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第一季裝備課程 約翰福音課程進度表
1/21-3/25 9:45 - 11:05 am

這是一卷屬天的福音書, 表明耶穌基督的身份是由天降下, 道成肉身的神子, 祂是舊約
彌賽亞預言的應驗, 也是啟示錄中所等候再來的彌賽亞. 耶穌基督藉著祂所行的神蹟與
祂所講論的來啟示祂是生命之道, 世人應如何回應? 將由此書看聖子、聖父、聖靈與世
人的關係, 耶穌基督與猶太節期的預表, 由神蹟中認識耶穌基督是誰¸並領受神蹟中的
醫治, 要叫我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我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
命, 成為耶穌的跟從者向世人作見證。
（劉梅蕾師母主講）
日期

內容

1.

1/21

A. 簡介/基督是誰?

2.

1/28

B. 耶穌公開的服事
主所行的神蹟

地點
猶大

2/4

主所說(講論)的
--重生/活水

4.

2/11

主所行的神蹟—38 年癱子

經文
約 1:1-51

約 2:1-12,
加利利/迦拿

--水變酒/大臣之子
3.

節期

約 4: 46-54
逾越節

猶大

約 3:1-31

撒瑪利亞

約 4:1-42

耶路撒冷

一個節期

約 5:1-47

主所說(講論)的—聖子與聖父
5.

2/18

主所行的神蹟—

加利利

約 6:1-15

5 餅 2 魚/海上行走
主所說(講論)的—生命之糧
6.

2/25

主所說(講論)的—世上的光

約 6: 22-7:1
猶太

住棚節

約 7:1-9:41

修殿節

約

伯大尼

逾越節

10:1-12:50

耶路撒冷

逾越節

約

主所行的神蹟—生來瞎眼的
7.

3/4

主所說(講論)的—好牧人
主所行的神蹟—拉撒路復活
耶穌基督與猶太節期的預表

8.

3/11

C. 耶穌對門徒的服事—為門徒洗腳
預告自己的離開/葡萄樹與枝子

13:1-14:15
約 15:1-16

9.

3/18

分離的禱告

耶路撒冷

D. 耶穌的受難與復活

逾越節

約
15:26-17:26
約
18:1-20:31

10.

3/25

E. 愛與跟隨/直等我來

提比哩亞海

約 21:1-25

約翰福音
第一講

簡介/基督是誰?

劉梅蕾師母

一. 作者: 據教會傳統, 此書是在主後九十年, 使徒約翰晚年在小亞細亞的
以弗所所著, 當時教會深受希臘哲學的影響, 對耶穌肉身的降生
產生質疑,而當時的使徒大都殉道, 約翰是使徒中活得最長的將所
看所聽親手所摸的生命之道見證出來. (徒 12:2; 可 3:17;約 21:24)
二. 約翰福音與四福音:
1. 福音的歷史書—都是記載耶穌基督,但卻不是傳記
基督是那四個臉面的人子
是那四個臉面的人子(結一: 4-10，10:14，20)
馬太福音：獅子－以獅子的特點表明耶穌是君王
馬可福音：牛－以牛的特質表明耶穌是受苦的僕人
路加福音：人－以人的一面表明耶穌是憐憫的救主
約翰福音：鷹－以鷹的特質表明耶穌有屬天的神性
2. 選擇性的記載: 約 20:30-31, 21:25 : 記載主所說的,主所行的
3. 著重點在基督耶穌的死(有 1/3 的篇幅都與基督的受死有關)
4. 同觀(符類)福音: 馬太,馬可,路加
它們描述耶穌生平的大綱大都相同(家譜,出生…)
獨特的約翰福音: 是由屬天的⻆度記載 (太初有道…)
所記載的 92% 是獨特的資料, 所記主復活前的 7 個神蹟,有
五個是其他福音書所沒有記載的!
三. 目的: 約翰福音 20:30-31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 但記這些事、要
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
得生命
四. 分段大綱
A. 前言: 道成肉身 (1:1-18)
B. 耶穌公開的事奉(1:19-12:50)
C. 耶穌對門徒的教導(13:1-17:26)
D. 耶穌的受難與復活(18:1-20:31)
E. 愛與跟隨/結語: (21:1-25) 直等我來

基督是誰?
一. 基督的神格(1:1-18，創 1:1-3, 來 11:3)
道: Logos, The Word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生命在祂裡面, 生命是人的光
光是真光
道成肉身
父懷裡的獨生子
二. 施洗約翰是誰? (1:19-34)
1. 施洗約翰從神所差來的
2. 為光作見證
3. 修直主的道路
4. 不是基督, 不是那先知, 不是以利亞
5. 用水施洗為要叫祂顯明給以色列人(1:31)
6. 宣告”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7. 證明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1:32-34)
--看見聖靈降下住在誰身上 (創 8:11，賽 11:2)
三. 耶穌基督
基督?(希臘文) 彌賽亞(1:41)(希伯來文)=受膏者
舊約中的應驗
恩典和真理由他而來 1:17
救世主 4: 25,29,42
大衛的後裔 7:41-42
舉起的人子 8:28, 12:34
神的兒子 11:27, 20:31
永存的 12:34
事情成就(預言的成就者)13:19
不信基督就死在罪中 8:24
認基督的要被趕出去 9:22
永生 17:3
啟示錄中的基督
世上君王的元首 啟 1:5
基督的國要存到永永遠遠 啟 11:15
權柄 12: 10
我們要與基督一同作王 啟 20:4,6

第一講作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背頌經文：約 1:14
1. 道成肉身對我的意義如何?

2. 當施洗約翰宣告”神的羔羊”時, 帶來怎樣的結果?(約 1:35-42)?

3. 我清楚自己在神工作中的⻆色嗎? 從施洗約翰的身上我學到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