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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約翰著作的總題 - 「道」 

 A. 約翰福音：太初有「道」 

  1. 是對主的最終啟示 

  2. 以耶穌是神的兒子表明神–生命、光、愛 

  3. 以兆頭(sign)–耶穌所「說」與「作」的兆頭證明神 

B. 約翰書信：生命之「道」 

1.  是我們與主相交(聯合)之道 

2.  以信徒(我們)作為神的兒女表彰神 

  3.  以像祂(As He Is)，生命中表彰神–生命、光、愛 

C. 啟示錄：「神的道」 

  1.  是耶穌基督的啟示 

  2.  我是「始」也是「終」的全能者。 神掌權 

  3.  以羔羊與獅的特性證明祂自己 

D. 三者的關係 

 

二、約翰福音簡介 

    A.目的：約 20:30,31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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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約翰所用的字 

1. 他沒有用神蹟、奇事、異能，卻用「兆 頭」，是指主所行的異能、奇事的價值 

2. 「兆頭」 

3. 此書的第一目的，要證明耶穌是基督 

4. 相信什麼呢？神的兒子 

5. 「信」 

6. 「生命」 

 

B.主調： 

1.  耶穌這個人 

2.  人與祂的關係 – 聯合  

 

三、兩件與舊約相關的事 

 A.與以色列以往的歷史相聯 

  如：神的羔羊，逾越節 

 B.與摩西的律例 

  如：曠野舉蛇，嗎哪，住棚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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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約翰寫著的特徵：當然是啟示 

他用字寫的時候，總是眼睛注視著主耶穌。他用耶穌註釋「經文」，是將原來晦暗的意思

顯明出來，使人看見其原意。 

    如:約1：18 「…獨生子將祂註解出來」 

 

五、約翰福音頭18節(1:1-18)分析、分享 

 A.是 key to 約翰福音 

 B.是由三節主句與二段經文註釋 

  1. 主句：約1:1;14,18 

  2. 註釋：約1:2-13;15-17 

  3. 我們的重點是14-17節 

 

六、主句：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A.「道」這一字 

  1. 希臘人的觀念 

  2. 希伯來人的觀念 

  3. 約翰的領受 – 常存的道 

     a.事實 b.方式 c.性質 

B.說明 

1. 兩個創造 

a. 創造萬物 

b. 創造新人：生命與光 

2. 祂來的目的，乃是叫人得生命作神的兒女 

a. 兩位見證人 

b. 必須從神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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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二主句：約 1:14 

 A. 「道成肉身」-「支搭帳幕」之意 

  1. 想一想舊約的帳幕，比較一下 

  2. 不可見的神，become 可見、可摸的… 

  3. 以真神的像 vs 人手造的神的代用品偶像 

B. 「住在我們當中」 

1. 神的同在 

2. 只能在祂的裡面與神相交 

3. 滿足人生命的需求 

4. 進到神面前的路 

C. 充充滿滿有恩典和真理 

1. 顯出神的榮耀 

2. 以恩典和真理顯出，我們每次讀到兆頭時，就是顯出祂的榮耀，我們就得    

找出祂榮耀中的恩典與真理 

3. 約翰用八個行事的兆頭與八次講論的兆頭，顯出神的榮耀來 

4. 律法與恩典 

 

例證：約2:1-11是第一個行事的兆頭 

第十一節，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個兆頭…顯出祂的榮耀來，門徒就信了祂。 

我們查考就是要找出恩典和真理來信祂。問題在於我們是否都見過，且領受了呢？ 

 

約翰福音所記載的兆頭列於下： 

- 滿有恩典：是愛的行動，顯於工作，約翰   用“徵兆”來表明它。“徵兆”(sign)

中文是用「神蹟」，共八次： 

 1. 水變酒：婚姻一約，喜樂的生命，人    的滿足 

 2. 潔淨聖殿：敬拜是在復活的領域中，    主的滿足 

 3. 醫治大臣之子：家庭生活，信心是基    於耶穌的話，不必眼看 

 4. 醫治瘸腿的：罪與受苦 

 5. 五千人得飽足：維持生命 

 6. 在海面人行走：援助生命 

 7. 開瞎子的眼睛：兩重的看見 

 8. 拉撒路復活：救贖 

  



 約翰福音簡介 1/22/2016 

  
Page 4 

 
  

- 滿有真理：是光，使人能看見，也是能力，約翰記載了耶穌的談論，祂的談論有的

在“表徵”之後，是對“表徵”的解釋，有的是單獨的談論，共八次： 

1. 與尼哥底母談論：進入神國或論重生 

2. 與撒瑪利亞婦人談論：真正的敬拜 

3. 與猶太人談論：祂與父同工，又在父之下 

4. 在迦百農談論：「我是生命的糧」 

5. 在住棚節期中的談論：「我是世界的光」 

6. 與法利賽人的談論：「我是羊的門」，「我是好牧人」 

7. 與馬大的談論：「我是復活，我是生命」 

8. 馬可樓上的談論：對門徒最後的教訓 

a. 彼此相愛 

b.「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c.「我是真葡萄樹」  

d.真理的聖靈 

 

D. 獨生子註釋神 

 

E. 在我們查考的過程，領會約翰教導我們，   

   怎樣得生命， 

   怎樣成長， 

   怎樣得豐富的生命 

 



 約翰褔音 第 2課 (1:19-34,3:22-36) 1/29/2016 

施洗約翰的見證 

前言 

在第一課 1:1-18的總論中，「有一個人、是從 神那裡差來的、名叫約翰。這人來、為

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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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查的經文，就是總論中這些述說更詳細的

記載。所以，我們可以從見證的角度來查考其中的內容。 

 

 

討論與分享  

1. 約翰在祭司、利末人、和法利賽人差來的猶太人前所見證的內容是什麼？(1:19-28)

他一再否認的是什麼？這與 1:1-18總論在哪裡銜接？他的這見證讓我們對耶穌與

施洗約翰的關係有了什麼初步的印象？ 

2. 約翰在見到耶穌之時，對眾人是怎麼介紹耶穌的(1:29)？你對這個介紹的了解和體

認是如何呢？ 

3. 約翰再一次的描述耶穌與他的關係(1:30)；然後以兩人施洗的不同，進一步的來介

紹耶穌。他的結論是什麼(1:34)？這與總論的關係在哪裡 (1:18) ？你的結論又是

什麼？ 

4. 因為施洗不同，連約翰的門徙心中也有不明之處，約翰是怎麼樣的回答他們？我們

該怎麼的了解約翰的回答 (3:27-30) ？約翰在這回答的結論是什麼(1:30)？這對

結論我有什麼影響。 

5. 經文中用了許多天上和地上的對比(3:27,31)，可否請你找出來？3:31-36提到了

許多見證，這些包括誰的見證？相信、或不相信這些見證有什麼重要性？ 

6. 從今天的查經當中，我們是否可以把對見證的了解做一個整理：什麼叫做見證? 見

證的目的是什麼？見證的內容是什麼？為什麼見證能夠感動人？見證的誠信度是因

為什麼緣故？ 



 約翰褔音第 3課 (1:35-51) 2/5/2016 

門徒最初對耶穌的認識 

前言 

在第二課時，我們查考了施洗約翰的見證。今天，我們要繼續來看見證的果效、見證的傳

遞、以及門徙對耶穌的初步認識。「認識」是今天的經文與第一課總論中：「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

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

兒女。」(1:9-11)的銜接點。希望我們藉著今天的查經，對耶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討論與分享  

1. 從施洗約翰介紹兩個門徙與耶穌認識(1:35)，到耶穌與拿但業的談話(1:47)，中間

提到了幾個門徙？其間的關連是怎樣？這些對我們做見證、傳福音有什麼提醒？ 

2. 耶穌常常用問題來提醒祂的門徙，祂問了這兩個門徙什麼？耶穌怎麼樣回應了他們

的回答？他們找到了所想要得到的嗎 (1:38-49)？今天，我跟從耶穌的原因是什麼？

我找到了我所想要得到的嗎？ 

3. 安得烈對耶穌的了解是什麼(1:41)？這對他之後的行動有什麼影響？我對耶穌的了

解是什麼？耶穌對我的行動有什麼影響？ 

4. 腓力順服的聽從了耶穌的呼召(1:43)，這表明了什麼？腓力對耶穌的了解是什麼

(1:45)？他起初對拿但業所做的見證有果效嗎？他是如何的跟進(1:46)？這對我有

什麼提醒？ 

5. 拿但業對耶穌的認識上有怎樣的轉變？為什麼？他後來對耶穌的認識正確嗎？完整

嗎？耶穌要拿但業在那一方面對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其中的意義是什麼？ 

6. 從今天的查經當中，我們是否可以把門徙對耶穌的稱呼做一個整理：總共有那幾種

稱呼? 每一個稱呼的意義是什麼？我對耶穌的認識又是什麼？ 



約翰褔音查經    第 4課 (2:1-25)                            2/12/2016 

門徒對耶穌的進一步認識 

前言 

在第三課中，我們看到了門徒對耶穌的稱呼從「拉比、彌賽亞、律法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

位」、到「神的兒子、和以色列的王」。但是，他們在當時真的了解這些稱呼所代表的意

義嗎？使徒約翰記載了兩件事，幫助我們回答這個問題。同時，今天我們查的經文也更一

步的解釋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

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1:14)。 

 
 
討論與分享  

1. 婚筵的酒用盡時，耶穌的母親為什麼要告訴耶穌？為什麼她對耶穌看來唐突的回答

似乎並不在意？她告訴用人什麼？她看到了她所期望的嗎？她母親對耶穌的態度，

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2. 耶穌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這「時候」是指什麼時候？耶穌是怎麼參與在變水

為酒的神蹟中？這耶穌的頭一個神蹟，讓我們對耶穌有了什麼更進一步的認識？ 

3. 使徒約翰說「顯出他的榮耀來」？這榮耀是指什麼？「他的門徒就信他了」這個信

是指什麼？今天，我從這個神蹟能看出耶穌的榮耀來嗎？ 

4. 耶穌潔淨聖殿，把牛羊、兌換銀錢之人都趕出殿去之後，質問耶穌的是誰？他們的

問題是什麼？為什麼他們不問潔淨聖殿這件事、反而問「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 

5. 猶太人聽懂了耶穌的回答嗎？門徒聽懂了耶穌的回答嗎？門徒什麼時候聽懂了耶穌

的回答？今天，我們了解這句話的意義嗎？這與約翰福音總論的關連在那裏？ 

6. 「有許多人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就信了他的名。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從今

天的查經當中，是否可以把對耶穌的認識做一個整理：我信耶穌的原因是什麼？我

對「耶穌的名」了解是什麼？我信耶穌把他自己交託給我的原因是什麼？ 



約翰褔音查經    第 5課 (3:1-21)                            2/19/2016 

重生與神的國 

 

前言 

在第一課 1:1-18的總論中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

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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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我們今天所查的經文，就是要從耶穌

與尼哥底母的談論中，來看重生、神的國、相信、永生、真光…這些在基督信仰中非常重

要的核心觀念。 

 
 
討論與分享  

1. 尼哥底母是位怎樣的人？他什麼時候來見耶穌？他對耶穌有怎麼樣的認識？他來見

耶穌的目的是什麼？ 

2. 耶穌回答了尼哥底母的困惑嗎？耶穌轉變話題的用意是什麼？尼哥底母在了解耶穌

的回答上有什麼困難？ 

3. 耶穌用那兩種生的方式來幫助尼哥底母對重生的了解？此處風和靈的比喻所帶出的

要點是什麼？耶穌所說「地上的事、天上的事」是指什麼？我今天懂這些事嗎？ 

4. 耶穌後來怎麼向尼哥底母來介紹自己(3:13,14)？這與前面尼哥底母的問題和耶穌與、

他談話內容有什麼關係？耶穌所期待尼哥底母的答案是什麼？我的答案是什麼？ 

5. 「世人、甚至、一切、不至；反得、不是；乃是」 (3:16,17)是用來描述神的愛之範

圍、深度、廣度、方法、與目的，你可以從經文找出來這些答案嗎？在這裡講的什

麼是罪？憑什麼定罪(3:18,19)？這使我對罪的認識有什麼幫助？ 

6. 是否可以把總論中「真光、認識、接待、從血氣生的、從情慾生的、從人意生的、

從神生的」的這些敘述，由對今天查經經文的了解，用自己的話整理出來？ 



 約翰福音第 6課  4:1-45  活水和存到永生的粮 3/11/2016 

水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缺水了就会觉得干渴，久了就会危及生命。耶稣借着撒玛利

亚妇人要水喝的机会，揭开了她灵里面被忽略的干渴，并把让人永远不渴的活水借着信给了

这妇人和叙加城的许多人。耶稣也借此向门徒们说明，救恩从犹太人而出，但神的禾场却是

广大，门徒们将要收获别人所撒的种，享受他人劳苦得来的永恒生命的果实，使撒种和收获

的一同快乐。 

 

讨论分享问题： 

1、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 （参考列王记下 17章）？犹太人怎样看他们？读完这章经文

你怎样理解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句话？ 

 

2、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中午出来打水？她跟耶稣的对话中看重的是什么？她有哪些难

处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干渴）？耶稣用什么问题引导她认识除了身体的干渴之外还

有灵里的干渴？她是怎样回答的？你觉得自己日常生活中除身体的需要之外还有什

么别的需要？ 

 

3、从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中，你所看到的敬拜原则是什么？什么是心灵和诚实？

耶稣让我们拜谁？怎样才能建立这样的关系？ 

 

4、你觉得撒玛利亚妇人得到活水了吗？为什么? 耶稣是怎样应许她的（对照 10，21，

26节）？请分享你得救的经历。从那时起你觉得你得到活水了吗？ 

 

5、撒玛利亚叙加城的人是怎样信耶稣的？他们认为耶稣是谁？39节的信和 42节的信

有什么不同？ 

 

6、耶稣没有喝着水，最后他为什么不渴也不饿了？祂的粮是什么？祂要差遣门徒作什

么？什么样的五谷可以存到永远？门徒们怎样能享受别人劳苦所得到的？ 



 約翰福音第 7課 4:46-5:18  耶穌赐生命能力的权柄 3/18/2016 

离开撒玛利亚，耶稣没有回祂的家乡拿撒勒而是去了加利利。在从前变水为酒的加纳，祂

救活了一个大臣远在加百农生病垂死的儿子，让大臣和他全家得到了不凭眼见的信。后来，

耶稣又去耶路撒冷，在安息日施怜悯医治了一个病了 38年的瘫子，让他有力量站起来行

走，并因此遭到犹太人的逼迫。耶稣却借此向犹太人表明祂是神的儿子，在安息日也不停

祂的工。 

 

思考问题和分享 

 

1、 大臣为救自己的儿子见耶稣，他开始计划怎样求耶稣帮助？他是怎样知道耶稣

的？听完耶穌对他說:“若不看見神蹟奇事，你们總是不信”后，他的回答说明

什么？ 

 

2、 为什么许多犹太人见到耶稣也不信祂，而大臣的家人还没见到耶稣就信了？你

认为他们信什么？我们今天是否也会像耶稣说的那样，不见到神蹟奇事总不信？

请分享你个人的经历。 

 

3、 对于一个病了 38年的人，他最想要的是什么？他回答耶稣的话说明他在什么样

的处境？你有否缠累许久而自己不能解决的苦楚？最后解决的方式怎样？ 

 

4、 在此处犹太人为什么反对耶稣？他们认识耶稣是谁吗？耶稣对他们说自己是谁？

犹太人的反应如何？ 

 

5、 请对比这两次医治的异同。你领受到了什么？ 



 約翰福音查經  第 8課（5：19-47） 4/8/2016 

父與子的關係及為耶穌作的見證 

耶穌在安息日醫好病了 38 年的人，又稱神為他的父，猶太人就想要殺他。耶穌將自己與父的關係、

受父的差遣、他來所要作的事並所擁有的能力權柄告知他們。又指明施洗約翰、舊約聖經及祂所

作的事都是祂的見證。猶太領袖看不見神，不接待主，反愛彼此受榮耀，是信仰上的大謬。 

 

討論與分享 

1. 耶穌道成肉身到世上來『作事』，從經文 5：19-30，祂作事的憑據是什麼？祂所要作的事有

哪些？父交給祂怎樣的權柄？哪些經文支持了祂與父的關係是『同尊同榮』？ 

 

 

2. 耶穌怎樣帶來『出死入生』的信息？在末日審判時，行善的和作惡的都要復活，面對哪兩種不

同的結果？對照羅 2：6-8，看出真正的信心具有什麼特質？耶穌這段講論再三重複了什麼？對這

些猶太領袖提示了什麼？（當時沒有新約） 

 

 

3. 經文 5：31-47，耶穌指出為祂作見證的有哪些？這些猶太人如何看待這三種見證？約翰是點

著的明燈，對他們有何作用？耶穌自己的見證是什麼？他們為何不接受祂？他們信摩西的書嗎？ 

 

 

4. 回顧上一章病了 38年的人得到耶穌的醫治，耶穌所作見證了什麼？猶太人是如何反應的？耶

穌指責他們雖然『查考聖經，以為內中有永生』，但他們的問題出在哪裡（v.38, v.41）？這對

我們今天的讀經禱告生活有何提醒？ 

 

 

5. 約翰福音多次提到『榮耀』，讀 2：11，5：41，8：54，了解榮耀的不同意義？什麼是『求從

獨一之神來的榮耀』？（參太 6：1-8，16-18，羅 2：29）為何我們要『歸榮耀給神』？當人喜歡

彼此受榮耀時有何害處？如果求從神來的稱讚與得從人來的稱讚衝突時，你如何取捨？請分享。 

 

 



 約翰福音查經 第 9課（約 6：1-21） 4/15/2016 

五餅二魚的神蹟與行走海面的神蹟 

 

『五餅二魚』的神蹟是唯一四本福音書都有記載的神蹟。在逾越節前的一處野外，一批批民眾因

聽見耶穌醫病的名聲，聚成了大群，僅男人就有五千。耶穌為群眾的需要，也為了教導門徒，行

了五餅二魚的神蹟。這令人驚奇的神蹟有其徵兆意義：不但向群眾顯示祂有供應的恩典和大能，

更向門徒證實祂就是神的兒子！緊隨後的另一個『行走海面』的神蹟，更是教導門徒：祂正是掌

管風與海浪的神子，是滿有權柄，能賜人生命平安的主。神蹟的目的是要我們藉著主的『所為』

來認識主的『所是』，信祂！ 

 

討論與分享 

1. 許多人來就近耶穌的原因是什麼？想像一下門徒們面對眼前景況有什麼想法？耶穌試驗腓力的

用意是什麼？（可 6：37，路 9：13，主說：你們給他們吃吧！）門徒們的反應合理嗎？用理性來

看事情與憑信心會有什麼不同做法？ 

 

2.這一個小孩子在『五餅二魚』神蹟中的參與，對我們的服事有哪些啟發？在這個涵義豐富的神

蹟中，你還看到了什麼特點？耶穌藉這個神蹟教導門徒什麼功課？ 

 

3.這一群五千人從風聞耶穌醫病的奇事，到看見五餅二魚神蹟的整個過程之後，他們當中有無一

人因此認識了神的兒子？他們的飢餓是在哪些方面？從 v.14 v.15群眾的反應看來，他們明白耶

穌真正要帶給人的是什麼嗎？ 

 

4. 耶穌『行走海面』的神蹟是為誰行的？這神蹟如何令門徒感到驚奇和喜樂？在太 14：25-33，

彼得看見了，也想下海行走，他幾乎沉下去，為什麼？ 

 

5. 參讀伯 38：8-11，詩 89：9，啟 21：1b，你對這個神蹟中的海和風浪有什麼新的看法？主的

話：『是我，不要怕。』給了你什麼安慰？可 6：48-51，這個神蹟與五餅二魚的神蹟有什麼關連？ 



 約翰福音查經 第 10課（6：22-71） 4/29/2016 

耶穌就是生命的糧——我們要吃祂喝祂 

 

約翰福音美妙地記載了主耶穌用 7個『我就是』的句型，來宣告祂就是那位生命的主；『我就是

生命的糧』是其中的第一句。在五餅二魚的神蹟之餘，耶穌向繼續尋找祂的群眾講解：不要只為

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信神所差來的』。信心對準生命之主，才是生

命真得飽足當追求的。從前在曠野有神賜下的嗎哪，正是預表人子要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

界，要叫一切信祂的人在末日復活得永生。猶太人既有父的教訓又學習，應當認識主。而得著這

真糧的『信』，就是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這是指著耶穌十字架上的破碎與立約，也是信

的人一生靠主得堅固的生命真糧。主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吃這糧的就會永遠活著。 

 

討論與分享 

1. 這些群眾尋找耶穌的原因是什麼？什麼是為必壞的食物勞力？什麼是為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

耶穌教導他們得著永生食物的方法是什麼？雖然見過五餅二魚的神蹟，他們還不明白的原因在哪

裡？對你而言，你已經為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了嗎？分享你的領受。 

 

 2. 如何知道嗎哪其實是天上真糧的預表？當耶穌說祂就是神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他

們就說：『主啊，常將這糧賜給我們』，他們心裡想著的仍在什麼方面？與約 4：15撒瑪利亞婦

人的祈求類比，人的信心往往被什麼限制了？我日常的禱告是向神求什麼？我射中靶心了嗎？ 

 

 3. 耶穌指出信他的人都是從父所賜給子的，這樣的人會得到怎樣的保護和賞賜？神自己『吸引』

人，對猶太人是什麼意思？對新約時代的基督徒是什麼意思？請分享神如何吸引你到耶穌面前。 

 

4. 耶穌進一步講到真正的信就是要吃這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喝這生命的血。你對這話的理解

曾有困難嗎？為什麼？這話是指著後來什麼事情說的？對耶穌面前的群眾，他們要怎樣領受這個

『吃喝』？對我們，這『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意義是什麼？請分享你如何因日常吃喝主，與

主『聯合』，而有了生命的變化？ 

 

5.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耶穌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v.63）。至此門徒

已經認出耶穌就是永生之『道』（v.68）。所以，你是更冀望看見神蹟（生活中最大的困難能迅

速被神解決），還是更看重吃主的話來更新生命？請分享你內心的憂慮或掙扎？ 

 



约翰福音查經      第 11 課 （7：1 － 7：52）  5/06/2016 

基督耶稣在住棚节的启示和教训 

 

歸納總意 

刚查过的第六章从逾越节开始，讲到耶稣在旷野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神绩。

表明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吃了 38 年的吗哪已经应验在基督耶稣身上了。耶稣

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是我们“生命的粮”，因为吃这粮的，可以永远活着。 

今天要学习的第七章从犹太人的最后一个节期--住棚节开始。犹太人在住棚节用象

征性的仪式（取水和点灯）来纪念神在旷野中的供应并遥指将来的弥赛亚时代。节

期持续七天，第八天要举行特殊的节期聚会（利未记 23：33-44，申命记 16：13-

15）。犹太人会在院中或屋顶用树枝与树叶搭盖临时的住所（称为“棚子”），

在里面住上一个星期。住棚节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是取水的仪式。祭司们每天都要从

西罗亚池取水，然后浇在圣殿的院里，以此纪念神在旷野以“灵磐石”随时供应以

色列百姓有水喝。基督耶稣在住棚节教训犹太人，启示祂自己。耶稣宣告祂的教训

来自神，祂也是神差来的。耶稣来到世界是要供应人生命的活水，就是满足人心的

圣灵。因此旧约中的“灵磐石”的预表已经在祂身上成就了。信祂的人将有圣灵住

在心里，且有丰盛的生命。但犹太人不信祂，而且越发加剧对耶稣的迫害。 

 

分段主題 

7：1－13     耶稣行事完全顺从神的时间，而不是听从人的时候或自己的方便 

 

7：14－24   耶稣的教训来自神（祂带来真理），也带给世人恩典和公正。 

 

7：25－36   耶稣自己也是神差来的，而且不久祂就要回到神那里去 。 

 

7：37－52   耶稣来是为干渴之人供应生命的活水，就是满足人心的圣灵。因此，

旧约中的“灵磐石” 的预表已经在祂身上成就了。信祂的人将有圣灵住在心里，

且有丰盛的生命。 

 



分享與討論 

1. 我们刚学习了摩西五经，神是如何在旷野供应、保守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住

棚节是为了纪念神在旷野的供应，是一个欢乐的节期，达 7 日之久（利未记

23：33-49，申命记 16：13-15）。住棚节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从西罗亚池取

水的仪式与点灯的仪式，他们分别代表神在旷野中的哪一种供应？ 

 

 

 

2. 耶稣的肉身弟兄此时对祂的认识是什么？耶稣说世人的时候总是方便的，而

祂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还没有满。“祂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还没有满”指的是什

么时候？这对我们今日的生活和每天的时间安排有哪些提醒？ 

 

 

3. 约翰在 1：17 节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你能从 7：14-29

的经文中看出这样的验证吗？ 

 

4.  耶稣坚称只有祂能提供真正的饮水，就是满足人心的圣灵。“人若渴了，可

以到我这里来喝（7：37）”。回想信主之前的光景，我们渴慕的是什么？我们

信主后还渴慕同样的事情吗？ 

 

 

 

 

5. 耶稣应许我们，信祂的人将有圣灵住在心里，且有丰盛的生命（7：38-

39）。你有这样的生命吗？还是灵里很枯干？请分享个人在圣灵带领下所经历

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6. 你能从经文中看出犹太人对耶稣的迫害在加剧吗？ 

 



约翰福音查經      第 12 課 （8：1 － 8：59）  5/13/2016 

基督耶稣是世界的光 

歸納總意 

我们在前七章学习耶稣作人的生命。祂在旷野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神绩表明

耶稣就是神从天上降下的“真吗哪”，给我们做粮食，使我们吃了可以长大，有力

量行走；耶稣在住棚节宣告祂就是旧约在旷野随时供应以色列百姓有水喝的“灵磐

石”，给人所需要的真正的“饮水”，让信祂的内心得到满足且有丰盛的生命。 

约翰在第八、九章讲“光”。因为“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

1：4）。古时神在旷野用荣耀的火柱夜夜与百姓同在，把百姓从埃及法老的奴役

之下搭救出来，并把他们带到迦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人在认识主耶稣之前被罪

恶所辖制和捆绑，生活在黑暗中且没有自由。基督耶稣是世界的光，神是这光的

源头。跟从祂的就不在黑暗中，就可以得着生命的光,不信祂的将会死在自己的罪

中；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若信祂并遵行祂的道，祂就叫我们从罪的奴役下

释放出来得自由和永生。不信祂的，就是罪的奴仆，是以魔鬼为父的，行魔鬼所

行的事。他们既不是神的儿女，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女。 

 

分段主題 

8：1－11     世人都犯了罪并被罪所捆绑和奴役。律法能帮助我们知罪，却不能让

我们不犯罪。但基督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让人从罪中得释放。 

8：12－30   耶稣是世界的光，神是这“光”的源头，神也与这“光”同在。古时

神在旷野用荣耀的火柱夜夜与百姓同在，跟从祂的百姓就在光明中行。同样，今

日跟从基督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8：31－47     这“光”是我们得自由之道。古时神把百姓从埃及法老的奴役之下

搭救出来，并把他们带到迦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今日我们若信耶稣并遵行祂的

道，就可以做神的儿女，并得自由。不信祂的，就是罪的奴仆，是魔鬼的子孙。 

8：48－59   这“光”见证自己的存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基督耶稣就存在了。耶

稣遵守父的道，父神将来也要荣耀祂。我们若信基督耶稣并遵行祂的道，就有永

生。我们的身体虽然会死，但将来会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复活到永远。 

 
 



分享與討論 

1. 8：1-8：11： 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熟悉律法条文的，他们在处置那个行淫的

妇人的过程是完全按照律法来做的吗?故事里面的这些人被哪些罪所捆绑？

你希奇耶稣让那个行淫的妇人得自由的决定吗？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耶稣带

来了哪些真理和恩典？ 

 

 

 

2. 8：12-8：30：古时神在旷野用荣耀的火柱夜夜与百姓同在，跟从祂的百姓

就在光明中行。 耶稣宣告祂就是世界的光。这“光”有哪些特性？耶稣说跟

从祂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什么是“生命的光”？ 

 

 

3.  8：31-8：47：古时神在旷野用荣耀的火柱夜夜与百姓同在，把百姓从埃及

法老的奴役之下搭救出来。今日我们若信基督耶稣并遵行祂的道，就必晓得真

理并得自由。耶稣基督要我们晓得的真理是什么？你对“自由”的定义是什

么？耶稣所提的“自由”是哪种自由？ 

 

 

 

 

4. 光的对立面就是魔鬼控制的黑暗。8：42～8：47 描述了哪些魔鬼的特征？ 

 

 

 

 

5. 8：48～8：59：耶稣是如何见证自己的存在的？耶稣说“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约 8：51）。彼得也说耶稣“有永生之道(约 6:68)”。什么是

基督耶稣的永生之道？ 

 

 



约翰福音查經      第 13 課 （9：1 － 9：41）  5/27/2016 

瞎眼的与能看见的 

 

歸納總意 

刚查过的第 8 章说基督耶稣是世界的光。但是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却没有办

法看见这光，更无法看见这光的荣耀。耶稣基督医治了这个生来就是瞎眼的，让他

的肉眼可以看见，证明祂确实是世界的光（9：5）。这个医治的神绩，也开启了

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心灵窗户，帮助他在法利赛人调查他得医治的过程中，逐步认

识到耶稣基督是“敬奉神，遵行神旨意的（9：31），是从神来的（9：33），是

神的儿子（9：37）”。耶稣基督医治这个生来肉体和灵性都瞎眼的神绩，证明祂

是世界的光，要让我们的全人（身、心、灵）都得到医治。而且“这光是真光，要

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 1：9）”，就是那些愿意接受祂并相信祂的人。

但那些肉眼能看见但心里刚硬且抱有灵性偏见的法利赛人，却拒绝接受这光，因此

他们在灵性上是瞎眼的，还继续活在罪中。 

 

 

分段主題 

9：1－12     基督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 

 

9：13－34   法利赛人的不信：三次调查医治的事 

   

9：35－41   灵性的瞎眼 

 

 

 

 

 

 
 



分享與討論 

1. 9：1～9：12： 观察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得医治的整个过程，找出其中有哪些

关键的步骤？ 

 

 

 

 

2. 9：1～9：34：谈论这个人为什麽会是生来就瞎眼的原因，门徒、法利赛人

(9：34）和耶稣给出来哪三种不同的解释？你是如何领会耶稣的解释呢？你

如何看待个人在世上的苦难与罪的关系？当苦难临到我们或我们周遭的朋友

时，我们当如何行？ 

 

 

 

3.  9：1～9：34：这个事件里有多少个瞎眼的人？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做见证说

“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这岂不是我们每个人在初信得救时的写照

吗？！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该感恩，像这个瞎眼的人那样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

证。你今天可以分享自己“瞎眼得以看见”的得救见证吗？ 

 

 

 

4. 这个生来瞎眼的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哪几个阶段？是什么原因造成法利赛人

灵性上的瞎眼？这对你个人的灵性有何启示或启发？ 

 

 

 

 

5. 你如何理解耶稣基督在 9：39 节所说的？ 

 

 

 

6. 请用自己的话来诠释耶稣基督在 9：41 节所说的。 



週五團契   約翰福音小複習     6/3/2016 

約翰福音第一章 1至 18節是約翰福音的序。約翰先用一個簡明扼要的語言來總結他將要

告訴我們些什麼，才進入細節一一的闡述。當我們來作一個小複習的時候，讓我們試著回

到約翰的序言，免得我們見樹卻不見林。（請選 3～4題來分享討論） 

1. 【有一個人名叫約翰，他來是為光作見證的】 

施洗約翰是如何向人介紹自己的？他又是如何向人介紹耶穌的？他是如何將人帶到

耶穌面前的？從四卷福音書中關於施洗約翰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耶穌基督的見證

人有什麼特色？他見證耶穌的模式、方法與心態對我們今天向人傳福音有什麼啟

發？ 

提示：這題是個 ice breaker。是個觀察題，比較容易分享。As耶穌基督的見證

人， 

施洗約翰，他是在母腹就分別為聖的，他讓自己的門徒去跟隨耶穌，他清楚自己的

身份，他只是個 voice，他把人帶到耶穌跟前，自己卻是隱藏的：他必興旺，我必

衰微。 

 

2.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當中】 

從耶穌呼召拿但業的敘述，水變酒的神蹟，和潔淨聖殿的描述，思想一下耶穌是

誰？祂來到我們當中，祂的工作是什麼？ 

提示：拿但業的故事中，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來：祂是我們的中保，藉著

祂我們可以與神有份（雅各看見神的家）。水變酒：祂是使無變有的那一位，萬物

都是藉祂造的那一位。潔淨聖殿：祂父的殿，祂的身體就是殿，祂要住在我們當

中。聯想一下五經中，會幕是如何在以色列人中間，會幕代表神的同在。 

 

3. 【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從約翰福音 5章和 9章兩個主耶穌醫治的神蹟（記號）與講論，列舉它們的相同

或是類似之處？這些相同或類似之處，約翰給了我們什麼信息？這些信息和我們今

天的基督徒有什麼關係？你如何理解那藉著摩西傳的律法定罪的職事，和藉著耶穌

基督而來的新約稱義的職事？ 

提示：觀察分享題。最大的相同點是：發生在安息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如何我

們可以清楚律法是為著更大的恩典鋪路，有其階段性。耶穌來成全了律法。我們如

何避免律法主義，不讓律法成為我們來承受恩典的攔阻。（恩上加恩，律法也是恩

典。神賜的都是美善的，問題在於人，不在於律法。不要花太多時間 bash律

法。） 

 

4.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耶穌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祂得救。但是耶穌處處受到抗拒及逼迫。

猶太人的領袖們，他們的罪已經定了。他們信耶穌的困難在哪裡？這對我們今天信

耶穌或是傳福音有什麼啟發？ 法利賽人和撒督該人也來受約翰的洗，為什麼這些

宗教領袖會“情願暫時喜歡他的光”？ 

提示：分享題。我們是否也是會陷入一種“宗教的情操”，我們並沒有在靈裡與真

理裡敬拜，沒有結出果子與悔改的心相稱。 

 

5. 【凡接待祂的，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在尼哥底母和撒瑪利亞婦人的故事中，約翰給了這兩個故事那些強烈的對比？他們

信耶穌各有什麼困難與障礙？他們兩人的結局如何？今天我們信耶穌有些什麼障

礙？我“重生”（從上頭生，從聖靈生）了嗎？我的重生的故事是如何的？ 

提示：觀察分享題。尼哥底母是以色列的教師，是地位極其崇高的。撒瑪利亞婦人

是多夫及淫亂的，地位極其低賤的。他們都有機會來進入神的國。 沒有證據尼哥

底母的重生的，雖然他似乎做了一些好事。但是不必辯論他是否重生，因為聖經沒

有給我們足夠的資料，這也不是重點。尼哥底母和撒瑪利亞婦人都有些信主的難

處。可以強調神的恩典臨到不同種族，背景，教育程度的人身上。約翰說的重生，

不是 born again，而是 born from above。 

 

6. 【生命在祂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耶穌說“我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又說

“不要為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今天我已經信了耶穌，

我還餓嗎？渴嗎？請敘述一下自己的屬靈狀況？你曾經經過那些轉折？你需要你小

組的弟兄姐妹如何為你禱告？ 

提示：分享題。 



 約翰福音第 14課   6/17/2016 

Rev-3 

 

主耶穌是羊的門，是好牧人 

歸納總意  

本章聖經記敘了主耶穌在耶路撒冷住棚節的事工，包括了主耶穌“我是羊的門”和“我是好

牧人”的教導，“我是羊的門”顯明了門在羊圈中對羊群的保護和篩選作用，表明唯有主耶

穌才是得救的唯一途徑，而“我是好牧人”則突顯了牧人和羊群之間的親密關系，表明了唯

有和主耶穌保持一個親密關系，人才能得生命而且得的更豐盛。在十章 22-42節，主耶穌在

修殿節因宣告自己與父神平等被猶太人棄絕，因此退到到約旦河外的地方去。  

分段和重點： 

1． 耶穌是羊的門，耶穌是好牧人（10：1-21） 

2． 耶穌因宣告與父神平等而被猶太人棄絕（10：22-42） 

 

建議討論的問題 （*是備用的問題，時間充足才問） 

1） 對比 1-6節和 7-18節，觀察兩段經文中所描述的羊圈有什麼樣的特點？經文中牧人

的職責有哪些？牧人和雇工之間有什麼差異？  

2） 對比羊和其他的牲畜有什麼不同之處？分享人在屬靈的事上與羊有什麼相似之處？ 

3） 第 9-10節，羊圈的門有哪些功能？“我是羊的門”是什麼意思？分享一個主耶穌如

何保護和幫助您的見證。耶穌說“我來了，是要羊（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你信

主後生命有哪些改變？  

4） 第 11-18節，觀察好牧人有哪些特質？好牧人對每只羊的特性都非常了解，可否分享

一個主耶穌針對您的個性來幫助您成長的見證？ 

5） *當我們知道好牧人願意為羊舍命的時候，我們應當用怎樣的態度來回應呢？可否分

享一個您曾偏行己路而迷失但最後被好牧人尋回的經歷？ 

6） 第 22-30節，分析當時阻礙猶太人接納主耶穌的原因有哪些？今天人的心中是否有類

似的阻撓因素呢？我們當如何裝備去更好地幫助這些人除去這些因素呢？ 



 約翰福音第 15課   6/2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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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復活，是生命 

歸納總意  

主耶穌在約旦河外得知拉撒路生病的消息，兩天後前往拉撒路家的所在地伯大尼，當主耶穌

到達伯大尼的時候，拉撒路已經在墳墓裏四天了。拉撒路的家人馬大和馬利亞極其悲痛地出

來見耶穌，耶穌向馬大宣告“我是復活，我是生命”的真理，主耶穌來到墳墓前，極其悲嘆

和憂愁，向父神禱告，拉撒路從死裏復活就從墳墓裏走了出來。拉撒路從死裏復活的消息傳

到祭司長和法利賽人那裏，他們聚集起來商議要殺害耶穌，大祭司該亞法出於政治考量說主

耶穌本年要替百姓死，正應驗了耶穌本年將要受死的事實，從那個時候起祭司長和法利賽人

就商議要殺害耶穌。  

經文分段和重點 

1． 耶穌得知拉撒路生病前往伯大尼（11：1-16） 

4． 耶穌讓拉撒路從死裏復活（11：17-44） 

5．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要殺害耶穌 （11：45-57） 

 

建議討論的問題 

1）第 10章 40節，當主耶穌得知拉撒路病了的時候他身在何處？第 6節，為什麼耶穌在那

裏又住了兩天才前往伯大尼？分享當神的時間表和我們的計劃不一樣的時候，您會用怎樣的

方式去處理？ 

2）第 17-27節，觀察馬大出來見耶穌的整個過程，馬大對主耶穌的認識 是怎麼樣的？主耶

穌對馬大說“我是復活，是生命”是什麼意思？請分享我們當怎樣操練才會更多地彰顯主耶

穌在我們身上復活的大能？  

3） 第 28-38節，觀察主耶穌在死者家屬面前有什麼樣的反應？解釋主耶穌為什麼會有這樣

的反應？從主耶穌的反應中，您對主耶穌有什麼樣新的認識？分享基督徒當如何看待和面對

“死亡”？ 

4）第 45-53節，觀察猶太人的宗教領袖得知主耶穌讓拉撒路死裏復活的神跡後，他們有什

麼樣的反應？第 49節，當神的旨意和人的直接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猶太人的宗教領袖是

如何選擇的？猶太人宗教領袖選擇了人的利益而決定放棄神的旨意，分享您在面對類似沖突

的時候您的自然反應是什麽？ 



 約翰福音 第十六課 （12：1 － 50）  7/15/2016 

榮耀而謙卑的彌賽亞 

歸納總意 

約翰福音第十二章記載了幾件事（見分段主題），給我們的印象是：那『決定性的時刻』

到了。請你思想一下，『決定性的時刻』是什麼時刻（參考 23 節）？從所記載的事裡面，

人對這個時刻的（不同）反應是什麼？ 

分段主題 

1. 瑪利亞用香膏抹主（1－11） － 做在耶穌身上的一件美事 

2. 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12－19） － 榮耀而謙卑的彌賽亞 

3. 希利尼人要見耶穌（20－36） － 外邦人信主的開始 

4. 猶太人仍然不信耶穌（37－50） － 應驗先知的預言 

信息與討論 

1. 瑪利亞為什麼會拿一瓶極貴的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這件事顯示了瑪利亞的什

麼特性？ 

2.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

人所做的，以為記念。」（可 14：9）我們有這麼做嗎？為什麼？ 

3. 耶穌騎著驢駒進入聖城，有什麼屬靈的含意？主耶穌第一次來到世上的目的是什麼？ 

4. 為什麼那些夾道歡呼，迎接主入京的人，到了耶穌釘十架的時候都不見了？ 

5. 為什麼希利尼人要見耶穌？他們向腓力說的話，給我們什麼提醒？ 

6. 為什麼在這決定性的時刻「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31） 

7. 第 42節講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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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神的榮耀。」這些人算得救了嗎？

為什麼？（參考 44－50） 



 約翰福音 第十七課 （13：1 － 38） 7/22/2016 

最後的晚餐（一） 

歸納總意 

第十三章記載了主耶穌在最後晚餐的時候所做的事（見分段主題），可以說是他最後的交

代與吩咐。我們知道這些事一定是主認為非常重要的。請你思想一下，為什麼主耶穌會這

樣認為呢？ 

 

分段主題 

1. 為門徒洗腳（1－17） － 給我們留下榜樣：要彼此服侍。 

2. 耶穌指出賣他的人（18－30） － 與門徒分擔他的憂傷。 

3. 主賜一條新命令（31－35）－ 要我們彼此相愛。 

4. 預言彼得三次不認主（36－38） － 愛主不能憑血氣。 

 

信息與討論 

1. 主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然後起來為門徒洗腳，對我們有什麼啟示？ 

2. 主耶穌對彼得說：「凡洗過澡的人，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在今天的生

活中，如何應用？ 

3. 耶穌一直都知道猶大要出賣他（11，18節），為什麼要等到最後一刻才指出來？ 

4. 為什麼主耶穌要揀選猶大作他的門徒？ 

5. 主賜一條新命令要我們彼此相愛，我們這怎樣才做得到？（參考約翰一書 2：8－

11） 

6. 為什麼主耶穌在彼得說了：「我願意為你捨命！」之後立刻指出他要三次不認主？

彼得三次不認主，猶大賣主，都是犯了很大的罪，為何兩人的結局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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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查經         第十八課 (14:1 - 14：31)                 8/5/2016 

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 

    

歸納總意 –  

 

在第十三章的末了，耶穌告訴門徒祂將要離開他們，去一個他們不能到的地方。這話引起了

門徒許多的憂慮不安。於是耶穌在十四章中用許多的話語來回答並安慰門徒，應許將求父另

外賜下一位保惠師，就是真理的聖靈，祂將會常與他們同在，還要指教他們一切的事。「保

惠師」一詞原是法庭用語，也可譯為輔導者，勸慰者，訓勉師，幫助者，申言者，指在某人

面前積極為另一個人說話的人，就今日而言他可以是律師，代表，甚至是檢察官。 

 

分段主題 – 

14:1 – 14:4  耶穌繼續回答彼得，“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14：5 – 14：7  耶穌回答多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14：8 - 14：14  耶穌回答腓力，“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14：15 – 14：20 耶穌應許將求父另外賜下一位保惠師，常與門徒同在。 

14：21 – 14：26 保惠師要將一切的事指教門徒，並且要叫門徒想起耶穌所說的一切話。 

14：27 – 14：31 耶穌再次安慰門徒，使他們有平安，喜樂和信心。 

 

 

建議討論問題 – 

 

1. 在第十四章中，耶穌回答了門徒的哪些問題？你覺得門徒真正的疑慮是什麼？耶穌如何

回答他們，給他們安慰？我們可以看到耶穌什麼樣的用心？ 

 

2. 以你的了解，耶穌所應許的天家有什麼特點？你最嚮往期盼的是哪些特點？這樣的盼望

對你每天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3.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這句話是什麼意義？為何耶穌是我們到父那裡去

的唯一道路？我們如何確保行在主的道路上？ 

 

4. 耶穌如何解釋祂跟天父之間的關係？門徒（及我們）如何能做到耶穌所做，甚至更大的

事？ 

 

5. “保惠師”一詞的意義是什麼？祂來的目的是什麼？祂在天父，耶穌及使徒中間扮演什

麼角色？祂將如何幫助當時的使徒及今天的基督徒？ 

 

6. 聖靈是世人不認識的，而我們卻認識祂。請分享你所認識的聖靈？祂如何在生命與生活

上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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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查經         第十九課 (15:1 - 16：4)                8/12/2016 

住在基督裡 

    

歸納總意 –  

 

第十四章中，耶穌應許將賜下聖靈，也告訴門徒自己將要離去。然而，門徒沒有耶穌在身邊

時該如何自處呢？在第十五章中，耶穌教導門徒如何面對三方面的關係，即門徒與主的關係，

門徒彼此間的關係，以及門徒與世界的關係。耶穌以葡萄樹與枝子來比喻他與門徒的關係。

祂是真葡萄樹，門徒是枝子，父是栽培的人。如此象徵了門徒與基督的聯合，門徒要常在主

裡面，主也常在他裡面，如此就可以多結果子。而門徒之間，既同為枝子連於葡萄樹，就會

常在耶穌的愛中，也自然而然願意順服耶穌的命令，彼此相愛。這世界原是恨惡逼迫耶穌的，

如今耶穌將離去，世界也將同樣地恨惡逼迫屬耶穌的門徒。 

 

分段主題 – 

15:1 – 15:8  耶穌用葡萄樹與枝子的比喻，教導門徒要常與主聯合，住在基督裡。 

15：9 – 15：17  耶穌再次命令門徒要彼此相愛。 

15：18 - 16：4  耶穌預言門徒將要被世界所恨惡。 

 

 

 

建議討論問題 – 

 

1. 舊約先知常用葡萄樹來比喻以色列人,（參詩 80：8-15，賽 5：1-7，耶 2：21，結 1-8），

比較本章耶穌比喻的真葡萄樹，有什麼異同？ 

 

2. 枝子的目的就是要多結好果子。什麼是真葡萄樹的好果子？ 

 

3. 基督徒要如何才能多結好果子？我們要如何才能落實住在基督裡？請分享你住在基督裡

的體會與經驗。 

 

4. “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對耶穌這個應許的理解是什麼？你曾向

主祈求過什麼？都得成就了嗎？ 

 

5. 耶穌愛我們，為我們捨命；我們可能做到愛弟兄，為弟兄捨命嗎？我們可以做什麼，來

更加彼此相愛（參約一 3：16-18）？ 

 

6. 耶穌預言門徒將受到世界的恨惡逼迫！後來使徒受到世界那些迫害？使徒如何面對那些

逼迫？ 

 

7. 我們今日教會和個人會因基督的緣故受到世界哪些恨惡逼迫？我們該如何應對？你有什

麼親身的經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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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查經         第二十課 (16:5 - 16：33)                8/26/2016 

應許的聖靈 

    

歸納總意 –  

 

耶穌預告他離開後，世界將恨惡逼迫門徒，於是，祂再一次應許將有聖靈來幫助他們。聖靈

“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也要引導門徒“明白一切的真理”。耶

穌在最後講論的結尾，再次重申自己將要離去，但還會再回來，也安慰門徒他們將從憂愁要

變為喜樂，縱使他們在這世界有苦難，但因著聖靈的幫助，他們在基督裡會有平安。 

 

分段主題 – 

16：5 – 16：15  聖靈的工作。 

16：16 - 16：22  耶穌重申自己將要離去，但還要再來。 

16：23 – 16：33 耶穌最後的應許及安慰。 

 

 

建議討論問題 – 

 

1. 聖靈來，在世人身上會有哪些工作（16：8-11）？你曾經有過受聖靈光照，自己責備自

己的經驗？ 

 

2. 聖靈在門徒身上有哪些工作（16：12-15）？有哪些道理是門徒之前無法明白，只等到聖

靈降下後才明白的？請分享你自己被聖靈啟發的經歷？ 

 

3. 為什麼耶穌說“我去是與你們有益”？你認為耶穌在身邊和聖靈降下，對門徒各有什麼

益處？ 

 

4. 對即將面對苦難的門徒，耶穌最後給他們哪些應許和安慰（16：16-33）？這些應許安慰

今天對我們仍然有效嗎？請分享你的經歷。 

 

5. 從 14章到 16章中，耶穌提到他將“這些事”告訴門徒的原因有哪些？為什麼這些對將

要面臨苦難的門徒會有幫助？ 

 

6. 我們今天（曾經）有哪些難處，讓我們心中失去主裡的平安喜樂？你如何看待這些難處？ 

 



 第二十一課（17:1 - 26） 9/16/2016 

耶稣最伟大的祷告 

 

耶稣被捉拿前作了圣经详载的这篇伟大的祷告。先是为自己祷告，求圣父与圣子同得荣耀。

接着，他为门徒祷告，求圣父因圣子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一。耶稣也祷告神保守门徒脱

离撒旦的权势，用真理使门徒成圣。最后，他为所有基督徒祷告，求父保守他们在圣父、圣

子里合一，也求神的爱在他们里面。这个祷告被称为圣经中最伟大的祷告！ 

 

分段主題 

17:1－5 耶稣为自己祷告 

17:6－19 耶稣为门徒的合一 、成圣祷告 

17:20－26 耶稣为所有信徒的合一、彰显神的爱祷告 

 

建议讨论问题 

1. 请回想圣经哪些地方描述了神的荣耀？结合您的经历，请谈谈什么是神的荣耀? 

 

2. 在 17:2-3 节，描述了什么是永生，请对照我们查考过的永生话题，讨论什么是永生？ 

 

3. 在这一章里，耶稣反复祷告门徒的合一，基督徒的合一。基督徒合一的根基是什么？

合一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要如何持守合一？ 

 

4. 请比较耶稣的三段祷告内容，有哪些相同？哪些又不一样 ？请分享其中最令你感动

的话语。 

 

5. 耶稣说他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徒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每天生活在这个世界，

你如何理解耶稣的心意？ 

 

6. 在 22节，基督己赐荣耀给我们，我们如何活出荣耀神的生活？请谈谈自己的经历，

相互鼓励。 



 第二十二課（18:1－27） 9/23/2016 

耶稣被捉拿，彼得三次不认主 

 

卖主的犹大深夜领着一队兵，连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来捉拿耶稣。耶稣顺从神的

旨意，拦住了彼得的对抗，甘愿被捉拿。彼得曾凭着血气发誓，死也要跟着耶稣，但当被

人质问时，却三次不认主，验证了耶稣的预言。耶稣被问到谁是拿撒勒人耶稣，经文出现

三次“我就是”，与彼得三次不认主，形成对比！ 

 

分段主題 

18:1-12 犹大领人捉拿耶稣，耶稣顺从神意。 

18:12-36 彼得三次不认主。 

 

建议讨论问题 

1. 为什么犹太人要深夜捉拿耶稣？他们为什么要带兵丁来？犹大用什么暗号卖主？反

映他的什么特性？ 

 

2. 耶稣能救自己吗？请讨论他为什么不救自己 ？ 

 

3. 请回想彼得发誓要为耶稣舍命的心意(参考约 13：37及其他平行经文)? 他该跟着耶

稣吗？使他不顾誓言，三次不认主的原因是什么？ 

 

4. 你在朋友、同事面前显明自己是基督徒吗？如果不能，请谈谈阻拦你的原因是什么？ 

 

5. 亚那和该亚法是什么身份？什么关系？从大祭司盘问耶稣和耶稣的回答，我们知道

什么？ 

 

6. 还有一个门徒跟着耶稣，他是谁？为什么他能进到大祭司的院子？ 



 第二十三課（18:28－19:16） 9/30/2016 

耶穌受審判 

  

大祭司审判耶稣后，犹太人将他解到罗马巡抚彼拉多的衙门内。彼拉多审问后，查不出什

么罪来，问犹太人要不要按惯例释放耶稣，犹太人拒绝。随后耶稣被鞭打，被兵丁戏弄。

但犹太人还是不愿放了耶稣。彼拉多第三次宣布耶稣无罪后，犹太人喊叫，你若释放这个

人，不是该撒的忠臣；他们的祭司长也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最后无罪的耶稣被彼

拉多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 
  

分段主題 

18:28-40 耶稣被彼拉多审判。 

19:1-26 耶稣完全无罪，却被判钉十字架。 

 

建议讨论问题 

1. 依据犹太人的律法，耶稣若有罪应该如何被处死？为什么他要被钉十字架而死？ 

 

2. 在 18:38，彼拉多问什么是真理？请谈谈耶稣为什么没有回答他？您会如何回答他？ 

 

3. 犹太人控告耶稣什么罪？用什么罪钉他十字架？彼拉多却说耶稣没有罪，（这里需

要讲解犹太人和罗马人是如何定罪的）请分享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事件及救恩计划的

哪些内涵？ 

 

4. 这一课多次提到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们的祭司长却说，除了该撒，我们没

有王。）请问您怎么看？耶稣是什么样的王？ 

 

5. 在 19:12，彼拉多说他有权柄。请区分世上的权柄是什么？上头的权柄是什么？我

们基督徒要如何对待两种权柄的关系？ 

 

6. 这两次查经我们试着体会耶稣受的痛苦。耶稣受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参考以赛亚

53:4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请讨论如何理解

我们能得平安、医治？ 



约翰福音查经 第24课（19:1742） 10/14 
耶稣被钉十字架 

 
 

归纳总意 
经过夜间和白天的审判，彼拉多最终判处耶稣死刑，把他交给兵丁去钉十字架。整个过程都应验
了旧约先知的预言，表面耶稣所遭受的一切，都在天父救赎的计划之中。耶稣的顺服，以至于死

，成就了救恩。 
 

分段主题 
1722节 耶稣被兵丁钉在十字架上。 
2330节 耶稣最后的顺服，和他的死。 
3142节 约瑟和尼哥底母，凭着勇气埋葬耶稣。 
 

讨论问题 
1. 彼拉多为什么要在耶稣所钉的十字架上，用三种语言，写“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

段话？而犹太的祭司长为什么要反对？ 
 
 

2. 耶稣临死前，嘱咐门徒约翰来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耶稣为什么会这么做？参考路加福音

14：26，今天的基督徒如何处理，信仰与亲人之间的关系？ 
 
 

3. 2830节所记载的事情，很可能是应验了诗篇69：21的预言。当耶稣说“成了”，指的是什

么事情成了？而耶稣“将灵魂交付神了”，说明耶稣与父神怎样的关系？ 
 
 

4. 36节所说应验的经文，很可能是出埃及记12：46，“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37节所

指的很可能是撒迦利亚书12：10，“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耶稣被扎后，身体

流出了血和水，约翰这里的记载是要说明什么问题？ 
 
 

5. 几千年前，亚伯拉罕让以撒背着柴，要在亚摩利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但神在山上预备了羔

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羔羊的血，让灭命的天使绕过以色列的家。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到底成就了什么？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十字架又意味着什么？ 
 



约翰福音查经 第25课（20:131 ） 10/21 
耶稣复活 

 
 

归纳总意 
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 17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18就是在基督

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19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罗马书1章讲到，“ 4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　神的儿子。”。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表明他赎罪的工作完成，而神整个救赎计划，还需要耶稣的复活。只

有从死中复活，才能证明他是那位不朽坏的神。而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带给他们无比

的平安与喜乐。 
 

分段主题 
110节 在第三天，门徒发现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1129节 耶稣多次向门徒显现，坚固他们的信心。 
3031节 约翰写这本福音书的目的。 
 

讨论问题 
1. 先到坟墓的门徒彼得，约翰，和玛利亚，看到了什么？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2. 复活的耶稣，得着荣耀，有天使显现在他的空坟墓中。为什么耶稣17节说，让玛利亚不要

摸他，因为他还没有升天？耶稣升天后做什么，耶稣的升天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3. 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是什么反应？耶稣给他们什么样的应许，和命令？ 
 
 

4. 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这和创世纪2章，神向亚当吹了一口气，有什么区别？ 
 
 

5. 多马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今天的基督徒，如何相信耶稣的复活？ 
 
 

6. 耶稣的复活，对于今天的世代，意味着什么？ 
 



约翰福音查经 第26课（21:125 ） 12/4 
耶稣向门徒显现，坚固门徒 

 
 

归纳总意 
耶稣复活后，一再向门徒显示，坚定他们的信心。借着打鱼时候的神迹，门徒再次遇见耶稣，他

们的主。而耶稣跟彼得的对话，更是把彼得从三次不认主的挫败中解脱出来，给他更大的使命。 
 

分段主题 
113节 门徒在加利利等候耶稣的时候，夜间出去打鱼，而耶稣借着神迹再次向他们显现。 
1519节 耶稣跟彼得的三次问答，交给彼得更大的使命。 
2025节 约翰最后的结语。 
 

讨论问题 
1. 几个门徒，在耶稣复活显现后，为什么在提比哩亚海打起鱼来了？为什么他们一开始没有

认出来耶稣？ 
 
 

2. 耶稣对这时候的门徒，做了什么？耶稣为什么这么做？耶稣在海边的显现，对于这几个门
徒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7个门徒过去的经历，有什么共同点？ 
 
 

3. 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里的“这些”指什么？ 
 
 

4. 耶稣为什么三次问彼得，是否爱他？这样的问话让彼得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跟从我吧”是
什么意思？22节耶稣又对彼得说了一遍“你跟从我吧”，是要让彼得明白什么道理？对事奉

神的人有什么提醒？ 
 
 

5. 通过约翰福音，我们如何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6.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在世上做基督的见证，跟从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