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成了肉身 (約翰福音 1:1-18) 

一．道就是神 (1-3) 

1:1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1:2 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 

1: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這裡如何說明  “道”，在那些方面說明(時間，本質)？ 

第一節與第二節有什麼關係？ 

【約一 1】「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太初』與『起初』(創一 1)原文同字，但兩處的意義卻不同；『起初』是指神

創造的開始，亦即時間的起頭；『太初』是指在未有時間以前，在已過無始的

永遠裏就已經存在──自有永有。 

                『有』字乃過去未完成時式，表示連續、不受時間限制的存在；『道』之存在

將會持續下去，並沒有停止其存在的一天。 

                『道』(logos)指『話』或『言語』，但與平常應時的『話』(rhema)有別，這裏

的『道』指『常時存在的話』。言為心聲；言語乃是一個人心思意念的表達。

這裏的『道』即解釋、說明、彰顯並代表神的屬性。 

                耶穌基督是在創世以前就已經存在的『道』；祂乃是神的解釋、說明和彰顯，

是祂將神表明出來(參 18 節)。 

          「道與神同在，」這句話至少有下列四個意思： 

(1)表明『道』與『神』一樣，是有位格的； 

(2)表明『道』與『神』處於同等的地位，並不分孰優孰劣； 

(3)表明『道』與『神』彼此同時存在，並無孰先孰後之別； 

(4)表明『道』與『神』彼此面對面，彼此之間心意相交相通，向著對方並無秘

密。 

                耶穌基督與父神同時存在，是與神同等的(腓二 6)，並且深知熟悉神的心意。 

          「道就是神，」本句表明道與神二者原為一；並非道是道，神是神，彼此分開。

這裏暗示神的身位乃是複數卻又是一。 

                『是』字在原文為過去式，表示這個『是神』並不是後來才逐漸變成的。 

                注意，本節的『神』字原文無冠詞，表示所強調的是這名詞的屬性；『道』是

在本質上與神完全相同。『道』乃是三一神的一部分。 

                耶穌基督與父神原為一(參十 30)，祂就是神。 

 

【約一 2】「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在第一世紀末葉，盛行一種異端，他們認為：耶穌基督原來是一個平常的人，

並不是神，乃是在某一個時點才成為神。 

 

          本節不僅是第一節的重複，並且也是一個確認：指出耶穌基督在已過無始的永

遠裏，就已經是神，並不是突然由人變成神的。 

    



基督的神性乃是永恆的，絕對的。從亙古到永遠，祂就與神同在，祂也是神。

難怪在《約翰福音》裏沒有提到耶穌的家譜，因為祂是『無父、無母，無族譜，

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來七 3)。 

  

【約一 3】「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 

   「萬物是藉著祂造的，」按原文意指『萬物是透過祂而成為存在』；含示是祂

『使無變為有』(羅四 17)。 

          「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指祂所創造的被造之物，本來都是

美好的，每一樣都是正面且肯定的。今天許多污穢、醜惡的情形，乃是墮落之

後受罪惡敗壞的結果。 

          本節表明耶穌基督不但不是被造物，反而是神創造萬物的憑藉(參西一 16~17；

來一 2)；離開了祂，便沒有萬物。 

    

本段小結: 

古今中外所有的學問，之所以可以成為學問，可以研究，因為中間有一種系

統．科學告訴我們其中如何運作，哲學研究這個系統是為何而來，古聖先賢也

希望知道是從何而來．發現有某一系統的人，常會被稱為哲人，聖人，偉人，

但是他們只是發現，無法知道這是從何而來，更不用說瞭解其本質． 

約翰福音一開始，作者就告訴我們，這道是從太初就有，並且與神同在，道就

是神．這道與神同在，可見是兩個位格，但是他們是一體的，仍然是一． 

這道是萬物的根本，所以不論什麼學問，都是道的一部份． 

 

二. 道是生命之光 (v.4-9) 

1:4 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1:5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1:6 有一個人，是從 神那裡差來的，名叫約翰。 

1:7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1: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生命是什麼？生命在他裡頭是什麼意思？ 

生命需要光嗎？生命沒有光會如何？ 

黑暗可以拒絕光嗎？ 

施洗約翰是從哪裡來的？他來是要做什麼的？目的為何？他會被當作光嗎？為

何人會把他當作光？ 

為何只有那光是真光？才能照亮一切的人？ 

【約一 4】「生命在祂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生命在祂裏頭，」這裏的『生命』，不是指人原有的生命，而是指神的生命，

就是《創世記》二章裏『生命樹』所表徵的神生命(參創二 9)。 

神的生命在人的裏面會給人感覺，叫人認識屬神的道路。這就是生命的發光照

亮。 

          本節表明耶穌基督是生命的源頭，也是光的源頭(參詩卅六 9)。 

     

【約一 5】「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 

 

光照在黑暗裏的目的，是要顯出人在黑暗中邪惡醜陋的光景。 

          「黑暗卻不接受光，」『黑暗』是『光』的反面，光既是指基督，則黑暗應是

指反對基督的權勢，並在其權勢之下的人和體制。 

                『接受』(comprehend)，可以指用心思去掌握，也可以指用武力去制服；本句可

能含有此兩面的意思，表示黑暗既未能理解光，也未能勝過光。 

          本節經文可說是《約翰福音》的提綱挈領；本書中後面的發展，都在說明光(耶

穌基督)與黑暗(世界的王)之間的鬥爭。 

  

【約一 6】「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 

     

『差』字含有『使者受差遣，負特別使命』之意。 

          「名叫約翰，」本書從不提及使徒約翰的名字，因此不像其他三卷福音書，須

加『施洗』以示分別，而單單稱呼約翰即知是指『施洗約翰』。 

  

【約一 7】「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因他』指『因約翰的緣故』；約翰是最先向人指出主耶穌就是那光的見證人，

所以就廣義而言，所有新約的信徒都是經過施洗約翰的指引才相信主耶穌。 

  

【約一 8】「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約翰只是點著的明燈(參五 35)，向人指明世上的光(參九 5)，他自己並不是那光。 

為光作見證的約翰，被當時一些人誤以為他就是那光；今天也有同樣的危機，

主的見證人會被人誤以為是基督。 

  

【約一 9】「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世上』在原文與『世界』(參 10 節)同一詞，『世界』原意指人類所居住的地

球，但約翰常用這詞來指離開神而在魔鬼權勢下生活的世人(參七 7；十五 18~19；

十七 14)。『照亮一切的人』是普照的意思，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參太五 45)。 

    可見光有真光和假光之別。世界上有真的，也必有假的；教會裏面有真基督、

真道、真先知，也會有假基督、假道(異端)、假先知。所以信徒應當慎思明辨。 

 

本段小結： 

道是生命的源頭，生命的來源，也是在人犯罪，失去屬靈生命，進入黑暗之

後，照進生命的光．人因為有罪，所以活在黑暗中，因為在黑暗中，所以藏汙



納垢，堆積罪惡．習慣在黑暗中，光一進來，讓眼睛不舒服，更是因為光照進

來，顯明其中的罪惡，所以身在黑暗中的人不願意接受光． 

施洗約翰有一個傳奇的出身(見路加福音第一章)，在父母年老的時候被生出，

在母腹中就被聖靈充滿．施洗約翰出來傳道時，有以利亞的形象，也有很大的

果效．即便他是被神重用的傳道人，他仍然不是那光，是要為光做見證．我們

容易跟隨人，特別是傳道人，可是世上任何人都不過是為光做見證的，不是光

的本身，因為只有真光能照亮． 

       

三．接待的作神的兒女 (v.10-13) 

 
1:10 他 在 世 界 ， 世 界 也 是 藉 著 他 造 的 ， 世 界 卻 不 認 識 他 。 

1:11 他 到 自 己 的 地 方 來 ， 自 己 的 人 倒 不 接 待 他 。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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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與世界的關係為何？世界應該如何？但是卻是如何？為什麼會這樣？ 

如何接待他？他有什麼應許？ 

神的兒女不是從什麼生的？這三種生的是什麼人？ 

 

【約一 10】「祂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祂造的，世界卻不認識祂。」 

     

『世界』在約翰的著作中具有獨特的意思，指混亂、墮落的世界；『不認識』

乃是不能分辨，蒙昧無知；人的心眼因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所以不能認識基

督(參林後四 4)。 

    世人對真神似知不知，他們對神的認識只在暗中摸索，只靠想像猜測，缺乏絕

對的把握，才會錯認假神為真神(參徒十七 22~24；羅一 21~25)。 

  

【約一 11】「祂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祂。」 

     
主耶穌降生時被放在馬槽裏，乃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參路二 7)；今天在我們信

徒的心房裏，是否有「接待」祂的地方呢？ 

           

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太八 20)；世人棄絕主，

叫祂無處安身，但我們信徒理應歡迎接待祂，讓祂安家在我們的心裏(參弗三

17)。 

  

【約一 12】「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文意註解﹞「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表示相信意即接受。 

『名』代表整個人(參摩五 8，27；賽四十八 9；詩一百十三 1；約十五 21；十七

26；徒四 12)，所以『信祂名』意指接受耶穌基督。 

          『權柄』在此指特別的恩典；含有確據、可倚託、靠得住之意。 



          「作神的兒女，」就是人有了神的生命和性情。人並非生來就是神的兒女，惟

有藉著接待基督，才能獲得作神的兒女的權利。 

  

【約一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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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氣』指人血肉的身體(參三 6)。 

          『情慾』指出於人天然生命中敗壞的意志。 

          『人意』指出於人天然生命中善良的意志；也有解經家認為『人意』是指從人

來的幫助(加一 11~12)。 

     
基督徒的生命，全然是屬靈的，與人的血肉和天然生命絕對無關。 

          人除了由神重生之外，沒有辦法靠自己天然的能力、聰明或才幹，來臻於光明

至善的境界。 

          「不是從血氣生的，」得救不能血脈相傳；我們不能說父母親是基督徒，所以

自己生下來就命定是基督徒。 

          「不是從情慾生的，」得救不是靠肉體的意志；我們得救時雖然需要決志，但

沒有悔改相信的決志，仍然不能叫我們得救。 

          「不是從人意生的，」得救不是靠傳道人的幫助；雖然我們得以聽到福音，乃

是別人的一種幫助，但若沒有聖靈的光照感動，仍不能使我們真實得救。 

 

本段小結： 

聖經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是神所造的．世界不是被造完就結束了，而是屬於神

的．特別是人，被造出來應該與神有密切的關係，但是世人故意不認識神，不

接待神．神不斷差派先知來傳講信息，又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來 1:1-4)，但是

人不接待他，把神派來的給殺了．這個世界充滿謊言，似是而非的道理，遊戲

規則，是與真理，神的話語相反，人更是不願意接受自己是罪人的事實，加上

世界流行的說法，讓人不願意聽神的話． 

 
世人不接待耶穌，這是窄路，窄門，找到的人少，走的人也少，但是總有一些

人願意跟從，神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 

 
做神的兒女，不是出生就成為基督徒的，也不是父親生兒子的世代相傳，不是

因為裙帶關係，不是賣人情，走後門，靠關係，拉著別人的腳跟上天堂．要成

為神的兒女，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就是從神生的人． 

 

四．道，成了肉身 (v.14-18)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

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1:15 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

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1:16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道變成了什麼？這很重要嗎？為什麼？ 

這是一個理論，學說，還是有人看過，有見證人嗎？ 

這道是誰？他與天父是什麼關係？ 

施洗約翰做什麼見證？他的話是什麼意思？ 

恩典與真理有什麼關係？律法與恩典又有什麼關係？ 

父懷裡的獨生子要做什麼？為何他可以將父表明出來？ 

【約一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當時智慧派學說(Gnostics)認為：肉體是屬邪惡之物質的，聖潔的神根本不可能

和邪惡的肉體聯合。多西特派(Docetists)根據智慧派的學說，否認基督是在肉體

裏來的(參約壹四 2)。 

    

「道成了肉身，」指神的話成了肉身，就是神穿上了人的生命和性情。『道』

原來是抽象、難以捉摸、看不見、觸不著的，如今在肉身裏成為具體、實在、

可見、可摸的。這就是『神在肉身顯現』(提前三 16)的意思。 

                『肉身』的原文與『肉體』同一個字，惟聖經裏的『肉體』含有墮落和罪惡的

意思(參羅七 18)，故此處仍以翻作『肉身』為佳。基督成為肉身，僅有罪身的

形狀(參羅八 3)，而沒有罪的性情(參林後五 21)。 

          「住在我們中間，」『住』字原文作『支搭帳幕』；基督作為神的帳幕，是神

在地上人間的居所，祂無論到那裏，神也就到那裏。這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

乃是帶著神住在人中間，所以祂的名為『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參太

一 23)。 

          

『恩典』指不須付出代價，可以白白得著的一種恩賞； 

『真理』指並非虛無飄緲，而是具體又實在的一種認識。 

『恩典』特指神在基督裏作我們的享受； 

『真理』特指神在基督裏成為我們的實際體驗和經歷。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

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西二 9)，所以我們得著了基督，就得著了神的一

切所是和所有。 

                人在基督裏所能享受和經歷的神，乃是豐豐滿滿、綽綽有餘的。人若未能豐滿

地享受並經歷神，問題乃在於我們這一邊，並不在於基督。 

                在《約翰福音》書中，『恩典』是以『愛』的方式出現，特別表現在主耶穌的

行動裏；『真理』則於主耶穌的話語裏特別明顯。 

 

          「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這是指基督在山上變化形像(參太十七 1~2，5；路九

32；彼後一 16~18)。『榮光』是用於描述神的臨在(參出廿四 16；四十 34~35)。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父獨生子』原文尚有 para 一字未能翻譯出來，該

字的意思是『從』和『在旁』。故『父獨生子』有二意：(1)這位獨生子是從父

而來；(2)祂仍舊與父同在。 

     

【約一 15】「約翰為祂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祂本來在我以前。』」 

     

『作見證』此字略帶有在法庭上作證的意味。 

          「那在我以後來的，」主耶穌顯在人面前的時間，是在施洗約翰之後。 

          

『以前』兼指時間和地位。施洗約翰在此承認主耶穌在時間上，亙古就已經存

在；在地位上，尊貴超越過一切，無人能與倫比。 

  

【約一 16】「從祂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恩上加恩，」意思不是『恩典回應恩典』，而是『恩典之上復加恩典』，意

即『足夠應付我們每項需要的恩典』(參林後十二 9)。 

     

【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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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在西乃山上藉著摩西傳給人的(參出廿四 12)； 

『律法』的功用是見證神的義。照著神的『所是』對人有所要求。 

          

『恩典和真理』是神對人的供應和啟示，使人能享受神並經歷神，藉以應付神

的要求。但我們必須相信耶穌基督，才能得著恩典和真理。 

          本節給我們看出如下的對比： 

(1)律法與恩典、真理； 

(2)摩西與耶穌基督； 

(3)藉...傳(賜給，可以與媒介者分開)，與由...來(攜同而臨，不能媒介者分割)。 

  

【約一 18】「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這句話有兩個意思： 

(1)從來沒有人用肉眼看見過神的本體； 

(2)從來沒有人真正的認識神。 

           

『懷』是希伯來習慣用語，表示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表明祂是最接近父神，

具有無比獨尊的地位。 

          「將祂表明出來，」父的獨生子藉著話、生命、光、恩典和真理，將神表明出

來。話是神的彰顯，生命是神的分賜，光是神的照耀，恩典是神給人享受，真

理是神給人實化、領略。藉著這五件事，神在子裏完全表明出來了。 

 

本段小結： 



眾人所不清楚的道，現在成了肉身，住在人們中間，讓人可以親眼看見，並且

不是兇惡的，乃是滿有恩典與真理，他的榮光也被人看見． 

如同施洗約翰的見證所介紹的，雖然在時間上來看，耶穌基督是在施洗約翰之

後才出生，也是在他之後出來傳道的，但是耶穌基督是太初就有的道，是在所

有人之前的． 

耶穌基督來是帶來恩典，而且恩上加恩，並且要成全從摩西而來的律法．律法

讓人知罪，或是用來定人的罪，其中更需要的是恩典與真理．注重律法常會忽

略恩典，然而有恩典不是捨棄律法，成為溺愛．主耶穌基督沒有廢掉律法，而

是為無法滿足律法要求的人，承擔犯罪的代價，就是最大的恩典． 

道成了肉身，也是敬虔的奧秘，因為神是個靈，也是偉大的，聖潔的，所以人

不能與神面對面，但是藉著主耶穌可以將父表明出來，因為神一切的豐盛，都

有形有體在耶穌基督裡面． 

今天我們對道，對神，對耶穌，對人有更多的認識，對我有什麼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