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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6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借着祂的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及这一课有关建立教会的学习交托给主。 
 

2 分享 (20 分钟)                                                        [灵修] 
哥林多前书第 2 - 5 章 

 
轮流简短分享 (或从你的笔记读出) 你从指定经文(哥林前书前第二至五章)所得的灵修领受，只需分享其中的一

次灵修。 
专心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领受。不要讨论他的分享。摘录笔记。 
 

3 背诵 (5 分钟)                                                       [基督徒品格] 
复阅 E系列 

 
两人一组复阅系列 E「基督徒品格」的 5 个圣经经文。 
(1) 基督样式: 哥林多后书 3:18。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2) 纯洁: 彼得前书 2:11。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

争战的。 
(3) 爱心: 马可福音 12:30-31。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

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4) 信心: 罗马书 4:20-21。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

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  
(5) 谦卑: 腓立比书 2:3-4。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

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4 查经 (85 分钟)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1:19-51 

 
简介：约翰福音第一至十二章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公开事工。约翰福音 1:15 to 2:12 记述 「道」-- 耶稣基督 – 如
何将自己的身份向施洗约翰和祂的早期门徒启示。  
 

第一歩。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 1:19-51。  
让我们轮流每人读一节，直至将经文读完。 
 

第二歩。 发掘。                        观察 
思考。 经文里那一个真理对你最重要？ 
或 经文里那一个真理深深感动你的心灵？ 
记录。发掘一个或两个你明白的真理。思考它们，然后将你的想法写在笔记。 
分享。 (先给组员两分钟思考及写下记录，然后轮流分享) 。 
让我们轮流彼此分享每人所发掘出来的。  
(紧记：在每一个小组，组员会分享不同的事) 
 

1:39,46 
发现 1。来看。  
 

当门徒约翰和安德烈问耶稣会在那里安顿，祂没有告诉他们，反而邀请他们：「你们来。」耶稣让别人进入祂

的生命和祂的家，给他们机会更近距离的认识祂，希望他们看到祂的生命。因耶稣从不起眼的拿撒勒来，拿但

业便质疑祂是弥赛亚的可能性。腓力便对他说：「你来看！」门徒亦想其他人认识耶稣及进到祂的生命里，所

以邀请他们亲自看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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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基督徒想别人知道耶稣是谁，以及基督徒是什么样人和如何过活，那么他们必须让这些人进入他们的生命和

他们的家。我希望跟随门徒的榜样，也想让别人进入我的生命和我的家，以致他们能看见基督徒怎样生活，也

可认识耶稣。 
 
 

1:42 
发现 2。 怎样看人。 
 

当安德烈带那叫西门的兄弟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更看进他的心里。祂知道西门是一个是个心胸窄的大个

子，祂知道西门会作出大承诺，但通常却害怕执行。祂知道西门是一个冲动的人。不过，耶稣是大先知，祂不

只知道每个人的现况，也知道他的将来。祂知道西门会被改变，成为一个更稳重、不妥协和坚毅的人。耶稣看

着彼得，不仅看到他的现在是怎样，亦看到他将来会是怎样。耶稣预言神的恩典会如何改变他，以及神会在他

的生命成就些什么。因此，耶稣给他一个新名字「彼得」，意思是石头。后来耶稣在马太福音 16:18，预言祂

会将教会建立在彼得 -- 石头 -- 身上。在使徒行传里，我们读到耶稣使用彼得在犹太人中、撒马利亚人中和外

邦人中建立新的教会。 
 

我希望像耶稣一样。我希望不单看到人的现状如何，亦看到他们借着神的恩典将来会成为怎么样的人。神的恩

典能改变地上每一个人！我希望能感染其他人，相信神的恩典可改变他们。与其批评别人和找他们的错处，我

希望鼓励别人和看到他们在基督徒生命的成长。 
 

第三歩。 提问。    解释 
思考。你会向小组提问经文里的什么事情？ 
让我们尝试明白约翰福音 1:19-51 里的所有真理，并提问我们仍然不明白的。  
记录。将你的问题尽量写得清楚，然后将它们在你的笔记。 
分享。(先给组员两分钟思考及写下记录，然后让每位组员分享他的问题。)  
讨论。 (然后，挑选一些问题，尝试与组员一起讨论来寻求答案。)  
(以下是组员可能会提问的问题例子，以及这些问题的讨论笔记。) 
 

1:21 
问题 1。 施洗约翰是否「以利亚」? 
笔记。  
 

玛拉基书 4:5-6 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

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犹太人根据他们对这预言的字面意义，期待在弥赛

亚回来前以利亚会回到地上。  
 

可是，路加福音 1:17 指出主的天使预言施洗约翰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开路者，他会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作

工。他会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为主准备一群预备好了的子民。  
 

耶稣在马太福音 17:12-13 也称施洗约翰为「以利亚」。虽然施洗约翰不是真正的以利亚，神的使者(旧约里的

耶稣) 和耶稣自己 (在新约) 说施洗约翰已经成就了玛拉基书第四章的预言。以利亚是「预表」、「影子」，而

施洗约翰是成就那预表的「相对预表」、「事实」。耶稣很清楚的说以利亚 (即施洗约翰)已经来了和完成了他

的预备工作，但以色列子民没有认出他，更把他杀害 (路加福音 9:9)。 
 
 

1:25 
问题 2。 为何施洗约翰用水为人施洗？ 
笔记。  
 

 (1) 祭司的洁净。 
施洗约翰很清楚的说他不是弥赛亚。另外，他不是玛拉基书 (Malachi 4:5-6) 所预言的真正「以利亚」，也不是

摩西所预言的「那先知」(申命记 18:18-19)。法利赛人问他为何用水施洗，因这工作只属弥赛亚或祂的使者。 
他们只预料弥赛亚、以利亚或那先知会用水施洗。法利赛人肯定知道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去执行洁净的仪式，包

括用水施洗 (约翰福音 3:23-26)。根据利未记 14:1-7，只有祭司被容许将活鸟蘸或浸在混了祭鸟血的水，亦只有

他们被容许用这混了血的水在一个患了大痲疯的人身上洒七次。 
 (2) 弥赛亚的应许洁净。 
还有，最后的分析显示洁净人的仪式显然是一个弥赛亚的事工。在以西结书 36:25， 至高主说：「我必用清水

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而在以西结书 
37:23， 祂又说：「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作我

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  
 

 (3) 施洗约翰的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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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施洗约翰不是弥赛亚或他们所期望的开路者，那为何他用水施洗？ 很明显， 法利赛人不明白施洗约翰是

谁。当他说他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 40:3 所预言的那人：「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

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他们亦不明白。其实，约翰很清楚地指出，他是弥赛亚的开路者，而弥赛亚不是任

何人，除了主自己(希伯来文：JaHWeH) (神) (马可福音 1:1-3)！ 
 

约翰告诉犹太人，这弥赛亚已在他们中间，但他们却不认识祂！ 他警告他们，在他们急于揭露假弥赛亚的同

时，他们忽视了真正的弥赛亚！在约翰福音 1:31，施洗约翰指出他用水施洗的原因，就是要启示(介绍)以色列

的真弥赛亚。马可福音 1:4 说施洗约翰 来到，是为了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他宣讲犹太人应该从他们

的罪中悔改，预备他们的心接受弥赛亚。他用水给他们施洗，作为记号。水礼象征他们需要属灵的洁净！约翰

的洗礼仍属旧约的洁净礼仪，象征对人的外在和礼仪上的洁净(去亲近神)。 约翰透过他的宣讲和水的洗礼，将

以色列的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神的羔羊身上，祂会除去世人的罪，用圣灵给人施洗(约翰福音 1:33) 。 施洗约翰

给予的只是标记，但弥赛亚 - 耶稣基督 - 给予的却是真实的：标记所象征的，就是内在的和属灵的洁净，以及

透过圣灵重生 (马可福音 1:8； 约翰福音 3:5；提多书 3:4-6)！  
 
 

1:29 
问题 3。 为何耶稣被称为「神的羔羊」？ 
笔记。 
 

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的羔羊」，因为祂成就了旧约的各个有关羔羊的表征(预表) 。在旧约这里，「羔羊」是将

来的实体(相对预表)，就是弥赛亚。  
 

 (1) 逾越节羔羊。 
逾越节羔羊是在逾越节被宰杀，它的血被涂在那些在埃及相信神的人的门框上，目的是转离神对在埃及不悔改

的人的忿怒和审判(灭亡)。哥林多前书 5:7 称耶稣基督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彼得前书 1:19 说基督徒「已

经从虚妄的生命被救赎出来，这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2) 日常燔祭的羔羊。 
根据民数记 28:4，祭司会每日早晚宰杀一只羔羊。根据利未记第一章，羔羊要无瑕疵，象征耶稣是无罪的。祭

司会按手在羔羊的头，象征那人的罪被归到耶稣基督身上。在旧约里，「燔祭」被接纳，是为那献祭的人作赎

罪。同样，在新约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是信徒唯一有效的赎罪祭 (罗马书 3:25)。  
 

 (3) 以赛亚书第 53 章所预言的羔羊。  
以赛亚书 53:6-7，10 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 . . . 像
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 . . 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 . . . 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 . . . 」。利未记 5:14-16 教导

「赎愆祭」是为了作赔偿，为人没有做到神要求他做的事而作补偿。赎愆祭所作的赎罪，是除去神对他的罪的

圣洁忿怒。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的说，旧约里的三只羔羊全都是表征(预表)，这些会在新约的耶稣基督得着它们的应验(相
对预表)！ 
 
 

1:32 
问题 4。 为何耶稣基督要公开的接受圣灵？ 
笔记。  
 

约翰福音的作者假设他的读者熟悉其余三本福音书，它们都记述了耶稣在约旦河受约翰施洗。那时圣灵仿似鸽

子降在耶稣身上。虽然圣灵没有躯体，肉眼不能看得见，但神让耶稣和施洗约翰看到以鸽子形象出现的圣灵。

神选择了鸽子的形态，很可能是因为鸽子象征纯洁、温纯与和平，这些都属圣灵的无限度特征。圣灵是纯洁
的，所以以弗所书 4:30 指出任何罪都使圣灵忧伤。圣灵是温纯的，因此约翰福音 16:8,13 说祂不会强迫人接受

真理，而是会温和的叫世人认识罪、公义和审判。圣灵是和平的，所以罗马书 14:17-20 指出祂不会做任何令人

跌倒的事，而是只会做建立人的事。圣灵明显地停留在耶稣身上一段时间，从天上有父神的声音说：「这是我

的爱子，是我所爱和喜悦的。」(马太福音 3:16-17)。 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一神」(三位一体) 如何向我们显

现自己作为圣父、圣子和圣灵。 
 

但是，为何耶稣基督要公开的接受圣灵？ 神的儿子按祂的神性来说，祂是那灵 (哥林多后书 3:17)；但若按祂
的人性来说，祂领受那灵。当耶稣在水礼时领受圣灵，是祂的人性去领受。耶稣以人性层面领受圣灵，那就是

祂受圣灵膏抹，被神特别设立(公开委任)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受圣灵装备去执行祂的特别使命。在路加福音

4:18-19， 耶稣亲自说明以赛亚书 61:1-2 的预言已经应验在祂身上。经文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

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

人的禧年。」还有，在约翰福音 3:34，约翰指出神把圣灵无限量地赐给耶稣！这跟保罗在歌罗西书 2:9 所说的

是一样：「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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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问题 5。为何耶稣称拿但业「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  
笔记。 
 

第 51 节提到天使在天梯上去下来，这表示耶稣对拿但业说话时心里在想着以色列始祖雅各。根据创世记 
27:35-36 的记载，以撒对以扫说他的兄弟雅各已经用诡计将他的长子福分夺去了。以扫便说他的兄弟名叫「雅

各」是名副其实，因名字的意思是「骗子」。不过，这为一己利益的诈骗手法并不是雅各所专有。雅各的子

孙，即犹太人，也有这品格。创世记第 34 章显示，他们欺骗城市的人，杀了他们和抢走了他们所有的财产。  
 

拿但业是一个真正和诚实的以色列人，一个不怀诡诈的犹太人，他是如此的一个例外，以致当耶稣见到他时便

立刻概叹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欺诈的行为可说是世人的一个特征。我们

在约翰福音 2:24-25 会看到耶稣认识所有人，也认识人的内心。耶稣知道我和我里面的一切，祂知道我的思

想、动机和心态，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倾向欺骗的行为。所以，我必须让圣灵改变我的心思、动机和态度。  
 
 

1:51 
问题 6。 「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是什么意思？ 
笔记。  
 

根据创世记第 28 章的记载，雅各在梦中看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天和地中间，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神自

己站在梯子的顶端，正祝福雅各。祂应许雅各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

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 . . . 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

向你所应许的」(创世记 28:14-15)。  
 

在约翰福音里，耶稣基督指出这表征(预表)就在自己身上成就了(相对预表)！耶稣基督是天与地的桥梁！祂是

神与人中间的唯一中保(提摩太前书 2:5)！祂透过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将神与罪人和罪人与神复和了。  
 

耶稣告诉拿但业他会要看见更大的事。这些「更大的事」是指什么？门徒观察到耶稣对人有至高及穿透的知

识 ，祂看进拿但业的内心。从那时开始，门徒将会认识更多耶稣的属性。尤其是他们会看到祂在十字架上的

死，以及祂如何借着十字架将天上打开，并且看到不但神亲近人，世上万国的人也被吸引到神那里，与祂复和 
(约翰福音 8:28; 12:32)。最后，他们会看见耶稣在最后审判的日子，带着万有的能力和权柄作审判，然后在新

天新地掌权 (但以理书 7:13-14)。 
 

第 4 歩。 应用。    应用 
思考。 经文里那些真理可应用在基督徒身上？ 
分享和记录。. 让我们一起集思，将约翰福音 1:19-51 里一些可行的应用记录下来。  
思考。 神想你将那一个可行的应用成为你个人的应用？ 
记录。 将这个人应用写在笔记。随意分享你的个人应用。   
(记着每组的组员会应用不同的真理，或在同一真理上有不同应用。以下是可行的应用的一个清单。) 
 

1. 约翰福音 1:19-51 的可行应用例子。 
 

1:22-23. 当别人询问你，你要让他们清楚明白你生命的使命和呼召。 
1:29.  将别人投在你身上的注意力转移到神的羔羊耶稣基督身上。介绍耶稣基督给他们认识。  
1:33.  单一次的「圣灵的洗」的最理想解释可以在哥林多前书 12:12-13、 约翰福音 3:3-8 和提多书 

3:4-8 找到。「重复的被圣灵充满」 的教导则记录在以弗所书 5:18-21。  
1:39.  让别人能接触到基督徒的生命和聚会。邀请他们：「你们来看！」 (参见 46 节) 
1:42.  带领你们的家人归信耶稣基督。  
1:42.  观察别人时，不单单看他们是谁，也看他们借着耶稣基督可成为怎样的人。  
1:43.  耶稣呼召我们，不单是尊崇祂，也要跟随祂，作祂的门徒。  
1:44.  与你的朋友分享耶稣基督。旧约的先知都已写了有关祂的事。 
1:47.  当别人值得欣赏的时侯，就要欣赏他。 
1:49.  思考一下：「你对耶稣的宣认是什么？」 
 

2. 约翰福音 1:1-18 的个人应用。 
 

「去看看」是非常重要，所以我经常参与基督徒聚会，以致我能够看到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和他们做什么事。

我希望更多认识耶稣，所以我参加了一个基督徒查经小组(门训小组)。 
 

耶稣望着彼得，不单是看他那时是怎样，亦看他将来会变成怎样。这大大的激励我，因为耶稣也看我可以做什

么及借着祂的恩典将会成为怎样的人。这正是为何我期待耶稣基督改变我，成为祂想我成为的人。 
 

第 5 歩。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神在约翰福音 1:19-51 里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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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祷告回应你从这查经所得到的学习。尝试作一句或两句的祷告。记着小组里的组员会为不同事情祷告。) 
 

5 祷告 (8 分钟)                                                             [祷告] 
为别人祈求 

 
继续以两个或三个人一组祷告。为彼此和世界人民祷告 (罗马书 15:30； 歌罗西书 4:12)。 
 

6 预备 (2 分钟)                                                             [作业] 
预备下一课 

 
    (组长。 写下这预备部分或让组员抄下来，让他们回家作准备)。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门徒及基督的教会。 
2. 宣讲、教导或研习约翰福音 1:19-51 的查经材料 –  与一位或几位组员一起做。 
3. 与神的个人时间。安静的訮读哥林多前书第 6-8 章，每日研读半章。 
    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并写下笔记。 
4. 背诵。 默想和背诵新的经文：  (1) 约翰福音 1:14。 每日复阅最后背诵的 5 处经文。  
5. 祷告。 在这星期为某人或特别一件事祷告，看看神会做什么 (诗篇 5:3)。  
6. 更新你的笔记有关建造基督教会的材料，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查经笔记及这预备。 
 
 


	复阅 E系列
	约翰福音1:19-51
	预备下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