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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6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藉著祂的靈引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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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給主。 
 

2 分享 (20 分鐘)                                                        [靈修] 
哥林多前書第 2 - 5 章 

 
輪流簡短分享 (或從你的筆記讀出) 你從指定經文(哥林前書前第二至五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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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筆記。 
 

3 背誦 (5 分鐘)                                                       [基督徒品格] 
複閱 E系列 

 
兩人一組複閱系列 E「基督徒品格」的 5 個聖經經文。 
(1) 基督樣式: 哥林多後書 3:18。 我們眾人既然敞着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

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2) 純潔: 彼得前書 2:1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

爭戰的。 
(3) 愛心: 馬可福音 12:30-31。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

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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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謙卑: 腓立比書 2:3-4。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

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4 查經 (85 分鐘)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1:19-51 

 
簡介：約翰福音第一至十二章記載了耶穌基督的公開事工。約翰福音 1:15 to 2:12 記述 「道」-- 耶穌基督 – 如
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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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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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會分享不同的事) 
 

1:39,46 
發現 1。來看。  
 

當門徒約翰和安德烈問耶穌會在那裏安頓，祂沒有告訴他們，反而邀請他們：「你們來。」耶穌讓別人進入祂

的生命和祂的家，給他們機會更近距離的認識祂，希望他們看到祂的生命。因耶穌從不起眼的拿撒勒來，拿但

業便質疑祂是彌賽亞的可能性。腓力便對他說：「你來看！」門徒亦想其他人認識耶穌及進到祂的生命裏，所

以邀請他們親自看看耶穌是甚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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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基督徒想別人知道耶穌是誰，以及基督徒是甚麼樣人和如何過活，那麼他們必須讓這些人進入他們的生命和

他們的家。我希望跟隨門徒的榜樣，也想讓別人進入我的生命和我的家，以致他們能看見基督徒怎樣生活，也

可認識耶穌。 
 
 

1:42 
發現 2。 怎樣看人。 
 

當安德烈帶那叫西門的兄弟去見耶穌，耶穌看著他，更看進他的心裏。祂知道西門是一個是個心胸窄的大個

子，祂知道西門會作出大承諾，但通常卻害怕執行。祂知道西門是一個衝動的人。不過，耶穌是大先知，祂不

只知道每個人的現況，也知道他的將來。祂知道西門會被改變，成為一個更穩重、不妥協和堅毅的人。耶穌看

著彼得，不僅看到他的現在是怎樣，亦看到他將來會是怎樣。耶穌預言神的恩典會如何改變他，以及神會在他

的生命成就些甚麼。因此，耶穌給他一個新名字「彼得」，意思是石頭。後來耶穌在馬太福音 16:18，預言祂

會將教會建立在彼得 -- 石頭 -- 身上。在使徒行傳裏，我們讀到耶穌使用彼得在猶太人中、撒馬利亞人中和外

邦人中建立新的教會。 
 

我希望像耶穌一樣。我希望不單看到人的現狀如何，亦看到他們藉著神的恩典將來會成為怎麼樣的人。神的恩

典能改變地上每一個人！我希望能感染其他人，相信神的恩典可改變他們。與其批評別人和找他們的錯處，我

希望鼓勵別人和看到他們在基督徒生命的成長。 
 

第三歩。 提問。    解釋 
思考。你會向小組提問經文裏的甚麼事情？ 
讓我們嘗試明白約翰福音 1:19-51 裏的所有真理，並提問我們仍然不明白的。  
記錄。將你的問題盡量寫得清楚，然後將它們在你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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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問題 1。 施洗約翰是否「以利亞」? 
筆記。  
 

瑪拉基書 4:5-6 說：「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他必使父親

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猶太人根據他們對這預言的字面意義，期待在彌賽

亞回來前以利亞會回到地上。  
 

可是，路加福音 1:17 指出主的天使預言施洗約翰會是主耶穌基督的開路者，他會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作

工。他會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使悖逆的人轉向義人的智慧，為主準備一羣預備好了的子民。  
 

耶穌在馬太福音 17:12-13 也稱施洗約翰為「以利亞」。雖然施洗約翰不是真正的以利亞，神的使者(舊約裏的

耶穌) 和耶穌自己 (在新約) 說施洗約翰已經成就了瑪拉基書第四章的預言。以利亞是「預表」、「影子」，而

施洗約翰是成就那預表的「相對預表」、「事實」。耶穌很清楚的說以利亞 (即施洗約翰)已經來了和完成了他

的預備工作，但以色列子民沒有認出他，更把他殺害 (路加福音 9:9)。 
 
 

1:25 
問題 2。 為何施洗約翰用水為人施洗？ 
筆記。  
 

 (1) 祭司的潔淨。 
施洗約翰很清楚的說他不是彌賽亞。另外，他不是瑪拉基書 (Malachi 4:5-6) 所預言的真正「以利亞」，也不是

摩西所預言的「那先知」(申命記 18:18-19)。法利賽人問他為何用水施洗，因這工作只屬彌賽亞或祂的使者。 
他們只預料彌賽亞、以利亞或那先知會用水施洗。法利賽人肯定知道不是任何人有資格去執行潔淨的儀式，包

括用水施洗 (約翰福音 3:23-26)。根據利未記 14:1-7，只有祭司被容許將活鳥蘸或浸在混了祭鳥血的水，亦只有

他們被容許用這混了血的水在一個患了大痲瘋的人身上灑七次。 
 (2) 彌賽亞的應許潔淨。 
還有，最後的分析顯示潔淨人的儀式顯然是一個彌賽亞的事工。在以西結書 36:25， 至高主說：「我必用清水

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而在以西結書 
37:23， 祂又說：「我卻要救他們出離一切的住處，就是他們犯罪的地方，我要潔淨他們。如此，他們要作我

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  
 

 (3) 施洗約翰的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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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施洗約翰不是彌賽亞或他們所期望的開路者，那為何他用水施洗？ 很明顯， 法利賽人不明白施洗約翰是

誰。當他說他是先知以賽亞在以賽亞 40:3 所預言的那人：「有人聲喊着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

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他們亦不明白。其實，約翰很清楚地指出，他是彌賽亞的開路者，而彌賽亞不是任

何人，除了主自己(希伯來文：JaHWeH) (神) (馬可福音 1:1-3)！ 
 

約翰告訴猶太人，這彌賽亞已在他們中間，但他們卻不認識祂！ 他警告他們，在他們急於揭露假彌賽亞的同

時，他們忽視了真正的彌賽亞！在約翰福音 1:31，施洗約翰指出他用水施洗的原因，就是要啟示(介紹)以色列

的真彌賽亞。馬可福音 1:4 說施洗約翰 來到，是為了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他宣講猶太人應該從他們

的罪中悔改，預備他們的心接受彌賽亞。他用水給他們施洗，作為記號。水禮象徵他們需要屬靈的潔淨！約翰

的洗禮仍屬舊約的潔淨禮儀，象徵對人的外在和禮儀上的潔淨(去親近神)。 約翰透過他的宣講和水的洗禮，將

以色列的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神的羔羊身上，祂會除去世人的罪，用聖靈給人施洗(約翰福音 1:33) 。 施洗約翰

給予的只是標記，但彌賽亞 - 耶穌基督 - 給予的卻是真實的：標記所象徵的，就是內在的和屬靈的潔淨，以及

透過聖靈重生 (馬可福音 1:8； 約翰福音 3:5；提多書 3:4-6)！  
 
 

1:29 
問題 3。 為何耶穌被稱為「神的羔羊」？ 
筆記。 
 

耶穌基督被稱為「神的羔羊」，因為祂成就了舊約的各個有關羔羊的表徵(預表) 。在舊約這裏，「羔羊」是將

來的實體(相對預表)，就是彌賽亞。  
 

 (1) 逾越節羔羊。 
逾越節羔羊是在逾越節被宰殺，它的血被塗在那些在埃及相信神的人的門框上，目的是轉離神對在埃及不悔改

的人的忿怒和審判(滅亡)。哥林多前書 5:7 稱耶穌基督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彼得前書 1:19 說基督徒「已

經從虛妄的生命被救贖出來，這是憑着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2) 日常燔祭的羔羊。 
根據民數記 28:4，祭司會每日早晚宰殺一隻羔羊。根據利未記第一章，羔羊要無瑕疵，象徵耶穌是無罪的。祭

司會按手在羔羊的頭，象徵那人的罪被歸到耶穌基督身上。在舊約裏，「燔祭」被接納，是為那獻祭的人作贖

罪。同樣，在新約裏，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是信徒唯一有效的贖罪祭 (羅馬書 3:25)。  
 

 (3) 以賽亞書第 53 章所預言的羔羊。  
以賽亞書 53:6-7，10 說「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他 . . . 像
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 . . . 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 . . . 以他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 . . . 」。利未記 5:14-16 教導

「贖愆祭」是為了作賠償，為人沒有做到神要求他做的事而作補償。贖愆祭所作的贖罪，是除去神對他的罪的

聖潔忿怒。  
 

因此，我們可以總結的說，舊約裏的三隻羔羊全都是表徵(預表)，這些會在新約的耶穌基督得著它們的應驗(相
對預表)！ 
 
 

1:32 
問題 4。 為何耶穌基督要公開的接受聖靈？ 
筆記。  
 

約翰福音的作者假設他的讀者熟悉其餘三本福音書，它們都記述了耶穌在約旦河受約翰施洗。那時聖靈仿似鴿

子降在耶穌身上。雖然聖靈沒有軀體，肉眼不能看得見，但神讓耶穌和施洗約翰看到以鴿子形象出現的聖靈。

神選擇了鴿子的形態，很可能是因為鴿子象徵純潔、溫純與和平，這些都屬聖靈的無限度特徵。聖靈是純潔
的，所以以弗所書 4:30 指出任何罪都使聖靈憂傷。聖靈是溫純的，因此約翰福音 16:8,13 說祂不會強迫人接受

真理，而是會溫和的叫世人認識罪、公義和審判。聖靈是和平的，所以羅馬書 14:17-20 指出祂不會做任何令人

跌倒的事，而是只會做建立人的事。聖靈明顯地停留在耶穌身上一段時間，從天上有父神的聲音說：「這是我

的愛子，是我所愛和喜悅的。」(馬太福音 3:16-17)。 在這裏，我們看到「三一神」(三位一體) 如何向我們顯

現自己作為聖父、聖子和聖靈。 
 

但是，為何耶穌基督要公開的接受聖靈？ 神的兒子按祂的神性來說，祂是那靈 (哥林多後書 3:17)；但若按祂
的人性來說，祂領受那靈。當耶穌在水禮時領受聖靈，是祂的人性去領受。耶穌以人性層面領受聖靈，那就是

祂受聖靈膏抹，被神特別設立(公開委任)為神與人之間的中保，受聖靈裝備去執行祂的特別使命。在路加福音

4:18-19， 耶穌親自說明以賽亞書 61:1-2 的預言已經應驗在祂身上。經文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

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

人的禧年。」還有，在約翰福音 3:34，約翰指出神把聖靈無限量地賜給耶穌！這跟保羅在歌羅西書 2:9 所說的

是一樣：「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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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問題 5。為何耶穌稱拿但業「心裏沒有詭詐的真以色列人」？  
筆記。 
 

第 51 節提到天使在天梯上去下來，這表示耶穌對拿但業說話時心裏在想著以色列始祖雅各。根據創世記 
27:35-36 的記載，以撒對以掃說他的兄弟雅各已經用詭計將他的長子福分奪去了。以掃便說他的兄弟名叫「雅

各」是名副其實，因名字的意思是「騙子」。不過，這為一己利益的詐騙手法並不是雅各所專有。雅各的子

孫，即猶太人，也有這品格。創世記第 34 章顯示，他們欺騙城市的人，殺了他們和搶走了他們所有的財產。  
 

拿但業是一個真正和誠實的以色列人，一個不懷詭詐的猶太人，他是如此的一個例外，以致當耶穌見到他時便

立刻概嘆說：「看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他心裏是沒有詭詐的。」欺詐的行為可說是世人的一個特徵。我們

在約翰福音 2:24-25 會看到耶穌認識所有人，也認識人的內心。耶穌知道我和我裏面的一切，祂知道我的思

想、動機和心態，知道我甚麼時候會傾向欺騙的行為。所以，我必須讓聖靈改變我的心思、動機和態度。  
 
 

1:51 
問題 6。 「看見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是甚麼意思？ 
筆記。  
 

根據創世記第 28 章的記載，雅各在夢中看見有一個梯子立在天和地中間，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神自

己站在梯子的頂端，正祝福雅各。祂應許雅各說：「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

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裏去，我必保佑你 . . . 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

向你所應許的」(創世記 28:14-15)。  
 

在約翰福音裏，耶穌基督指出這表徵(預表)就在自己身上成就了(相對預表)！耶穌基督是天與地的橋樑！祂是

神與人中間的唯一中保(提摩太前書 2:5)！祂透過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將神與罪人和罪人與神復和了。  
 

耶穌告訴拿但業他會要看見更大的事。這些「更大的事」是指甚麼？門徒觀察到耶穌對人有至高及穿透的知

識 ，祂看進拿但業的內心。從那時開始，門徒將會認識更多耶穌的屬性。尤其是他們會看到祂在十字架上的

死，以及祂如何藉著十字架將天上打開，並且看到不但神親近人，世上萬國的人也被吸引到神那裏，與祂復和 
(約翰福音 8:28; 12:32)。最後，他們會看見耶穌在最後審判的日子，帶著萬有的能力和權柄作審判，然後在新

天新地掌權 (但以理書 7: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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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1 裏一些可行的應用記錄下來。  
思考。 神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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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1 的可行應用例子。 
 

1:22-23. 當別人詢問你，你要讓他們清楚明白你生命的使命和呼召。 
1:29.  將別人投在你身上的注意力轉移到神的羔羊耶穌基督身上。介紹耶穌基督給他們認識。  
1:33.  單一次的「聖靈的洗」的最理想解釋可以在哥林多前書 12:12-13、 約翰福音 3:3-8 和提多書 

3:4-8 找到。「重複的被聖靈充滿」 的教導則記錄在以弗所書 5:18-21。  
1:39.  讓別人能接觸到基督徒的生命和聚會。邀請他們：「你們來看！」 (參見 46 節) 
1:42.  帶領你們的家人歸信耶穌基督。  
1:42.  觀察別人時，不單單看他們是誰，也看他們藉著耶穌基督可成為怎樣的人。  
1:43.  耶穌呼召我們，不單是尊崇祂，也要跟隨祂，作祂的門徒。  
1:44.  與你的朋友分享耶穌基督。舊約的先知都已寫了有關祂的事。 
1:47.  當別人值得欣賞的時侯，就要欣賞他。 
1:49.  思考一下：「你對耶穌的宣認是甚麼？」 
 

2. 約翰福音 1:1-18 的個人應用。 
 

「去看看」是非常重要，所以我經常參與基督徒聚會，以致我能夠看到基督徒是甚麼樣的人和他們做甚麼事。

我希望更多認識耶穌，所以我參加了一個基督徒查經小組(門訓小組)。 
 

耶穌望著彼得，不單是看他那時是怎樣，亦看他將來會變成怎樣。這大大的激勵我，因為耶穌也看我可以做甚

麼及藉著祂的恩典將會成為怎樣的人。這正是為何我期待耶穌基督改變我，成為祂想我成為的人。 
 

第 5 歩。 禱告。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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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輪流為神在約翰福音 1:19-51 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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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別人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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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下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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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1 的查經材料 –  與一位或幾位組員一起做。 
3. 與神的個人時間。安靜的訮讀哥林多前書第 6-8 章，每日研讀半章。 
    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並寫下筆記。 
4. 背誦。 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  (1) 約翰福音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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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神會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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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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