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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28 课 
 

1 
祷告 
 

 

组长。祷告并将你的小组和这个有关建立基督教会的课程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路十一：29 – 十四：35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路十一：29 至十四：35）学到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基督徒的婚姻］ 
(4) 太五：23-24 

 
两人一组复习。 
(4) 解决冲突。太五：23-24。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4 
研经（85 分钟）                                              ［约翰福音］ 

约十二：1-50 
 
引言。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一同研读约十二：1-50。约十二：1-50 描述耶稣在伯大尼受膏、光荣进入耶路

撒冷、遇见来求见祂的希利尼人，以及不信的犹太人弃绝祂。 
 

步骤 1.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阅读约十二：1-50。  
让各人轮流读出一节经文，直至读完整段经文。 
 

步骤 2. 探索。          观察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对你十分重要？ 
或者，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感动你的心？ 
记录。探索一至两个你明白的真理。思想这些真理，并把你的感想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让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然后轮流分享）。 
让我们轮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结果。 
（谨记，在每个小组里，组员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十二：1-11 
探索 1. 马利亚膏耶稣。 
 

这事件与路七所描述的事件并不相同，却与太二十六和可十四所描述的一样。长大痲疯的西门在家里为耶稣摆

设筵席。按照以色列人的习俗，客人都是靠在桌子旁边坐席的。马大和拉撒路的妹子马利亚打破一个装了极贵

的香膏的玉瓶，把香膏从头到脚浇在耶稣身上，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抹耶稣的脚。整个房子就充满了膏的香气。 
 

这件事把马利亚的慷慨和犹大的自私作了对比。犹大批评她这举动极其浪费金钱。他计算这香膏的价值相当于

一年的工资（三百个银币，一个银币是一天的工资）。有些门徒也很气愤。无论马利亚望向哪里，都遭到愤

怒、震惊和反对的目光。只有耶稣亲自为她辩护。只有耶稣明白她的心意，并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

的。” 
 

马利亚比耶稣的任何一个门徒更确信耶稣的仇敌很快就会把祂处死。虽然耶稣常常预言祂的死（可八：31；
31；十：33-34），但马利亚也许是最用心聆听耶稣的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人死后尸体要用细麻布和香料

包扎。然而，马利亚想要在耶稣还活着的时候尊荣祂。于是她把香料浇在耶稣身上，为安葬作准备。耶稣接受

了她极贵的礼物，并且预言她的善行在普天之下必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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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耶稣关心穷人，也不赞成不必要的浪费。然而，马利亚的行动并不是浪费！这行动表明对耶稣的爱，为

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死亡做准备！这是信心的行动，表明她相信耶稣论到自己受死的预言，也确信耶稣很快就

要受死。耶稣教导基督徒，祂看花钱的方式与一般人并不相同。 
 
 

十二：12-19 
探索 2. 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 
 

对我来说，以下两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 
 

 (1) 耶稣表明祂掌管一切境况。公会没有打算在逾越节期间杀害耶稣，但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迫

使他们赶快进行他们的计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表明祂是自愿舍命的。 
 

 (2) 耶稣表明祂是弥赛亚、是和平的君（赛九：6）。祂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应验了亚九：9 的预

言。耶路撒冷的人必看见他们的王骑着驴驹来到他们那里。骑马让人联想起战争，但骑驴通常让人联想起和

平！耶稣骑在驴驹上，表明祂是弥赛亚，但不是通俗犹太教所想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弥赛亚，而是圣经中的弥赛

亚。祂表明祂来不是为了征服他们的政敌，而是为了和平而来的。祂为了让罪人与神和好而受死！ 
 

步骤 3. 问题。                                解释 
思想问题。对于这段经文，你会向小组提出什么问题？ 
让我们尝试去理解约十二：1-50 所教导的一切真理。请提出任何不明白之处。  
记录。尽可能明确地表达你的问题。然后把你的问题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之后，首先让各人分享他的问题）。 
讨论。（然后，选择其中几个问题，尝试在你的小组里讨论并回答问题。） 
（以下是学员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和问题讨论的笔记的一些例子）。 
 

十二：20 
问题 1. 逾越节上来耶路撒冷礼拜的人中为何有希利尼人呢？ 
 

笔记。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移居到邻近的国家或被流放到遥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建造会堂来敬拜神和学习

旧约圣经。外邦人被一神论的纯正教义（与异教的多神论相反）所吸引，开始归信犹太教。有些外邦人受了割

礼，并承诺遵行全律法。他们成为了犹太人，享有犹太教的所有特权和义务。他们称为“进犹太教的人”（徒

二：11）。但有些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也不遵守礼仪律法，他们称为“敬拜神的”（徒十六：14）。他们不可

进入圣殿，只可进入外邦人院。因此，直到耶稣时代，犹太人的礼仪律法仍然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形成“隔

断的墙”（弗二：14-15）。后来，保罗论到礼仪律法及其所有规条，是在以弗所教会中导致犹太人基督徒和

非犹太人基督徒之间“产生冤仇的隔断的墙”（弗二：14-15）。 
 

来过逾越节的希利尼人就是这些敬拜神的外邦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想要见耶稣。也许他们不再相信希利

尼人的智慧，也无法藉着犹太人的宗教找到真正的平安（林前一：18-25）。耶稣的回复表明他们想要跟耶稣

谈论救恩。耶稣的门徒中只有腓力和安得烈二人拥有希腊名字，这些希利尼人是透过他们提出见耶稣的请求

的。耶稣把回复告诉门徒，然后门徒把回复告诉希利尼人。 
 
 

十二：23-24 
问题 2. 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笔记。耶稣回答希利尼人的问题的时候，有许多犹太人站在祂周围。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

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耶稣说祂得荣

耀的时候到了。耶稣指的是祂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最后坐在父神的右边，在天上登基作

王。 
 

希利尼人想要见的是一位活着、有名、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在地上的君王（弥赛亚），耶稣却在谈论祂快要

受死。祂清楚地告诉他们，遇见地上的弥赛亚对他们毫无帮助！地上的弥赛亚必须先受死。唯有这样，才能作

为天上的弥赛亚拯救他们！现在，祂要受最大的痛苦和受死的时候终于到了。耶稣说祂的死是“一粒落在地里

死了的种子”。 
 

每个农夫都知道，除非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否则它无法成为一粒结出更多种子的植物！一方面，耶稣说祂

必须受死。如果祂不死在十字架上，就没有人能得救了！另一方面，耶稣说祂的死给世界带来最大的庄稼。只

要祂死了，很多人就会得救。因此，耶稣论到祂的死是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祂是要教导我们，祂在十字架

上代人受死，对拯救世人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将会对世界历史产生最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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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25-26 
问题 3. 为什么基督徒要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 
 

笔记。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

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基督徒必须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因为这是唯一可以拯救他生命的方法。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就是那些重

视自己的生命、亲友、物质财富，以及在这世上的雄心壮志，过于重视耶稣基督的人。这样的人必失丧生命，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必不认他，他必永远灭亡。 
 

关于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恨恶自己的生命，有三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1) 舍己的原则。 
当我们一起看约十二：23-26 的时候，我们留意到舍己的原则对耶稣和基督徒都同样适用。在约十二：23-24，
耶稣必须受死才能拯救许多人。在约十二：25-26，基督徒必须愿意为基督的缘故舍己。当然，基督徒凭自己

的力量是做不到的。然而，舍己的原则对耶稣基督和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关于让耶稣居首位的教导。 
关于让耶稣在生命中居首位，其他福音书也有同样的教导。耶稣在太十：37-39、可八：34-38 和路十四：26-
33 中也教导同样的道理。在太十：37-39，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

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

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在徒五：29，彼得对执政的官长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基督徒

在个人生活和社交生活中都必须让耶稣基督居首位。他必须以耶稣基督作为最高效忠对象，而不是自己的父

母、老师、公司或政府。如果父母、老师、公司或政府的要求与耶稣基督的命令有所抵触，基督徒就必须选择

顺服基督，并且温和地拒绝其他要求。 
 

 (3) 服事中受苦。 
在约十二：26，耶稣说：“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

我父必尊重他。”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基督徒服事耶稣基督，就要一直跟随祂到底，即使这是一条舍己和

十字架的道路。太十：39 说：“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耶稣”，意思是“愿意为耶稣基督和祂在世上的国度而

受患难、被弃绝、遭逼迫，有时甚至舍命。但基督徒要谨记，十字架带来冠冕。耶稣说：“凡为我和福音丧掉

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祂又说：“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十二：31-32 
问题 4. 这世界的王是谁？他要被赶出去是什么意思？ 
 

笔记。“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从

地上被举起来，是指祂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并在天上登基作王。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同时也是这世界

受审判，把魔鬼赶出去不再作这世界的王的时候。 
 

 (1) 世界受审判。 
耶稣所说的“世界”，不是指全世界，而是那些厌弃祂的人，以及他们的首领、那些定祂罪的人的世界。那是

出卖祂的犹大的世界、那些戏弄祂的兵丁的世界、定祂死罪的彼拉多的世界，也是戏弄祂的希律的世界。简而

言之，世界是指一整群邪恶的人，他们与圣经中的神（以及和平的君）隔绝，并且以魔鬼作他们的王。这世界

曾审判基督，把祂赶出去，却不知自己反而因这行为而定了自己的罪。现在这世界受审判，也就是说被定罪，

在地狱里永远沉沦（参看启二十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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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把魔鬼赶出去。 
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前，魔鬼在这世界有更大的能力，曾试图拦阻神的使者进到他

的领域（但十：13，20，21）。 
 

可是，耶稣基督在祂第一次降临的时候除灭魔鬼的作为（约壹三：8），也藉着赶鬼（太十二：28-30）、藉着

祂的受死（西二：15；来二：14）和复活，并且藉着祂升天和在天上登基作王（启十二：5-9）来捆绑魔鬼。

这样，祂就审判魔鬼，并且定他的罪（约十二：31；十六：11）。魔鬼从来没有能力胜过耶稣基督（约十四：

30）。魔鬼仍然有能力管辖不信之人的世界（约壹五：20），但没有能力管辖世上的信徒（约壹五：19）。基

督徒可以抵挡魔鬼（雅四：7；彼得五：8-9）。虽然基督徒仍然与魔鬼和他的恶魔进行属灵的争战（弗六：10-
12），但魔鬼不能再阻止福音在世上各国传扬开去（启二十：1-3）。 
 

耶稣说，藉着祂在十字架上受死，“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把魔鬼赶出他在世上统治的地位，就吸引世上各

国成千上万的人来归向祂！因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并在天上登基作王，魔鬼就失去辖制万国的能

力，也无法再拦阻他们去听福音和接受福音。从现在开始，耶稣基督要抢救地上各国的人脱离魔鬼的权势，领

他们进到祂自己的国里（西一：13）。 
 

来见耶稣的希利尼人代表了开始有无数的外邦人相信耶稣基督。从祂第一次降临直到今天，千千万万的人被吸

引进到祂的国里。 
 
 

十二：37-46 
问题 5.  圣经如何看相信与不信？ 
笔记。  
 

 (1) 圣经如何看相信。 
腓一：29 教导说：“你们蒙恩……得以信服基督”。徒十三：48 这样记载：“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圣经一贯的教导指出，信心是神的恩典。信心不是人的行为。神赐人信心，然后人有责任运用神所赐的信心。

约十二：42-43 教导我们，真正的信心不只是在理智上认同，而是立志在心里相信，并且口里承认自己相信。 
 

 (2) 圣经如何看不信。 
在约十二：37-40，约翰写道：“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他们所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圣经中的神要人为自己的不信负责。在赛一：2-4，我们读到以色列民悖逆神，以致败坏。因此，在赛六：9-
10，神审判他们，说：“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以色列人看见了许多神迹，也听了许多先知的恩言，却选择闭起眼睛和耳朵、硬着心

对抗神。他们不肯相信。因此，神任凭他们变成他们想要成为的模样。神使他们的眼睛和耳朵更加紧闭！他们

再也听不见，也看不见了！他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六：7-8）！ 
 

法利赛人和许多犹太人也同样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听到祂许多的教训，却不肯相信耶稣基督。因此，他

们也要受到同样的审判（太十三：11-17）。 
 

同样，今天每个人都有责任对圣经中神的话语作出回应。他有责任对耶稣基督的教导和作为、降生、受死和复

活作出回应。如果一个人的态度像法利赛人那样，不断批评基督（太十二：2，7，10，14，24），那么他的心

也会变得刚硬，他必无法进入神的国。 
 

然而，每个对神的话语作出真诚回应的人都不用害怕。每颗良善清洁的心都必回应神的话语，得以生长，并结

出果子（太十三：23；可四：20；路八：15）！ 
 

步骤 4. 应用。                     应用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哪一个真理可以让基督徒应用？ 
分享和记录。让我们集思广益，从约十二：1-50 想出一些可能的应用，并记录下来。  
思想问题。神希望你把哪个可能的应用变成你个人的生活应用？ 
记录。把这个个人应用写在你的笔记簿上。随时分享你的个人应用。 
（请谨记，每个小组的组员会应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过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应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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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约十二：1-50 找出一些可能应用的例子。 
 

十二：3。 有时候要像马利亚那样花费大笔金钱去尊荣耶稣基督。 
十二：6。 你们要谨慎，当你负责管理钱财的时候，不可变得像犹大那样吝啬和诡诈。 
十二：10。 既然耶稣基督的仇敌图谋要杀害祂，他们也会图谋杀害基督徒。要做好准备。 
十二：16。 不要像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样看耶稣基督。他们不但不认识自己的宗教的圣经（参看太二十

二：29；约五：39），还以自己的传统，甚至新的宗教书籍来代替圣经！ 
十二：17,19。  一般来说，把耶稣基督的信息传给其他人的，不是宗教领袖，而是普通人。让普通人传扬福音

吧。 
十二：20-21。  如果宗教领袖不接受耶稣基督，普通人也会接受！向普通人传讲福音的信息。 
十二：24-25。  舍己和为基督受苦是基督徒两个最重要的美德。 
十二：31-32。  向普天下的人传讲福音的信息，因为耶稣基督吸引他们归向祂。 
十二：42-43。  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必口里承认耶稣基督，即使遭逼迫也是如此。 
十二：48。 福音的信息要么现在使你称义，要么在末日审判你。 
 

2. 从约十二：1-50 找出个人应用的例子。 
  

我要让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居首位。我已立志以耶稣基督作为最高效忠对象，而不是自己的父母、老师、公

司、政府或宗教领袖。如果父母、老师、公司或政府的要求与耶稣基督的命令有所抵触，我就必须选择顺服基

督。 
 

我要一直服事耶稣基督到底，即使这是一条舍己和受苦的道路。我已立志要背起我的十字架跟随耶稣。我愿意

为耶稣基督和祂在世上的国度而受患难、被弃绝、遭逼迫，甚至舍命。但我总要谨记，十字架带来冠冕。只有

藉着服事才能拯救我的生命！只有藉着服事和受苦才能得父神尊重！ 
 

步骤 5.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着神在约十二：1-50 教导我们的真理祷告。  
（就你在这次研经中所学到的教训在祷告中作出回应。练习只用一至两句来祷告。请谨记，每一个小组的组员

会为不同的问题祷告。） 
 

5 
祷告（8 分钟）                                                       ［代求］ 

为他人祷告 
 
分二至三人一组，继续祷告。彼此代祷，也为其他人祈祷（罗十五：30；西四：12）。 
 

6 
备课（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并建立基督的教会。 
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约十二的研经。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路十五：1 至十八：17 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3. 背诵经文。默想和背诵新的经文：(5) 保持忠诚。箴三：3-4。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4.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5. 更新你关于建立基督的教会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