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福音第一章
1.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解：
「道」的原文是「話語（logos）」
：太初有話語，話語與上帝同在，話語就是上帝。創世記
第一章記載宇宙是上帝用「說」創造出來的，上帝說要有甚麼就有甚麼，表示祂的話語是權
炳，是安定的根基。說話的上帝也向以色列的列祖列宗說話，因此猶太人稱上帝為「話語」，
「話語」傳到華人區被譯成「道」。
1.1 聖經事件與中國朝代對照表
年代

聖經時代

中國朝代

4000 BC

亞當夏娃

炎、黃

2350 BC 挪亞洪水
（2344）

堯、舜

著作

事件
堯晚年東徙至黃河流域，遇洪災

2150 BC

亞伯拉罕

夏禹

約伯記

1500 BC

摩西

商

摩西五經

帝（至高統治者）

1000 BC

大衛王

周

易經

煌天上帝（光明燦爛）

500 BC

被擄歸回

春秋

吠陀經

老子（道）、莊子（霝）、孔子（天）

秦

221 BC
AD 1
A.D. 184

耶穌降生

始皇帝

西漢末年
東漢末年

道教正式興起

1.2 堯極可能是挪亞三子雅弗之孫或曾孫，在天使守護神的帶領下堯與族人往遠東遷徙，當
時中東、中亞一帶洪水已退，遠東因群山阻隔，積水無法宣洩，堯晚年進入黃河流域，史書
說他遇上洪災。舜用禹治水，禹之子統一各部族後，在河南、山西一帶建立了遠東第一個世
襲封建王朝，國號夏。同時間，亞伯拉罕遷居迦南地，繁衍出希伯來民族。夏朝歷經四百七
十一年後被商朝所滅，同時期以色列民族在埃及被奴役四百三十年。
1.3 經歷一場滅世洪水的挪亞，踏出方舟所築的第一座壇、所獻的第一縷香，一定是給天上
的伊勒沙代（中文聖經譯作「全能者」
，應是「全備者」）
，挪亞的兒子閃、含、雅弗傳承了相
同的信仰，也只敬拜至高造物上帝。爾後三大家族往各方遷徙，在建立邦國的過程中，逐漸
發展出信仰邦國守護神的淫穢宗教，近在咫尺的眾神薩滿巫術躍為主流，上帝被束之高閣。
堯既是雅弗的後代，華夏先民必定聽聞過甚至一開始是敬拜獨一創造主宰，後來跟其他民族
一樣，無可避免地被黑暗權勢欺瞞誤導，陷入了多神迷信的泥淖。近代對甲骨學貢獻卓著的
四位中國學者（甲骨四堂）——郭沫若、董作賓、羅振玉和王國維，有三位說殷商所拜的天
跟舊約猶太民族敬拜的天父其實是同一位——那位天上的統治者。
1.4 先秦典籍中所描述的天有位格，古書形容祂乃大自然的統轄者，是人間生死福禍的掌管
者，也是萬物的生養者。祂居住的地方就叫天庭，祂的旨意稱天命，祂任派的國族領袖稱天
子。商朝甲骨文裡的「天」是一位頭畫得大大的，正面站立的人，而甲骨文裡的「人」是垂
首屈身跪著的人。

甲骨文裡的「天」跟「人」有著一樣的四肢身形，因人是按天的形象樣式造的，但人得罪了
天，所以人在站立的天面前只有跪著的分。
「天」的頭部特地畫得很大，凸顯祂是萬物的元首。
甲骨文裡沒有「頭」這字，直接用「天」代替，頭位於人體最高位置，又是發號施令的部位。
「天」的古音又念「巔」
，所以「天」字代表的是最高位階。先秦的「天」正是「至高者、萬
物之元首、住在上頭的那位」。
老子的「道」
1.5 老子、孔子與釋迦摩尼同時代，老子長孔子十五歲，比秦朝、亞歷山大早兩三百年。有
人主張聖經裡的「道」要改成「話語」
，
「上帝」要改成「神」
，以免跟道教講的「道」和「上
帝」混淆。一定要強調的是，先秦以前古書所講的「道」和「上帝」
，與聖經講的完全吻合，
跟東漢末年張道陵創立的道教不同。
1.6 老子云：
「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有物」
，有一實際
存在的實體位格。「渾成」，祂是自有的。「先天地生」，宇宙尚未生成之前，祂已存在。老子
說的「道」是「生命之本源，萬物之根本」
，生命由祂而起，萬物由祂而起。老子相信的確有
這個創造的原始，但因年代久遠，又缺文字記錄，無人認識祂，亦不知其名，勉強以「道」
稱之。東漢時期，
「道」變成沒有位格的一門學問，一如茶道、花道。上帝沒有向華人顯現，
但祂有向摩西顯現，摩西用四十年的時間把上帝的個性寫在摩西五經裡，做為猶太人認識上
帝的腳本。
1.7 老子又言：
「道可道，非恆道；名可名，非恆名。」漢文帝名劉恆，因避皇帝名諱，
「恆」
字改成「常」字。
「道，可道，非常道」
，
「道」如果可以解釋出來、字句化、條文化，就不是
道。「名，可名，非常名」，如果有人告訴你道叫什麼名字，那一定不是祂的名字。孔子知道
有個「至高的天」，老子知道有個「創造的道」，孔子的「天」，就是老子的「道」。孔子力諫
君王獨崇天帝，勿敬山川鬼神，自然國泰民安。
1.8 老子再言：
「道法自然」，「法」，動詞，道依存彰顯在大自然的規則裡。透過觀察自然界
的規律，領悟關於道的知識，這門學問叫哲學；透過研究上帝對先知啟示的話語了解上帝，
叫神學。
「道法自然」與羅馬書 1：20 呼應：其實自從創世以來，上帝那看不見的事，就如祂
永恆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見的，就是從祂所造的萬物中可以領悟，叫人沒有辦法推諉。
1.9 無極、太極來自莊子，
「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萬
物。」無極原名無恆，為避皇帝名字之諱，「恆」改為「極」。無極、太極、兩儀的觀念很像
創世記裡說的：起初還沒有宇宙之前，上帝們（Elohiym）就存在於霝界（＝無極），上帝們
創造了天地∕宇宙（＝兩儀），派遣一位上帝進去一個宇宙做統治者（＝太極），這位上帝在
聖經裡叫亞畏（亞威、雅威）
，又叫道。這位太極以祂的話語創造萬物。霝界沒有時間，太初
是時間的開始，是宇宙初造的那刻，也是太極進入宇宙的那刻，非創造萬有的開始。
1.10 宇宙初創的時候道就在了（太初有道），道就派進去了。派進去的那位是三合一的上帝

（道與上帝同在）
，道是其中的第二位，就是耶穌基督，亞畏的霝魂。亞畏是上帝的本體，祂
坐在寶座上，從不離開寶座也不離開天堂，亞畏裡面的那位上帝——祂的霝魂（道）——出
來巡視人間。道成肉身的就是亞畏的霝魂。啟示錄形容耶穌是上帝的道，上帝是霝、霝魂、
體三合一的集合名詞，按照上帝的形像樣式造的我們也是霝、霝魂、體三合一。我們得勝復
活後的體跟耶穌上帝的體一樣，這樣才能進進出出亞畏的裡面，跟祂一起坐在寶座上。上帝
的奧秘在霝，祂充滿萬有，當了新婦後再多多了解。
1.11 東漢末年張道陵正式創立道教，普遍認為道教源於中國古代各地的巫術和鬼神信仰，再
結合儒、道、釋、墨、五行、陰陽等諸家學說，衍生出各地不同的民間信仰體系。
2. 約 1：2 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
解：這句翻譯時沒譯出介詞 in（在……裡面，與……同在）
。這道在太初的時候就在上帝裡面，
與上帝同在。
3. 約 1：3 萬有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
解：萬物是「道」造的。
「道」是上帝的霝魂，只有背影曾被摩西看到（出 33：23）
，西乃山
上與以色列立約時，猶太人也只聽到祂的聲音。祂從不顯現形像，以免人民雕刻成偶像，其
他時候人們看見的都是天使。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道路，原文是大馬路，所以新約不是條窄路。
「光」
4. 約 1：4 在祂裡面有生命，
（有些抄本第 3、4 節或譯：
「萬有是藉著祂造的，沒有一樣不是
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都在祂裡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解：「光」和「生命」指的是霝，霝在道裡面，道在亞畏的裡面。
5. 約 1：5 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勝過光。
解：沒有光才叫暗，暗的程度是根據光的亮度來決定，黑暗中只要有一點光就很亮。
6. 約 1：6–8 6 有一個人，名叫約翰，是上帝所差來的。7 他來是要做見證，就是為光做見
證，使眾人藉著他可以相信。8 他不是那光，而是要為那光做見證。
解：施洗約翰的使命是要讓人相信耶穌是基督，猶如基督的開路先鋒。上帝規定彌賽亞的認
證程序是先要確認先知的身分——是上帝差來的以利亞——由他介紹的彌賽亞才是救世主。
經文出自瑪拉基書四章 5 節：看哪！在亞威大而可畏的日子來到以先，我必差派以利亞先知
到你們那裡去。亞威大而可畏的日子指的是世界末日，末日之後是千禧王國。在世界末日之
前，上帝會差派以利亞先來，接著創造天地的君王耶穌才來到。馬太福音裡有人問耶穌：施
洗約翰是不是以利亞？耶穌說是啊！耶穌的回答意味著他就是基督。約翰在約旦河為耶穌施
洗時說他就是為耶穌提鞋也不配，耶穌要用霝與火為人施洗，等於公開承認耶穌就是基督。
猶太人至今都不承認耶穌是彌賽亞，讓魔鬼有機可趁，末期陸獸假先知要出來假扮以利亞，

在聖殿裡行使以利亞的獨門絕技火從天降的神蹟，等他身分受到所有猶太人肯定之後，便引
介海獸假基督。請大家切記「聖殿重建、火從天降、逃到花東」十二字訣。
7. 約 1：9–12 9 那光來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
世界卻不認識他。11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卻不接受他。12 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
的人，他就賜給他們權利，成為上帝的兒女。
解：第 9 節真光是指耶穌，第 12 節信祂名的人，就是接受祂的，就成為上帝的兒女。創世記
說上帝的兒子們犯了罪，與人的女子生下巨人（創 6：4）
；詩篇 82 篇說上帝要殺這些兒子們。
上帝的兒子或上帝的眾子指的是高階的天使長，地球上只有米迦勒是聖天使，其餘掌管邦國
的都是黑暗天使長。信耶穌之後我們的等級就相當於天使長，幾乎跟米迦勒一樣大，所以我
們禱告時可以差派天使；新約不可以跪拜天使。
7.1 十字架之後這些邦國的天使長已經被拔除官職，但是人民不知道，要靠教會去破除這個
迷惘，救拔霝魂。各國的基督徒要使用權柄，對抗掌控該國的黑暗勢力。不過，最後七年上
帝允許魔鬼掌控世界，到時我們必須先被提走，以免怕破壞上帝的劇本。要成為魔鬼的威脅，
才會被提，末代戰士看到廟宇就要奉亞畏耶穌的名去綑綁，一來我們的身分已是天使長，有
權柄踐踏蛇蠍，二來官階得以晉級。
7.2 我們趕鬼的時候一定可以綑綁魔鬼，只是捆綁時間的長短視我們信心的大小和官階而定。
趕鬼的時候不要對鬼說你從哪裡來就滾回哪裡去，因為還不到那個時候。
8. 約 1：13 他們不是從血統生的，不是從肉身的意思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而是從上帝
生的。
解：上帝如何「生人」？就是吹那一口氣，擁有那一口氣就是被上帝生的。人吃了伊甸園中
的善惡果之後就「死死」
，第一個死是當場死，那口氣被上帝收走了，霝魂空了；第二個死是
以後還要死一次，就是霝魂離開肉體時，死了，肉體空了。因此，信耶穌之後霝回到霝魂裡
面，有了那口氣就又活了。
8.1 人的霝魂是上帝的居所，只能裝上帝的霝，即便霝魂空了，魔鬼的靈魂也不能進去。鬼
只能附體，重生的基督徒到底肉體會不會被鬼魔入侵，答案始終不確定！重生者，除非接觸
邪術很嚴重，不然應該不會被鬼附。不要拿這種特例來教導一般的基督徒，以免心生恐懼。
8.2 生跟死，不過是轉換空間生活，無須懼怕死亡。
9. 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滿有恩典和真理。我們見過他的榮光，正是從父而
來的獨生子的榮光。
解：舊約不能用上帝「住在我們中間」這個比方，舊約向人類顯現的大部分是天使，唯一一
次比較能確定是上帝向人顯現，是在摩西看到背影的那一次，因為人活著不能看見上帝的臉，
看到一定死，但天使的臉能讓人看到。自從馬槽的嬰兒誕生後，才有所謂「上帝住在人間」。

獨生子
第 14 節「從父而來的獨生子」
，原文是「獨一父來的榮光」
，
「獨」是講「獨一的父」
，我們見
過祂的榮光，是從獨一的父來的榮光。把榮光改成基督：我們見過基督，基督是從獨一的父
來的。聖經沒有「獨生子」這個概念。每次講「上帝的兒子」都是用複數，既然是複數怎麼
會有一個獨生子？上帝以「獨特的方式」生下耶穌基督，亦可謂「獨生子」。
10. 約 1：15–18 15 約翰為他做見證，大聲說：「這一位就是我所說的：『那在我以後來的，
位分比我高，因為他本來是在我以前的。』」16 從他的豐盛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7
律法是藉著摩西頒布的，恩典和真理卻是藉著耶穌基督而來的。18 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把他彰顯出來。
解：18 節的原意是：沒有人見過上帝，只有獨一的父裡面的那位曾把獨一的上帝顯現出來。
「獨」是「獨特」
，不能譯成獨生子。這句少了一個介系詞「在……裡面」
、
「從……裡面進入……
之內」，亦即「從……裡面獨特生下來的」。上帝的裡面是上帝的霝魂，只有從父裡面的那位
把獨一的上帝顯明出來。15 至 18 節施洗約翰在鋪路，他要介紹的耶穌位格比他高。
11. 約 1：19–22 19 以下是約翰的見證：猶太人從耶路撒冷派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那裡，問
他：「你是誰？」20 約翰並不否認，坦白地承認說：「我不是基督。」21 他們又問：「那麼你是
誰？是以利亞嗎？」他說：
「我不是。」
「是那位先知嗎？」他回答：
「不是。」22 於是他們再
問：「你是誰？好讓我們回覆派我們來的人。你說你自己是誰？
解：猶太人都知道上帝對他們有七十個七的計畫，這個節骨眼已經很接近彌賽亞要來的時刻。
彌賽亞要來之前要先確認先知以利亞的身分。當時「找以利亞」有兩派說法：一是以利亞沒
有經過肉體死亡，直接升天，所以他會直接從天降下來。二是上帝會興起一位偉大如以利亞
的先知。約翰是祭司，沒在聖殿服事，卻在曠野幫人施洗，所以這些文士法利賽人會跑來問
約翰：你是以利亞嗎？你是基督嗎？你是那位先知嗎？
為何此時約翰不承認他就是那位先知？因為在六十九個七結束時受膏君要被剪除，約翰若在
這時承認，誰還敢殺基督？這是我們了解七十個七之後往前做的推論。約翰不要讓這些要殺
耶穌的人不殺耶穌，否則會壞了上帝上十字架的計畫。試想：如果約翰承認他是以利亞，怎
麼後來會被砍頭？他說誰是耶穌，誰還敢殺耶穌？十字架要成就，中間有許多變數。約翰在
文士法利賽人面前不承認他是以利亞，但是對相信的人他就承認了。
12. 約 1：23–28 23 他說：
「我就是在曠野呼喊者的聲音：
『修直主的路！』正如以賽亞先知
24
25
所說的。」 這些人是法利賽人派來的。 他們問約翰：「你既然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亞，也
不是那位先知，那麼你為甚麼施洗呢？」26 約翰回答：
「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們中
27
間，是你們不認識的； 他是在我以後來的，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28 這些事發生在
約旦河東的伯大尼，約翰施洗的地方。
解：那些宗教權貴為什麼急著跑來問約翰？因為舊約先知書有說將來要在錫安開一個赦罪泉
源，以後不用再殺生獻祭。這句影射將來會有一位彌賽亞來，用水潔淨大家，所以文士法利
賽人看見約翰在曠野施洗的時候，他們猜想他會不會是基督。其實這個赦罪的泉源不是指水

而是聖霝，聽了耶穌的道重生，肚腹裡就會流出活水江河，新約教會的身體就是錫安聖地。
約翰做了什麼大事讓當時的人相信他？好像沒有，應是時間近了。
13. 約 1：49 拿但業說：
「拉比，你是上帝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古代邦國的王都被稱
為神之子，當時拿但業把耶穌當成以色列的王，所以會說他是上帝的兒子。亞歷山大每次攻
陷一座城時，就叫城裡的僧侶拿著棕樹枝和人民一起高喊神之子，夾道歡迎他進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