evxhgh,sato 是過去時態、關身動詞，所以翻譯成（耶穌）
「自
己…顯明」；人雖然不能直接看見上帝，卻可以從耶穌身上看見上帝。
40
原文沒有「記在下面」。現在時態的 evsti.n（是）可以表示過去發生的事，現在仍有影響（華
勒斯 2011：560）
。
43

41

1:20

他就承認，也不否認。他承認：「我不是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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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又問他：「那是誰呢？你是以利亞嗎？」他說：「我不是。」「是
那先知嗎？」他回答：「不是。」42

約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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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於是他們對他說：「你是誰，讓我們能回覆差遣我們的人吧？你說說你
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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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他說：「我是那曠野的呼聲；43『你們要修直主的道路！』44 正如先知
以賽亞曾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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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還有一些受差遣的人，本是法利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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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問他、對他說：「那你為甚麼施洗呢？如果你不是基督，不是以
利亞，也不是那先知？」46

1:25

約 1:26

4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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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洗約翰承認他不是那基督；在 1：23 他不否認他是先知。
「以利亞」問題的來源是瑪 3：1。「那先知」的冠詞「那」o` 有指出「出眾特質」的作用，
就是指摩西(華勒斯 2011: 226, 231)，也就是 1：17 所提到的摩西(Michaels 2010: 98；申 18：15-19)。
43
「我是…呼聲」evgw. fwnh.省略了「對等動詞」的「是」
（華勒斯 2011：38）
。
44
賽 40：3 的七十士譯本為：
「要使我們神的眾道路平直」
。「修直」euvqu,nate 是命令語氣、第
二人稱、多數。施洗約翰似乎藉著以賽亞的宣告，一方面說明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命令猶太人
悔改 (Michaels 2010: 101)。
45
1：19 曾說這些人是祭司和利未人，為何這裡說他們是法利賽人差遣來的？Michaels (2010:101)
認為對於約翰以及約翰福音的寫作對象而言，這些猶太人都是一夥的，來陷害耶穌。不過「被…
差遣的」沒有冠詞，而是分詞，加上 kai.的分句功能，可以翻譯成「還有一些受差遣的人」的另
一群人。他們似乎比較有神學訓練，問的問題比較有深度。
46
原來這些猶太人的長老們來詢問施洗約翰的主要原因，是他對於猶太人施洗(Michaels 2010:
102)。根據猶太傳統，施洗的對象限於外族人；猶太人不需要被施洗，他們生來就是信徒。但是
施洗約翰對於猶太人施洗，可能印證了舊約關於彌賽亞世紀的來臨，猶太人要再經過一次施洗，
洗淨他們的過犯（結 36：25-27）
。「那先知」可能是指摩西？
44
42

47

1:26

約翰回答他們說：「我現在施洗是在水裡； 有一位已站在你們中間，
48
是你們還不知道的，49

約 1:27

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我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那在我之後來的，我不配解開祂的鞋帶。」

1:27

約 1:28

1:28

約 1:29

1:29

約 1:3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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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發生在約旦河對岸的伯大尼，50 就是約翰一直施洗的地方。51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或
譯：背負〕世人罪孽的！
次日，他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哪！上帝的羔羊、擔當世人
的罪！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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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那一位我曾說到的：『在我之後來的那人，已成了在我之前的，
53

因祂一直在我之前。』
約 1:31
1:3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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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過去一直不知道祂，54 但為了將祂顯明給以色列人，我因此來在水裡
施洗。」55

相對於基督的施洗是在聖靈和火裡（可 1：8；太 3：11，路 3：16）
。
「有一位」o[n（或 o[j）是「關係代名詞」
，用來連接一個名詞和一個關係子句（華勒斯 2011：
351）。
49
「站在」e;sthken、
「認識」oi;date 都是完成時態。華勒斯（2011: 612)主張這兩字（尤其後者）
的完成時態要翻譯成現在時態，因為這兩個動詞的動作與結果幾乎是一樣的。不過，這處經文中，
施洗約翰似乎想要強調耶穌已經來很久了，而法利賽人卻一直不（願）認識祂。這裡用完成時態，
精確地表達了施洗約翰和約翰福音的主要用意。
50
「約旦河外」的「外」原文是 pe,ran，應翻譯成「對岸」
。
51
和合本「見證」的原文 ἐγένετο 是「發生」的意思。
52
「羔羊」o` avmno.j 的冠詞有「唯一特質」的指涉功用（華勒斯 2011：234）
。不過翻譯成中文，
因為有「上帝的」
，不必翻譯成有點繞口的「那羔羊」
。
「除去」ai;rwn 的原文也可以翻譯成「背
負」
。前者有主動的意思，後者似乎比較被動。但因為原文是主動語態、主格，本書採取「除去」
的翻譯。也就是說，上帝的羔羊要主動的除去世人的罪孽。施洗約翰在這裡可能想要強調羔羊得
勝君王的形象，而不是被殺的代罪羔羊形象(Michaels 2010: 108)。
53
「將來…來」e;rcetai 是現在時態、關身語態，應該翻譯成未來時態（華勒斯 2011: 230）
。
「已
成了」ge,nonen 是完成時態，
「曾一直在」h=n 是不完成時態。
54
「不知道」的「知道」h;|dein 是直說語氣、過去完成時態、主動語態，應翻譯成「過去一直不
知道」(華勒斯 2011: 252)。
55
「顯明」與「來」都是過去時態。約翰給耶穌施洗，為了要正式介紹這位彌賽亞給以色列人。
45
48

約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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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又作見證說：「我已看過靈，好像從天降下的鴿子，住在祂裡面。
56

約 1:33

1:33

約 1:34

1:34
約 1:35

1:35
約 1:36

1:36
約 1:37

1:37
約 1:38

1:3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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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過去一直不知道祂，57 但是那差遣我來在水裡施洗的，58 祂對我說：
『你若看見靈降下來，且住在誰裡面，誰就是在聖靈裡施洗的。』
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 神的兒子。」
我已看見，就已證明這是上帝的兒子。」59
再次日，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裏。
再次日，約翰同他的兩個門徒一直站著。60
他見耶穌行走，就說：「看哪！這是 神的羔羊！」
當他盯著耶穌走過，61 就說：「看哪！這是上帝的羔羊。」
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就跟從了耶穌。
他的兩個門徒聽到說話，62 就跟從了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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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裏住？」（拉比翻出來就是夫子。）
當耶穌轉身、看見他們跟著，就對他們說：「你們在找甚麼？」63 他們
對祂說：「拉比（翻譯叫做老師）！祢住哪裏？」64

「住在」的原文 e;meinen 意思是「停在」
。但是在約翰福音中，此字大都是指上帝與信徒之間
的關係，因此有更緊密、穩固關係意思的「住在」(Michaels 2010: 114)。
57
重複 1：31 的「過去一直不知道」
。
58
「施洗」是不定詞，但沒有太強的「目的」意思（華勒斯 2011：625）
。
59
「已看見，就已證明」e`wr
, aka kai. memartu,rhka 是完成時態，強調過去的一個動作，至今
仍有影響（華勒斯 2011：608）
。
60
「站」ei`sth,kei 是過去完成時態，因此翻譯成「一直站著」
，以連結接下來他們看到耶穌的事
情。華勒斯（2011：618）認為「站」i[sthmi 雖然常常以完成時態或過去完成時態出現，但是只
有過去時態的功用，並沒有反應作者的觀點。類似的動詞包括 oi=da, ei;wqa, pei,qw, pari,sthmi。
不過，本書不同意這種解釋，從下文來看，作者使用過去完成時態還是有他的觀點。
61
「盯著」evmble,yaj 是過去時態分詞。約翰一直「盯著」
，而不是「看見」(o`ra,w)耶穌，以示
意他的門徒他指的是誰。
62
「他的」auvtou/是形容「門徒」還是「話」
（oi` maqhtai. auvtou/ lalou/ntoj）？似乎都可以，
但是「門徒」之前已經有定冠詞，不需要再加上「他的」
，所以「他的」是指「話」。
63
「你們在找甚麼？」的「找」zhtei/te 是直說語氣，前面加上一個疑問詞 Ti,，表示詢問一個
「東西」
，而不是「如何」或「為什麼」（華勒斯 2011：472）
。
64
耶穌問「找什麼」？門徒反問「住哪裡？」很奇怪的問答？門徒的意思可能是：
「我們已經找
46

約 1:39

1:39

約 1:40

1:40

約 1:41

1:41

約 1:42

1:42

耶穌說：「你們來看。」他們就去看他在哪裏住，這一天便與他同住；
那時約有申正了。
祂對他們說：「你們來！就會看到。」他們就來且看到祂住在哪裏，那
一天便與祂同住；那時大約是第十小時。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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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見約翰的話、且跟從祂的那兩個人，其中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
烈。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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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門，67 對他說：「我們已找到彌賽亞了（翻譯
就是基督）。」
於是領他去見耶穌。耶穌看著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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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69
就帶他去耶穌那裡。 耶穌盯著他， 說：「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70 你
71

要叫做磯法（翻譯就是彼得）。」
約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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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祂想要前往加利利。祂找到腓力，耶穌就對他說：「你跟從我！」
72

約 1:44

這腓力是伯賽大人，和安得烈、彼得同城。

到了彌賽亞（1：41）
，現在我們要跟隨祢。請問你住哪裡？」
65
「第十個小時」原文是 deka,th，意思是下午四點。猶太人當時計時是從早上六點開始，是第
一個小時(Michaels 2010: 120)。
66
另一個應該是 1：44 的腓力(Michaels 2010: 126)。
67
「先」prw/ton 是形容詞當作副詞用，修飾動詞「找」(華勒斯 2011: 307)。不過，BibleWorks
9 認定「先」是副詞。
68
「帶」h;gagen 是過去時態，表示一個動作到此結束，這個動作本身沒有後續的影響（華勒斯
2011：590）
。
69
「盯著」原文同 1：36。
70
「約翰的兒子」是指「施洗約翰的門徒」
。雖然經文並沒有說明彼得曾是約翰的門徒，但是他
的兄弟安德列曾是，所以推斷他也曾是施洗約翰的門徒。如今歸入耶穌門下，因此取了新的名字
(Michaels 2010: 124)。和合本新譯本引用馬太福音 16：17，認為彼得的父姓可能是「巴約拿」
，
不是「約翰」。這可能是誤會了父姓與師父的差別。兩處經文彼此之間可能沒有矛盾。
71
「磯法」原文是亞蘭文，意思是「石頭」
；而「彼得」的希臘文原文意思，也是石頭。
72
「找到」以及「說」都是現在時態，有別於「想要」以及「往」的不定過去時態。因此，本
書的斷句與原文以及和合本不同。
「跟從」avkolou,qei 是命令語氣。這句經文表現耶穌的主動性：
祂「遇見」腓利，命令他跟從祂(Michaels 2010: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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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1:44

這腓力是伯賽大的人， 是安得烈、彼得那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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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力找到拿但業，74 對他說：
「摩西和眾先知在律法上所記載的那一位，
75
我們已找到了，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1:45

約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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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但業對他說：
「從拿撒勒能出好東西嗎？」76 腓力對他說：
「你看來！」
77

約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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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裏
是沒有詭詐的。」
耶穌看見拿但業來到祂那裡，就論及他說：
「看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
他裏面沒有詭詐。」78

約 1:48

拿但業對耶穌說：「你從哪裏知道我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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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拿但業對祂說：「你從哪裏認識我呢？」耶穌回答他說：「在腓力叫你
以前，79 當時你在無花果樹底下，80 我就看見你了。」

約 1:49

拿但業說：「拉比，你是 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拿但業回答祂：「拉比，祢是上帝的兒子，祢是以色列的王！」81

1:49
73

伯賽大是在加利利地區，耶穌正要前往的地方(1:43)。
「拿但業」to.n Naqanah,l 有冠詞，是希臘文用法，中文與英文都不翻譯出來（華勒斯 2011；
258）。
75
「所寫」
、
「所記」在原文只有一個字。因此，本文重新調整翻譯。雖然「記載」的原文 euvri,skei
是第三人稱單數動詞，而摩西與眾先知都「記載」此事，但是作者為了強調摩西的角色，可以使
用單數動詞(華勒斯 2011: 178)。
76
「從…出」的原文 evk… ei-nai 是一個特殊的文法組合，要翻譯成「從…出來」，而不是「從…
有」
（華勒斯 2011：376）
。原文使用中性的 ti，而不是陽性的 ti,j，似乎有貶抑的意味。本文因
此翻譯成「東西」
。
77
「來」是命令語氣，
「看到」是未來時態。當命令語氣的動詞結合另一個未來時態的動詞，就
有「如果..就會」的意思(華勒斯 2011: 211-212)。
78
「他裡面」原文 evn w-| 沒有「心」
。況且，現代醫學知識告訴我們，「腦」是思想中樞，不是
「心」。
79
「腓力」Fi,lippon 是「之前」pro.的直接受詞，但是兼有主詞的功能，作為「叫」的主詞。
而「叫」fwnh/sai 使用不定詞是為了表達時間在「之前」pro. 子句發生之前（華勒斯 2011：
203, 630）
。。
80
何 9：10。上帝揀選以色列人，稱他們是「無花果樹的初生果子」
。此處，耶穌揀選站在無花
果樹下的拿但業，也有初生果子的意思(Michaels 2010: 131)。
81
此處「王」雖然沒有冠詞，但是有確定的意思，就是「那王」
、
「那彌賽亞」
，不是任一位世俗
君王(華勒斯 2011:269, 276)。
48
74

約 1:50

1:50

約 1:5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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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回答他說：「就因為我對你說『我看見你在無花果樹下』，82 你就
信了。83 你必看見比這些更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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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對他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必要看見天開了，84上帝的
85

天使們在人子上面上去下來。」
約 2:1

2: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裏。
第三日，86 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婚宴，且耶穌的母親一直在那裏。87

2:2

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
而且耶穌和祂的門徒們也受邀去婚宴。88

約 2:3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

2:3

缺酒的時候，耶穌的母親對祂說：「他們沒有酒了。」

約 2:4

耶穌說：「母親〔原文是婦人〕，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
到。」
耶穌說她說：「這是我和妳的事嗎？婦人！89 我的時機還沒到。」

約 2:2

2:4
82

本句 o[ti ei=po,n soi o[ti ei=do,n se u`poka,tw th/j such/j 兩個 o[ti，前者要翻譯成「因為」；
後者作為連接詞子句的開始，用雙引號表示即可。
83
神學家對於這句話是問話還是肯定句，有不同說法。本書同意(Michaels 2010: 133)，認為視為
肯定句比較符合上下文。耶穌因他的信心，而應許他將看見更大的事情。
84
「開了」avnew|go,ta 是完成時態、主動語態、直接受格的分詞，表示「天」一直是開著的。
85
此處耶穌引用雅各在伯特利夢見天使的故事（創 28：12）
，但有些重要的差異。
「上去下來」都
是現在時態分詞，這句經文主要說明上帝派遣的天使們一直與耶穌同在(Michaels 2010: 136-137)。
「下來在」katabai,nontaj evpi.的後面接直接受格的人子，可能表示「不但在人子身上，而且進
入身體」
。
86
「第三日」有不同的解釋(Michaels 2010: 137-141)。可以指耶穌進了加利利以後的第三日。
87
從下文可推測，耶穌還未受人注意。祂受邀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祂的母親一直在（h=n）
婚宴幫忙，或者婚宴主人與祂的母親熟識，順便邀請祂和祂的門徒。耶穌到加利利並非主要為了
參加婚宴。
88
這些門徒們可能包括安得烈、彼得、腓力、拿但業，以及另一位不知名門徒(Michaels 2010: 142)。
雖然「受邀」的原文 evklh,qh 是第三人稱單數動詞，而受邀的除了耶穌還有祂的門徒們，但是因
為作者想要強調耶穌受邀，因而此處動詞可以是單數(華勒斯 2011: 422)。也就是說，「門徒們」
在語法上並不與「耶穌」同等，而是附帶品；例如，
「我和（帶著）皮箱出門」
，「我」是動詞的
主體，動詞用單數即可。以下類似經文的註釋亦同。
89
「婦人」是呼格，耶穌可能有不滿的情緒。本書採用(Michaels 2010: 143)與原文意思接近的翻
譯。耶穌的意思是：「這種小事跟你我何關？何況，我要作大事的時機還沒到。」耶穌到加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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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5

2:5

他母親對用人說：「他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做甚麼。」
祂的母親對服務員說：90「祂若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做！」

2:6

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裏，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
而依照猶太人的潔淨禮，有六個石頭水缸擺在那裡，每個可以裝兩三「猶
升」。91

約 2:7

耶穌對用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2:7

耶穌對他們說：「用水裝滿這些水缸！」他們就裝滿它們直到邊緣。

約 2:8

耶穌又說：「現在可以舀出來，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了去。
祂又對他們說：「現在舀出來！拿給經理！」他們就拿去。

約 2:6

2:8
約 2:9

2:9

約 2:10

2:10

約 2:11

2:11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是哪裏來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
管筵席的便叫新郎來，
當經理嘗了那水變成的酒，且一直不知道是哪裏來的（但是那些舀水的
服務員們一直知道）。經理就呼叫新郎，92
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
留到如今！」
對他說：「每個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當大家被灌醉了，才是次等的，你
卻把好酒保留到現在！」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顯出他的榮耀來；
他的門徒就信他了。
這是耶穌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神蹟的開始，93 且顯出祂的榮耀；祂的門徒
們就相信祂了。

約 2:12

這事以後，耶穌與他的母親、弟兄、和門徒都下迦百農去，在那裏住了
不多幾日。

並非主要為了參加婚宴，也未計畫在此顯神蹟。但可能為了孝順，還是顯了神蹟。神蹟是為了救
恩，不可濫用。ti, evmoi. kai. soi,這句經文有兩個間接受格的 evmoi. 以及 soi,。華勒斯（2011：
150-151）認為這句經文若是一句俗語，應該把間接受格當作所有格來看。
90
「服務員」diako,noij 也可翻譯成「執事們」
。
91
一「猶升」約 400 公升。兩三「猶升」的體積，約是一立方米（公尺）
。大概是一個大人能夠
環抱一個水缸的大小，或者 80-120 瓶大瓶的金門高梁酒。六口水缸可以提供 480-720 瓶的份量，
足夠醉倒所有的賓客。
92
「叫新郎來」的「叫…來」原文是 fwnei/，翻譯成「呼叫」比較符合場景和新郎的身份。
93
依照原文意思重新翻譯後，可表達耶穌將行使更多、更大的神蹟(Michaels 2010: 153)。
50

94

2:12

這事以後，祂與祂的母親、弟弟們、和祂的門徒們都下到迦百農， 他
們在那裏停留沒幾天。

約 2:13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95 耶穌就上去耶路撒冷。

2:13
約 2:14

2:14
約 2:15

2:15

約 2:16

2:16
約 2:17

2:17
約 2:18

2:18

約 2:19

2:19
94

看見殿裏有賣牛、羊、鴿子的，並有兌換銀錢的人坐在那裏，
他遇見殿裏那些賣牛、羊、鴿子的，並有換錢的，他們正坐著。
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
推翻他們的桌子，
祂就用繩子作成鞭子，把所有的羊、牛都趕出殿，96 祂倒出換錢的硬幣
並推翻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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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又對賣鴿子的人們說：「移開這些！不可把我父的家變成商家！97
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
祂的門徒們就想起經上寫著：「對於祢家的熱愛，必燃燒我。」98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做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
於是猶太人回應祂說：「因為祢做了這些事，祢還要向我們顯甚麼神蹟
呢？」9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耶穌回答他們說：「你們必拆毀這殿，100 三日內我必建立祂。」101

「下」kate,bh 是第三人稱單數動詞，強調耶穌的領導角色。
逾越節的日期約是猶太曆的 1 月 14 日（出 12；利 23：4-8）
。猶太曆的 1 月約是今日世界年曆
的 3-4 月。
96
和合本少翻譯了陽性、複數的「所有的人」pa,ntaj (Michaels 2010: 159)。人和動物都又受到
審判。
97
「商家」oi=kon evmpori,ou 的「商」evmpori,ou 是所有格。從華勒斯（2011：79）以及和合本
的翻譯，
「商」是指「買賣商品」
。賽 56：7。耶穌到了聖殿宣告聖殿是上帝的家，而自己是上帝
的兒子，正式挑戰猶太人的神學和宗教領袖。
「家」的原文是 oi=kon，不是「殿」。
98
詩 68：10。LXX 用完成時態的「火燒」
，這裡用未來時態、關身語態，表示耶穌必為了熱愛上
帝的家而死。未來時態加上關身語態，而且是引用舊約的經文時，應翻譯成命令語氣（華勒斯 2011:
230, 245）
。
99
耶穌挑戰了猶太人的聖殿習俗，猶太人不確定祂是否為先知，因此要求祂顯神蹟證明自己是
先知。
100
「拆毀」lu,sate 是命令語氣、過去時態，是「神聖過去式」的用法。耶穌預言猶太人必將殺
害自己，如同過去發生的事情一樣必然。華勒斯 (2011: 308)認為這裡的命令語氣，應翻譯為假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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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20

2:20
約 2:21

2:21

猶太人便說：
「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嗎？」
於是猶太人說：「這殿四十六年才建成，三日內祢將建立它？」102
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
但祂一直說的這個殿，就是祂的身體。103

約 2:22

所以到他從死裏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
所說的。

2:22

所以祂從死裏復活之後，祂的門徒們就想起祂一直說過這話，他們就相
信經書以及耶穌所說的道。104

約 2:23

當耶穌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時候，有許多人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就信
了他的名。

2:23

然後祂在耶路撒冷城民中間、過逾越節的一場盛宴時，105 許多人看見祂
所行的神蹟，106 就相信祂的名。

約 2:24

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因為他知道萬人，

2:24

但是耶穌自己卻一直不將自己信託他們； 因為祂瞭解眾人，

約 2:25

也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因他知道人心裏所存的。
也一直用不著誰替人做見證，因祂一直瞭解人裏面所存的。108

2:25

107

設語氣。Michaels (2010:165)就翻譯成「如果…拆毀」
，而不是「必…拆毀」
。不過，這與上下文的
語氣不一致；本書不採用。
101
「殿」是陽性，「建立祂」的「祂」也是陽性。根據下文 2：21 的意思，翻譯成「祂」
。耶穌
主動參與自己的復活（華勒斯 2011：121）
。
102
猶太人不懂耶穌話語中含意，還一直以為是在討論聖殿的拆毀與建立。
「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才造成」oivkodomh,qh 是過去時態，但是不能翻譯成「之前造成」
，因為聖殿是主前 17 年左右
完成，46 年後是主後 29 年，這時耶穌還沒有出來傳道（華勒斯 2011：590）
。
103
「祂的身體」是同位所有格，要翻譯成「『就是』祂的身體」(華勒斯 2011: 98-99)。
104
「一直說過」e;legen 是不完成時態，表示耶穌過去常常說過。英文與中文聖經譯本把它翻譯
成過去完時態或過去時態，似乎都不能表達希臘文原意（華勒斯 2011：581）
。
「經書」和「耶穌
所說的道」之間的 kai.，可以翻譯成「就是」
，表示兩者是同一事，也就是指「耶穌就是彌賽亞」。
105
這裡「耶路撒冷」toi/j `Ierosalu,maoij 是複數，翻譯成「耶路撒冷城民」比較適當。和合
本沒有翻譯出「在一場盛宴」evn th|/ e`orth。
106
Michaels (2010:173)認為這句經文的「神蹟」shmei/a（複數）不是神蹟，而是指耶穌從聖殿趕
出那些商人的事件。不過，本節的時空場景似乎已經從聖殿轉到其他地方（某處舉行的逾越節盛
宴？），耶穌可能在這新的地方又行了「多樣」神蹟，導致多人跟隨祂。不過，下文說明，這些
跟隨祂的人，有很多可能只是被神蹟吸引，而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穌是基督。
107
「信託」與上一節的「信」為同一字。此處「信託」evpi,steuen 為不完成時態。第二個代名
詞 auvto.n 要翻譯成反身用法的「自己」在新約中很少出現，這裡是例外之一 (華勒斯 2011: 340)。
本句出現三個「自己」
，強調耶穌內心的思考與眾人行為的巨大差距；接下來的經文不斷強調這
個差距 (華勒斯 2011: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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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3:1

3:1
約 3:2

3:2

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猶太人的官。
又有一個法利賽人，他的名字是尼哥德慕，是一位猶太人的統治者。109
這人夜裏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 神那裏來作師傅的；
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 神同在，無人能行。」
這人夜裏來到祂那裡，110 對祂說：「拉比！我們已知道祢是由上帝那裏
來作教師的；若沒有上帝與他同在，無人能行祢所行的神蹟。」111

3:3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 神的國。」
耶穌回答他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112 一個人若不重生，113 就不
能見上帝的國。」

約 3:4

尼哥德慕說：
「人巳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3:4

尼哥德慕對祂說：「一個老人如何能重生呢？114 豈能再一次進入他的母
腹重生嗎？」

約 3:5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

3:5

神的國。
耶穌回答：「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一個人若不是從水和靈重生的，115 就
不能進入上帝的國。

約 3:3

3:6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靈生的就是靈。

約 3:7

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為希奇。

約 3:6

108

「瞭解」evgi,nwsken 是不完成時態，翻譯成耶穌「一直瞭解」
「人裏所存的」是黑暗（1：5）
。
「猶太人的統治者」a;rcwn tw/n vIoudai,wn 不是指統治猶太人的羅馬官員，或是擔任羅馬
官員的猶太人，而是指猶太族群內部的神職人員 (Michaels 2010: 177)，見 3：10，指明他是「以
色列人的教師」
。
110
猶太人的官和長老們可能都被警告不可接觸耶穌，恐被逐出猶太會堂。見 12：42；19：38。
「夜裡」nucto.j 是所有格當作副詞用，形容「來」(華勒斯 2011: 126)。
111
和合本大致照原文次序翻譯此經文最後一句話。本書翻譯將前後次序對調，使得更流暢。
112
「告訴」le,gw 是現在時態，表是現在做的一個動作，當下完成（華勒斯 2011：544）
。
113
「重生」的原文 gennhqh/| a;nwqen 可以翻譯成「從開始生」或是「從上面而生」的意思，也
就是「從上帝而生」的意思(Michaels 2010: 179-180)。尼哥德慕顯然採取第一個意思，而耶穌是
取第二個意思。
114
「重生」原文 rennhqh/nai 是「被生」的意思，但是「重生」比較符合中文語法，也符合上
下文的文意。下同。
115
神學家爭辯信徒是否要經過浸（洗）禮或聖靈的感動或兩者，才能進天國 (Michaels 2010:
182-185)。本書同意 Michaels (2010:184)的解釋，
「水和聖靈」是指同一件事。一方面「水」本身
不能保證進天國；另一方面，沒有經過浸（洗）禮的聖靈感動，很難確定是否屬於基督教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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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3:7

不可驚訝我對你們說：『你們必須重生！』

約 3:8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哪裏來，往哪裏去；凡從
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風隨己意而吹，117 而且你聽到它的聲音。但你卻不曉得它從哪裏來，
往哪裏去」；118 每一位已從靈生的，也是如此。」119

3:8

約 3:9

3:9

尼哥德慕問他說：「怎能有這事呢？」
尼哥德慕回答祂說：「怎能有這些事呢？」

3:10

耶穌回答說：「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嗎？
耶穌回答他說：「你是以色列人的教師， 卻不瞭解這些事？120

約 3:1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

3:11

見過的；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現在所說的；121 而且我們現在
所見證的是我們已經看過的； 你們卻不接受我們的見證。122

約 3:10

3:12

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說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我對你們說過地上的事，123 你們都不信了，若我對你們說天上的事，你
們會信嗎？124

約 3:13

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

約 3:12

116

「不可以驚訝」mh. qauma,sh|j 是表達禁止的假設語氣。這種禁止語氣常常是 mh. 後面加上一
個過去時態、假設語氣的動詞，而不是接命令語氣(華勒斯 2011: 493)。
117
「吹」pnei/使用現在時態，是因為這是一句格言（華勒斯 2011：551）
。
118
這可能是一句當時流行的諺語(Michaels 2010: 187)。
119
非信徒不知道信徒從哪裡來、往哪裡去；信徒知道他自己是從聖靈生，並且將要回天家
(Michaels 2010: 188)。
120
尼哥德慕曾在 3:2 挑戰耶穌的教師角色，現在耶穌反諷尼哥德慕身為教師，卻不知真理，更
何況是一般的猶太人了。本書同意 Michaels (2010:189-190)認為此句應該翻譯成肯定句，如此與
下文更連貫。
121
神學家爭論為何耶穌突然轉用「我們」一詞？這「我們」是指哪些人？是耶穌與門徒？是耶
穌與先知們？是三位一體？(Michaels 2010: 190-192) 本書認為最簡單也最可能的解釋，是根據約
翰福音目前記錄耶穌出現的次序，
「我們」應該是指耶穌與門徒們。他們「知道」和「看到」的，
就是指「耶穌是彌賽亞」一事，尤其是耶穌行神蹟證明祂是彌賽亞。耶穌自己當然也「知道」和
「看到」自己是彌賽亞的身份，才會出來宣教。本句的翻譯把動詞時態（現在時態與完成時態）
翻譯出來，更清楚的說明原文意思。
122
此句經文對照本卷書一開始的「光一直照在黑暗裡，黑暗卻未曾接受光」(1:5)。
123
「地上的事」有多種解釋：門徒的經歷、大自然現象、以及耶穌說的比喻 (Michaels 2010:
193-194)。
「地上的事」就是指耶穌在地上的宣教事蹟：「天上的事」是指耶穌在天國的事蹟。
124
「若我…說」eva.n ei;pw 是假設語氣，表示耶穌會說天上的事，但聽眾聽到了也不會信（華勒
斯 2011：494）
。最後一個「信」pisteu,sete 是未來時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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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3:13

沒有人已經升進天堂， 除了那曾從天降下的人子。

約 3: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126 人子也必須照樣被舉起來，127

3:14

3: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譯：叫一切信的人在他裏面得永生〕。
讓每一位持續信祂的就可以有永生。128

約 3:16

「

3:16

反得永生。
「也就是上帝愛世人，因而賜下那獨生子，129 讓一切持續信祂的，130 必
不滅亡，131 反而可以有永生。132

約 3:17

因為

3:17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因為上帝不是派遣兒子進入世人中來審判世人，乃是要讓世人藉著祂得
救。133

約 3: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巳經定了，因為他不信

約 3:15

125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

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譯：審判世人；下同〕，

神獨生子

「升進」avnabe,bhken 是完成時態。有些抄本有「仍舊在天」，Bible Works 9 的版本沒有。舊
約的以諾、以利亞被上帝接走，是否算「已經進入天堂」？但是他們以人體進入天堂，仍將在壽
限之後死去，而以靈魂形式留存天堂。耶穌的意思是說，祂在天堂形成之時，就已經與上帝同在
那裡了，而不是後來才進去的。Michaels (2010:194-196)與神學家爭辯，這一句經文是耶穌在說話
或者是使徒約翰在說話，而導致解讀的不同。本書認為除非必要，不需要突然轉換說話人的身分，
以免造成更大的爭議。
126
民 21：8-9。
127
第二個「舉起」u`ywqh/nai 是過去時態，表示必然發生的事。這種「神聖過去時態」常出現
在聖經中，以說明三一神應許的可靠；雖尚未發生，但就如已經發生過一樣確定。耶穌預知祂將
被釘在「豎起」的十字架上。
128
就如摩西舉起銅蛇醫治以色列人的疾病，耶穌被釘十字架也必然醫治人類的罪惡，而得到永
生。此處 pisteu,wn evn 與 pisteu,wn eivj (3:16)的介系詞雖然不同，但是意義完全相同，都是「相
信到裡面」的意思(華勒斯 2011: 376)。而且，這個「相信」雖然是現在時態的分詞，但是要解
釋成「持續地相信」(華勒斯 2011: 656)。下一節亦同（華勒斯 2011：549）。不過為了省字，
本書不一定每次都把「持續地」翻譯出來。這個原文的意思，挑戰了信義宗的「一次得救、永遠
得救」說法。
129
對等連接詞 ga.r（由於）將 3：14 的經文連接起來。w[ste（因而、導致）是附屬連接詞，導
致了「賜下獨生子」
（華勒斯 2011：705, 710）
。原文沒有「他們」
。
「獨生」
、
「子」都是直接受格，
不是所有格，所以沒有「祂的」
，但有「冠詞」
，所以翻譯成「那」獨生子，指的是耶穌。
130
「相信」雖然是現在時態的分詞，但是要解釋成「持續地相信」(華勒斯 2011: 656)。「讓一
切…」i[na pa/j 的 i[na（讓）表示「目的」或「結果」（華勒斯 2011：497, 714）。
131
「滅亡」是假設語氣，加上字前的 μὴ，要翻譯成命令語氣。「滅亡」是指身體與靈魂的一同
滅亡。基督徒死後靈魂上天，等到耶穌再來，基督徒身體也會復活，成為永遠不壞的身體。
132
「永生」zwh.n aivwn
, ion 的「永」是形容詞，不需要冠詞（華勒斯 2011：326）。
133
「世界」與「世人」原文為同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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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約 3:19

3:19

約 3:20

3:20
約 3:21

3:21

的名。
那持續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但那持續不信的人，巳經被定罪，134 因為
他一直不信上帝獨生子的名。135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
罪就是在此。
這就是審判：光已經來到世人中，人們愛黑暗而非光；因他們的行為邪
惡。136
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
因那行惡的就恨光，不會來到光那裡，免得他的行為曝光。
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 神而行。」
但行真理的會來到光那裡，他的行為必被彰顯，因為是被神所成全的。」
137

約 3:22

3:22

這事以後，耶穌和門徒到了猶太地，在那裏居住，施洗。
這些事以後，耶穌和祂的門徒們進入猶太人之地，與他們停留在那裏並
一直施洗。

約 3:23

3:23

約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因為那裏水多，眾人都去受洗。
而約翰一直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因為那裏水多，眾人一直來受洗。
138

（那時約翰還沒有下在監裏。）
約 3:24 因為約翰還沒有被丟進監牢。
約 3:24

約 3:25

134

約翰的門徒和一個猶太人辯論潔淨的禮，

第一個「定罪」是現在時態，第二個「定罪」是完成時態。
「一直不信」的「信」是完成時態。上帝一直給人們機會信主，人們卻一直拒絕信主的機會。
這裡的「定罪」是定信或不信的罪，並不表示基督徒信了以後不必有聖潔的行為(Michaels 2010:
204-206)。啟示錄記載上帝的審判，一方面要審判信與不信的罪，另一方面要審判行為的罪。
136
「這就是審判」後面接了一個作為的同位語，英文要翻譯成 that，中文不必翻譯出，用冒號
代替即可（華勒斯 2011：481）
。ma/llon 可以翻譯成「多過」或「而非」
，這裡要翻譯成後者
(BibleWorks 9)。「行為邪惡」的原文 ponhra. ta. e;rga 為複數。
137
Michaels (2010:206-210)認為這兩句經文以及之前的經文，說明「行為」比「信心」重要。本
書認為「行為」與「信心」在最後審判時，同樣重要。但是，在未信與初信之交，信心才是關鍵，
否則罪人都不能信主？
138
「眾人一直來受洗」原文只有兩個被動語態的動詞 paregi,nonto kai. evbapti,zonto，沒有提
到施洗約翰是施洗者，這是因為本節經文一開始就提到施洗約翰，文意清楚，就不用重複做動作
者（華勒斯 2011：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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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3:25

約翰的門徒中有人和一個猶太人發生了關於潔淨禮的爭辯，

約 3:26

就來見約翰，說：「拉比，從前同你在約旦河外、你所見證的那位，現
在施洗，眾人都往他那裏去了。」
他們就來到約翰那裡，且對他說：「拉比，從前同你在約旦河對岸、你
所見證的那位，看哪！祂現在施洗，眾人都去祂那裏。」139

3:26

約 3:27

3:27
約 3:28

3:28

約翰說：「若不是從天上賜的，人就不能得甚麼。
約翰回答說：「若不是從天上已經賜給他的，一個人就不能得著。140
我曾說：『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
見證。
你們自己給我作見證：我曾說：
『我不是基督，而是被差遣在祂前面的』。
141

約 3:29

3:29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見新郎的聲音就甚喜樂。故此，
我這喜樂滿足了。
擁有新娘的人就是新郎； 新郎的一位朋友站著，聽見了新郎的聲音就
142

甚喜樂。
約 3:30

3:30
約 3:31

3:31

139

143

因此，這就是我被滿足的喜樂。

他必興旺，我必衰微。」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144
「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從地上來的是屬乎地，他所說的也是屬乎
地。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
「那從上面來的是高於萬人；那從地上來的是屬於地，他所說的也是屬
於地。145 那從上面來的是高於萬人。

猶太人可能跟施洗約翰的門徒辯論誰的施洗比較有效，是施洗約翰的還是耶穌的？猶太人可
能告知他們接收耶穌施洗的人比接受約翰施洗的多。施洗約翰的門徒辯論不過猶太人，就向師父
告狀。4：3 說明耶穌並不親自施洗，是祂的門徒施洗。
140
這「一個人」可以指耶穌、施洗約翰、或者任何傳道人(Michaels 2010: 217)。
141
約翰重複他之前說過的話（1:6, 15, 27, 30）
，提醒他的門徒不要有狹隘的宗派師承觀念。
142
「娶」的原文是「那擁有」o` e;cwn。在這個比喻中，新郎是耶穌，新娘是接受耶穌的信徒。
施洗約翰自比是新郎的朋友。Michaels (2010:220)認為施洗約翰也是朋友也是新娘。不過，新約
沒有經文顯示施洗約翰有歸入耶穌的門下。
143
施洗約翰使用這個比喻，說明他聽到有人接受耶穌施洗，他就像新郎的朋友一樣的高興。施
洗約翰沒有接受過耶穌或祂門徒的施洗，所以不是耶穌的新娘而是祂的朋友。他可算是舊約先知，
在天國仍然有分。
144
代表新約的耶穌來到，祂的福音果效要超越施洗約翰所代表的舊約，所以「祂必興旺，我必
衰微」。
145
「從地上來的」是指施洗約翰。他自己承認用（猶太）人的方法來施洗和宣教，功效不如耶
穌。
「萬人」pa,ntwn 可以指「萬物」
，不過這節經文是在比較耶穌與世人。下文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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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3:32

3:32
約 3:33

3:33
約 3:34

3:34

他將所見所聞的見證出來，只是沒有人領受他的見證。
祂見證所見所聞的，146 只是沒有人接受祂的見證。
那領受他見證的，就印上印，證明 神是真的。
那領受祂見證的，就必印證 上帝是真的。147
神所差來的就說 神的話，因為 神賜聖靈給他是沒有限量的。
上帝所差遣的就說 上帝的話，因為 （上帝）所賜的靈是無限。148

3:35

父愛子，巳將萬有交在他手裏。
父愛子，巳將萬有交在祂手裏。

約 3:36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原文是不得見永生〕， 神

3:36

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持續信子的人有永生；一直不服從子的人必看不到生命，149 上帝的震
怒常在他上面。」150

約 3:35

約 4:1

4:1
約 4:2

4:2
146

主知道法利賽人聽見他收門徒，施洗，比約翰還多，
當耶穌151 知道那些法利賽人聽見耶穌收門徒和施洗，152 比約翰還多，
（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洗，乃是他的門徒施洗，）
（雖然耶穌未曾親自施洗，而是祂的門徒們。）153

「所見所聞的」是指耶穌在天上所見所聞的。
「印上印，證明」的原文只有一個（神聖）過去時態、被動語態的字 evsfra,gisen，因此翻
譯成「必印證」
。
148
Michaels (2010:226)認為耶穌獨享無限的聖靈，其他先知只有部分的聖靈。本書不完全同意這
種說法，因為聖靈只有一個，沒有大小之分。耶穌能夠完全展現聖靈的能力，是因為耶穌願意完
全倒空自己。這句經文並沒有說上帝賜給「祂」的靈是無限的，原文沒有「祂」
。
149
「持續信」原文是 pisteu,wn，
「一直不服從」的原文是 avpeiqw/n。後者又可以翻譯成「不相
信」(BibleWorks 9)，但是因為「不服從」可以包括未信者和相信了又離開的基督徒，所以範圍較
廣。
150
不信主的人不自覺的常常作惡，因此常常受到上帝的懲罰。中國古諺：頭上三尺有神明，就
有同樣的意思。
「看」是未來時態、關身語態，應翻譯成命令語氣的「必」
（華勒斯 2011:230, 245）
。
「常…在」原文只有一個字 me,nei（停留），是現在時態，在此有「經常」的含意(華勒斯 2011:
224)。
151
和合本以及大部分的英文聖經版本使用「主」而不是「耶穌」
，是根據不同的聖經原文版本
(Michaels 2010: 231)。本書使用 Bible Works 9 的版本。
152
耶穌可能擔心猶太教領袖法利賽人嫉妒祂，而提早發動對祂的迫害，所以先避開鋒頭。這一
句的文法結構因為是一個子句（法利賽人聽見）包含在另一個子句裡（耶穌知道），要翻譯成英
文時很複雜，但是翻譯成中文就不需要考慮這些文法的問題(華勒斯 2011: 480, 566)。
153
由於「施洗」在當時可能是「收門徒」的儀式慣例，所以許多神學家認為耶穌應該還是有替
祂的門徒施洗(Michaels 2010: 232-234)。不過，沒有任何經文明確表示耶穌有親自施洗。
「未曾親
58
147

約 4:3

4:3
約 4:4

4:4

他就離了猶太，又往加利利去。
祂就離開猶太，又進入加利利。154
必須經過撒馬利亞，
但是祂必須經過撒馬利亞，155

約 4:5

於是到了撒馬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敘加，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
地。

4:5

於是進入撒馬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敘加，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
地。156

約 4:6

在那裏有雅各井；耶穌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時約有午正。
在那裏有雅各井；耶穌因旅行已勞累，就一直坐在井旁。157 那時候大概

4:6

是中午。158
約 4:7

4:7
約 4:8

4:8
約 4:9

有一個撒馬利亞的婦人來打水。耶穌對她說：「請你給我水喝。」
有一個撒馬利亞的婦人來舀水。159 耶穌對她說：160「給我喝！」161
（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
（因為祂的門徒們已進城去買食物。）162
撒馬利亞的婦人對他說：「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馬利亞婦人
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沒有來往。

自施洗」的「施洗」evba,ptizen 又是不完成時態。因此，本書認為耶穌應該從來沒有親自施洗過。
154
耶穌之前在加利利(1:43, 2:1-12)。
155
神學家對於「必須」是否只有地理或者也有神學的意涵，有不同的看法。神學的意涵是指接
下來發生的事，構成普世救恩的一個例證(Michaels 2010: 234-235, 237)。本書根據下文的發展，
同意這種神學的解釋。不定詞 die,rcesqai（經過）作為「實名詞」用，是動詞 e;dei「必須」的
主詞（華勒斯 2011：635）。
156
指的是創 48：22，雅各給約瑟的一塊地，就是示劍，後來成為撒瑪利亞的首都。
157
「勞累」的原文 kekopiakw.j 是分詞、完成時態，要翻譯成「因…勞累」 (華勒斯 2011: 667)。
「坐」evkaqe,zeto 是不完成時態，因此翻譯成「一直坐」，似乎表示耶穌故意在等婦人出現。
158
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也約是正午。救恩似乎常在中午臨到？
159
由於「婦人」gunh. 前面沒有冠詞，沒有確定性，所以翻譯成「有一個婦人」
（華勒斯 2011；
255）。
160
這裡關於代名詞「她」auvth/|的文法討論似乎沒有必要（華勒斯 2011：338-339）
，上下文自己
很清楚。
161
「給」do,j 是命令語氣。Michaels (2010:238)認為耶穌只是因為很渴，而語氣略表不耐。可是
從上下文來看，耶穌是要這婦人悔改，因此用命令語氣表現祂的權威。
「喝」的原文是 pei/n，沒
有包括「水」，4：9 亦同。
162
本句經文以作為解釋用的連接詞 ga.r（由於）開始（華勒斯 2011：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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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4:9

撒馬利亞的婦人就對祂說： 「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馬利亞婦
人要喝的呢？」原來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不來往。

約 4:10

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 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
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耶穌回答她說：「妳若一直知道 上帝的恩賜，也就是對妳說『給我喝』
的是誰，164 妳必求祂，祂也必給妳活水。」165

4:10

約 4:11

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哪裏得活水呢？

4:11

她對祂說：「先生啊！

166

祢沒有桶子，且井又深，祢從哪裏得這活水呢？

167

約 4:12

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裏的
水，難道你比他還大嗎？」

4:12

難道祢比我們的祖宗雅各還大嗎？168 他給我們這井，他自己和他的兒子
們並他的牲畜也都喝它的，」

約 4:13

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

4:13

耶穌回答她說：「凡喝這水的將會再渴；

約 4: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
到永生。」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絕對不會渴。170 我所賜的水在他裡面必成為泉水，
171
持續湧到永生。」

4:14

約 4:15

163

169

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

「撒馬利亞的婦人」h` gunh. h` Samari/tij 雖然有冠詞，但不是指一位眾人皆知的婦人，而
是指前面 4:7 提到的婦人（華勒斯 2011：227），所以中文不必翻譯成「那婦人」。
164
「上帝的恩賜」與「說…是誰」是指同一人，也就是耶穌(Michaels 2010: 241)。
165
「求」與「給」都是「過去神聖時態」，代表必成就的應許。
166
「先生」的原文是呼格的 ku,rie，本應該翻譯成「主啊」
，但是這婦人尚未成為信徒，因此翻
譯成有尊敬意味的「先生啊」(Michaels 2010: 241)。
167
「活」zw/n 是分詞，形容「水」(華勒斯 2011: 252, 653)。「活」的前面有冠詞 to.，表示特定
指 4：10 的「活水」
。婦人期待「活水」是從地下而來，耶穌的活水卻是從天上而來(Michaels 2010:
242)。
168
撒瑪利亞人自認為是雅各的兒子約瑟的後代，並以此為榮(Michaels 2010: 242)。
169
「喝…的」o` pi,nwn 是分詞作為「實名詞」用，有「經常喝」的意思（華勒斯 2011：621）
。
170
「若有人」a;n 加上一個假設語氣動詞，是表示「某類的人」
（華勒斯 2011：503）
，這細緻的
文法差別，中文不用翻譯出來。
「絕對不會」ouv mh.連在一起時，是希臘文文法中，最強烈的否
定句(華勒斯 2011: 491)，所以翻譯成「絕對不會」
，而不是一般的「不會」ouv。
171
「成為」是未來時態、關身語態，翻譯成命令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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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婦人對祂說：「先生啊！給我這種水！以致我不會渴，不用遠來這裡舀
水。」172

約 4:16

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裏來。」
祂對她說：「去！ 叫妳的丈夫也來這裏！」173

4:16
約 4:17

4:17

約 4:18

4:18

婦人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
婦人回答祂說：「我現在沒有丈夫。」耶穌對她說：「妳說的對：『我
現在沒有丈夫』」。174
你巳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你這話是真的。」
妳曾經有五個丈夫，妳現在有的那一位並不是妳的丈夫。175 妳已誠實地
說出。」176

4:19

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婦人對祂說：「先生啊！我看出祢是一位先知。177

約 4:20

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4:20

我們的祖先們曾在這山上敬拜，
耶路撒冷。』」

約 4:21

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
不在耶路撒冷。
耶穌對她說：「妳要信我！婦人啊！179 時候將到，180 你們將來敬拜父，

約 4:19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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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你們現在說：『敬拜的地方應當是在

人心剛硬時，需要有神蹟來化解剛硬。耶穌接下來就小小展示一下「全知」的能力。
「去」與「叫」都是命令語氣。
174
『我現在沒有丈夫』用雙引號來表示這個字距之前 o[ti 直接受詞的功用，而不用翻譯出 o[ti
（華勒斯 2011：477, 716）。兩個「有」都是現在時態。第二個「有」雖然是第一人稱，但是指
婦人，因此要翻譯成「妳」(華勒斯 2011: 198, 302)。
175
「那一位」o[n（或 o[j）本來只是關係代名詞，但是因為文意而省略了一個指示代名詞在它的
前面，所以要把省略的「指示」意思翻譯出來（華勒斯 2011：355）。
176
「誠實地」avlhqe.j 是形容詞當作副詞，形容「說」
（華勒斯 2011：307）。
177
婦人驚訝耶穌能夠知道她的過去，有先知的能力 profh,thj（主格、主格，作為「不確定的
主格述詞補語」
），但是不確定祂是否屬於正統的先知，因此繼續詢問耶穌的來路(華勒斯 2011:
278)。原文有一個連接詞 o[ti，具有間接引述後面子句「祢是先知」的功能（華勒斯 2011：716）
。
178
「這山上」是指基利心山（申 27：12）。摩西囑咐約書亞，過了約旦河之後，要在基利心上
上獻祭感謝上帝。希臘帝國時代，亞力山大大帝曾允許撒瑪利亞人在此山上建廟禮拜上帝。後來
該廟被摧毀，也就是婦人說的他們的祖先「曾」在該山上禮拜 (Michaels 2010: 249)。因此，撒瑪
利亞人認為他們才是猶太教的正統。
179
「信」是命令語氣。
「婦人」是呼格。
180
「到」是現在時態、關身語態，配合本句經文其他動詞的未來時態，翻譯成「將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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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約 4:22

4:22

既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
人出來的。
你們現在拜的，你們一直不知道；我們現在拜的，我們一直知道，182 因
為救恩現在是從猶太人而來。183

約 4:23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
要這樣的人拜他。」

4:23

時候到了，就是現在， 那真正的敬拜者要用靈和真理拜父，
父就是在找這樣拜祂的人們。」

約 4:24

4:24
約 4:25

4:25

184

185

因為

神是個靈〔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上帝是個靈，186 所以拜祂的必須用靈和真理拜祂。
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他來了，必將一
切的事都告訴我們。」
婦人對祂說：「我已知道那稱為基督的彌賽亞來了；187 當祂來了，將對
我們宣告一切的事。」

188

4:26

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耶穌對她說：「正在跟妳說話的我就是祂！」189

約 4:27

當下門徒回來，就希奇耶穌和一個婦人說話；只是沒有人說：「你是要

約 4:26

181

「拜」proskune,w 後面若是接著一個間接受詞的神或父，常常表示這是真神（華勒斯 2011：
178）。
「父」是指上帝父神，相對於婦人所說的「祖先」
。
182
兩個「拜」都是現在時態，兩個「認識」都是完成時態。撒瑪利亞人所敬拜的可能已經跟當
地信仰混雜了，而猶太人還保留敬拜上帝的純正。救恩要從純正的信仰群體而來，但是將超越猶
太人成為眾人的信仰，包括撒瑪利亞人。
183
「是」是現在時態，表示救恩現在是從猶太人耶穌而來。
「救恩」前面的冠詞不用翻譯出來（華
勒斯 2011：236）
。
184
「到了」、
「是」都是現在時態。
185
「真理」是指耶穌所說的話語。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約 14：6）
。和合本將
約翰福音的 avlhqei,a，
| 幾乎都翻譯成「真理」，只有在此處翻譯成「誠實」。這一句經文是「三位
一體」的表現。
186
pneu/ma o` qeo,j 帶冠詞 o` qeo,j 的是主詞。就如 1:1 翻譯「道有神性」的理由類似，上帝有靈
的特性，但不是那聖靈，所以要翻譯成「上帝是個靈」
，而不能翻譯成「上帝是靈」(華勒斯 2011：
42)。
187
「稱為」lego,menoj 是分詞當作形容詞用，形容「彌賽亞」（華勒斯 2011：654）。但是因為
該字前面有冠詞，也可以作為名詞，當作「彌賽亞」的主詞補語。
188
「知道」是完成時態；「祂必來」的「來」是「神聖過去式」。
189
「我就是」的原文 evgw, eivmi，在新約中常常是耶穌的自稱，對應上帝在舊約的「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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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約 4:28

4:28
約 4:29

4:29
約 4:30

4:30

甚麼？」或說：「你為甚麼和她說話？」
這時候祂的門徒們回來，就驚訝耶穌一直和一位婦人說話；只是沒有人
說：「祢找甚麼？」或者：「祢為甚麼和她說話？」190
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裏去，對眾人說：
那婦人就放下她的水桶，進入城裏，191 對眾人說：
「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了，莫非這就
是基督嗎？」
「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告訴我我過去所做的一切事，也許這就是基督？」
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裏去。
他們就出城，前往祂那裡。192

4:31

這其間，門徒對耶穌說：「拉比，請吃。」
在這其間，門徒們詢問祂說：「拉比，吃吧？」193

約 4:32

耶穌說：「我有食物吃，是你們不知道的。」

4:32

祂對他們說：「我有食物吃，是你們一直不知道的。」

約 4:33

門徒就彼此對問說：「莫非有人拿甚麼給他吃嗎？」
於是門徒們就彼此一直說：194「莫非有人拿甚麼給祂吃嗎？」

約 4:31

4:33
約 4:34

4:34

190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
耶穌對他們說：「我的食物就是執行那差遣我來者的旨意，完成祂的工
作。195

「婦人」沒有冠詞，表示不特定的婦人 (華勒斯 2011: 110)。門徒們可能覺得耶穌怎麼可以
隨便就跟一位婦人搭訕？但又不敢問耶穌。
191
婦人急著進城告訴大家這個天大的消息，所以連水桶都不帶了。
192
「前往」h;rconto 是不完成時態，表示他們前往的過程中，下一節經文所描述的事情就發生
了(華勒斯 2011: 574)。
193
「吃吧」是命令語氣、過去時態，但不適合翻譯成命令語氣，而是祈願語氣。門徒們可能進
城耽擱一陣子，回來看到耶穌跟婦人說話，以為耶穌是向婦人要食物吃。所以，門徒們問耶穌是
否還需要吃？
194
「彼此」avllh,louj 是「相互的代名詞」，永遠是複數 (華勒斯 2011: 156)。
195
i[na 加上一個假設語氣的動詞子句時，整個子句成為一個「實名詞」，因此 i[na 在此要翻譯成
「就是」(華勒斯 2011: 499)。
「食物」在此的意思是「福音果實」
。信徒們想著吃飽，耶穌想著
傳福音結果子。耶穌剛剛才結了撒瑪利亞婦人的果子，而且正有一批城民相信祂、要來見祂（4：
39）
。耶穌已經有喜樂飽足感，門徒們卻不瞭解。Michaels (2010:261)認為「食物」是代表「順服」
。
這種解釋似乎與經文的上下文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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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35

4:35

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
看，莊稼巳經熟了〔原文是發白〕，可以收割了。
你們不是說『還有四個月才要收割』嗎？看哪！我告訴你們，舉起你們
的眼睛向田看！莊稼現在成熟了。196

4:36

收割的人得工價，積蓄五穀到永生，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
那收割的得工資，積蓄成果到永生，讓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197

約 4:37

俗語說：『那人撒種，這人收割』，這話可見是真的。

4:37

在這件事上，俗話是真的：『有人撒種，有人收割』。

約 4:38

我差你們去收你們所沒有勞苦的；別人勞苦，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的。」
我曾經差遣你們去收割你們所一直沒有勞苦的；別人已經勞苦，你們則
已經享受他們的勞苦。」199

約 4:36

4:38

約 4:39

4:39

198

那城裏有好些撒馬利亞人信了耶穌，因為那婦人作見證說：「他將我素
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來了。」
那城裏有好多撒馬利亞人信了祂，因為那婦人所見證的話：200「祂告訴
我我過去所做的一切事。」

約 4:40

4:40

約 4:41

4:41

196

於是撒馬利亞人來見耶穌，求他在他們那裏住下，他便在那裏住了兩
天。
於是撒馬利亞人來到祂那裡，一直請祂與他們同住，祂便在那裏住了兩
天。
因耶穌的話，信的人就更多了，
因祂的道，更多人相信了，201

「莊稼」是指 4: 30 那些正朝向耶穌走來的城民(華勒斯 2011: 234)。
「莊稼成熟」表示這些人
的心柔軟，期待救贖。
「成熟」的原文是 leukai,「白了」
。傳統解經翻譯成「成熟」
，比較符合上
下文。Michaels (2010:263)認為「白了」代表「純潔」
、
「救贖」
。耶穌剛剛才「收割」了撒瑪利亞
婦人這個莊稼，藉此勸勉門徒們隨時隨地傳福音，不用等待。
197
「撒種的和收割的」後面接的動詞「快樂」cai,rh| 是單數，表示「撒種的」比較重要，是真
正「快樂」的人；教會要注重撒種，而非人數的增長（華勒斯 2011：402）。
198
兩個「有人」都是 ἄλλος，因此不適合把前者翻譯成「那人」
，後者翻譯成「這人」
。
199
本書稍微修改 Michaels (2010:266-267)的解釋，這裡的「別人」是指三一神（別人是複數）
。
三一神已經預備某些人來接受主，等著門徒們去給他們施洗。「已經享受」表示門徒在約旦河邊
代表耶穌施洗（3：22-26；4：2）。
200
華勒斯（2011：252）認為「所見證的話」的分詞「見證」maturou,shj 應該作為副詞用，而
不是有些英文譯本翻譯成形容詞。不過，本書認為「見證」是所有格，就應該照此翻譯。
201
這是耶穌第一次得到撒瑪利亞人信徒。
64

約 4:42

4:42

便對婦人說：「現在我們信，不是因為你的話，是我們親自聽見了，知
道這真是救世主。」
他們一直對婦人說：202「我們現在信，不再是因為妳所說的，而是我們
已經親自聽見了，並已經知道這真是救世主。」203

4:43

過了那兩天，耶穌離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
過了那兩天，204 祂離開那地方，進入加利利。

約 4:44

因為耶穌自己作過見證說：「先知在本地是沒有人尊敬的。」

4:44

因為耶穌親自作過見證：「先知在自己的家鄉是沒有尊嚴的。」

約 4:45

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見他在耶路撒冷過節所行的一切事，就接
待他，因為他們也是上去過節。
之後，祂進入加利利，加利利人就接待祂，因為他們已看過祂在耶路撒

約 4:43

4:45

205

冷過節時所行的一切事；206 且因為他們也曾去過節。
約 4:46

耶穌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從前變水為酒的地方。有一個大臣，
他的兒子在迦百農患病。

4:46

於是耶穌又回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祂曾使水成為酒的地方。
位官員，他的兒子在迦百農一直生病。208

約 4:47

他聽見耶穌從猶太到了加利利，就來見他，求他下去醫治他的兒子，因
為他兒子快要死了。
當他聽見耶穌從猶太進入加利利的時候，就去祂那裡，一直請祂下去醫
治他的兒子，因為他兒子快要死了。209

4:47

207

約 4:48

耶穌就對他說：「若不看見神蹟奇事，你們總是不信。」

4:48

耶穌就對他說：「你們若不看見神蹟奇事，你們絕對不信。」210

202

有一

「一直…說」e;legon 是未完成時態，可能表示繼續不斷有人告訴婦人，而不是大家一起一
次告訴婦人。
203
撒瑪利亞人瞭解到耶穌不只是猶太人的主，也是撒瑪利亞人的主，更是「救世主」
。
204
「那兩天」ta.j du,o h`me,raj 的冠詞「那」ta.j，是指 4：40 提到的「兩天」 (華勒斯 2011: 227)。
205
太 13：57；可 6：4；路 4：24。本書同意 Michaels (2010:272-274)的解釋，認為「家鄉」是
指地上長居的任何村鎮。先知們與耶穌的使命（「尊嚴」）是將福音傳出去，而不能長期的停留在
一個地方。停留過久將失去他做為先知的尊嚴。
206
「一切事」是指在聖殿趕出商人（2：13-22）
。
207
由於「使水成為酒」evpoi,hsen to. u[dwr oi=non 的「水」有冠詞，而「酒」沒有，所以「水」
是受詞，「酒」是受詞補語(華勒斯 2011: 192)。
208
耶穌對羅馬百夫長行了類似的事蹟（太 8：5-13；路 7：1-10）。
209
耶穌這時在迦拿，大臣的兒子在迦百農。
210
人性就是以神蹟奇事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有宗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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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49

4:49

那大臣說：「先生，求你趁著我的孩子還沒有死就下去。」
那官員對祂說：「主啊！211 求祢一定要在我的小孩死前就下去！」

4:50

耶穌對他說：「回去吧，你的兒活了！」那人信耶穌所說的話就回去了。
耶穌對他說：「回去吧！你的兒子活了！」212 那人相信耶穌對他所說的
話，就要回去了。213

約 4:51

正下去的時候，他的僕人迎見他，說他的兒子活了。

4:51

當他正下去的時候，他的僕人們遇見他說，

約 4:52

他就問甚麼時候見好的。他們說：「昨日未時熱就退了。」
他就問他們甚麼時候轉好的。他們對他說：「昨日第七小時（下午一點）
發燒就離開他了。」

約 4:50

4:52

約 4:53

4:53

214

他的小孩活了。

他便知道這正是耶穌對他說「你兒子活了」的時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
信了。
這父親便瞭解這正是耶穌對他說「你兒子活了」的時候；他自己和他全
家就都信了。

約 4:54

4:54

約 5:1

約 5:1
約 5:2

211

這是耶穌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蹟，是他從猶太回去以後行的。
這是耶穌離開猶太又進入加利利以後，所行的第二件神蹟。215

這事以後，到了猶太人的一個節期，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這些事以後，在一個猶太人的節期間，216 耶穌上去進入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池子，希伯來話叫作畢士大，旁邊有五個
廊子；

這裡的「先生」應該翻譯成「主」
，表示這位大臣真誠的在向耶穌祈求(Michaels 2010: 279)。
「活了」zh/| 是現在時態，表示耶穌的應許馬上實現。大部分英文翻譯本都錯誤翻譯成未來
時態，與下句經文（4：54）內容不合。
213
「那人」o` a;nqrwpoj 的「那」o` 是指 4:46 的那位官員（華勒斯 2011：227）。「要回去了」
evporeu,eto 是不完成時態，為了連接下一節經文要發生的事情。
214
「遇見」u`ph,nthsan 的受詞一般都是間接受格，雖然文意要求直接受格。這是間接受格作為
直接受格的特例。(華勒斯 2011: 179)。
215
「這是…所行的第二件神蹟」Tou/to …deu,teron shmei/on evpoi,hsen 的「這是」是「行」
evpoi,hsen 的直接受格，而「第二件」和「神蹟」則是「這是」受詞補語 (華勒斯 2011: 193-194,
253)。
216
「在」h=n 是不完成時態，表示節期進行中。這節期是安息日（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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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217

約 5:2

在耶路撒冷，
廊；

約 5:3

裏面躺著瞎眼的、瘸腿的、血氣枯乾的許多病人。
裏面一直躺著許多病人、瞎眼的、瘸腿的、癱瘓的。

約 5:3

靠近羊門有一個池子，希伯來話叫作畢士大，有五道門

約 5:4

〔有古卷加：等候水動；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子攪動那水，水動之後，
誰先下去，無論害甚麼病就痊愈了。〕218

約 5:5

在那裏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
在那裏一直有一個人，他的病有三十八年了。

約 5:5
約 5:6

約 5:6

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你要痊愈嗎？」
耶穌看見他躺著，219 且瞭解他有（病）很久，就對他說：「你想要痊癒
嗎？」

約 5:7

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裏；我正去的
時候，就有別人比我先下去。」

約 5:7

那病人回答祂：「主啊！每當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扔進池子裏；當
我來的時候，別人比我先下去。」

約 5:8

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
耶穌對他說：「起來！拿起你的墊被！220 走一走！」221

約 5:8
約 5:9

約 5:9
217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來走了。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墊被，一直走。222

「耶路撒冷」toi/j ~Ierosolu,moij 在新約中大多以複數出現。 vEstin（在）是現在時態，
是從作者觀點來看的現在時態，不一定表示「歷史事件」
。這個文法的爭議，涉及約翰福音的完
成日期，到底是主後 70 年、耶路撒冷城被毀之前，還是之後完成的？ (華勒斯 2011:558)。
218
這一節經文是不是聖經原文的一部分，一直有爭議(Michaels 2010: 290-291)。本書認為此節經
文比較像是天主教天使論的添加物，與基督教正統教義有些距離，因此贊同 Bibleworks 9 不予翻
譯。此經文並未言明這些天使是上帝所差遣，而且上帝大概也不會用這種奇怪的方式醫治那些病
人。
219
「看見他」tou/ton 的「他」是「指示代名詞」當作「人稱代名詞」用，比較沒有「指示」那
麼強調語氣（華勒斯 2011：344）
。
220
馬可福音（2：1-12）記載著類似的耶穌醫治癱子的故事。
「拿起」為過去時態、命令語氣，
表示「神聖性」或「急迫性」
（華勒斯 2011：357-358）。有「神聖過去時態」意思。
221
「走一走！」peripa,tei 是現在時態、命令語氣，強調「持續一個新動作」
，可以翻譯成「開
始與繼續走吧！」(華勒斯 2011: 759)。但是這樣的翻譯，在中英文都很奇怪，因此翻譯成「走
一走」與原意相似，且與下一節經文銜接。吳存仁的翻譯有爭議。
222
「一直走」periepa,tei 是不完成時態，表示這病人在原地一直走，並未離開，因此才有接下
來的對話。
67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猶太人對那醫好的人說：「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
子是不可的。」
約 5:10 那天是安息日，223 於是猶太人對那醫好的人說：224「這是安息日，你不
可以拿著你的墊被離開。」
約 5:10

他卻回答說：「那使我痊愈的，對我說：『拿你的褥子走吧。』」
約 5:11 他卻回答他們說：
「那使我痊癒的，225 對我說：
『拿起你的墊被走一走！』」
約 5:11

他們問他說：「對你說『拿褥子走』的是甚麼人？」
約 5:12 他們問他：「對你說『拿起墊被走一走』的是甚麼人？」
約 5:12

那醫好的人不知道是誰；因為那裏的人多，耶穌已經躲開了。
約 5:13 那被醫好的人一直不知道是誰；226 因為耶穌離開了人多的地方。227
約 5:13

後來耶穌在殿裏遇見他，對他說：「你已經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
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約 5:14 這些事之後耶穌在殿裏找到他，對他說：「看哪！你已經痊癒了，不可
約 5:14

228

再犯罪！免得災禍臨到你。」

那人就去告訴猶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穌。
約 5:15 那人就去報告猶太人，使他痊癒的是耶穌。229
約 5:15

所以猶太人逼迫耶穌，因為他在安息日做了這事。
約 5:16 因此猶太人就一直逼迫耶穌，230 因為祂在安息日一直做這些事。
約 5:16

約 5:17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約 5:17 耶穌回應他們：「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231
223

「那天是安息日」的原文與英文譯本是放在 5：9 末後。
「於是」ou=n 是作為轉接用的連接詞（華勒斯 2011：711）
。
225
本句中有 evkei/no,j （那人）是多餘的字，不必翻譯出來 (華勒斯 2011: 345)。
226
「是誰」ti,j evstin 的「是」evstin 是現在時態，而不是過去時態，這是為了保留當事人（癱
子）說話時的觀點（華勒斯 2011：566）。
227
「人多的地方」o;vlou o;ntoj evn tw/| to,pw 是一種「引進獨立分詞片語」
，分詞是 o;ntoj（在）
，
可以翻譯成「多人在的地方」或者「當多人在那裡」
（華勒斯 2011：692）。
228
耶穌似乎是主動找到這個人，可能知道這人病好之後，卻開始犯罪，因此警告他。得到救恩
的人再犯罪，他的刑罰將更大。
229
這人恩將仇報，不但不立刻認罪悔改，竟然向猶太人告狀。真是「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
接受光」
（1：5）
。這似乎是使徒約翰想在這卷福音書告訴讀者的主要訊息：耶穌來救世人，卻遭
大多數世人迫害。
230
「逼迫」evdi,wkon 是不完成時態，表示猶太人一直不斷的逼迫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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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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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5:18 因此猶太人更一直要殺祂；因祂不但一直違反安息日，232 並且一直稱
上帝為祂自己的父，以致使自己等同於 上帝。233
約 5:18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惟
有看見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
約 5:19 耶穌回答他們說：234「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靠自己不能做甚麼，
約 5:19

235

除非看見父所做的；祂（父）所做的諸事，子現在照樣做。

父愛子，將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給他看，還要將比這更大的事指給他看，
叫你們希奇。
約 5:20 父愛子，將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給祂看，還要將比這些更大的事指給祂
約 5:20

看，讓你們驚訝。
父怎樣叫死人起來，使他們活著，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
約 5:21 父怎樣舉起死人並使復活，子也照樣隨意使人復活。
約 5:21

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約 5:22 父現在不審判任何人，乃將所有的審判已經交與子，236
約 5:22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
約 5:23 讓大家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遣祂來的
父。
約 5:23

約 5:2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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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一直做事（拯救人類），現在耶穌出現與上帝同工拯救人類。
「想」與「犯」都是不完成時態，表示猶太人與耶穌雙方持續不斷的衝突，愈演愈烈。
233
猶太人相信只有上帝是神，不相信上帝有兒子。耶穌自稱為上帝的兒子，觸犯了猶太信仰的
大忌。「一直稱」e;legen 是未完成時態，表示耶穌一直這麼說。此句經文的前後字詞（
「祂自己
的父」、
「神」）都是直接受格，表示同等 (華勒斯 2011: 254)；而且「父」雖然沒有冠詞，但是
作為受詞補語，有確定的意思(華勒斯 2011: 260)。
「使」poiw/n 是分詞，有「結果」、「導致」
的意思(華勒斯 2011: 673)。
234
「回答」avpekri,nato 是過去時態，
「說」e;legen 是不完成時態，但是為了中文翻譯的順暢，
「說」不適合翻譯成「一直說」
（華勒斯 2011：571）
。
235
耶穌可能使用一個當時的俗語，來說明自己忠實的仿照天父所做的(Michaels 2010: 308-309)。
原文沒有「子才能做」
。
236
父與子是同一位神，但有不同的角色。耶穌擔任審判世界的角色。上帝則審判人的靈魂與鬼
魔。啟示錄的主角就是親自主持末日審判的耶穌。耶穌來到世上，為的是給人們最後一次悔改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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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約 5: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聽我的話、又相信那差遣我的，就有永生，
237
也不會進入審判，而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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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5:25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將要聽見 上帝
兒子的聲音，那聽見的就必活著。238
約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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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5:26 因為父怎樣自有生命，就也照樣賜給祂兒子自有的生命，239
約 5:26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
約 5:27 並且因為祂是人子，240 就賜給祂施行審判的權柄。
約 5:27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見他的聲
音，就出來：
約 5:28 你們不可驚訝此事：「時候將到，屆時凡在墓穴裏的，都要聽見祂的聲
約 5:28

241

音且出來。

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約 5:29 行善的復活得生命；作惡的復活被審判。」242
約 5:29

約 5:30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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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藉著耶穌說話，宣告永生和審判的條件。
耶穌當然可以使死人復活。不過，「死人」在這裡可能主要是指心靈已死的猶太人 (Michaels
2010: 317)。
239
「自有生命」zwh.n e;cein evn e`autw/| 是指永恆的生命。上帝和耶穌要與人分享這個永恆的
生命。「有」e;cein 是不定詞，是新約中唯一不帶冠詞的不定詞，作為直接受詞（華勒斯 2011：
636）
。
240
連接詞「因為」o[ti 在此有表達原因的功用（華勒斯 2011：712）
。有些神學家爭議此處的「人
子」沒有冠詞，是否不一定指耶穌？(Michaels 2010: 319) 這是無謂的爭議。從上下文看，耶穌一
直以人子自稱，沒有必要突然否定自己。
「人子」沒有冠詞可能是因為作者省去而已。在啟示錄，
身為人子的耶穌負責審判活人，上帝則審判人的靈魂與墮落的天使們。
241
「出來」的原文與英文譯本都放在下一節。和合本的分節比較合理。
242
「生命」zwh/j 與「審判」kri,sewj 都是所有格，有「目的」和「結果」的意思（華勒斯 2011：
102）
。Michaels (2010:322)認為「行善」是指「信主」
，
「作惡」是指「不信主」
。這可能是採取路
德派的「因信稱義」解經。本書不同意這種解經。新約強調信心與行為同等重要。啟示錄最後的
白色寶座審判，同時包括信心與行為的審判。基督徒要有信心，也要有好行為，兩者缺一不可。
「生命」與「審判」都是所有格，本來應該翻譯成「生命的復活」與「審判的復活」
，但是這不
符合中文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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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5:30 「我靠著自己不能做甚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
的；因為我不尋求自己的意思，只尋求那差遣我來者的意思。」
我若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就不真。
約 5:31 我若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就不是真的。243
約 5:31

另有一位給我作見證，我也知道他給我作的見證是真的。
約 5:32 另有一位現在為我作見證，244 我已知道他為我作的見證是真的。
約 5:32

你們曾差人到約翰那裏，他為真理作過見證。
約 5:33 你們已經差遣人去（施洗）約翰那裏，他也已經見證那真理。245
約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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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5:34 但是我所得到的見證不是從人來的；而我說這些話，為要使你們得救。
246

約 5:35

約翰是點著的明燈，你們情願暫時喜歡他的光。
247

約 5:35 他是燃燒發光的燈，你們情願喜歡他一時的光芒。

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因為父交給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
事，這便見證我是父所差來的。
約 5:36 不過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因為父已經交給我要我自己完成的這些
事。我現在所作的這些事，就見證了我是父所差遣來的。
約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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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5:37 差遣我來的父也已經為我見證。你們一直沒有聽過祂的聲音，也一直沒
有看過祂的形像。248
243

根據利未記（19：15）的猶太律法，兩人以上的見證才是有效。
「我若為自己作見證」的「見
證」marturw/是現在時態，前面接著假設語氣的連接詞「若」eva.n，表示一種「現在的普遍條件」，
類似一種事實的因果關係，而無關「可能性」(華勒斯 2011:494, 713)。
244
這「另一位」作見證的是指上帝（5：24, 30），不是指施洗約翰。
245
這是指 1：19-28 所描述的事。猶太人派人去問施洗約翰關於耶穌的事，施洗約翰就為耶穌（真
理）作見證。
246
「為了要」是連接詞 i[na，表示「目的」
（華勒斯 2011：714）。
247
施洗約翰是燈，不是光：耶穌才是光。所以施洗約翰所發出的光，只是短暫的光：耶穌的光
是永遠的光。猶太人以為施洗約翰是偉大的先知，情願享受他暫時的光芒，而不願尋求耶穌的光
(Michaels 2010: 326-328)。
248
天父的見證就是讓耶穌道成肉身，有天父的聲音與形象。猶太人不接受耶穌，就聽不到天父
的聲音、看不到天父的形象。
71

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裏；因為他所差來的，你們不信。
約 5:38 祂的道你們沒有存留在身上；249 因為祂所差遣的那一位，你們不信。
約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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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5:39 你們查考經書！250 因你們認為它們裡面有永生；它們現在就是為我作見
證。
約 5:39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
約 5:40 然而，你們卻不願意來我這裏得生命。
約 5:40

「我不受從人來的榮耀。
約 5:41 「我不接受來自人們的榮耀。
約 5:41

但我知道，你們心裏沒有 神的愛。
約 5:42 但我已認識你們，你們裡面沒有 上帝的愛。251
約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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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5:43 我奉我父的名已經來了，你們不接待我；若別人用自己的名來，你們卻
要接待他。
約 5:43

你們互相受榮耀，卻不求從獨一之 神來的榮耀，怎能信我呢？
約 5:44 你們怎能相信互相所給的榮耀，252 卻不尋求從獨一 上帝來的榮耀？253
約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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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5:45 不可認為我將在父那裡控告你們；現在控告你們的，就是你們一直仰賴
的摩西。
249

舊約預表耶穌就是那位彌賽亞。猶太人相信舊約（上帝的道）
，卻不願接受耶穌就是彌賽亞，
所以上帝的道就不存留在猶太人身上。
250
「經書」ta.j grafa,j 是指舊約書卷，所以是複數。evrauna/te 可以是現在時態，也可以是命
令語氣。耶穌在約翰福音說話時，常常使用命令語氣，因此這裡也翻譯成命令語氣。
251
猶太人表面愛上帝，心裡卻沒有上帝的愛，因此不瞭解上帝愛世人，賜下祂的獨生子為拯救
世人。
252
猶太人接待法利賽人、文士，卻不願意接待耶穌（5：43），是因為猶太人只相信法利賽人、
文士屬人的榮耀（頭銜）
，卻不願意接受耶穌屬上帝的榮耀（上帝之子）
。就像是當代的自由派神
學家，他們只接受他們所認可的門派與師承解經，卻不願意接受聖經的字面意思。
253
父是獨一上帝，耶穌也是天父的獨子。獨一上帝的本質不變。
72

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約 5:46 如果你們一直相信摩西，就會一直相信我，254 因為他所寫的就是關於
我。
約 5:46

你們若不信他的書，怎能信我的話呢？」
約 5:47 你們若不相信他所寫的，怎能相信我的話呢？」255
約 5:47

約 6:1

這事以後，耶穌渡過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哩亞海。

約 6:1

這些事以後，耶穌過到加利利海（提比哩亞海）的另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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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一直跟隨祂，因為他們一直看見祂在病人身上行許多神蹟。257

約 6:2

256

約 6:3

耶穌上了山，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裏。
耶穌上了山，就和祂的門徒們一直坐在那裏。

約 6:4

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

約 6:4

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餐宴近了。

約 6:3

258

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就對腓力說：
「我們從哪裏買餅叫這些人吃呢？」
約 6:5 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到祂那裡，就對腓力說：「我們從哪裏買餅讓這
些人吃呢？」
約 6:5

約 6:6

（他說這話是要試驗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行。）
（祂一直說這話來試驗腓力；259 因祂自己已經知道要怎麼做。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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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6

254

「如果…就會」eiv…a;n 此處表示一件與過去事實相反的事情，表示猶太人其實不相信摩西，
因此也就不會相信耶穌（華勒斯 2011：733）
。
255
猶太人讀摩西五經，卻沒有讀通，不瞭解耶穌就是彌賽亞。
256
「提比哩亞」是加利利海南端的一個城市，因此加利利海有時亦稱為「提比哩亞海」(Michaels
2010: 341)。
257
耶穌不只是行一、兩個神蹟治病而已，而是「一直」在行（evpoi,ei，不完成時態）許多神蹟，
許多人都「一直」看見（evqew,roun，不完成時態）
。
258
此處將 h` e`orth. 翻譯成「餐宴」而非「節」
，是為了連結下文。可能就像中國人過除夕之前，
大家都期待公司有尾牙餐宴一樣。按照猶太習俗，逾越節（猶太曆 1 月 14 日）之後就是七天的
無酵節，可能天天有餐宴。
259
耶穌可能想要藉此事訓練門徒的信心，而非淘汰門徒，所以翻譯成「訓練」(Michaels 2010:
344-345)。
260
「已經知道」h;|dei 是過去完成時態。
73

261

約 6:7

腓力回答祂說：「價值兩百羅馬幣的餅，
夠的。」

約 6:8

有一個門徒，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烈，對耶穌說：
祂的門徒們中間有一個人，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烈，對祂說：

約 6:8
約 6:9

約 6:9

讓他們每人拿一點點也是不

「在這裏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只是分給這許多人還
算甚麼呢？」
「在這裏有一個孩童，他有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只是要給這麼多人這
些算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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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10 耶穌說：「你們使眾人坐席！」262 原來那地方的草多，眾人就坐席，數
約 6:10

目約有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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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11 耶穌拿起那些餅並且祝謝，就分給那些坐席的；分魚也是這樣，各取所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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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12 他們滿足了，祂就對祂的門徒們說：「收拾剩下的零碎！免得失喪了。」
約 6:12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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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13 他們便收拾那五個大麥餅的零碎，就是眾人吃剩的，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264

261

一個羅馬幣 dhnari,on 是一個人一天的工資，是超過半年的工資(Michaels 2010: 345)。腓力知
道耶穌提出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也相信耶穌會行神蹟。「兩百羅馬幣」diakosi,wn dhnari,wn
是所有格，表示「價值」
（華勒斯 2011：124）。
262
「坐席」avnapesei/n 表示要吃飯，不是單純的坐下。
263
「失喪」avpo,lhtai 與 3：16「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的「滅亡」為同一字。耶穌機會教育門
徒們，需要得救的人有如食物，趕快帶他們信主，免得他們失喪(Michaels 2010: 350)。
264
「十二」個籃子可以預表十二門徒(Michaels 2010: 351)。耶穌生前所來不及拯救的人們，十二
門徒將繼續收拾這些「零碎」
。
「裝滿了…零碎」的「零碎」是作為動詞「裝滿了」的所有格，而
不是間接受格，所以原文的意思是「用零碎裝滿了…」(華勒斯 2011: 94)。此處中文翻譯不採用
原文的文法，以免熬口。
74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
約 6:14 當眾人看見祂所行的神蹟，就一直說：「這真是那來到世上的先知！」
約 6:14

265

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逼他作王，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約 6:15 當耶穌知道他們想要來擁祂作王，266 就獨自又退到山裡去。
約 6:15

到了晚上，他的門徒下海邊去，
約 6:16 夜晚來臨，祂的門徒們下到海邊，
約 6:16

上了船，要過海往迦百農去。天已經黑了，耶穌還沒有來到他們那裏。
約 6:17 上了船，要過海進入迦百農。黑夜已至，耶穌還沒有來到他們那裏。
約 6:17

約 6:18

忽然狂風大作，海就翻騰起來。

約 6:18 因為颶風吹，267 海就一直翻騰。
約 6:19

門徒搖櫓，約行了十里多路，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走，漸漸近了船，他們
就害怕。
268

約 6:19 當他們已經划了約二十五或三十猶里，
而且漸漸靠近船，他們就害怕。

就看見耶穌正在海面上行走，

耶穌對他們說：「是我，不要怕！」
約 6:20 祂對他們說：「是我，不要怕！」
約 6:20

門徒就喜歡接他上船，船立時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約 6:21 他們正想要接祂上船時，船立時上了岸到了他們的目的地。269
約 6:21

約 6:22

265

第二日，站在海那邊的眾人知道那裏沒有別的船，只有一隻小船，又知
道耶穌沒有同他的門徒上船，乃是門徒自己去的。

這些人認為耶穌就是摩西所說的那位特定的先知：
「耶和華你的 上帝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
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你們要聽從他」
（申 18：15）
。
266
摩西是宗教先知，也是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政治領袖。猶太人信徒因此希望耶穌也能夠負
起摩西的雙重使命。但是上帝的計畫是讓耶穌先負起宗教使命，等到新天新地時再負起政治使
命。
267
「颶風」a,ne,mou mega,lou 是所有格，所以翻譯成「因為颶風」
。
268
「二十五或三十猶里」約五公里。「猶里」stadi,ouj 是「划」的直接受格，表示「程度」或
「距離」(華勒斯 2011: 209)。
269
「正希望」或「正想」h;qelon 是不完成時態，表示耶穌還沒有被接上船時，船就已經到了彼
岸。耶穌自己走過海面到彼岸，沒有上船，並且幫了門徒們的船快速抵岸(Michaels 2010: 358)。
下一節經文似乎說明耶穌沒有上船。
75

約 6:22 第二日，站在海對岸的眾人，看到那裏沒有別的小船，只有一條船，而
且耶穌沒有同祂的門徒們上船，乃是祂的門徒們自己去的。270
然而，有幾隻小船從提比哩亞來，靠近主祝謝後分餅給人吃的地方。
約 6:23 然而，有些小船從提比哩亞來；就是靠近那眾人吃主祝謝餅之處。
約 6:23

眾人見耶穌和門徒都不在那裏，就上了船，往迦百農去找耶穌。
約 6:24 眾人見耶穌和祂的門徒們都不在那裏之後，271 他們就上了這些船，272 往
迦百農去找耶穌。
約 6:24

既在海那邊找著了，就對他說：「拉比，是幾時到這裏來的？」
約 6:25 既在海的對岸找著祂，就對祂說：「拉比，何時已到這裡？」
約 6:25

約 6:26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

乃是因吃餅得飽。
約 6:26 耶穌回答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
神蹟，乃是因吃餅得飽。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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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不可為那會腐敗的食物而工作，而是要為那會長存到永生的食物，274 這
是人子將要賜給你們的，因為祂是父 神所印證的。」
約 6:27

眾人問他說：「我們當行甚麼，才算做
約 6:28 他們對祂說：「我們要做甚麼，才算是
約 6:28

約 6:29

耶穌回答說：「信

神的工呢？」
上帝的工作呢？」275

神所差來的，這就是做

神的工。」

約 6:29 耶穌回答他們說：「信 上帝所差遣來的，這就是

270

上帝的工作。」276

耶穌可能想要避開那些擁祂作王的人群(Michaels 2010: 360)。耶穌自己上岸後，就去迦百農，
門徒們和眾人跟著去。
271
華勒斯（2011：715）把「之後」o[te 翻譯成「當」，可能不適當。
272
「他們就上了」evne,bhsan auvtoi. eivj 其中的 auvtoi 是贅詞的代名詞，不需要像有些英文譯
本翻譯出來作為強調語氣用（華勒斯 2011：338）
。
273
耶穌直指人心，這些人追尋耶穌不是為了神蹟得救，而是為了豐盛的食物。
274
「腐敗」avpollume,nhn 與「長存」me,nousan 都是分詞、直接受格，所以翻譯成「會腐敗」
、
「會長存」有被動的意思。
275
猶太人想要用工作獲得救恩，耶穌則強調因信稱義。
276
上一節猶太人說的「工」ta. e;rga 是複數，這一節耶穌說的「工」是單數 to. e;rgon。猶太人
以為要做很多工作（遵守各種律法）
；耶穌說只要做一件事，就是相信祂是上帝所差遣來的。
76

他們又說：「你行甚麼神蹟，叫我們看見就信你；你到底做甚麼事呢？
約 6:30 他們又對祂說：祢要行甚麼神蹟，讓我們看見就信祢？祢要做甚麼事
呢？277
約 6:30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如經上寫著說：『他從天上賜下糧來給他
們吃。』」
約 6:31 我們的祖先在曠野吃過嗎哪，就如寫著：
『祂給他們吃從天而來的糧。』」
約 6:31

278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從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
的，乃是我父將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
約 6:32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摩西沒有一直給你們那從天
而來的糧，279 而我父現在賜給你們從天而來的糧才是真的。280
約 6:32

因為
約 6:33 因為
約 6:33

約 6:34

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
上帝的糧就是那從天而降的，也就是祂賜給世人的生命。」281

他們說：「主啊，常將這糧賜給我們！」

約 6:34 他們對祂說：「主啊，願祢常將這糧賜給我們！」

282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
不渴。
約 6:35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絕對不餓；信我的，
絕對不渴。283
約 6:35

約 6:36
277

只是我對你們說過，你們已經看見我，還是不信。

猶太人還是堅持要看見神蹟（工作）才願意相信耶穌，而不願意相信耶穌本人。好像一個人
看到總統本人，卻要求他拿出總統當選證書一樣。
278
耶穌引自出 16 與詩 78。
「他」是指摩西。猶太人聲稱他們的食物是上帝藉著摩西（他）給的，
懷疑耶穌是否能夠代替摩西？
279
「一直給」de,dwken 是完成時態用來表示舊約中有預表性質的經文（華勒斯 2011：614）
。
280
這一句經文的動詞時態很重要。
「摩西沒有一直給」ouv Mwu?sh/j de,dwken 是完成時態的否定
句；而上帝藉耶穌「現在賜給」di,dwsin 是現在時態。耶穌反駁猶太人三件事：摩西已死，不
會一直給食物；摩西所給的食物是會腐敗的，耶穌所給的真食物不會腐敗；上帝不是摩西的父，
而是耶穌的父(Michaels 2010: 370)。
281
「那從天而降的」可以指「糧」
，也可以指「耶穌」 (Michaels 2010: 371-372)；而耶穌就是「糧」、
就是「生命」(6:35, 41)。
「生命」是直接受格，所以翻譯時放在句子的最後，更符合 6:35,41 的意
思。
282
「賜給」do.j 是過去時態、命令語氣，有強烈的祈願意思。但是猶太人使用這個語氣可能是
有嘲諷的意思。
283
耶穌是生命的糧，也是生命活泉。
「必定不餓」ouv mh. peina,sh、
「永遠不渴」ouv mh. diyh,sei
用了不同的時態。前者為過去時態，後者為未來時態，都是應許的意思。
77

284

約 6:36 只是我對你們說過：

『你們既已經看見我，現在又不信』。

285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他。
約 6:37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的，我絕對不把他丟出去。
約 6:37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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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38 因為我已從天而降，不是為了實行我的意願，乃是差遣我來者的意願。
約 6:38

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日卻叫
他復活。
約 6:39 那差遣我來者的意願就是：287 祂所賜給我的，我不失喪，但在末日288我
要使他復活。289
約 6:39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
活。」
約 6:40 因為這就是我父的意願，讓一切看見子而信祂的人有永生，並且在末日
約 6:40

我要使他復活。」

290

猶太人因為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就私下議論他，
約 6:41 猶太人就一直議論祂，因為祂說：「我是從天而降的糧」。
約 6:41

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嗎？他的父母我們豈不認得嗎？他如今怎
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約 6:42 他們一直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嗎？我們不是已經認識祂的父母
嗎？祂如今怎麼說『我已從天而降』呢？」291
約 6:42

284

耶穌「說過」類似的話(5:37-38; 6:29)。
『你們既已經看見我，現在又不信』之前有一個介系詞 o[ti，表示是受詞子句。翻譯時不用
翻譯此介系詞，而是用雙引號 (華勒斯 2011: 197-198)；文法說明同 6:42。kai. ... kai.翻譯成「既…
又」
。
286
耶穌不丟棄信徒，但是信徒常常自己跑向世界。十二門徒之一的猶大，最後就是自己跑掉的，
不顧耶穌給他幾次悔改的機會。
287
「那差遣」tou/ pe,myanto,j 是過去時態、分詞、所有格，有「獨立的實名詞」功用（華勒斯
2011：657）
。
288
「末日」evsca,th| h`me,ra|的「末」evsca,th|本身就是「最高級」
，表示「最後」(華勒斯 2011: 317)。
「首先」prw/toj 也是最高級。
289
見 6：12 的應許。
290
耶穌再一次宣告，祂是末日審判人們的審判長。
291
『我已從天而降』之前有一個介系詞 o[ti，表示是受詞子句的開始。翻譯時不用翻譯此介系
詞，而是用引號或雙引號來表示講話的內容 (華勒斯 201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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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要大家議論。
約 6:43 耶穌回答他們說：「你們不可彼此議論！
約 6:43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到我這裏來的，在
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約 6:44 沒有人能到我這裏來，除非是差遣我來的父吸引他；而且我要使他在末
日復活。
約 6:44

在先知書上寫著說：『他們都要蒙 神的教訓。』凡聽見父之教訓又學
習的，就到我這裏來。
約 6:45 在先知書已有記載著：『他們都將是神所教導的。』292 凡聽見過父的、
293
又瞭解的，就會到我這裏來。
約 6:45

這不是說有人看見過父；惟獨從 神來的，他看見過父。
約 6:46 不是有人已經見過父，惟有從 上帝而來的，祂已經見過父。
約 6:46

約 6:47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約 6:47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相信的就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糧。
約 6:48 我就是生命的糧。
約 6:48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約 6:49 你們的祖先在曠野吃過嗎哪，也死了。
約 6:49

約 6: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吃了就不死。

約 6:50 這是從天而降的糧，讓人吃了它就不死。294
約 6:51

292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
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先知書」是指賽 54：13：
「你的兒女都要受耶和華的教訓」
。
「神所教導的」didaktoi. qeou/
也可以翻譯成「學習關於上帝的事」
。但是看上下文、賽 54：13 的七十士譯本、以及華勒斯（2011：
129），似乎翻譯成「神所教導的」比較恰當。
293
「父的（教訓）」就是指先知書，其原文是 para. tou/ patro.j。para 後面接所有格，可翻譯
成「從..而來」
，但是接著本節經文的前半節意思以及 6：46 的文意，應該翻譯成「父的（教訓）」
。
294
嗎哪和耶穌都是天上降下來的，一個是屬身體的食物，另一個是屬靈的食物。另一個分別是，
嗎哪降在曠野，到了以色列人進約旦河西岸就停止。耶穌則是永遠長存，不斷供應信徒的靈命需
要。
「吃」的意思是相信。人每天要吃飯才能有力氣和存活。信徒也要每天信靠耶穌，才能有屬
靈的力氣和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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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約 6:51 我就是從天而降的生命糧； 若有人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給
的糧就是我的肉，是為了給世人生命。」296
因此，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呢？」
約 6:52 因此，猶太人一直彼此爭論說：「這人怎能把祂的肉給我們吃呢？」
約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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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
約 6:53 於是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
約 6:53

297

不喝祂的血，你們裏面就沒有生命。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約 6:54 那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
約 6:54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約 6:55 我的肉是真糧食，我的血是真飲料。298
約 6:55

約 6: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

約 6:56 那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在他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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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57 就如生命的父差遣我來，我也因父活著；吃我的也將要因我活著。299
約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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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58 這就是從天而降的糧，不像你們的祖先吃了還是死；吃這糧的人將活到
永遠，」
約 6:58

約 6:59
295

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裏教訓人說的。

「生命的糧」在 6：48 的原文是 o` a;rtoj th/j zwh/j ，「生命」是所有格，也可以翻譯成「屬
於生命的糧」。在這一節的原文是 o` a;rtoj o` zw/n，「生命」是分詞，可以翻譯成「活潑生命
的糧」。所以後面接著說：「永遠活著」。
296
原文 u`pe.r th/j tou/ ko,smou zwh/j「為了給世人生命」，是因為介系詞 ὑπὲρ 後面的四個字都
是所有格，可以加上「給」字。耶穌預言自己將犧牲身體，為了拯救世人。「肉」sa,rx 也可翻
譯成「身體」
、
「肉體」
。
「為了」的原文 u`pe.r 是個介系詞，在此有特殊的「救恩論」用法，特別
表示耶穌「代替」罪人而死(華勒斯 2011: 172-173)。
297
吃肉與喝血都預表耶穌要死。但是此處經文則是要信徒相信耶穌如同把耶穌吞到肚裡，成為
自己身體的一部分，立刻就能得到永生。
298
本書採用「當代聖經」、
「現代中文」和「新譯本」比較符合原文的翻譯。只有耶穌所賜的糧
食與飲料，才是維持生命到永恆的真糧食與飲料(Michaels 2010: 399)。
299
聖父與聖子本為一體。基督徒相信耶穌之後，也與耶穌成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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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59 這些話是祂在迦百農會堂裏教導時說的。
他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見了，就說：「這話甚難，誰能聽呢？」
約 6:60 祂的門徒中許多人聽到了就說：「這話難懂，誰能聽呢？」300
約 6:60

耶穌心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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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61 耶穌自己已經知道門徒們為這話議論，就對他們說：「這話就使你們跌
倒了？
約 6:61

倘或你們看見人子升到他原來所在之處，怎麼樣呢？
約 6:62 若你們看見人子升到祂先前所在之處，又如何呢？301
約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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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63 使人活著的是靈，肉體是無益的。302 我已經告訴你們的這些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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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64 只是你們中間有些人不相信。」耶穌從起頭就一直知道那些人是不信的，
和那一個人要出賣祂。304
約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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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來。」
約 6:65 祂一直說：「所以我已經對你們說過『若不是已經得到父的允許，沒有
人能到我這裏來』。」
約 6:65

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約 6:66 因此祂的門徒中許多人退去，不再和祂同行。305
約 6:66

300

他們聽，卻聽不見。
「有耳的當聽」
。
如果信徒連耶穌提到的肉血比喻都不能接受，還能夠接受耶穌將釘死並且回到天父旁的更大
奧秘嗎？
302
這裡的肉體不是指耶穌的肉體，而是常人的肉體。
303
「至今所說」lela,lhka 是完成時態，表示耶穌一直在教誨同樣的真理，有些門徒卻聽不進
去。
304
「一直知道」h;|dei 是過去完成時態。
「誰要賣祂」的「誰」是單數，是指猶大。一個人的老
我不更新，就無法接受救恩；即使信主以後，也會連續犯同樣的錯誤。耶穌在猶大還沒有想到要
賣祂時，就已經知道猶大要賣祂。猶大平常就貪財，珠錙必較，最後連耶穌也便宜賣了。
305
「同行」的「行」periepa,toun 是不完成時態，表示這些人離開耶穌以後，再也不回來，永
遠放棄了永生(Michaels 2010: 412)。本來有數千的仰慕者，經過這次清理，只剩下 12 門徒？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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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去嗎？」
約 6:67 耶穌就對那十二人說：「你們不會也想離開吧？」
約 6:67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
約 6:68 西門彼得回答祂說：「主啊，我們要到誰那裡去呢？306 祢有永生之道，
約 6:68

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 神的聖者。」
約 6:69 而且我們已經信了，已經認識祢是 上帝的聖者。」
約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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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70 耶穌回答他們說：「我不是曾揀選了你們十二人嗎？但你們中間有一個
是魔鬼。」307
約 6:70

耶穌這話是指著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說的；他本是十二個門徒裏的一
個，後來要賣耶穌的。
約 6:71 這就是祂一直說的加略人西門的猶大；他一直想要出賣祂，他是十二人
之一。308
約 6:71

約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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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以後，耶穌在加利利一直巡迴，一直不願在猶太巡迴，因為猶太
人一直想要殺祂。

約 7:2

當時猶太人的住棚節近了。
當時猶太人的住棚節慶典近了。309

約 7:3

耶穌的弟兄就對他說：「你離開這裏上猶太去吧，叫你的門徒也看見你

約 7:3

所行的事。
祂的弟兄們就對祂說：「祢離開這裏上猶太去！讓祢的門徒們看見祢現
在所行的事。310

約 7:2

306

彼得代表 12 門徒說話，看來彼得很早就扮演使徒領袖的角色。
當時猶太人的宗教習慣是稱呼那些替魔鬼做事的人為魔鬼。所以耶穌稱呼猶大是魔鬼，不是
說猶大是魔鬼（撒旦）
，而是他將替魔鬼做事。就像是耶穌後來也指責彼得為撒但，因為彼得勸
耶穌不要赴死（太 16：23；可 8：33）
。華勒斯（2011：260-261）討論了英文譯本之間的爭議。
308
「一直說到」e;legen 與「一直想要」e;mellen 都是不完成時態。看來猶大很早就想出賣耶穌，
而耶穌早就知道他的想法。
309
住棚節的日期約是 7 月 15-21 日（利 23：33-36；申 16：13-17）。
310
要解釋 7：3 需要從 7：3-9 這一段經文整體來看。7：5 說到，耶穌的弟兄們一直不相信祂。
因此，7：3-4 是用一種教訓和反對耶穌的語氣。可能是耶穌的弟兄們聽到鄰居或其他猶太人對
耶穌的毀謗，甚至受到他們直接的恐嚇（「恨你們」，7：7），因此想要叫耶穌到耶路撒冷城被文
82
307

約 7:4

約 7:4

約 7:5

約 7:5
約 7:6

約 7:6
約 7:7

約 7:7
約 7:8

約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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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在暗處行事就想可以出名；既然祢行了這些事，就向世界彰顯祢
自己吧！」311
因為連他的弟兄說這話，是因為不信他。
因為祂的弟兄們一直不信祂。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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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的時機不是現在；你們的時機卻是隨時都可。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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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不能恨你們，卻是恨我，因為我指證他的行為是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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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自己上去過節！我現在不上去過這節，因為我的時機還沒有完成。」
314

約 7:9

約 7:9

耶穌說了這話，仍舊住在加利利。
祂說了這話，仍留在加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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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祂的弟兄上去過節以後，祂也上去，不是公開去，而是秘密去。
約 7:10

正在節期，猶太人尋找耶穌，說：「他在哪裏？」
約 7:11 於是那些猶太人在節期間一直尋找祂，一直說：「祂在哪裏？」
約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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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12 在群眾中有許多人議論祂，有的一直說：「祂是好人。」有的一直說：
約 7:12

士和法利賽人「再教育」一番，放棄自稱人子的想法。「離開」meta,bhqiι 是命令語氣，一開口
就不友善。他們挑戰耶穌，看祂在耶路撒冷城還敢不敢「關公面前耍大刀」，公開講祂現在所講
的話？
311
耶穌的弟兄們諷刺耶穌，要出名就到猶太教的首都耶路撒冷城去出名吧！我們等著看祢灰頭
土臉的回來。
312
313
314

先知永遠是孤獨的，連親兄弟都不相信他們。
耶穌行動的時機是由上帝決定。但耶穌可能暗示祂的弟兄們卻可以隨時相信祂。
耶穌到耶路撒冷去與文士和法利賽人辯論，需要有上帝的指示才能行動。
83

「不對，祂迷惑眾人。」
只是沒有人明明的講論他，因為怕猶太人。
約 7:13 只是沒有人公開的一直講論祂，因為怕猶太人。315
約 7:13

到了節期，耶穌上殿裏去教訓人。
約 7:14 這時在節期的一半，耶穌上殿開始教訓人。
約 7:14

約 7:15

猶太人就希奇，說：「這個人沒有學過，怎麼明白書呢？」
316

約 7:15 猶太人就驚奇說：「這個人沒有學過，怎麼瞭解經書呢？」

耶穌說：「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來者的。
約 7:16 耶穌回答他們說：「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出於那差遣我來的。
約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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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17 人若立志行祂的旨意，317 就必瞭解這教訓或是出於 上帝，或是我憑著
自己說的。
約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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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心裏沒有不義。
約 7:18 人若憑著自己說，是追求自己的榮耀；惟有那追求差遣祂來者的榮耀，
這人才是真的，在祂心裏沒有不義。318
約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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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19 摩西豈不是已經給你們律法了？而你們中間卻沒有一個人行律法。你們
約 7:19

為甚麼想要殺我呢？」
眾人回答說：「你是被鬼附著了！誰想要殺你？」
約 7:20 眾人回答說：「祢有鬼！319 誰想殺祢？」
約 7:20

315

猶太人的宗教控制非常強，即使是反對耶穌的人也不敢公開談論祂，以免被牽連(Michaels
2010: 431)。但是接下來耶穌卻做公開的演講，公然挑戰猶太人。
316
耶穌是神，不需要文士或法利賽人教導，就可以瞭解經書的真意。猶太人可能調查耶穌不屬
於任何文士或法利賽人的門下，所以瞧不起祂。現在許多神學家也喜歡自成門派，或者吹噓自己
師承某位有名神學家。「經書」雖然沒有冠詞，但是下文的對話似乎是在討論經書。
317
「行祂的旨意」是指接受耶穌為真光、為上帝之子。之後才能瞭解聖經的真意。
318
Michaels (2010:440)認為這裡的「祂」可以指耶穌、施洗約翰、其他門徒或信徒。但是上下文
似乎是指耶穌自己。
319
這可能是當時猶太人的罵人俗語(Michaels 2010: 443)，並不一定如和合本翻譯所指耶穌被鬼附。
84

耶穌說：「我做了一件事，你們都以為希奇。
約 7:21 耶穌回答他們說：「我曾做了一件事，320 你們現在都驚奇。
約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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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22 為此摩西已經給你們割禮（其實不是從摩西來的，乃是從祖先來的），
321
因此你們也在安息日給人行割禮。
約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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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23 有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禮，免得違背摩西的律法。你們向我生氣，就因為
我在安息日使一個人全然健康嗎？
約 7:23

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
約 7:24 不可按外貌判斷，總要按公義判斷。」322
約 7:24

約 7:25

耶路撒冷人中有說：「這不是他們想要殺的人嗎？

約 7:25 有些耶路撒冷城民一直說：「這不是他們想要殺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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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26 看哪，祂公開地講道，323 他們也不對祂說話，難道領導們真認識這人就
是基督嗎？324
約 7:26

約 7:27

然而，我們知道這個人從哪裏來；只是基督來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從
哪裏來。」

這句話比較像華人罵人「你心裡有鬼」
，並不一定說被罵的人心裡真有一隻鬼。
320
Michaels (2010:444-446)認為「一件事」是指 7：23 的在安息日醫治病人。可是這與接下來摩
西的比喻關係不大。應該從這段經文中的割禮來解釋。割禮與安息日代表與上帝立約。耶穌來到
世上，是要與人類立新約。耶穌在安息日醫治人，使人全然得救，將代替安息日行割禮的舊約律
法。
321
亞伯拉罕、以實瑪利與以撒這些摩西的「祖先」行割禮（創 17：10-13，23-27；21：4）
，早
於摩西規定割禮。
322
耶穌可能引用以賽亞書 11：3「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耳
聞」
。耶穌希望猶太人不要只看到安息日醫病這件事的表面，而是要深入看到耶穌就是那安息日
的主，也就是上帝的「公義」
。
323
「公開地」原文 parrhsi,a|是間接受格作為副詞用(華勒斯 2011: 166)。
324
「官長」的原文 a;rcontej 是統治者的意思，可以指羅馬官員，但是此處是指猶太人宗教領
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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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約 7:27 然而，我們已瞭解這人從哪裏來；
瞭解祂從哪裏來。」

所以當基督來的時候，現在沒有人

那時，耶穌在殿裏教訓人，大聲說：「你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從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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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28 那時耶穌正在殿裏教訓人，就大聲說：「你們已認識我，也已瞭解我從
哪裏來；我來並不是由於自己。但那差遣我來的是真的。你們一直不認
識祂，326
約 7:28

我卻認識他；因為我是從他來的，他也是差了我來。」
約 7:29 我卻已經認識祂；因為我是從祂來的，327 祂曾差遣我。」
約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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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30 於是他們就一直想要捉拿耶穌；只是沒有人下手，因為祂的時機還沒有
約 7:30

到。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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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31 但眾人中間有好多人信祂，一直說：「基督來的時候，祂將要行的神蹟
會比這人所行的更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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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32 法利賽人聽見眾人紛紛議論祂這些事，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就派遣警衛去
捉拿祂。329
約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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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去。
約 7:33 於是耶穌說：
「我還有一點時間與你們同在，然後就前往那差遣我來者。
325

「從哪裡來」當時的意思等同於「生於何處」
。有些耶路撒冷城民知道耶穌是從拿撒勒來的，
以為祂就是生於拿撒勒(1:45; 6:42)。但是他們認為大衛的子孫基督不應該是從拿撒勒來的，而應
該生於伯利恆（耶穌實際出生之地）
。然而猶太領導們好像真知道耶穌就是基督，因此這些耶路
撒冷城民昏頭了，最後就說他們也不知道基督會從哪裡來？
326
這裡的「知道」是 oi=da，不是更深入的「認識」ginw,skw。下節經文同。
327
「我是從祂來的」說明耶穌不是從拿撒勒來的，也不是從伯利恆來的，而是從上帝而來的。
328
「時機還沒有到」是指上帝對於每一個人的重要事情都有計畫，包括耶穌的行止。人們無法
加快或阻擋上帝全盤的計畫。
329
由於群眾的討論從耶穌是否為先知、是否為上帝之子，轉換成有政治意涵的「彌賽亞」
（基督）
，
與羅馬政權維持良好關係的祭司長和法利賽人擔心引起羅馬官府的疑慮，因此想要逮捕「罪魁禍
首」的耶穌，平息這個政治和宗教的爭議。這些「警衛」是維護聖殿秩序的宗教職員，不是屬於
羅馬政府的差役。
86

你們要找我，卻找不著；我所在的地方你們不能到。」
約 7:34 你們將找我，卻找不著；我所在的地方你們現在不能去。」330
約 7:34

猶太人就彼此對問說：「這人要往哪裏去，叫我們找不著呢？難道他要
往散住希臘中的猶太人那裏去教訓希臘人嗎？
約 7:35 猶太人就彼此說：「這人想去哪裏，讓我們找不到祂？難道祂想去希臘
人中間的猶太僑民那裏，去教導希臘人嗎？331
約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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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36 祂說這話是什麼？『你們將找我，卻找不著；我所在的地方，你們現在
不能去』，」
約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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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來喝。
約 7:37 在最後一日也是節期的最大之日，332 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必
須來我這裏喝。333
約 7:37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約 7: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生命水的江河。』」334
約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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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39 但是祂說的是聖靈，是信祂的人們將得到。那時聖靈還不在，因為耶穌
還沒得著榮耀。335
約 7:39

眾人聽見這話，有的說：「這真是那先知。」
約 7:40 聽見這些話的眾人中間，有些人一直說：「這真是那先知。」
約 7:40

330

門徒現在不能去天堂，死後可以。耶穌在這裡可能使用關於以利亞升天的比喻，「50 人去尋
找他 3 天也沒有找著」(王下 2：17)。
331
猶太人可能諷刺耶穌既然是從猶太血統不純正的加利利地區來的，將來也只能回到猶太血統
更不純正的猶太僑民中間。而且這些猶太僑民可能不願意聽祂教導，耶穌就只能向希臘人傳教。
諷刺的事，猶太人的諷刺話語，後來在保羅的宣教過程中都實現了(Michaels 2010: 457-458)。
332
神學家們爭議住棚節的「最後一日」是第七天還是第八天，是 7 月 21 日或 22 日(Michaels 2010:
461-462)？對於約翰而言，這個爭議顯然不重要，不然他可以直接說「第七天」
。
333
「來」與「喝」都是命令語氣。耶穌用命令語氣，眾人就以為祂是先知。
334
這句經文可能來自撒迦利亞書 14：8：
「那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一半往東海流，一
半往西海流」。
335
「榮耀」是指耶穌為了救贖人類而被釘死十架。
87

有的說：「這是基督。」但也有的說：「基督豈是從加利利出來的嗎？
約 7:41 有些人一直說：「這是基督。」但也有些人一直說：「基督不是從加利
利出來的。
約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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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42 經上豈不是說：『基督是從大衛所出，是從大衛本鄉伯利恆來的』？」
約 7:42

336

於是眾人因著耶穌起了紛爭。
約 7:43 於是眾人因祂起了紛爭。
約 7:43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無人下手。
約 7:44 他們中間有些人一直想要捉拿祂，只是無人下手。
約 7:44

差役回到祭司長和法利賽人那裏。他們對差役說；「你們為甚麼沒有帶
他來呢？」
約 7:45 警衛們回到祭司長們和法利賽人那裏。他們對他們（警衛們）說；337「你
約 7:45

們為甚麼沒有帶祂來呢？」
差役回答說：「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說話的！」
約 7:46 警衛們回答說：「從來沒有人說話像這人的！」
約 7:46

法利賽人說：「你們也受了迷惑嗎？
約 7:47 於是法利賽人回答他們說：「你們不會也被迷惑了吧？
約 7:47

約 7:48

官長或是法利賽人豈有信他的呢？

約 7:48 領導們或是法利賽人中間沒有信祂的人吧？338
但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詛的！」
約 7:49 但這些不瞭解律法的群眾是可咒詛的！」
約 7:49

內中有尼哥德慕，就是從前去見耶穌的，對他們說：
約 7:50 其中有尼哥德慕，就是從前去見祂的，339 對他們說：
約 7:50

336

此處經文可能來自「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
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彌 5：2）
。
337
第一個「他們」的主格代名詞 evkei/noi 是指「祭司長和法利賽人」
，第二個間接受格的代名詞
「他們」auvtoij 是指「警衛們」（華勒斯 2011：342）。
338
他們說對了，這人就是尼哥德慕（7：50）。
88

「不先聽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作的事，難道我們的律法還定他的罪
嗎？」
約 7:51 「我們的律法不定一個人的罪，除非先聽他的，並且瞭解他做了什麼。」
約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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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52 他們回答他說：「你也是出於加利利嗎？你去考查，就會知道加利利沒
有出過先知。」340
約 7:52

約 8:1

於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穌卻往橄欖山去，
於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穌卻往橄欖山去，341

約 8:2

清早又回到殿裏。眾百姓都到他那裏去，他就坐下，教訓他們。

約 8:2

清早又回到殿裏。眾百姓不斷地走向祂，祂就坐下一直教導他們。

約 8:3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來一個被抓姦的婦人，讓她站在當中，

約 8:1

約 8:3
約 8:4

約 8:4

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在行淫之時被拿的。
就對祂說：「老師啊！這婦人行淫時被抓來。

約 8:5

摩西在律法上所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
呢？」
摩西在律法上命令我們用石頭打死這樣的女人。342 祢說呢？」

約 8:6

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

約 8:6

在地上畫字。
他們一直說這話試探祂，為了以此告祂。343 耶穌卻蹲下，用指頭寫字在

約 8:5

339

見 3：1-2。
加利利的確出過先知，這些領導和法利賽人弄錯了。
「他收回以色列邊界之地，從哈馬口直到
亞拉巴海，正如耶和華─以色列的 上帝藉他僕人迦特希弗人亞米太的兒子先知約拿所說的」
（王
下 14：25）
。「迦特希弗」就在加利利 (Michaels 2010: 475)。
341
現代大部分神學家認為 7:53-8:11 是後人添加的經文，不在較早的聖經版本中(Michaels 2010:
460-461; 493-494)。本書認為這種爭議對於聖經神聖性的影響，是弊大於利。畢竟，原版的聖經
並未被發現，因此也不知道原版聖經是否有這一段經文。更重要的判斷標準是，這一段經文的教
訓與聖經的主要教訓相合，而且歷代被視為彰顯耶穌赦罪的代表經文之一。另外，這些神學家可
能太過於執著現代文學結構的嚴謹性，而忽略了當時作者（即使是現代的文學家）可能在使用「插
曲」的文學技巧(Michaels 2010: 500)。
342
用石頭打死姦淫女人的摩西律法，見申 17:6; 19:15。
343
有些神學家認為「告祂」是把耶穌告到羅馬官府，說祂指示猶太人用石頭打死女人，違反了
89
340

地上。
約 8:7

約 8:7

約 8:8

約 8:8
約 8:9

約 8:9

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
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他們還是繼續的問祂，祂就站起來對他們說：「你們誰沒有罪，誰就首
先拿石頭打她。」344
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於是祂又蹲下，寫字在地上。
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
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
當他們聽見這話，從長老們開始，一個一個地都離開，345 只剩祂一人，
還有那仍留在中間的婦人。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她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
嗎？」
約 8:10 耶穌就站起來對她說：「婦人，他們在哪裏呢？沒有人定妳的罪嗎？」
約 8:10

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
再犯罪了！」
約 8:11 她說：「主啊，沒有人。」耶穌說：「我現在也不定妳的罪。妳走吧！
從此不可再犯罪！」
約 8:11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
得著生命的光。」
約 8:12 於是耶穌再一次對他們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絕對不在黑
約 8:12

暗裏巡迴，反而必得生命的光。」346
不得用私刑的羅馬法律。不過，最新的神學解釋並不認為當時羅馬法律禁止宗教團體動用私刑
(Michaels 2010: 496)。因此，猶太人在這裡只是想更進一步找證據，指控耶穌違反其他的猶太律
法。但是這些猶太人犯了一個大錯：摩西律法規定犯姦淫的「兩人」都要用石頭打死：這裡只有
姦婦，沒有姦夫。
344
申命記 17：7 規定「見證人要先下手，然後眾民也下手將他治死。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
間除掉」
。Michaels (2010:498)認為當時見證人可能不在場，或者見證人心虛。但是本書認為這可
能不是重點，重點是耶穌展現祂的權柄超越了律法，是赦罪的主。根據摩西律法，見證人有沒有
犯罪都沒有關係，都可以投出第一塊石頭。除非耶穌知道見證人不在？若是如此，耶穌應該問的
是：
「見證人在不在？」而不是「誰沒有罪？」
345
耶穌直指人心，誰沒有罪？末世審判從上帝的家（教會）開始審判，而且先審判教會中的長
老。
「『要將年老的、年少的，並處女、嬰孩，和婦女，從聖所起全都殺盡，只是凡有記號的人不
要挨近他。』於是他們從殿前的長老殺起」
（結 9：6）
。不認耶穌的罪，比姦淫還嚴重。
346
「再一次」重複 1：4 的教導。
90

法利賽人對他說：「你是為自己作見證，你的見證不真。」
約 8:13 法利賽人對祂說：「祢是為自己作見證，祢的見證不是真的。」347
約 8:13

耶穌說：「我雖然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還是真的；因我知道我從哪
裏來，往哪裏去；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裏來，往哪裏去。
約 8:14 耶穌回答他們說：「即使我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還是真的；因我已
經知道我從哪裏來，往哪裏去；但你們一直不知道我從哪裏來，往哪裏
去。348
約 8:14

你們是以外貌〔原文是憑肉身〕判斷人，我卻不判斷人。
約 8:15 你們是以肉體判斷人，我卻不判斷人。349
約 8:15

約 8:16

就是判斷人，我的判斷也是真的；因為不是我獨自在這裏，還有差我來

的父與我同在。
約 8:16 如果我判斷人，我的判斷也是真的；因為我不是單獨一人，還有差我來
的父與我。
你們的律法上也記著說：『兩個人的見證是真的。』
約 8:17 在屬於你們的律法上也記著說：350『兩個人的見證是真的。』
約 8:17

我是為自己作見證，還有差我來的父也是為我作見證。」
約 8:18 我是自己的見證人，還有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見證。」
約 8:18

他們就問他說：「你的父在哪裏？」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認識我，也
不認識我的父；若是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
約 8:19 於是他們就一直對祂說：「祢的父現在在哪裏？」351 耶穌回答說：「你
約 8:19

347

法利賽人引用申命記 17：6，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將那當死的人治死；不可憑一個人的
口作見證將他治死」，以及 19：15，「人無論犯甚麼罪，作甚麼惡，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證，
總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才可定案」
。這個引用是錯誤的，因為申命記的這些經文是指定罪的
條件，不是指自清的條件。定罪要謹慎，所以規定要有兩三個人的見證。申命記並沒有要求自清
時，需有兩三人證明這人的清白(Michaels 2010: 479)。這就是現代所謂的「無罪推定論」。
348
耶穌回答的方式，可能有兩個意思。第一，耶穌是三一神，三一神說的話就是真理，不需要
人類作見證。第二，耶穌的見證是真的，因為告訴耶穌從哪裡來、去哪裡的那位上帝，已經替耶
穌作見證。三一神彼此作見證。
349
人們是以世俗法律與風俗習慣（肉體）來判斷人，耶穌不是依照這些來判斷人。
350
「屬於你們的律法」是指耶穌譴責猶太人和法利賽人常常誤解、誤用律法，就如引用「兩三
人見證」的經文一樣 (Michaels 2010: 482)。
351
法利賽人用諷刺的口吻問耶穌，祂所謂的「父」現在在哪裡？可以為祂作見證嗎？這是無神
論者常用的論點。耶穌的回答，也是基督教的答案，就是上帝不是給人呼來喚去的，但是我們可
以從祂所造的世界人物，看到上帝的形象。而耶穌就是最具體的上帝形象。
91

們一直不認我，也不認我的父；你們若是已經認我，就已經認我的父。」
352

這些話是耶穌在殿裏的庫房、教訓人時所說的，也沒有人拿他，因為他
的時候還沒有到。
約 8:20 這些話是耶穌在殿裏的庫房、教導人時所說的，也沒有人捉拿祂，因為
祂的時機還沒有到。
約 8:20

約 8:21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要去了，你們要找我，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我

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
約 8:21 耶穌再一次對他們說：「我現在要離開，你們將要找我，並且你們將死
在罪中。我現在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去。」353
約 8:22

猶太人說：「他說：『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難道他要自盡嗎？」

約 8:22 猶太人於是一直說：「也許祂要自殺了？因為祂說：『我現在去的地方，
你們不能去』」
約 8:23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屬這世

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
約 8:23 耶穌一直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而來的，我是從上而來的；你們是屬
這世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
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
中。」
約 8:24 所以我曾對你們說：『你們將死在眾罪中』。你們若不信我，將死在眾
罪中。」
約 8:24

他們就問他說：「你是誰？」耶穌對他們說：「就是我從起初所告訴你
們的。
約 8:25 於是他們就一直對祂說：「祢是誰？」耶穌對他們說：「就是我一開始
就告訴你們的：
約 8:25

我有許多事講論你們，判斷你們；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我在他那裏所
聽見的，我就傳給世人。」
約 8:26 我有許多關於你們的事情要說、要審判；但那差遣我來的是真的，我從
約 8:26

352

這裡將「認識」oi;date 翻譯成「承認」的「認」可能比較適當。法利賽人可能已經聽到關於
耶穌的各種傳聞，但是不「承認」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353
耶穌給法利賽人「再一次」的警告，若不承認耶穌，他們將死在罪中，而且死後下地獄，不
是上天堂。
92

祂那裏所聽見的這些事情，我都告訴世人。」

354

他們不明白耶穌是指著父說的。
約 8:27 他們不瞭解耶穌一直對他們說的那位是父。
約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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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 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瞭解我是祂，355 並且我沒有憑著
自己做任何事。我說這些話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約 8:28

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他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裏，因為我常做他所喜
悅的事。」
約 8:29 那差遣我來的現在與我同在；祂沒有離開我孤單一人，因為我總是做祂
所喜悅的事。」
約 8:29

耶穌說這話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信他。
約 8:30 因祂所說的這些話，許多人信祂。
約 8:30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約 8:31 耶穌對已經信祂的猶太人一直說：「你們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
徒；
約 8:31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 8:32 你們必認識真理，真理必釋放你們。」356
約 8:32

約 8:33

他們回答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你怎
麼說『你們必得自由』呢？」

約 8:33 他們回答祂：357「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從來沒有被誰奴役過。祢怎
麼說『你們必成為自由人』呢？」358

354

耶穌回答「祢是誰？」的方法，不但說出祂就是天父所差遣的，而且是要來審判世人的罪。
「我是祂」的原文 e,gw, eivmi，在聖經裡有特殊意義，就是三一神的自稱（賽 43：910）。耶
穌在呼召猶太人信主，所以翻譯成「承認」
。
356
「真理必釋放你們」是將信徒從罪中釋放出來，不是如和合本所誤導的「得以（放任的）自
由」
。
357
這裡的「他們」應該不是已經信耶穌的人。耶穌在教導猶太人群中間信祂的人。其他的猶太
人聽到，就起來反駁耶穌。Michaels (2010:504-505)認為「他們」就是信耶穌的人，只是信仰不
堅定。這種路得派的解釋比較會引起神學爭議，讓大家懷疑所有初信的人。
358
這些猶太人嘴硬。他們的祖先明明在埃及當過奴隸，被巴比倫人俘虜，現在又被羅馬人佔領，
還說沒有被奴役過？耶穌說的是更嚴重的奴役，就是罪的奴役(Michaels 2010: 505-506)。
93
355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
約 8:34 耶穌回答他們：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每一個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
約 8:34

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裏；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
約 8:35 一個奴僕不能永遠留在家裏；兒子則是永遠留住。359
約 8:35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約 8:36 所以子若釋放你們，你們就真自由了。
約 8:36

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你們卻想要殺我，因為你們心裏容不下
我的道。
約 8:37 我已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你們卻想要殺我，因為你們裏面容不
下我的道。
約 8:37

我所說的是在我父那裏看見的；你們所行的是在你們的父那裏聽見的。」
約 8:38 我所說的是我一直看見關於父的事；你們所行的是你們聽過關於父的
事。」360
約 8:38

他們說：「我們的父就是亞伯拉罕。」耶穌說：「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
兒子，就必行亞伯拉罕所行的事。
約 8:39 他們回答祂說：「我們的父就是亞伯拉罕。」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若
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就該一直做亞伯拉罕的事。361
約 8:39

我將在 神那裏所聽見的真理告訴了你們，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這不
是亞伯拉罕所行的事。
約 8:40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因我把從 上帝那裡所聽見的真理已經告訴你們，
這不是亞伯拉罕做過的事。
約 8:40

359

「留在家裡」表示有權繼承財產、有自主權。
「家」是屬上帝的家。任何信徒犯罪不悔改，就
不能永遠留在上帝的家裡。
360
有些神學家以及大部分的中文聖經翻譯，主張這裡有兩位「父」
：耶穌的父神與猶太人以魔鬼
為父(Michaels 2010: 509-510)。因此，他們主張全句應該翻譯為「我說的事情是在（我的）父面
前所看見的，因此你們必須做從（你們的）父那裡聽來的」
。這種解釋法不但必須「更正」poiei/te
（做）的直說語氣成為命令語氣，而且整句的含意有些跳躍，與上文不太相合。本書的翻譯順著
前面耶穌說祂曾一直與父神同在，所以只有祂「看過」父神的作為（tw/| patri.是間接受格，表
示直接看到父神的作為）
。而猶太人只有藉著亞伯拉罕和摩西「聽過」父神的事（tou/ patro.j
是所有格，表示聽過屬於父神的事）
。誰的話語比較正確、比較貼近父神？到此為止，耶穌與猶
太人還同意他們談論的是同一位父神。下一節 8：39 開始耶穌與猶太人關於另一個主題的辯論。
猶太人質疑耶穌的父是誰？
361
「做」evpoiei/te 可以是不完成時態或者是命令語氣。大部分的翻譯本採取命令語氣。Bible
Works8 認為是不完成時態。本書將兩種用法都翻譯出，表示猶太人一直都沒有照著亞伯拉罕
的榜樣去做。
94

你們是行你們父所行的事。」他們說：「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我們只
有一位父，就是 神。」
約 8:41 你們是行你們父的事。」362 他們對祂說：「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我們
只有一位父，就是 上帝。」363
約 8:41

耶穌說：「倘若 神是你們的父，你們就必愛我；因為我本是出於 神，
也是從 神而來，並不是由著自己來，乃是他差我來。
約 8:42 耶穌對他們說：「倘若 上帝是你們的父，你們就會一直愛我；因為我
約 8:42

本是從

上帝而來此，並不是因著自己來，乃是祂差遣我來。

你們為甚麼不明白我的話呢？無非是因你們不能聽我的道。
約 8:43 你們為甚麼不瞭解我所說的呢？因為你們不能聽見我的道。364
約 8:43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
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
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
約 8: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任意而行你們父的情慾。365 牠從起初就
約 8:44

366

一直是殺人犯， 一直不在真理中，因牠裏面沒有真理。牠說謊是出自
本性；因牠本來就是騙子，也是騙子的父。
我將真理告訴你們，你們就因此不信我。
約 8:45 但因為我將真理告訴你們，你們就不信我。
約 8:45

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我既然將真理告訴你們，為甚麼不信我
呢？
約 8:46 你們中間誰能控訴我有罪呢？如果我說的是真理，你們為甚麼不信我
約 8:46

呢？
出於
約 8:47 出於
約 8:47

362

神的，必聽 神的話；你們不聽，因為你們不是出於 神。」
上帝的，必聽 上帝的話；因此你們不聽，是因為你們不屬 上

猶太人說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耶穌說根據亞伯拉罕的行為，他們不是。如果不是，猶太
人是誰的子孫？他們的「父」是誰？耶穌與猶太人開始爭辯誰的血統才純正。
363
Origen 認為猶太人可能開始批判耶穌的「處女生子」其實是「淫亂生的」
。Michaels (2010:514)
不同意 Origen 的解釋，但是無法提出更簡單的解釋。根據下文 8：48，猶太人可能不是批評耶穌
的「處女生子」
，而是懷疑耶穌是從撒瑪利亞人散居的加利利地區出生的，而撒瑪利亞人被認為
是以色列人和當地人通婚（淫亂）之後的族群，因此猶太人認為耶穌的血統不純。
364
猶太人心理剛硬，聽不進耶穌說的道，自然也就不明白耶穌所說的話。
365
耶穌譴責猶太人名義上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其實是撒但的後裔。
366
撒但騙了亞當和夏娃，讓他們與上帝分離（死）
，而且不再長生不死（創 3：2-4）
。
95

帝。」
猶太人回答說：「我們說你是撒馬利亞人，並且是鬼附著的，這話豈不
正對嗎？」
約 8:48 猶太人回答祂說：「難道我們說祢是撒馬利亞人並且有鬼，367 這不對
嗎？」
約 8:48

耶穌說：「我不是鬼附著的；我尊敬我的父，你們倒輕慢我。
約 8:49 耶穌說：「我沒有鬼；我尊敬我的父，你們卻侮辱我。368
約 8:49

我不求自己的榮耀，有一位為我求榮耀、定是非的。
約 8:50 我不尋找我的榮耀；有一位是尋找且審判的。
約 8:50

約 8:5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見死。」

約 8:5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若有人遵守我的道，他就絕對永遠不見死亡。」
369

約 8:52

猶太人對他說：「現在我們知道你是鬼附著的。亞伯拉罕死了，眾先知

也死了，你還說：『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嘗死味。』
約 8:52 猶太人對祂說：「現在我們瞭解祢有鬼。亞伯拉罕和眾先知都死了，祢
還說：『人若遵守我的道，就絕對永遠不會嚐到死亡。』
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還大嗎？他死了，眾先知也死了，你將自
己當作甚麼人呢？」
約 8:53 難道祢比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還大嗎？370 他死了，眾先知也死了，祢把
自己當作甚麼？」
約 8:53

耶穌回答說：「我若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算不得甚麼；榮耀我的乃是
我的父，就是你們所說是你們的 神。
約 8:54 耶穌回答：「我若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不算；榮耀我的是我的父，也
就是你們所說的：『祂是我們的 上帝』。
約 8:54

約 8:55

367

你們未曾認識他；我卻認識他。我若說不認識他，我就是說謊的，像你

猶太人在 7：20 說過此話。猶太人歧視撒瑪利亞人。耶穌被這兩種人排斥（4：9）
，但也成為
這兩種人和所有族群的救主(Michaels 2010: 522-523)。
368
耶穌的意思是，侮辱祂，就等於侮辱父神 (Michaels 2010: 524)。
369
這裡的「死亡」是指靈魂與上帝的隔離。
370
「我們的」h`mw/n 有「排他性」和「包容性」
；此處比較傾向「排他性」
，表示猶太人不認為
亞伯拉罕也是耶穌的祖先（華勒斯 2011：419）。
96

們一樣；但我認識他，也遵守他的道。
約 8:55 你們未曾認識祂；我卻認識祂。我若說我不認識祂，我就像你們一樣是
騙子；但我認識祂，也遵守祂的道。
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
約 8:56 你們的祖先亞伯拉罕曾歡喜地期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371
約 8:56

猶太人說：「你還沒有五十歲，豈見過亞伯拉罕呢？」
約 8:57 猶太人對祂說：「祢還沒有五十歲，卻已經見過亞伯拉罕？」
約 8:57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約 8:58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在亞伯拉罕出現之前，我即
存在。」372
約 8:58

於是他們拿石頭要打他；耶穌卻躲藏，從殿裏出去了。
約 8:59 於是他們拿石頭要打祂；耶穌卻躲藏，從殿裏離開。
約 8:59

約 9:1

約 9:1
約 9:2

約 9:2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
祂離開時，看見一個天生瞎子。
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
是他父母呢？」
祂的門徒們問祂說：「拉比，是誰犯了罪？是他還是他的父母，使得他
天生瞎眼？」373

約 9:3

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

約 9:3

上顯出 神的作為來。
耶穌回答：「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而是上帝的作為要在

371

「我的日子」是從亞伯拉罕開始，猶太人一直期待彌賽亞來到地上統治的日子。這日子就從
耶穌來到世上開始，成就了舊約的預言。因此，亞伯拉罕在天上看到這一日子實現，就歡喜快樂。
神學家們大都認為「我的日子」是指審判的開始(Michaels 2010: 530-532)。不過，審判是「我的
日子」的後半段，先要有耶穌降世為人，死後復活，然後再臨，才有最後審判。
372
「我即存在」evgw. eivmi,，是現在時態，而不是過去時態，也不是不完成時態，因此表示耶穌
（即上帝）的昔在、今在、永在(Michaels 2010: 533-535)。在希臘文法裡，這是表示一個「歷史
的存在」
（華勒斯 2011：557-558）
。
373
由於嬰孩出生時不可能犯罪，因此門徒們懷疑是父母犯了罪。門徒們的問法沿襲了舊約的說
法（出 20：5；申 5：9；結 18）
。最後一句話的 i[na 要翻譯成因果關係的「使得」(華勒斯 2011: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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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上彰顯。
約 9:4

約 9:4

約 9:5

約 9:5
約 9:6

約 9:6

約 9:7

約 9:7

約 9:8

約 9:8

約 9:9

約 9:9

374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
了。
趁著白天，我們必須做作那差遣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
工了。375
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當我在世上的時候，我是世上的光。」376
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沬在地上，用唾沬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祂說了這些話，就吐口水在地上，用口水做成泥團，將塗抹泥團在他的
眼睛上，377
對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裏去洗（西羅亞翻出來就是奉差遣）。他去
一洗，回頭就看見了。
對他說：「你去西羅亞池子裏洗」（西羅亞的翻譯就是「已被差遣」）。
378
於是他去洗了，就看見了。
他的鄰舍和那素常見他是討飯的，就說：「這不是那從前坐著討飯的人
嗎？」
那些鄰居和那些看見他先前一直是乞丐的，就說：「這不是那坐著乞求
的人嗎？」
有人說：「是他」；又有人說；「不是，卻是像他。」他自己說：「是
我。」
有人一直說：「是他」；又有人一直說；「不是，但是像他。」他自己
一直說：「是我。」

他們對他說：「你的眼睛是怎樣開的呢？」
約 9:10 他們一直對他說：「你的眼睛怎麼打開的？」
約 9:10

374

耶穌以愛取代了舊約的說法。天生殘疾的人不應該被指責上輩子或者父母作孽，而是有神聖
使命。救助殘疾的人就是在彰顯上帝的慈愛。
375
「我們」是指耶穌和乞丐，共同完成神蹟彰顯上帝的慈愛。
「白天」是指耶穌還活著的時候；
「黑夜」是指猶太人將要釘死耶穌(Michaels 2010: 542-544)。
376
耶穌是「世上的光」
，當然也能讓瞎子見光。
377
神學家爭論耶穌為何要做這個動作？是口水還是泥土治癒了瞎子？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耶穌用具體的行動做上帝的工。
378
上帝差遣適當的人（耶穌）、使用適當的方法（西羅亞池）來醫治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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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答說：「有一個人，名叫耶穌，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對我說：『你
往西羅亞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見了。」
約 9:11 他回答：「有一個人名叫耶穌，祂做了泥團抹我的眼睛，對我說：『你
去西羅亞池子洗。』我去洗，就復明了。」379
約 9:11

他們說：「那個人在哪裏？」他說：「我不知道。」
約 9:12 他們對他說：「那個人在哪裏？」他說：「我不知道。」
約 9:12

約 9:13

他們把從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賽人那裏。

約 9:13 他們把那從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賽人前。
耶穌和泥開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約 9:14 耶穌做泥團打開他眼睛的日子是在安息日。
約 9:14

法利賽人也問他是怎麼得看見的。瞎子對他們說：「他把泥抹在我的眼
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見了。」
約 9:15 法利賽人又問他是怎麼看見的。他對他們說：「祂把泥團抹在我的眼睛
上，我去洗，就復明了。」
約 9:15

法利賽人中有的說：「這個人不是從 神來的，因為他不守安息日。」
又有人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神蹟呢？」他們就起了紛爭。
約 9:16 法利賽人中間有些人一直說：「這人不是從 上帝來的，因為祂不守安
息日。」又有些人一直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神蹟呢？」他們中
間就一直有紛爭。
約 9:16

約 9:17

他們又對瞎子說：「他既然開了你的眼睛，你說他是怎樣的人呢？」他
說：「是個先知。」

約 9:17 他們又對瞎子說：「因為祂打開了你的眼睛，你說祂是誰呢？」他說：
「祂是先知。」
猶太人不信他從前是瞎眼，後來能看見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來，
約 9:18 猶太人不信他曾一直是瞎子，380 然後就復明。等到他們叫了這復明的父
母來，
約 9:18

約 9:19

379

問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兒子嗎？你們說他生來是瞎眼的，如今怎麼能

「復明」的原文字典型是 avnable,pw，9:15, 18 亦同。
「曾一直是瞎子」 o;ti h=n tuflo.j 作為一個子句，翻譯 h=n 時要用過去完成時態(華勒斯 2011: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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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了呢？」
約 9:19 問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兒子嗎？你們說他天生是瞎子，為什麼現在能
看見呢？」
他父母回答說：「他是我們的兒子，生來就瞎眼，這是我們知道的。
約 9:20 於是他的父母回答說：「我們知道他是我們的兒子，而且是天生瞎子。
約 9:20

約 9:21

至於他如今怎麼能看見，我們卻不知道；是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也不
知道。他已經成了人，你們問他吧，他自己必能說。」

約 9:21 至於他現在為什麼能看見，我們一直不知道；是誰打開了他的眼睛，我
們也一直不知道。你們問他！他是成年人，他自己會說。」
約 9:22

他父母說這話，是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已經商議定了，若有認耶穌是
基督的，要把他趕出會堂。

約 9:22 他的父母說這些話，是因為他們一直懼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已經決定，
381
若有人承認祂是基督，他就除籍。382
約 9:23

因此他父母說：「他已經成了人，你們問他吧。」

約 9:23 因此他的父母說：「他是成年人，你們問他！」
所以法利賽人第二次叫了那從前瞎眼的人來，對他說：「你該將榮耀歸
給 神，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
約 9:24 所以他們第二次叫來那一直是瞎子的，對他說：
「你必須將榮耀歸給 上
帝！我們已知道這人是個罪人。」
約 9:24

他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
的，如今能看了。」
約 9:25

約 9:25 他回答：「祂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瞎子，
如今能看見了。」
他們就問他說：「他向你做甚麼？是怎麼開了你的眼睛呢？」
約 9:26 他們對他說：「祂對你做了甚麼？是怎麼打開你的眼睛呢？」
約 9:26

381

「已經決定」sunete,qeinto 是過去完成時態(華勒斯 2011: 617)，翻譯成中文時意思與完成時
態類似。
382
「除籍」avposuna,gwgoj 也就是「趕出會堂」的意思。神學家爭議著當時還沒有「除籍」的
律法，要到第一世紀末期猶太教與基督教正式決裂時才有(Michaels 2010: 554-557)。這個爭議忽
略了這段經文說這些猶太人可能只是口頭「決定」
，而非寫成律法。律法或法律常常是將一項長
久實行的習慣，予以文字化。所以是先有行為，才有律法。
100

他回答說：「我方才告訴你們，你們不聽，為甚麼又要聽呢？莫非你們
也要作他的門徒嗎？」
約 9:27 他回答他們：「我已經告訴你們了，你們不聽，你們為甚麼還想聽一次？
難道你們也想要成為祂的門徒嗎？」
約 9:27

他們就罵他說：「你是他的門徒；我們是摩西的門徒。
約 9:28 他們就罵他說：「你是祂的門徒；我們是摩西的門徒。
約 9:28

約 9:29

神對摩西說話是我們知道的；只是這個人，我們不知道他從哪裏來！」

約 9:29

我們知道上帝已經對摩西說話；只是這個人，我們不知道祂從哪裏
來！」

約 9:30

那人回答說：「他開了我的眼睛，你們竟不知道他從哪裏來，這真是奇
怪！

約 9:30 那人回答他們說：「這件事真是奇怪！383 你們一直不知道祂從哪裏來，
但是祂打開了我的眼睛。
約 9:31

我們知道

約 9:31 我們知道
他。384

神不聽罪人，惟有敬奉
上帝不聽罪人，惟有敬畏

神、遵行他旨意的，

神才聽他。

上帝、遵行祂旨意的， 祂才聽

從創世以來，未曾聽見有人把生來是瞎子的眼睛開了。
約 9:32 從創世以來，沒有聽過有人打開天生瞎子的眼睛。
約 9:32

這人若不是從 神來的，甚麼也不能做。」
約 9:33 這人若不是一直與 上帝同在，385 就一直不能做任何事。」
約 9:33

他們回答說：「你全然生在罪孽中，還要教訓我們嗎？」於是把他趕出
去了。
約 9:34 他們回答他說：「你天生全然罪惡，你還要教訓我們？」於是把他趕出
去。386
約 9:34

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出去，後來遇見他，就說：「你信 神的兒子嗎？」
約 9:35 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出去，後來遇見他，就說：「你現在信 人子嗎？」
約 9:35

383

瞎子用生命見證來質疑猶太人的權威。
瞎子得醫治以後，馬上就承認耶穌是主，學耶穌說話(5:14; 7:17)。
385
para. qeou/應該翻譯成「從上帝而來」，因為 qeou 是所有格。但是前面有一個不完成時態的
「在」h=n，因此例外翻譯成「一直與上帝同在」。
386
依上下文，「趕出去」可能是開除教籍。見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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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答說：「主啊，誰是 神的兒子，叫我信他呢？」
約 9:36 他回答說：「主啊！祂是誰？好讓我信祂呢？」387
約 9:36

耶穌說：「你已經看見他，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約 9:37 耶穌對他說：「你已經看見祂，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祂。」
約 9:37

他說：「主啊，我信！」就拜耶穌。
約 9:38 他一直說：「我信，主啊！」就拜祂。
約 9:38

耶穌說：「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能看見的，可以看見；能看見的，
反瞎了眼。」
約 9:39 耶穌說：「我為審判來到這世界，叫看不見的，可以看見；而看見的，
成為瞎子。」388
約 9:39

同他在那裏的法利賽人聽見這話，就說：「難道我們也瞎了眼嗎？」
約 9:40 同祂在那裏的法利賽人中間有人聽見這些話，就對祂說：「難道我們也
是瞎子？」
約 9:40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們能
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
約 9:41 耶穌對他們說：「如果你們一直是瞎子，就一直沒有罪；但如今你們說
『我們能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
約 9:4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
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
約 10: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不從門進入羊圈，卻從別處爬上，那人就
約 10:1

是賊，就是強盜。
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約 10:2 那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群的牧人。
約 10:2

約 10:3

來。
約 10:3 看門的就為祂開門；羊群也聽祂的聲音。祂叫自己羊群的名字，把他們
387

「人子」在舊約是指彌賽亞。瞎子知道耶穌是從上帝而來，是先知，但不確定祂就是彌賽亞。
耶穌可能引用以賽亞書 29:18; 35:5; 42:7-8; 6:10; 29:9; 42:19; 56:10。眼睛看見耶穌，卻不承認
耶穌，就是瞎子。到如今，世上的瞎子還不少。教會裡面還有不少變成半瞎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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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領出來。
約 10:4

約 10:4 當祂帶出來屬自己的，就走在他們前頭，羊群
得祂的聲音。

祂，因為他們已認

約 10:5

約 10:5 他們絕對不跟隨生人，反而逃離他，因為他們未曾認得他的聲音。」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但他們不明白所說的是甚麼意思。
約 10:6 耶穌告訴他們這個比喻，但他們不瞭解祂對他們一直說的是甚麼。
約 10:6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他們，我就是羊的門。
約 10:7 所以，耶穌又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群的門。
約 10:7

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不聽他們。
約 10:8 凡在我之前來的都是賊，是強盜；390 羊群不聽他們。
約 10:8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
約 10:9 我就是門；391 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出入都找得到糧草。
約 10:9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譯：人〕得
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 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392 我來，是要讓他們得生命，並且
得豐盛。
約 10:10

約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代替羊群捨命。393

389

Michaels (2010:578-579)認為羊圈裡的羊都是牧人的。不過，經文中的「自己的羊群」ta. i;dia
pro,bata，似乎有意區分這位牧人的羊與其他牧人的羊。「羊圈」可以表示萬族萬民；萬族萬民
中都有得救的，但不是全部。見 10：26 的對比，猶太人中間有人得救，但不是全部。
390
「在我之前來的」是指法利賽人、猶太人，不是指亞伯拉罕、摩西、施洗約翰等舊約先知(Michaels
2010: 582-583)。
391

耶穌是牧羊人，也是門。
「

裏去』」（14：6）。
392

「偷竊、殺害、毀壞」是指盜賊偷到羊以後，不會牧養，而會馬上殺了賣錢。
「代替」的原文 u`pe.r 是個介系詞，在此有特殊的「救恩論」用法，特別表示耶穌「代替」
罪人而死(華勒斯 2011: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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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0:12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

約 10:12 雇工不是牧人，羊群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離棄羊群逃走；狼
控制住並驅散他們。394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
約 10:13 因他是雇工，並不關心羊群。
約 10:13

約 10: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約 10: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哪些屬於我的，哪些屬於我的也認識我，

395

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約 10:15 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代替羊群捨命。
約 10:15

約 10:16

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裏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

約 10:16 我另外有羊群，不是這欄圈裏的；396 我必須帶領他們來，他們必聽我的
聲音，並且必成為一群體，歸一個牧人。
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
約 10:17 因此我父愛我；因我捨命，而且必再得到它。397
約 10:17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
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
約 10:18 沒有人從我拿走它，是我自己捨的。398 我有權柄放下它，也有權柄再得
到它。這是我從我父所領受的命令。」
約 10:18

猶太人為這些話又起了紛爭。
約 10:19 猶太人中間為了這些話又起了紛爭。
約 10:19

約 10:20

約 10:20 他們中間好多人一直說：「祂有鬼，而且瘋了，為甚麼聽祂呢？」
394

法利賽人、文士、祭司只是耶和華的雇工。有些牧師把牧養當作一份上班的職業，是受雇於
執事會，對於教友的關心不冷不熱。
395
「屬於我的」ta. evma. 是所有格、直接受格。
396
「這欄圈裡的」是指猶太人中間的基督徒。
「另外有羊群」是指非猶太人的基督徒。
397
耶穌宣告祂自己死後將復活。
398
「自己」evmautou/是所有格，表示耶穌主動的復活（華勒斯 2011：121）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
決定。但是做這個決定的權柄是來自誰？來自上帝的決定，由上帝負責。來自自己或撒但的，由
自己負責。
104

又有人說：
「這不是鬼附之人所說的話。鬼豈能叫瞎子的眼睛開了呢？」
約 10:21 其他人一直說：
「這些話不是屬鬼附的人。鬼豈能打開瞎子的眼睛呢？」
約 10:21

在耶路殺冷有修殿節，是冬天的時候。
約 10:22 後來在耶路撒冷有修殿節，399 是在冬天。
約 10:22

耶穌在殿裏所羅門的廊下行走。
約 10:23 耶穌在殿裏的所羅門廊中巡迴。
約 10:23

猶太人圍著他，說：「你叫我們猶疑不定到幾時呢？你若是基督，就明
明地告訴我們。」
約 10:24 猶太人圍著祂，一直對祂說：
「祢使我們猜疑到何時呢？400 祢若是基督，
就明白告訴我們！」
約 10:24

耶穌回答說：「我已經告訴你們，你們不信。我奉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
為我作見證；
約 10:25 耶穌回答他們說：「我告訴過你們，你們現在還不相信。我奉我父之名
約 10:25

所行的這些事，可以為我作見證；
只是你們不信，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
約 10:26 只是你們不相信，因為你們不是屬於我的羊群。
約 10:26

約 10:27

約 10:27 我的羊群聽我的聲音，401 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從我。
約 10:28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

約 10:28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絕對不會滅亡，402 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搶走他
們。
約 10:29
399

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

「修殿節」是 12 月 25 日開始的八天節日，為了紀念馬加比(Judas Maccabaeus)於西元前 164
年領導的猶太獨立運動以及潔淨曾被敘利亞王污穢的聖殿 (Michaels 2010: 594)。
400
「使我們猜疑」的原文是 th.n yuch.n h`mw/n ai;reij，直接翻譯是「拿去我們的靈魂」
。這可
能是當時的俚語，意思是「使我們猜疑」。
401
中性的複數主詞常常跟隨著單數動詞，以表示主詞為一整個主體。但是若要強調複數主體的
每一個個體都要做這個動作，就會接複數動詞(華勒斯 2011: 421)。所以，「羊群」ta. pro,bata
是中性複數主詞，
「聽」avkou,ousin 是複數動詞。
402
本句原文並沒有「永不」的「永」字。ouv mh,出現時，有「絕對否定」的意思（華勒斯 2011：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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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0:29 賞賜我的我父，祂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父手裏搶走他們。
我與父原為一。」
約 10:30 我與父為一體。」403
約 10:30

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要打他。
約 10:31 猶太人又拿起石頭要砸祂。
約 10:31

約 10:32

耶穌對他們說：「我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你們是為哪一件拿石

頭打我呢？」
約 10:32 耶穌回答他們：「我向你們顯現從父而來的許多善事，你們是為哪一件
事要砸我呢？」404
約 10:33

猶太人回答說：「我們不是為善事拿石頭打你，是為你說僭妄的話；又

為你是個人，反將自己當作 神。」
約 10:33 猶太人回答祂說：「為了善事我們不會砸祢，而是因為褻瀆；又為祢是
人，卻把自己當作 上帝。」
耶穌說：「你們的律法上豈不是寫著『我曾說你是神』嗎？
約 10:34 耶穌回答他們：「在你們的律法裡不是已經寫著『我曾說你們有神性』
嗎？405
約 10:34

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若那些承受 神道的人尚且稱為神，
約 10:35 若祂說那些歸向 上帝之道的人有神性，（而且經文是不能廢的）；
約 10:35

約 10:36

父所分別為聖、又差到世間來的，他自稱是

神的兒子，你們還向他說

403

「一體」ἕν 雖然是中性詞，但是翻譯成「一體」可以符合「三位一體」神學，
「要砸」liqa,zete 是現在時態，不是正在砸，而是還沒有砸，但想要砸(華勒斯 2011: 563)。
405
「你們有神性」qeoi, evste 的名詞與動詞都是複數，因此不是指「上帝」這一位神，也不是
指「眾神」，而是指有「神性」（華勒斯 2011：285）；另比較約 1：1 的討論。詩篇 82：6：
404

「我曾說：你們有神性，都是至高者的兒子（們）。」「神性」的希伯來文ֹלהים
ִ֣  ֱא與 LXX 希臘
文翻譯 qeioi,都是複數。有些神學家認為「眾神」是指外國的王子（詩 82：7）。有的認為「眾
神」是指「審判官」（出 21：6，22：7-9，22：28）。有的則認為「諸神」是指「先知們」(Michaels
2010: 602-603)。本書認為根據詩篇 82 篇全篇的旨意，尤其是 82：6-7 的意思，應該做如下的
解釋：這一篇的「諸神」（包括 82：1）都是指「審判官」。耶和華審判外國的審判官，也審判
以色列人的審判官。稱他們為「諸神」是期待他們依照上帝的公義來審判世人，是耶穌所說「做
上帝的工的人」
。耶穌對猶太人說，如果連屬上帝的審判官都可以被稱為諸神，那麼由上帝派遣、
聖化過的耶穌自己，為什麼不能稱為神、與上帝本為一體？所以，舊約聖經中大部分單數的「神」
是指耶和華三一神，複數的「諸神」則要看上下文來決定其內容，可能是其他宗教的神明們，可
能是屬神的審判官，可能是先知們（做上帝的工），但也可能是指「三一神」（不過動詞則會使
用單數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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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僭妄的話』嗎？
約 10:36 父所聖化的、差遣入世的，你們對祂說「祢褻瀆」？406 就因為我說我是
上帝之子？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們就不必信我；
約 10:37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們就不可以信我！
約 10:37

約 10:38

我若行了，你們縱然不信我，也當信這些事，叫你們又知道又明白父在
我裏面，我也在父裏面。」

約 10:38 我若行了，你們即使不信我，也必須相信這些事！讓你們認識且瞭解父
在我裏面，407 我也在父裏面。」
他們又要拿他，他卻逃出他們的手走了。
約 10:39 他們又一直試圖抓祂，祂卻逃出他們的手中。
約 10:39

耶穌又往約旦河外去，到了約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裏。
約 10:40 耶穌又前往約旦河對岸，到了約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停留在那裏。
約 10:40

有許多人來到他那裏
人所說的一切話是真的。」
約 10:41 有許多人來到祂那裡。他們一直說：「約翰沒有行過神蹟，但約翰所說
關於祂的一切一直是真的。」
約 10:41

在那裏，信耶穌的人就多了。
約 10:42 在那裏，許多人相信祂。
約 10:42

約 11:1

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馬利亞和他姊姊馬大

的村莊。
約 11:1 有一個生病的人，就是伯大尼的拉撒路，那是馬利亞和她姊姊馬大的村
莊。408
這馬利亞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頭髮擦他腳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
兄弟。
約 11:2 這馬利亞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她的頭髮409擦祂腳的；410 她的兄弟拉
約 11:2

406

「對祂說」是 o[n… le,gete。
「認識且瞭解」的原文是假設語氣、過去時態的「認識」gnw/te，加上現在時態的「瞭解」
ginw,skhte。
408
路 10：38-39。
409
「用她的頭髮」原文是 tai/j qrijxi.n，是「頭髮」的間接受格，作為副詞用，形容動詞「擦」，
107
407

撒路生病了。
她姊妹兩個就打發人去見耶穌，說：「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
約 11:3 姊妹倆人就派遣人去見祂，說：「主啊，祢所喜愛的他生病了。」411
約 11:3

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 神的榮耀，叫 神的兒子
因此得榮耀。」
約 11:4 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了 上帝的榮耀，讓 上帝
的兒子因它得榮耀。」412
約 11:4

耶穌素來愛馬大和她妹子並拉撒路。
約 11:5 耶穌向來愛馬大和她妹妹並拉撒路。
約 11:5

約 11:6

聽見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

約 11:6 當祂聽見他生病了，卻在當地停留兩天。413
然後對門徒說：「我們再往猶太去吧。」
約 11:7 然後對門徒們說：「我們再一次進入猶太地。」
約 11:7

門徒說：「拉比，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你還往那裏去嗎？」
約 11:8 門徒對祂說：
「拉比，猶太人一直在找尋祢要砸祢，祢還要再去那裏嗎？」
約 11:8

耶穌回答說：「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時嗎？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跌倒，
因為看見這世上的光。
約 11:9 耶穌回答：
「白天不是有十二小時嗎？若有人在白天行走，就不會跌倒，
因為他看見這世上的光。414
約 11:9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為他沒有光。」
約 11:10 若人在黑夜行走，就會跌倒，因為他裡面沒有光。」
約 11:10

因此要翻譯成「用她的頭髮」(華勒斯 2011: 167)。
410
馬利亞用香膏抹主的故事，見太 26：6-13；路 7：36-50；可 14：3-9。神學家發現這些記載
之間有些小差異(Michaels 2010: 614)，但是都可以解釋。例如，馬可福音與馬太福音記載那女人
用膏抹主的頭，而不是腳。這也許是因為她先抹頭，剩下的香膏抹腳。
411
這裡的「喜愛」是 file,w，相對於 11：5 的愛 avgapa,w。
412
耶穌將展現治病神蹟，但預言自己因為展現神蹟，而將被釘十字架得榮耀。
413
神學家對這一段經文，有不同的解釋(Michaels 2010: 617-618)。比較合理與簡單的解釋是 11、
17 節告訴我們，當耶穌知道拉撒路生病的消息時，拉撒路可能還沒死。但是當耶穌停留兩天以
後，拉撒路已死（幾天？我們不知）
。接著，耶穌在路上耽擱了至少兩天才到了拉撒路的住處，
而拉撒路這時已經死透四天了。耶穌這時讓拉撒路死裡復活，讓旁觀者不再懷疑這是上帝的榮耀
大能。
414
耶穌在 11：9-10 的回答，簡單的說，就是「要我死的時候還沒到，不過，要信主就要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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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了這話，隨後對他們說：
「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約 11:11 祂說了這些話，又接著對他們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已經睡了，我去
叫醒他。」
約 11:11

門徒說：「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約 11:12 門徒們對祂說：「主啊！他若已經睡了，就必痊癒。」415
約 11:12

約 11:13

約 11:13 耶穌一直論及他的死，他們卻以為祂說的是普通睡覺。
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拉撒路死了。
約 11:14 於是耶穌就明白地告訴他們：「拉撒路死了。
約 11:14

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相信。如今我們可
以往他那裏去吧。」
約 11:15 我為你們慶幸，因為我不在那裏，你們就會相信。416 不過，我們還是去
他那裏吧。」
約 11:15

多馬，又稱為低土馬，就對那同作門徒的說：「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
約 11:16 多馬（又名「低土馬」），就對同伴門徒們說：「我們也去和祂同死吧。」
約 11:16

417

耶穌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墳墓裏已經四天了。
約 11:17 當耶穌到了，發現他被放在墓穴裏已經四天了。
約 11:17

約 11:18

伯大尼離耶路撒冷不遠，約有六里路。

約 11:18 伯大尼是靠近耶路撒冷，約有十五猶里。418
有好些猶太人來看馬大和馬利亞，要為她們的兄弟安慰她們。
約 11:19 猶太人中間一直有很多人來看馬大和馬利亞，要為這兄弟安慰她們。
約 11:19

約 11:20

415

馬大聽見耶穌來了，就出去迎接他；馬利亞卻仍然坐在家裏。

門徒們擔心耶穌去猶太地會被砸死，想幫祂找個理由不用去。
「若」eva,n 是個格言式的條件語
詞（華勒斯 2011：736）
。
416
耶穌為門徒們慶幸有此機會讓門徒們親眼看見神蹟，因而增強他們的信心。
417
Michaels (2010:624)認為「去和他同死吧」的「他」是拉撒路。本書同意大部分神學家的解釋，
認為「他」是指耶穌，這比較符合 11:8,12 的含意。
418
「十五猶里」約三公里，走路約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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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約 11:20 馬大聽到耶穌來了，就去見祂；馬利亞卻在家裏一直坐著。
馬大對耶穌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約 11:21 馬大對耶穌說：「主啊！祢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就不會死。
約 11:21

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 神求甚麼， 神也必賜給你。」
約 11:22 不過至今我一直知道，祢向 上帝無論求甚麼， 上帝也必賜給祢。」
約 11:22

約 11:23

耶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

約 11:23 耶穌對她說：「你兄弟必然復活。」
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
約 11:24 馬大對祂說：「我一直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期間，420 他必復活。」
約 11:24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 11:25 耶穌對她說：「我就是復活和生命。421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 11:25

約 11:26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約 11:26 凡活著信我的人絕對永遠不死。妳相信這話嗎？」
馬大說：「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
世界的。」
約 11:27 她對祂說：「是的，主啊！我一直相信祢是基督，是 上帝的兒子，就
是那必來到世界的。」
約 11:27

馬大說了這話，就回去暗暗地叫她妺子馬利亞，說：
「夫子來了，叫你。」
約 11:28 她說了這話就離開，叫喚她的妺子馬利亞，私下說：「老師到了，叫
約 11:28

妳。」
馬利亞聽見了，就急忙起來，到耶穌那裏去。
約 11:29 她聽見了，422 就急忙起來，直往祂那裏。
約 11:29

419

傳統神學家認為馬利亞因為耶穌沒有及時來救拉撒路，坐在家裡生氣，不願出去見耶穌。
Michaels (2010:630)認為馬利亞這時可能只是沒有聽到耶穌來了，見 11：29。不過，11：29 的重
點是耶穌指明叫馬利亞。馬利亞就不得不來。馬大沒有理由不通知馬利亞關於耶穌來的事。
420
「末日」evsca,th| h`me,ra| 的「末」evsca,th| 本身就是「最高級」
，表示「最後」(華勒斯 2011:
316)。「首先」prw/toj 也是最高級。
421
馬大認為復活是未來式。耶穌用現在時態說明他現在就是復活之主。
422
「她」evkei,nh 是約翰福音常用的代名詞，多於 ou-toj ，沒有太強的「指示代名詞」作用(華
勒斯 2011: 344)。
110

那時，耶穌還沒有進村子，仍在馬大迎接他的地方。
約 11:30 那時，耶穌尚未進村莊，仍在馬大見祂的地方。
約 11:30

那些同馬利亞在家裏安慰她的猶太人，見她急忙起來出去，就跟著她，
以為她要往墳墓那裏去哭。
約 11:31 那些猶太人正在她家裏與她同在、安慰她，423 見馬利亞急忙起來出去，
就跟著她，以為她要去墓穴那裏哭。
約 11:31

約 11:32

馬利亞到了耶穌那裏，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啊，你若早

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約 11:32 當馬利亞到了耶穌那裏，看見祂，就俯伏在祂的腳前，對祂說：「主啊！
祢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就不會死。」
約 11:33

耶穌看見她哭，並看見與她同來的猶太人也哭，就心裏悲歎，又甚憂愁，

約 11:33 耶穌看見她哭，而且與她同來的猶太人也哭，就靈裏氣憤，心裡困擾，
424

約 11:34

便說：「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裏？」他們回答說：「請主來看。」

約 11:34 便說：「妳們把他放在哪裏？」她們對祂說：「主啊！祢來！祢看!」
耶穌哭了。
約 11:35 耶穌哭了。
約 11:35

猶太人就說：「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懇切。」
約 11:36 猶太人就一直說：「看，祂一直多麼愛他。」
約 11:36

約 11:37

其中有人說：「他既然開了瞎子的眼睛，豈不能叫這人不死嗎？」

約 11:37 他們中間有些人說：
「這人曾打開了瞎子的眼睛，豈不能讓他不死嗎？」
425

耶穌又心裏悲歎，來到墳墓前；那墳墓是個洞，有一塊石頭擋著。
約 11:38 由於耶穌心裡又攪動，426 就要進入墓穴；那墓穴是個洞，有一塊石頭擋
著。
約 11:38

423

「她」是指馬利亞。
耶穌可能不高興馬利亞對祂的信心軟弱，見到祂還哭；另外也不高興猶太人來趁機說耶穌的
壞話(Michaels 2010: 636-639)。
425
猶太人本性不改，趁機諷刺耶穌不能或不願意保住拉撒路的性命。
426
「攪動」是分詞，可以表示「因為（由於）攪動」(華勒斯 2011: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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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挪開。」那死人的姊姊馬大對他說：「主啊，他
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四天了。」
約 11:39 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挪開！」那死人的姊姊馬大對祂說：「主啊！他
已經臭了，因為已經四天了。」
約 11:39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 神的榮耀嗎？」
約 11:40 耶穌對她說：「我不是對妳說過，妳若信，就必看見 上帝的榮耀嗎？」
約 11:40

約 11:41

他們就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望天，說：「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已

經聽我。
約 11:41 他們就挪開石頭。耶穌舉目向上，說：「父啊！我感謝祢，因為祢曾聽
我。427
約 11:42

了我來。」
約 11:42 我一直知道祢總是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了一直站在周圍的人群，叫他
們相信是祢差遣我。」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
約 11:43 祂說了這些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
約 11:43

約 11:44

叫他走！」
約 11:44 那死人就出來，手腳綁著布，他的臉上包著手帕。耶穌對他們說，「解
開他！叫他走開！」428
約 11:45

那些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見了耶穌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約 11:45 那些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中間，有許多人見了祂所做的事就信祂；
但其中也有去見法利賽人的，將耶穌所做的事告訴他們。
約 11:46 但他們中間也有些人去見法利賽人，告訴他們耶穌所做的事。
約 11:46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聚集公會，說：「這人行好些神蹟，我們怎麼辦呢？
約 11:47 於是祭司長們和法利賽人召集最高會議，429 他們一直說：「我們怎麼辦
約 11:47

427

「聽」h;kousa,j 是不定過去時態，可能是指耶穌之前治癒瞎子一事（9：31）
。
拉撒路的死後復活，英文 resuscitation 叫做「復甦」或「甦醒」
，不是「末日復活」resurrection。
因此，拉撒路甦醒以後還是會死，等到末日才有復活(Michaels 2010: 646)。
「叫他走開」可能是因
為拉撒路身上發臭，叫他去洗澡。
429
「最高會議」的原文是 sune,drion，英文是 Sanhedrin, 這是猶大地區的最高宗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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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因為這人行好多神蹟，
約 11:48

姓。」
約 11:48 若讓祂這樣下去，大家都要信祂，羅馬人也要來搶奪我們、這地方和這
民族。」430
約 11:49

內中有一個人，名叫該亞法，本年作大祭司，對他們說：「你們不知道
甚麼。
431

約 11:49 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該亞法，是當年的大祭司，
直都無知。

對他們說：「你們一

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
約 11:50 你們也不考慮，一個人若代替百姓死，432 免得全族滅亡，這對你們有好
約 11:50

處。」433
約 11:51

他這話不是出於自己，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所以預言耶穌將要替這一
國死；

約 11:51 他說這話不是出於自己，而是因為他是當年的大祭司，所以預言耶穌將
要代替這一民族而死；434
也不但替這一國死，並要將 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歸一。
約 11:52 也不只是代替這一民族而死，並要將 上帝四散的子民聚集在一起。435
約 11:52

從那日起，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穌。
約 11:53 從那日起，他們就計畫要殺耶穌。
約 11:53

約 11:54

430

所以，耶穌不再顯然行在猶太人中間，就離開那裏往靠近曠野的地方去，
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蓮，就在那裏和門徒同往。

之前，耶穌的信徒稱呼祂是天降的先知，想要推舉祂為王（6：14-15）
。這讓猶太人領袖擔心
羅馬政權鎮壓。羅馬政權後來在西元 70 年攻陷耶路撒冷，摧毀聖殿，但不是因為基督徒有叛亂
的事蹟。「這地方」to.n to,pon 是指聖殿(Michaels 2010: 649)。
431
他不只是大祭司，還可能是大祭司們的輪值主席，並且後來續任 18 年(Michaels 2010:
649-650)。
432
「代替」的原文 u`pe.r 是個介系詞，在此有特殊的「救恩論」用法，特別表示耶穌「代替」
罪人而死(華勒斯 2011: 406)。
433
該亞法建議犧牲耶穌，以免羅馬人殺害所有的猶太人。
434
上帝藉著大祭司所具有的身份說出關於耶穌將為猶太人而死的預言，讓所有的猶太人後來都
可以見證這個預言。
435
耶穌是替全人類而死，不只是替猶太人而死，所以四散的基督徒將在各族中聚集在一起。在
世上，他們聚集在教會；在末世，他們聚集在新天新地。耶穌在 10：16 說過這個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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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1:54 耶穌於是不再公然巡迴猶太人中間，反而離開那裏到靠近曠野的地區，
進入一座城，名叫以法蓮，祂與門徒們就停留在那裏。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有許多人從鄉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節前潔淨自
己。
約 11:55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許多人從那地區上來進入耶路撒冷，436 要在節前
潔淨自己。437
約 11:55

約 11:56

他們就尋找耶穌，站在殿裏彼此說：
「你們的意思如何，他不來過節嗎？」

約 11:56 他們就一直尋找耶穌，站在殿裏彼此一直說：「你們怎麼想？祂絕對不
會來過節嗎？」
約 11:57

那時，祭司長和法利賽人早已吩咐說，若有人知道耶穌在哪裏，就要報
明，好去拿他。

約 11:57 那時，祭司長們和法利賽人早已發佈命令，若有人知道祂在哪裏，就要
報告，以便捉拿祂。
約 12:1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之處。

約 12:1 耶穌在逾越節前六日，進入伯大尼，就是耶穌使拉撒路死裏復活之處。
有人在那裏給耶穌預備筵席；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
中。
約 12:2 在那裏他們為祂做晚餐；馬大伺候著；拉撒路是那些與耶穌坐席的人們
之一。
約 12:2

約 12:3

擦，屋裏就滿了膏的香氣。
約 12:3 馬利亞就拿了一磅珍貴的純哪噠香膏，438 抹祂的腳，又用她的頭髮擦祂
的腳，屋裏就充滿了香膏的氣味。439
有一個門徒，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約 12:4 加略人猶大，就是祂的門徒之一而且將要出賣祂的，說：
約 12:4

436

「那地區」是指 11：54 耶穌與門徒們停留的地區(Michaels 2010: 660-661)。
「潔淨自己」的禮儀，見民 9：6-12；代下 30：17-18。
438
羅馬制的「一磅」約 328 公克。
439
Michaels (2010:663-667)注意到這段故事在約翰福音的記載，與馬太福音(26:7-13)和路加福音
（7：37-50）的記載有多處不同。本書同意 Michaels 的說法，這些差異並不足影響這段故事的中
心旨趣，就是耶穌預言自己將死。何況，這些記載的相同處多於相異處，而且許多相異處可能只
是不同的目擊者看到同一事件的不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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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香膏為甚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
約 12:5 「這香膏為甚麼不賣三百猶銀救濟窮人呢？」440
約 12:5

約 12:6

存的。
約 12:6 他說這話，並不是因為他向來掛念窮人，乃因他一直是賊，441 又掌管錢
箱，常取其中所存的。
耶穌說：「由她吧！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約 12:7 耶穌說：「讓她做！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442
約 12:7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約 12:8 因為你們總是與窮人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約 12:8

有許多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裏，就來了，不但是為耶穌的緣故，也是要
看他從死裏所復活的拉撒路。
約 12:9 猶太人中間有許多人知道祂在那裏，就來了，不只是為了耶穌，也是要
約 12:9

看拉撒路，就是祂使他從死裏復活的。
但祭司長商議連拉撒路也要殺了；
約 12:10 但祭司長們規畫也殺掉拉撒路；
約 12:10

因有好些猶太人為拉撒路的緣故，回去信了耶穌。
約 12:11 因有好多猶太人為了他而回去信了耶穌。
約 12:11

約 12:12

第二天，有許多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

約 12:12 第二天，那些進來過節的人們一聽見耶穌將進入耶路撒冷，
著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

約 12:13

應當稱頌的！」
約 12:13

祂，一直喊著：「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
是永當稱頌的！」

440

443

一個「猶銀」約是當時工人一天的工資。見 6：7 的解釋。
後人假造的「猶大福音」認為耶穌私下託付猶大完成出賣耶穌的使命，把猶大描述成真英雄。
這一句經文的不完成時態 kle,pthj h=n，說明他不是英雄，而「一直是賊」。
442
馬利亞的故事是為了留下紀念，當耶穌死後被香膏塗抹（19：39-40）
，信徒們就會想起此事，
相信耶穌為自己死亡的預言。
443
其他三個福音也有記載耶穌榮進耶路撒冷（太 21：1-9；可 11：1-10；路 19：28-40）
。
「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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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得了一個驢駒，就騎上，如經上所記的說：
約 12:14 耶穌找到一隻驢駒，就騎上牠，就像經上所記：
約 12:14

錫安的民〔原文是女子〕哪，不要懼怕！你的王騎著驢駒來了。
約 12:15 不要怕！錫安的女兒。看哪！你的王騎著驢駒來了。444
約 12:15

約 12:16

的，並且眾人果然向他這樣行了。
約 12:16 祂的門徒們一開始並不瞭解這些事，而是耶穌得到榮耀時，他們才想起
這些話是為祂寫的，並且他們對祂做了這些事。
約 12:17

當耶穌呼喚拉撒路，叫他從死復活出墳墓的時候，同耶穌在那裏的眾人
就作見證。

約 12:17 當祂呼喚拉撒路出墓穴，使他死裡復活的時候，那些與耶穌同在的眾人
就一直作見證。
約 12:18

眾人因聽見耶穌行了這神蹟，就去迎接他。

約 12:18 因此群眾就去迎接祂，因為他們聽見耶穌行這神蹟。

445

法利賽人彼此說：「看哪，你們是徒勞無益，世人都隨從他去了。」
約 12:19 法利賽人彼此說：
「看吧！你們是徒勞無益。你們看！世人都跟祂走了。」
約 12:19

446

那時，上來過節禮拜的人中，有幾個希臘人。
約 12:20 那時，那些上來禮拜過節的之中，有幾個希臘人。
約 12:20

他們來見加利利伯賽大的腓力，求他說：「先生，我們願意見耶穌。」
約 12:21 他們來見加利利伯賽大的腓力，447 問他說：「先生！我們想見耶穌。」
約 12:21

那」是引用詩 118：26。
「以色列王」見 1：49 的註解。
「永當稱頌」euvloghme,noj 是完成時態、
被動語態。
444
這句經文簡化了撒迦利亞書 9：9。在 6：14-15，耶穌拒絕被眾人擁護為王。為什麼此處祂接
受民眾對國王的歡迎？這是因為「王」在這兩處經文的意義不一樣：前者是世俗君王，後者是上
帝國的王。耶穌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王；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是準備受死復活，並擔任新天新地的王。
445
神學家爭議著 12：17-18 的眾人，是一群人還是兩群人？(Michaels 2010: 679-682) 和合本的
翻譯似乎是指同一群人，但會造成語意矛盾。為什麼同一批人看到耶穌行神蹟，後來又會聽到耶
穌行神蹟？本書採取「兩群人」的解釋。第一批人看到耶穌行神蹟後，
「一直見證」
（evmartu,rei，
不完成時態）此事，讓第二群人聽到這神蹟而去迎接耶穌。
446
「世人都跟祂走了」可能是指下一節經文的希臘人。他們也聽到耶穌行神蹟的事，慕名而來。
447
「腓力」與「安得烈」都是希臘名字，可能會講希臘話。這可能是希臘人要求腓力代為求見
耶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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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去告訴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去告訴耶穌。
約 12:22 腓力來告訴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來一起告訴耶穌。
約 12:22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約 12:23 耶穌回答他們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已經到了。
約 12:23

約 12: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
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 12: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裏死了，它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生出許多果粒。448
約 12:25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
命到永生。

約 12:25 喜愛自己生命的，就會失去它；恨惡自己在這世上生命的，必保守它到
永生。449
約 12:26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若有

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約 12:26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裏，服事我的人也必在那裏；若有
人服事我，父必賞賜他。」450
我現在心裏憂愁，我說甚麼才好呢？父啊，救我脫離這時候；但我原是
為這時候來的。
約 12:27 我的靈魂現在已經困擾了， 我還要說甚麼呢？451 父啊！願祢救我脫離
這時候；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452
約 12:27

父啊，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
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約 12:28 父啊！願祢榮耀祢的名！」於是就有聲音從天上來：「我曾榮耀，必再
榮耀。」453
約 12:28

448

耶穌用自己做例證，鼓勵信徒不怕死(Michaels 2010: 689)。
類似的經文為太 16：25；路 9：24。
450
「賞賜」的原文是 timh,sei，一般翻譯成「尊重」
，不過在這裡翻譯成「賞賜」比較合適(BibleWorks
9)。
451
「困擾」teta,raktaiι 是完成時態。耶穌心裡開始有兩種矛盾的想法，使祂不能再教訓人。
452
相關的經文為客西馬尼園的禱告：太 26：39；可 14：35-36；路 22：41-42。
453
「我曾榮耀，必再榮耀」的第一個榮耀，是指上帝派遣耶穌降世行神蹟；第二個榮耀是指耶
穌將死後復活，被眾人看見(Michaels 2010: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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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打雷了。」還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
話。」
約 12:29 一直站著的眾人聽見，就不斷地說：「已經打雷了。」其他人則一直說：
「有天使一直對祂說話。」454
約 12:29

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我，是為你們來的。
約 12:30 耶穌回答說：「這聲音不是為我，而是為你們來的。455
約 12:30

約 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456

約 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統治者將被趕出去。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約 12: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所有人都將歸向我。」457
約 12:32

約 12:33

約 12:33 祂一直說這話，是為了預告自己的死法。458
約 12:34

眾人回答說：「我們聽見律法上有話說，基督是永存的，你怎麼說『人

子必須被舉起來』呢？這人子是誰呢？」
約 12:34 眾人回答祂說：「我們從律法學到，基督是永存的，459 你為什麼說『人
子必須被舉起來』呢？ 這人子是誰呢？」460
耶穌對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著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裏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去。
約 12:35 耶穌對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一點時間，應當趁著有光行走，免
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裏行走的，一直不知道往何處去。
約 12:35

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
約 12:36 趁著有光，你們應當信從這光，就會成為光明之子。」
約 12:36

454

上帝說話，只讓耶穌聽懂。眾人都聽不懂。
耶穌告訴眾人，這是上帝在說話，作為對於耶穌禱告的回應。眾人將要看到一件大事，就是
耶穌為了救贖世人而被釘十架，死後復活。
456
「世界的統治者」是指撒但；
「統治者」是單數。
457
神學家們對於「所有人」有不同的解釋。本書同意 Michaels (2010:698-701)認為「所有人」是
指基督徒。
458
「為了預告」的原文是分詞的 shmai,nwn，含有「目的」
、
「為了…」的意思(華勒斯 2011: 672)。
459
舊約多處經文記載彌賽亞的永存（詩 110：4，132：12；賽 9：6-7；撒下 7：13）
。
460
眾人問：如果律法書說彌賽亞（人子）永存（不死）
，為什麼耶穌說人子要被釘死？律法書錯
了嗎？或者這「人子」不是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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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了這話，就離開他們隱藏了。他雖然在他們面前行了許多神蹟，
他們還是不信他。
約 12:37 耶穌說了這些話，就離開他們隱藏了。即使祂在他們面前行了許多神蹟，
他們還是不信祂。
約 12:37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主啊，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主的膀
臂向誰顯露呢？
約 12:38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主啊！誰會相信我們所聽到的？主的
膀臂又向誰顯露呢？461
約 12:38

他們所以不能信，因為以賽亞又說：
約 12:39 他們所以一直不能信，因為以賽亞又說：
約 12:39

約 12:40

主叫他們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們眼睛看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

我就醫治他們。
約 12:40 祂已經使他們瞎了眼，使他們硬了心，免得他們眼睛看見，心裏明白，
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462
約 12:41

約 12:41 以賽亞說這些話是因為看見祂的榮耀，就說關於祂的話。463
雖然如此，官長中卻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賽人的緣故，就不承認，
恐怕被趕出會堂。
約 12:42 雖然如此，領導們中間卻有許多人信祂的，464 只因為法利賽人，就一直
不承認，恐怕被開除教籍。
約 12:42

約 12:43

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

神的榮耀。

約 12:43 因為他們愛人們的榮耀過於愛 上帝的榮耀。465

461

「我們所傳的〔或譯：所傳與我們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賽 53：1）。
「
過來，便得醫治」
（賽 6：10）
。大部分的世人即使聽到福音也不願意信主（太 13：15，徒 28：
27）
。
463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賽 6：1）。
Michaels (2010:710-711)認為使徒約翰認定以賽亞看到的是「三一神」
，是上帝也是耶穌。本書不
同意這個解釋。約翰只是借用以賽亞的感嘆來描述耶穌的感嘆。把 12：41 經文中的「以賽亞」
換成「耶穌」，同樣通順：不必把「祂」換成「耶穌」，反而需要更複雜的神學解釋。
464
由於耶穌的聽眾是猶太人，因此「領導們」應該是指猶太教裡面的神職人員，不是羅馬官員。
「開除教籍」說明了他們的猶太人身份。
465
這些人即使相信耶穌了，也不會得救。因為「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
必不認他」
（太 10：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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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大聲說：「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來的。
約 12:44 耶穌大聲說：「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遣我來的。
約 12:44

人看見我，就是看見那差我來的。
約 12:45 那看見我的，就是看見那差遣我來的。
約 12:45

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
約 12:46 我是光，已經來到世上，讓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
約 12:46

若有人聽見我的話不遵守，我不審判他。我來本不是要審判世界，乃是
要拯救世界。
約 12:47 若有人聽見我的話而不遵守，我現在不審判他。466 我來不是要審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約 12:47

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
他。
約 12:48 拒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的道，467 在末日必
審判他。468
約 12:48

約 12:49

講甚麼。
約 12:49 因為我說話不是出於自己，而是那差遣我來的父自己已經給我命令，要
我說甚麼、講甚麼。
約 12:50

約 12:50 我已知道祂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講的這些正是照著父已經對我
說的。」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
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約 13:1 逾越節以前，耶穌已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祂既然愛世間屬自
己的人，469 就愛他們到底。
約 13:1

約 13:2
466
467
468
469

吃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

「審判」是現在時態：耶穌第一次來到世上時不審判，第二次再來時才主持審判。
這「道」就是三一神(1:1)。
這兩節關於審判的經文總結之前的相關經文（3:19, 5:22, 5:27, 9:39）。
「世間屬自己的人」是指 12 門徒。
120

裏。
約 13:2 晚餐時，魔鬼已經深入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裏，要出賣祂。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且知道自己是從 神出來的，又要歸
到 神那裏去，
約 13:3 耶穌既然已經知道父將萬有交在祂手裏，470 且自己過去是從 上帝出來
的，現在要歸到 上帝那裏去，471
約 13:3

約 13:4

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
472

約 13:4 就從晚餐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毛巾束腰，

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
約 13:5 隨後把水倒進盆裏，就開始洗門徒們的腳，並用束腰的毛巾擦拭。473
約 13:5

挨到西門彼得，彼得對他說：「主啊，你洗我的腳嗎？」
約 13:6 祂來到西門彼得前，他對祂說：「主啊！祢洗我的腳嗎？」
約 13:6

約 13:7

耶穌回答說：「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

約 13:7 耶穌回答他說：「我所做的，你現在一直不瞭解，此後會明白。」
彼得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耶穌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
分了。」
約 13:8 彼得對祂說：「祢絕對不可洗我的腳！」耶穌回答他說：「我若不洗你，
你就與我無分了。」474
約 13:8

西門彼得說：「主啊，不但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洗。」
約 13:9 西門彼得對祂說：「主啊！不只是我的腳，還有手和頭。」
約 13:9

耶穌說：「凡洗過澡的人，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你們是乾淨
的，然而不都是乾淨的。」
約 13:10 耶穌對他說：「那洗過澡的，只要洗腳，全身就乾淨了。你們是乾淨的，
但不是所有人。」
約 13:10

470

「知道」eivdw.j 是完成時態的分詞。
「出來」evxh/lqen 是不定過去時態，
「歸到」u`pa,gei 是現在時態。
472
參照可 10：45；路 12：37。
473
當時關於遠行歸來時的習俗是，奴隸要給主人洗腳，妻子要替丈夫洗腳，，門徒要給老師洗
腳(Michaels 2010: 726)。耶穌卻替門徒們洗腳。
474
信徒在眾人面前接受耶穌為救主，就是受過聖靈的洗，洗去過去的罪惡。但是聖徒還是偶而
犯罪，需要耶穌繼續的涉罪；就如身體洗過了，腳還是會髒。不願繼續接受耶穌的赦罪而悔改，
就與耶穌無份，而屬於撒但。猶大故意犯罪，所以不是「乾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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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耶穌原知道要賣他的是誰，所以說：「你們不都是乾淨的。」
約 13:11 耶穌一直知道誰要出賣祂，因此說：「你們不都是乾淨的。」
約 13:11

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我向你們所
做的，你們明白嗎？
約 13:12 祂洗完了他們的腳，就穿上祂的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你們瞭解
我對你們所做的嗎？
約 13:12

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
約 13:13 你們叫我「老師」、「主」，475 你們說的好，因為我就是。
約 13:13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約 13:14 身為主、老師，我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應該彼此洗腳。476
約 13:14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
約 13:15 我給你們一個榜樣，要你們照著我對你們所做的去做。
約 13:15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
人。
約 13:16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他的主人，受差遣的也不能大於
差遣者。
約 13:16

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約 13:17 你們既已知道這些事，若是去做就有福了。
約 13:17

約 13:18

上的話，說：『同我吃飯的人用腳踢我。』
約 13:18 我說的不是你們所有人，我已認識我揀選的眾人。這要應驗經上的話，
說：『吃我飯的人對我舉起他的腳。』477
約 13:19

475

如今事情還沒有成就，我要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可以
信我是基督。

「老師」與「主」是主格，但有替代「專有名詞」的功能，所以要加上刮號，表示一個頭銜
（華勒斯 2011；60）。
476
「彼此洗腳」就是「彼此赦罪」的意思。
477
「連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過我飯的也用腳踢我」
（詩 41：9）。耶穌替猶大洗腳，猶
大卻要舉起腳踢（背叛）祂。末世審判時，家人互相敵視與出賣（太 10：21-22，10：35-36；可
13：12-13；路 12：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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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3:19 在事情還沒有成就以前，我要一直告訴你們，讓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
就相信我是祂。478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約 13:20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誰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誰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約 13:20

約 13:21

耶穌說了這話，心裏憂愁，就明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中

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約 13:21 耶穌說這些話時，靈裏困擾，就作證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
們中間有一個人將要出賣我。」
約 13:22

門徒彼此對看，猜不透所說的是誰。

約 13:22 門徒們彼此一直對看，不確定祂說誰。
有一個門徒，是耶穌所愛的，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裏。
約 13:23 祂的門徒之中，有一個人一直靠近耶穌懷裡，是耶穌向來所愛的。479
約 13:23

約 13:24

約 13:24 西門彼得點頭示意他：「祂說的是誰啊？」480
約 13:25

約 13:25 他就靠近耶穌的胸膛，對祂說：「主啊！是誰呢？」
約 13:26

耶穌回答說：「我蘸一點餅給誰，就是誰。」耶穌就蘸了一點餅，遞給
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

約 13:26 耶穌回答：「我將沾一點餅給誰，就是那人。」祂就沾了一點餅，給加
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
他吃了以後，撒但就入了他的心。耶穌便對他說：
「你所做的，快做吧！」
481
約 13:27 藉著這一點餅，撒但就進入那人。 耶穌便對他說：
「你的事，快去做！」
約 13:27

478

此句對比太 24：25，可 13：23。關於「我是祂」
，見 8：28 註釋。
大部分神學家認為這一位耶穌所愛的門徒，就是約翰福音的作者約翰本人。不過，有些神學
家認為難以確認(Michaels 2010: 749-750)。
480
原文沒有「說」
，所以可能是彼得用點頭和眼神在問約翰。這也間接證實這一位耶穌所愛的門
徒，就是約翰。其他人大概沒看到彼得的動作。
481
猶大可能一直想找機會離席，去向猶太人告密。耶穌給他餅吃，並吩咐他辦事，他可能就藉
此離席。所以說，這時撒但進入他，要他去執行出賣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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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同席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為甚麼對他說這話。
約 13:28 同席的人沒有一個瞭解祂為甚麼對他說這話。
約 13:28

有人因猶大帶著錢囊，以為耶穌是對他說：「你去買我們過節所應用的
東西」，或是叫他拿甚麼賙濟窮人。
約 13:29 有人因為猶大向來帶著錢包，一直以為耶穌對他說：「你去買我們過節
所需的物品」，或是叫他拿甚麼給窮人。
約 13:29

猶大受了那點餅，立刻就出去。那時候是夜間了。
約 13:30 他接受了那點餅，就立刻出去。那時是夜晚。482
約 13:30

約 13:31

他既出去，耶穌就說：「如今人子得了榮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
耀。

約 13:31 他既出去，耶穌說：「現在人子得了榮耀，
約 13:32

約 13:32

上帝也因祂得了榮耀。483

神要因自己榮耀人子，並且要快快地榮耀他。
上帝要因祂榮耀人子，並且很快地榮耀祂。

小子們，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後來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
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說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
約 13:33 孩子們！我還有一點時間與你們同在；你們將要找我。就像我曾告訴猶
太人一樣：484「我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我現在也對你們說。
約 13:33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
要怎樣相愛。
約 13:34 我給你們一條新誡律，485 你們要彼此相愛；486 就像我愛你們，你們也
約 13:34

要彼此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 13:35 如果你們彼此有愛，眾人就因此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約 13:35

482

「夜晚」到了，黑暗要暫時掌權（9：4）
。
神學家對於「因祂」evn auvtw/| 有不同的翻譯(Michaels 2010: 755-757)。本書採取「聖父與聖
子相互榮耀」的方式來翻譯此句經文和下一句經文。這兩句的「祂」都是指耶穌。
484
7:33-34。
485
「新誡律」不是表示它取代了舊約誡律，而是補充或特別強調(Michaels 2010: 759)。耶穌在此
特別強調「信徒們」要彼此相愛，以便形成一個新的信仰團體。
486
「彼此」avllh,louj 是「相互的代名詞」，永遠是複數(華勒斯 2011: 367)。
124
483

西門彼得問耶穌說：「主往哪裏去？」耶穌回答說：「我所去的地方，
你現在不能跟我去，後來卻要跟我去。」
約 13:36 西門彼得對祂說：「主啊！祢要去哪裡？」耶穌回答：「我去的地方，
你現在不能跟著我，你稍後將跟著。」
約 13:36

彼得說：「主啊，我為甚麼現在不能跟你去？我願意為你捨命！」
約 13:37 彼得對祂說：「主啊！我為甚麼現在不能跟著祢？我將為了祢捨命。」
約 13:37

487

耶穌說：「你願意為我捨命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雞叫以先，你要
三次不認我。」
約 13:38 耶穌回答：「你將為了我捨命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直到你三次否
認我，雞絕對不會叫。」
約 13:38

約 14:1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

神，也當信我。

14:1 你們的心不要被困擾。你們當信上帝，也當信我。

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
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14:2 在我父的房子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會告訴你們，因為我要去預
備你們的住處。
約 14:2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裏，叫
你們也在那裏。
14:3 我若去預備你們的住處，就會再回來接你們到我那裡，以致我在那裡，你
們也在那裡。
約 14:3

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有古卷：我往哪裏去，
你們知道那條路〕。」
14:4 你們已經知道我去那裡的道路。488
約 14:4

多馬對他說：「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裏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
14:5 多馬對祂說：「主阿！我們不知道祢往那裡去、怎能已經知道那條路呢？」
約 14:5

約 14:6
487
488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捨」qh,sw 是未來時態，根據上下文翻譯成「將捨」比「願意捨」適合。下節經文同。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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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
那裡去。489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看
見他。」
14:7 你們若已經認識我，就必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祂，並且已經
看見祂。」490
約 14:7

約 14:8

腓力對他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14:8 腓力對祂說：「主阿！求祢將父顯明給我們，我們就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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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耶穌對他說：「我與你們同在這麼久，腓力，你還不認識我麼？人既看見
約 14:9

我，就已經看見父。你怎麼說：『將父顯明給我們呢？』」
約 14:10

我在父裏面，父在我
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約 14:10 難道你不相信：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
我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做祂的事。
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即或不信，也當因我所做的事
信我。
約 14:11 你們當相信我：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即或不信，也當因所做的事
相信。491
約 14:11

約 14:12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

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裏去。
約 14:12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所做的事，並且將要做比這
更大的事，492 因為我現在要去父那裏。
約 14:13

489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基督就是耶穌而已，而沒有其他的可能人選，如釋迦牟尼、孔子、穆罕默德等其他宗教的教
主。
490
14：9 說明看見耶穌就是看見天父。
491
空口無憑，需要聽其言、觀其行。
492
根據考據，耶穌升天時，信徒人數只有三、四千人。而後代有許多宣教家則可以帶領上萬人
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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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4:13 你們若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

493

我必成就，使父因兒子得榮耀。

你們若奉我名求告甚麼，我必成就。」
約 14:14 你們若奉我名求甚麼，我必成就。」
約 14:14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約 14:15 「你們若愛我，就需遵守我的誡律。
約 14:15

約 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譯：訓慰師；下同〕，叫

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約 14:16 我將請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讓祂永遠與你們同在，
約 14:17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
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

約 14:17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他既看不見祂，也不認識祂。
你們卻認識祂，因祂常與你們同在，494 也必在你們裏面。
約 14:18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

約 14:18 我必不棄你們為孤兒，我必來你們這裏。

495

約 14:19

約 14:19 稍後，世人再也看不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必活著。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
約 14:20 到那日，496 你們必瞭解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
約 14:20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
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約 14:21 有人持有我的誡律又遵守它們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
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約 14:21

約 14:22

493

猶大（不是加略人猶大）問耶穌說：「主啊，為甚麼要向我們顯現，不

「奉我的名」evn tw/| ovno,mati 原文意思是「在我的名裡面」，就是信徒的禱告要以耶穌的使
命為範圍(Michaels 2010: 782)。
494
「常…在」原文只有一個字 me,nei（停留）是現在時態，在此有「經常」的含意(華勒斯 2011:
549)。
495
這裡是指耶穌在末日必再回來。
496
「到那日」是指耶穌復活的日子 (Michaels 2010: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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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人顯現呢？」
約 14:22 （不是加略人的）猶大對祂說：「主啊！祢為甚麼想要向我們顯現祢自
己，而不向世人呢？」497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
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
約 14:23 耶穌回答他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
們必到祂那裏去，與祂同住。
約 14:23

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來之
父的道。
約 14:24 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遣我之
父的道。
約 14:24

「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
約 14:25 「我與你們同在時，已告訴你們這些話。
約 14:25

約 14: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約 14:26 但保惠師（就是聖靈、是父因我的名所必差遣的），祂要指教你們一切
的事，498 並且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499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
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約 14: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
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困擾、不要膽怯。
約 14:27

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了，我去還要到你們這裏來。你們若愛我，因我到
父那裏去，就必喜樂，因為父是比我大的。
約 14:28 你們聽過我曾對你們說，我現在離去但必回到你們這裏。500 你們若一直
約 14:28

497

耶穌應允祂升天之後，還會藉著聖靈向信徒顯現。不信的人，看不到耶穌。但是祂在末日審
判時的再臨，則是向世人顯現。
498
「指教你們一切的事」
，
「指教」的一般文法規則是接著兩個直接受詞「你們」與「一切的事」
；
後者不必使用間接受格(華勒斯 2011: 188)。雖然華勒斯 (2011: 148)主張「祂」evkei/noj 是陽性，
是指「保惠師」
，不是指中性的「聖靈」
；但是本書接受三位一體的神學主張，所以聖靈的代名詞
也使用「祂」。
499
聖靈將與 12 門徒以及後代所有的信徒同在，並且負起教導、告誡、鼓勵、安慰的責任，直到
耶穌再來。
500
耶穌這裡說到他將死後復活，在升天之前還會與信徒們同在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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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愛我，就會因我到父那裏去而喜樂，因為父是比我偉大。

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我預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就可
以信。
約 14:29 在事情還沒有成就前，502 我就已經告訴你們，使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
就可以相信。
約 14:29

約 14:30

以後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為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
有；
503

約 14:30 我不再和你們多說了，因為這世界的統治者要來，並且他與我無關。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愛父，並且父怎樣吩咐我，我就怎樣行。起來，我們
走吧！」
約 14:31 而是讓世人瞭解我愛父，並且父怎樣吩咐我，我就怎樣行。起來！我們
約 14:31

離開這裡。」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約 15: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者。504
約 15:1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
子結果子更多。
約 15: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祂就移除它；凡結果子的，祂就整修它，使它
多結果子。505
約 15:2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約 15:3 你們現在潔淨了，是因我已經告訴你們的那道。506
約 15:3

501

父與子是同一位神，但是父是子的源頭，父差遣子，子做父的工，而不是倒過來。所以「父
比子偉大」(Michaels 2010: 794)。「比我」mei,zwn mou, 的「我」mou, 使用所有格，作為比較用
（華勒斯 2011：111）
。
502
這「成就的事情」是指耶穌將死後復活，讓信徒們看見。
503
傳統的神學都認為「世界的統治者」是指撒但(Michaels 2010: 796)。不過根據下文，這可能是
指即將逮捕耶穌的羅馬官員（世界的統治者）
。本書將「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evn evmoi. ouvk e;cei
ouvde,n 翻譯成「他與我無關」，是因為耶穌在信徒裡，信徒也在耶穌裡；但是羅馬統治者不是信
徒，與耶穌無關。
504
上帝是栽培者的比喻，見詩 80：8-18；賽 5：1-7；結 15：1-8，17：5-8，19：10-14。當作為
「實名詞」o` path,r（父）的與作為「專有名詞」的 o` gewrgo,j （栽培者），似乎有同等地位
時，這兩字的前後順序決定了翻譯的順序(華勒斯 2011：44)。
505
「結果子」可以指信徒的良好品德與能力(Michaels 2010: 802)，也可以指傳福音的果效。依靠
耶穌與聖靈的信徒，就可以多結果子。但信徒不一定都能上天堂，不結果子的信徒將被扔到地獄
被硫磺火燒。
506
耶穌教導門徒之後，門徒們的個性與行為已經被潔淨，可以開始多結果子(Michaels 2010: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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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
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約 15:4 你們必須在我裏面！507 我也在你們裏面。就像枝子若不在葡萄樹上，自
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約 15:4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
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約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那在我裏面的，我也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
約 15:5

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
約 15:6 若有人不在我裏面，就會像枝子被丟出去而枯乾，他們撿起來，就扔到
火裏燒了。508
約 15:6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
就給你們成就。
約 15:7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若也常在你們裏面，你們就可以祈求想要的
約 15:7

509

任何事，祂必為你們成就。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約 15:8 我父必因此得榮耀，為了讓你們多結果子、成為我的門徒。
約 15:8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
約 15:9 正如父愛我一樣，我也愛你們；你們必須在我的愛裏！
約 15:9

約 15:10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

在他的愛裏。
約 15:10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正如我已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常在祂的愛裏。
約 15:11
507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

「必須在」mei,nate 不是現在時態，所以不適合翻譯成「常在」。它是命令語氣而且是過去
時態，表示「過去、現在、將來」都必須如此(Michaels 2010: 803)，有「神聖」和「迫切」的意
思(華勒斯 2011:758)。
508
Michaels (2010:807)似乎採取路得宗派的解釋，認為這些不結果子的枝子，一開始就不屬於耶
穌，所以最後也不能進天堂。本書質疑這種解釋，難道這些枝子是從其他的樹生出來，插枝連上
了耶穌？「二次得救論」可能是比較好的解釋。
509
「成就」genh,setai 是直說語氣、未來時態、第三人稱單數，可以指「任何事成就」
，但翻譯
成「上帝必成就」比較符合原文文法，和上下文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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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樂可以滿足。
約 15:11 「這些事我已經告訴你們，使我的喜樂在你們心裏，你們的喜樂也得滿
足。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約 15:12 這是我的命令，就是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
約 15:12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約 15:13 沒有人的愛比這個更大的，就是有人為朋友捨命。510
約 15:13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約 15:14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約 15:14

約 15: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稱你們為

朋友；因我從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
約 15: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一直不瞭解主人所做的事。我既然稱
你們為朋友，是因我從父所聽見的，曾向你們說明。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
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
約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511 並且派遣你們，使你們能出
去結果子以及你們的果子可以常存，512 並使你們奉我的名向父祈求任何
事，祂都賜給你們。
約 15:16

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約 15:17 我告誡你們這些話，是要你們彼此相愛。」
約 15:17

「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或譯：該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
約 15:18 「若世人恨你們，你們需瞭解，513 恨你們之前就已經恨我了。
約 15:18

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
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約 15:19 你們若一直屬世人，世人必一直愛屬自己的；但你們現在不屬世人，而
是我從世人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人就恨你們。
約 15:19

510

耶穌這句話是引用當時盛行的一則希臘/羅馬倫理(Michaels 2010: 812)，以便信徒容易瞭解耶
穌接下來提到「朋友關係」的重要性。
511
在此 avlla,有「形成對比」的作用(華勒斯 2011: 708)。
512
這裡「結果子」不是指培養個人的德行，而是指傳福音帶人信主(Michaels 2010: 816)。
513
「瞭解」的原文 ginw,skete 可以是直說語氣的現在時態也可以是命令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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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
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若遵守了我的話，也要遵守你們的話。
約 15:20 你們務要記住我曾對你們說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514 他們若逼
迫了我，也必逼迫你們；他們若遵守了我的話，也必遵守你們的話。515
約 15:20

但他們因我的名要向你們行這一切的事，因為他們不認識那差我來的。
約 15:21 但因我的名他們將對你們做這一切的事，因為他們一直不認識那差遣我
來的。
約 15:21

我若沒有來教訓他們，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他們的罪無可推諉了。
約 15:22 若我沒有來告訴過他們，他們就一直沒有罪；但如今他們無法辯護他們
的罪。516
約 15:22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約 15:23 那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約 15:23

約 15:24

我若沒有在他們中間行過別人未曾行的事，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連我

與我的父，他們也看見也恨惡了。
約 15:24 若我沒有在他們中間做過別人沒做過的事工，他們就一直沒有罪；但如
今他們一直看見且恨惡我與我的父。517
這要應驗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說：『他們無故地恨我。』
約 15:25 這要應驗他們律法上寫的話，說：『他們無故地恨我。』518
約 15:25

約 15:26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
為我作見證。

約 15:26 當保惠師來到，祂必為我作見證；519 祂就是我將差遣給你們、從父那裏

514

13：16。
後半句是反諷的話，表示世人不可能聽耶穌或門徒的(Michaels 2010: 820-821)。
516
世人（猶太人）都犯了罪，本來都該下地獄。耶穌來赦免了世人所有的罪。但是聽到耶穌的
福音而不認主的，要為自己的罪負責(Michaels 2010: 822)。對比羅馬書 5：12，這句經文可以引
伸為：沒有聽過福音的人們，上帝不會追討他們不認主的罪，但他們仍要根據普世律法來受審判。
聽過福音而不認主的罪犯，則是罪上加罪。
517
猶太人心裡剛硬，不但拒絕承認耶穌，而且恨惡耶穌，欲置之死地。
518
「求你不容那無理與我為仇的向我誇耀！不容那無故恨我的向我擠眼！」
（詩 35：19）
。
519
本句由於比較長，因此翻譯成中文時調整了一下順序，以便完整精確地翻譯出全句。雖然華
勒斯 (2000: 347)主張「祂」evkei/noj 是陽性，是指「保惠師」
，不是指中性的「聖靈」
；但是本書
接受三位一體的神學主張，所以聖靈的代名詞也使用「祂」
。基督徒藉著聖靈而承認主，就是在
見證耶穌。約 14:26，16：13-14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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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來的，

521

這聖靈就是真理、就是從父而來的。

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約 15:27 你們務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初就與我同在」。522
約 15:27

「我已將這些事告訴你們，使你們不至於跌倒。
約 16:1 「我已告訴你們這些事，讓你們不要跌倒。
約 16:1

約 16:2

人要把你們趕出會堂，並且時候將到，凡殺你們的就以為是事奉

約 16:2 他們將把你們除籍，並且時候將到，凡殺你們的就認為是在獻祭給
帝。523

神。
上

他們這樣行，是因未曾認識父，也未曾認識我。
約 16:3 他們將做這些事，是因他們不認識父和我。
約 16:3

我將這事告訴你們，是叫你們到了時候可以想起我對你們說過了。」
「我
起先沒有將這些事告訴你們，因為我與你們同在。
約 16:4 但是我已經告訴你們這些事，為了當他們的時候來到，你們就會想起我
約 16:4

曾對你們說過關於他們的事。我起先沒有告訴你們這些事，是因為我一
直與你們同在。
現今我往差我來的父那裏去，你們中間並沒有人問我：
『你往哪裏去？』
約 16:5 現在我往差遣我來的那裏去，你們中間現在沒有人問我：524 『你去哪裏？』
約 16:5

525

只因我將這事告訴你們，你們就滿心憂愁。
約 16:6 但因為我已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就已經滿心憂愁。
約 16:6

約 16:7
520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

這句經文的「差遣」似乎意指聖父、聖子、聖靈有高低的地位。
關於聖靈、就是真理、就是從父而來，見 14：16, 26。
522
「起初」是指耶穌開始佈道（2：11）。
523
「這約要給他和他的後裔，作為永遠當祭司職任的約；因他為 上帝有忌邪的心，為以色列
人贖罪」
（民 25：13）。保羅早年追殺基督徒，可能也是基於這個教訓（加 1：14；腓 3：6；徒
22：3，26：9-11）
。
「獻祭」prosfe,rein 是不定詞，作為轉換前半節直說語氣成為後半節的「間
述句」（華勒斯 2011：639）。
524
「問」evrwta/| 是現在時態、第三人稱、多數。
525
門徒之前有問耶穌祂要去哪裡？（13：36，14：5）
。為什麼耶穌說他們沒有問？神學家認為
約翰可能記載了兩個故事，而這個故事是發生在前(Michaels 2010: 831)。本書提供另一個可能：
耶穌在講完門徒們要遭受除籍與迫害之後，可能信心受到動搖，希望耶穌留在世間，而不是去天
父哪裡。萬一聖靈沒有降下怎麼辦？萬一耶穌在天父哪裡鞭長莫及、無法保護信徒，那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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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你們這裏來；我若去，就差他來。
約 16:7 然而，我現在告訴你們一個真理：我離開是對你們有益的；我若不離開，
保惠師就不會來你們這裏；我若去，就會差遣祂來你們這裡。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約 16:8 祂來的時候，必判定世人的罪、公義、以及賞罰。
約 16:8

為罪，是因他們不信我；
約 16:9 為罪，是因他們現在不相信我；
約 16:9

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裏去，你們就不再見我；
約 16:10 為公義，是因我去父那裏，你們就不再看見我；526
約 16:10

約 16:11

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約 16:11 為賞罰，是因這世界的那王已經被審判。527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或譯：不能領會〕。
約 16:12 「我還有好多事情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還不能承受。528
約 16:12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是進入〕一切的真理；
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
告訴你們。
約 16:13 當真理的靈來到，祂將要藉著一切的真理引導你們；529 因為祂不是憑自
己說的，而是說出祂將要聽見的所有事情，並向你們宣告將要發生的
事。
約 16:13

約 16:14

526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公義」是指那些釘死耶穌、使得耶穌回到天父那裡的世人，將被定罪。
「審判」ke,kritai 是完成時態、被動語態，是指撒但（世界的那王）已經被審判，將要被定
刑罰。神學家對於 16：8-11 整體的意思，有不同的意見。Michaels (2010:833-835)採用比較複雜
的解釋，認為「公義」
、
「審判」是指世人對於耶穌的公義和審判；聖靈來時，將推翻這一切的「公
義」與「審判。本書不同意這種複雜的解釋，這將使得其他經文中出現「公義」
、
「審判」時，增
加解經的困難度。本書認為這一段經文的意思是說耶穌來到世上被世人拒絕（罪），他們將被定
罪；而世人更進一步要殺害耶穌，讓門徒不得見到耶穌，因此世人將被定罪（公義）
；至於蒙蔽
世人眼目的撒但，更是早已「被審判」
，將接受刑罰。
528
耶穌將要給信徒艱困的使命，但是擔心信徒信心不夠，不想一次講完，免得信徒落跑。耶穌
釘十字架時，門徒們都不敢靠近，即是例證。
529
「一切的真理」是指關於三一神的知識(Michaels 2010: 836)。
「藉著一切的真理」的原文是 evn
th/| avlhqei,a| pa,sh。許多中、英文的聖經譯本可能誤譯為「進入」、「明白」一切的真理。但是
evn 後面加上一個間接受格的名詞，應該翻譯成「藉著」(華勒斯 2011: 167-168)。接著上一節經
文的意思，聖靈將會藉著真理來引導信徒實踐大使命，不讓信徒走偏路或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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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約 16:14 祂要榮耀我，因為祂將接收我的，

並向你們宣告。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約 16:15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因此我說，祂將接收我的，並向你們宣告。」
約 16:15

「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
約 16:16 「瞬時你們就不再看見我；再過一會，你們又會看見我。」531
約 16:16

約 16:17

有幾個門徒就彼此說：「他對我們說：『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

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又說：『因我往父那裏去。』這是甚麼
意思呢？」
約 16:17 祂的門徒中間有些人彼此說：「祂告訴我們的是什麼？『瞬時你們就不
再看見我；再過一會，你們又會看見我，因為我要去父那裡。』」
門徒彼此說：「他說『等不多時』到底是甚麼意思呢？我們不明白他所
說的話。」
約 16:18 於是他們一直說：「祂說的這『瞬間』是什麼？我們不明白祂說什麼。」
約 16:18

耶穌看出他們要問他，就說：「我說『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
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你們為這話彼此相問嗎？
約 16:19 耶穌知道他們一直想要問祂，就對他們說：「你們彼此詢問關於我所說
的嗎？『瞬時你們就不再看見我；再過一會，你們又會看見我』？」
約 16:19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你們將
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
約 16:20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傷，世人倒要喜樂；你們要
憂傷，532 然而你們的憂傷要變成喜樂。533
約 16:20

婦人生產的時候就憂愁，因為她的時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記念
那苦楚，因為歡喜世上生了一個人。
約 16:21 婦人生產的時候就憂傷，因為她的時候到了；當她生下孩子，就不再記
約 16:21

530

「我的」可能是指關於耶穌的真理與能力，也就是下一節經文「父的」真理與能力。
見 14：19 的類似經文。Michaels (2010:838-839)神學家對於「瞬間」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本
書認為最好的解釋與最簡單的解釋是：耶穌很快要被釘十字架，門徒就會看不到祂。但是祂會復
活，所以門徒很快又會看見祂。這節經文不必涉及末日審判或聖靈論。接下來的經文可說明這一
節經文。
532
「憂傷」luphqh,sesqe 是未來時態、被動語態、第二人稱多數，所以翻譯成「將受憂傷」比
較合適。
533
信徒看到耶穌被釘十字架，將會因此懷憂喪志。但是當他們看到耶穌復活，憂傷就會變成喜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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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那慘痛，為了生了一個人到世上而歡喜。
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了；這喜樂也沒
有人能奪去。
約 16:22 你們現在也有憂傷，但我將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你們這喜樂也
沒有人能從你們奪去。
約 16:22

約 16:23

到那日，你們甚麼也就不問我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
求甚麼，他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
534

約 16:23 到那日，你們就不會再求問我甚麼。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
奉我的名向父求甚麼，祂必賜給你們。535
約 16:24

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甚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
可以滿足。」

約 16:24 至今你們未曾奉我的名求甚麼。你們現在要祈求，就必得著，讓你們的
喜樂可以一直滿足。」
約 16:25

「這些事，我是用比喻對你們說的；時候將到，我不再用比喻對你們說，

乃要將父明明地告訴你們。
約 16:25 「這些事，我一直用比喻對你們說。時候將到，我不再用比喻對你們說，
而是明白地告訴你們關於父的事。
到那日，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並不對你們說，我要為你們求父。
約 16:26 到那日，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不是對你們說，我要為你們求父。536
約 16:26

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又信我是從父出來的。
約 16:27 而是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一直愛我，又一直相信我是從父而來的。
約 16:27

537

我從父出來，到了世界；我又離開世界，往父那裏去。」
約 16:28 我曾從父出來，一直在這世界裡面；我現在又要離開世界，往父那裏去。」
約 16:28

534

「求問」的原文是 evrwth,sete，配合本節經文後半以及下節經文的內容，翻譯成「求問」比
較合宜。
535
本節經文前半句的「求問」是問關於耶穌死後復活的事情。等到耶穌復活的那天，門徒就會
瞭解耶穌說這話的意思，就不需要再問了。後半句的「求」是祈求上帝繼續賜福與保守信徒們。
這必須奉告耶穌的名，上帝才會應允。
536
耶穌當然會繼續替門徒向天父禱告。這句經文的意思是說，門徒從此得到了權柄，可以直接
向天父禱告(Michaels 2010: 849)。
537
天父會聽門徒直接的禱告，是因為門徒一直相信耶穌、愛耶穌，因此得到天父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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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說：「如今你是明說，並不用比喻了。
16:29 祂的門徒說：「喔！538 現在祢明白的說，不再用比喻了。
約 16:29

現在我們曉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問你，因此我們信你是從 神出
來的。」
16:30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祢已通曉萬事，祢也不需要有人問祢。539 因此我們相信
祢是從 上帝而來的。」
約 16:30

約 16:31

耶穌說：「現在你們信嗎？
540

16:31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現在信麼？

看哪，時候將到，且是已經到了，你們要分散，各歸自己的地方去，留
下我獨自一人；其實我不是獨自一人，因為有父與我同在。
16:32 看哪！時候必到，而且已經到了，你們要被分散到自己的地方，並離棄我
約 16:32

獨處。我不是獨處，因為父與我同在。
約 16:33

541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
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16:33 我一直告訴你們這些事，是讓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要有勇氣，我已經勝了世界。」542

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
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約 17:1 耶穌說了這些話，就舉目望天，說：「父啊！時候已經到了，祢必榮耀
祢的兒子，讓兒子也榮耀祢；543
約 17:1

正如你曾賜給他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叫他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
人。
約 17:2 正如祢曾賜給祂管理所有生物的權柄，讓祂將永生賜給祢已賜給祂的那
些人。
約 17:2

538

「喔」的原文是 i;de，是個語氣轉換詞，沒有特別意義。
「不需要有人問祢」是指耶穌通曉萬事，不需別人指點或懷疑(Michaels 2010: 852-853)。
540
門徒們空口說有信心。耶穌預言自己訂十字架時，門徒會暫時失去信心，但是也會恢復信心。
541
耶穌告訴門徒們，他們會暫時失去信心，離棄耶穌。但是不要灰心，上帝一直與耶穌同在，
未曾拋棄耶穌。
542
凡人都怕死。耶穌已經戰勝了死亡（世界）的恐懼，將要赴義。
543
見 13：31 類似的經文。Michaels (2010:859)認為這裡的「子榮耀父」可能是指耶穌完成了天
父的使命，讓這些信徒相信耶穌是天父的兒子而得永生。接下來幾節經文都在說明這個「榮耀」
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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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約 17:3 這就是永生，就是他們認識祢是獨一的真神和祢所差遣的耶穌基督。544
約 17:3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約 17:4 我曾在地上榮耀祢，完成了祢要我做的事工。545
約 17:4

約 17:5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
耀。

約 17:5 父啊！祢必榮耀我和祢自己，就是在世界存在以前，我與祢一直有的榮
耀。
約 17:6

「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本是你的，你
將他們賜給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

約 17:6 「祢賜給我世人中的這些人，我曾將祢的名顯明給他們。他們一直是祢
的，祢將他們賜給我，他們也已經遵守了祢的道。
約 17:7

如今他們知道，凡你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裏來的；

約 17:7 如今他們已經瞭解，凡祢已經賜給我的，都是從祢那裏來的；
因為你所賜給我的道，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又確實知道，
我是從你出來的，並且信你差了我來。
約 17:8 因為祢所賜給我的那些道，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而且確實
瞭解，我是從祢出來的，並且相信祢差遣了我。
約 17:8

約 17:9

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卻為你所賜給我的人祈求，因他們本是
你的。

約 17:9 我現在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卻為祢已經賜給我的人祈求，因他
們是祢的。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得了榮耀。
約 17:10 凡屬於我的，都是祢的；546 祢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已經得了榮耀。
約 17:10

544

i[na 後面接著的假設語氣子句，可以作為實名詞用；可以用刮號表示(華勒斯 2011: 499)。不

過在中文而言，用「就是」代替刮號比較順暢。
545
這「事工」就是指 17：-56 (Michaels 2010: 862)。耶穌在世上的任務，就是讓門徒們明白天父
與耶穌本為一體，而且在耶穌升天之後願意繼續向世人宣告。
546
這裡的「我的」ta. evma.、
「袮的」ta. sa.原文，都是中性、複數。Michaels (2010:865-866)認為
這是耶穌把門徒們當作羊的比喻(10:14-15)，所以用中性，而非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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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啊，求你
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
約 17:11 我將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將到祢那裏。聖父啊！祢因所賜給我
祢的名，必定保守他們，使得他們合一像我們一樣。547
約 17:11

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了他們，我也護衛了他們；
其中除了那滅亡之子，沒有一個滅亡的，好叫經上的話得應驗。
約 17:12 當我一直與他們同在的時候，我因祢已賜給我的名一直保守他們，我也
曾護衛他們；其中除了那滅亡之子，548 沒有一個滅亡的，讓經文得應驗。
約 17:12

549

現在我往你那裏去，我還在世上說這話，是他們心裏充滿我的喜樂。
約 17:13 現在我要到祢那裏，我還在世上說這些話，是讓他們裏面充滿我的喜樂。
約 17:13

550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
屬世界一樣。
約 17:14 我已將祢的道賜給他們。世界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
約 17:14

世界一樣。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或譯：脫離罪
惡〕。
約 17:15 我不祈求祢讓他們離開世界，只祈求祢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551
約 17:15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約 17:16 他們不是屬世界，正如我不是屬世界一樣。
約 17:16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約 17:17 祢必用真理使他們成聖；祢的道就是真理。
約 17:17

547

聖父與聖子合一的相關經文有 10:38, 14:20。
「滅亡之子」就是指猶大。這句經文也否定了所謂的「猶大福音」主張，認為猶大其實才是
耶穌最忠實的門徒，寧願背黑鍋也要幫助耶穌完成釘十字架的任務。這種懸疑小說與新約多處經
文不合。
549
這裡的「經文得應驗」可能指詩篇 41:9:「連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過我飯的也用腳踢
我」
。
550
「讓…充滿」i[na… peplhrwme,nhn。
「充滿」是完成時態。耶穌在回到天父之前，盡力讓信
徒們信心（完成）充滿，免得經不起後來的磨難。好像我們出門前要把手機充電充飽一樣。基督
徒面對磨難的方法之一，就是心裡充滿喜樂盼望(15:18-16:3, 16:22)。
551
同主禱文(6:13)的翻譯，evk tou/ ponhrou 應翻譯成「脫離那惡者」，而不是「脫離那罪惡」。
基督徒偶而還是會犯罪，但只要不在惡者轄制之下就還有救。
139
548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約 17:18 就像祢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遣他們到世上。
約 17:18

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
約 17:19 我為了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讓他們也因真理而已經分別為聖。
約 17:19

552

約 17:20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約 17:20 「我不只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相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
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約 17:21 使他們合一。正如祢、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
約 17:21

合一，讓世人可以相信祢曾差遣我。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約 17:22 祢所賜給我的榮耀，553 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一，像我們合一。
約 17:22

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
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約 17:23 我在他們裏面，祢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全地合一，讓世人瞭解祢差遣我，
而且祢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約 17:23

父啊，我在哪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叫他們看見你所賜
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
約 17:24 父阿！我祈求祢所賜給我的人，無論我在哪裡，他們就與我同在，讓他
約 17:24

們看見祢已經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祢就愛我了。
公義的父啊，世人未曾認識你，我卻認識你；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來。
約 17:25 公義的父阿!554 世人曾不認識祢，我卻認識祢。這些人現在知道祢曾差
遣我。555
約 17:25

552

耶穌的「分別為聖」是指準備被釘十字架(Michaels 2010: 873)，而信徒的「已經分別為聖」

h`giasme,noi 則是指 17：16 的「不屬這世界」。耶穌的分別為聖是延續舊約大祭司的傳統，但有
重要的差異：「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因為他只一次
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來 7：26-27）。
553
耶穌的「榮耀」就是 17：19 所說的「分別為聖」(Michaels 2010: 877)。
554
沒有冠詞的「父啊」path.r 是主格，可以當作呼格用（華勒斯 2011：56）。
555
「這些人」是指耶穌的門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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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裏面，
我也在他們裏面。」
約 17:26 我已將祢的名指示他們，而且還要指示，556 讓祢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裡面，
我也在他們裡面。
約 17:26

耶穌說了這話，就同門徒出去，過了汲淪溪。在那裏有一個園子，他和
門徒進去了。
約 18:1 耶穌說了這些話，就同祂的門徒們出去，過了汲淪溪，在那裡有一個花
約 18:1

園，祂和祂的門徒們就進去。
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因為耶穌和門徒屢次上那裏去聚集。
約 18:2 出賣祂的猶大也一直知道那地方，因為耶穌和祂的門徒們常常聚集在那
裡。
約 18:2

猶大領了一隊兵，和祭司長並法利賽人的差役，拿著燈籠、火把、兵器，
就來到園裏。
約 18:3 猶大於是領了一隊士兵，557 和祭司長並法利賽人的警衛們，558 拿著燈
約 18:3

籠、火把、兵器，來到那裡。
耶穌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你們找誰？」
約 18:4 耶穌已經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
「你們找誰？」
約 18:4

他們回答說：「找拿撒勒人耶穌。」耶穌說：「我就是。」賣他的猶大
也同他們站在那裏。
約 18:5 他們回答祂說：「找拿撒勒人耶穌。」祂對他們說：「我就是。」出賣
祂的猶大也一直同他們站著。
約 18:5

耶穌一說「我就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
約 18:6 當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他們就退到後面並倒在地上。559
約 18:6

他又問他們說：「你們找誰？」他們說：「找拿撒勒人耶穌。」
約 18:7 祂又問他們：「你們找誰？」他們說：「拿撒勒人耶穌。」
約 18:7

約 18:8
556
557
558
559

耶穌說：「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是。你們若找我，就讓這些人去吧。」

耶穌將藉著聖靈保惠師繼續教導門徒們(Michaels 2010: 882)。
這一隊士兵 spei/ran 約 600 人(BibleWorks)。
這些「警衛們」可能就是 7：32 的那些警衛。
六百位士兵加上警衛一齊退後倒地的景象，一定讓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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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8:8 耶穌回答：「我曾告訴你們，我就是。你們若找我，你們必須讓這些人
離開！」560
這要應驗耶穌從前的話，說：「你所賜給我的人，我沒有失落一個。」
約 18:9 這要應驗祂曾說的話，就是：「祢已經賜給我的這些人，我沒有失落一
個。」
約 18:9

約 18:10

西門‧
的右耳；那僕人名叫馬勒古。

約 18:10 帶著刀的西門‧彼得就拔出它，砍了大祭司的僕人，削掉他的右耳；那
僕人的名字是馬勒古。561
耶穌就對彼得說：「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
約 18:11 耶穌就對彼得說：「收刀入鞘！父已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它呢？」
約 18:11

那隊兵和千夫長，並猶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穌，把他捆綁了，
約 18:12 那隊士兵和千夫長，並猶太人的警衛們就抓住耶穌、捆綁祂，
約 18:12

先帶到亞那面前，因為亞拿是本年作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
約 18:13 首先帶到亞那面前，因為亞拿是當年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
約 18:13

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發議論說「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
位。
約 18:14 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建議猶太人：「一個人代替百姓死是有益的」。562
約 18:14

約 18:15

西門‧彼得跟著
他就同耶穌進了大祭司的院子。

約 18:15 西門‧彼得一直跟著耶穌。還有一個門徒，就是那大祭司所熟識的門徒，
他同耶穌進了大祭司的院子。563
約 18:16

560

彼得卻站在門外。大祭司所認識的那個門徒出來，和看門的使女說了一
聲，就領彼得進去。

士兵和警衛聽從了耶穌的命令，後來即使彼得攻擊警衛，他們也不逮捕彼得。
四福音都又記載這段故事，但有多處的不同(Michaels 2010: 894-895)。這些不同處可以視為不
同的作者對於同一故事描述的角度不同，並不是誰對誰錯。
562
「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見 11：50。
563
神學家爭議這一位「大祭司所認識的門徒」是否就是約翰本人(Michaels 2010: 897-899)。本書
認為最簡單的解釋就是最好的解釋，這位門徒就是約翰本人。作者不提到本人的名字，可能是當
時的寫作習慣。要不然作者怎能知道這位門徒所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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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約 18:16 彼得一直站在門外。大祭司所熟識的那個門徒出來，
565
就帶彼得進去。

對看門的說話，

那看門的使女對彼得說：
「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他說：
「我不是。」
約 18:17 那看門的女僕對彼得說：
「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他說：
「我不是。」
約 18:17

566

約 18:18

僕人和差役因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裏烤火；彼得也同他們站著
烤火。

約 18:18 僕人和警衛們一直站著烤火；因為一直很冷，他們要保暖，彼得也一直
同他們站著保暖。567
大祭司就以耶穌的門徒和他的教訓盤問他。
約 18:19 大祭司就詢問耶穌關於祂的門徒和祂的教導。
約 18:19

耶穌回答說：「我從來是明明地對世人說話。我常在會堂和殿裏，就是
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訓人；我在暗地裏並沒有說甚麼。
約 18:20 耶穌回答他：「我一直公開的告訴世人。我都在會堂和殿裏，就是眾猶
約 18:20

太人聚集的地方教導人；私底下我沒有說甚麼。

568

你為甚麼問我呢？可以問那聽見的人，我對他們說的是甚麼；我所說的，
他們都知道。」
約 18:21 你為甚麼問我呢？你去問那些聽過的人們，我告訴他們甚麼？看哪！他
們已知道我所說的。」
約 18:21

約 18:22

祭司嗎？」
約 18:22 祂說這些話時，有一位站著的警衛打了耶穌，說：「祢這樣回答大祭司
嗎？」569
564

「大祭司所熟識的」o` gnwsto.j tou/ avrciere,wj 的「大祭司」是所有格，作為「熟識」的
副詞用(華勒斯 2011: 129)。
565
「看門的」原文 th/| qurwrw/| 是陰性，所以和合本翻譯成「看門的使女」，但原文沒有「使
女」一字。下一節經文才另外出現「女僕」一詞。
566
這裡似乎看出彼得和約翰對於耶穌信心的大小。這位女僕同時認得彼得與約翰。約翰不畏懼
被發現是耶穌的門徒而跟著耶穌進去。而彼得卻怕被別人認出是耶穌的門徒。
567
作者似乎暗示著彼得進去後，仍然遠遠的站著，而作者本人則緊跟著耶穌，看到後來事情的
發展過程。彼得不但遠遠的站著，甚至是與「敵人」的警衛們站在一起(Michaels 2010: 901-902)。
這也是一般信徒會犯的錯誤吧！
568
「私底下我沒有說甚麼」是指耶穌有私下與門徒的對話，但是對話的內容與他公開教導的內
容是一致的(Michaels 2010: 906)。
569
警衛打耶穌，可能因為耶穌在上一節經文用命令語氣回答大祭司：
「你去問 evrw,thson 那些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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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我若說的不是，你可以指證那不是；我若說的是，你為甚麼
打我呢？」
約 18:23 耶穌回答他：「我若說錯，你就必須指證錯誤；570 我若說的對，你為甚
麼打我？」
約 18:23

亞那就把耶穌解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
約 18:24 亞那就把祂綁去大祭司該亞法那裡。
約 18:24

約 18:25

不承認，說：「我不是。」
約 18:25 西門‧彼得正站著保暖，有些人對他說：「你不也是祂的門徒嗎？」他
否認這事，說：「我不是。」571
有大祭司的一個僕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屬，說：「我不是看見
你同他在園子裏嗎？」
約 18:26 大祭司的一個僕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戚，說：「我不是看見你
同祂在園子裏嗎？」
約 18:26

彼得又不承認。立時雞就叫了。
約 18:27 彼得又否認。一隻雞立刻就叫了。572
約 18:27

眾人將耶穌從該亞法那裏往衙門內解去，那時天還早。他們自己卻不進
衙門，恐怕染了污穢，不能吃逾越節的筵席。
約 18:28 他們把耶穌從該亞法那裏帶到官府。573 那時是清晨。他們自己不進入官
府，這樣就不會被污穢，才能吃逾越節的筵席。574
約 18:28

彼拉多就出來，到他們那裏，說：「你們告這人是為甚麼事呢？」
約 18:29 彼拉多就出來，到他們那裏，說：「你們為何起訴這人？」
約 18:29

過的人們，我告訴他們甚麼？」神學家認為警衛打耶穌，是因為猶太人認為耶穌曾經褻瀆上帝或
者毀謗猶太祭司們(Michaels 2010: 907-908)。不過，這句經文的上下文，並沒有這些意涵。
570
「指證」martu,rhson 仍是命令語氣，耶穌的氣勢沒有被打下來。
571
面對群眾的壓力和危險時，基督徒應該如何表明自己信徒的身份？這是第二次問彼得承不承
認是耶穌的門徒，而不只是認識耶穌與否。約翰的啟示錄說到上帝最後的審判，要懲罰「軟弱的
人」
，可能就是指這些軟弱的信徒。
572
耶穌預言雞叫以前，彼得要三次不認主(13:38)。
573
這裡的「他們」是指猶太祭司們和警衛們，不含羅馬兵丁(Michaels 2010: 914)。猶太人的宗教
領袖執意殺死耶穌，只想借羅馬官員的刀殺人而已。這裡的「官府」是彼拉多的官府。
574
猶太宗教領袖自以為如此殺了耶穌，就不算是犯了逾越節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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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回答說：「這人若不是作惡的，我們就不把他交給你。」
約 18:30 他們回答他說：「這人若不是一直作惡，我們就不會把祂交給你。」
約 18:30

彼拉多說：「你們自己帶他去，按著你們的律法審問他吧。」猶太人說：
「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
約 18:31 彼拉多對他們說：「你們自己拘留祂，並按著你們的律法審問祂！」猶
太人對他說：「我們沒有獲准殺人。」575
約 18:31

約 18:32

這要應驗耶穌所說自己將要怎樣死的話了。

約 18:32 這要應驗耶穌所說，預告祂將要怎樣死。

576

彼拉多又進了衙門，叫耶穌來，對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
約 18:33 彼拉多又進了官府，召喚耶穌，對祂說：「祢是猶太人的王嗎？」
約 18:33

耶穌回答說：「這話是你自己說的，還是別人論我對你說的呢？」
約 18:34 耶穌回答：「是你自己說的，還是別人對你說這關於我的話？」
約 18:34

約 18:35

彼拉多說：「我豈是猶太人呢？你本國的人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你作

了甚麼事呢？」
約 18:35 彼拉多回答：「我豈是猶太人呢？祢的本族和祭司長們把祢交給我。祢
作了何事？」
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
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約 18:36 耶穌回答：「我的國不屬這世界；若我的國一直屬這世界，我的警衛就
會一直努力，使我不被交給猶太人。我的國現在不屬這世界。」577
約 18:36

彼拉多就對他說：「這樣，你是王嗎？」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王。
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
我的話。」
約 18:37 彼拉多就對祂說：「那麼，祢是王嗎？」耶穌回答：「你說我是王。我
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為了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
約 18:37

575

摩西律法准許猶太宗教領袖對於違反重大律法的信徒執行死刑。在這裡猶太宗教領袖可能承
認他們沒有具體證據證實耶穌有違反摩西律法，因此想藉著彼拉多的手殺死耶穌(Michaels 2010:
917-919)。
「獲准」e;xestin 在約翰福音中多是指「符合摩西律法」 (Michaels 2010: 917)。
576
約翰福音一開始就說耶穌為了拯救世人而來，但是世人卻要恨祂。這等於預告了耶穌要被世
俗政權殺死，而不只是被猶太人殺死。
577
Michaels (2010:922-924)把「國」h` basilei,a 翻譯成「王權」，來說明耶穌的王權來自上帝，
不是來自這世界。這種翻譯雖然合理但是太複雜，與上下文的文意不太合。耶穌統治的國是天國，
它當時不屬於這世界，但是到了末世，天國就要與世俗國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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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音。」
彼拉多說：「真理是甚麼呢？」說了這話，又出來到猶太人那裏，對他
們說：「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
約 18:38 彼拉多對祂說：「真理是甚麼呢？」他說這話時，又出來到猶太人那裏，
對他們說：「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犯行。
約 18:38

約 18:39

但你們有個規矩，在逾越節要我給你們釋放一個人，你們要我給你們釋
放猶太人的王嗎？」

約 18:39 但你們有個風俗，在逾越節要我釋放一個人給你們。那麼你們要我釋放
猶太人的王給你們嗎？」
約 18:40

約 18:40
當下彼拉多將耶穌鞭打了。
約 19:1 彼拉多就拿住並鞭打耶穌。578
約 19:1

兵丁用荊棘編做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紫袍，
約 19:2 士兵們用荊棘編個冠冕戴在祂頭上，給祂穿上紫袍，
約 19:2

又挨近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啊！」他們就用手掌打他。
約 19:3 又一直靠近祂，一直說：「您好！579 猶太人的王啊！」580 他們一直打
祂。581
約 19:3

約 19:4

彼拉多又出來對眾人說：「我帶他出來見你們，叫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他
有甚麼罪來。」

約 19:4 彼拉多又出來對他們說：「我帶祂出來給你們看，讓你們瞭解我查不出
祂有甚麼罪行。」
約 19:5

578

耶穌出來，戴著荊棘冠冕，穿著紫袍。彼拉多對他們說：「你們看這個
人！」

「拿住」e;laben 與「鞭打」evmasti,gwsen 是主動語態，是一種「驅使性」的主動語態，表
示主詞促成了一個動作，但並沒有親自做這個動作，因此彼拉多沒有親自拿住與鞭打耶穌(華勒
斯 2011: 432)。
579
「您好！」cai/re 是命令語氣，但是這裡要翻譯成見面時問候語(BibleWorks 9)。
580
「王」是作為呼格的主格（華勒斯 2011：57）。
581
「一直說」e;legon、
「一直打」evdi,dosan 是不完成時態，比起和合本的翻譯「說」
、「打」
，
更有張力(華勒斯 2011: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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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9:5 耶穌就出來，穿戴著荊棘冠冕和紫袍。他對他們說：「看啊！這個人。」
582

祭司長和差役看見他，就喊著說：「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彼拉
多說：「你們自己把他釘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
約 19:6 祭司長們和警衛們看見祂，就喊著說：「釘十字架！釘十字架！」583 彼
拉多對他們說：「你們拿住祂釘十字架！因我查不出祂有甚麼罪行。」
約 19:6

約 19:7

猶太人回答說：「我們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該死的，因他以自己為

神的兒子。」
約 19:7 猶太人回答他：「我們有律法，按照那律法，祂是該死的，因祂自立為
上帝的兒子。」
約 19:8

彼拉多聽見這話，越發害怕，

約 19:8 彼拉多聽見這話，就更害怕，
又進衙門，對耶穌說：「你是哪裏來的？」耶穌卻不回答。
約 19:9 又進官府，對耶穌說：「祢從哪裏來的？」耶穌卻不給他答案。
約 19:9

彼拉多說：「你不對我說話嗎？你豈不知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
你釘十字架嗎？」
約 19:10 彼拉多對祂說：「祢不對我說話嗎？祢一直不知道我有權柄釋放祢，也
有權柄釘祢十字架嗎？」
約 19:10

耶穌回答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亳無權柄辦我。所以，把
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約 19:11 耶穌回答：「你對我一直沒有任何權柄，除非是從上面已賜給你的。所
約 19:11

以，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584
從此，彼拉多想要釋放耶穌，無奈猶太人喊著說：「你若釋放這個人，
就不是凱撒的忠臣〔原文作朋友〕
。凡以自己為王的，就是背叛凱撒了。」
約 19:12 從此，彼拉多就一直設法釋放祂，但是猶太人喊著說：「你若釋放這個
人，就不是凱撒的朋友。凡自立為王的，就是反對凱撒。」585
約 19:12

582

「這個人」o` a;nqrwpoj 的冠詞 o` 是彼拉多指明耶穌就是先前受到爭議的人，驗明正身(華勒
斯 2011: 230)。
583
「釘十字架」stau,rwson 是過去時態、命令語氣，具有急迫性催促的意思(華勒斯 2011: 757)。
584
神學家們認為「把我交給你的那人」可能是猶大、該亞法、或撒但(Michaels 2010: 936-938)。
最簡單的解釋就是指猶大。
585
彼拉多不接受猶太人想要以宗教理由釘死耶穌，猶太人就轉換用政治理由來威脅彼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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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拉多聽見這話，就帶耶穌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鋪華石處」，
希伯來話叫厄巴大，就在那裏坐堂。
約 19:13 當彼拉多聽見這些話，就帶耶穌出來，到了一個地方要坐審，那地名叫
「石版地」，586 希伯來話叫厄巴大。
約 19:13

那日是預備逾越節的日子，約有午正。彼拉多對猶太人說：「看哪，這
是你們的王！」
約 19:14 那是逾越節的預備日，當時是第六小時（中午）左右。587 彼拉多對猶太
約 19:14

人說：「看哪！這是你們的王！」
約 19:15

他們喊著說：「除掉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說：「我
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祭司長回答說：「除了凱撒，我們沒有
王。」

約 19:15 他們喊著：「除掉祂！除掉祂！釘祂十字架！」彼拉多對他們說：「我
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祭司長們回答：「我們沒有王，除了凱
撒以外。」588
於是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
約 19:16 於是彼拉多將祂交給他們，要被釘十字架。
約 19:16

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
叫「髑髏地」，希伯來話叫各各他。
約 19:17 他們就拿住耶穌。祂自己背著十字架出來，589 到了名叫「髑髏地」之處，
希伯來話叫各各他。590
約 19:17

約 19:18
586

他們就在那裏釘他在十字架上，還有兩個人和他一同釘著，一邊一個，

「石版地」可能是一處廣場，宣導政令的地方(Michaels 2010: 941)。
「逾越節的預備日」是 1 月 14 日（逾越節）之前的週五，安息日的前一日。安息日是從週五
日落到週六日落。「第六小時」是中午。馬可福音（15：25）記載耶穌是在第三小時（上午九點）
被釘十字架。神學家爭辯如何解決這個時間的落差(Michaels 2010: 942-943)。本書認為原文 w[ra h=n
w`j e[kth 的「是」h=n 為不完成時態動詞，可以包括上午九點。也就是說這整個耶穌受難過程到
嚥氣為止，可能是從九點到中午。馬可從耶穌釘十架開始計時，約翰則可能是重視耶穌嚥氣時間。
588
大多數猶太人這時沒有想要獨立建國，所以說他們沒有王。但是這句話也讓人想起士師記（士
19:1, 21:25）記載當時以色列人中間沒有王，而導致信仰混亂、道德淪喪。不過，這句話應該不
涉及 Michaels (2010:944)所說的「反猶太主義」爭議。猶太人說這句話的意思只是不想惹上獨立
建國的政治麻煩，但並沒有放棄他們自認為正統的猶太信仰。
589
路加福音記載：
「帶耶穌去的時候，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從鄉下來；他們就抓住他，把十字
」
（路 23：26）。可能是耶穌先背著十字架，後來背不動了，
猶太人就勉強古利奈人西門來背，以免延誤行刑。
590
就像今日耶路撒冷城各處的基督教參觀景點，大都無法確定是否為聖經所記載的原地，
「各各
他」的今日參觀景點也無法確定是否為原地(Michaels 2010: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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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中間。
約 19:18 他們就在那裏釘祂十字架，另有兩人和祂一起，一邊一個，耶穌在中間。
彼拉多又用牌子寫了一個名號，安在十字架上，寫的是：「猶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耶穌。」
約 19:19 彼拉多寫了一個名牌，放在十字架上，寫的是：「耶穌、拿撒勒人、猶
太人的王。」
約 19:19

約 19:20

有許多猶太人念這名號；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與城相近，並且是

用希伯來、羅馬、希臘三樣文字寫的。
約 19:20 有許多猶太人唸這名牌；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接近城市，591 並且
是用希伯來文、羅馬文、希臘文寫的。
約 19:21

猶太人的祭司長就對彼拉多說：「不要寫『猶太人的王』，要寫『他自

己說：我是猶太人的王。』」
約 19:21 猶太人的祭司長們就對彼拉多說：「不可以寫『猶太人的王』，而是祂
自己說：『我是猶太人的王。』」
彼拉多說：「我所寫的，我已經寫上了。」
約 19:22 彼拉多回答：「我所寫的，我已經寫了。」
約 19:22

兵丁既然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為四分，每兵一分；又
拿他的裏衣，這件裏衣原來沒有縫兒，是上下一片織成的。
約 19:23 當士兵們釘耶穌十字架的時候，就拿祂的外衣分為四分，每兵一分；那
件裏衣是沒有縫邊，是從頭織成一體的。
約 19:23

約 19:24

上的話說：他們分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拈鬮。兵丁果然做了這事。
約 19:24 他們就彼此說：「我們不要撕開它，用抽籤決定是誰的。」這要應驗經
文：592 他們分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抽籤。593 這些士兵果然做了這
事。
約 19:25

591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母親與他母親的姊妹，並革羅罷的妻子馬
利亞，和抹大拉的馬利亞。

猶太人傳統上都在城外處決犯人（利 24：14；民 15：35；王上 21：3；徒 7：58）
。耶穌在
末日審判惡人時，也在城外執行（啟 14：20）。
592
「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拈鬮」
（詩 22：18）
。
593
神學家們猜測「無縫邊的裏衣」有何神學意義。Michaels (2010:952-953)認為這些猜測沒有意
義。若有重要意義的話，應指耶穌離世時，一無所有；義人（信徒）也應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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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9:25 一直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祂母親與祂母親的姊妹，並革羅罷的妻
子馬利亞，和抹大拉的馬利亞。594
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他母親說：「母親〔原文
是婦人〕，看，你的兒子！」
約 19:26 耶穌看著母親和一直站在旁邊、祂所愛的那門徒，祂對母親說：「看哪！
婦人，妳的兒子。」
約 19:26

約 19:27

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就接她到自己家裏去

了。
約 19:27 接著對那門徒說：「看哪！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就接她到自己家
裏。
約 19:28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要使經上的話應驗，就說：

「我渴了。」
約 19:28 這事以後，耶穌既知道所有事已經成就，為要使經文應驗，就說：「我
渴了。」595
有一個器皿盛滿了醋，放在那裏；他們就拿海絨蘸滿了醋，綁在牛膝草
上，送到他口。
約 19:29 有一個盆子盛滿了醋；他們就拿海棉吸滿了醋，綁在牛膝草上，送到祂
口。596
約 19:29

耶穌嘗〔原文作受〕了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
神了。
約 19:30 耶穌得到那醋，就說：「已成就了！」便低下頭，交出那靈。597
約 19:30

猶太人因這日是預備日，又因那安息日是個大日，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斷
他們的腿，把他們拿去，免得屍首當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約 19:31 猶太人因為預備日要避免屍首留在十字架上過安息日（因那安息日是個
大日），598 就請求彼拉多叫人打斷他們的腿，以便移走他們，599
約 19:31

594

神學家們爭議這裡到底有兩位、三位、還是四位女性。字面的四位女性，應是最簡單也最好
的解釋(Michaels 2010: 953-954)。
595
耶穌渴望回到上帝那裡，就如詩篇多處提到詩人渴望上帝一樣（詩 42：1-2，63：1）。
596
「他們拿苦膽給我當食物；我渴了，他們拿醋給我喝。」
（詩 69：21）。
597
神學家爭議「靈」的原文 pneu/ma 是否應該大寫，而翻譯成「聖靈」(Michaels 2010: 965-966)。
598
「那安息日是個大日」可能是因為這一個安息日正好碰上逾越節（1 月 14 日）慶典週（1 月
15-21 日，也就是無酵節）的第一日，1 月 15 日（Michaels 2010: 966）。
599
「人若犯該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將他掛在木頭上，他的屍首不可留在木頭上過夜，必要當
日將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華─你 上帝所賜你為業之地。因為被掛的人是在 上帝面前受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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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兵丁來，把頭一個人的腿，並與耶穌同釘第二個人的腿，都打斷了。
約 19:32 於是士兵們來，把第一個人並與祂同釘十架另一個人的腿，都打斷了。
約 19:32

只是來到耶穌那裏，見他已經死了，就不打斷他的腿。
約 19:33 只是他們來到耶穌處，見祂已經死了，就不打斷祂的腿。
約 19:33

惟有一個兵拿槍札他的肋旁，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
約 19:34 惟有一個士兵拿矛刺祂的側身，立即有血和水流出。
約 19:34

看見這事的那人就作見證─他的見證也是真的，並且他知道自己所說的
是真的─叫你們也可以信。
約 19:35 那看見的已見證，他的見證是真實的，並且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實的，
讓你們也可以相信。600
約 19:35

這些事成了，為要應驗經上的話說：「他的骨頭一根也不折斷。」
約 19:36 這些事成就了，為要應驗經文：「祂的骨頭一根也不折斷。」601
約 19:36

經上又有一句說：「他們要仰望自己所札的人。」
約 19:37 另一句經文說：「他們要仰望所刺的人。」602
約 19:37

這些事以後，有亞利馬太人約瑟，是耶穌的門徒，只因怕猶太人，就暗
暗地作門徒。他來求彼拉多，要把耶穌的身體領去。彼拉多允准，他就
把耶穌的身體領去了。
約 19:38 這些事以後，亞利馬太人約瑟請求彼拉多讓他領走耶穌的身體。603 他是
耶穌的秘密門徒，因懼怕猶太人。彼拉多批准，他就來領走祂的身體。
約 19:38

又有尼哥德慕，就是先前夜裏去見耶穌的，帶著沒約和沉香藥有一百斤
前來。
約 19:39 尼哥德慕也來，就是先前夜裏到耶穌哪裡的，帶著抹香和沉香的混合物
約一百磅前來。604
約 19:39

詛的」(申 21：22-23)。打斷犯人的腿是為了加速他的死亡。
600
神學家們辯論這位見證人是不是約翰本人(Michaels 2010: 970-975)。本書認為最簡單的解釋就
是約翰。
601
相關的經文有兩處：
「應當在一個房子裏吃；不可把一點肉從房子裏帶到外頭去。羊羔的骨頭
一根也不可折斷」
（出 12：46）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頭，連一根也不折斷」（詩 34：20）。
602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
扎的」（撒 12：10）。
603
類似經文見太（27：57）
，可（15：43）
，路（23：50-51）
。
604
當時的一百磅約今日的 35 公斤，是當時國王殯葬時使用的量(Michaels 2010: 98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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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照猶太人殯葬的規矩，把耶穌的身體用細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約 19:40 他們領走耶穌的身體，用細麻布加上香料包住它，這是依照猶太人殯葬
的習俗。
約 19:40

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園子，園子裏有一座新墳墓，是從來沒有
葬過人的。
約 19:41 在祂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花園，花園子裏有一座新墓穴，605 還沒有葬
過人的。
約 19:41

只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日，又因那墳墓近，他們就把耶穌安放在那裏。
約 19:42 只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日，又因那墓穴就在附近，他們就葬了耶穌。
約 19:42

約 20:1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那裏，看

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
約 20:1安息週的第一日天還黑的時候，606 抹大拉的馬利亞趁早來想要進入墓穴，
看見那石頭已從墓穴移開，
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說：「有人把主從
墳墓裏挪了去，我們不知道放在哪裏。」
約 20:2 就跑到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處，對他們說：「他們把主從
墓穴裏移去，我們不知道他們把祂放在哪裏。」
約 20:2

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往墳墓那裏去。
約 20:3 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要進入那墓穴。
約 20:3

約 20:4

兩個人同跑，那門徒比彼得跑的更快，先到了墳墓，

約 20:4 兩個人一起跑，那門徒比彼得跑的更快，607 先進入墓穴，
低頭往裏看，就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裏，只是沒有進去。
約 20:5 彎身時看見細麻布在那裏，只是他沒有進去。608
約 20:5

605

mnhmei/on（墳墓）翻譯成「墓穴」的原因是，當時的墳墓可能像是一座地窖，可放置多具屍
體，每個屍體有一小間。地窖有門。
606
「七日的第一日」原文是 Th/| de. mia/| tw/n sabba,twn。
「七日」的原文是 σαββάτων，和合
本之前都翻譯成「安息日」（週五日落到週六日落）的複數，可能是指接下來的逾越節慶典週，
也就是無酵節，所以本書翻譯成「安息週」
。「天還黑」prwῒ 是指早上 3-6 點。總的來說，這時
間點應該是猶太曆 1 月 15 日週日的早晨。耶穌可能是 1 月 13 日中午在十字架上斷氣。猶太曆的
1 月約是今日世界年曆的 3-4 月。
607
「更快」prw/toj （首先）本身就是最高級，但是這裡只有兩個人。這是因為「口語希臘文」
並不一定遵守古典希臘文的文法規則(華勒斯 2011: 318)。
152

西門彼得隨後也到了，進墳墓裏去，就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裏，
約 20:6 西門彼得隨他之後到了，進去墓穴，就看見細麻布在那裏，
約 20:6

約 20:7

約 20:7 又看見祂頭上的臉巾沒有和細麻布在一起，而是捲放在另一處。
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看見就信了。
約 20:8 先進入墓穴的那門徒也進去，看見就信了。609
約 20:8

（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裏復活。）
約 20:9 （因為他們曾一直不明白那經文，就是祂必需從死裏復活。）
約 20:9

約 20:10

於是兩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了。

約 20:10 於是門徒們又回自己的住處。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裏看，
約 20:11 馬利亞卻一直站在墓穴外面哭。她一邊哭，一邊就彎身進入墓穴，610
約 20:11

就見兩個天使，穿著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一個在頭，一
個在腳。
約 20:12 就見兩個白衣天使坐著，一個在頭，一個在腳，就是耶穌身體原來放置
的地方。
約 20:12

天使對她說：「婦人，你為甚麼哭？」她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裏。」
約 20:13 他們對她說：「婦人，妳為甚麼哭呢？」她對他們說：「因為他們把我
約 20:13

的主移走了，我不知道他們把祂放在哪裏。」
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裏，卻不知道是耶穌。
約 20:14 她說這些話時，轉過身來，看見耶穌一直站在那裏，卻不知道是耶穌。
約 20:14

約 20:15

608

耶穌問她說：「婦人，為甚麼哭？你找誰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

約翰進入了墳墓地窖，但沒有進入放置耶穌屍體的小間。
雖然耶穌曾一再告訴門徒們，祂將要死裡復活（14：28）
，但是門徒們一直不太明白什麼是死
裡復活。看到耶穌的屍體不在時，約翰才明白耶穌真的就是死裡復活。
610
神學家們（Michaels 2010: 995-997）爭議這段經文描述的情節，與其他福音書不同（太 28，
可 16，路 24）
。本書認為當時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看到同一事件發生，因此有不同的記載內容與
先後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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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對他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裏，
我便去取他。」
約 20:15 耶穌對她說：「婦人，妳為甚麼哭？妳找誰呢？」她以為祂是園丁，就
對祂說：「先生，若是你移開祂，告訴我，你把祂放在哪裏！我會去領
取祂。」
耶穌說：「馬利亞。」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
（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約 20:16 耶穌對她說：「馬利亞！」她就轉身用希伯來話對祂說：「拉波尼！」
約 20:16

611

（拉波尼就是老師的意思。）
約 20:17

耶穌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裏去，
告訴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 神，也是
你們的 神。」

約 20:17 耶穌對她說：「不要碰我！因我還沒有上去到父那裡。612 妳到我弟兄們
那裏！613 告訴他們說，我要上去到我父那裡，也就是你們的父、我的 上
帝、你們的 上帝！」614
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我已經看見了主。」她又將主對她
說的這話告訴他們。
約 20:18 抹大拉的馬利亞就來向門徒們宣告：「我已經看見了主」，以及祂對她
說的這些話。
約 20:18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
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約 20:19 正當安息週第一日那日的晚間，615 門徒們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
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616 對他們說：「你們平安！」
約 20:19

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
約 20:20 說了這話，就展現祂的雙手和側身。門徒們一看見主，就喜樂了。
約 20:20

611

耶穌叫馬利亞的口氣，讓馬利亞認出了耶穌。「馬利亞」與「拉波尼」都是呼格。
這裡很難解釋為何耶穌阻止馬利亞「碰祂」或「抱祂」
。Michaels(1001)根據下文，認為是耶
穌要馬利亞趕快向門徒宣告耶穌復活了，不要在此訴離情。耶穌就要升天了，還有很多事情要向
門徒們交代，分秒必爭。
613
耶穌從這裡開始用「弟兄們」來稱呼祂的門徒們。
614
「我父…也就是你們的父、我的 上帝、你們的 上帝」pate,ra mou kai. pate,ra u`mw/n kai.
qeo,n mou kai. qeo.n u`mw/n 之間的 kai, 表示這些名詞都在實質上相同(華勒斯 2011: 287)。
615
就是週日的晚上。
616
Michaels (2010:1007-1008)似乎認為耶穌不是突然出現在門徒中間，而有可能是敲門進來。但
是經文沒有這麼懷疑耶穌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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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耶穌又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約 20:21 耶穌又對他們說：「你們平安！就像父已差遣我，我現在也照樣差遣你
們。」
約 20:21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約 20:22 祂說這話時，向他們吹氣，並且說：「你們接受聖靈！617
約 20:22

約 20:23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約 20:23 你們若赦免那些人的罪，他們的罪就已被赦免了；你們若拘留那些人，
他們就已經被拘留了。」618
約 20:24

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
同在。

約 20:24 十二個門徒中的多馬，又叫低土馬；當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
在。
約 20:25

那些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

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
約 20:25 其他的門徒們就一直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對他們說：
「除非我看見祂手上的釘痕，且用指頭探入那釘痕，還要用手探入祂的
側身，不然我絕對不信。」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耶穌來，站
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約 20:26 過了八日，門徒們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的時候，那時門都關了，
耶穌來站在當中說：「你們平安！」
約 20:26

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原文是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
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
約 20:27 就對多馬說：「伸出你的指頭來這裡！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探入我
的側身！不要疑惑，要有信心！」
約 20:27

617

神學家們爭議這裡「接受聖靈」的意思為何？使徒行傳（2：1-4）不是記載著門徒們在後來
的五旬節（耶穌復活後的第五十天）才受聖靈嗎？本書採用 Michaels (2010:1012)的主張，認為這
時接受聖靈是得到永生的印記；五旬節接受聖靈，是得到聖靈的能力。
618
相關經文是「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
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 18：18）
。有些神學家們認為這兩處經文意思不同(Michaels 2010:
1013-1015)。本書認為這些不同可能是神學家的吹毛求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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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馬說：「我的主！我的 神！」
約 20:28 多馬回答祂說：「我的主，我的上帝啊！」619
約 20:28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約 20:29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些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620
約 20:29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
約 20:30 耶穌在門徒們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
約 20:30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約 20:31 但記載這些事，是讓你們相信耶穌是基督、621 上帝的兒子，並且讓你們
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約 20:31

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他怎樣顯現記在下
面：
約 21:1 這些事以後，在提比哩亞海邊耶穌又向門徒顯現自己。祂是這樣顯現
的：
約 21:1

有西門‧彼得和稱為低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還有西
庇太的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處。
約 21:2 西門‧彼得、多馬（又叫低土馬）、拿但業（加利利的迦拿人）、西庇
太的兒子們，以及祂的兩個門徒，622 同在一處。
約 21:2

約 21:3

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

約 21:3 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去補魚。」他們對他說：「我們同你去。」
他們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補到甚麼。

「我的主，我的上帝啊！」o` ku,rio,j … o` qeo,j 是少數主格當作呼格用的用法(華勒斯 2011:
57)，所以要加驚嘆號（！）。主格當作呼格用的條件是這種用法必須在七十士譯本出現過（如
創 6:3）。而這一句稱呼在舊約中，就是指上帝，所以耶穌就是三一神(華勒斯 2011: 279-280)。
這裡的 mou（我的）是接近「所有權」的所有格，強調此人與上帝有了更密切的關係(華勒斯 2011:
82)。
620
華勒斯 (2000: 296)認為「沒看見就信的」oi` mh. ivdo,ntej kai. pisteu,sante.j，意指「沒看見
的」和「信的」是同一群人。本書認為這在邏輯上是有爭議的。如上下文以及約翰福音多處提到，
看見與信不必然相關。有些人看見就信，有些人看見但不信，有些人沒看見但就信，有些人沒看
見也沒信。
621
「耶穌」與「基督」是「可互換的命題」
（華勒斯 2011：45）
。耶穌就是基督，基督也就是耶
穌，沒有其他人可以成為基督。
622
「西比太的兒子們」是指雅各與約翰。「祂的兩個門徒」之一是本卷書的作者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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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
約 21:4 清晨將至的時候，耶穌站到岸邊，門徒們卻一直不知道祂是耶穌。
約 21:4

耶穌就對他們說：「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
約 21:5 耶穌就對他們說：「孩子們！623 你們有魚嗎？」他們回答祂：「沒有。」
約 21:5

約 21:6

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
約 21:6 祂對他們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他們便撒網，竟
拉不上來，因為魚甚多。
約 21:7

見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裏。
約 21:7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就對彼得說：「是主！」西門彼得一聽見是主，就束
上一件外衣（當時赤身），跳到海裏。624
約 21:8

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約有二百肘〔古代以肘為尺，一肘約有今時尺半〕
，
就在小船上把那網魚拉過來。
625

約 21:8 其他的門徒們乘小船過來（他們原本離岸不遠，約有二百猶肘），
把那一網魚拉走。626

就

他們上了岸，就看見那裏有炭火，上面有魚，又有餅。
約 21:9 他們上了岸，看見炭火堆著的上面有魚，另有餅。627
約 21:9

耶穌對他們說：「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
約 21:10 耶穌對他們說：「把剛才抓到的魚拿幾條來！」628
約 21:10

西門彼得就去〔或譯：上船〕，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共一百
五十三條；魚雖這樣多，網卻沒有破。
約 21:11 西門彼得就上去把網拉到岸上。岸上滿佈了一百五十三條的大魚；629 雖
約 21:11

623

「孩子們」paidi,a 是呼格。耶穌在岸邊叫他們。
彼得束上外衣跳到海裡顯然不是要收網，而是急著要到岸上見主(Michaels 2010: 1032-1034)。
625
「乘小船過來」的原文是 tw/| ploiari,w| h=lqon。tw/| ploiari,w|是間接受格，故翻譯成「乘
小船」。一「猶肘」ph/cuj 約 46 公分(BibleWorks 9)；200「猶肘」約 92 公尺。
626
「一網的魚」的「魚」ivcqu,wn 是所有格，可以表示「充滿」或「含有」(華勒斯 2011: 93-94)。
但是本書從華勒斯同一處的解釋例證，並沒有需要翻譯成「充滿」
。中文甚至不用將「含有」這
個意思直接翻譯出來。
627
在門徒們還沒有把魚帶上岸前，耶穌已經為門徒們準備了魚和餅；這可能又是一個奇蹟，。
628
Michaels (2010:1036)認為這裡的「魚」代表「獻祭」
。本書認為這可能是不必要的聯想。此處
經文的重點可能只是在描述耶穌行神蹟的細節，以取信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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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這麼多，卻沒有扯破網。
耶穌說：「你們來吃早飯。」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你是誰？」因
為知道是主。
約 21:12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來吃！」門徒中沒有一人敢問祂：「祢是誰？」
因為他們已知道是主。
約 21:12

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
約 21:13 耶穌就來拿餅給他們，也同樣拿魚。
約 21:13

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
約 21:14 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這是第三次向門徒們顯現。630
約 21:14

約 21:15

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在馬太十六章十七節

稱約拿〕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說：「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
約 21:15 當他們吃早飯的時候，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631 你
愛我比這些更多嗎？」632 他對祂說：「是的，主啊！祢已知道我愛祢。」
633

祂對他說：「照顧我的羔羊！」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說：「主
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
約 21:16 祂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他對祂說：「是
的，主啊！祢已知道我愛祢。」祂對他說：「牧養我的羊群。」
約 21:16

約 21:17

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
對他說「你愛我嗎」，就憂愁，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

629

神學家們討論「153」有什麼象徵的意義(Michaels 2010: 1037-1038)？本書認為這可能是不必
要的聯想，理由同上註。
630
神學家們爭論「第三次顯現」要怎麼算(Michaels 2010: 1041-1042)？本書認為怎麼算都可以，
因為這段經文的重點不在怎麼算，而是作者約翰想要向讀者說明，耶穌復活是多人、多次看見的。
631
「約翰的兒子西門」的「約翰」vIwa,nnou 是所有格，表示一種「關係」
，而不是「持有」的
意思，在此解釋為「父子關係」(華勒斯 2011: 83)。
632
Michaels (2010:1042-1043)認為「愛我比這些更多」是指「比這些門徒更愛我嗎」？本書認為
耶穌沒有必要在此讓門徒之間作比較。下文當彼得想要與約翰比較時，耶穌禁止他做比較。因此，
「愛我比這些更多」是指約翰所補的大量魚獲。耶穌問約翰是否愛世界多於愛耶穌。本書特別將
「吃完了早飯」翻譯成為「吃早飯的時候」
，就是在表達「吃飯」與耶穌的問話內容相關。
633
神學家爭論耶穌為什麼在這幾節經文使用不同的「愛」
字（前兩次用 avgapa/|jς，第三次用 filei/j）
？
本書同意 Michaels (2010:1043-1044)的主張，認為聖經裡面這兩個字常常混用；至少，在這一段
經文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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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1:17 祂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因為祂第三次
對他說「你愛我嗎」，就煩惱，對祂說：「主啊！祢無所不知；你瞭解
我愛你。」祂說：「照顧我的羊群！63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
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的地方。」
約 21:18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你年輕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一直隨意往來；
但你年老的時候，你必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的地
方。」
約 21:18

（
「你跟從我吧！」
約 21:19 （祂說這話是預告他要怎樣死，來榮耀
他說：「跟從我！」
約 21:19

神。）說了這話，就對他說：
上帝。）635 祂說完這話，就對

約 21:20

耶穌胸膛說：「主啊，賣你的是誰？」的那門徒。）
約 21:20 彼得轉身看見耶穌所愛的那門徒正跟著，（這人就是在晚飯的時候，靠
近祂的胸膛說：「主啊！賣祢的是誰？」。）
彼得看見他，就問耶穌說：「主啊，這人將來如何？」
約 21:21 彼得一看見他，就對耶穌說：「主啊！那麼這人呢？」
約 21:21

耶穌對他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吧！」
約 21:22 耶穌對他說：「如果我要他等到我來，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
約 21:22

約 21:23

於是這話傳在弟兄中間，說那門徒不死。其實，耶穌不是說他不死，乃

是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
約 21:23 於是這話流傳在弟兄中間，說那門徒不死。但是耶穌不是說他不死，乃
是說：「如果我要他等到我來，這與你何干？」
為這些事作見證，並且記載這些事的就是這門徒；我們也知道他的見證
是真的。
約 21:24 為這些事作見證，並且記載這些事的就是這門徒；我們也知道他的見證
約 21:24

634

耶穌命令彼得時，使用了三種語句：「照顧我的羔羊」，「牧養我的羊群」，「照顧我的羊
群」。雖然用字有些差異，但是應該沒有神學上特殊的差異。這些經文可能不只是表示約翰將要
如何死，而也表示耶穌要約翰承擔起教會領導的職分。
635
天主教會傳說彼得被羅馬政府處死時，要求被倒掛十字架，但是此傳說並不可靠。因此，耶
穌說這話，只是預告彼得將因為愛主而殉道(Michaels 2010: 1047-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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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是真的。

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地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
界也容不下了。
約 21:25 耶穌做了其他很多的事，若是記錄每一件事，我想這世界也容不下這本
書所寫的。
約 21:25

636

神學家爭論約翰一人能不能夠完成這麼複雜的約翰福音(Michaels 2010: 1054-1056)。本書認為
這一節經文既然說約翰福音是根據約翰的見證和記錄所編寫而成的，就應該採取這個說法。當然，
這也不排除後人經過不斷的潤筆，最後成為教會所採用的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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