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
责备；
21 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
行。”
22 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
施洗。
23 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
众人都去受洗。
24 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 。
25 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
26 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
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27 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甚么。
28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
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见证。
29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
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30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31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
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
上。
32 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
见证。
33 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34 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
是没有限量的。
35 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36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注：
原文作“不得见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The Bible Plan of Salvation
1. The Bible’s Verdict: All are lost sinners before a
Holy God.
There is none righteous, no not one. Rm. 3:10.
All have sinned and come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Rm.
3:23.
All we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we have turned
every one to his own way. Isa. 53:6.
Except a man be born again, he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John 3:3.

Except ye repent, ye shall all likewise perish. Lk. 13:3.
2. The Bible warns you of an eternal hell.
Whosoever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Rev. 20:15.
The wicked shall be turned into hell. Psa. 9:17.
To go into hell into the fire that never shall be quenched.
Mk. 9:43.

约翰
福音书

3. Your good works, sincerity, religious acts will
not save.
Not by work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we have done.
Titus 3:5.
For by grace are ye saved through faith…not of yourselves…not of works. Eph. 2:8,9.
And if by grace, then it is no more of works. Rm. 11:6 .
4. Your sins were borne by the Son of God on the
Cross.
Christ died for our sins. I Cor. 15:3.
Who…bare our sins in his own body. I Pet. 2:24.
The Lord hath laid on him the iniquity of us all…
made his soul an offering for sin. Isa. 53:6,10.
Who was delivered for our offences and raised for
our justification. Rom. 4:25.
Unto him that loved us, and washed us from our sins
in his own blood. Rev. 1:5.
IT IS FINISHED. John 19:30.
5. You will be saved when you believe upon Christ as
your Personal Saviour.
Believe 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ou shalt be
saved. Acts 16:31.
For ye are all the children of God by faith in Christ
Jesus. Gal. 3:26.
Behold, I stand at the door, and knock: if any man hear
my voice, and open the door, I will come in to him.
Rev. 3:20.
These things have I written unto you that believe on the
name of the Son of God: that ye may know that ye have
eternal life. I John 5:13.
Dear friend are you prepared for that journey from time
into eternity? I urge you to even now confess to Christ in
prayer that you repent of your sins and believe on Him as
your Saviour. I John 5:13 will then become the Title
Deed of your sal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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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三章
第一章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
是借着他造的。
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6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7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
众人因他可以信。
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
认识他。
11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
权柄，作神的儿女。
13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
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

生子的荣光。
15 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
“这就是我曾说：
‘那 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
本来在我以前。’”
16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
上加恩。
17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
耶稣基督来的。
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19 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
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
谁？”
20 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
“我不是基督。”
21 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
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
他回答说：“不是。”
22 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
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
23 他说：
“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修
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24 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注：或作“那差
来的是法利赛人”）。
25 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
亚，也不是那先知，为甚么施洗呢？”
26 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
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
27 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
配。”
28 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注：有古卷作“伯
大巴喇”），约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见证。
29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
“看
哪，神的羔羊，除去（注：或作“背负”）世人
罪孽的。
30 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

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31 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
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
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33 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
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
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34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35 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36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

47 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48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
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49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
色列的王！”
50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
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51 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
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羊!”
37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38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甚么？”他们说：“拉比（“拉比”翻
出来就是“夫子”），在哪里住？”
39 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
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
40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
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烈。
41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
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
42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
约翰的儿子西门（注：“约翰”马太16 章17 节
称“约拿”），你要称为矶法（“矶法”翻出来
就是“彼得”）。”
43 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

第三章
1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
的官。
2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
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3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
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4 尼哥德慕说：
“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5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
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6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7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奇。

44 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得烈、彼得同城。

8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9 尼哥德慕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45 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
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
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46 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甚么好的
吗？”腓力说：“你来看！”

10 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
明白这事吗？
11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
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
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

12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
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13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
天。
14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
来，
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注：或作“叫一切
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
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
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注：或作“审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
人因他得救。
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
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19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
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