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是神的儿子。  
 
第一个星期 , 第一天: 
序言: 
1. 我们的主把四个福音给了我们。哪四个? 
a. 
b. 
c. 
d. 
 
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用自己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话和工作。
这三本福音内容大部分一样。马太,马可和路加描写的事件也差不多了。
他们三个人特别指出耶稣是人。约翰福音不一样。约翰指出耶稣是神。 
 
2. 福音是什么意思?  
 
 
希腊语的福音本来的意思是送好消息的那个人得到的工钱。以后他们用

福音这个词来表示'好消息'。比如说:一个人给我一个好消息,我就给他'福
音'(就是钱)。现在福音的意思不太一样:他送给我的好消息就是福音。 
 
3. 你考虑一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写关于什么好消息呢? 
 
 
谁是约翰福音的作者? 
约翰福音这本书哪儿都没有写作者的名字。可是作者来描写他自己。咱

们来一起看: 
约翰福音 13:23 
约翰福音 19:26 
约翰福音 20:2 
约翰福音 21:7,20 
 
4. 这本书的作者怎么描写他自己? 他是耶稣_________的门徒。 
 
所以:这本福音的作者是耶稣基督亲爱的一个门徒。我们看圣经,就发现在
特殊情况下(比如耶稣受难前(马太 26:36-45),登山变像(马太 17)耶稣总是
带三个门徒。是谁?彼得,约翰和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两个就是西庇太的两
个儿子)。 



这三个人,谁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a. 彼得?不是,因为约翰福音 20:2说: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b. 雅各?也不是。雅各后来被希律王杀了。请看使徒行传 12:2。 
5. 如果不是彼得,也不是雅各,那就是谁? 
 
虽然哪儿都没有写这本福音的作者,大家都同意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是约
翰福音的作者。很可能约翰没有说他的名字,因为他想荣耀耶稣基督。 
 
6. 约翰为什么写这本福音?约翰福音 20:30,31很清楚地说这本福音的目
的。请用自己的语言写这本福音的目的: 
 
 
 
第一个星期 ,第二天: 
约翰福音的每一章强调耶稣基督的工作或性格的一方面。约翰福音第一

章的重点是:耶稣是神的儿子。 
 
请读约翰福音 1:1-5. 
1. 请抄写约翰福音 1:1: 
 
 
2. 约翰用哪个词,用了三次? 
 
希腊语用'logos'。Logos 字面的意思是:话。 
 
3. 约翰福音 1:1-5关于'logos'写什么? 
a. 
b. 
c. 
d. 
e. 
 
4. 请读和抄写约翰一书 5:8，在圣灵，水，血加底线。 
 
 
 
希腊语这样写：因为天国有三位作见证:父,'logos',圣灵,这三位也都归于
一。请在父，’logos’,圣灵加底线。 
 
5.请读马太福音 28:19。 
作神的门徒以后,我们归于谁的名给他们施洗? 
 



6. 所以约翰一书说:父,'logos'和圣灵。 
马太福音 28:19说:父,子,圣灵。 
考虑上面的,谁是'logos'? 
 
 
第一个星期 ,第三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5。 
我们今天学习的那一部分是:太初有'logos'。我们昨天发现'logos'就是耶稣
基督。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太初有耶稣基督。 
1. 请读约翰福音 8:58。耶稣对犹太人说什么? 
 
 
2. 请读约翰福音 17:4,5。耶稣基督从什么时候就存在? 
 
 
3. 请钞写启示录 22:13。 
 
 
 
阿拉法是希腊字母表第一个字母;娥梅戛是 后一个字母。所以'我是阿拉
法,我是娥梅戛'意思跟'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一模一样
的。 
 
 
 
第一个星期 ,第四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5。‘耶稣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 
有很多人认为耶稣基督是历史上的一个很好的人。就跟别的历史上的英

雄一样: 比如中国的关公,成吉思汗。如果我们学习他们的生活和历史我们
可以学到不少。同样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生活也能学到很多。可是他们

都不相信耶稣是神。耶稣在世界的时候,人们也不一定很清楚祂是谁。请
读约翰福音 7:40-42。这几节表现大家不清楚耶稣到底是谁。 
 
1.众人以为耶稣是谁(请看马太福音 21:46)? 
 
 
2. 彼得认为耶稣是谁(请看马太福音 16:16)? 
 
 
3. 祭司长和文士在路加福音 22:70问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怎么回答? 
 
 



第一个星期 ,第五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5。你已经把这一篇记住了吗? 
'万物是借着祂(=logos)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logos)造的。' 
创世纪创造世界的历史写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创世纪 1:3)。 
 
1.请钞写诗篇 33:9。 
 
 
2.是谁来创造我们的世界呢? 
 
 
3.请查词典:创造是什么意思? 
 
 
请读约翰福音 1:3,诗篇 33:6,希伯来书 11:3。 
4.世界是怎么创造的? 
这世界是借着___________造成的!!! 
 
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是借着耶稣基督造成的。我们是不是第二天已经发现
'logos'是耶稣基督?我们明天继续学习这一件事。 
 
 
 
 
第一个星期 ,第六天: 
请背下来翰福音 1:1-5。 
请读歌罗西书 1:15-19。关于这一篇,请回答下面的问题: 
 
1. 第 16节先说: 
万有都是__________祂造的, 
然后 16节写的: 
一概都是_________祂造的, 
到 16节 后一部写的: 
又是__________祂造的。 
 
2.神只创造了地上的东西吗? 
 
 
3.祂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创造的了。祂创造哪些看不见的? 
 
 



4.请读歌罗西书 1:17,18。我们 近看了圣经的一节。这一节跟歌罗西书

1:17,18节意思差不多了。我是指圣经的哪一节? 
 
 
 
第一个星期 ,第七天: 
请读约翰福音 1:4-10。 
'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1.请钞写约翰福音 14:6。在我们今天强调的一部分请加底线。 
 
 
 
 
2.那,你考虑一下:如果耶稣基督就是生命, 这对我们为什么特别重要?请读
约翰一书 5:12。 
 
 
3. 耶稣要赐给我们什么(请看约翰福音 10:10)? 
 
 
4.请读约翰福音 1:4。生命是什么? 
 
 
约翰福音的两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生命和光。 
 
 



第二个星期 ,第一天: 
请读约翰福音 1:4-10。 
约翰福音经常叫耶稣'光'或者'世界的光'。 
1.约翰福音 1:4-10写'光',写了几次? 
 
2.光的反义词是什么? 
 
3.耶稣是光。那,你估计'黑暗'是什么（请把第 5节和第 10节比较起来)? 
 
4.天黑了,停电了,我们就点蜡烛...那屋怎么样? 
 
5.一个很亮的屋子出现一道黑暗,那这个屋子会变暗吗? 
 
6.所以哪个强:黑暗还是光? 
 
7.请再读约翰福音 1:5。请用自己的语言解释一下这一节: 
 
 
 
 
第二个星期 ,第二天: 
请读约翰福音 1:4-10。 
1.第 6-9节主题不是耶稣基督,是关于谁? 
 
 
2. 马太福音 3:1怎么称呼约翰? 
 
 
 
3.约翰福音 1:4-10关于约翰说些什么? 
* 
* 
* 
* 
 
4.所以约翰不是那光。如果约翰不是光,那他是什么(请读约翰福音 5:35)? 
 
 
5.约翰是点着的明灯,可是耶稣基督是_____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请填空，读约翰福音 1:9) 
 
 



第二个星期 ,第三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0-14。 
1.约翰福音 1:10用哪个词,用了三次? 
 
约翰福音用‘世界‘这个词,用了 95次了。 
 
2.约翰福音 1:10 怎么来描述耶稣和世界的关系? 
a. 
 
b. 
 
c. 
 
虽然世界是借着耶稣造的,可是世界都不认识祂。 
 
3. 第 10节很普遍地说:世界。第 11节写得比较仔细一点儿。请钞写约翰
福音 1:11。 
 
 
 
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可以是世界和世界的人,可是特别是以色列这个国家
算是'上帝的人,上帝的国家'。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犹太人。耶稣在世
界的时候,以色列就是祂的国家。可是祂自己的人,他自己的地方没有接待
祂了。 
 
4. 以色列不但没有接待耶稣,反而抛弃了祂。请读马太福音 8:34,马可福音
6:3,路加福音 4:28,29;23:18.请钞写 使你感动(觉得耶稣真为我受苦)的那
一篇圣经。 
 
 
 
第二个星期 ,第四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2。 
1.请在下面钞写约翰福音 1:12。这一节那么重要,那么好,咱们把它背会。 
 
 
 
 
我们昨天发现世界,以色列的人都没有接待耶稣基督,他们抛弃他们的救主!
可是第 12节继续说:虽然他自己的人,自己的地方不接待耶稣,可是幸亏也
有接待耶稣基督的人! 
 



2. 耶稣把什么赐给接待耶稣基督的那些人? 
 
3. 谁能做神的儿女? 
有限制吗? 
有什么条件,需求吗? 
 
请填空: 
凡___________________, 就是___________________,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
的儿女。 
 
快到母亲节了。你今年很想对你妈妈表示你的爱。你给她买一个很好,贵
重的礼物。母亲节时,你回老家。进了门,就跟你妈妈说:'给你!' 
为了接到你那么宝贵的礼物,你妈妈应该做些什么?她要做很辛苦的事情才
能接到你送给她的礼物吗?不是!!她接待你送给她的礼物,就行了,对不对?
如果你妈不愿意接待你送给她的礼物,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神赐给我们 宝贵, 贵重的礼物是耶稣基督。祂把祂的独生儿子赐给我
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待神送给我
们的礼物,那么神会觉得怎么样? 
 
 
 
第二个星期 ,第五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2,13。 
1. 12,13节描述给大家谁能做神的儿女。是谁? 
第 12节: 
a. 
b. 
第 13节: 
c. 
 
2. 这一篇圣经不容易理解。第 13节开始说'这等人'。那'这等人'是谁? 
 
 
我们刚才学到接到耶稣,信祂的名的人能作神的儿女。意思是说你和我都
可以作神的儿女。在我们世界通过分娩孩子才能作父母的儿女。这孩子

是从血气生的,从情欲生的儿女。那,我们变成神的儿女,那我们重新从血气
出生吗?不是!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
的,是从神生的。 
 



3.第 13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一个自然的出生,是一个
神圣的出生。我们可以从神那儿得到一个新的,神圣的生活。这样的出生
叫什么(请看约翰福音 3:3)? 
 
 
4. 以西结书 36:26很奇妙地描写这个重生。通过重生神赐给我们什么? 
 
 
5.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请读约翰一书 5:1,头一部分。 
 
 
 
第二个星期 ,第六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4。 
1.请用自己的语言描写'道(=logos=话)成了肉身': 
 
 
2.耶稣,虽然祂是神,祂也成为人了。耶稣又是神又是人。我们相信这个事
实是非常重要的。请读约翰二书:7。我们怎么能认识到一个迷惑人? 
 
 
3.请读约翰一书 4:2。请填空: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 __________________ 来的,就是出于神的。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是从肉身来的,我们就出于神的!! 
 
4.腓立比书 2:7 后一部分怎么说? 
耶稣成为_________________! 
 
5.圣经很清楚地描写耶稣基督具有人的特点。请读下面的几篇圣经。你发
现耶稣基督具有哪些人的特点? 

◊ 约翰福音 4:6说耶稣困乏。因为耶稣走时间长了,祂就累了...跟我们
人一样。 

◊ 约翰福音 19:28说耶稣____________...跟我们人一样。 
◊ 马太福音 26:37,38说就________起来,____________________。 
◊ 路加福音 8:23说耶稣_____________。 

 
6.请读希伯来书 4:15。 
我们的大祭司是谁?______________ 
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什么区别
呢?耶稣没有__________!! 
 



第二个星期 ,第七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4。 
'住在我们中间。' 
1.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耶稣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的哪个名字的意思
是'神与我们同在'?请读马太福音 1:23 
 
 
2. 约翰继续写:'我们见过祂的荣光。约翰和耶稣的其他的门徒亲眼睛看见
耶稣的荣光!。荣光是什么意思?请查词典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意思是:只有神的独生儿子具有这样的,神的荣光。 
 
3. 第 14节中一部分多描写这个荣光。耶稣的荣光是怎么样的? 
 
 
4. 如果一个人充充满满的有真理,那这个人很____________。 
 
耶稣不但充充满满的有真理,约翰福音 14:6说耶稣基督也就是
______________。 
 
5.耶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是什么? 
 
 
恩典是得到你不配得到的东西。 
举例子:我们配得耶稣基督的赦免吗?不配吧...就是恩典。 
你骗我,然后我帮助你借给你钱,你配得我的帮助吗?不配...就是恩典。 
 



第三个星期 ,第一天: 
我们上个星期发现:只有神的独生儿子具有神的荣光。神的荣光特别完美,
特别奇妙。我们住在世界时就不能完全了解祂这个荣光(请读歌林多前书
13:12。意思是说:我们住在世界时,看神就像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那时的精子和我们现在的镜子不一样。是铜镜，这个镜子看起来模糊不

清。可是我们到神那里去,就要面对面地看见祂:清清楚楚的!!)。虽然我们
现在不能很清楚,完全地看见神的容光,可是我们能看见一点儿...神已经开
始显现给我们祂的荣光。今天咱们一起学习神怎么显现给我们祂的容

光。 
 
1. 约翰福音 1:14描写我们通过_____________能认识到神的荣光。 
 
2. 通过神的荣光,祂显现祂是谁: 
a. 请诗篇 19:1;29:9，约伯记 38。通过大自然，我们能认识神的容光，包
括祂是创造万物，全能的神。 
 
b. 约翰福音 1:14显现神的荣光另外两个特点。哪两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请读民数记 20:6。耶和华的荣光向摩西和亚伦显现时,摩西和亚伦站立
都不会站立。这说明了神的容光是那么强烈，充满力量，那么尊贵。  
 
 
3. 请读以赛亚书 6:1-8。以赛亚见神的荣光时,关于他自己说什么? (第 5节) 
 
 
以赛亚亲眼见神的荣光。这个看见差点灭亡了他。通过亲眼见神的荣光

以赛亚意识到他就不配,他是个不洁的人...他本人什么好的都没有。虽然
以赛亚是个先知，在我们人的面前是个义人，可是在神的面前他是个罪

人。 
当你自己发现神的荣光那么强烈,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祂的荣光是全
能的,创造的,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本人是不配的,不洁的。我们没办法站在
祂面前。 
 
4．请读以赛亚书 6:7。感谢上帝,这就是恩典!!请用自己的语言来描写 7节
的好消息: 
 
 
5. 请读罗马书 5:9。我们怎么才称义? 
 
 



感谢上帝!通过耶稣的血,祂在十字架做的工作和祂的复活，我们称义。太
奇妙了!这就是恩典!! 
 
你认识到神的荣光是怎么样了没有? 
你认识到你不配站在神的面前吗? 
你跟神说过你不配,你是个不洁的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才称义吗?如果你
没有跟神这样说过,愿意不愿意这样祷告: 
 
"我在天上的父,因为你的荣光那么完美,我就无法站在你面前。我认识到我
不配,我是个不洁的人。感谢你把你独生子赐给我们。我既靠耶稣基督的
血称义。请原谅我的罪,我要接受耶稣基督。" 
 
 
第三个星期 ,第二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5。 
1. 第 7节和 15节都很清楚地描写约翰的责任。那是什么呢? 
 
 
2. 作见证是什么意思呢?请查词典。 
 
 
3. 请读约翰福音 3:11。请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作见证的意思: 
 
 
4. 请读约翰福音 1:7。 
a. 约翰为谁作见证? 
 
b. 约翰为这个人作见证有什么目的? 
 
 
5. 约翰不但默默地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他也__________说(约翰福音
1:15b)。他喊着说些什么? 
 
 
 
6. 请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这个句子的意思。(需要的话,请看这个课程第一
个星期,第二天)。 
 
 
 
 
 



第三个星期 ,第三天: 
我们昨天发现施洗约翰的责任:他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叫众人因耶稣基督
可以信。 
1. 耶稣离开世界以前把什么责任给祂的门徒了?(请读马太福音 28:18-20) 
 
 
 
2. 耶稣应许他的门徒什么?(第 20节) 
 
 
 
3. 使徒行传 1:8给我们信徒的责任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我们应该在哪儿为
祂作见证? 
 
 
意思说:我们应该哪儿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马太福音也是这样说:耶稣在
马太福音 28:19说(请填空):你们要去,使___________作我的门徒。 
 
4. 耶稣基督应许祂的门徒,祂常与他们同在(马太福 28:20)。 
使徒行传应许我们必得着能力可以作耶稣的见证。我们怎么得着这个能

力?(使徒行传 1:8)？ 
 
 
约翰专门为了作耶稣基督的见证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信徒的责任也是为

光作见证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没有必要用自己的能力作祂的门徒。耶

稣应许我们他常与我们同在。耶稣上天了以后,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得着
能力作耶稣的见证。 
 
5.你为光作见证吗?你今天多想一想:你怎么为耶稣作见证使别人作耶稣基
督的门徒?你先开始对一或两个人说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下面写一或两个
人的名字。求上帝把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得着能力作耶稣的见证。你
可以这样祷告: 
 
"我亲爱,宝贵的耶稣基督,你离开了世界以前,就让我们作你的见证,使万民
作你的门徒。我为_________________祷告。他不认识你。请帮我跟他说
你的好消息。我需要你的能力才能作你的见证。请你把神灵降临在我身

上,我就得着能力跟_____________说你的好消息"。 
  
你经常这样地祷告,每天为你今天选择的那个人祷告。 
 
 



第三个星期 ,第四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6,17。 
1.第 14节说耶稣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第 16节继续说关于耶稣的恩
典。第 16节说:从祂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填空） 
 
 
你再来写一下恩典的定义(请看第二个星期,第七天): 
 
法律和恩典是对立的。 
法律描写大家必须做和不能做的事情。 
恩典的意思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可以免费得到。我们只要做一个事
情:接受它。 
 
2. 第 17节提到两个人。是谁? 
 
3. 一直到第 17节,约翰福音总是说:道(logos)。第 17节初次不用'logos', 它
用什么名字? 
 
4. 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请看马太福音 1:21。 
 
5. 第 17节关于摩西和耶稣基督说些什么? 
______________是借着摩西传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第三个星期 ,第五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8。 
1. 摩西很想看见神。请读出埃及记 33:17,18。摩西跟耶和华对话。耶和华
就跟摩西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 那,摩西求耶和华什么?(第 18节) 
 
 
2. 耶和华怎么回答?(出埃及记 33:20) 
 
 
3. 只有耶稣基督看见耶和华的面。我们已经学过约翰福音 1:1;它就是说:
道(=耶稣基督)与神同在。约翰福音 1:18说我们只有耶稣基督将祂表明出
来。请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这是什么意思(请也要读歌罗西书 1:15)。 
 
 



4. 约翰福音 1:18怎么称呼耶稣基督?  
 
 
"在父怀里的"...这表现神对祂独生子的爱特别,特别的深。 
这也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回父那里去了。 
 
5. 请用约翰福音 1:1-18来填下面的空: 
耶稣与神同在(第___节)。祂到我们的世界来了(第___节)，然后回父那里
去了(第___节)。 
 
 
 
第三个星期 ,第六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9-28 
第 1-18节算是序言。第 19节开始写:"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面"。 
1．这个约翰是谁，施洗约翰还是作者约翰？ 
 
2. 请用几句话来说约翰福音 1:19-28的意思。 
 
 
3. 是谁来问约翰几个问题? 
 
 
4. 这些人问约翰什么问题? 
 
 
5. 约翰不是怎么样的人? 
a.___________________ 
b.___________________ 
c.___________________ 
 
6. 祭司和利未人不满意约翰的答案。如果他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
是一个先知,那他到底是谁? 
约翰怎么回答? 
 
 
7.以赛亚怎么说?(请看以赛亚书 40:3) 
 
 
8.约翰不是道 'logos',而是一个声音。你用自己的语言来描写这个声音说什
么,众人该做什么? 
 



第三个星期 ,第七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9-28。 
1. 在第 25节祭司和利未人又问约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2. 约翰不是来回答他们的问题。约翰说什么? 
 
 
 
约翰这样指向耶稣基督!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耶稣基督上! 
 
3. 约翰关于耶稣说(第 26节):'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 
这关于耶稣说两个事情: 
a.  
 
b. 
 
 
4. 然后约翰说一句话说明约翰特别地尊敬耶稣基督。他说什么? 
 
 
犹太人那时候穿凉鞋。这样的凉鞋就是一种加有扣头,很平的鞋底。有客
人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奴隶的责任来解开凉鞋的扣头。约翰那么高地尊
重耶稣基督,就认为他不配在耶稣面前做这样的工作。 
 



第四个星期 ,第一天: 
请读约翰福音 1:29。 
1. 初次,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在公众前约翰指向耶稣基督,说: 
 
 
 
约翰说的这句话特别重要:是我们福音的重点!你把约翰福音 1:29熟记吧! 
 
在旧约这个期间犯罪的时候,人们就得去看祭司,让他为人做个燔祭。燔祭
是用一种动物,一般来说是一只羔羊。动物被杀死了，为了赦免人的罪。
这个羔羊替罪人死了。约翰在第 29节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
罪孽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燔祭。祂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

了。通过这个工作耶稣永远背上我们的罪孽! 
 
2. 罪孽是什么意思?罪是按自己的旨意去做,不愿意按神的旨意去做。以赛
亚书 53:6怎么说? 
 
 
3. 耶和华对我们的罪孽做什么?(以塞亚书 53:6b) 
 
 
4. 请读以赛亚书 53:5,7。这一部分是个预言。 
 
 
预言是神赐给我们关于将来的消息。在这一篇圣经以赛亚预言关于耶稣

基督的痛楚和舍命。 
 
 
第四个星期 ,第二天：  
请读约翰福音 1:29-34。 
1. 神赐给约翰的任务就是为快要来的基督做准备。可是约翰都不知道基
督是谁。我们刚才读的那一篇圣经就这样说两次。在哪两节? 约翰具体说
些什么? 
a. 第____节,约翰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第____节,约翰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约翰当然认识耶稣这个人。耶稣本来是他的表兄弟。可是约翰都不知道
他的这个表兄弟就是圣经应许的救世主。基督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请看
约翰福音 1:41) 
 



3. 约翰需要神给他一个标志,才能认出弥塞亚。神赐给约翰哪个标志
呢?(约翰福音 1:33) 
 
 
4. 圣灵怎么降下,落在耶稣的身上?(请读马太福音 3:13-17)。 
 
 
 
第四个星期 ,第三天：  
请读约翰福音 1:29-34。 
1. 在这一篇圣经关于耶稣说两个特别重要的事情。29节关于耶稣说什么? 
 
 
我们前天已经发现这句话特别重要:是我们福音的重点!那天鼓励你把这一
节记下来。你还能引用吗?请把约翰福音 1:29钞写一下: 
 
 
 
2. 请读马太福音 1:21. 耶稣来到世界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3. 所以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 除去世人罪孽的。感谢上帝!可是除
了这个好消息以外,第 33节关于耶稣还说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 
 
 
约翰用水施洗为了原谅人的罪,可是只有耶稣基督能把圣灵赐给我们,用圣
灵施洗。 
 
4. 请读使徒行传 1:5,8。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着什么? 
 
 
 
第四个星期 ,第四天：  
请读约翰福音 1:35-42。 
1. 再次日,约翰关于耶稣说的那一句话跟昨天一样。哪句话? 
 
 
2. 请把约翰福音 1:37钞写一下。请在'听见'加底线。 
 
 
 
3. 他们听见这句话的结果是什么? 请在'跟从'加底线。 



约翰上一天和这一天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看哪!神的羔羊。" 约翰说这句
话,说第一次,他的这两个门徒没有什么反应。再次日这两个门徒又听见约
翰说这句话。这时,他们一听,就跟从耶稣基督。他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听见和听见是两回事。有时候能听见,可是没有反应。可是也能细心地来
听见。希腊语用两个不同的词。在这一节用的词意思是:这两个门徒不但
听见,他们也明白约翰说的意思,他们细心地听见。这样听见有一定的反应:
他们跟从耶稣基督。 
 
4. 约翰的两个门徒跟从耶稣。这两个门徒,一个叫什么名字? 
 
 
这一篇圣经没有说到第二个门徒的名字。这不是说作者不认识第二个门

徒。他很可能有心地没有说道第二个门徒的名字。作者这样做过。请看

第一个星期,第一天,第 4和 5个问题。约翰福音的作者哪儿都没有写他的
名字,可是他描写他自己。。。这样我们能知道作者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约
翰, 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的兄弟(请读马可福音 1:19)。大家都认为约翰福音
1:35-37第二个门徒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这会说明他为什么没有说
到第二个门徒的名字。 
 
5. 安得烈和约翰跟从耶稣时,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 两个门徒怎么
回答? 
 
 
6. 耶稣又怎么来回答? 
 
 
7. 约翰很清楚地记得他初次见面耶稣的时间。什么时候?  
 
 
犹太人日出就开始算第一个小时。早晨 6点日出来了。所以你算以下申
正到底是几点了? (6+10=16点) 
 
谁都忘不了他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第四个星期 ,第五天: 
请读约翰福音 1:41,42。 
1.约翰和安得烈以前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现在是跟从耶稣基督。安得
烈一跟从耶稣,就做什么?用自己的语言来讲。 



2. 第 42节说:'耶稣看着他。。。"。耶稣看见西门时,他就一下子也看见西
门的心里,他的灵魂。耶稣就认识了西门的一切。耶稣看见西门的弱点而
且他的强点。一看见西门耶稣做什么? 
 
 
3. 彼得的意思是磐石。耶稣题给西门的名字是'磐石'。'磐石'对你来说表现
什么意思? 
 
 
4. 西门就像个'磐石'似的吗?还差得远!可是他这个新的名字有希望,他在基
督里能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耶稣基督能不能把你,我变成新造的人?请钞写
哥林多后书 5:17。 
 
 
第四个星期 ,第六天：  
请读约翰福音 1:43-50。 
1. 昨天我们发现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约翰和安得烈跟从了耶稣,成为耶稣
的门徒。彼得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下一个门徒是谁?(门徒意思就是学
生) 
 
 
2. 腓力跟从了耶稣以后,去做什么? 
 
 
腓力的行为跟安得烈一样:一跟从耶稣,就告诉别人弥赛亚的好消息。 
 
3. 拿但业的反应跟别的门徒不一样。请用自己的语言来描写拿但业的答
案: 
 
 
拿但业的答案说明他是个了解圣经的一个人。拿但业知道拿撒勒这个城

市不但没有重要性,而且跟要来的弥赛亚没有关系的。圣经说弥赛亚应该
是从伯利恒来的。 
4. 拿但业心里没有信任,有批评。可是耶稣也没有责怪他。耶稣称赞拿但
业。耶稣说什么? 
 
 
5.通过什么事情拿但业才愿意来信? 
 
请读诗篇 139:1,2。耶稣认识你,我的一切。感谢上帝!请把诗篇 139:1,2记
住。 



第四个星期 ,第七天：  
请读约翰福音 1:50,51。 
1. 在第 51节耶稣说的话是个预言。预言是什么?(请看第四个星期,第一天,
第四个问题) 
 
 
2. 耶稣说祂不可能知道关于拿但业的事情的时候,拿但业特别惊讶。拿但
业看这么奇妙,大的事,就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这时应许拿但业什么？ 
 
 
耶稣应许拿但业他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耶稣在第 51节说的预言是关于
更大的事! 
 
3. 第 51节用几个词是为了强调耶稣要说的话就是真话。是哪些词? 
 
 
4. 耶稣这些真话是关于: 
a. _______的天。 
 
b. 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 的使者。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使者。 
 
d. 耶稣怎么称呼祂自己? 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以耶稣应许拿但业他要见比他刚见的更大的事。这个更大的事是关于

一个开了的天：通过耶稣基督他能见神的国，神的荣光，而且也能见人

子和使者中间特别奇妙的关系。 
 
5. 圣经很多地方描写耶稣和使者的关系。请读马太福音 25:31, 26:53 路加
福音 22:43。请钞写你 感动的那一节圣经。 
 



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是人。  
 
第五个星期 ,第一天： 
1. 约翰福音的每一章强调耶稣基督的工作或性格的一方面。你还记得约
翰福音第一章的重点是什么?请看第一个星期,第一天。 
 
 
2. 虽然全约翰福音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约翰福音第二章也描写耶稣
是人。在约翰福音 1:51耶稣怎么称呼祂自己? 
 
 
3. 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这不是说耶稣太遥远,人就够不着祂了。不是!耶稣
和人们打成一片。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耶稣体会到我们
的苦难,软弱。耶稣和我们都受过很多困难,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什么
区别呢?请读希伯来书 4:15。 
 
 
4. 请填空(路加福音 19:10):人子来,为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谢上帝!耶稣愿意寻找世界上的罪人,失丧的人!不管我们怎么样耶稣愿意
拯救你,我! 
 
约翰福音第二章显示耶稣基督,祂具有人的特点。耶稣被请赴筵席。耶稣
愿意接受了这个邀请,参加这个婚事。耶稣跟大家一起庆祝!需要时,祂连把
水变成酒: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奇迹。 
 
 
 



第五个星期 ,第二天：  
请读约翰福音 2:1,2。 
1.耶稣被请赴席了。娶亲的筵席在什么地方? 
 
2.耶稣从什么地方去迦拿?(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请注意：约旦河外伯大尼不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乃是约旦河外边

（在比利亚地区）的伯大尼。 
 
迦拿在北边儿,______________(填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在南边儿。 
意思是说耶稣旅行的路远(走 20个小时的路)。请用绿笔在地图上画一下
耶稣走的路。 
 
3. 在伯大尼出现的三个事情是什么? 
a. 约翰福音 1:2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约翰福音 1:32-3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约翰福音 1:35-5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个星期 ,第三天: 
请读约翰福音 2:1-4。 
1. 耶稣和祂门徒一起去参加娶亲的筵席。在下面请写耶稣基督的五个门
徒的名字(请看约翰福音 1:35-51)。 
 
 
2. 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婚事是个一个星期的活动。他们提前准备好酒。酒
够喝是非常重要的,表示主人的好客。万一酒喝完了,那就特别不好意思。
这件事情真让人丢脸。第三节就是说:'酒用尽了'。是谁首先来发现这个问
题? 
 
3. 耶稣的母亲一发现问题,就做什么? 
 
4.她对耶稣具体说什么? 
 
马利亚很简单地跟耶稣说她发现的问题。她用的话不多。我们向耶稣祈

求也用不了说很多话。我们简单地跟祂说我们的心事,就行了。 
 
 
第五个星期 ,第四天。  
请读约翰福音 2:1-6。 
1.耶稣怎么回答祂母亲? 



2.一听这句话,就会觉得很不客气的。路加福音 2:49-51描写同样的情况:耶
稣告诉祂父母祂应当以祂父的事为念。这个婚事的问题也是这样:不是马
利亚来确定耶稣什么时候做什么,只有天父来确定。耶稣非得等天父的旨
意不可。所以耶稣跟祂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是:神确定耶稣所行
的头一件神迹的时候还没有到!时间快到了,可是耶稣要等祂父的旨意。这
不会被别人,甚至祂自己的妈妈所影响。 
意思是说:耶稣对祂母亲没有礼貌?不是!请看路加福音 2:51:耶稣对祂父母
本来有怎样的态度? 
 
 
3. 耶稣顺从祂父母!可是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更重要,更近。请用自己的语言
来描写父和子中间的关系(约翰福音 5:19)。 
 
 
 
4．耶稣很清楚地把父当做第一。我们自己也把天父当做第一吗?请花点儿
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你可以把心理所有的事,所有的想法对神说:祂了解我
们的一切。请把希伯来书 4:15钞写一下: 
 
 
第五个星期 ,第五天：  
请读约翰福音 2:5-12。 
1.马利亚把问题提出来了。耶稣回答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
有到'。耶稣的母亲被拒绝了,她就放弃了吗?请解释一下你的答案。 
 
 
2. 犹太人有好些古人遗传洁净的规矩。请读马可福音 7:1-5。请在下面写
犹太人用的三个洁净的规矩: 
a. 
 
b. 
 
c.  
 
因为有这样洁净的规矩,每个犹太人家都有石缸。 
 
3. 每石缸容量有多少?(请读约翰福音 2:6) 
 
4. 所以石缸容量的平均有两桶半。一桶有 40升(80斤)。你算一下:耶稣把
多少水变成了酒? 
 



5. 啊呀!酒的数量真不少!数量不少,那酒的质量怎样? 
第五个星期 ,第六天：  
请读约翰福音 2:11。 
有些人关于耶稣基督的青年时期有一些幻想的故事。这些故事比如说:耶
稣跟小朋友们在外边玩儿。这时有一个孩子把石头扔了。石头就碰击在

另外一个小朋友的脖子;小朋友就死了。耶稣一看见了,就把这个小朋友复
活了。 
 
1. 读约翰福音 2:11以后,你怎么知道这个故事肯定不对? 
 
 
耶稣小时候,就没有做什么特殊的奇迹。圣经在这儿很清楚地写:'耶稣把水
变成了酒是祂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2. 约翰用的词不是奇迹,他用什么词呢? 
 
 
3. 你查一下词典:神迹是什么意思? 
 
 
耶稣把水变成了酒是神为耶稣安排的头一个神迹,表现耶稣的荣耀,耶稣的
能力。 
 
4. 可是注意:重点在哪儿?重点在神迹,还是在耶稣基督? 
 
 
5. 所以... 神迹的结果是什么? 
 
 
6. 约翰福音 1:35-51已经说明耶稣的门徒相信祂是弥赛亚,神的儿子。在这
一篇圣经的哪三节呢? 
a. 
b. 
c. 
 
耶稣把水变成了酒,这个神迹增强了这五个门徒的信仰。我们每一个人的
信仰都需要生长!咱们低头祷告求神来增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信耶稣基督,
信得更深,更强。 
 
 
 
 



 
第五个星期 ,第七天：  
请读约翰福音 2:12,13。 
1. 迦拿这个地方位置比较高。耶稣离开迦拿时,就去哪儿? 请把耶稣走的路
在地图画红(第五个星期,第二天那个地图)。 
 
 
2. 迦百农比迦拿低,靠近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水平是海拔 200米。所以
耶稣从迦拿______ 迦百农 去(请填空)。谁跟着耶稣? 
 
 
3. 耶稣的弟兄们叫什么名字?(请看马太福音 13:55) 
 
 
4. 他们在迦百农呆多久? 
 
 
5. 下一个旅程,他们去哪儿?请用黄笔画他们走的路(用第五个星期,第二天
的地图) 
 
 
6. 他们为什么去这个地方? 
 
 
迦百农是在迦拿的北边儿;耶路撒冷在南边儿,跟伯大尼一样。所以耶稣先
从伯大尼(南边儿)去了迦拿(北边儿),走大概 20个小时的路。然后又往北
边儿,去了迦百农,走大概 4 个小时的路。现在耶稣又回南边儿,去耶路撒冷:
走大概 24个小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