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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48 課 
 

1 
禱告 
 

 

組長。禱告並將你的小組和這個有關建立基督教會的課程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啟十九 – 二十二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啟十九 – 二十二）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約翰福音的鑰節］ 
複習約翰福音的鑰節 

 
兩人一組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約翰福音的經文。 
(16) 約十六：8。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17) 約十六：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

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18) 約十六：14。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19) 約十七：15。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20) 約十八：36。 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

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4 
研經（85 分鐘）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的總結 
 
任何一卷聖經書卷的總結都應該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 作者是誰？這卷書是在何時和何地寫的？這卷書有什麼寫作目的？ 
• 這卷書如何分段？可以給整卷書和每一章什麼好標題？  
• 這卷書最重要的教義總論是什麼？ 
• 這卷書最重要的實際教訓是什麼？ 
• 這卷書與我們的時代和國家有什麼相關？ 

 

A. 約翰福音的作者、寫作時期、地點和目的 
 

1. 約翰福音的作者、寫作時期和地點。 
  

作者自稱為“耶穌所愛的門徒”（約二十一：20）。這人就是使徒約翰。他以耶穌的門徒的身分寫這卷書，為

自己所看見和所聽見的作見證。根據主後 170 年的教父愛任紐所說：“約翰福音是約翰居住在以弗所（位於現

今的土耳其）的時候寫成的。約翰福音在主後 70 至 98 年期間寫成，但我們不知道到底是在他被放逐到拔摩島

之前還是之後，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啟示錄寫成之前還是之後。 
 

2. 約翰福音的寫作目的。 
 

約翰福音的寫作目的在約二十：30-31 中陳明了。約翰說他寫這福音書，是要叫他的讀者可以繼續相信（現在

進行時態）耶穌基督是期待已久的彌賽亞（希臘文：Christos），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是神與人之間的中

保，人可以藉着相信祂而得生命。 
 

耶穌基督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可看見啟示（西一：15）。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耶穌基督裏面

（西二：9）。耶穌基督是神榮耀（神的屬性）所發可看見的光輝，也是神本體（本質、真實存在、現實）

（希臘文：hupostasis）的真像（希臘文：charactér）（來一：3）。耶穌基督不但擁有永活神的本性，與神完

全同等，也取了人的樣式，擁有人性。祂進入祂所創造的世界和人類歷史中，藉着祂的人性成為眾人的僕人

（可十：45），最後為罪人受死（腓二：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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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祂升到宇宙中至高的位置（神的寶座），得着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耶穌基督是主”這名 1），並且得

着保證，歷史上萬膝必向祂跪拜，宇宙中萬口必承認祂是“主”（腓二：9 - 11）。因此，約翰說耶穌基督是 
“神”（約一：1），祂取了人的樣式，住在我們的世界和歷史中（約一：14），為要向人顯明和說明那位超

自然的、看不見的、無可測度的神（約一：18）。因此，耶穌基督說祂與父原為一（約十：30），人看見了耶

穌基督，就是看見了父神（約十四：9-10）。 
 

B. 約翰福音的分段和標題 
 

1. 約翰福音的標題。 
 

我想給整卷約翰福音以下這個標題： 
 

“耶穌，基督（彌賽亞），神的道，神的兒子。” 
 

2. 約翰福音的分段。 
 

約翰福音可分成兩部分，就是耶穌公開的事工和私下的事工。 
 

 (1) 耶穌公開的事工。 
這部分由約一至十二組成，可以按着耶路撒冷的兩個節期分成三部分。 
• 約一至六章描述住棚節（主後 29 年 10 月）（約七：2）之前發生的事件。 
• 約七至十章描述住棚節之後發生的事件。 
• 約十：40 至十二：50 描述修殿節（主後 29 年 12 月）（約十：22）之後發生的事件。 

 

 (2) 耶穌私下的事工。 
這部分由約十三至二十一組成。這發生在耶穌在世的最後七個星期期間（主後 30 年）。它可以再分成四部

分： 
• 約十三章描述最後的晚餐。 
• 約十四至十七章講述耶穌在最後的晚餐上的講論和禱告。 
• 約十八至十九章描述耶穌被捉拿、受審和釘十字架期間所受的苦。 
• 約二十至二十一章描述耶穌復活，以及祂復活之後的顯現。 

 

C. 約翰福音的教義總論 
 

約翰福音中包含幾個重要的基督信仰教義，例如： 
 

 (1) 父神差遣耶穌基督 
（約三：17，34-35；四：34；五：23-24；六：29，38，39，44；十：36；十二：44-45；十三：20；十七：

3，21，23）。父神發起救恩。 
 

 (2) 耶穌基督是神 
（約一：1，18；三：31，34-35；五：17-23；六：46；八：19，23，24，58；十：30；十二：44-45；十三：

3，20；十四：7，9，10；十五：23；十七：2，24；二十：28）。聖子成就救恩。 
   

 (3) 聖靈是耶穌基督在地上的中保（代表） 
（約七：37-39；十四：16，17，26；十五：26；十六：13-15）。神的靈實現救恩。 
 

 (4) 重生是神的特權，是得救的第一個先決條件 
（約一：13；三：3-8；六：44，65；十二：32）。 
 

 (5) 相信是人的責任，是得救的第二個先決條件 
（約一：12；三：16，18，36；五：24；六：28-29，35，40；七：38-39；八：24；十二：36，44；十四：1；
二十：29，31）。 
 

 (6) 救恩藉着新生命表明出來 
信心（約三：16）、愛（約十三：34-35）、盼望（約十四：1-3）和順服（約十四：21，23）。 
 

 (7) 神蹟稱為“記號”，因為它們是指向救恩的屬靈現實。 
餅增多的神蹟（約六：1-15）是表明耶穌基督是“生命之糧”的記號（約六：35）。拉撒路從死裏復活（約十

一：38-47）是表明耶穌基督是“復活和生命”的記號（約十一：25-26）。神蹟記號的目的是要喚起和加強人

對耶穌基督的信心（約十二：37；二十：30-31）。 
 

在這一課，我們的講解只限於一個教義總論：有關耶穌基督是神的教導。 

                                                           
1  希臘文：kurios，以及希伯來文：JaHWeH，在出三：14中神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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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約翰強調耶穌基督是神，與父神永遠同在，祂在道成肉身的時候取了人性，而且祂再也沒有把它放下。現

在，耶穌基督擁有神性和人性，直到永遠！可參看手册 2，附錄 8“神和神的兒子的屬性”中的詳細資料。 
 

1. 耶穌基督是神的道（神的話語）。 
 

在說話時，話語用來表達思想，並向別人顯明這思想。同樣地，在約一：1，耶穌基督稱為“道”（希臘文：

logos），因為祂顯明神內在的思想、意念或心，也將神向人顯明出來。耶穌基督是那不能看見的神可看見的表

達（西一：15），因此將全能和滿有榮耀的神以人類有限的話語和有限的存在向人顯明出來。 
 

只有耶穌基督與神同在（約一：1），看見父神所作的事（約五：19），聽見父神所說的話（約七：16；八：

28；十二：49-50；十四：10，24）了解祂的想法，認識祂，也知道祂的計劃（約七：29；八：14，54-55；
十：15；十七：25），從父神那裏領受祂賜給門徒的一切（約十七：7），並且說父神教導祂說的話（約八：

38）。耶穌基督把我們需要知道有關神和神的計劃的一切事情向我們顯明出來。神的先知有許多（他們談論
神，並指向神），但只有一位（耶穌基督）是神的道（以可見的方式將神顯明出來）！耶穌基督是神唯一的話

語，也是神向人最後的話語（來一：1-2）！在人類歷史中，唯有祂表明（詮釋、說明）神的本質（存在）、

話語和作為（約一：18）。在耶穌基督之前只有先知，在耶穌基督之後只有使徒，但除了耶穌基督之外，沒有

其他神的啟示存在！ 
 

2. 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一詞並不是指耶穌是神肉身的兒子，這是一個普遍的誤解。相反，這個詞表達一個思想，就是那

無可測度、不能看見、不能靠近的神親自取了人的樣式，藉着耶穌基督進入祂所創造的世界和人類歷史。 
 

聖經提到四種“兒子”：肉身的兒子、屬靈的兒子、象徵意義上的兒子，以及神的獨生子。可參看手册 2，附

錄 8“神和神的兒子的屬性”中的完整教導。 
 

3. 耶穌基督在自己有生命。  
 

在約五：26，耶穌說：“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這也描述了基督的超自

然、本體論、三位一體和永恆的兒子身分。人和所有別的受造之物並沒有這種“在自己有生命”，因為他們是

被造的，從他們的創造主那裏得生命。唯有父神和耶穌基督擁有這種“在自己有生命”。 
 

唯有父神在本質上擁有這種“在自己有生命”，因為只有祂不是生出來的，也不是被造的。祂在本質上是永活

神，是完全自給自足的。然而，父神在萬古之先就將在自己有生命的特權（權利）賜給聖子。這就是獨生子的

意思了。耶穌基督是生出來的，但不是被造的。生出來是指父神在萬古之先，在創造宇宙和時間之前，就已經

將這種“在自己有生命”的特權賜給聖子。這不是在耶穌道成肉身或受洗時才發生的。這是永恆的作為，也是

聖父與聖子獨一無二的關係的一部分，這種關係在太初就已經存在了。在永恆的秩序上，父神將這種“在自己

有生命”賜給聖子；在暫時的秩序上，聖子將這生命向地上的人顯明出來。在約壹一：2，聖子被描述為那永

遠的生命的體現，這生命“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 
 

4. 耶穌基督是生命和光。 
 

在約一：4-9，耶穌基督稱為“生命”，因為祂擁有神的屬性，祂又稱為“光”，因為祂把神的屬性彰顯、顯

明或以可看見的方式表達出來。“生命”一詞是指神本性的豐盛、神榮耀的屬性，如祂的真理，也就是祂的知

識、智慧和信實，以及祂無所不能的力量、祂無處不在的存在、祂的聖潔、祂的慈愛、祂在萬事上的主權等

等。 
 

當這生命彰顯出來的時候，便稱為“光”！因此，耶穌基督是那不能看見的神及祂榮耀的屬性可看見的表達、

啟示或彰顯。舉例說，我們唯有藉着耶穌基督才能認識和經歷那不能看見的神、祂的生命和祂的慈愛（約五：

21；十四：6；參看太十一：27）。 
 

5. 耶穌基督與父神合而為一。 
 

在約五：17-23，耶穌作出一些關於自己的宣稱。猶太人不是誤解耶穌，而是拒絕接受祂的宣稱。 
 

 (1) 耶穌基督宣稱就神聖存有來說，祂與父神是同等的（約五：17-18）。 
耶穌稱神為祂的父。猶太人馬上就明白，耶穌基督意指這個用詞至高的意思，自稱為神。他們明白耶穌基督宣

稱自己在本質上與父神是同等的。耶穌基督這個宣稱要麼是最邪惡的褻瀆，該被判處死刑，要麼是最榮耀的真

理，該憑信心接受。聖父和聖子擁有相同的本性。 
 

此外，耶穌基督宣稱自己在作為上與父神是同等的。耶穌基督像父神一樣一直都在作工，托住被造的宇宙（來

一：3；西一：17），拯救人脫離罪（賽四十三：10-11；路十九：10；約十：9）。耶穌基督所作的這個宣

稱，正是猶太人想要殺祂的真正原因（約十：28-31）。 
 (2) 耶穌基督宣稱就神的作為來說，祂與父神是同等的（約五：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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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說：“子憑着自己不能作什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才能作。”源於父神的行動在聖子裏顯明出來。子看

到父所指示祂的事，就以祂的話語和作為將父的心意向人顯明出來。子察覺到父的旨意，就在地上實行出來。

有兩個行動是特別強調的：把生命賜給死人和施行審判。 
 

耶穌基督宣稱自己擁有與父神相同的權柄，如今祂要將永恆的屬靈生命賜給屬靈生命已死的人，將來在復活的

時候祂要將不朽壞的肉身生命賜給肉身生命已死的人。耶穌基督也宣稱父神已經將最後審判的權柄賜給聖子，

好叫聖子得着與父神同樣的尊榮！ 
 

 (3) 耶穌基督宣稱就尊榮來說，祂與父神是同等的（約五：23）。 
祂說：“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耶穌基督存心順服以至於

死，父神已經把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賜給祂作為賞賜了。耶穌基督的名超乎一切受造之人的名、超乎一切政治

領袖的名，也超乎一切宗教先知的名！萬膝都要因耶穌基督的名跪拜，萬口都要稱耶穌基督為主（腓二：9-
11）。這樣的尊榮只屬於神（賽四十五：21-23）！因此，當耶穌基督得着這尊榮的時候，神的榮耀並沒有減

少，也沒有給了神以外的另一位。相反，神的榮耀越發加增，因為耶穌基督得着這尊榮“使榮耀歸與父神”

（腓二：11）。無論何時神的兒子被高舉，父神就得榮耀。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叫人可以靠着得救

（徒四：12）！ 
 

 (4) 耶穌基督就神聖存有來說，祂與父神是合而為一的（約十：30-33）。 
祂說：“我與父原為一。”耶穌基督不只是簡單地指出父神和聖子在外在方面是合而為一的，換句話說，祂們

在目標和作為上是合而為一的。祂明確地指出祂們在內在特質和本質上是合而為一的。祂說“我們”，指的是

兩個位格，神聖存有者裏面的兩個內在區別。祂說“原為一”，指的是一個現實（獨立）、一個神聖存有者。

耶穌基督指出，父神和聖子是兩位格，卻是同一個實體。雖然聖經沒有使用“三位一體”這個詞，但它清楚明

確地教導三位一體的教義。聖經中的神顯明自己在本質上是獨一的神（現實、獨立、實體），同時擁有三個不
同位格。 
 

從天上的角度來看，聖經中獨一的永活神顯明自己是一位神聖存有者，擁有三個內在區別： 
• 作為父神，祂是那位在天上，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裏，在受造的宇宙和地上萬民之上的神（提前六：15-

16）。 
• 作為聖子，祂是那位取了人的樣式、進入自己所創造的世界和人類歷史的神（腓二：5-11），   
• 作為聖靈，祂是那位現今活在信徒和基督教會裏面的神（林前六：19-20；弗二：22）。 

 

從地上的角度來看，基督徒敬拜一位擁有三個內在區別的神聖存有者： 
• 基督徒向父神（創造主）禱告（賽六十四：80，祂一家之首）（太六：9；弗三：14-15）為榮耀父神而活

（羅十一：36；林前十：31）。 
• 基督徒藉着聖子認識和親近神（提前二：5）。他們藉着聖子犧牲贖罪而稱義、與神和好，並得蒙救贖（提

前二：6；羅三：24-25；五：9-10）。 
• 基督徒藉着聖靈得力而剛強起來（弗三：16）、成為聖潔或變成神的形狀（林後三：18）。 

 

閱讀太二十八：19、羅八：9-10 和弗三：14-21，看看更多關於聖父、聖子、聖靈合而為一的教導。 
 

約十：30 是非常重要的經文，因為它既提到神的存在裏的合一，也提到在神的合一裏三個不同的位格。 
• 約十：30 駁斥了撒伯流（利比亞人，主後三世紀）跟隨者的錯誤教義，他們主張神的合一，但否認神裏面

三個不同的位格。撒伯流描述聖父、聖子和聖靈只是神的三種顯現方式，就像太陽、它的光和熱是同一個

現實的三種顯明方式那樣。 
• 約十：30 也駁斥了阿里烏（利比亞人，主後四世紀）跟隨者的錯誤教義，他們主張聖子從屬於聖父，但否

認神在本質上的合一。 
在約十：31-33，猶太人十分明白耶穌基督斷言祂與神是完全同等的，因為他們再一次把祂的話視為褻瀆。 
因此，耶穌基督警告猶太人（以及現今的其他宗教）：“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譯按：《新

漢語譯本》譯作“你們若不相信我是，就會死在自己的罪中”）（約八：24）！約八：24 中的“我是”與出

三：14-15 中耶和華表明自己的名是“我是自有永有的”是完全一樣的。相信耶穌基督只是一位天使、先知或

好人是不夠的。除非人相信耶穌基督是祂所宣稱的一切，否則他們必要死在自己的罪中！換句話說，他們肯定

不能上天堂或進到樂園裏，而是必定下地獄！有一點是絕對重要的，就是相信耶穌基督與父神絕對是同等的，

相信祂是那不能看見之神可見的形像，相信祂是出三：14-15 中“我是自有永有的”的可見啟示！ 
 



 
© 2016 “空中門訓” 門徒訓練手冊 8         第 48 課：約翰福音的總結 5 

6. 耶穌基督擁有兩種本性：祂是真神，也是真實的人。 
 

約十四：28-29，耶穌基督說：“你們若愛我，因我到父那裏去，就必喜樂，因為父是比我大的。現在事情還

沒有成就，我預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就可以信。”只有當這節經文不是根據聖經的其餘部分

來解釋時，有些人才會（在沒有任何合理的理據下）認為耶穌不是神或全能的神。他們的結論是錯誤的，因為

當這節經文根據約翰福音的處境來解釋時，顯然耶穌在這裏所指的並不是祂的神性，而是特別指着祂的人性。 
 

父神在什麼方面比耶穌“大”呢？根據約十：30，耶穌是神的獨生子，就祂的神性而言，祂與父神是完全同等

的。這也是腓二：6、西二：9 和來一：3 的教導。但根據約十四：28，作為神和人之間的中保，祂自己也是一
個人，因此，祂作為一個人是在父神以下的。神的神性比耶穌基督的人性大得多！這也是約十：29、林前十

五：28 和腓二：7-8 的教導。 
 

耶穌基督擁有兩種本性：作為神，祂與父神是完全同等的；作為人，祂在父神以下。然而，因為耶穌基督所擁

有的兩種本性從不分開，而且祂從來沒有與父神和聖靈分開，因此，基督徒必須視耶穌基督為“那不能看見的

全能神可見的彰顯”。 
 

舊約和新約明確地教導，耶穌基督是“那不能看見的全能神可見的彰顯”（希伯來文：El Shaddai 的意思是全

能者）。在賽十：20-23，耶和華（希伯來文：JaHWeH），以色列的聖者稱為“全能的神”（希伯來文：El 
Gibor），又稱為“主──萬軍之耶和華”（希伯來文：Adonai JaHWeH Tsibaoth，也就是天上的天使軍隊的

主）。在賽九：6，耶穌基督稱為“全能的神”（希伯來文：El Gibor），在啟一：8，祂稱為“全能者”（在

舊約聖經的希臘文譯本中，“pantokratór”這個字是希伯來文“El Tsibaoth”和“El Shaddai”的希臘文翻

譯）！ 
 

啟一：8 寫道：“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初與終），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經

文的上下文（啟一：7，12）表明，在啟一：8 中是耶穌基督自己在說話，祂所宣稱的就是祂與父是一體的，

是真實的，耶穌基督是完全、完美和永恆的啟示，將神向人顯明出來（西一：15；來一：3）。 
 

因此，任何人（包括所有其他宗教）都不可不尊敬耶穌基督，把祂看為比父神微小的。約五：23 說，人人都

要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父”！ 
 

D. 約翰福音的實際教訓 
 

我們可以從約翰福音中學到許多實際教訓。在這一課，我們只會列出關於福音信息、傳福音，以及通往神那裏

的唯一道路的實際教訓。福音的信息包括五個真理：關於神的真理、關於人的真理、關於耶穌基督的真理、關

於救恩的真理，以及關於在基督裏的新生命的真理。 
 

1. 關於神的真理。 
 

約一：1，14, 18 教導我們，父神藉着聖子把自己顯明出來。約壹一：5 教導我們，神是光；約三：19 教導我

們，光已經來到世間。約四：23-24 教導我們，神是個靈，拜祂的人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約三：16 和約壹

四：8-9 教導我們，神就是愛，神差祂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着祂得永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約六：35-46 教導我們，父神按着祂的權能將人賜給耶穌基督，並以無法抗拒的方式吸引人歸向耶穌基督。 
 

2. 關於人的真理。 
 

約一：10-11 教導我們，世人不認識耶穌基督，也不接待祂。約三：3-8 教導我們，屬血氣的人是失喪的，無法

進入神的國。人必須重生才能得救。約三：16-18，36 教導我們，所有不信的人都是失喪的。他們已經被定了
罪，而且常在神的震怒之下（除非他們悔改）。人必須相信耶穌基督才能得救。約八：21-24 教導我們，凡不

信的，必要死。約九：39-41 教導我們，不認自己的罪的人，在屬靈上是瞎眼的，也是失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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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耶穌基督的真理。 
 

約一：29 教導我們，耶穌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三：14-15 和約十二：23-24 教導我們，

耶穌基督必須死在十字架上。若沒有祂的犧牲贖罪，沒有人能得救。約十四：6 教導我們，耶穌基督是通往父

神那裏的唯一道路，是顯明父神是誰的唯一啟示（真理），也是賜永生的唯一賜予者。約十：7-10 教導我們，

耶穌基督是唯一的門，凡從祂進來的，必然得救。 
 

4. 關於救恩的真理。 
 

約一：12 教導我們，耶穌基督把成為神兒女（地位）的權利，以及變得越來越像神兒女（過程）的權利賜給

所有相信耶穌基督（並藉着接待祂來證明這一點）的人（啟三：20）。約三：16-18 教導我們，凡相信耶穌基

督的人都不再被定罪（參看羅八：1），反得永生，並且從開始到末了都得救（腓一：6）。約六：40 教導我

們，凡仰望耶穌基督，又相信祂的人，必得永生。約八：51 教導我們，凡遵守耶穌基督的道的人永遠不見永

死（即地獄）。約十二：37-46 教導我們，神要每個人對自己的信或不信負責。 
 

5. 關於在基督裏的新生命的真理。 
 

約五：24 教導我們，凡聽和相信聖經信息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審判的時候，必不被定罪，是已經從永死

進入永生了。約十：26-29 教導我們，凡相信耶穌基督的，永不滅亡，沒有任何人能從基督手裏把他奪去。沒

有任何人或任何事能從神手裏把神的羊群奪去。約十：27-28 教導我們，跟隨耶穌基督的人有得救的確據。約

十五：1-17 教導我們，在耶穌基督裏的新生命是透過以下途徑呈現出來：與耶穌基督保持個人關係，並且為耶

穌基督多結常存的果子，使神得榮耀。約十一：25-26 教導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有復活的確據，必在耶穌

基督第二次降臨的時候從死裏復活。 
 

6. 傳福音。 
 

約一：39，43，46 教導我們，要邀請別人“來看”耶穌基督在基督徒當中是誰，並且邀請他們“跟從”耶穌

基督。約四教導我們，永遠不要逼迫別人，而是要贏得他們的心歸信耶穌基督。約四：35-38 教導我們，神需

要不同種類的傳福音者：有撒播福音種子的，也有收割莊稼的。約九教導我們，要關顧全人，包括人們的身體

和靈魂。 
 

7. 通往神那裏的唯一道路。 
 

聖經明確地教導：  
耶穌基督是通往神那裏的唯一道路！ 

• 接待耶穌基督的，就是接待神的（十：40）。 
• 棄絕耶穌基督的，就是棄絕神的（路十：16）。 
• 尊敬耶穌基督的，就是尊敬神的（約五：23 上）。 
• 不尊敬耶穌基督的，就是不尊敬神的（約五：23 下）。 
• 唯有神所賜給耶穌基督的人到耶穌基督那裏去，他總不被丟棄（約六：37，44）。 
• 認識耶穌基督的，也就認識神（約八：19）。 
• 愛耶穌基督的，也必愛神（約八：42）。 
• 信耶穌基督的，就是信神的（約十二：44）。 
• 聽耶穌基督的話，就是聽神的話（約十二：47-50）。 
• 接待耶穌基督的，就是接待神的（約十三：20）。 
• 看見耶穌基督，就是看見神（約十四：9-10）。 
• 遵守耶穌基督的命令和教訓的人必蒙神愛他，神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約十四：21，23）。 
• 耶穌基督將永生賜給神所賜給耶穌基督的人，將神顯明與他們，也為他們祈求（約十七：2，6，9）。 
• 承認耶穌基督的，也承認神（約壹二：23 上）。 
• 不認耶穌基督的，也不認神（約壹二：23 下）。 
• 凡認耶穌基督的，神就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神裏面（約壹四：15）。 
• 凡愛耶穌基督的，也必愛神（約壹五：1）。 
• 凡不常守着耶穌基督的教訓的，就沒有神（約二：9）。 

 

E. 約翰福音的相關性 
 

約翰福音對活在今天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息息相關的。它說明耶穌基督的身分、祂的作為，以及人如

何可以與耶穌基督建立個人的關係。它指出聖靈的工作，以及基督徒應當如何生活。它也教導我們許多有關傳

福音的有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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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禱告（8 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分二至三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其他人祈禱（羅十五：30；西四：12）。 
 

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並建立基督的教會。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約翰福音的總結。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創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和二十八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1) 進入神的國。約三：3，5。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6. 更新你關於建立基督的教會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繼續成長 
 

你已經完成了“空中門訓”的建立教會課程。 
 

1. 靈修。 
 

繼續定時與耶穌基督相交（靈修）。運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參看手冊1，附錄1）。一個很好的方法

是運用讀經計劃（參看手冊 1，附錄2）。繼續在你的靈修時間中記下筆記。 
 

2. 背誦經文。 
 

繼續從你的讀經和研經中選出你要背誦的新經文。定期背誦重要的經文（參看手冊1，附錄5）。繼續每天複習

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3. 研讀聖經。 
 

繼續研讀聖經。選出你要研讀的聖經書卷，並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去研讀那書卷（參看手冊1，附錄4）。

最好先研讀新約中最重要的書卷，然後才研讀舊約中的書卷，因為舊約必須根據新約的啟示來詮釋。參看在 
www.dota.net 電台節目中的聖經書卷簡介。 
 

你可以繼續“空中門訓”的傳揚神的國課程。參看 www.dota.net 上的手冊 9-12，有關神國的本質、進入神的

國，活在神的國，以及在神的國裏服事。耶穌基督論到神國的所有比喻幾乎都在這幾本手册中闡明了。 
 

4. 禱告。 
 

繼續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5. 基督徒團契相交。 
 

繼續與教會中其他信徒聚會（在家中的教會小組或大型的教會聚會）。 
 

6. 結果子。 
 

繼續多結果子，並且果子常存（約十五：5，8，16）。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參看太十：32；彼前三：15-
16）。以各種方式傳揚福音。決意影響你身邊的人，使他們更靠近耶穌基督。 
 

7. 門徒訓練。 
 

繼續跟隨耶穌基督，向祂學習，聽從祂的話（參看太七：24-27）。 

http://www.dota.net/
http://www.dot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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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新的小組 
 

每當你訓練完一群信徒時，要做兩件事： 
 

1. 讓其他人開展新的小組。 
 

向你的第一個門徒訓練小組的成員發出挑戰，讓他們去開展自己的門徒訓練小組。讓他們使用“空中門訓”的

材料。繼續訓練和鼓勵他們。 
 

2. 你自己開展新的小組。 
 

存着禱告的心去考慮揀選新的一群年輕信徒，使他們作基督的門徒。運用整個課程或課程的一部分去訓練他們

。這個“空中門訓”課程包括以下三部分： 
去使人作門徒。    門徒手冊1 至 4，共48 課。 
去建立基督的教會。   教會手冊5 至8，共48 課。 
去傳揚神的國。    神國手冊9至12，共48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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