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生平」讀經導讀

本導讀是供弟兄姐妹讀「基督生平」 的輔輯。由中心同工所設計，盼望對弟兄姐妹讀經
有所助益。

壹.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全書分段
A. 天國的王 (1: 1-2: 23)
B. 天國事工的開始 (3: 1-4: 25)
C. 天國子民的律例與典章—登山寶訓—第一篇講論 (5: 1-7: 29)
D. 天國的擴展 (8: 1-9: 38)
E. 天國國度開展的使命與囑咐—第二篇講論 (10: 1-11: 1)
F. 天國面對的誤解與抗拒 (11: 2-12: 50)
G. 天國的比喻—第三篇講論 (13: 1-53)
H. 天國在地上所引起的各種反應 (13: 34-16: 20)
I. 天國的道路 (16: 21-17: 27)
J. 天國子民相互的關係—第四篇講論 (18: 1-35)
K. 屬天道路的先鋒—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19: 1-20: 34)
L. 屬天道路的先鋒—在耶路撒冷 (21: 1- 23: 39)
M. 天國的王再度降臨時所須的準備—第五篇講論 (24: 1-25: 46)
N. 天國的王的受難與復活 (26: 1-28: 20)

一. 分段分析全書中五篇的講論
二. 分段分析全書中六篇的記述 (1-4 章, 8-9 章, 11-12 章, 14-17 章, 19-22 章, 26-28 章)
三. 觀察這些記述與講論之間的關係, 如何推演出天國進程的發展?
四. 由 「主耶穌微行綱目」 找出馬太福音對主耶穌事蹟獨有的記載. 觀察, 默想, 條列這些

獨有記載如何突顯馬太福音的主題?
五. 由 4:17 「從那以後」, 16:21 「從此」, 觀察作者如何帶出主耶穌事蹟記述的轉折? 這二
個 「從此以後」 如何帶出全書的分段? 此三段的描述各是甚麼?
六. 詳列全書中對救恩歷史的描述—「大衛的子孫」、「亞伯拉罕的子孫」、 「猶太人的王」、
「基督」, 耶穌基督如何應驗舊約聖經的啟示?
七. 詳列全書中對天國進程的闡明—「天國在你們心裡」. 闡述耶穌基督的降世, 如何帶出
天國的實際? 如何活化天國的實際? 天國在地上進展所面對的困難?
八. 詳列全書中對教會彰顯的教導—建立於對基督的認識, 有天國子民的生活與相互關係,
並有承接大使命的責任
九. 基督來成全了律法. 詳列馬太福音如何向猶太信徒解釋了律法的真意? 如何解釋天國中
律法與恩典的平衡?
十. 詳列馬太福音中對末世的預言. 「人子降臨」 (太 24:3, 27, 37, 39) 這個獨有的字眼與描
述, 如何突顯全書對基督, 教會與律法與其他福音書不同的詮釋?

貳. 馬可福音
一.馬可福音沒有記載耶穌的家譜，從此可看出本書與其他福音書對耶穌的描述有何特別不
同之處?

從 1:1-13， 施洗約翰的事奉與耶穌有何關係(1:1-8)? 耶穌受洗並受試探對祂的事

奉有何特別的意義?
二. 耶穌早期在加利利的服事中(1:14-2:22)，有哪些主要事件？請寫出大綱， 並整理其內
容，耶穌當年如何呼召帶領門徒? 門徒又是如何回應主的呼召？
三. 從 2:23-4:34，耶穌開始如何逐步被人厭棄?

細數每一個衝突事件? 最後為何以天國比

喻作結束?
四.

從 4:35-8:38 ，發生了那些主要事件? 請寫出分段大綱，不僅細思耶穌所行的神蹟? 並
細思耶穌如何設立、 訓練並差派門徒? 並更進一步看見耶穌開始如何預言自己將受的
苦難?

五. 從 9:1-10: 52，耶穌開始如何訓練門徒? 請寫出分段大綱細思各事蹟， 耶穌登山變像的

意義為何? 他如何多次預言自己的受難和復活、為何門徒仍然爭論誰為大?
六. 11-15 章為耶穌在受難前最後一個禮拜的事奉工作. 11:1-11, 如何描述耶穌騎驢進耶路撒
冷? 其重要性與意義為何? 11:12-33, 咒詛無花果樹和進入耶路撒冷後, 耶穌所做的事,
和所受的反對勢力, 與祂被害, 有何關連性、 其重要性與意義為何?
七. 12: 1-44,

分段並細思耶穌的教訓? 祂如何辯駁文士、 撒都該人、及法利賽人? 從這些

如何顯出耶穌的智慧、 能力、 證明祂就是神的兒子?
八. 從 13 章, 藉著分段來了解耶穌如何講論末世之事?
九. 14:1-15:41, 藉著分段來細思最後的晚餐、被捉拿、被審、 受死及安放在墳墓裡.
十. 從 16 章, 藉著分段來了解並細思耶穌的復活、顯現、及差派門徒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最
後如何被接上天?

參. 路加福音
一. 路加福音當中如何記載耶穌的降生及祂的童年(1:1-2:52)？請將這一段按內容做成分段
大綱，並試著找出各個事件之間的關係。
二. 施洗約翰在 3:1-20 這裡的出現，主要有哪方面的角色？請由自己作的分段大綱中，找
出支持你的理由來。主耶穌開始傳道前，有哪些方面的準備(3:21-4:13)？
三. 主耶穌在加利利的服事(4:14-9:50)，是主耶穌在世上主要的服事所在。請由分段大綱中
找出：主耶穌服事的主要內容(4:14-44)；主耶穌如何召聚並帶領門徒(5:1-6:16)；主耶穌
下山後在平地上的教導的內容(6:17-49)；在迦百農及附近各城各鄉的事蹟(7, 8 章)；對
門徒關於基督的教導(9:1-50)。
四.

9:51 起，主耶穌因「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在這段旅程一
開始的時候有哪幾件重要的事件發生(9:51-10:24)？主耶穌給門徒們哪些教導？請由分
段大綱中找出這些重要事件及教導。

五. 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反對耶穌的勢力漸漸升起，請在 10:25-11:54 的這一段落中，
找出這一段路程中所發生的幾件重大事件，並其中主耶穌的教導。
六. 主耶穌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對於他的跟隨者有許多重要的教導(12:1-18:30)，請由這

一段落的分段大綱中找出這些教導。
七. 18:31-19:44 這一大段主要是主耶穌在接近耶路撒冷城的路上及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所
發生的事件與教導。請由這一段的分段大綱中，找出這些主要的事件與教導。
八. 19:45-21:38 主要是記載主耶穌上十架前,在聖殿裡的教導。請由分段大綱中找出這些主
要的教導來。
九. 請由 22:1-23:56 的分段大綱中找出主耶穌的受死與埋葬整個過程中的主要事件與教導。
十. 主耶穌的復活與升天記載在 24:1-53 中。請由分段大綱中找出這個過程中的主要事件。

肆.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與前三本「符類福音」在寫作上有相當的不同。作者在 20:31 就昭然若揭地宣示
其主旨即是: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 (*a)，是神的兒子(*b)，並且叫你們信了
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c)」。目的是「叫人相信」， *a 與 *b 是相信的內容， *c 為
相信的結果。所以在整本書裡面, 作者就以目的為 「經」
、以結果為「緯」
， 織成了這本書。
為此之故，在全書中作者約翰藉著耶穌的八大講論(discourse)、八件神蹟 (signs)、及祂所宣
示的七個「我是」(I am) 來闡明這個主題；所以盼望我們在研讀本書每一章的事件或教訓之
後，都能看見這些重點。
甲. 細讀約翰福音 1:1-1:34:
一. 作者如何介紹耶穌是神、與神同等、且道成肉身 (*b)? 耶穌的先鋒施洗約翰又如何
為耶穌作見證? (*b)
乙. 細讀約翰福音 1:35-11:57,

記載耶穌三年半的工作及教訓:

二. 從 1:35-51, 耶穌如何呼召門徒? 門徒如何見證祂就是基督 (*a) 、是神的兒子(*b)?
三. 從第 2 至 3 章中,
(1) 如何從耶穌所行的第一件神蹟, 各類人物中見證祂就是神的兒子(*b)? 門徒如何
信了祂 (*c)? (2) 在第 3 章耶穌與尼哥底母論「重生」(第一個講論) , 及施洗約翰的見證裏,
如何見證祂就是神的兒子(*b)? 及相信後的結果 (*c)?
四. 從第 4 至 6 章中,
(1) 耶穌在 4:1-45 與撒瑪利亞婦人談 「活水」(第二個講論), 婦人與該城的人如何見
證祂就是基督 (*a) ? 且因信祂得永生? (2)在 4:46-54 在第二件神蹟中, 大臣全

家如何信了耶穌 (*c)? (3) 在 5:1-15 耶穌醫好 38 年的癱子 (第三件神蹟), 及與猶太人的對
話中, 如何見證祂就是神的兒子(*b)? (4) 從 5:16-47 中, 耶穌與猶太領袖談「安息日工作」
(第三個講論), 如何證明祂就是神的兒子(*b)? (5) 從 6:1-14 五餅二魚的神蹟中 (第四個神
蹟), 門徒如何見證祂就是基督 (*a)? (6) 從 6:15-24 耶穌在水面上行走 (第五件神蹟), 門徒
如何見證祂就是神的兒子 (*b)? (7) 從 6:25-71 「生命的糧」(第四個講論), 及其中「我是」
的見證, 證明祂就是基督 (*a) 是神的兒子(*b)? 及相信後的結果 (*c)?
五. 從第 7 至 9 章中,
(1) 從耶穌「活水江河」的講論 (第五個講論), 如何見證耶穌是從神而來? 祂有祂的
時候, 人們如何相信祂就是基督 (*a) 是神的兒子(*b)? 及相信後的結果 (*c)? (2) 在第 8 章
淫婦的事件, 耶穌宣佈「我是世界的光」及之後與猶太人的談論 (第六個講論), 如何證明自
己就是神的兒子(*b)? (3)在第 9 章耶穌醫好生來瞎眼的 (第六個神蹟) 及之後的爭論中, 耶
穌及瞎子如何證明祂就是神的兒子(*b)? 及相信後的結果 (*c)?
六. 從 10-11 章中:
(1) 在第 10 章耶穌從「我是羊的門、我是好牧人 」(第七個講論) 見證自己就是神
的兒子, 反對者的反應如何? (2) 在 11 章耶穌叫拉撒路復活 (第七個神蹟), 並宣告「我是復
活、我是生命」 (11:25 原文), 如何見證明祂就是神的兒子(*b)? 及相信後的結果 (*c)? 之後
反對者如何開始蘊釀要殺耶穌?
丙. 細讀約翰福音 12-19 章,

記載耶穌的受死:

七. 從 12 章中:
從馬利亞膏主 (12:1-11), 騎驢進城 (12:12-19), 耶穌如何藉「得榮耀的時後到了」,
證明祂就是神的兒子(*b)? 及不相信後的結果?
八. 從 13-19 章中:
(1) 13-17 章是最後的講論 (第八個講論), 耶穌如何在最後的晚餐、彼此相愛的命令
(13 章) 、 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應許賜保惠師 (14, 16 章) 、 及「我是葡萄樹」(15
章) 、 及分離前的禱告 (17 章), 如何見證祂就是神的兒子(*b)? 及相信後的結果 (*c)? (2)
從 18-19 章, 捉拿及受死的過程中, 耶穌及在場者如何見證祂就是神的兒子(*b)?
九. 從 20 章, 耶穌的復活、 及多馬的見證, 更證明祂就是神的兒子(*b), 相信祂就能得
生命 (*c).
十. 從 21 章, 耶穌復活後最後一件神蹟 (21:4-14), 及祂對門徒的托負, 要門徒如何去
見證祂就是神的兒子(*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