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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式查經

以經文為中心，讓大家都可以參與討論，

發掘經文真理。

1. 觀察

2. 解釋

3. 應用



觀察

上下文

宏觀性；不斷章取義

文體

論述、敍述、詩歌、啓示

背景

文字、歷史、地理、社會；熟讀聖經；利用工具書

歸納主題
你我他、分段、重複字、比較、因果、事件、問答



解釋

承認聖經是神默示的，有連貫性，不互相矛盾

了解神的啓示從舊約到新約有漸進性

留意各卷聖經的特性和宗旨

反覆閲讀，觀察上下文

閲讀時多問爲什麽

以經解經

參考聖經中別處有類似教導的經節

利用串珠聖經



應用

將聖經教導的原則應用到今日的生活情況中

分辨榜樣與精神、教訓與例子

應用的範圍應該包括全人的生活，尤其是内在的價
值觀



聖經

聖經的主要內容是救贖

聖經以創造天地開始，以新天新地結束，在兩次的創造之間，主

要的內容是神對人類的救贖 。

中心人物是耶穌基督

舊約說耶穌（彌賽亞）要來，新約說耶穌已經來了。



神的慈愛

著書年代前後僅約100年

神的公義

著書年代橫跨1500年

啟示錄 (1) 先知書 (5+12)

書信 (13+8) 詩歌書 (5) 

使徒行傳 (1) 歷史書 (12) 

四福音 (4)律法書 (5)

新約 (27卷)舊約 (39卷)



背景

歷史背景

沈默的四百年 ――――――――＞ 施浸約翰，耶穌基督

希臘化（語言、文化） 羅馬帝國（政治勢力、行政系統）

語言

希伯來文：以色列人所用的語言，有22個字母，從右向左書寫，沒有大
寫小寫之分。舊約聖經99%以上由希伯來文寫成。
亞蘭文：閃族語言之一，是亞述、巴比倫、波斯的官方語言。被擄歸回
的猶太人，已改說亞蘭文。
耶穌時期巴勒斯坦一帶，說的話就是亞蘭文。
希臘文：耶穌時代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新約聖經大都由希臘文寫成



希臘帝國



羅馬帝國



社會背景
新約時期約有四百萬猶太人分散於羅馬帝國境
內，其中約有七十萬人住在巴勒斯坦地區。

當時他們最常用的語言是亞蘭文；祭司們則通
曉希伯來文（舊約用希伯來文寫成）。

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奮銳黨、希律黨

地理背景 ＞＞

約旦河、死海 >>

巴勒斯坦 (加利利、撒馬利亞、猶太) >>

加利利海(提比哩亞海、革尼撒勒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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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恆

拿撒勒

撒瑪利亞

猶太

低加波利

約

旦

河

加利利海

死

海

耶路撒冷

加利利





福音

福音就是「好消息」，一個神藉著道成肉身的耶穌，
完成救贖(人類)計劃的好消息。

聖經的中心人物是耶穌基督

四福音書

提供我們四個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人類的救贖主――耶穌基督
在世的３３年半和祂的使命、事工，藉此明白神自創世以來，
對人不變的心意――做神的子民。



四福音合參

私人、少數人一群人、許多人講話對象

猶太、耶路撒冷加利利地點

補充福音同觀福音（符類福音）性質

鷹人牛獅象徵

耶穌是神子耶穌是人子耶穌是神僕耶穌是君王主題

所有的人外邦人羅馬人猶太人對象

約翰路加馬可馬太作者

A.D. 85~95A.D.  60~70A.D. 50A.D. 60~70日期

約翰福音路加福音馬可福音馬太福音四福音



有些神學家將四福音視為四層福音，而非四個
福音，認為四位作者在聖靈的感動下，分別寫
出了啟示的某一方面；而約翰福音所帶給我們
的，乃是對主的最終啟示

福音的史實：起始於 基督生平 Ａ.D.30
記錄於 同觀福音 Ａ.D.60
闡釋於 約翰福音 Ａ.D.90



約翰福音

主題 耶穌是神的兒子

主題經文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
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三16)



約翰福音的作者
約翰福音結束的時候說: “為這些事做見證, 並且記
載這些事的, 就是這門徒” (21:24), 這位門徒就是
“耶穌所愛的門徒” (21:20) 。
耶穌最親密的門徒有三人: 彼得, 約翰, 雅各。在約
翰福音中,  “耶穌所愛的門徒”對彼得說話 (21:7), 
故這人不是彼得。雅各很早就殉道了 (徒12:2), 約
翰福音於第一世紀後期寫成, 故也不是雅各。教會
傳統一致認為 “耶穌所愛的門徒” 就是使徒約翰。

古教父自愛任紐 Irenaeus (A.D. 120-192)起,幾乎
都一致公認使徒約翰是第四本福音書的作者。



愛任紐的見證:
“主的門徒約翰, 也是靠著主胸懷的, 在亞細亞
的以弗所時發表了他的福音。” (闢異端書卷
三, 一章一節)

優西比斯的見證:
“據亞歷山大的革利免所言, 使徒約翰既見外表
的事已經記載於前三本福音書, 就在聖靈的感
動之下寫了一本靈性的福音。”



約翰福音的寫作

寫作年代: 主後 85-95年間。

對象: 世上所有的人。

寫作目的: 作者自己表明了寫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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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二十30~31)



約翰福音的大綱

A.約翰福音 一 １〜１８ 約翰福音之序

B.約翰福音 一１９〜十九４２ 從耶穌的言行顯明祂是神子

1.約翰福音 一１９〜十一５７ 耶穌基督的公眾事工

2.約翰福音 十二１〜十九４２ 耶穌基督的最後一週

C.約翰福音 二十 １〜２９ 從耶穌的死裡復活證明祂是神子

D.約翰福音 二十一１〜２５ 約翰福音之跋



約翰福音的特點

1. 符類福音(同觀福音) 多論及主在加利利的工
作，注重記實和耶穌「人子」的身份，本書
(補充福音)多敘述主在猶大地的工作，注重解
釋耶穌為「神子」的身份。

2. 全書七個「神蹟」中，有五個未記載於其他三

卷福音書中。以耶穌的超越性證明祂的神性。

3. 八篇講論

4. 七個「我是」



約翰福音讀經班 三次上課進度

第一週(3/8)  ：全卷速讀二遍

第二週(3/15)：約一1〜 約十一57
第三週(3/29)：約十二1〜 約二十一25

家庭作業2  (3/15)
1. 為每一個小段落取名―― 標題

2. 記錄每一個小段落的主要 人、事、時、地，以及重複出現的字眼

3. 記錄下不解之處, 嘗試尋求解答並帶到課堂中分享



約二十3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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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誰寫給誰？

事:目的為何？

如何達成目的？

＊神蹟 (兆頭、sign、路標)

＊基督 (彌賽亞、受膏者、猶太人期待的救世主)





西布倫

拿弗他利

加利利

迦百農

拿撒勒

伯賽大

約

旦

河

約

旦

河

登山寶訓的地點
(太5 – 7章)

五餠二魚的地點
(太14:13-21)

在迦拿耶穌變水為酒
(約2:1-11) 迦拿

耶穌的家鄉 -拿撒勒

拿因城

開了伯賽大一個
瞎子的眼睛

加利利

加利利海

低加波利

推羅



加利利海或提比哩亞海是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長約21公里，寬約13公里；總面積166平方公里，最大深度48公尺，低於
海平面213公尺，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一個淡水湖，也是世界上海拔第二低的湖泊（僅次於其南側的鹹水湖死海）。
加利利海其實不是一個海，而是一個湖,只是傳統上稱為海。



希律王國
(主後 6年)

希律腓力二世

敘利亞管轄區

希律安提帕

羅馬巡撫管轄區

推羅

加利利

迦百農

比利亞

猶大

希伯倫

耶路撒冷

耶利哥

撒瑪利亞

大馬色

低加波利
約

旦

河

以土買 (以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