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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4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借著祂的靈引導我們， 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及這一課有關建立教會的學習交給主。 
 

2 分享 (20 分鐘)                                                           [靈修] 
馬可福音 11:20 – 14:72 

 
輪流簡短分享 (或從你的筆記讀出) 你從指定經文(馬可福音 11:20 – 14:72)所得的靈修領受，只需分享其中的一

次靈修。 
專心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領受。不要討論他的分享。 

3 背誦 (5 分鐘)                                                       [基督徒品格] 
(4) 羅馬書 4:20-21 

 
兩人一組查閱。  
(4) 信心： 羅馬書 4:20-21。 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裏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裏得堅固，將榮耀歸

給神。 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  
 

4 查經 (85 分鐘)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1:1-18 

 
以小組形式來研讀聖經的目的，是要大家與耶穌基督和其他組員在關係上一起成長。組員可以互相幫助，加增

對聖經的知識和瞭解，並實踐當中的真理。因此，很重要的，組員必須彼此鼓勵，參與研經的討論。每位組員

的意見都是很重要。若任何人所說的不完全正確 (神學層面)，都不應對他們敷衍了事。組長需鼓勵組員， 一起

學習發掘和討論聖經的真理。每位組員都應覺得自己的說話得到其他組員聆聽，且獲得認真對待和接納。組員

不應在聖經知識上競爭，而是要在愛中勉勵彼此成長和信任地分享。 
 

以下的查經例子，是用來協助組長預備查經或幫助小組討論困難的議題。在你的小組討論裏，組員可能會發掘

出不同事物或提問不同的問題。  
 

運用五歩查經法來一起研讀約翰福音 1:1-18 。 
 

簡介：約翰福音第一至十二章記載了耶穌基督的公開事工。祂在不斷擴大的圈子啟示祂自己，但最終祂還是被

拒絕。約翰福音 1:1-14 描述「道」的榮耀在不同時間彰顯，包括創世之前、創世期間、人犯罪墮落之後、以及

神在道成肉身時取了人的樣式成為基督。約翰福音 1:15 - 2:12 記述 「道」-- 耶穌基督 -- 將自己的身份向施洗約

翰和祂的早期門徒啟示。   
 

第一歩。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讀約翰福音 1:1-18。 
讓我們輪流每人讀一節，直至將經文讀完。 
 

第二歩。 發掘。                     觀察 
思考。 經文裏那一個真理對你最重要？或經文裏那一個真理深深感動你的心靈？  
記錄。發掘一個或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考它們，然後將你的想法寫在筆記。  
分享。 (先給組員兩分鐘思考及寫下記錄，然後輪流分享) 。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每人所發掘出來的。  
(緊記：在每一個小組裏，組員會分享不同的事物) 
 

1:12-13 
發現 1。 成為神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13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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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血統)生的(字義上)，不是從肉體的意念(情欲)生的(字義上)，也不是從人意(自由意志)生的(字義上)，乃是

從神生的。」這些經文教導我們如何成為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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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神的兒女是神的自主行動。聖經告訴我們，凡真正相信耶穌基督的人都是神所生的(約翰福音 1:12-13)。當

一個人相信，他就成為神的兒女(即是說，他是重生)：  
• 不是從他的自然血統 (希臘文：「血」)，即是指他的種族，例如：由亞伯拉罕而出 (參見約翰福音 8:31-

59； 路加福音 3:8；加拉太書 3:11,28)。 
• 不是從父母的肉體(性愛)欲望 (希臘文：「肉體的意念」)(約翰福音 3:6) 。 
• 不是從自己的意志或決定 (希臘文：「人的意志」) (羅馬書 8:7-8; 9:11,16) 。  
• 只有是從神生的(希臘文：egennéthésan) (過去不定時態，被動式) (約翰福音 3:3-8； 約翰福音 17:2； 羅馬書 

8:29-30；以弗所書 1:4-5) 。  
 
凡聽到福音的人都有機會成為神的兒女。耶穌基督不僅創造這世界，甚至來到世界住在人中間，但許多人不接

受祂。不過，也有很多人接待祂。耶穌基督應驗了路加福音 2:34 所記載的預言：「這孩子註定要使許多人跌

倒，許多人興起」，不但在以色列，且在世界各地，如彼得前書 2:6-8 所說。「祂要成為眾人爭論的標記，為

要使許多人心中的意念顯露出來」。當約翰說給予一切接待祂的，他是指世上任何國家的人。耶穌基督來到不

是只拯救猶太人，也拯救全世界每個國家和語言的人。 
 

只有那些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才能成為神的兒女。相信耶穌基督的「名」是指相信祂在聖經裏對自己的啟示
(不是其他宗教如何看祂)。一個人若心裏相信這真理，他便會接待耶穌基督(基督的靈)進到心裏和生命裏。

「接待」的意思是歡迎耶穌基督，公開確定及承認祂是救主，內外生命都將祂擁載。  
 

耶穌給予他們能力(權利)，成為神的兒女。猶太人喜歡稱自己為「亞伯拉罕的兒女」，但耶穌基督的信徒卻得

到耶穌給予權利和能力，真正成為「神的兒女」！  
 

信徒「成為」神的兒女並不是將來才成為神的兒女，而是他們現在已是神的兒女，這是透過神瞬間的行動而

成，就是聖經裏所稱的重生。他們已被稱義和寬恕，且擁有永生。他們的身份(狀況)就是神的兒女。  
 

不過，這也表示他們已開始了成聖的過程。信徒該在這過程裏成長，越來越像神的兒女 (哥林多後書 3:18)。而

成為神的兒女的最高層次實現被稱為得榮耀。那時，信徒肉身的靈魂(約翰一書 3:1-3)和身體(腓立比書 3:20-21)
與耶穌基督在地上時的人性是完全一模一樣。 
 
 

1:16-17 
發現 2。 律法與恩典的真正區別。  
 

約翰福音 1:16-17 說：「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

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舊約的律法包括道德律例、禮儀(儀式)律例和社會 (公民)律例。這律法沒有什不

妥的地方，它是神給予摩西(資訊是透過天使所說) (希伯來書 2:2)，目的是預備神的百姓接待彌賽亞耶穌基督。 
• 一方面，律法向人啟示什麼是罪，以及他們的迷失情況。 
• 另一方面，律法預表神的救贖(例如，動物祭品預表基督的救贖祭)。  

 

不過，有兩件事律法是不能做的。  
• 律法沒有提供恩典，來寬恕人的罪或在他們的迷失上給予幫助。  
• 律法也沒有以預表(表徵)來提出它們所指向的真理的現實意義。例如，律法沒有啟示舊約聖殿、祭司聖職、

祭物等的真實性質，而這些正是新約事實的表徵或預表 (參見歌羅西書 2:17； 希伯來書 10:1)！  
 

只有透過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 
• 一方面獲得和提供「那赦罪和將人從迷失中拯救出來的恩典」 
• 和另一方面，借著成就律法，「將神救贖計畫的事實和真正性質啟示出來」(例如，祂在十字架上的犧牲成

就了一切舊約獻祭)  
 

第三歩。 提問。     解釋 
思考。你會向小組提問經文裏的什麼事情？  
記錄。將你的問題儘量寫得清楚，然後將它們寫在你的筆記。 
分享。先給組員兩分鐘思考及寫下記錄，然後讓每位組員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 (然後，挑選一些問題，嘗試與組員一起討論來尋求答案。)  
(以下是組員可能會提問的問題例子，以及這些問題的討論筆記。) 
 

1:1-3 
問題 1. 誰是「道」及祂做了什麼？ 
筆記。  
 

「道」是耶穌基督的一個重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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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耶穌基督被稱為「道」，因為祂將神可看見的表達和啟示出來。  
當我們說話，我們的言語表達我們那看不見的思想。同樣，耶穌基督將神的內裏思想和看不見的存在向人表達

出來。在人的言語和地上的創造範圍內，耶穌基督是不能看見的神的可見表像 (歌羅西書 1:15)。 只有耶穌基

督是在天上與神一起，知道祂的思想、計畫和說話。祂向我們啟示一切我們應該知道有關神和祂的計畫。「除

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馬太福音 11:25-27)。  
 

 (2) 耶穌基督是神。  
約翰福音強調基督沒有什麼是不及父神的 (參 希伯來書 1:3；約翰一書 5:20)。祂自永恆便存在，擁有父神的相

同性質 (參見訓練手冊 2，補充  8。神和神的兒子的性質)。 
 

 (3) 耶穌基督常與神在一起 。 
祂絕對不是受造的。為了強調基督本身不是受造的，第一節和第二節用了繼續進行時態的動詞！祂是自有永有

的，常與父神有最親近的相交和最親密的關係。祂一直以一個與父神不同的獨立位格存在。  
 

所以，約翰福音強調有關耶穌基督的三個真理：  
• 祂是有神的真正本質 
• 祂是自有永有 
• 祂以一個與父神不同的獨立位格存在，並與父神享受永恆愛的關係  

 

 (4) 耶穌基督創造天地。 
為了強調基督創造一切，並無例外，第三節用了不定時時態和完成時態的動詞。「萬物是一次過藉著他造的

(不定時時態)，凡被造的(完成時態)，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不定時時態)。」耶穌創造天地，其中包藏了無

數的星星、太陽、月亮、世界(參見創世記 1:1)、以及人類。 
 
 

1:4-5 
問題 2。耶穌是「生命」和「光」是什麼意思？  
筆記。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翰福音 1:4)。耶穌基督被稱為「生命」，是因為祂薀藏著神的屬

性(特徵)。祂是百分百的神。祂被稱為「光」，是因為祂彰顯或明顯的啟示神這些屬性。耶穌基督將不能看見

的神向人顯明的展示出來。  
 

為了強調「生命」自永恆便存在基督裏面，第四節用了過去進行時態的動詞。「生命」這個詞是指神本質的豐

盛、祂的榮耀屬性(特徵)，就好像祂的真理、祂的大能、祂的無所不在、祂的聖潔、祂的慈愛、祂的主權等。

這「生命」是一切受造生命和屬靈生命的源頭。它是神給人普通啟示和特殊啟示的基礎。  
 

當這生命顯明的彰顯，它就是「光」！所以，耶穌基督是神和祂的屬性(神聖特徵)的可見表像(表達) (參見約翰 
福音 14:9；歌羅西書 1:15)。我們只有借著耶穌基督才能認識神和經歷祂的愛。基督在舊約的預言、應許和象

徵(影子)裏，好像一夥閃耀的星辰吸引著人。舉例說，越逾節的羔羊預表基督贖罪的祭，除去神對罪的公義忿

怒。聖殿裏每日帶血的祭物預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血，潔淨罪人的一切不義。「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

免了」(希伯來書 9:22)。在曠野被舉起在杆子上的火蛇，預表基督被舉起在十字架上。基督不但在舊約時期發

光發亮，在新約也是如此。祂說：「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耶穌基督的一切心態、說話和行為，都顯

明那不可看見的神。  
 
 

1:9 
問題 3。 耶穌基督如何照亮每一個人？  
筆記。 
 

當一個人聽到福音，基督便照亮他。這是指基督給予他對屬靈事物一定程度的認識。那人可能會意識到神真正

存在，或意識到自己是活在黑暗裏 (相信一位或另一位神，或活在一類或另一類奴役之下)。又或他意識到神已

提供救贖的方法給所有相信的人。  
 

但這些知識、瞭解或領會不一定引致救贖，經文指出不是所有人都得救。  
• 第 5 節指出不是每個人「明白」(領會)或「抓住」(擁有) 1那光。  
• 第 10 節指出不是每個人「認識」或「承認」2 那光。  
• 第 11 節指出不是每個人「歡迎」或「接待」3 那光。  

 

                                                           
1 希臘文：katalambanó 
2 希臘文：ginoskó 
3 希臘文： paralamban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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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聽了福音，但不接待(接受)它，因為他們寧願仍舊活在黑暗裏 (約翰福音 3:19-21)。不過，因著神的主權

恩典，那些接待耶穌基督為他們的救主的人，就必定得救 (約翰福音 1:12-13；約翰一書 5:11-13)。約翰福音沒

有教導普世救贖(教導所有人都得救)，但卻教導救恩的確據，即是說任何人一經得救，便得救到底！  
 
 

1:10 
問題 4。 「世界」是指什麼？ 
筆記。  
「世界」這個詞 (希臘文： kosmos) 在約翰福音裏有幾個不同意思： 
 (1) 世界為有秩序地創造的宇宙。  
(約翰福音 1:10a,b；17:5,24) 或大地 (約翰福音 21:25).  
 (2) 世界為人類歷史的舞臺。 
它是人的國度、地上的人、人類 (約翰福音 1:9, 10c；3:19；9:39；11:27；12:46；14:31；16:21,28；17:18；
18:36-37). 
 (3) 世界為普羅大眾。  
(約翰福音 7:4；14:22).  
 (4) 世界為失喪人的領域。 
這世界與神的生命隔絕，充滿罪惡，面對著神的公義審判，極需要救恩 (約翰福音 1:10c；3:19)。這意思可略為

不談而進入第六個意思。  
 (5) 世界為從各國出來的人。 
它是失喪人的世界 (像在約翰福音 3:19 的附加思想)，不分種族或語言 (約翰福音 4:42)，沒有暗指每一個人(約
翰福音 1:29；3:16；3:17；4:42；6:33,51；8:12；9:5；11:52；12:32；約翰一書 2:2；4:14-15)。約翰指出耶穌是

神的羔羊，贖去世界的罪。這裏的世界不會、亦不能是指「所有曾生存在世上的每一個人」，因為聖經沒有教

導所有人都得救。還有，約翰福音 3:16 就包含這意思，並且指出神愛世上每一個人，不論他們是來自那一支

派、國家和語言。但這並不代表每一個人都得救(詩篇 5:4-6；11:5；路加福音 14:26；羅馬書 1:18；9:13；希伯

來書 1:9；雅各書 4:4)。 
 (6) 世界為邪惡的領域。  
它是失喪人的世界，他們行惡及敵對神、基督和基督徒 (約翰福音 7:7；8:23；12:31，留意在基督的第一次來

臨，魔鬼被趕出他的權力位置；14:17,30,31；15:18；17:9,14-16,25；約翰一書 5:19；留意第 18 節，魔鬼無法傷

害重生的基督徒)。 
 (7) 世界為所有神的選民。 
所有從各國來的神的選民 (約翰福音 4:42；約翰一書 4:14). 
 

因此，瞭解「世界」這詞在聖經裏有不同的意思是很重要的！  
 
 

1:14 
問題 5。 「肉體」這詞的意思是什麼？ 
筆記。  
 

「肉體」這詞在約翰福音裏也有幾個不同的意思：  
 (1) 肉體指人類、人 。 
約翰福音 1:13-14。 約翰指出「信徒是從神生的，不是從人生的」。這裏的「肉體」是指人，指一般人的本

質，不渉及任何負面的道德價值。由始至終，重生並不是人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 另外，在約翰福音

1:14，約翰說「耶穌道成了肉身」。這裏的「肉身」也是指人，指一般人的本質，不渉及任何負面的道德價

值。因此，耶穌雖然是無罪的，但由於罪的咒詛是落在全人類，直至贖價被支付，耶穌因而也經歷軟弱的人

性、疲乏、痛苦、悲哀和死亡。  
 (2) 肉體是指人的罪性。  
約翰福音 3:6。耶穌說：「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這裏的「肉身」是指人性，是罪惡

欲望的所在地和工具，是人的本性的表達。使徒保羅也常用這詞來表達這個意思。 
 (3) 肉體是指基督的代贖祭。 
約翰福音 6:51-56。 耶穌說：「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耶穌在這裏

以隱晦的意念來表達十字架上的代贖祭。人必須「吃」，即人必須憑信心接受，來得到永生。  
 (4) 肉體是指外貎或人的標準。 
約翰福音 8:15。耶穌指法利賽人「以肉體判斷人」。這裏的「肉體」是指外貎或人的標準。.  
 
 

1:14,18 
問題 6。 我們應如何理解「神的獨生兒子」這句話？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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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生子」這一詞不是指任何類似於受造世界的事物，亦不是指在過去某個「開始」。這詞是形容基督的兒子

名份是超自然的、有本體關係的、永恆的和三位一體的。4 
 

約翰福音 3:16 證明基督在道成肉身前已是父神的獨生子。5 在最佳和最古老的希臘文手抄本裏，約翰福音 1:18
說：「獨生神」(而不是獨生子)。因為神是永恆的，所以這詞必定是指基督的兒子名份是超自然的、有本體關

係的、永恆的和三位一體的。這表示基督從永恆便是神的兒子。父神、子和聖靈從永恆便以這獨特的關係存

在。 

宇宙存在的只有「獨一的神」(馬可福音 12:29)和「獨一神的名」(馬太福音 28:19)。祂是個「靈」(約翰福音 
4:24； 羅馬書 8:9-10) ，因此祂的存在不能以任可數學數位來表達。6 但這獨一的神啟示自己為父神、子和聖靈

(馬太福音 28:19)。神給我們啟示， 在祂的存在中，有一個內在的區別遠遠超過我們人類可理解，我們要做的

就是順服。 
除了神的兒子和祂所願意啟示的人，沒有任何宗教的人認識神 (馬太福音 11:25-27； 約翰福音 10:15；17:25-
26)。 所以經上寫著：「耶穌基督已將祂(神)啟示」，「啟示」這詞(希臘文: exégésató)有「解釋」、「理

解」、「闡述」的意思。  
 

第 4 歩。 應用。    應用 
思考。 經文裏那些真理可應用在基督徒身上？ 
分享和記錄。. 讓我們一起集思，將約翰福音 1:1-18 裏一些可行的應用記錄下來。  
思考。 神希望你將那一個可行的應用成為你個人的應用？  
記錄。 將這個人應用寫在筆記。隨意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記著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或在同一真理上有不同應用。以下是可行的應用的一個清單。) 
 
1. 約翰福音 1:1-18 的可行應用。  
 

1:12.  只是頭腦上認識耶穌基督並不足夠，而是要迎接及接待祂進入你的心和生命裏。  
1:13.  凡迎接及接待耶穌基督進入他的心與生命裏的，就是重生的人。 
1:16.  繼續活在基督豐盛的恩典裏。   
1:17.  舊約裏的表微(預表)之真正意義，只有透過新約時期的耶穌基督啟示出來，例子如聖殿、帶血的祭和

安息日。  
1:18. 耶穌基督將看不見的神向我們啟示。  
 

2. 約翰福音 1:1-18 的可行應用例子。  
 

我希望幫助基督徒確定他們已接受耶穌基督進入心和生命裏。約翰福音第一章作出警告，世上很多人喜愛黑暗

多於光明。他們不歡迎耶穌基督，不承認祂，且否定祂。他們不接待耶穌基督，且拒絕祂。不過，耶穌基督應

許凡接待祂的人，會同時成為神的兒女，並且在餘下的生命裏會越來越像基督。  
 

我希望繼續靠著恩典和真理過活，而不是靠律法(thora, sharia)。我看到身邊不少人以為宗教或善行可拯救他

們，但約翰福音第一章教導我，律法的工作不能赦免我或拯救我或幫助我。人只有接待耶穌基督進入他們的心

和生命裏，才能得著拯救和過有意義的生活。  
 

第 5 歩。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神在約翰福音 1:1-18 所給我們的一個教導禱告。  
(以禱告回應你從這查經所得到的學習。嘗試作一句或兩句的禱告。記著小組裏的組員會為不同事情禱告。) 
 

5 禱告 (8 分鐘)                                                             [禱告] 
為別人代求 

 
繼續以兩個或三個人一組禱告。為彼此和世界人民禱告 (羅馬書 15:30；歌羅西書 4:12)。 
 

6 預備 (2 分鐘)                                                              [作業] 
為下一課 

 
   (組長。 寫下這預備部分或讓組員抄下來，讓他們回家作準備)。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門徒及基督的教會。 
2. 宣講、教導或研習約翰福音 1:1-18 的查經材料 –  與一位或幾位組員一起做。 

                                                           
4 參閱訓練手冊 2， 補充 8。「神和神的兒子之性質」  
5 所以這不可能是指人類母胎引起的出生！ 
6 因為祂是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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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神的個人時間。安靜的訮讀馬可福音 15：1-16：20 和哥林多前書第一章。每日研讀半章，並將筆記寫

下。 
4. 背誦。 (5) 謙卑: 腓立比書 2：3-4。 每日複閱最後背誦的 5 處經文。  
5. 禱告。 在這星期為某人或特別一件事禱告，看看神會做什麼 (詩篇 5:3)。  
6. 更新你的筆記有關建造基督教會的材料，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查經筆記及這預備。 
 


	(4) 羅馬書 4:20-21
	約翰福音 1:1-18
	為下一課

	以小組形式來研讀聖經的目的，是要大家與耶穌基督和其他組員在關係上一起成長。組員可以互相幫助，加增對聖經的知識和瞭解，並實踐當中的真理。因此，很重要的，組員必須彼此鼓勵，參與研經的討論。每位組員的意見都是很重要。若任何人所說的不完全正確 (神學層面)，都不應對他們敷衍了事。組長需鼓勵組員， 一起學習發掘和討論聖經的真理。每位組員都應覺得自己的說話得到其他組員聆聽，且獲得認真對待和接納。組員不應在聖經知識上競爭，而是要在愛中勉勵彼此成長和信任地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