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一个星期 ,第一天: 
请读约翰福音 10:22-25。 
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已经学过耶稣在安息日治好生来瞎眼的。犹太人

不高兴,因为耶稣犯了安息日。他们就审问瞎眼的和他的父母。在这个过
程中,瞎眼的灵性眼睛也给开了: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犹太人却不信,他们
的灵性眼睛瞎了。 
耶稣在第十章开始讲“羊圈的比喻”: 耶稣把牧人跟强盗,贼作比较。犹太
人(法利赛人,文士和其他宗教领导们)像贼和强盗似的:他们的目的是增强
自己的权力,只考虑他们自己。耶稣与他们相反:祂连一次都没有考虑祂自
己。祂只有一个目的:尊敬,顺从天父。天父差祂来世界是为了拯救罪人;耶
稣为拯救自己的羊舍命!耶稣真是好牧人! 
 
耶稣治好瞎眼的,讲“羊圈的比喻”都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发生。 
 
1.耶稣讲'羊圈的比喻'的时候,在耶路撒冷过什么节日? 请看约翰福音
10:22。 
 
2. 这个节日是在哪个季节? 
 
修殿节另一个名字是"chanoeka"(希腊语,意思是:"光"节日)。是个纪念节
日。犹太人纪念什么? 
一位王,名叫 Antiochus Epiphanes IV在公元前 167年亵渎了圣殿。在公元
前 164年 Judas Maccabeus又修圣殿,而且使圣殿洁净了。修殿节是纪念这
个主持圣殿的奉献礼。 
住棚节(看约翰福音 7:2,第二十个星期,第三天)和修殿节纪念的事不一样,可
是过节的方法是一样的。住棚节两个月之后就是修殿节,是在阳历的 12月
25号。修殿节持续八天。 
 
3. 节日时耶稣在圣殿的哪个地方行走? 
 
那地方比较高,而且是有顶子的一个走廊。因为是冬天,所以耶稣可能在这
儿行走比较暖和点儿。 
 
4. 不是耶稣一个人在那里。约翰福音 10:24a说:__________________耶
稣。 
 
5. 他们围绕着耶稣!他们很想知道:“耶稣到底是___________没有?” 
 
6. 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多次明白地说祂是从神来的,祂到世界的目的,祂
是神的儿子: 



请用自己的语言简单地说一说耶稣在约翰福音下面的几章关于自己讲什

么? 
a. 约翰福音 5: 
 
b. 约翰福音 7: 
 
c. 约翰福音 8: 
 
7. a. 耶稣在约翰福音 9:35,36跟生来瞎眼的关于自己说什么? 
 
b. 除了瞎眼的以外,还有谁听见耶稣这些话?(看约翰福音 9:40)。 
  
8. 你看见了吗?耶稣已经给犹太人讲祂到底是谁,讲了好几次。所以耶稣在
约翰福音 10:25a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虽然耶稣告诉他们了,可是__________________(约翰福音 10:25b)。 
 
 
第三十一个星期 ,第二天: 
请读约翰福音 10:25,26。 
1. 虽然耶稣已经说了好几次,说祂是从神来的,是神的儿子,可是犹太人不
信。耶稣愿意不愿意再给犹太人解释一次祂是谁(看约 10:28-30)? 
 
2. 犹太人虽然不信耶稣,可是耶稣还是愿意为自己作见证。耶稣所说的话
显然不能说服犹太人耶稣真是基督。不过,除了耶稣说的话以外,还有另一
件事为耶稣作见证。是什么? 
 
3. 圣经有很多指向弥赛亚的话。我们一起看看吧: 
a. 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请看以赛亚书 35:5,6a。 

•  
•  
•  
•  

这些事在法利赛人和文士面前已经发生了!圣经的预言应验了! 
 
 
 
b. 耶和华预言弥赛亚将做什么?请看以赛亚书 61:1。 

•  
•  
•  



•  
 
耶稣奉父的名所行的事证明耶稣真是那基督。旧约预言基督所行的事和

耶稣所行的事一样。 
 
4. 请看约翰福音 10:26a。耶稣所说的话不能让犹太人信耶稣是基督。那,
他们看耶稣所行的事使他们信耶稣是基督吗? 
 
 
第三十一个星期 ,第三天: 
请读约翰福音 10:26,27。 
1. 耶稣在约翰福音 10:27说:“我的羊______我的声音。” 
 
2.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头一部分也说过这样的话。是在哪个经节? 
 
这就是耶稣的羊的特点:如果我们是祂的羊,能听和认得耶稣的声音! 
虽然犹太人亲眼看见耶稣奉父的名所行的事,他们还是不信,不承认耶稣是
基督。 
 
3. 请看约翰福音 10:26。犹太人为什么不信耶稣? 
 
4. 耶稣这话跟祂在约翰福音 6:36-40说的话意思一样。耶稣在约翰福音
6:37说:“父要_________耶稣人”。这些人是耶稣的羊。耶稣的羊（父赐
给祂的人）必到_______________。到_________________,耶稣总不 
____________(约翰福音 6:37),并且在末日叫他们___________(约翰福音
6:40)。 
 
5. 意思是说:谁不是耶稣的羊就不能信耶稣基督吗?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
耶稣在约翰福音 10:37,38叫这些不是耶稣的羊的犹太人，因祂所行的事
信耶稣,叫他又________ 又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耶稣在约翰福音 3:18很清楚地解释谁属于祂的羊(谁不被定罪),而且谁
不属于祂的羊(谁的罪已经定了)。请解释这个区别。 
 
问题 4,5与问题 6有没有矛盾。没有！ 
两个都对: 

• 天父赐给耶稣人。这些人必到祂那里来,耶稣总不丢弃这些人(约翰
福音 6:37)。 

• 谁选择接待,信耶稣,谁属于耶稣的羊,谁有权柄作神的儿女(约翰福音
1:12)。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人们有时候不一定明白这两个原则怎么能共存。 
保罗在罗马书 11:33,34说: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祂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作过祂的谋士呢? 
 
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神,可是祂的智慧和知识高过一切。我们有责任做我们
那部分:接待耶稣基督,跟从祂,顺从祂!神肯定会负起全部的责任! 
 
圣经描写信和不信的人: 
a. 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亚伯爱并且顺从耶和华,该隐不是。(创世纪 4) 
b. 耶稣的两个门徒:犹大和彼得。他们俩都跟着耶稣,耶稣叫他们俩都为祂
做工 。犹大出卖耶稣,彼得成为教会的基石。 
c.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同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个接
受了耶稣基督,一个讥诮耶稣,拒绝祂(路加福音 33:39-43)。 
 
7. 你选择哪个:信还是不信耶稣基督?耶稣应许信,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得永生,
赐给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等等! 
 
 
第三十一个星期 ,第四天: 
我们昨天发现: 

• 天父赐给耶稣人。这人必到祂那里来,耶稣总不丢弃这些人(约翰福
音 6:37)。 

• 我们有个选择:信或不信耶稣基督。 
 
1. 请读马太福音 24:36-43。第 36节开始说:“那日子”。“那日子”是什
么意思?请看马太福音 24:37。需要的话,请读整个马太福音第 24章。 
 
2. 信或不信的后果完全不一样:在“那日子”一个(信耶稣的)_________, 
一个(不信耶稣的)___________(看第 40,41节)。 
 
3. 区别在哪里?撇下谁?取去谁?(看第 42-44节,需要的话也看十童女的比喻) 
 
耶稣下面的三个比喻都强调警醒预备的重要性。 
4.  请读“忠心和不忠心的仆人”(马太福音 24:45-51): 
请在下面写一下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和恶仆人的区别: 
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恶仆人: 



 
 
 
 
这些区别提醒我们怎么预备好面对人子弟二次回来：我们要像忠心的仆

人一样。 
 
5. 请读“十童女的比喻”(马太福音 25:1-13)。 
a. 我们一直警醒为什么那么重要(注意看第 13节)? 
 
b. 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主要区别是什么(注意看第 3,4,10节)? 
 
 
 
6. 请读“按才受托的比喻”(马太福音 25:14-30)。主人出差去,就把他的
家业按着各人的才干交给他的仆人。每个仆人都知道主人的期望,也知道
他要回来。得到五千和得到两千的仆人跟得到一千的仆人主要区别是什

么? 
 
7. 读了这三个比喻以后,我们都明白耶稣要回来(跟比喻的主人,新郎一
样)。除了天父以外,谁都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要回来。所以我们一直警醒
是非常重要的。 
a. 你考虑:按照这三个比喻，我们怎么能预备好卖努人子弟二次回来? 
 
 
 
 
b. 如果我们信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还需要怕在那日子被撇下吗?请用经节解
释你的答案。 
 
第三十一个星期 ,第五天: 
请读约翰福音 10:27-30。 
1. 我们在第三天学过怎么能认识耶稣的羊,耶稣的羊有什么特点?(需要的
话,看第三天,第一,二个问题和下面的说明) 
 
2. 除了这个特点以外,第 27节还说耶稣的羊另外哪两个特点? 
a.  
b.  
 
3. 除了听祂以外,我们还要做什么? 
 



4. 请看第三十个星期,第三天的课。光听神的话不够。我们除了听“道”
以外,还要做什么?(雅各书 1:22,路加福音 11:28) 
 
5. 耶稣应许跟从祂的人什么?请看约翰福音 10:28。 
 
 
6. 第 28,29节说哪些话,说两次? 
 
7. 你发现一个小小的区别吗? 
a. 约翰福音 10:28说:“谁也不能从_____手里把他们夺去”; 
b. 约翰福音 10:29说“谁也不能从_____手里把他们夺去”。 
 
8. 约翰福音 10:30说:“耶稣与父__________。” 
 
耶稣的手也属于父的手!耶稣的羊（神的儿女）在祂的手里,谁都不能夺去
他们!你不是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安慰吗? 
 
  
第三十一个星期 ,第六天: 
请读约翰福音 10:31-33,39。 
1. 耶稣一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就有什么反应? 
 
2. 耶稣看见犹太人拿起石头来打祂时,耶稣就说什么话?(请用自己的话说
一说) 
 
3. 耶稣给犹太人看许多事。耶稣做的这些事有两个特点(看第 32节): 
a. 
b.  
4. 耶稣在约翰福音 5:36说过:耶稣做的这些事是: 
a. 父_______耶稣的; 
b. 见证耶稣是__________________。 
 
啊呀,耶稣先说天父与祂合二为一;现在又说祂所做的事是从父显出来的。
犹太人真不高兴:不是因为好事拿石头来打耶稣,他们的这个行动有另一个
原因。 
 
5. 那犹太人拿石头打耶稣有什么原因呢? 
 
6. 按照约翰福音 10:33“说僭妄的话”是什么意思? 
 



7. 犹太人以为耶稣说“僭妄,亵渎神的话”(30,32节)。你还记得亵渎神的
人应该怎么惩罚?需要的话,返回约翰福音 5:17,18。 
 
8. 约翰福音 10:39又说犹太人要拿耶稣。可是他们没有成功。你估计,犹
太人为什么没有成功?需要的话,返回约翰福音 7:30。 
 
 
第三十一个星期 ,第七天: 
请读约翰福音 10:34-42。 
因为犹太人认为耶稣说亵渎神的话(耶稣将自己当作神),所以他们拿石头打
祂(约翰福音 10:33)。实际上,犹太人完全不对。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没
有说亵渎神的话,祂的话是真的。耶稣现在证明给犹太人祂没有说亵渎神
的话。 
 
1. 耶稣引用诗篇 82:6。这一节说什么? 
 
2. 诗篇 82:6指向以色列人的审判员。他们的审判不秉公义(诗篇 82:2a)。
耶和华说这些审判员是______,是__________________(诗篇 82:6)。 
他们虽然是神,但是他们要_______,与世人一样(诗篇 82:7a)。 
 
3. 我们看看耶稣怎么用诗篇 82的话来解释“犹太人控告耶稣说亵渎神的
话”是不对的: 
a. 耶稣用经上的话说服犹太人,因为经上的话是__________________(请看
约翰福音 10:35a)。 
犹太人特别重视圣经的话。犹太人为自己尊敬经上的律法而感到骄傲。 
b. 约翰福音 10:35继续说:那些承受神(在诗篇 82:6)说的话的人(以色列人
的审判员),尚且_______________。耶和华把世上的审判员称为“神”。 
c. 耶稣呢?耶稣不是个普通的人: 

• 耶稣是父____________________(约翰福音 10:36a) 
• 耶稣是父差______________________(约翰福音 10:36a) 

若耶和华把世上不好的审判员称为“神”(b),那么父差来的耶稣(c)自称神
的儿子怎么还算是亵渎神的话呢? 
 
4. 耶稣又指向祂___________叫犹太人又知道又明白耶稣在父里面,父也在
耶稣里面(父与子原为一)。 
 
5. 这时犹太人确定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他们明白吗? 
 
6. 他们有什么反应? 
 
7. 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去另外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呢? 



 
8. 这些人也看见耶稣所行的事。感谢上帝,他们的反应跟耶路撒冷的犹太
人不一样。 
a. 他们看耶稣所行的神迹时,就有什么结论? 
b. 结果是什么?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又是复活又是生命。  
 
第三十二个星期 ,第一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1-44。 
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往约旦河外伯大尼去了(约翰福音 10:40)。约旦河外伯
大尼是在“比利亚”地区(不是耶路撒冷附近,犹太地区的伯大尼)。请看地
图。耶稣在“比利亚”地区的时候,有人告诉耶稣说:“耶稣所爱的人病
了”:是拉撒路,马大和马利亚的兄弟。 
两天后耶稣才往犹太去。这个决定不简单,因为那儿的犹太人想要杀耶稣
(请看约 5:18,约 7:32,约 8:59,约 10:31,39)。耶稣知道祂的死亡越来越近。 
 
1. 耶稣准备去犹太的时候，说哪些令人惊讶的话: 
a. 耶稣在约翰福音 11:14先说:“__________________。” 
b. 耶稣在第 15节继续说:“我没有在那里就_________。” 
 
2. 为什么?如果耶稣早一些去了,那么祂能阻止拉撒路的死亡吗?耶稣为什
么说“他没有在哪里就欢喜”?请再来读第 15节,回答这个问题。 
 
3. 你还记得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吗?耶稣把水变成了酒,这个神迹,有什么
结果? 
a. 
b. 
c. 
 
一个结果是:耶稣的门徒信了耶稣。门徒之前不信耶稣吗?不是!意思是:门
徒的信心增强了!耶稣在第 11章要行的神迹也会坚固门徒的信心!门徒已
经亲眼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通过拉撒路的复活,门徒会知道复活
在耶稣,生命也在祂:耶稣掌管着死亡。 
约翰福音第 11章强调:耶稣又是复活又是生命! 
 
耶稣到了犹太的伯大尼时,拉撒路死了已经四天了,他必是臭了。这臭味不
能阻拦耶稣。 
4. 耶稣就对姐妹俩说(约翰福音 11:39):“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石头挪开了,耶稣祷告,然后大声呼叫说:“____________________!” 
 
耶稣一说这话,撒旦(他那时候还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颤抖了!魔鬼没办
法对抗复活和生命在祂里面的耶稣基督!拉撒路立刻就从坟墓出来了!感谢
上帝! 
 



6. 在拉撒路复活后一个星期,耶稣从撒旦手里永远地拿上了死亡和阴间的
钥匙: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将永胜给了我们: 
a. 请读希伯来书 2:14。耶稣要藉着______,________那_____________,就是
魔鬼。 
b. 耶稣已经把死_________!(请看提摩太后书 1:10)。 
c. 耶稣拿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钥匙!(启示录 1:18) 
d. 所以我们不用怕死亡,因为______在耶稣,__________也在耶稣;____耶稣
的人,____________,也必____________!(约 11:25)。 
 
 
第三十二个星期 ,第二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1-3。 
1. 这几个经节关于拉撒路说什么? 
a. 
b. 
c. 
 
2. 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往约旦河外伯大尼去了(约翰福音 10:40,约翰福音
1:28)。拉撒路住在伯大尼: 
a. 这个伯大尼是在以色列的哪个地方?(约 11:7) 
从比利亚走到伯大尼有八到十个小时! 
b. 这个伯大尼离哪个城市近?(约 11:18) 多远? 
 
3. 耶稣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往约旦河外伯大尼(比利亚)去了(约 10:39)? 
 
那儿的犹太人越来越想捉拿,打耶稣。 
 
4. 门徒听说耶稣要回犹太去,就有什么反应?(约 11:7,8) 
 
 
第三十二个星期 ,第三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2,5,约翰福音 12:2,3,路加福音 10:38-42。 
耶稣跟拉撒路和他的两个姐姐有个亲密的关系。 
1. 马大和马利亚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两个姐妹用不同的方法向耶稣表达
他们的爱。请描写区别: 
a. 马大: 
 
b. 马利亚: 
 
2. 你估计:谁是这个家的负责人? 
 



一般来说犹太人家的负责人不是女人,是男人。拉撒路是马大和马利亚的
弟弟,他不负责这家的事。他们的父母说不定死了,所以马大负责家里的情
况。 
 
3. 在路加福音 10:38-42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4. 你估计:耶稣为什么这样来说?工作,为别人做服务不重要吗? 
 
你还记得忠心和不忠心的仆人,按才受托的比喻吗(马太福音 24,25)?我们在
第三十个星期,第五天也发现雇工不顾念羊,因为羊不是他自己的。歌罗西
书 3:23也说:“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
所以我们把工作作得好,像给主作一样,是很重要的! 
虽然我们要努力地工作,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和神的关系。耶稣在这方
面是个好榜样:耶稣经常忙于教训人,治好病人等等。耶稣也常常独自退到
一个安静的地方为了跟祂的父说话!不管耶稣有多忙,祂还是把祷告时间当
作第一! 
 
一个与我们今天学的内容有关的故事: 
有个做木工活的人。他每天都要砍树。有一天,他准备砍好几棵树。一砍
起来,就觉得特别吃力:虽然用力砍,可是进步不大。特别辛苦，结果却不太
好。回家后跟他太太说那天工作上的失败。他太太问他说:“你的斧子怎
么样?最近把它磨了没有？”丈夫回答说:“没有了!事太多了!没时间了!磨
斧子太费时间了!”太太回答说:“怪不得砍树就不行了。明天先磨磨斧子,
再去砍树吧。” 
第二天,他按照太太的建议去做:先铲磨工具,后来再砍树。。。结果砍的树
特别多,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一切顺利多了! 
 
5. 这个做木工活的人像谁?马大还是马利亚?为什么? 
 
我也经常像木工活和马大一样:早晨起来,就考虑那一天需要做什么事。发
现事情太多了,就想:先不用祷告,读圣经,后来再说吧!一忙起来,心里忙乱,就
没时间坐在耶稣脚前听祂的话。不过,有时虽然事情多了,我还是决定先祷
告,读神的话。后来发现:还能做不少事,比我想得还多!神加给了我足有的
力量做那天的工作! 
 
6. 你呢?你每天有时间坐在耶稣脚前听祂的话吗?请考虑这个问题,把这个
事情带到神的面前! 
 
 
第三十二个星期 ,第四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3-5。 
1. 拉撒路的两个姐姐打发人去见耶稣。这人跟耶稣说什么? 
 
你看见了吗?通信员只跟耶稣说拉撒路的情况,没有让耶稣过来医治他。虽
然拉撒路的两个姐姐没有让耶稣过来治好她们的弟弟, 可是我估计她们是
有这个意思,因为她们知道耶稣爱她们。 
2. 我们从马大和马利亚的作法学到什么了? 
 
 
3. 耶稣听说拉撒路的病,就跟门徒说什么? 
 
拉撒路的病显然有目的了! 
 
4. 耶稣说过这样的话: 
a. 耶稣关于生来瞎眼的病的目的说过什么呢(约 9:3)? 
 
b. 请看约翰福音 11:15,40,42,45和第二十七个星期,第三天的课。现在考虑
一下:拉撒路的病怎么能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5. 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有三个结果(请看第一天,第三个问题)。耶稣叫拉撒
路复活也有三个结果。请把这三个结果跟第一个神迹的结果比较: 
 
耶稣把水变成酒:      耶稣叫拉撒路复活 : 
a.         a. (约 11:44) 
 
b. (约 2:11)      b. (约 11:45) 
 
c. (约 2:11)      c. (约 11:4) 
 
 
第三十二个星期 ,第五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5-8。 
1. 虽然耶稣爱马大和她妹子并拉撒路,可是祂没有立刻去她们家。耶稣还
等了_____天才去! 
 
2. 如果神当时不回答我们的祷告,那么我们有怎么样的态度呢? 
 
神让我们多等一等,总是有目的。耶稣这时的等待时间也有目的了! 
 
3. 耶稣非得等_________________不可(请看约 2:4;7:6) 



 
耶稣一听祂父的旨意,就去。在耶稣等的那两天,祂可能也明白了:马大和马
利亚请耶稣回来也就是天父对祂的招唤。神也想让耶稣去犹太,回到想要
杀耶稣的犹太人那儿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间快要到了! 
 
4. 请看雅各书 1:3。 
a. 等待的时间不容易,是______马大,马利亚(和我们)的信心。 
b. 我们信心经过______,就生______________! 
 
我们求神让我们知道祂爱我们(跟祂爱马大和她妹妹,弟弟一样)! 
祈求时我们有个期望的心吧(跟拉撒路的两个姐姐一样)。 
我们求神让我们有忍耐的心,耐心地等待祂的安排! 
 
 
第三十二个星期 ,第六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8-10。 
1. 耶稣决定回犹太的伯大尼,因为祂所爱的人病了。耶稣的门徒不大愿意
回去,因为他们觉得太危险了。他们为什么觉得太危险了? 
 
2. 在约翰福音 11:7-16耶稣说“我们回去吧”(这样的意思),说几次?在第几
节? 
 
耶稣说了那么多次,门徒终于勉强同意再往犹太去。 
 
3. 耶稣第一次提议他们回去时,门徒先说“回去太危险了!我们留在这儿比
较安全!”(约翰福音 11:8)。耶稣怎么回答?(第 9,10节) 
 
 
 
4. 你明白耶稣这个答案吗?你记得耶稣以前说过这样的话吗?是在约翰福音
9:4。请抄写这个经节。 
 
 
5. 白日有多少个小时(约 11:9)? 
 
6. 人在白日走路,就不_______________,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约 11:9) 
 
7. 人什么时候走路,就会跌到吗? 
 
8. 你还记得“白日”是什么意思? 需要的话请返回第二十七个星期,第四天
的课。 



 
耶稣在世界的时候算是白日：耶稣能作神的工。同样，我们在世界的时

候也能作神的工-是我们的白日。我们死了以后，就不能继续为神作工。 
 
9. 虽然黑夜将到,可是白日的十二个小时还没有过去呢。白日时,耶稣必须
作什么? (请看约翰福音 9:4) 
 
我们已经发现几次:敌对的犹太人想要杀耶稣。无论他们想什么阴谋,都没
办法捉拿耶稣。白日时人们就没有权力打耶稣。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是祂
决定什么时候是白日,黑夜从什么时候开始。谁都不能干涉神的计划。 
  
10. 约翰福音 9:3-5和约翰福音 11:4,9,10类似。请把相同的地方写下来: 
a.  约 9:3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约 11:4 “。。。这病是为____________,叫________________。” 
b.  约 9:4 “趁着白日,必须作神的工” 
 约 11:9 “必须_______走路。” 
c.  约 9:4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 
 约 11:10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_________。” 
d. 约 9:5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约 11:9 “。。。因为看见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十二个星期 ,第七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11-16。 
1. 耶稣在第 11节用一个婉转的说法来说拉撒路死了。耶稣用哪个词? 
 
对信徒来说,死亡像睡着似的。。。以后我们要在神的国醒来。 
 
2. 耶稣的门徒明白耶稣这个说法吗? 
 
3. 所以耶稣就明明地告诉祂门徒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虽然耶稣还没有去拉撒路的城市,也没有告诉耶稣,但祂已经知道了:拉撒路
死了!耶稣什么都知道。我们生活中的苦难，心事,家里的矛盾等等。。。
耶稣都知道!神经常藉着这些苦难操练我们,让我们完全依靠祂。 
 
4. 拉撒路的死亡和复活影响了不少人,让他们改变。是谁? 



a. 这是为________的缘故(约 11:15)。 
请看这个星期的第一天:拉撒路的死亡和复活怎么是为门徒的缘故? 
 
 
b. 你考虑一下:除了门徒的信心被增强,还有谁的信仰被坚固了?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见了耶稣所行的事,就________________(约
11:45)。 
 
5. 总的来说,拉撒路的死亡和复活影响到门徒,拉撒路和他两个姐姐,而且很
多其他人;拉撒路的死亡和复活是为________的荣耀,叫__________ _____
因此得荣耀(约 11:4)。 
 
6.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_____________得益处,就是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罗马书 8:28)。 
 



第三十三个星期 ,第一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16。 
拉撒路病了。他两个姐姐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这件事。耶稣不是立刻去他

们的城市（伯大尼）。两天后才去。耶稣的门徒不愿意回去,因为那儿的
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回去太危险了!无论门徒怎阻止织，耶稣还是回去。
耶稣解释说:“黑夜还没有到,还是白日,所以耶稣必须做神的工,包括叫拉
撒路复活。” 
 
1. 门徒终于勉强地回去。多马的心情很不好。他发现耶稣坚持要回去,就
说什么? 
 
多马认为犹太人肯定会杀耶稣。如果耶稣非得回去不可,那门徒也会和耶
稣同死!多马好像比较悲观。 
 
2. 请读约翰福音 20:24-29。在那时,多马的态度怎么样? 
 
3. 你对多马这个态度有什么看法? 
 
 
我们跟多马一样吗？容易看出问题来,有个疑惑的态度吗?我这个人容易看
出问题来,容易着急。每个人都不一样。感谢上帝,无论我们的性格怎么样,
耶稣仍然爱我们!耶稣也爱多马，愿意让多马摸祂的手,探入祂的肋旁,解决
他的疑问。 
 
4. 虽然耶稣帮助多马解决他的疑问，并不是赞成我们可以疑惑神。我听
说:“担心是个罪。”罪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不愿意按神的旨意去做。以
赛亚书 53:6说:“犯罪也就是我们走迷,偏行己路”(请看第四个星期,第一
天的课)。 
请考虑:如果罪的定义是“偏行自己的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依靠自己,不
依靠神的全能”,那么“担心,着急，怀疑”算不算“罪”?请解释你的答
案。 
 
 
5. 无论我们性格怎么样,我们众民当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他面前 
_____________________。神是我们的_____________(诗篇 62:8)。 
 
6. 无论情况怎么样,我们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困难上,而是常仰望_______! 
 
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依靠祂，把我们心事告

诉神,在祂面前倾心吐意。祂了解我们的一切。 
我们求神帮我们多依靠祂,不依靠自己,也不要着急,乃是把所有的事交给祂! 



 
第三十三个星期 ,第二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17-22。 
1. 在巴勒斯坦,人死后的第一天就埋葬了。 耶稣到伯大尼时,拉撒路已经死
了几天? 
 
2. 不同的文化,人们悼念的方法不一样。 
a. 在中国人们怎么为朋友或亲戚悼念呢? 
 
b. 若你朋友的一个亲戚刚刚死了，你觉得怎么能好好地安慰他?安慰别人
难不难?情解释 
 
c. 假如 近失去了一个亲人。别人怎么安慰你?谁的安慰对你 有帮助? 
 
3. 现在看一下犹太人的习惯:拉撒路死了以后,有_____________来看
________________,要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他们怎么做?请看约翰福音 11:33。 
 
马大和马利亚家来了许多犹太人安慰她们姐妹俩，一起悼念拉撒路的死

亡。这时候,他们听见耶稣来了。 
 
5. 马大和马利亚听见耶稣来了。她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a. 马大就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马利亚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马大见耶稣,就跟祂说什么? 
 
7. 马大的这些话表现她有没有信心没有?请解释你的答案。 
 
8. 请读路加福音 7:6-10。耶稣非得出席不可,才能治好病人吗?请解释你的
答案。 
 
 
 
第三十三个星期 ,第三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22-24。 
1. 马大相信耶稣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祂。耶稣就告诉她必然要发
生什么? 
 
2. 马大认为耶稣指向哪个复活? 



 
我们在第十四个星期,第四,五天学过关于“复活”。 
 
3. 约翰福音 5:24说:“听耶稣的话,又信差耶稣来者的,就已经出_____,入
_____了!” 
 
4. 意思是说:谁接待耶稣基督,谁已经复活了,谁现在就出死入生。可是时候
将到。。。某一天。。。会出现什么?(看约翰福音 5:28) 
凡______________________,都要听见祂的声音,就____________。 
 
5. 看马大跟耶稣的话,就知道马大认为耶稣说的复活指向某一天。马大说:
“我知道在___________________,拉撒路必__________。” 
 
马大知道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但耶稣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的时候,
马大没有考虑耶稣现在让拉撒路的身体复活起来! 
 
6. 耶稣在约翰福音 11:39告诉人把坟墓前的石头挪开的时候,马大有异
议。什么异议? 
 
 你不是觉得我们经常跟马大一样吗?我们相信耶稣什么都能行,在祂
没有难成的事。耶稣在任何情况下必然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保护我们。我
们不用着急,可以放心。 
 不过,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反应?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我
们真的相信耶稣在这个困难中必然帮助,保护我们吗?我们真的晓得万事都
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吗(罗马书 8:28)? 
如果耶稣在末日叫那么多人复活起来,那么祂现在叫一个人身体复活起来
应该没问题吧!对不对? 
 这样来说,我们现在的困难耶稣帮我们,救我们也没问题吧! 祂能改变
情况。同意不同意?敢不敢把一切都交给祂呢?这真不简单!罗马书 7:18说:
“立志伪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说得真准确:我们靠自己,
就没办法。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肉体之中的罪
(罗马书 7:25)。 
 我的一个朋友 近告诉我:“我觉得信耶稣很不容易。”我不太明白
她的意思,有点儿糊涂了,因为她信主多年。我们继续谈了以后,我就明白她
的意思:虽然相信,但我们的行动不能完全信靠耶稣。比如说,我们心里相信
祂在困难中帮助我们，可以把心事交给耶稣基督,不用担心，但事实上我
们还是着急,还是要自己控制情况,靠自己解决问题。 
 请花点儿时间把这些事带到神的面前。不管心里有什么问题,什么困
难,请把一切都告诉神,求祂来帮助我们真的信任祂,依靠祂的全能! 
 



第三十三个星期 ,第四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24-26。 
耶稣说“拉撒路必然复活”的时候,意思是祂现在就要叫拉撒路的身体复
活。马大认为耶稣指向末日的复活。马大知道耶稣在末日要把信祂的人

复活得生。我们昨天发现:除了末日的复活以外,还有另一种复活:谁听耶稣
的话,谁信天父,谁现在就出死,入生,谁现在就复活了!  
 
1. 耶稣在约翰福音 11:25对马大说什么? 
 
2. 耶稣在约翰福音已经多次描写祂自己: 
a. 在第六章耶稣说:“我是___________________”(6:35) 
b. 在第八章耶稣说:“我是___________________”(8:12) 
c. 在第十章耶稣说“我是”,说两次:“我是_____________(10:7);我是
________________(10:11)。” 
耶稣的这些特点都重要,可是耶稣关于自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是我们福音的重点,是全约翰福音的主题: 
耶稣又是复活,又是生命!通过耶稣的复活,祂战胜了死亡,把生命赐给我们:
我们(信耶稣的)现在就复活了,在末日祂也叫我们复活得生。 
 
3. 耶稣在约翰福音 5:26说天父的儿子在________有生命! 
耶稣是生命的源头。死亡不能控制生命的源头! 
 
4. 跟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联合起来的人,虽然_______,也必______!(请
看约翰福音 11:25) 
因为和耶稣的关系死亡也不能控制信耶稣的人! 
 
5. 我们怎么能把自己跟耶稣联合起来? 
 
6. 第 25节关于死了的信徒说什么? 
 
7. 第 26节关于活着信耶稣的人说什么? 
活着信耶稣的人死亡只是进入永生的通道。 
 
第三十三个星期 ,第五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26,27。 
1. 耶稣直接问马大说:“你信这话吗?”马大怎么回答? 
 
2. 如果耶稣直接问你这个问题:“_______(填自己的名字),你信这话
吗?”，那么你怎么回答? 
 



3. 请读“耶稣又是复活又是生命”的经节:约 3:16,约 5:24,25,约 6:40,47,约
17:2,约 20:31。请回答下面的问题: 
a. 耶稣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  
 
b. 谁得永生?  
 
c. 这些人什么时候得永生?将来还是现在?  
 
d. 我们什么时候出死入生? 
 
e. 我们的身体什么时候复活得生? 
 
 
第三十三个星期 ,第六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28-32。 
1. 我们已经发现马大和马利亚的性格完全不一样(请看第三十二个星期,第
三天和第三十三个星期,第二天):马大活跃,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马利亚
把注意力集中在耶稣身上。 
虽然两个姐妹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可是她们俩跟耶稣说的一句话是一模一
样的。是哪一句话? 
 
2. 她俩说一样的话,行动却不同。区别在哪里? 
 
3. 马利亚去见耶稣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吗?请解释。 
 
这些犹太人不一定信耶稣基督(请看他们在第 36,37节说的话)。虽然朋友
不信耶稣,可是马利亚愿意在他们面前承认她的主!对马利亚来说承认耶稣
不是羞愧的事。她公开地表达对耶稣的爱! 
 
4. 如果心里相信,可是你把信仰藏在心里,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在单位,朋友
们,亲戚,学校,等等)承认耶稣是你的主,别人都不知道你是个信徒,圣经关于
这样的人说什么? 
a. 请看罗马书 10:9。 
b. 路加福音 9:26。 
 
 
第三十三个星期 ,第七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33-35。 
1. 耶稣看见马利亚与她同来的犹太人都哭,就______________,又  
__________。他们去坟墓那儿时,耶稣_______了。 
 



耶稣的这个行为表示祂有人的感情。耶稣又是神又是人！ 
 
耶稣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周围的人也能感受到耶稣的感情。耶稣为什么
悲伤?看到马利亚和其他犹太人因着死亡的悲伤的眼泪,耶稣想到罪,疾病,
死亡。耶稣知道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快到。 
 
2. 请读约翰福音 12:27。 
a. 耶稣心里_________。 
b. 根据上下文,耶稣的这个感情有什么原因? 
 
3. 请读约翰福音 13:21。 
a. 耶稣心里_________。 
b. 请看上下文来考虑耶稣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情。 
 
耶稣想到祂的死亡心里就忧愁。 
 
4. 耶稣什么时候,在哪儿完全战胜了撒旦? 
 
5. 在那儿耶稣既将一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歌罗西书 2:15)! 
  



第三十四个星期 ,第一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36-38。 
我们在第三十二个星期开始学“拉撒路”的故事。有人告诉耶稣说:“拉
撒路病了。”两天后耶稣回犹太的伯大尼,到想要杀祂的犹太人那地方
去。马大听说耶稣在路上,就出去迎接祂。她妹妹,马利亚,和安慰她的犹太
人先留在家里。耶稣叫马利亚时,她才出来见耶稣。我们看到两个姐妹的
性格完全不一样，但都特别地爱耶稣。 
耶稣看见悲哀,哭泣的马利亚和其他犹太人时,祂也哭了。死亡,眼泪,悲戚
让耶稣想到撒旦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快到了,要战胜撒
旦。 
 
1. 请用自己的话描写犹太人看见耶稣哭了,就有什么反应。 
a.  
b. 
 
2. 耶稣为什么没有阻止拉撒路的死亡呢? 
我们遇到疾病,死亡和其它困难时,是不是也问神这样的问题?神为什么允许
我们遇到困难? 
耶和华的意念,道路非同我们的意念,道路。神的道路________ 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_________我们的意念(请看以赛亚书 55:8,9)。 
 
3. 耶稣当然能够阻止拉撒路的死亡,可是耶和华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
耶和华有什么高过人的道路呢?请用自己的话描写拉撒路的病有什么目
的。需要的话,请看第三十二个星期,第七天: 
 
 
 
第三十四个星期 ,第二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38-40。 
1. 拉撒路有个怎么样的坟墓? 
 
2. 马大可能以为耶稣 后还要看拉撒路。她没想到拉撒路现在能复活。

耶稣却很温柔地告诫马大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耶稣没有说:“你若信,就必看见拉撒路的复活。”耶稣却说:“你若信,
就必看_________________!” 
 
4. 请继续读关于拉撒路的死和复活的故事,然后考虑:凡看见拉撒路的复活,
都必看神的荣耀吗?请解释你的答案。 
 



 
 
5. 这些人都见拉撒路的复活,耶稣行的神迹,可是他们不一定看见神的荣
耀。谁_______,谁才必看见神的荣耀! 
 
 
第三十四个星期 ,第三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41-44。 
1.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给五千人吃饱前,先祝谢(约 6:11)。耶稣叫拉撒路
从坟墓里出来前,先感谢神。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 ______你,因为
______________!”(约 11:41)请在“已经”下加底线。 
 
2. 耶稣还没有向神求什么,就先感谢天父。耶稣知道天父听祂的祷告,是肯
定的,因为天父_____听祂。(约 11:42a) 
 
3. 耶稣大声地祷告,让周围站着的众人听。为什么? 
 
4. 耶稣怎么叫拉撒路复活? 
 
耶稣的话很有权柄。祂的话一出口,拉撒路就复活了! 
 
5. 诗篇 33:9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话有怎样的权柄: 
耶和华说有,_________;命令,_________! 
 
父和子合二为一!父做什么,子也照样做! 
 
一个星期后,耶稣也要死而且复活。但耶稣的复活跟拉撒路的复活不一
样。 
6. 我们现在的身体,拉撒路复活后的身体只是个________的身体(哥林多前
书 15:44),_________的身体(腓立比书 3:21)。这个样的身体还会患病,死
亡。 
 
7. 可是耶稣复活后的身体不一样: 
请读哥林多前书 15:42-44。耶稣复活的身体: 
a. 是___________(42) 
b. 是___________(43a) 
c. 是___________(43b) 
d. 是________的身体(44) 
耶稣复活后的身体不会患病,也不能再死! 
 



8. 哥林多前书 15:22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说:“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 
___________!”我们也会跟耶稣有一样的复活,有个灵性的身体! 
 
9. 腓立比书 3:21怎么说呢?祂要将我们________________改变形状,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谢上帝!耶稣首先死而复活,得到荣耀,灵性的身体。在末日耶稣也叫我们
复活,我们也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和耶稣一样! 
 
10. 哥林多前书 15:20说得很准确:“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
熟的果子。”虽然拉撒路先复活了,耶稣却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你
能解释吗? 
 
 
 
 
 
第三十四个星期 ,第四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45-49。 
1. 看见拉撒路复活的那些人有两种不同的反应: 
a. 多有___________; 
b. 其中也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到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就害怕。为什么? 
a. 
b. 
 
3. 该亚法的地位是什么? 
 
按照摩西的律法作大祭司是一辈子拥有这样的地位并且是世袭的。如一

个人是大祭司,他到死亡以前都是大祭司。死了以后,他的一个儿子继续作
大祭司。 
罗马人改变了摩西的这个律法。有他们指派一个大祭司。该亚法从公元

后 18到 36年作大祭司。 
约翰福音 11:49说:“该亚法在本年作大祭司。”意思不是说罗马人每年
选个新的大祭司。“本年”指的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年!在那一年
该亚法作大祭司，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
神的义。这一年特别重要! 
 
第三十四个星期 ,第五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49-52。 



1. 该亚法（本年的大祭司）开始说话。他为什么认为一个(耶稣)要替百姓
死亡?请看第 50节 
 
2. 该亚法本人都不知道,但他说的这句话很准确。他__________耶稣将要
替这一国死(约 11:51b)。 
 
3. 他这话不是________________(约 11:51a)。 
 
4. 耶稣将要死亡,因祂要将自己的百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太福音 1:21)。 
 
5. 耶稣,神的羔羊,要除去______________________(约 1:29)。 
 
 
第三十三个星期 ,第六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51,52。 
1. 耶稣不但替犹太人这一国死,而且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约 11:52)。 
 
2. 耶稣在约翰福音 10:16说祂另外有羊。耶稣必须领它们来。这些羊喻表
谁?需要的话,请看第三十个星期,第四天的课。 
 
3. 约翰福音 11:52怎么称呼接待耶稣基督的这些外邦人?  
 
4. 现在神的子民都四散了。但耶稣要将他们都___________(约 11:52)。 
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都有神的儿女。耶稣要将他们合成________,归 
_________(约 10:16b)。 
 
第三十四个星期 ,第七天: 
请读约翰福音 11:53-57。 
1. 公会聚集讨论“这个人（耶稣）”,应该怎么办?有什么决定? 
 
2. 马太福音 26:3,4怎么描写公会的这个决定? 
 
3. 耶稣离开敌对祂的犹太人,就退到哪座城? 
 
这座城是个偏僻的小地方:耶稣受难之前还保持平静。 
 
4. 这个逾越节的“风浪”即将爆发。这就是天父的意思。犹太人的这个
逾越节_______了!(约 11:55) 
 



5. 你还记得逾越节是个怎么样的节日吗?请返回第六个星期,第一天的课,出
埃及记 12:14,21-27。 
 
 
 
6. 耶和华安排耶稣钉十字架上 合适的时间是逾越节。请解释。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稣是王。  
 
第三十五个星期 ,第一天:  
请读约翰福音 12:1-19。 
1. 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以后,祂就往哪儿去了?为什么?看约 11:53,54。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又回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约 12：1）。那儿的人很
欢迎耶稣,因祂在拉撒路身上行的神迹，就给耶稣预备筵席。 
筵席上,发生一件特殊的事:马利亚,拉撒路的姐姐,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哒
香膏。她将这香膏浇在耶稣身上:像尊敬王一样。 
人们为耶稣预备筵席并且马利亚赠送贵重的,王室礼物。后来还发生另一
件显著的事:“耶稣荣入耶路撒冷”。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这个消息到处
传播开了。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都很激动。他们认为像耶稣,这样的
人,应该作他们的王!他们就拿着棕树枝热烈欢呼喊着耶稣是王!人们一般用
棕树枝尊敬从战场胜利回来的王。 
 
2. 我们在约翰福音 6:15也看到众人要来____________耶稣作王。 
 
3. 耶稣在第六章行哪个神迹引起了众人的这个反应? 
 
4. 那时候,耶稣知道众人要强逼耶稣作王时,祂就干什么了? 
 
那时候,神所定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耶稣离开了。但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以
后的逾越节耶稣知道时候将到。所以祂让众人做他们必须做的事。 
 
5. 这时候耶稣怎么进入耶路撒冷? 
 
耶稣没有像王骑马进入,乃是骑着驴驹。祂不是普通的王,不是众人想像的
王，但祂就是王。祂作王的路跟人们想的完全不一样。耶稣作王的路不

简单,是通过痛苦和十字架上的死亡。 
 
6. 耶稣在约翰福音 18:36开始和末尾说一样的话:“我的国___________ 
_______!”  
 
7. 因为耶稣说这话,彼拉多在约翰福音 18:37怎样问？“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8. 耶稣回答说:“你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到世间。” 
 
耶稣是王!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关于耶稣强调的那一部分! 



 
第三十五个星期 ,第二天: 
请读约翰福音 12:1-3。 
逾越节六日耶稣前从以法莲回伯大尼。这次是耶稣 后, 重要而且 难

的逾越节。该亚法在第 11章说过的预言将发生。 
1. 该亚法在约翰福音 11:50预言什么? 
 
2. 请读马可福音 14:1,2。祭司长和文士想办法捉拿,杀耶稣，却他们不计
划在节日捉拿,杀耶稣。为什么? 
 
3. 虽然祭司长和文士安排不再逾越节捉拿耶稣,但耶和华早就定好耶稣钉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自己的血, 合适的时间是逾越节。你还记得为什么
吗?请用自己的语言解释。需要的话,请看第三十四个星期,第七天,第六个
问题。 
 
 
约翰福音 12章提到筵席上的一些事情引起犹大出卖耶稣。 
 
4. 约翰福音 12:1-3提到哪三个人? 
 
5. 这三个经节关于这三个人说什么? 
 
 
6. 马大和马利亚都伺候耶稣,但她们的方法不一样: 
a. 马大怎么伺候耶稣? 
b. 马利亚怎么伺候耶稣? 
 
马利亚注重心灵的事,马大注重实际:两个都好,两个都重要! 
 
第三十五个星期 ,第三天: 
请读约翰福音 12:3-5;马太福音 26:12;马可福音 14:3。 
1. 人们在伯大尼给耶稣预备的筵席是在谁的家（马可福音 14:3）? 
 
2. 马利亚的香膏放在怎么样的一个瓶子里? 
 
哪哒香膏是从哪哒花的根部提取的液汁，然后加了一些香味的油，放在

一个窄颈的玉瓶里。使用时极贵的膏会一滴一滴慢慢流出来,免得浪费太
多的香膏。 
3. 马利亚不要一滴一滴地把香膏倒出来,她把膏______在耶稣头上(马可福
音 14:3)。 
 



4. 她不但把膏浇在耶稣头上,约翰福音 12:3说她用膏抹耶稣的_______,马
太福音 26:12说她将膏浇在耶稣__________! 
 
5. 马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头,脚,全身上!膏一滴一滴地出来,就不行!所以她
_______玉瓶(马可福音 14:3)。她把香膏全用完了! 
 
6. 一玉瓶香膏有多少钱(请看约翰福音 12:5)? 
 
7. 工人一天的工资是多少?请看马太福音 20:2。 
 
8. 需要工作多少天才能挣一玉瓶真哪哒香膏的价值?(注意:一两等于十钱) 
 
9. 那么极贵的膏,马利亚全都浇在耶稣身上!屋里就满了______________! 
(约翰福音 12:3b) 
 
这就是马利亚给耶稣的一个充满香气的奉献。 好的, 贵重的礼物也不
够给她的主,耶稣基督! 
 
第三十五个星期 ,第四天: 
请读约翰福音 12:4-6。 
1. 犹大看见马利亚的行为,就有什么反应? 
 
2. 对犹大来说不是香膏,乃是钱被浇在耶稣身上。太浪费了!犹大认为这些
钱应该怎么用? 
 
3. 犹大真的那么关心穷人吗?请解释你的答案。 
 
虽然犹大是耶稣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天天跟着耶稣,却常偷窃指派给穷
人的钱。真不敢相信!犹大违背自己的良心。 
 
4. 若人人忽略神给人的提醒,不顺从良心,心里______,跟法老一样。请看出
埃及记 7:13;8:19;9:35。 
 
5. _________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 6:10)。 
 
这就是撒旦用人的软弱迷惑人,迷惑犹大。贪财使犹大出卖了耶稣。 
 
6. 犹大和用香膏抹主的马利亚区别太大了!犹大将要把耶稣交给祭司长。
他们把多少钱给犹大?请看马太福音 26:15。 
 



7. 请读出埃及记 21:32。若一个奴仆或婢女被牛触了(结果是死了),那么养
牛的人应该把多少钱给奴仆,婢女的主人呢?(一舍客等于一块钱) 
 
所以犹大出卖耶稣的价格跟一个奴仆的价格一样! 
 
 
第三十五个星期 ,第五天: 
请读约翰福音 12:7,8。 
1. 请读申命记 15:11。用自己的话说解释耶和华关于困苦穷乏的弟兄吩咐
我们做什么? 
 
2. 耶稣自己也教导门徒要照顾,关心贫困人。这时候耶稣却接受了马利亚
那么贵重的奉献。为什么? 
 
3. 请读路加福音 10:39。马利亚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利亚仔细地听耶稣的话。她显然明白耶稣快要死了。她知道耶稣死了

以后,就没有机会抹祂的身体。所以她决定提前做: 
4. 马太福音 26:12说马利亚将香膏浇在耶稣身上,是为耶稣___________! 
 
5. 不但犹大批评马利亚,还有谁?请读马太福音 26:8,9。 
 
所以耶稣在约 12:7,8纠正祂的门徒。 
 
6. 耶稣怎么跟门徒解释这个问题？ 
 
 
第三十五个星期 ,第六天: 
请读约翰福音 12:9-11。 
1. 犹太人因为两件事去伯大尼。是哪两件事? 
a. 
b. 
 
 
2. 为了阻拦更多的人信耶稣,祭司长策划了一个可怕的计谋。 
a. 是什么? 
b. 为什么? 
 
跟随耶稣基督不一定简单，会有危险,苦难,冲突。世上很多信徒因信仰被
逼迫,凌辱。虽然有许多困难,神的教会却天天增长。很多人无论遇到什么
困难,也信耶稣基督! 



 
3. 请读约翰福音 7:30,31; 8:30; 10:42; 11:45。虽然犹太人想要捉拿,杀耶稣,
可是也有很多人__________! 
 
4. 请读使徒行传 2:41,47。这是关于头一个教会。教会增长得很快: 
a. 第 41节说:“那一天,门徒约___________________!” 
b. 第 47节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______________!” 
 
5. 意思是说教会没有遇到困难吗?不是!使徒行传 4:1-22描写彼得和约翰在
公会受审。情解释犹太人在第 18节跟彼得和约翰说什么话。 
 
6. 彼得和约翰怎么回答?请看第 19,20节。 
 
 
7. 彼得和约翰的决定有危险,有不好的后果。请看耶路撒冷的教会遇到什
么困难: 
a. 使徒行传 5:17,18,33:  
b. 使徒行传 7:54-60:  
c. 使徒行传 8:1:  
 
8. 虽然头一个教会的信徒经历了很多困难,但他们都从神得到力量忍受痛
苦的折磨。司提反被打时有什么反应？ 
a. 使徒行传 7:56:  
这也就是神为司提反安排的异象，为了赐给他足够的力量。 
b. 使徒行传 7:59:  
 
c. 使徒行传 7:60:  
 
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作下面的祷告? 
神,耶稣基督,求你把像司提反一样的信心赐给我。请赐给我力量忍受任何
痛苦,永永远远跟随你,信耶稣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