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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约翰福音第二章 

 

在这一课里，你将会学到……  
一、迦拿的婚筵 

二、耶稣洁净圣殿 

      三、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一、迦拿的婚筵 

目标 1：请解释耶稣在迦拿的结婚筵席上所行的第一个

神迹的重要意义。 

★ 请阅读约翰福音 2：1-12。 

耶稣和他母亲、以及他的门徒们都被邀请去赴结婚

的筵席。按照当时犹太人的风俗，在筵席上要用来酒款

待客人。但是在这次筵席还没结束，酒就已经用完了。 

耶稣永远是乐于助人的！他的母亲马利亚为了不让

这对新婚夫妇在婚礼筵席上受窘，所以请求耶稣行一个

神迹帮助他们。但是耶稣的母亲并没有权柄吩咐他行这

个神迹，唯有神（天父）才有这个权柄，因为行这个神

迹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 

当时耶稣尚未知道他在世上开始行神迹的时候到

了，神却使他知道现在就是他要在世上开始行神迹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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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了。因此耶稣为了帮助他们解决当时的需要，就将水

变成了酒给他们。可见神的儿子是无所不能的。 

 

1、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产生了什么效果？ 

a) 使马利亚明白了自己的地位很重要。 

b) 耶稣彰显了他的荣耀，因而使他的众门徒都相信

了他。 

c) 耶稣成了新郎的好朋友。 

二、耶稣洁净圣殿 

目标 2：请解释耶稣洁净圣殿的属灵含义（功课）。 

★ 请阅读约翰福音 2：13-22。 

每年神的选民（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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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逾越节。他们献上羔羊是为了纪念从前逾越节的羔羊

曾经救赎他们脱离死亡的事。当时，每一个家庭都必须

宰杀一只羔羊，并将它的血涂在门楣上，那么灭命的天

使就会越过那些门楣上有血的家庭，击杀其他家庭里的

长子（参看出埃及记 12：18-27）。 

这件事预表了耶稣——神的羔羊要拯救那些相信他

的人脱离永远的死亡。因此逾越节是敬拜神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节期。 

 

圣殿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每一个人在那里都应当

虔诚地崇拜。然而耶稣却发现有许多人在那里以宗教的

名誉做买卖，所以耶稣就将他们赶了出去。 

耶稣拒绝行任何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行神

迹完全是为了帮助人的。但是耶稣谈到，有一个 大的

神迹，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他的身体就是神的

殿，因为神住在他里面。那些人要拆毁圣殿，是预表以

后他要在耶路撒冷被杀害，并且第三日他要复活，从坟

墓里出来！只是那些人都不明白他所说的意思。                 

2、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行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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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赶出了做买卖的和兑换银钱的人。 

b) 他去献祭。 

c) 他拆毁了圣殿又重建起来了。 

3、他在圣殿里宣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的道理？ 

a) 他说圣殿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 

b) 他说他要拆毁这个圣殿，三日后再重建起来。 

c) 他说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他将要被杀害，并且

第三日要从坟墓里复活。 

三、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 请阅读约翰福音 2：23-25。  

我们研读这个课程的唯一理由，就是要真正认识耶

稣是谁？并且明白耶稣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在耶路撒冷

有许多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让我们

也相信圣经上所讲述的关于耶稣的事吧！  

许多人口里声称自己是信耶稣的，但是他们却不具

备信耶稣的人所应有的行为。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就是

“道”，那么我们就应该听他的教训；如果我们相信耶稣

就是生命的“光”，那么我们无论到哪里都要顺服他的带

领；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羔羊，那么我们就应该接

受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4、背诵约翰福音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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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1、b）耶稣彰显了他的荣耀，因而使他的众门徒都相信

了他。 

3、c）他说他的身体是神的殿，他将要被杀害，并且第

三日要从坟墓里复活。 

2、a）他赶出了做买卖的和兑换银钱的人。 

4、背诵经文：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

的。”（约翰福音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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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约翰福音第三章 

 

在这一课里，你将会学到…… 

一、耶稣和尼哥底母 

重生 

仰望主得永生 

二、耶稣和施洗约翰 

三、他是从天上来的 

一、耶稣和尼哥底母  

目标 1：请解释重生的意义。 

★ 请阅读约翰福音 3：1-21。 

重生 

★ 请再阅读约翰福音 3：1-13。 

尼哥底母是一位教师，也是一位宗教领袖。他是一

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品德很好的人。他以为他的好

品行可以蒙神喜悦、并且一定可以进入天国。但是耶稣

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耶稣解释说，人有两种生命：肉体的生命和属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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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我们出生在世界上时，就有一个肉体的生命，但

是属灵的生命是从圣灵而来的。我们在约翰福音 1：12

已经读过，凡接待他（耶稣）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

神的儿女（重生），他就成为我们的天父，我们就成为神

的儿女。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 5：17） 

★ 耶稣所说的“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圣经经常

用比喻形容许多不同的事物。这里的“水”字乃是指神

的“道”而言，因为它有洁净罪孽的意思（请参阅约翰

福音 15：3）。神的“道”也是救恩的一部分。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

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提多书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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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约

翰福音 15：3） 

属灵的洁净就是听神的话（道）和遵守神的话。当

耶稣说人要藉水重生时，我们相信他的意思是指：人要

藉着听神的话（道）、并且相信和遵守神的话语而得洁净。 

1、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了什么话？ 

a) 他可以藉着他的好行为进入神的国。 

b) 若不藉着重生，没有人能见神的国。 

2、“重生”是什么意思？ 

a) 是藉着相信耶稣、并接受他作救主而重生，成为

神的儿女。 

b) 死后再投胎变成另一个人。 

c) 就是藉着水接受洗礼。 

仰望主得永生 

★ 请再阅读约翰福音 3：14-21。 

有一次，以色列人犯了罪，因而遭受火蛇咬的刑罚。

但神爱他们，于是吩咐摩西造了一只铜蛇挂在木杆子上，

使每一个人都能看见它。凡被火蛇咬的，只要抬头仰望

这铜蛇就必被救活。那些不仰望这铜蛇的人都死了。 

所有的世人都违背了神，并且都被定了罪，因此人

人都有一死。但是神爱我们，所以差遣他的儿子耶稣降

世，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替我们而死。耶稣被举

起钉在十字架上，就如同铜蛇挂在杆子上一样。凡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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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人——就是信靠他名的人，就可以从罪恶的刑罚

中（被蛇咬）和魔鬼的辖制下被耶稣拯救出来，得着医

治，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凡不相信耶稣的人必死在罪

恶之中。 

3、背诵约翰福音 3：16，这是圣经中 宝贵的金句。 

4、神爱我们的 大的证据是什么？ 

a) 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 

b) 他赐给我们生命。 

c) 他垂听我们的祷告。 

二、耶稣和施洗约翰 

目标 2：请描述施洗约翰认为耶稣是谁（他是怎样看耶

稣的）。 

★ 请阅读约翰福音 3：22-30。 

原先常去听施洗约翰的教训的人，如今都离开他去

跟随耶稣，并且听从耶稣的教训了。许多施洗约翰的门

徒都转去跟随了耶稣，但他毫不反对，因为神差遣他先

来是要让他作耶稣的开路先锋，将耶稣的事先告诉众人。

因此当众人撇下他去跟随耶稣时，他反而觉得非常快乐。 

施洗的态度和话语显了他是一位谦卑而不自私的

人，他的话语成为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施洗约翰承认在

他自己的生命中，耶稣的地位比他自己更为重要。施洗

约翰如此宣称说：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辅音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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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背诵约翰福音 3：30。 

6、祷告求神帮助你，让耶稣在你生命中的位置一天比一

天更重要。 

三、他是从天上来的 

★ 请阅读约翰福音 3：31-36。 

在这一段经文中，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告我们：耶

稣乃是从天上来的神的儿子，他比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伟

大，万有都不及他那么伟大；神要将丰盛无限的圣灵赐

给耶稣并且充满他；神爱他的儿子耶稣，就将超乎万有

的权柄赐给了他。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

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 3：36） 

在本章中有许多经节都谈到：永生的意思并不是活

在世界上永远不死。永生指的是神那无始无终的生命，

也就是耶稣的生命。虽然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他

的生命并未终止，他已复活，并从坟墓里出来了。他永

远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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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就能够得到永生。

虽然我们的身体会死，但是我们的灵魂必定

会回到神那里与他永远同在。凡信靠耶稣的

人就如耶稣的身体一样，有一天要从死里复

活享受永生。 

 

7、如果我们不接受神藉着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将会怎么

样呢？ 

a) 也许藉着水的洗礼，我们可以得救。 

b) 也许我们死后就可以得救。 

c) 得不着永生，并且神的震怒常在我们身上。 

8、如果我们接受神藉着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将会怎么样

呢？ 

a) 我们的身体永远不死。 

b) 我们的身体虽然会死，但是我们的灵魂要回到神

那里与他永远同在。 

c) 我们的身体永远不会从死里复活。 

9、为你的那些还未信耶稣的亲友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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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4、a）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 

1、b）若不藉着重生，没有人能见神的国。 

7、c）得不着永生，并且神的震怒常在我们身上。 

2、a）是藉着相信耶稣、并接受他作救主而重生，成为

神的儿女。 

8、b）我们的身体虽然会死，但是我们的灵魂要回到神

那里与他永远同在。 

第 6题及第 9题：你自己的回答。 

第 3题及第 5题： 

背 诵 经 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

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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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约翰福音第四章 

     

在这一课里，你将会学到…… 

一、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 

二、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 

一、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 

目标 1：解释耶稣怎样成为赐给这个女人的活水。 

★ 请阅读翰福音 4：1-42。 

在耶稣的家乡，许多人都轻看撒玛利亚人，但耶稣

爱每一个人。他对待富人、穷人和不同种族的人都一样。 

撒玛利亚妇人与尼哥底母是大不相同的人，尼哥底

母虽是一个好人，但是也必须信耶稣才能得永生。而这

位妇人并不好，耶稣知道她是一个坏女人，可是耶稣愿

意拯救她。她与尼哥底母同样都是信耶稣得救。 

耶稣使她知道唯有他能赐生命的活水，满足她属灵

的饥渴。在约翰福音中（生命）二字，至少用了 36 次以

上，（永生）二字用了 17 次。我们已经学过（生命在他

里头）（约翰福音 1：4）；凡信耶稣的人就得（重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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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永生）。（约翰福音 3：5，15，16，36） 

 

耶稣将生命的活水赐给凡接受他的人（约翰福音 4：

14）。 

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述他们自己的风俗和敬拜神的方

式。耶稣说敬拜的地方和敬拜神的方法并不重要， 重

要的是要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单靠成为小组的组员和遵照宗教的敬拜仪式并不不

能讨神的喜悦，只有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才能使神的心

得满足。诚实的敬拜是按照圣经上的教训来敬拜神，以

心灵的敬拜就是用虔诚的心顺服圣灵的引导来敬拜神。 

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知道耶稣并不是一个平常的

人，因为他将她过去所做过的事都说出来了。当耶稣告

诉她，他就是神所应许要差来的那位救世主时，她就信

了。她跑回自己的村庄，将耶稣的事告诉了大家。当她

告诉他们弥塞亚已经到了他们本城，他们就急忙跑到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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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来拜见他。耶稣与他们同住了两天，教导他们救恩的

道理。众人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我们每个人信耶稣，都必须亲自接触到他才可以。

这些人 初是由那位妇女口里听到了耶稣的事，但是这

不够。也许你已经从你的父母，或者是牧师，或者是一

位朋友那里听到过耶稣的事，但只是从人那里听到或者

是读到的事是不够的，你必须藉着祷告亲自接触到他并

且相信他，接待他作你的救主才可以。 

1、背诵约翰福音 4：24 节。 

2、在撒玛利亚与村民同住两天，教导他们救恩的道理以

后，他们众人对妇人怎样说呢？ 
a) 他是一个好人，他会给人水止渴。 
b) 他就是救世主。 
c) 他是一位先知，他明白一切的事。 

3、怎样信耶稣才是神所喜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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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必须自己相信耶稣并接待他做救主。 
b) 要由基督徒的父母所生。 
c) 要由牧师或朋友处听耶稣的事。 

二、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 
目标 2：解释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之事如何显明了他的

主权。 

★ 请阅读约翰福音 4：43-54。  

你曾经求耶稣医治过什么人吗？有一位大臣求耶稣

医治他的儿子。耶稣并没有到那个孩子的面前，他仅仅

告诉那位父亲说回去吧，你的孩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

说的话，就回去了。那孩子果然痊愈了。 

耶稣今日仍有同样的能力，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

我们藉着祷告并且信耶稣的话，我们的疾病也能得到医

治。 

4、耶稣用什么方法医治大臣的儿子？ 
a) 他给他们很多药。 
b) 他用法术医治他。 
c) 他说，你的孩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孩

子就痊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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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2、b）他就是救世主。 

4、c）他说，你的孩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孩

子就痊愈了。 

3、a）必须自己相信耶稣并接待他做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