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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zR-@-//-IA?-VA?-0:A-:UA/29%-$A-%R-3R.,
1.

.0J- .J2- :.A- /A- :63- \A%- $A- *2?- 3$R/- $4S- 2R- ;zJ- >3)=-:.R.-0-i3?-=-:2=-2-;A/, #R%-/A-8A-2.J-.%-,
.$:-3R, .0$-+-3J.-0:A-5K-,R2-0:A-=3-;A/, #R%-=..- 0- LJ.-0:A-|R- /?- %- 5S- .%- ;z- 7J- .!R/- 3(R$- :VJ=-2;$-0R-:,R2, .J%-{2?-:63-\A%-,R$-3A-?-;-@-&%-3%0R-$4S-2R-;zJ->-=-..-0-L?-.%-LJ.-3?-;A/,
2.

;zJ- >:A- (R?- =$?- /A-,%- o=- <2?- {2?-?- N%- $R<aJ2?, 2R.-=-;zJ->:A-(R?-5S$?-.%-0R-/A-<2-L%-2&-0:A>A%-\%-=R<- (1625) 3%:-<A?-$-$J-o=-<2?-{2?-?24$?, (R?-5S$?-$*A?-0-z-?<-,A-=R-1726-=-24$?,
((R?- 5S$?- #%- .J:A- SA=-2- (J/- 0R-8A$-.J%- ?%- z- ?:A- )R#%-=-3)=-o-;R.-) .J%-{2?-3.R-#3?-.%-.2?$4%-=-(R?-5S$?-;R.,
3.

N%-$R:A-@/-o=-<2?-GA-{2?-,A-=R:C-.?-<2?-.%0R<- $4S- 2R- ;zJ- >- :O%?- 0- .%-, #R%- $A- :O%?- ;=;zA-?A-<-AJ=-;A/, ;zA-?A-<-AJ=-0-i3?-=-;z-@-.-0-.%-,
;z-,:A-;%-9J<, $4S-2R-;zJ->-.%-#R%-$A-*J-$/?-2&-$*A?1

1

?-2N-i3?-=-$9A$?,

7

约翰福音简介

1．本书是给那些想要认
识世界的救主耶稣基督
的人们写的。主耶稣基
督是通往平安、喜乐和
永生的路。只有通过信
靠他，我们才能获取神
与人之间正确的关系。
现今，世界上有数以百
万计的人们是主耶稣的
信徒。
2．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在
唐朝时就已传入中国。
在藏区，第一个基督教
会在第十绕迥木象年
(1625年) 建于阿里地区
的 古 格 王 朝 。 1726年 ，
第二个基督教会出现在
拉 萨 (这 个 教 会 的 大 钟
今天仍收藏在大昭寺
内)。现代的教会则散见
于安多地区、康区和卫
藏地区。
3．主耶稣出生于第一世
纪初叶，大约相当于中
国的汉朝中期。他生长
在一片被称为以色列的
土地上 1，住在那地方的
人叫作犹太人。主耶稣
1 参看书后所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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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R-i3?-;z-@-.-0-;A/, #R%-5S:A-/%-/?-;zR-@-//-8J?-9J<2:A-3A-8A$-;R.-0-.%-, #R%-/A-$4S-2R-;zJ->:A-.3A$?-2?=IA-PR$?-0R-;A/, ,A-=R:C-.?-<2?-.%-0R:C-.?-3)$-43=-#R%-$A?-$4S-2R-;zJ->:A-2!/-0-.%-{-5K:A-{R<-IA-.J2-&A$2l3?, .J2-.J<-;zR-@-//-IA?-VA?-0:A-:UA/-29%-8J?9J<-2-.%-, .J-/A-8=-(.-$?<-0:A-.J2-28A-0-;A/, 3Ai3?-GA?-;zJ->-*2?-3$R/-3z->A-!-.%-.!R/-3(R$-$A-Y?;A/-0<-..-0-LJ.-0-=, #R%-2o.-/?-.0$-+-3J.-0:A5K- :,R2- 0:A- KA<- ;zR- @- //- IA?- :UA/- 29%- :.A- VA?- ?R,
$=- +J- ;zJ- >:A- (R?- GA- {R<- >J?- :.R.- ;R.- /- ;zR- @- //- IA?VA?-0:A-:UA/-29%-2[$?-/-=J$?, .0J-.J2-:.A<-;zR-@//-IA?-VA?-0:A-:UA/-29%-=?-1%-2&-$&A$-2!R.-;R.0-=, 1%-<J<-.J%-.?-GA-lR3-0-0R?-VA?-0:A-:PJ=-2>.<J-;R.,
2

4.

;zR- @- //- IA?- VA?- 0:A- :UA/- 29%- =- .0J- 3%- 0R- ;R.,
.0J<-/-2!:-.%-, 3A:A-<A$?-GA-2, .!R/-3(R$-$A-Y?2&?-$4S-2R-;zJ->:A-.3A$?-2?=-IA-35/-;A/, *J-2$?<-0, $?R/-0:A-(, 5K:A-2$-=J2, =$-$A-C-#?R$?-/A-$4S-2R-;zJ->-.0$-+-3J.-0:A-5K-;A-:L%-#%?-;A/0<-!R/-0:A-.0J-;A/, $4S-2R-;zJ->-/A-.!R/-3(R$-$A-2.J/-

2

;R-@-//-IA?-VA?-0:A-:UA/-29%-=J:-

20

A%-

31

=-$9A$?,

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全是
犹太人，其中一个门徒
名叫约翰，使徒约翰是
主耶稣的好朋友。大约
在一世纪的后半叶，这
位约翰把主耶稣的生平
和教导写成了一本书 2。
这本书就是《约翰福音》
，它也是《新约全书》
的第四卷书。约翰写这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人
们相信主耶稣并因为信
靠他而得到永生。如果
有人想要了解基督徒的
信仰，读一下《约翰福音
》会很有好处。你手里
的这本书就是从《约翰
福音》里选出的十一段
节选，每一段都附上了
现代作者写的解释。

4．约翰福音使用了许多
修辞手法。例如，“道”
、 “人 子 ”、 和 “上 帝
的 儿 子 ”等 都 是 对 主 耶
稣的称呼或者主耶稣的
特殊名字。本卷书也运
用 了 许 多 “新 生 命 ”、
“活 水 ”、 “生 命 粮 ”
以 及 “牧 场 ”这 些 比
喻，以此来向世人阐释
主耶稣是永生的源头。
使徒约翰也以主耶稣是
2 约翰福音 2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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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R/-0<-36.-3#/-;A/-0-!R/-0:A-(J.-.-{-52-;zR-@//-IA?-:R.-GA-.0J-2!/-=, 3-<A$-0-.%-3A-..-0-=-3//$-.%-=R%-2:A-.0J-2!/, $4S-2R-;zJ->-.!R/-3(R$-$A8A%- #3?- /?- 1J2?- 0- .%- .!R/- 3(R$- .%- :S- 2- ;A/- 0!R/-0:A-KA<-;2-.%-Y?-GA-.0J-i3?-28$-$R,
3

5.

“光 ”这 样 的 比 喻 来 展
示主耶稣如何向人启示
上帝的真理 3。在谈到人
们无知和不信的时候，
他 用 了 “黑 暗 ”和 “瞎
眼 ”这 样 的 词 语 。 他 说
上 帝 是 “父 ”而 主 耶 稣
是 “子 ”， 这 表 示 主 耶
稣是从上帝而来并且像
上帝。

.!R/-3(R$-$A?-3A-i3?-=-$/%-2:A-L3?-0-/A-;zR-@//-IA?-VA?-0:A-:UA/-29%-$A-2eR.-.R/-$4S-2R-8A$-;A/0?-{-52-;zR-@-//-=-L3?-2lJ:A-{-52-8J?-G%-9J<, ;zR@-//-IA?-VA?-0:A-:UA/-29%-=?-5B$-P2-P$?-(J->R?/A-=J:- 3 0:A-A%- 16 ;A/,
.!R/-3(R$-$A?-<%-$A-Y?-$&A$-0R-$/%-2-43-.:)A$-gJ/-IA-3A-i3?-=-L3?-0<-36.-0?, Y?=-..-0-LJ.-3#/-5%-3<-:)A$-0<-3A-:I<-2<.0$-+-3J.-0:A-5K-,R2-%J?-0:R,
8J?-$?%?, 3A-5%-3<-.0$-+-3J.-0:A-5K-:,R2-0:A-KA<;zR- @- //- IA?- .J- 5S- .!R/- 3(R$- $A- Y?-$4S- 2R- ;zJ- >- =- ..w/-.-:I<-2<-:.R., .J:A-KA<-#R%-$A?-3A-5%-3?2[$?-/?-.R/-gR$?-0:A-(J.-.-:UA/-;A$-:.A-VA?,

5．爱是《约翰福音》的
一个重要主题。使徒约
翰 被 人 们 认 为 是 “爱 的
使 徒 ”因 为 他 所 写 的 书
卷的主题之一就是上帝
对人类的爱。或许在这
卷书中最广为人知的一
节经文就是第三章第
十六节：“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
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
致灭亡，反得永生。”
使徒约翰想要所有的人
都相信主耶稣并因信靠
他而得到永生。他写这
卷福音书是要全人类都
能读并且能读懂。

6.

6．这本小书包含了约翰
福音中几段最广为人知
的选段。我们在给出这
些经文的时候也同时给

.J2-:.A<-;zR-@-//-IA?-VA?-0:A-:UA/-29%-=?-P$?(J->R?-GA-1%-2!R.-;R., 1%-<J<-=J:-.%-, A%-P%?-

3

;R-@-//-IA?-VA?-0:A-:UA/-29%-=J:- 1 A%- 4 =-$9A$?,

3 约翰福音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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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R.-0?-$?%-<2-.%-, ;%-/-;zR-@-//-IA-:UA/29%- (- 5%- =?- 5B$- P2- fJ.- 2.J- 0R- ;A/, .0J<- /;zR- @- //- IA-=J:- $?3- 0- A%- 2&- S$- :5S=- 2<- 8=- (.$?<-0-=-$9A$?-/?-;zR-@-//-IA?-VA?-0:A-:UA/-29%$A-3.R-24=-+J-=J:-$?3-0<-$9A$?-0-.%-, .J-eJ?-A%2&-S$-0<-$9A$?, .J-v<-L?-/-$?%-<2-GA-A%P%?-$%-<%-8A$-fJ.-,2,
7.

.J2-:.A-[R$-.?-.!R/-3(R$-$A?-HJ.-=-LA/-_2?$/%-2<->R$ ,,
lR3-+<-3#/-i3?-/?,

出了它们的章节号，这
样你就可以在全本《约
翰福音》或全本《圣
经》中找到这些章节。
查找圣经章节的时候，
先找到《约翰福音》，
然后再找到你要找的那
一 章 ，然 后 再 找 到 那 一
节。例如，如果你要找
的是《约翰福音》3：
16，
翻到《新约圣经》，找
到《约翰福音》，然后
找第三章，最后找到
16。 这 种 方 法 适 用 于 圣
经中的任何章节。
7．愿上帝祝福你！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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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R,

$4S-2R-;yJ->-.%-!y-/-PR%-HJ<-IA2$-!R/,

第一部分：
主耶稣的作为
第一章：
在迦拿的婚宴
(约翰福音2：1-11)

(;yR-@-//-=J:- 2 A%- 1 /?- 11 2<-)
1.

l-2, 1 .J-/?-*A-3-$?3-0-=-$y-=A=;=-IA-!y-/-9J<-2:A-PR%-HJ<-=-2$-!R/-&A$-;R..J, ;yJ->:A-;3-.J-<-;R.-0-;A/, 2 ;yJ->-.%#R%-$A-*J-$/?-i3?-G%-2$-!R/-.-3PR/-=2R?, 3 c/-(%-mR$?-{2?, ;yJ->:A-;3-IA?#R%-=-“.J-5S<-c/-(%-3J.-” &J?-$?%?,
4 ;yJ->?-#R%-=-“A-3-=$?, HJ.-GA?-&A:A-KA<%-<%-.R/-.J-.%-:VJ=-2-;R.-0<-L-:.R.-.3,
%:A- .?-5S. -.-.%-3-aJ2 ?-”8J? -$?%?,
5 #R%-$A-;3-IA?-.J<-;R.-0:A-$;R$-0R-i3?-=“#R%-$A?-HJ.-5S-=-$%-$?%-0-28A/-.-LR?>A$-”&J?-2>., 6 .-;y-@-.-0-i3?-GA-$4%-

1. 经文
2:1 第三日，在加
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
筵席，耶稣的母亲在
那里。2 耶稣和他的
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3 酒用尽了，耶稣的
母亲对他说：“他们
没有酒了。”4 耶稣
说：“母亲 (原文作
“妇人”) ，我与你
有什么相干？我的时
候还没有到。
”5 他
母亲对用人说：“他
告诉你们什么，你们
就作什么。”6 照犹
太人洁净的规矩，有
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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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J.-0:A-(R?-OA3?-28A/-.-hR:A-(-2/-<J-<J=-@-=3-ZJ%-2o-$>R%-2-S$-.J<-28$-;R.-0;A/, 7 ;yJ->?-$;R$-0R-5S<-“2/-:.A-5S-(-;A?oR% ?-.%-”8J? -2!:-$/%-2?-#R- 5S? -2/;R%?-?-#J%?-0<-(?-2!%-,
2.

:PJ=-0, $4S-2R-;yJ->-#Ay-<A:A-?A-,R-/A-#R%-$A-;2-;Ry?J2-.%-;3-3Ay<-;3-IA-HA3-5%-.-:5<-=R%?-L%-, #R%5S:C-1-;=-/A-;Ay-?A-<-AJ=-o=-#2-GA-L%-KR$?-?-;R.-0:A/y-4-<J=-8J?-0:A-PR%-#J-.J-;A/, (1-2) /y-4-<J=-.%-,$*J-2:A-?<-!y-/-8J?-0:A-PR%-$?J2-&A$-;R., !y-/-=-2$!R/-&A$-;R.-0:A-{2?-=-$4S-2R-;Jy->-.%-, #R%-$A-*J$/?-i3?, ;3-3Ay<-;3-2&?-3PR/-=-2R?, (3) ,A<2+%-;y- @-.-0:A-2$-!R/-*A/-3-2./-43-:$R<-2?-$9::#R<-$&A$-:.%-2:A-c/-(%-.$R?, :R/-G%-2$-!R/:.A-3-5<-2:A-}R/-=-c/-(%-mR$?-0?-HA3-3A-i3?-%R-52<-:I<, (4) 3A y<-;3-IA?-$4S-2R-;yJ-><-.J:A-{R<$?%?-{2?-#R%-$A?-“A-3-=$?, HJ.-GA?-&A:A-KA<-%<%-.R/-.J-.%-:VJ=-2-;R.-0<-L-:.R.-.3, %:A-.?-5S..-.%-3-aJ2?-”8J?-$?%?-0:A-.R/-/A-1=-(J<-!R/-0-;yJ>?-%R-35<-2:A-g$?-.%-0R-36.-0:A-eJ?-?-#R%-o%->A%-

第一章

每口可以盛两三桶
水。7 耶稣对用人
说 ： “把 缸 倒 满 了
水 。 ”他 们 就 倒 满
了，直到缸口。

2．经文释义:
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父亲
约瑟和母亲马利亚一起
生活在以色列北部的一
个叫拿撒勒的小城里。
(1-2) 在拿撒勒附近，
有一个小城名叫迦拿，
主耶稣、他母亲马利亚
还有他的门徒应邀去迦
拿参加娶亲的宴席。
(3)
犹太人古时候在
婚宴上给客人喝葡萄
酒，而不是青稞酒。犹
太人的婚宴要持续七
天，每天都要有葡萄酒
够客人喝。可是，在这
个婚宴上，酒喝光了。
举行婚礼的这家人很没
面子。(4)
马利亚把情
况说给了主耶稣，耶稣
说 ： “母 亲 ， 为 什 么 你
要我参与这件事呢？我
的 时 候 还 没 有 到 。 ”他
的意思是说他一旦开始
行神迹，他就走上了在
十字架上受死的道路。
但在这个婚礼上，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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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2:A-=3-=-1J2?-.$R?-0-.J-;A/, #R%-$A?2$-!R/-:.A<-$%-36.- 0-.J?-%-5S:C-.R/-.-<%-$A-{-YR$$+R%-o-;A/-0-3%R/-0<-:I<-<R, (5) #R%-$A?-HA3-3A.J<- <R$?- 0- $/%- o- ;A/- 0- ;3- 3A y<- ;3-3HJ/- 0?- .J<;R.-0:A-$;R$-0R-i3?-=-!R/-0-;yJ->?-$%-$?%-0-28A/.-LJ.-.$R?-8J?-$?%?, (6) $/:-2R:C-{2?-?-;y-@-.0-i3?-=-(R?-GA-$4%-4:A-(R-$-3%-0R-;R.-0?-?-(-.J<hR:A-(-2/-;R., :)A$-gJ/-2!R.-0:A-{2?-?-.!R/-3(R$$A?-5K-w/-!/-=-$%-.$R?-0-3#R-:.R/-$/%-2:A-KA<-(2!R.-0?, (-/A-5K-YR$-$A-:L%-#%?-;A/, eJ?-?-;y-@-.0- i3?- LJ- ,%- =- :H3?- 0:A- .?- ?- .!R/- 3(R$- $A?- LJ,%-=-(-3A$-2!R.-0<-36., .J:A-KA<-;y-@-.-0-i3?-=(-/A-5K-YR$-$A-:L%-#%?-.%-#A$-*J?-/?-$4%-2<-:I<2:A-.0J-$=-(J/-8A$-;A/, (7) !R/-0-;yJ->?-(-2/-i3?(-;A?-oR%-.$R?-0:A-2!:-$/%-2?-$;R$-0R-5S?-.J-v<L?,
3.

l-2, 8 #R%-$A?-“.-2&?-/?-$?R=.0R/-=-*R=-.%-”8J?-$?%?-0-.%-.J-5S?-.Jv<-L?, 9 $?R=-.0R/-.J?-(-c/-(%-.I<-2:A-VR-2-M%?-/?, .J-$-/?-L%-3A/-3-

第一章

给人们一个征兆，他要
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
(5) 他母亲似乎已经知道
了他要帮助这一家人摆
脱困境，于是她告诉那
家的仆人按照他的吩咐
去做。
(6) 古 时 候 ， 犹 太 人 有
许多洁净的礼仪，因此，
那家人才会有许多装水
的石缸。世界起始的时
候，上帝创造了水，作
为各样动植物的生命之
源。后来，上帝又为他
的百姓在沙漠里开了水
泉。对于犹太人来说，
水就是生命的表征，也
是罪得洁净的表征。
(7) 主耶稣吩咐仆人们
把石缸装满水，仆人们
也照办了。

3. 经文
8 耶稣又说：“现在
可以舀出来，送给管
筵席的。”他们就送
了去。 9 管筵席的
尝了那水变的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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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 $;R$-0R-(-:(-3#/-IA?->J?,
$?R=-.0R/-IA?-3$-0-2R?-+J- 10 “3A$8/-.$-5%-3?-}R/-=-c/-(%-%?-=J$?!J<-/?-3PR/-0R-i3?-GA?-3%-0R-2+%?-0:AeJ?-?-c/-(%-8/-0-8A$-!J<, :R/-G%-HJ.GA ? -c/-(%-=J $ ?-0R - .-v-2<-*<-5$?L?-”8J?-2>., 11 .J-v<-;yJ->?-$y-=A=;=-IA-PR%-HJ<-!y-/-=-%R-35<-2:A-g$?-.%0R-2!/-+J, <%-$A-$9A-2eA.-3%R/-0<-36.0?-*J-$/?-i3?-GA?-#R%-=-..-0-L?-?R,,
4.

:PJ=-0, (8) $;R$-0R-i3?-GA?-c/-(%-.-I<2:A-(-2&?-/?-$?R=-.0R/-=-2*=, (9-10) ;-y@-.-0i3?- GA?- c/- (%- #- 9?- .%- (/- v<- 2J.- ,R.- L?- 0?,
c/-(%-(-.%-:S-2<-5K-YR$-$A-.0J-;A/, .J:A-3.R$-.3<0R-O$-$A-5S/-3.R$-v<-;A/-0?-c/-(%-.J-eJ?-?-$4S-2R-;yJ>-PR%?-0:A-.0J-<-I<, $4S-2R-;yJ->-PR%?-0-.J?-%-5S:A#A$-*J?-.$-0-3-9., %-5S<-.0$-+-3J.-0:A-5K-;%$/%-%R-, (11) *J-$/?-i3?-GA?-$4S-2R-;yJ->?-(-c/(%-.-+<-2:A-:UA/-=?- 3,R%-/?- #R%-$A?-%R-35<- 2:Ag$?->A$-36.-0<-%R?-:6B/-L?, g$?-.J-!R/-0:A-|R-

第一章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舀水的用人知
道。管筵席的便叫新
郎 来 ， 10
对他
说：“人都是先摆上
好酒，等客喝足了，
才摆上次的；你倒把
好酒留到如今！”
11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是在加
利利的迦拿行的，显
出他的荣耀来；他的
门徒就信他了。

4. 经文释义
(8)
仆人们从缸里舀出
来的是葡萄酒，而不是
水，原来主耶稣已经把
水变成葡萄酒了。
(9-10)
古时候，以色
列人既把葡萄酒当饮
料，也把它当药品。葡
萄酒像水一样也是生命
的象征。但它的红颜色
会让人们想到血，所
以，葡萄酒也成了主耶
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象
征。他的死不仅使我们
从罪中得洁净，而且还
给了我们永生。
(11) 门徒们看到主耶稣
把水变成了酒，他们马
上意识到他行了一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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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3J.-0:A-5K:A-:L%-#%?-;A/-0-3%R/-0<36., .J:A-KA<-*J-$/?-i3?-GA?-#R%-=-..-0-L?-?R,,
5.

:5S-2-.%R?-/%-,R.-!%?, 2R.-0:A-}<-YR=-=-2$!R/-*A-3-#->?-;R., 2$-3-:PR-?:A-HA3-.-:LR<-eJ?-2$!R/-:$R-5$?, 3$-0-.%-2$-3-$./-&A$-=-28$?-0.%-.J-5S:C-3./-IA-tR$-4K:A-!J%-PR-3-.%-, :V?-?A=, )(%-?R$?-2>3?-GA-;R., .J<-gJ/-:VJ=-IA-PR-?R-KJ-3<.%-, :2=-5/-IA->-3<, :V-<A$?-GA-.R-0R-P=-.-1A$0-i3?-GA-!J%-$R?-(J/-/3-#-2+$?-$;R$?, /%-3Ai3?- 28$?- P=- .- :#R.- 0- .%- 2- 3R:C- :OA?- ?- 2$$;R$-2#.-/?-PR-?R-KJ-3<-?R$?-:.J$?-:2=-{2?-23R<- <R$?- <3- LJ.-&A%-, (%- 3?- 3PR/- 0R- i3?- =- (%2G$?-0-.%-(%-$8?- $-5S$?-=J/, 2$-!R/-/A-3A<A$?-!/-IA-<A$-$/?-/%-.$:-3R-.%-w/-0:A-.?-{2?>A$-;A/, !R/-0-;yJ->:A-*J-$/?-i3?-,R$-3<-#R%-$A-eJ??- :V%- {2?- #R%- $A?- .J- 5S<- 1=- (J<- ?R- ?R<- |R3- o$0:3, (R/-=3-:.J2?-0, ;%-/-/%-$/?-?R$?-Y%.$R?-0:A-2!:-$/%-o-;A/-0<-2?3?, :R/-G%-#R%$A?-.J-5S<-2$-!R/-=-:PR-2:A-2!:-$/%-, &A-=$?-9J</, $4S-2R-;yJ->?-3A-i3?-GA-OR.-.-K$-=?-36.-0?-?R,
#R%- ;2- .!R/- 3(R$- $A- 8A%- #3?- ?- 3- $/?- 0<- L3?-

第一章

迹。这件神迹让他们看
到主耶稣是我们在上帝
里面获得永生的源泉。
于是他的门徒就信了他。
5. 经文应用
在传统的藏民文化中，
婚宴也要持续好几天。
新娘子被接到新郎家
时，婚宴就开始了。新
郎新娘一起坐在卡垫
上，前面放着一张桌
子，桌上摆放着人参
果、大米、糖、酥油、
茶叶和青稞酒等特别食
物。附近有一个箱子，
上面依次摆放着肉、酥
油、和五谷，而且都各
自覆盖着洁白的哈达。
家人则一排排的坐下，
要吃饭的时候，新娘的
朋友在她的旁边帮助
她。女傧相给大家一边
敬献青稞酒，一边唱着
祝福吉祥的酒歌 4。婚礼
在世界各地都是喜庆的
日子。当门徒开始跟随
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或
许以为主耶稣会让他们
各自闭门静修、祈祷或
禁食。但是主耶稣不但
没有这样做，却反而带
他们来参加婚宴，因为
主耶稣的事工是在人群
中间进行的。耶稣没有
在天上只和天父在一
起，而是带着爱心来到

4 参看《藏族风情一百种》，
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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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5S:C-:)A$-gJ/-.-1J2?, $/:-2R:C-{2?-?#R%-$A?-;y-@-.-0-i3?-GA-OR.-.-28$?-+J, .J-5S:C-/.$?R?-0-.%-, .0$-+-3J.-0:A-5K-;A- =3-IA-{R<-=-(R?2!/-0-3-9., #R%-$A?-.J%-{2?-G%-%-5S:C-OR.-.-.Jv<-36., %-5S?-.3-0:A-$?%-<2-[R$-0:3-;%-/-(R/=3-:.J2?-{2?-#R%-$A?-%-5S<-$?%-, #R%-$A?-%-5S<:)A$-gJ/-IA-3A-,3?-&.-=-L3?-0-LJ.-.$R?-0:A-2!:$/%-2-.%-, .J-v<-L?-/-%-5S?-G%-:)A$-gJ/-:.A<.!R/-3(R$-$A-K$-=?-LJ.-.R,,

第一章

人世间。古时候，他住
在犹太人中间，教导他
们，医治他们的疾病，
并且把永生之路指示给
他们。今天他在我们中
间也是这样：当我们读
圣经或祷告的时候，他
对我们说话。他吩咐我
们走出去，来到人群中
间把他的爱彰显给世
人。我们这样做，就是
在世上为主做工。

6.

6. 研习并记诵
对于那些信靠主耶稣基
督的人而言，读圣经并
认真思索经文的意思尤
为重要。因此，本书每
一章的结尾都给出了一
节要我们研读并默想的
经文。

7.

7. 研习并记诵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约翰福音 2：11)

]R-:6B/-LJ.-o, $?%-<2-[R$-0-.%-.J:A-.R/-IA-{R<2?3-]R-8A2-U-$+R%-2-.J-$4S-2R-;Jy->-#Ay-<A:A-?A-,R:A-..w/-i3?-=-@-&%-$=-(J/-0R-;A/-0?, .J2-:.A-;A-=J:<J:A-3,:-3<-]R-:6B/-LJ.-.$R?-0:A-5B$-;R.,
]R-:6B/-LJ.-o,
*J-$/?-i3?-GA?-#R%-=-..-0-L?-?R,,
(;Ry-@-//-IA?-VA?-0:A-:UA/-29%-=J:- 2 A%-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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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3A$

;R-@-//-IA?-VA?-0:A-:UA/-29%-=?-$4S-2R-;J->?36.-0:A-%R-35<-2:A-g$?-2./-IA-<J:-3A$
1. $4S-2R-;J->?-!-/-9J<-2:A-PR%-HJ<-=-(-c/-(%-.2+<-2<-36.,
(=J:- 2 A%- 1 /?- 11 2<-)
2. $4S-2R-;J->?-.0R/-<A$?->A$-$A-2:A-/.$?R?-0<-36.,
(=J:- 4 A%- 46 /?- 54 2<-)
3. $4S-2R-;J->?-mA%-2<-8-2R-8A$-$?R?-0<-36.,
(=J:- 5 A%- 1 /?- 15 2<-)
4. $4S-2R-;J->?-3A-s-!R%-43-=-9?-GA-.A/-0-$/%-,
(=J:- 6 A%- 1 /?- 15 2<-)
5. $4S-2R-;J->-35S:C-!J%-=-82?-GA?-2&$?,
(=J:- 6 A%- 16 /?- 21 2<-)
6. $4S-2R-;J->?-*J-.?-/?-=R%-2-;A/-0:A-3A-8A$$?R?-0<-36.,
(=J:- 9 A%- 1 /?- 41 2<-)
7. $4S-2R-;J->?-=-9<-9J<-3#/->A-/?-a<-$?R/-.2&$-0<-36.,
(=J:- 11 A%- 38 /?- 44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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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览表

约翰福音中记载的
七件神迹

1． 主耶稣把水变成葡
萄酒 (2：1-11)
2． 主耶稣治好了大臣
儿子的病
(4：46-54)

3． 主耶稣在毕士大池塘
边治好了瘫子
(5：1-15)
4． 主耶稣喂饱了五千人
(6：1-15)
5． 主耶稣在水上行走
(6：16-21)

6． 主耶稣治好了生来
瞎眼的人 (9：1-41)
7．主耶稣让拉撒路从
死里复活
(11：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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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R-.J3-L-2?-$4S-2R-;zJ->3)=-2:A-{R<,
(;zR-@-//-=J:- 3 A%- 1 /?- 21 2<-)
1.

l-2,
1 .J:A-5K-1z-<->A-9J<-2:A-KR$?#$-/%-/?-3A-/zA-!R-.J3-L-2-;z-@-.-0:A-.2-OA.0-8A$-;R.-.J, 2 35/-3R-;zJ->-3)=-.-:R%?/?-“<z2-2A, HJ.-/A-.!R/-3(R$-$A-3./-/?1J2?-0:A-!R/-0-8A$-;A/-0-%-5S?->J?, &A=$?- 9J<- /, HJ.- GA?- !R/- 0<- 36.- 0:Ag$?- :.A- 5S- .!R/- 3(R$- .%- :V=- +J- ??- G%!R/-0<-3A-YA.-”&J?-$?%?-0-/, 3 =/-.;zJ->?-“%?-HJ.-=-2.J/-0-2.J/-0<-9J<-o<,
$=-+J-3A-8A$-;%-2*<-3-*J?-/, .!R/-3(R$$A- o=- YA.- 3,R%- 2<- 3A- YA.- .R- ”8J?- $?%?,
4
/zA-!R-.J3-IA?-#R%-=-“3A-8A$-c?-/?-;%4

4

<2-2A-9J<-/-;-@-.-0:A-(R?-GA-aR2-.0R/-;A/,

第 二章：
尼哥底母与耶稣
面谈
(约翰福音 3：1-21)

1. 经文
3:1 有一个法利赛
人，名叫尼哥底母，
是犹太人的官。
2 这人夜里来见耶
稣，说：“拉比，我
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
里来作师傅的；因为
你所行的神迹，若没
有上帝同在，无人能
行。”
3 耶稣回答说：“我
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
若
不
重
生，就不能见上帝的
国。”
4 尼哥底母说：“人
已经老了，如何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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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0,

2*<-)A-v<-*J-YA., #R:C-A-3:A-3%=-.-:6=/?-,J%?-$*A?-0<-*J-YA.-.3-”8J?-SA?,
2.

:PJ=-0, (1) 1z-<->A-9J<-2-/A-$/:-2R:C-;zA-?A-<AJ=-=-;R.-0:A-(R?-GA-KR$?-#$-&A$-;A/-=, .!R/-3(R$$A-(R?-OA3?-<J-<J-2lR/-?J3?-GA?-Y%-$A-;R., .J-5S:A-/%/?-3A-/zA-!R-.J3-L-2-.J-/A-;z-@-.-0:A-o=-5S$?-GA-.2-OA.&A$-;A/, (2) #R%-$A?-$4S-2R-;zJ->?-36.-0:A-%R-35<2:A-g$?-3,R%-/?-;zJ->-/A-<z2-2A-8J?-9J<-2:A-;z-@-.-0:A(R?- GA- aR2- .0R/- i3?- =?- G%-(J- 2- ;A/- 0<- >J?- +J,
/zA-!R-.J3- $4S-2R-;zJ->:A-2!/-0-*/-0:A-KA<-#R%-$A-3./-.KA/, (3) !R/-0-;zJ->?-/zA-!R-.J3-=-;%-2*<-3-*J?-2<?- ;%- .!R/- 3(R$- $A- 3./- .- :PR- 3A- YA.- &J?- $?%?,
;%- 2*<- *J- 2- .J- /A- ;%- YA.- l- 2- /?- 3- ;A/- +J, .!R/3(R$-$A?-3A-8A$-$A-?J3?-.%-, ]R, :5S-=$?-2&?$?<-.-36.-0:A-.R/-;A/, .J-v<-L%-/-3A-i3?-.!R/3(R$-$A-Y?-?3-Y?-3R<-:I<, .!R/-3(R$-$A-Y?-.%Y?- 3R:C- 2?3- ]R- .%- ,R.- =3- .J?- ;2- .!R/- 3(R$- $A,$?-3*J?-0<-LJ., .!R/-3(R$-$A?-3A-i3?-GA-?J3?=- .2%- 36.- 0- .J- =- .!R/- 3(R$- $A- o=- YA.- &J?- 9J<,
5

5

;R-@-//-IA?-VA?-0:A-:UA/-29%-=J:- 1 A%- 12 =-$9A$?,

第二章

生呢？岂能再进母腹
生出来吗？”
2. 经文释义
(1)
法利赛人是古代以
色列的一个宗教团体。
他们特别关心全盘遵守
上帝的律法。尼哥底母
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
是犹太人的执政议会中
的 一 位 重 要 人 物 。
(2)
尼哥底母看到了耶
稣所行的神迹，意识到
主耶稣不是一个简单的
“拉 比 ” (犹 太 人 的 教
法师) ，于是晚上去见耶
稣，要聆听耶稣的教
诲。(3) 主耶稣向他
解 释 说 ，人 如 果 不 “重
生 ”， 就 无 法 进 入 上 帝
的同在。重生和转世没
有任何关系；重生是上
帝从里面改变了一个人,
以至于他的心思、意念
和生活都是新的了。
这 样 ， 他 就 成 了 “上 帝
的孩子”5。成为“上帝
的 孩 子 ”， 意 思 就 是 思
想行为都为了讨上帝的
喜 悦 。 “上 帝 的 国 ”就
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
统治和权柄。

5 约翰福音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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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 2R- ;zJ- >?- .J- v<- $?=- 2>.- $/%- /- ;%- ,
/zA-!R-.J3-IA?-.-.%-@-3-$R,

(4) 但尼哥底母仍是不明
白主耶稣所说的话。

3.

3. 经文
5 耶稣说：“我实
实在在地告诉你，人
若不是从水和［圣］
灵生的，就不能进
上帝的国。6 从肉身
生的就是肉身；从灵
生的就是灵。 7 我
说 ： ‘你 们 必 须 重
生，’你不要以为希
奇。8 风随着意思
吹，你听见风的响
声，却不晓得从哪里
来，往哪里去；凡从
［圣］灵生的，也是
如此。” 9 尼哥底
母问他说：“怎能有
这事呢？” 10 耶
稣回答说：“你是以
色列人的先生，还不
明白这事吗？

l-2, 5 =/-.-;zJ->?-“%?-HJ.-=2.J/-0-2.J/-0<-9J<-o<, $=-+J-3A-8A$-(.%-.!R/-3(R$-$A-.3-0:A-,$?-*A.-2o.-/?3-*J?-/, .!R/-3(R$-$A-o=-YA.-.-:6=-2<3A-YA.-.R, 6 =?-/?-*J?-0-/A-=?-;A/-0-v<,
.3- 0:A- ,$?- *A.- =?- *J?- 0- .J- /A- ?J3?- *A.;A/-/R, 7 %?-HJ.-<%-=-HJ.-5S-;%-2*<-*J.$R?- 8J?- 2>.- 0?- ;- 35/- *J- 3A-.$R? ,
8 z$?- 0- /A- <%- :.R.- 0- 28A/- .- o$- 0- .%.J:A-1-HJ.-GA?-,R?-G%-, .J-$-/?-L%-.%-$%.-:PR-3A->J?, .!R/-3(R$-$A-.3-0:A-,$?*A.-/?-*J?-0-,3?-&.-/A-.J-28A/-;A/-”8J?$?%?, 9 ;%-/zA-!R-.J3- IA?-“.J-)A-v<YA.-” &J?-2>.-0-.%-, 10 =/-.-;zJ->?“HJ.-;zA-?A-<-AJ=-IA-aR2-.0R/-;A/-&A%-.R/-.J;%-3A-gR$?-?3-”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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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0, (5) /zA- !R- .J3- IA?- @- 3- $R- 2?-$4S-2R;zJ->?-*J-2-$?<-0-.J-(-.%-.!R/-3(R$-$A-.3-0:A-,$?*A.-2o.-/?-:L%-8J?-$?=-!R/-$/%-, $4%-2<-:I<2:A-KA<-24S$-0-i3?-(-;A?-:O.-0-v<, .J-28A/-.!R/3(R$-$A-,/-}<-.$-0<-:I<-2:A-KA<- #A$-*J?-&/-IA?$4S-2R-;zJ->-=-..-0-L?-+J-,R.-0-%/-0-%%?-/?-?J3?2+<-+J-O?-$?R=-=J/, (-.%-.!R/-3(R$-$A-.3-0:A,$?- *A.-GA- |R- /?- *J- 2:A- 3A- i3?- GA?- .!R/- 3(R$- $A2!:- =- */- 0- .%- .!R/- 3(R$- $A- ,$?- 3*J?- 0<- LJ.,
(6) )A-v<-1-3-=?-U-$-*J-2-28A/, .J-v<-.!R/-3(R$$A-.3-0:A-,$?-*A.-=?-.!R/-3(R$-$A-Y?-.%-Y?-3R-*J,
)A-v<-U-$-i3?-1-3-=-.$:-2<-LJ.-:.R.-0-28A/, .Jv<-.!R/-3(R$-$A-Y?-.%-Y?-3R?-.!R/-3(R$-$A-,$?3*J?-0<-LJ.-:.R., (7) $4S-2R-;zJ->?-;%-2*<-*J.$R?-8J?-$?%?-0-.J<-;-35/-*J-.$R?-.R/-3J., $%=$?-9J<-/, #R%-$A?-%-5S-.!R/-3(R$-$A-Y?-.%-Y?3R<- :I<- 2:A- KA<- (R?- GA- (R- $- .%- 3A- i3?- GA?- LJ.- 0:A:2.-lR=-1/-3J.-;A/-8J?-$?%?, $4S-2R-;zJ->-=-..-0LJ.- 0- #R- /?- %- 5S- .!R/- 3(R$- $A- Y?- .%- Y?- 3R<- :I<,
(8) %-5S:C-3A-5K-/A-1-3:A-$/%-.A/-;A/-0-v<, .J-28A/.!R/-3(R$-$A?-$/%-2:A-*J-2-$?<-0-/A-.!R/-3(R$-$A-

第二章

4. 经文释义
(5)
主耶稣解释说这样
的 新 生 是 通 过 “水 ”和
“圣 灵 ”实 现 的 。 就 如
同一个人的身体脏了要
用水洗干净。同样，有
罪的人也要通过信主耶
稣、悔改自己的罪并接
受上帝的洗 (洗礼) 在上
帝的眼里才是干净的。
那 些 从 “水 和 圣 灵 生
的 ”愿 意 遵 从 上 帝 的 话
并且做上帝所喜悦的事
情。
(6)
正如孩子们是从
生身父母生的一样，上
帝的孩子是从圣灵生
的。也正如孩子想要取
悦父母，同样上帝的儿
女也想要讨天父的喜
悦。
(7) 主耶稣告诉我们必须
要重生，这也不足为奇
，因为他说宗教仪式和
人自己的修行不能使我
们成为上帝的孩子。只
有相信主耶稣，我们才
能成为上帝的孩子。
(8) 正如人的生命是生身
父母给予的一样，我们
的新生命也是上帝赐予
的6。

6 约翰福音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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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0,

.3-0:A-,$?-*A.-GA-$/%-.A/-;A/, (9-10) /zA-!R-.J3IA?- .- .%- @- 3- $R- 2?- $4S- 2R- ;zJ- >?- #R- =-2!:- *R/- +R$43-$/%-%R-,,
6

5.

l-2, 11 %?-HJ.-=-2.J/-0-2.J/-0<9J<-o<, %-5S?-$%->J?-0-.J-2>., $%3,R%-;R.-0-.J:A-.0%-0R-LJ.-G%-, .0%-0R-.J=-HJ.-i3?-GA?-.%-=J/-3A-LJ., 12 %?-HJ.i3?- =- ?- !J%- .- L%- 2:A- .R/- 2>.- /?- HJ.i3?-;A.-3-(J?-/, .!R/-3(R$-$A-8A%-#3?=- L%- 2:A- .R/- 2>.- /- HJ.- i3?- )A- v<- ;A.(J?-0<-L, 13 .!R/-3(R$-$A-8A%-#3?-/?22-0:A-3A:A-<A$?-GA-2-3-$+R$?-0<, ?:%8A%-#3?-=-;<-1J2?-3-MR%-, 14 =%-!R/-03zR->J-;A?-:VR$-!R%-.-4=-IA-$9$?-2f/-;<2G$?-0-v<, 3A:A-<A$?-GA-2-;%-:1$?0<-:I<-.$R?-+J, 15 3A:A-<A$?-GA-2-=-..-0LJ.-3#/-,3?-&.-=-.0$-+-3J.-0:A-5K-,R20<-:I<-2:A-KA<-<R, 16 .!R/-3(R$-$A?-<%6

;R-@-//-IA?-VA?-0:A-:UA/-29%-=J:- 1 A%- 13 =-$9A$?,

第二章

(9-10) 哥底母仍是不明
白，于是主耶稣温和
地批评了他。

5. 经文
11 实实在在地告诉
你，我们所说的是我
们知道的；我们所见
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
见证。12 我对你们
说地上的事，你们尚
且不信，若说天上的
事，如何能信呢？
13 除了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人子，没
有人升过天。
14 摩西在旷野怎样
举蛇，人子也必照样
被举起来。
15
叫一切信他
的都得永生 (或
作 ‘叫 一 切 信 人
在他里面得永生’)。
16“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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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0,

第二章

$A- Y?- $&A$- 0R- $/%- 2- 43- .- :)A$- gJ/- IA- 3Ai3?-=-L3?-0<-36.-0?, Y?-=-..-0LJ.-3#/-5%-3<-:)A$-0<-3A-:I<-2<-.0$+-3J.-0:A-5K-,R2-%J?-0:R,,

给他们，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

$4S- 2R- ;zJ- >?- ;zJ- >-*A.- =- ;A.- (J?- LJ..$R?-0:A-o-nJ/-$*A?-/zA-!R-.J3- =-$/%-, (11) o-nJ/.%- 0R- /A- $4S- 2R- ;zJ- >- :)A$- gJ/- 3- 2!R.- 0:A- }R/- /?- 8A%#3?- ?- .!R/- 3(R$- .%- 3*3- .- 28$?- 8A%- #R%- $A?.!R/-3(R$-%R-3HJ/-0?-#R%-$A-{R<-$?%?, (12) .J-v<$?%?-/-;%-/zA- !R- .J3- .%- #R:C- (R?- GA- KR$?- #$-;A.-3(J?, (13) o-nJ/-$*A?-0-/A-$4S-2R-;zJ->-3A:A-<A$?-GA-29J<-3#/-;A/-0?-?R, 3A:A-<A$?-GA-2-8J?-0-.J-8=-(.fA%-0-=?-L%-2:A-.3A$?-2?=-IA-35/-8A$-;A/, 3A:A<A$?- GA- 2- .!R/- 3(R$- $A?- 2{R?- 0:A- 2%- (J/- ;A/- 0?#R%-$A?-.!R/-3(R$-$A-.2%- (-;A?-2!/-0- $?%-.%- %R35<-2:A-.R/-36., (14) .?-<2?-3%-0R:C-}R/-=-;z-@.- 0- i3?- :VR$- 0- v<- LJ- ,%- =- #R.- 3#/- ;A/- 0- .%- ,
.?->A$-=-#R-5S?-.!R/-3(R$-=-%R-cR=-L?-!2?-.!R/3(R$-$A?-#R-5S<-.$-4=-3%-0R-2+%-, .?- .J<-

6. 经文释义
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两
个原因，让他相信自
己。 (11) 首先，主耶稣
是从天上 (即上帝所在的
地方) 来的，在那里，
他在世界被造以前就和
上帝在一起了。主耶稣
认识上帝，他所说的也
是 基 于 他 的 认 识 。
(12) 即或这样教导，尼
哥底母和他的那一群体
仍 是 不 信 。 (13) 主 耶
稣是“人子”7。“人
子 ”是 旧 约 里 出 现 的 特
别称谓。人子是上帝所
选定的代表，他带着上
帝的权威教导世人并且
行神迹奇事。
(14) 好多世纪以前，犹
太人在旷野里过着游牧
的生活。有一次，因为
犹太人违抗上帝，上帝
就使许多毒蛇来到他们
中 间 。 在 这 段 时 间
里，上帝让先知摩西做
一个蛇的形像。这个蛇
不是神像，他也不是让

6. :PJ=-0,

7

7

=%-!R/-0-.-/A-AJ=-IA?-VA?-0:A-3.R-=J:- 7 A%- 13 /?2<-$9A$?,

14

7 但以理书 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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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R$- $A?- =%-!R/- 0- 3zR->J-=- 4=-IA-$9$?-2f/29R-.$R?-0:A-2!:-$/%-, 4=-IA-$9$?-2f/-.J-z-3;A/-0?, 3A-i3?-GA?-.J-=-2~J/-2!<-LJ.-.-3-2&$
4=-.J-.!R/-3(R$-$A?-#A$-*J?-?J=-2:A-.0J-;A/, .!R/3(R$- =- ..- 0- LJ.- 3#/- i3?- GA?-$9$?-2f/-.J- =2v?-0?-:(A-2-=?-2*2?-0<-I<, (15) .J-28A/$4S- 2R-;zJ- >- =- ..- 0- LJ.- 3#/- i3?- GA?-#R%- =- ..- 0L?- /?- #A$- *J?- .$-0-.%- .0$- +- 3J.- 0:A- 5K- :,R2,
(16) .!R/-3(R$-$A?-<%-$A-Y?-$4S-2R-;zJ->-#zA-<A:A-?A-,R:)A$- gJ/- .- 3%$?- 0- 43- IA?- :)A$- gJ/- IA- 3A- i3?- =L3?-0<-36., Y?-=-..-0-LJ.-3#/-5%-3-.!R/3(R$- $A?- %/- 0- =- *J?- (.- 36.- 0- =?- ,<- +J- .0$- +3J.-0:A-5K-,R2-%J?-?R,,
8

7.

l-2, 17 ;%-.!R/-3(R$-$A?-<%-$AY?-:)A$-gJ/-IA-3A<-OA3?-$&R.-36.- o<-33%$?-GA?, :)A$-gJ/-IA-3A-#R%-2o.-/?*2?- 36.- o<- 3%$?, 18 Y?- =- ..- 0LJ.-3#/-5S-=-OA3?-2&.-3J.-.J, Y?-=..-0-3A-LJ.-3#/-5S-=-OA3?-2&.-9A/, .J-/A8

$8=-(.-fA%-0<-P%?-!-9J<-2:A-3.R-=J:- 21 A%- 4 /?- 9
2<-$9A$?,

第二章

人们拜这个蛇的像。这
个蛇是代表上帝赦免了
他们的罪8。 凡是带着对
上帝的信心仰望那蛇的
人都得救了。
(15) 凡是相信主耶稣(人
子) 的人们，他们的罪都
会得着赦免，并且得着
永生。
(16) 上 帝 特 别 爱 世 上
的人们，以至于他赐下
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降
于这世间。凡相信他
的，就会免于上帝在末
世对罪恶的惩罚，他们
会和上帝永远地生活在
一起。

7. 经文
17 因为上帝差他的
儿子降世，不是要定
世 人 的 罪 (或 作 “审
判世人”。下同。)，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
救。18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不信的
人，罪已经定了，因

8 民数记 21: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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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0,

.!R/-3(R$-$A-Y?-$&A$-0R:C-35/-=-..-0-3L?-0?-?R, 19 ;%-OA3?-$&R.-.J-:.A-v<;A/, :R.-.J-:)A$-gJ/-.-1J2?-;R.-G%-, 3Ai3?-GA-,R.-0-%/-0?-.J-5S-:R.-.J-=?- #A$-*J?GA-3/-/$-=-.$:R, 20 &A-=$?-9J<-/, =?%/- LJ.- 0- ,3?- &.- <%- $A- ,R.- %/- i3?- 3A3%R/- 0:A- KA<- :R.- .J- =- #%- 8A%- :R.- GA- l<- 3A:R%-, 21 :R/-G%-2.J/-0:A-.R/-=$-=J/-LJ.3#/- i3?- GA- L- 2- .!R/- 3(R$- =?- L%- 2$?=-2<-3,R%-2:A-KA<-3A-.J-i3?-:R.-=-:R%-”
8J?-$?%?-?R,,
8. :PJ=-0,

(17)

.?-GA-3,:-3:A-*A/-3R<-.!R/3(R$-$A?-%/-0-,3?-&.-3J.-0<-36.-o-;A/, $4S-2R;zJ- >- =- ..- 0-3J.- 0- i3?- /A- .!R/- 3(R$- .%- #- V=- +J.M=-#3?-?-.?-g$-+-$/?-.$R?, :R/-G%-.!R/3(R$-$A?-3,:-3:A-*A/-3R-.J:A-*J?-(.-=?-3A-i3?-,<.- :)$- 0:A- KA<- $4S- 2R- ;zJ- >- :)A$- gJ/- :.A- <- 3%$?,
(18) $4S-2R-;zJ->-=-..-0-.%-w/-0-i3?-.!R/-3(R$-$AOA3?-$&R.-MR%-2<-3A-:I<, <%-$A-#A$-*J?-=-($?-+J-

第二章

为他不信上帝独生
子的名。
19 光来到世间，世
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
的，不爱光，倒爱黑
暗，定他们的罪就是
在此。
20 凡 作 恶 的 便 恨
光，并不来就光，恐
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21 但行真理的必来
就光，要显明他所行
的是靠上帝而行。”

8. 经文释义
(17)
在末世，上帝会
摧毁一切的罪恶。凡是
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就会和上帝永远分离，
并且永远留在地狱里。
但是，上帝为了把人们
从末日的惩罚中拯救出
来就差派主耶稣来到世
上。
(18)
凡是相信主耶
稣的人都不会经历上帝
的审判。然而，那些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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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 2R- ;zJ- >- =- ..- 0-3J.- 0-i3?-.!R/-3(R$- $A- OA3?$&R.-MR%-o-;A/, (19) .!R/-3(R$-$A-2.J/-0-/A-:R.-v<;A/-0-.%-#A$-*J?-/A-3/-/$-v<-;A/, #A$-*J?-LJ.3#/-i3?-/A-3/-/$-=-.$:, (20) 3A-.J-5S-3A:A-<A$?=?-*J-MR%-;%-.!R/-3(R$-=?-3-*J?, .!R/-3(R$-$A?-.J5S:C- ?J3?- 2+<- 3- $/%- 2?- .J- 5S- #A$- 0:A- 3/- /$- =.$:-!J-.!R/-3(R$-$A-:R.-=-#%-, (21) :R/-G%-.!R/3(R$-=?-*J?-0-.J?-.!R/-3(R$-$A-2.J/-0-=-.$:-2?8, 3A-.J-i3?-/A-:R.-=-.$:-2-.%-.J-5S:C-=?-29%3%R/-0<-:I<-2:A-KA<-.!R/-3(R$-$A-:R.-=-;R%-%R-,,
9

9.

:5S-2-.%R?-/%-,R.-!%?, }R/- o=- 0R:C- Y?- {.2%-24/-0R-8A$-=-]R/-0R-<A$-0-&/-8A$-;R., *A/-8A$o=-Y?-.J?-]R/-c/-=, HR.-GA?-%-=-28R/-g-%-3.R$n%-0R-.%-, .!<-0R, PR-.!<, 3R$-<R, <$-0, <$.!<, PR-.3<, g-O-?R$?-$%-;%-3-;A/-0-8A$-:2=.$R?, .J-v<-L%-/-g-<A/-3-9., d/-0-;%-$%-.$R?!J<-o-;A/, .J-v<-3-L%-/-*J?-0-YR$-,R$-$+R%-o-=?3J.-&J?-2!:-$/%-2-<J., ]R/-c/-;R/-+/-&/-.J?-o=0R:C-24/-.2%-=?-,<-,2?-?-<%-$A?-.%-2:A-;R/-+/IA-l=-=J$?-0<-2+R/-+J, *A/->?-GA-eJ?-?-o=-Y?-GA3./-.-2&<-+J, (A2?-g-)A-v<-$?%?-0-.J-v<-$R-1A$-

9

;R-@-//-IA?-VA?-0:A-:UA/-29%-=J:- 8 A%-

12

=-$9A$?,

第二章

爱罪且不信靠耶稣基督
的人将会受到上帝的审
判。 (19) 上帝的真理就
像是光明，罪就像是黑
暗 9。 做 错 事 的 人 喜 欢
黑暗。 (20)
这样的人
的出生和常人一样，没
有重生，因为他们的心
思还没有被上帝更新。
他们喜爱罪的黑暗，憎
恶上帝真理的光明。
(21) 但那些从上帝生的
人欢迎他的真理，这样
的人喜爱光明，并且进
到光明里面，以致他们
的善行都显明出来。

经文应用 (9 -12)
9.古 时 候 ， 雪 域 藏 地 有
一位赞普，他有一位聪
明的噶伦。有一天，他
对 这 位 噶 伦 说 ： “去 ，
给我弄一匹骏马，这匹
马不能是浅褐色的、不
能是白色的、不能是深
紫色的、不能是枣红色
的、不能是黄白色的、
不能是红色的、不能是
有条纹的，不能是任何
颜色的。如果你弄到这
匹骏马，我不但会把这
匹骏马的价钱给你，还
会按你所愿大大地赏
你。要是你弄不到，那
你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了。”面对这样的刁难，
噶伦并没有被吓倒，而
是用他的智慧和学识逃
过了一劫。几天以后，他
9 约翰福音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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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0,

8?-;R.-=$?-/, <J?-$9:-*A-3-.%-, ^-2, 3A$-.3<,
z$-0, 1<-2, 0-?%?, %J/-0-$%-;%-3-;A/-0-8A$=-=J/-.-$+R%-<R$?-8?-0?, .J-=-o=-2?-=/-3-,J2?0<-]R/-0R:C-)?-GA?-13-0-<J.,
10.

2R.-0:A-]R/-0R-.J?-<A$-0:A-|R-/?-<%-YR$-<%$A?-2*2?,
:R/-G%-]R/-0R-.J->A-/?-.-v-3J.-.R,
/zA- !R- .J3- /A- .0J-:.A:A-/%-$A-2R.- 0:A- ]R/- 0R- v<- .2- OA.<A$-0-&/-8A$-;A/, $4S-2R-;zJ->:C-2!/-0-,R?-/?-<%$A?-L?-0:A-#A$-*J?-GA-nJ/-IA?-.!R/-3(R$-$A-*J?-(.MR%-.$R?-0<->J?, .J-=?-,<-2<-:I<-2:A-KA<-<%-$A<A$-0-.%-, ;R/-+/, /R<-?R$?-.!R/-3(R$-$A-,/-}<1/-3J.-;A/-0-gR$?-0?, /zA-!R-.J3-IA?-$4S-2R-;zJ->-#R/<-..-0-L?-+J-<%-YR$-<%-$A?-2*2?, /zA-!R-.J3->A/- ;%- .- v- .!R/- 3(R$- $A- 8A%- #3?- ?- $4S- 2R- ;zJ- >- .%3*3-.-;R., ??-G%-.!R/-3(R$-.%-3*3-.-3,:-3J.0:A-5K-YR$-:.R.-0-.J?-$>3-$?=-2>.-0-v<-$4S-2R;zJ->-=-..-0-LJ.-YA.,
10

11.

.!R/-3(R$-/A-;R%?-?-.3-0:R, :R/-G%-%-5S?L?-0:A-#A$-*J?-GA-nJ/-IA?-%-5S-#R%-.%-:VJ=-2-;$-0R3J.-0<-:I<, 3A-$*A?-GA-2<-:VJ=-2-;$-0R-3J.-0:A10

;R-@-//-:UA/-29%-=J:- 12 A%- 25 =-$9A$?,

第二章

来到赞普面前，说道：
“启 奏 陛 下 ， 您 要 的 那
匹马臣已经弄到了，只
要不是在星期日、星期
一、星期二、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
六，您哪一天要，臣哪
一 天 就 给 您 牵 来 。 ”赞
普听了这话，无言以对。
10.这位噶伦凭着智谋挽
救了自己的生命，但到
了晚年，还是难逃一
死，死后就归于无有
了。尼哥底母也像这个
故事中的噶伦一样聪
明。听了主耶稣的教
导，他知道他将要面对
上帝对他做过的错事的
审判。他明白了无论是
他的智慧、才学还是他
的财富都不能使他免除
上帝的审判。于是，他
只凭信靠主耶稣而得救
了。尽管他后来死了，
但他会在天上和主耶稣
在一起10。无论是谁，只
要他想要在上帝那里获
得永生都可以相信主耶
稣，正如以下所解释
的。

11.上帝是全然圣洁的，
但因着我们所做的坏
事，我们与他的关系从
此被破坏。要是两个人
关系不好，他们就需要
10 约翰福音 12: 25

Layout 43 T&Ch_Seiten 22/07/13 10:19 AM Page 30

=J:-$*A?-0,

30

第二章

{2?-.J-5S<-;A.-(J?-:R?-0:A-2<-3A-:3-;%-/-:.3-1A$LJ.-3#/-&A$-.$R?, :.3-1A$-0-.J?-3A-$*A?-!<-$+32>.-0:A-|R-/?-:VJ=-2-.J-;$-<-$+R%-, .J-28A/-3A-#A$&/-i3?-.%-.3-0:A-.!R/-3(R$-$*A?-2<-:VJ=-2-;$0R-3J.-0?-%-5S-=:%-:.3-LJ.-3#/-&A$-.$R?, 3A-.J?-%5S-3A:A-?J3?-3HJ/-.$R?-0-3-9., .!R/-3(R$-$A-,$?G%-3HJ/-.$R?, $4S-2R-;zJ->-:)A$-gJ/-3-2!R.-0:A-}R//?-8A%-#3?-?-.!R/-3(R$-.%-3*3-.-28$?-0?-#R%$A?-.!R/-3(R$-%R-3HJ/, ;%-$4S-2R-;zJ->-3A-<-I<-/?-%5S:C-OR.-.-$/?-0:A-nJ/-IA?-3A-i3?-3HJ/, .J:A-KA<-#R%/A-2<-3A-;%-.$-0-8A$-;A/, $=-+J-3A-8A$-$A?-$4S-2R;zJ->-#R-/<-..-0-L?-+J-#A$-*J?-&/-;A/-0<-%R?-=J/-L?0-.%-,R.-0-%/-0-%%?-/?-?J3?-2+<-/-.!R/-3(R$$A?-#R:C-#A$-*J?-?J=-%J?-;A/, .J-v<-3A-i3?-*J-2-$?<0-MR%-/?-.0$-+-3J.-0:A-5K-:,R2,

有一个中保或中间人。
这个中间人会和两个人
会谈，并且修复两个人
的关系。同样，有罪的
人和圣洁的上帝之间的
关系不好，我们也需要
一个中间人。这位中间
人不但要懂得我们人的
心思，还要懂得上帝的
心思。主耶稣基督在世
界被造以前就和上帝在
一起，所以他认识上
帝。主耶稣成为一个，
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
也认识我们。他是上帝
和人之间最完美的中间
人。无论是谁，只要他
单单信主耶稣，承认他
所 做 的 错 事 并 且 悔
改，上帝就会饶恕他的
罪。人们就是这样经历
新生并承受永生的。

12.

12.新生就像是礼物。拜
偶像的人会把金钱和供
奉摆放在偶像面前，但
他们能从偶像那里得到
什么呢？主耶稣在十字
架上受死，这样他自己
就是给上帝最完美的供

*J-2- $?<- 0- .J- <A/- 3J.- 0:A- $/%-.A/- v<- ;A/,
z-{-=-2!<-!A-LJ.-3#/-i3?-GA?-.J-5S<-.%=-.%-3(R.0- ?R$?-1=- .$R?- G%-z- {- i3?- =?- $%- :,R2- 23,
o%->A%-|%-=-PR%?-+J-$4S-2R-;zJ->?-.!R/-3(R$-=-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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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IA?-3(R.-0-1=, #R%-=-..-0-LJ.-3#/-i3?-GA?#A$-*J?-&/-;A/-0<-%R?-=J/-L?-+J-?J3?-2+<-/-3,:3J.-0:A-YR$-:,R2, .J-28A/-$4S-2R-;zJ->?-<A/-3J.-0:A$/%-.A/-v<-.0$-+-3J.-0:A-5K-3A-i3?-=-$/%-, .J%{2?-.!R/-3(R$-$A-$/%-.A/-.J-.%-=J/-LJ.-0:A-|R-/?2R.-3A-3%-0R<-*J-2-$?<-0-:,R2-28A/-;R., .J-5S-HA3-3A.%-3*3-.-$4S-2R-;zJ->:A-eJ?-?-:V%-3#/-.-:I<-2?:(A-2-=?-,<-<R,,
11

第二章

奉。凡是信他的人为了
得到永生都只能承认他
们是罪人并且悔改11。这
样，主耶稣就把永生当
作 是 礼 物 赐 给 我 们
了。有许多藏人接受了
上帝的礼物就获得了新
生。他们和家人12一起成
了耶稣的跟随者。他们
于是就逃脱了死亡的命
运，就像古代西藏那位
聪明的噶伦一样。

12

13.

]R-:6B/-LJ.-o,
.!R/-3(R$-$A?-<%-$A-Y?-$&A$-0R-$/%-2-43-.-:)A$gJ/-IA-3A-i3?-=-L3?-0<-36.-0?, Y?-=-..-0-LJ.3#/- 5%- 3<- :)A$- 0<- 3A- :I<- 2<- .0$-+- 3J.- 0:A- 5K,R2-%J?-0:R,,
(;zR-@-//-=J:- 3 A%- 16 )

13. 研习并记诵
上帝爱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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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J?-GA-\-(-/A-:(A-2-;A/, :R/-G%-.!R/-3(R$-$A-<A/-3J.0:A-$/%-.A/-/A-.0$-+-3J.-0:A-5K-;A/, {-52-0:-=-;A?-<R-30-i3?-=-VA?-0:A-:UA/-;A$-=J:- 6 A%- 23 =-$9A$?,
12 {-52-i3?-GA-36.-0-=J:- 2 A%- 39 =-$9A$?,

11 罗马书 6: 23
12 使徒行传 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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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2#?-<J:-3A$
=J:-:.A<-$4S-2R-;zJ->?-/zA-!R-.J3-=-..-0-L?-0:A-:V?-2:A-{R<-=-2!:-3R=$/%-2-.J-;A/,
$4S-2R-;J->-=-..-0:A-:V?-2-/A,
.!R/-3(R$-$A-o=-YA.-.-:)$
(;R-@-//-=J:- 3 A%- 3 .%- 5)
*J-2-$?<-0-:,R2,
(;R-@-//-=J:- 3 A%- 7 )
.0$-+-3J.-0:A-5K-:,R2,
(;R-@-//-=J:- 3 A%- 15 .%- 16)
,<-2<-:I<,
(;R-@-//-=J:- 3 A%- 17)
:R.-=-.$:,
(;R-@-//-=J:- 3 A%- 21)

$4S-2R-;J->-=-3-..-0:A-:V?-2-/A,
.!R/-3(R$-$A-o=-YA.-.-:)$-3A-YA.,
(;R-@-//-=J:- 3 A%- 3)
3A:A-<A$?-?-*J-2,
(;R-@-//-=J:- 3 A%- 6)
:)A$-0<-:I<,
(;R-@-//-=J:- 3 A%- 16)
OA3?-$&R.-MR%-o,
(;R-@-//-=J:- 3 A%- 17)
3/-/$-=-.$:,
(;R-@-//-=J:- 3 A%- 19)

14. 本段内容概览
在这段经文中，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谈到了信心的结果
信主耶稣的结果

不信主耶稣的结果

进入上帝的国（3,5）

不得进入上帝的国（3）

得重生（7）

只是从人出生（6）

得到永生（15,16）

灭亡（16）

得救（17）

定罪（17）

爱光明（21）

爱黑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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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2R-;zJ->-OR/-0:A-:P3-.-;R.-0:A2.-3J.-&A$-.%-,$-0:A-{R<,
(;zR-@-//-=J:- 4 A%- 4 /?- 26 2<-)
1. l-2,

4

.J:A-.?-?-#R%-?z-3<-;-;=2o.-/?-1J2?-.$R?-0?, 5 #R%-?z-3<-;;=-IA-PR%-5S-?zA-$<-=-1J2?, PR%-.J-}<-;z-@-.0:A-3J?-0R-;z-!R2-GA?-#R%-$A-2-;zR-?J2-=-$/%2:A-8A%-.%-,$-*J-0R-;R., 6 ;z-!R2-GA-OR/-0.J<-;R.-&A%-, ;zJ->-:P=-/?-{-,%-(.-.J-OR/0:A-l<-28$?-{2?-*A/-$%-43-;A/, 7-8 *J$/?-i3?-PR%-5S-=-#-9?-*R-2<-?R%-2:A-eJ??, ?z-3<-;-;=-IA-2.-3J.-&A$-(-=J/-.-;R%2-.%-, ;zJ->?-#R-3R<-“%-=-:,%-(-+R$-43!J<-.%-”8J?-$?%?, 9 2.-3J.-.J?-#R%-=“HJ.-;z-@-.-0-<J., %-?z-3<-;-3-v-2-=?:,%-(-aR%-2-.J-&A-=-YA.-”8J?-2>., ($%-

第三章：
耶稣与撒马利亚妇
人在井边的对谈
(约翰福音 4：4-26)

1. 经文
4:4 必须经过撒玛
利亚；5 于是到了
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叙加，靠近雅各
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
地。6 在那里有雅
各井；耶稣因走路困
乏，就坐在井旁。那
时约有午正。7 有一
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
打水。耶稣对她说：
“请你给我水喝。”
8 那时门徒进城买
食物去了。9 撒玛
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怎
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
妇人要水喝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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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 ;z-@-.-0:A-3A-<A$?-?z-3<-;-;A3A-<A$?-.%-3A-:PR$?-)
2. :PJ=-0,

(4)

$4S-2R-;zJ->-;zA-?A-<-AJ=-IA-zR-KR$?-GA?- #=-;z- @- .-/?-L%-KR$?-GA-?- #=-$z-=A=- .-1J2?.$R?- +J- ?z- 3<- ;- 8J?- 0:A- ;=- 2o.- /?- 1J2?,
(5) ;z- !R2- .%- ;zR- ?J2- /A- .?- <2?- 3%- 0R:C- }R/- =-.J<28$?-0-.%-, .J-5S-;z-@-.-.%-?z-3<-;-3A-<A$?-$*A?!:A-3J?-0R-;A/, (6) .J%-?%-;%-OR/-0-.J-.-.%-.J<-;R.,
(7-8) !R/-0-;zJ->:A-*J-$/?-i3?-#-9?-*R-2<-PR%-5S-=:PR-.?-#R%-.%-?z-3<-;-3-8A$-,$ (9) ,A-=R:A-}R/-IA.?-<2?-2o.-0<-Az-?A-<A-;-;=-IA-.3$-.0%-$A?-?z3<-;-;=-=-24/-:6=-L?-0-.%-, .J<-;R.-0:A-;z-@-.0-3%-0R-3zJ-?:R-0A-+-3J-;-;=-=-24/-OA.-L?, .J-5S:C52- =- .3$- .0%- .J?- 3A- <A$?- $8/- i3?- 28$- 0<2gJ/-$4S-2R-;zJ->:A-.?-?-?z-3<-;-0-i3?-3%-0R-8A$-;z-@.-?R$?-3A-<A$?-$8/-.%-:SJ?-;R.-0-;A/, .J:A-KA<-;z@-.-0-.%-?z-3<-;-0-i3?-$&A$-$A?-$&A$-=-#%-, ;z@- .- 0:A- 3#?- 0?- 2.-3J.- .%- 3A- :PR$?- 0<- 3-9.-.J2?-?z-3<-;:A-2.-3J.-.%-$+3-l-2-/?-3A-LJ., $4S-2R13

14

第三章

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
人没有来往。
2. 经文释义
(4)
主耶稣从以色列南
方的犹大省出发，要去
北方的加利利省，路过
了撒玛利亚地区13。
(5) 雅各和约瑟是从前曾
在这一地区居住的犹太
人和撒玛利亚人的祖
先。(6) 雅各在叙加挖
了一口井，这口井今天
仍在那里。
(7-8) 他的门徒去买
食物去了，主耶稣在井
边遇见了一位来打水的
撒玛利亚妇人。
(9) 公元前八世纪的时
候，亚述军队入侵撒玛
利亚，并且把那地方居
住的许多犹太人虏到外
地去，同时把其他民族
的人迁到撒玛利亚14。
到主耶稣的时代，大多
数撒玛利亚人血统已经
混杂。因此，犹太人和
撒玛利亚人彼此憎恶。
犹太人的老师从来不会
单独和妇人讲话，更何
况主耶稣是犹太人，而
那位妇人是撒玛利亚

13

?-2N-=-$9A$?,
14 3J-?:R-0A-+-3J-;-;=-=-(-2R-$*A?-GA-o$-;=-;%-9J<,
.J%-{2?-.J-/A-.LA-<$-o=-#2-;A/,

13 参看书后所附地图
14 犹太人被放逐到美索不达米
亚，
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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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z-@-.-0-;A/-0-.%-2.-3J.-.J-?z-3<-;-3-;A/-+J, #R%$A?-#R-3R<-2!:-3R=-$/%-2?-#R-3R-;-35/-*J?,

l-2, 10 =/-.-;zJ->?-#R-3R<-“$=-+JHR.-GA?-.!R/-3(R$-$A-$/%-.A/-.%-, HR.-=(-!J<-<R$?-9J<-3#/-.J-?-;A/-0->J?-/, HR.GA?-#R%-=-8?-/?-#R?-HR.-=-$?R/-0:A-(-!J<2-;A/-”&J?-$?%?, 11 =/-.-2.-3J.-.J?“{-82?-=$?, OR/-0-:.A-$+A%-<A%-0R-;A/&A%- HJ.- =- (- :(- 2:A- $R.- G%- 3A- :.$- 0?$?R/-0:A-(-.J-$%-/?-=J/, 12 %-5S:C-3J?-0R;z-!R2-GA?-%-5S-=-OR/-0-:.A-$/%-!J, #R%-<%.%- #R%- $A- 2- i3?- .%- K$?- .J-5S?-.J- /?2+%?-0?, HJ.-#R%-=?-(J-2-;A/-/3-” 8J?2>., 13 =/-.-;zJ->?-“??-G%-(-:.A-=?2+%?-/-;%-2*<-{R3-0<-:I<, 14 :R/-+J??- G%- %?- !J<- 2:A- (- .J- =?- 2+%?- /- /3;%-3A-{R3-!J, %?-!J<-2:A-(-.J-#R:C-/%-/.0$-+-3J.-0:A-5K-=-(-:K<-2:A-(-3A$-&A$-v2-;A/-0<-:I<-”8J?-$?%?,
3.

第三章

人，因而，当主耶稣和
她说话时，她很吃惊。

3. 经文
4:10 耶稣回答说：
“你 若 知 道 上 帝 的
恩赐，和对你说：给
我水喝’的是谁，你
必早求他，他也必早
给了你活水。”
11 妇人说：“先生，
没有打水的器具，井
又深，你从哪里得活
水呢？
12 我们的祖宗雅各
将这井留给我们，他
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
都喝这井里的水，难
道你比他还大吗？”
13 耶 稣 回 答 说 ：
“凡喝这水的，还要
再渴；
14 人若喝我所赐的
水，就永远不渴；我
所赐的水，要在他里
头成为泉源，直涌到
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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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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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A-<-AJ=-;=-/A-?-(-3%-(J-2LJ-,%-;A/-0?-:,%-(-@-&%-.!R/-0R-;A/, :R/-G%-$4S-2R;zJ->?-:,%-(-=?-G%-<A/-,%-(J-2:A-$?R/-0:A-(:A-{R<#R-3R<-$?%?, (-.J-/A-.!R/-3(R$-$A-$/%-.A/-.%-.0$+-3J.-0:A-5K-;A-.0J-8A$-;A/, (11-12) 2.-3J.-.J?-#R%$A?- $%- $?%?- 0- @- 3- $R- 2?- #R%- $A?-:,%- (:A- {R<- =$?%?-GA-;R.-0<-2?3?, #R%-=-$R.-(?-3J.-0-3,R%/?-$?R/-0:A-(-.J-$%-/?-=J/-0:A-{R<-#R-3R?-#R%-=-{.(-SA?, (13) ??-G%-:,%-(-=?-2+%?-/-3A-.J-;%2*<-{R3-0<-:I<, (14) :R/-G%-#R%-$A?-$/%-2:A-(/A-.0$-+-3J.-0:A-5K-;A/, $/%-.A/-.J-=J/-0-/?-29%3A-i3?-.?-$+/-.-5B3-0<-:I<,

4. 经文释义
(10) 以色列境内沙漠遍
布各处，饮用水十分珍
贵。而主耶稣竟然和她
谈 到 更 为 珍 贵 的 “活
水 ”。这水是上帝给人
的礼物，它象征着永恒
的生命。 (11) 那位妇人
不懂得主耶稣在讲什
么，她以为他说的是普
通的水。 (12) 她见主耶
稣没有盛水的器皿，就
问他怎么打水。
(13)
凡是喝普通水的
人，喝了还会再渴。
(14) 但主耶稣要给的
水是永恒的生命。承受
这生命的人会永远得满
足。

5.

5. 经文
4:15 妇人说：“先
生，请把这水赐给
我，叫我不渴，也不
用来这么远打水。”
16 耶 稣 说 ： “你
去叫你丈夫也到
这里来。”
17 妇人说：“我没
有丈夫。”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
错的。

l-2, 15 2.-3J.-.J?-“{-82?-=$?,
(-.J-%-=-$/%-<R$?, .J?-%-{R3-0<-3A-:I<+J-(-=J/-.-:.A-<-;%-;%-;R%-3A-.$R?-”8J?9J<-2-.%-, 16 ;zJ->?-“?R%-=-HR.-GA-HR-$-2R?/?-:.A-<->R$-”&J?-$?%?-0-/, 17 2.-3J..J?- “%-=-HR-$-3J.-”&J?-2>.-0-.%-;zJ- >?“HR.-GA?-%-=-HR-$-3J.-&J?-9J<-2-.J-2.J/-0;A/, 18 }R/-(.-HR.-=-HR-$-s-;R.-MR%-!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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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0-.J-/A-HR.-GA-HR-$-3-;A/, HR.-GA?$+3-2.J/-0<-2>.-” &J?-$?%?-0-.%-,
19 2.-3J.-.J?-“{-82?-=$?, HJ.-<%-/A=%-!R/-0-8A$-;A/-0<-3,R%-, 20 %-5S:C-3J?0R?-<A-2R-:.A:A-!J%-.-.!R/-3(R$-=-2~J/-2!<L?- 0- ;A/, :R/- G%- ;z- @- .- 0- HJ.- 5S?.!R/-3(R$-=-2~J/-2!<-LJ.-.$R?-0:A-$/?/A-;zJ-<->-=J3-PR%-HJ<-;A/-9J<-”8J?-2>.,
6. :PJ=-0,

(15-16)

?z- 3<- ;- 3- .- .%- $4S- 2R;zJ- >?- $%- $?%?- 0- @- 3- $R- 2?- #R%- $A?- #R- 3R<- $%.$R?- 0- !R/- 0:A- KA<- #R- 3R:C- HR- $- :2R.- 0<- 3%$?,
(17-18) $4S-2R-;zJ->-=-}R/->J?-;R.-.J, HR-$-:2R.-0:A2!:- $/%- 2:A- |R- /?- #R%- $A?- #R- 3R- #A$- *J?- &/- ;A/- 0S/-0<-36., #R-3R<-$%-.$R?-0-.%R?-/A-.!R/-3(R$.%-:VJ=-2-;$-0R-;R%-o-.J-;A/, (19-20) $4S-2R-;zJ->=%-!R/-0-;A/-0<-3,R%-/?-#R-3R:C-#A$-*J?-GA-nJ/-0?-%R5-2<-I<-+J-.R/-$8/-0:A-{R<->R.-0:A-:.R.-0-*J?, .J:AKA<-#R-3R?-#R%-=-2~J/-2!<-LJ.-.$R?-0:A-$/?-GA-{R<{.-(-SA?,

第三章

18 你已经有五个丈
夫；你现在有的并不
是你的丈夫。你这话
是真的。”
19 妇人说：“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20 我们的祖宗在这
山上礼拜，你们倒
说，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6. 经文释义
(15-16)
那位撒玛利
亚妇人还是不明白主耶
稣在讲什么，她甚至不
知道她自己需要什么。
于是主耶稣让她去叫丈
夫来，他想借此让这位
妇人明白她需要什么。
(17-18)
主耶稣有超自
然的指示。他让那位妇
人叫丈夫来，是想要提
醒她她所过的是有罪的
生活。她真正需要的是
和上帝有很好的关系。
(19-20)
她看到主耶
稣是一位先知，同时她
也为自己的罪感到羞
耻，于是就想要谈别的
话题了。她问主耶稣在
哪里敬拜上帝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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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21 ;zJ->?-“A-&$-=$?, %=-;A.-(J?-LR?-.%-, <A-2R-:.A-.%-;zJ-<->-=J3.-HJ.-5S?-;2-=-2~J/-2!<-3A-8-2:A-.?->A$;R%-2<-:I<, 22 HJ.-5S?-$%-3A->J?-0-.J-=2~J/-2!<-LJ.-&A%-, %-5S?-$%->J?-0-.J-=2~J/-2!<-LJ., &A-=$?->J-/, ,<-0-/A-;z@-.-0-i3?-/?-:L%-%R-, 23 :R/-G%-2&R?3A/-IA-2~J/-2!<-LJ.-0-i3?-GA?-.!R/-3(R$$A-.3-0:A-,$?-*A.-.%-2.J/-0-*A.-GA-|R-/?;2-.!R/-3(R$-=-2~J/-2!<-8-2:A-.?- >A$:R%?- 2<- :I<- =, :R%- 28A/- 0- ;%- ;A/,
;2- .!R/- 3(R$- /A- .J- v- 2:A- 3A- i3?- =- .IJ?>A%-$9A$?-?R, 24 .!R/-3(R$-/A-,$?-*A.;A/-0?, #R%-=-2~J/-2!<-LJ.-3#/-i3?GA?- .3- 0:A- ,$?- *A.- .%- 2.J/- 0- *A.- GA- |R/?- 2~J/- 2!<- LJ.- .$R?- ”8J?- $?%?,
25 2.- 3J.- .J?- #R%- =- “*2?- 3$R/- 3z- >A- !(#R%-/A-#zA-<A-?A-,R-;%-9J<-) 1J2?-;R.-0<-%?>J?, #R%-1J2?-{2?-%-5S<-.R/-,3?-&.=J:-$?3-0,
7.

第三章

7. 经文
21 耶 稣 说 ： “妇
人，你当信我。时候
将到，你们拜父，也
不在这山上，也不在
耶路撒冷。22 你们
所拜的，你们不知
道；我们所拜的，我
们知道，因为救恩是
从犹太人出来的。
23 时候将到，如今
就是了，那真正拜父
的，要用心灵和诚实
拜他，因为父要这样
的人拜他。”
24 上帝是个灵(或无
“个 ”字 )， 所 以 拜
他的，必须用心灵和
诚实拜他。
25 妇人说：“我知
道弥赛亚 (就是那称
为基督的 )要来；他
来了，必将一切的事
都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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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0,

1R$-0<-:I<-”8J?-2>., 26 ;zJ->?-#R-3R<“%-/A-HJ.-.%-\J%-3R=-LJ.-3#/-*2?-3$R/-3z>A-!- .J-;A/-/R-” 8J?-$?%?,
8. :PJ=-0,

(21)

$4S-2R-;zJ->?-#R-3R<-2~J/-2!<.%R?- /A- 2~J/- 2!<- 8- 3#/- ?z- 3<- ;- .%- ;%- /- ;zJ- <- >=J3-=-;R.-3J.-=-<$-=?-3J.-&J?-$?%?, 2~J/-2!<.%R?- /A- 2~J/-2!<-8-3#/-IA-?J3?-=?-:L%-2?-2~J/2!<-LJ.-?<-<$-=?-3J., (22) ?z-3<-;-0-i3?-=8=- (.- fA%- 0- 9J<- 2:A- 3.R- (- 5%- 3J.- 0?- .J- 5S?- .!R/3(R$-$A-2!:-;$-0R-3->J?, :R/-G%-;z-@-.-0-i3?-=8=-(.-fA%-0-(-5%-;R.-0?-.!R/-3(R$-$A-8=-(.-.%#R%-$A-2!:-;$-0R->J?, .!R/-3(R$-$A?-3z->A-!-8J?-0:A*2?-3$R/-;zA-?A-<-AJ=-=-3%$?-o-;A/-0:%->J?, .J:AKA<-*2?-3$R/-;zJ->?-#R-3R<-“,<-0-/A-;z-@-.-0-i3?/?-:L%-”8J?-$?%?, ,<-0-/A-.!R/-3(R$-$A?%/-0-,3?-&.-=-*J?-(.-$+R%-2-=?-,<-+J-#R%-.%:VJ=-2-;$-0R-;R%-2-.J-;A/-/R, (23) 2&R?-3A/-IA2~J/- 2!<- LJ.- 0- i3?- ?J3?- /?- LJ., 2&R?- 3A/-IA2~J/-2!<-/A-.3-0:A-.!R/-3(R$-=-2!<-!A-.%-, 2!R.0, $+%-<$-?R$?-%-5S:C-?J3?-GA-$+A%-/?-8-2-.J-;A/,
(24) .!R/-3(R$-=-,$?-*A.-GA-<%-28A/-;R.-0?-#R%-=-

第三章

26 耶稣说：“这和
你说话的就是他。”

8. 经文释义
(21) 主耶稣告诉她真正
的敬拜并不在于是否在
撒玛利亚敬拜，也不在
于在耶路撒冷敬拜。因
为真正的敬拜来自敬拜
者的内心，在哪里敬拜
并不重要。 (22) 撒玛利
亚人只有旧约圣经的部
分经卷，他们对于有关
上帝的真理也是一知半
解。犹太人却有全本旧
约圣经。他们知道上帝
的应许和诫命。他们知
道上帝有一天会差遣一
位救主来拯救犹太国，
这 位 救 主 就 是 “弥 赛
亚” (也称作“基督”) 。
因 此 ， 他 告 诉 她 “救 恩
是 从 犹 太 人 出 来 的 ”。
救恩的意思是免除上帝
对罪人的惩罚，并且恢
复和上帝之间的良好关
系。 (23) 真正的敬拜并
不是来自我们的身体，
而是来自我们的内心和
意志。真正的敬拜是从
我们的内心深处向圣洁
的上帝发出赞美、感恩
和 奉 献 。 （ 24） 因 为 上
帝是灵，我们就应当尽
心尽意地敬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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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2!<-8-3#/-i3?-GA?-]R-$&A$-?J3?-$&A$-$A-|R/?-2~J/-2!<-8-.$R?, (25) *2?-3$R/-#zA-<A:A-?A-,R/A-3A-<A$?-5%-3-*R2-0:A-(J.-.-;z-@-.-0-i3?-/?-:L%o-;A/-0-2.-3J.-.J?->J?, (26) .J:A-KA<-;zJ->?-#R-3R<“HJ.-.%-\J%-3R=-LJ.-3#/-#R%-/A-%:R-”8J?-$?%?, #R3R-$4S-2R-;zJ->-=-..-0-*J?-/?-?zA-$<-PR%-3A-i3?-=-#R%$A-{R<-2>., 1%-.J-[R$-0:A-KA<-;zR-@-//-IA?-VA?-0:A:UA/-29%-=J:- 4 A%- 27-42 =-$9A$?,
9. :5S-2-.%R?-/%-,R.-!%?,

3A- i3?- =- (- .$R?0-.%-8A%-=?-,R/-*J.-/A-.J-2?-G%-(-.%-V=-,2?-3J.0-8A$-;A/-0?-(-/A- 5K-;A-:L%-#%?->A$-;A/, .0J<-/2R.-uR%?-GA-*A%-OA-?-#=-.-=R-<J<-(<-(-kA:A-$*A?-:220?-lA->A%-.%-..-:PR-3%-0R-;R., .J<-8A%-=?-LJ.-0-#$0R-3J., z-?<-(<-(-.J-43-3%-0R-3J.-0?-?-(-{3->?(J, .J:A-KA<-8A%-0-i3?-GA?-.J-5S:C-8A%-=-(-:SJ/-.$R?,
3%:-<A?-=-LJ-,%-:S-0R-;R., $%-=$?-9J<-/, =R-<J<(<-(-@R-kA:A-$*A?-2o-=?-3J., (<-(-.!R/-0R-;R.-?<lA->A%-.%-?J3?-&/-;%-.!R/-0R-;R., (<-(-3%-0R-;R.?<-lA->A%-.%-?J3?-&/-3%-0R-;R., 2R.-.%-:S-2<-$4S2R-;zJ->:A-1-;=-;zA-?A-<-AJ=-IA-?-(-;%-{3-0R-;A/, .J:AKA<-#R%-$A?-.!R/-3(R$-$A-$/%-.A/-.0$-+-3J.-0:A-5K-/A-

第三章

(25) 那位妇人知道基督
要从犹太人中兴起，来
拯救世上的各个民族。
(26) 于是主耶稣对
她 说 ： “我 就 是 那 一
位 。 ”她 信 了 ， 并 且 告
诉叙加人也来信主耶
稣。(这件事记载在约翰
福音第四章 27-42 节)。

9. 经文应用
人类离不开水，人们种
庄稼也需要水。因此，
人的生命不能没有水。
在西藏的林芝地区，每
年降雨量有两千毫米。
那里森林繁茂，动物肥
壮，种庄稼也很容易。
拉萨降雨量不多，因而
周围特别干旱，农民要
从河里引水灌溉农田，
庄稼才能成长。阿里几
乎是一片沙漠，因为那
里的年降雨量只有200毫
米。在西藏，雨水稀少
的 地 方 动 植 物 也 稀
少，雨水丰沛的地方动
植物也丰富。这就是为
什么主耶稣会把他赐与
人的永恒的生命说成是
“活 水 ”。 这 活 水 要 在
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
到永生。就像井边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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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A-(-v<-$?%?, .!R/-3(R$-$A?-$/%-2:A-(-.J%-5S-..-w/-i3?-GA-/%-/-.0$-+-3J.-0:A-5K-=-(-:K<2:A-(-3A$-&A$-v-2-;A/, OR/-0:A-:P3-IA-2.-3J.-.J28A/- ??- G%- ..- 0:A- |R- /?- $4S- 2R- ;zJ- >-.%-=J/-L?- /.!R/-3(R$-$A-$?R/-0:A-(-:,R2-%J?-;A/,
10. ]R-:6B/-LJ.-o,

??-G%-%?-!J<-2:A-(-.J-=?-2+%?-/-/3-;%-3A-{R3- !J,
%?-!J<-2:A-(-.J-#R:C-/%-/-.0$-+-3J.-0:A-5K-=-(-:K<2:A-(-3A$-&A$-v-2-;A/-0<-:I<-”8J?-$?%?,
(;zR-@-//-=J:- 4 A%- 14)

第三章

位妇人一样，无论是
谁，只要他凭信心向主
耶稣祈求，他就会获得
活水。

10. 研习并记诵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
永远不渴；我所赐的
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
源，直涌到永生。
(约翰福音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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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8A-0,

$4S-2R-;zJ->-.%-*J-.?-/?-=R%-2;A/-0:A-3A-8A$-,$-0:A-{R<,
(;zR-@-//-=J:- 9 A%- 1 /?- 7 2<-)
1. l-2,

1

;zJ- >- =3- =- 1J2?- {2?- *J.?- /?- =R%-2-;A/-0:A- 3A- 8A$- $9A$?- 0- .%- ,
2 #R%- $A- *J- $/?- i3?- GA?- #R%- =- “<z2- 2A,
3A-.J-=R%-2<-*J?-0:A-o-nJ/-&A-;A/, #R-<%-%3#R:C-1-3-??-#A$-*J?-2?$?-?3-”8J?-8?-0.%-, 3 ;zJ->?-“3A-:.A?-#A$-*J?-2?$?-0?3- ;A/-=, 1- 3?- 2?$?- 0?- G%- 3- ;A/,
.!R/-3(R$-$A-36.-0-#R:C-5K-=-3%R/-0<-:I<2:A-KA<-#R%-/A-=R%-2<-*J?-?R, 4 %-5S?-%3%$?-3#/-IA-36.-0-.J-*A/-3R:C-.?-?-LJ..$R?, 35/-3R-><-2:A-.?-?-3A-??-G%-=?!-LJ.-3A-,2, 5 %-:)A$-gJ/-.-;R.-0:A-.?-?%-/A-:)A$-gJ/-IA-:R.-;A/-/R-” 8J?-$?%?-0:AeJ?-?, 6 ;zJ->?-?-=-u$?-(2-.R<-/?-

第四章：
耶稣治好生来瞎
眼的人
(约翰福音 9：1-7)

1. 经文
9:1 耶稣过去的时
候，看见一个人生来
是瞎眼的。2 门徒问
耶稣说：“拉比，这
人生来是瞎眼的，是
谁犯了罪？是这人
呢？是他父母呢？”
3 耶稣回答说：“也
不是这人犯了罪，也
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
上帝的作为来。
4 趁着白日，我们
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
工；黑夜将到，就没
有人能作工了。
5 我 在世上的时
候，是世上的光。”
6 耶稣 说了这话，
就吐唾沫在地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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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A$-36.-.J-:.3-2$-.J-=R%- 2-.J:A3A$-9%-=-2{?-/?-.J-=- 7 “?zA-=R3-mA%-2=-?R%-/?-%R-O?-.%-”8J?-$?%?, (?zA-=R38J?-0-3%$?-0:A-.R/-;A/-) .J:A-KA<-#R-?R%/?- 2N?- 0?- 3A$- $A?- 3,R%- 2<- I<- +J- 5<;R%-,
2. :PJ=-0,

(1)

;zA-?A-<-AJ=-IA-o=-?-;zJ-<->-=J3=-$4S-2R-;zJ->?-*J-.?-/?-=R%-2-;A/-0:A-3A-8A$-$9A$?,
(2) #R%-$A-*J-$/?-i3?-GA-?J3?-=-3A- .J:A- 3A$- .2%-=*R/- ;R.-0- #R:C- 1- 3?- #A$- *J?- 2?$ ?- 0:A- nJ/- IA?- L%%3-;%-/, A-3:A-3%=-.-;R.-.?-#R?-#A$-0-2?$?-0;A/-/3-~3, #R-5S?-$4S-2R-;zJ->-=-.J:A-{R<-{.-(-SA?-0/, (3) #R%-$A?-3A$-.2%-*R/-;R.-0-.J-3A-.J:A-=?-GA?-3L%-=, 1-3:A-=?-GA?-G%-3-L%-, .!R/-3(R$-$A-,$?eJ-.%-w/-0:A-36.-0-#R:C-5K-=-3%R/-0<-:I<-2:A-KA<L%-8J?-$?=-2>.-$/%-, (4) $R-{2?-$%-.-;R.-/:%%-5S?-:UA/-=?-LJ.-.$R?, (5) $4S-2R-;zJ->?-%-/A-:)A$gJ/- IA- :R.- ;A/-8J?- 0:A- .R/- /A- #R%- *A- 3- ;A/- 0-.%-;%- /:)A$-gJ/-IA-3A-;A/-l-2-/?-$?%?-GA-3J., #R%-$A?:)A$- gJ/- :.A- =- .!R/- 3(R$- 3%R/- 0<- 36.- 0?-/-#R%-

第四章

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
眼睛上，
7 对他说：“你往
西罗亚池子里去洗
(西罗亚翻出来，就
是奉差遣) 。”他去
一洗，回头就看见
了。
2. 经文释义
(1)
在以色列的都城耶
路撒冷，主耶稣遇见了
一位生来瞎眼的人。
(2) 他的门徒就想要 知
道：这个人瞎眼是因为
他父母犯罪了吗？还是
他在母腹中就已有了罪
？于是门徒们就来请教
主耶稣，(3) 耶稣就
解释说这个人瞎眼不是
因为他自己的行为，也
不是因为他父母的错
误，而是要使上帝慈爱
的作为在他的生命中彰
显出来。 (4) 他指出只
要有机会，我们所有的
人都当尽力为主做工。
(5)
他告诉门徒说他
就 是 “世 上 的 光 ”。 主
耶稣的意思并非是说他
像太阳，也不是说他属
于这个世界。他的意思
是说因为他向世人彰显
出上帝是谁，所以他才
像光。我们若相信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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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A/, $4S-2R-;zJ->-=-..-0-L?-+J-#R%-$A-2!:-=*/-0:A-|R-/?-%-5S-;%-:)A$-gJ/-:.A-=-.!R/-3(R$-3%R/0<-LJ.-0:A-:R.-v<-:I<, (6-7) ?zA-=R3-8J?-0-3%$?0:A-.R/-;A/, .!R/-3(R$-$A?-$4S-2R-;zJ->-:)A$-gJ/-:.A<3%$?, .J:A-KA<-#R%-$A?-=R%-2-.J-3%$?-0-8J?-0:AmA%-2<-2+%-$/%-, =R%-2-.J-$4S-2R-;zJ->-=-..-0-*J?0:A-nJ/-IA?-#R-?R%-/?-2N?-0?-3A$-$A?-3,R%-2<-I<+J-5<-;R%-,
3. :5S-2-.%R?-/%-,R.-!%?,

$4S- 2R- ;zJ- >- ,$?- eJ*J?-/?-=R%-2:A-3A$-9%-S$-0<-36., %-5S?-3A-$8/IA-#$-2}=-3,R%-{2?- :.A-/A-.J-5S?-L?-0:A-=?-!-%/0-=?-L%-8J?-3A-?J3?-0<, #$-2}=-.J-.!R/-3(R$-$A,$?-eJ-3%R/-0<-LJ.-0:A-KA<-:L%-%R-8J?-2?3?-/?-3A.J-i3?-=-<R$?-0-LJ.-.$R?, $4S-2R-;zJ->-=-..-0-LJ.3#/- i3?- GA- (- /?- 3A:A- <A$?- GA- #$- 2}=- g$- +- .R/.%-w/-0-;A/, .R/-.J-/A-.!R/-3(R$-$A-36.-0-3A-5K-=3%R/-0<-:I<-2:A-KA<-;A/,
.0J<-/-%-5S-=-#$-2}=-:U.-{2?-%-5S?-..0:A-|R-/?-$4S-2R-;zJ->-=-(R/-=3-:.J2?-.$R?, $?%3$<-9J<-2:A-3.R-=?-.!R/-3(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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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并且遵守他的诫
命，我们也就像光一样
向他人彰显出上帝是
谁。
(6-7) “西罗亚”这个名
字的意思是“差遣”，上
帝差遣主耶稣到这世上
来，主耶稣就是上帝差
来的那一位。因而，他
让 那 个 瞎 子 到 “差 遣 ”
池边。那位瞎子信了主
耶稣。因为他信了主耶
稣，他就去池边洗了脸，
洗完回来就看见了。
3. 经文应用
主耶稣对那位瞎子心存
怜悯，并且治好了他。
同样，当我们看到别人
受苦时，也不要在心里
想：这是因为他做了恶
事。我们应该这么想：
这是上帝的爱要在他或
她的生命中彰显出来，
并且还要帮助他。从相
信主耶稣的人们的观点
来看，人们受苦是有目
的的。而这个目的就是
要彰显上帝的作为。
例如，当我们自己
受苦时，我们应该凭着
信心祷告，求主耶稣来
帮助我们。上帝在《诗
篇 》 中 说 道 ： “并 要 在
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
搭救你。你也要荣耀
我。”15

15 参见诗篇 5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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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8A-0,

第四章

.!:-%=-:L%-2:A-*A/-3R<-%-2R?->A$,
%-;A?-HR.-2*2-HR.-GA?-%-=-2!<,,
8J?-$?%?, ;%-;zA-?A-<-AJ=-IA-$/:-2R:C-=%-!R/-0:A/%-/?-$&A$-$A?%-=-.!:-%=-,$-0:A-*A/-3R-.J<,,
%-;A?-HJ.-:2R.-$?%-=/-$/%-2<-L,,
8J?-$?%?, ;%-$?%-3$<-$8/-=?%-/A-.!:-%=-OR.-.-$/?-0:A-{2?,,
HJ.-GA?-%-;A-YR$-/A-*R2-0<-L,,
8J?-$?%?,
3A- $8/- =- #$- 2}=- :U.- {2?- %- 5S?- .J- 5S<L3?- 0:A- %%- /?- <R$?- 0- L?- /- .J- ;%- .!R/- 3(R$- $A36.-0-3%R/-0<-LJ., .J-v<-<%-$A-3A-5K-.%-$8/-IA-3A5K- $*A?- =- .!R/- 3(R$- $A- $9A- 2eA.- 3%R/- 0<- :I<%J?-;A/,

古代以色列的一位先知
也 说 道 ： “我 在 患 难 之
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
允我。”16 还有：“我虽
在患难中， 你必将我
救活。” 17 当其他人
受苦时，如果我们凭爱
心帮助他们，这就是彰
显上帝的作为了。这
样，我们就必能看到上
帝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
生命中，也彰显在别人
的生命中。

4.

4. 研习并记诵
我是世上的光。
(约翰福音 9：5)

15

16

17

]R-:6B/-LJ.-o,
%-/A-:)A$-gJ/-IA-:R.-;A/-/R,,
(;zR-@-//-=J:- 9 A%- 5)

$?%-3$<-=J:- 50 A%- 15 =-$9A$?,
16 $?%-3$<-=J:- 86 A%- 7 =-$9A$?,
17 $?%-3$<-=J:- 138 A%- 7 =-$9A$?,
15

16 参见诗篇 86: 7
17 参见诗篇 13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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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0,

!R/-0-;zJ->?-=z-9<-9J<-3#/-8A$:(A-2-/?-aR%-2<-36.-0:A-{R<,
(;zR-@-//-=J:-11 /?-;A/-)
1. l-2,

1

.J-;%-3A-=z-9<-9J<-3#/0zJ-,/-;-PR%-$?J2-=-;R.-0-;A/, 0zJ-,/-;-/A3z<-,-.%-#R-3R:C-/-3R-3zA<-;3-IA-PR%-5S-;A/,
3 3z<-,-.%-3zA<-;3-$*A?-GA?-;zJ->-=- “$4S2R-=$?, HJ.-GA?-L3?-0:A-PR$?-0R-/A-/.GA?-2+2-”&J?-=/-&A$-2{<, 4 ;zJ->?-.J$?/-/?-#R%-$A?- “/.-.J-/A-:(A-2:A-o-3-;A/,
.!R/- 3(R$- $A- $9A- 2eA.- 3%R/- 0<- :I<- 2:AKA<-;A/-+J, .!R/-3(R$-$A-Y?-=-3A?-2!<-!AL-2:A-(J.-.-L%-”8J?-$?%?, 5 ;zJ->?-3z<,-.%-, .J:A-/-3R-.%-, =z-9<-%/-$?3-=L3?- 0<- 36.- /- ;%- 6 #R%- $A?-=z- 9</.-GA?-2+2-0:A-=/-.J-$?/-/?-#R%-$%-.28$?- 0:A- $/?- ?- .- .%- *A/- $*A?- 28$?,

第五章：
耶稣使拉撒路从
死里复活
(约翰福音 11)

1. 经文
11:1 有一个患病的
人，名叫拉撒路，住
在伯大尼，就是马利
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
庄 。 3
她 姊 妹
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
稣，说：“主啊，你
所爱的人病了。”
4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乃
是为上帝的荣耀，
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
荣耀。”
5 耶稣素 来爱马大
和她妹子并拉撒路。
6 听见拉撒路病了，
就在所居之地，仍住
了两天。 7 然后对
门徒说：“我们再往
犹太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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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A?-*J-$/?-5S<-“.-%-5S-a<;z-@-.-;=-.-KA<-:PR-”8J?-$?%?,
=J:-s-0,
7

2. :PJ=-0,

(1)

=z-9<-/A-,zA-<A$-{.-GA-3A%-;A/-+J;z-@-.-0:A-{.-=-AzJ-=A-A-9<-9J<, 3A%-.J-$*A?-/A-.!R/3(R$-$A?-<R$?-0-36.-&J?-0:A-.R/-;A/, 0zJ-,/-;-=.J%-.?-AzJ=-Az-9-<A-;-8J?-L-2-.%-, ;zA-?A-<-AJ=-IA-o=?-;zJ-<->-=J3-/?-,A-=J-$?3-IA-?<-$/?-;R., 3z<-,.%-3zA<-;3-/A-!R/-0-;zJ->:A-PR$?-0R-;A/, (3) $4S-2R-;zJ>?- ..- w/- 5%- 3<- L3?- 0- 36.- 0- v<- =z- 9<- =-;%L3?-0<-36., (4) 3z<-,-.%-3zA<-;3-IA?-2+%-2:A=/-$?/-/?-$4S-2R-;zJ->?-“/.-.J-/A-:(A-2:A-o-3-;A/-”
8J?-$?%?, #R%-$A?-}R/->J?-GA-|R-/?-3-$?%?-+J-#R%$%-36.-o-;A/-0-.J?-.!R/-3(R$-$A-$9A-2eA.-3%R/-0<36.-0<-3HJ/, #R%-$A?-*J-.?-/?-=R%-2-;A/-0:A-3A$9%-2&R?-0<-36.-{2?- 3A$-.2%-=-*R/-;R.-0-.J-.!R/3(R$-$A-,$?-eJ-.%-w/-0:A-36.-0-#R:C-5K-=-3%R/-0<:I<-2:A-KA<-;A/-8J?-$?=-2>.-$/%-, .J-28A/-.=z- 9<- IA- /.- .J- ;%-.!R/- 3(R$- $A- ,$?- eJ- .%- w/- 0:A36.-0-3%R/-0<-:I<-2:A-KA<-L%-%R-, (5) =z-9<-.%-,
18

19

=-!-;A?-VA?-0:A-:UA/-29%-=J:- 10 A%- 38 /?42 2<-$9A$?,
19 ;R-@-//-IA?-VA?-0:A-:UA/-29%-=J:- 9 A%- 3 =-$9A$?,

第五章

2. 经文释义
(1) 拉撒路是希伯来 语
以利亚撒这个名字的希
腊 语 读 法 ， 其 意 思
是 ： “上 帝 帮 助 ”。 伯
大尼就是今天的埃尔阿
萨利耶小城，它位于以
色列首都耶路撒冷以东
三公里左右。马利亚和
马 大 是 主 耶 稣 的 朋
友18 。 (3) 主耶稣爱他
的朋友拉撒路。他爱所
有信靠他的人。 (4) 耶稣
听了马利亚和马大捎来
的 口 信 ， 就 说 ： “这 病
不 至 于 死 。 ”耶 稣 说 这
话并非预测未来。他知
道他所要做的事会彰显
上帝的荣耀。主耶稣曾
医治那位生来瞎眼的
人，他说那人瞎眼是为
了要在他的生命中显出
上帝的作为来 19。同样，
拉撒路生病也是为了让
人们看到上帝的作为。
(5)
拉撒路、马大和马
利亚都是主耶稣的朋

18

18
19

参见路加福音 10: 38-42
参见约翰福音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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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0,

3z<-,, 3zA<-;3-2&?-!R/-0-;zJ->:A-PR$?-0R-;A/-0-.%-,
#R%-$A?-.?-GA-3,:-3:A-*A/-3R<-..-w/-i3?-GA-KA<-$%36.-o-;A/-0-.J-#R%-$A- PR$?-0R-=z-9<-=-36.-0:A-P2?$/%-, (6) #R%-$A?-PR$?-0R-$?3-=-L3?-0-36.-0.%-=z-9<-5K-:.A-=?-:.?-0:A-.?-?, #R-5S-.%-3*3-.28$?- :.R.- G%- 3z<- ,- .%- 3zA<- ;3- IA?- 2+%- 2:A- 2%(J/-3)=-?-.J<-*A/-$*A?-$/?, #R%-:U=-.-3-1J2?0?- =z- 9<- IA- /.- <%- 28A/- IA?- S$- 0<- :I<- 2:A- <J- 29.-0-5%-3?-$?=-0R<->J?, #R-5S:C-<J-vR?-L-;=-$&A$0R-/A-$4S-2R-;zJ->-<%-;A/, #R%-$A?-$%-36.-o-;A/-0-.J?*J-$/?-.%-, PR$?-0R, ;z-@-.-0-i3?-GA-..-0:A-?J3?:1J=-2<-LJ.-o-;A/, (7) ;z-@-.-;=-/A-=z-9<-IA-1-;=;A/-0-.%-, .J<-;z-@-.-0:A-.0R/-<A$?-GA?-*J-2:A-(<!R/- 0-;zJ- >- hR- <2- $+R%- ,2?- L?- 0?- .J<- 5<- 1J2?- 0*J/-#-(J/-0R-;R.,
20

第五章

友。他为拉撒路所要做
的，也是他在末日要为
所有信他的人所要做
的。 (6) 尽管主耶稣爱
这一家人，而且他想要
在拉撒路病重的时候和
他们在一起，他还是在
得到口信的那个地方多
住了两天。他没有马上
去，这样在人看来，拉
撒路恢复健康的希望就
渺茫了。只有主耶稣是
唯一的希望。他将要做
的会增加他门徒的信
心，也会增加他的朋友
们和犹太人的信心20 。
(7) 拉撒路居住的那个
区域，就是犹太，犹太
是以色列的一个地区。
前不久，犹太人的官员
们曾想要在犹太地区用
石头打死耶稣，所以，
对主耶稣来说，回到那
里仍很危险 21。

21

#R%-$A?-.J-5S<-“%-5S:CPR$?-0R-=z-9<-$*A.-#$-!J, %?-#R%-$*A.$?R.-0<-(J.-.-:PR-”8J?-$?%?, 12 *J$/?-5S?-#R%-=- “$4S-2R-=$?, #R%-$*A.3. l-2,

11 (#)

=-!-;A?-VA?-0:A-:UA/-29%-=J:- 17 A%- 5 =-$9A$?,
21 ;R-@-//-IA?-VA?-0:A-:UA/-29%-=J:- 10 A%- 31 =-$9A$?,
20

3. 经文
11b “我们的朋友拉
撒路睡了，我去叫醒
他。”12 门徒说：
“主啊，他若睡了，
就必好了。”
20 参见路加福音 17: 5
21 参见约翰福音 1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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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8J?-8?-0-.%-, 13 ;zJ->?=z-9<->A-2:A-{R<-$?%?-G%-, .J-5S?-#R%-$*A.#$-0:A-{R<-$?%?-0-2?3?, 14 .J:A-KA<;zJ- >?- .J- 5S<-“=z- 9<- >A- 5<- 2-;A/-”8J?$?%?,
=J:-s-0,

4. :PJ=-0,

4. 经文释义
(11b) 人们夜里睡觉，
早晨会醒来。同样，那
些信耶稣的人死去了，
主耶稣还会使他们从死
里复活，并且活到永
远。对于相信主耶稣的
人来说，死亡就像是睡
觉。因此，主耶稣用睡
觉来比喻死亡22 。
(12-13) 因为门徒们 信
心太小，他们还不明白
主耶稣所说的是个比
喻。当主耶稣这么说的
时候，尼哥底母和井边
的那位妇人也是不明白
耶稣所说的话。
(14) 由于他的门徒信
心太小，最后主耶稣就
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
路死了。

17

5. 经文
17 耶稣到了，就知

22

;zJ->-.J<-LR/-/?- =z-9<-IA1%- 0R- .<- #%- .- 2&$- /?- 8$- 28A- ?R%- 222

13 耶稣这话是指着
他死说的，他们却以
为是说照常睡了。
14 耶稣就明明的告
诉他们说：“拉撒路
死了。”

11 (#)

3A-i3?-35/-=-$*A.-#$-0.%-8R$?-0<-$*A.-=?-?.-0-v<, .J-28A/-$4S-2R-;zJ->=-..-0-.%-w/-0-i3?-5K-:.A-=?-:.?-{2?-#R%-$A?#R-5S-.0$-+-3J.-0:A-5K-.%-w/-0<-a<-$?R/-.-:)$-0<36., $4S-2R-;zJ->-=-..-0-.%-w/-0-i3?-GA-(-/?-:(A2-/A-$*A.-#$-0-v<-;A/-+J, #R%-$A?-$*A.-GA-.0J-<.<, (12-13) *J-$/?-i3?-GA-..-?J3?-(%-2?-#R%$A?-.0J-;A-|R-/?-$?%?-0:A-.R/-@-3-$R #R%-$A?-.J28A/-.-$?%-{2?-/zA-!R-.J3-.%-OR/-0:A-:P3-.-;R.-0:A?z-3<-;-;=-IA-2.-3J.-GA?-G%-@-3-$R (14) */-3#/IA- ..- ?J3?- (%-2?- !R/- 0- ;zJ- >?- $?=- 0R<- $?%?.$R?-L%-,
5. l-2,

第五章

3<-!-;A?-VA?-0:A-:UA/-29%-=J:- 5 A%- 39 =-$9A$?,

22 例如，马可福音 5: 39、歌林
多前书 15:51、以弗所书 5: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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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0,

53

$9A$?, 20 (!) 3z<-,-;A?-;zJ->-1J2?-GA-;R.0-,R?-/?-#R%-2?-2<-KA/, 21 3z<-,-;A?;zJ->-=-“$4S-2R-=$?, HJ.-<%-:.A<-28$?0-;A/-/-%:A-/-2R->A-3A-YA., 22 :R/-G%-.-v:%HJ.- <%- $A?- .!R/- 3(R$- =- $%- 8- 2- .J- $/%2<-:I<-2<-%?->J?-”8J?-9J<, 23 ;zJ->?“HJ.- GA- /- 2R- $?R/- 0R<- =%- 2<- :I<- ”8J?$?%?-0-.%-, 24 3z<-,-;A?-“.?-GA-3,:3:A-*A/-3R<-$>A/-0R-,3?-&.-$?R/-0R<- =%.?- #R- ;%- a<- $?R/- 0<- :I<- 2- %?- >J?-”
8J?-8?, 25 ;zJ->?-“a<-$?R/-0-.%-.0$-+3J.-0:A-5K-/A-%:R, ?-;%-%-=-..-0-LJ.-3#/-.J>A-;%-$?R/-0<-:I<-=, 26 ?-;%-%-=-2gJ//?- $?R/- &A%- %- =- ..- 0- LJ.- 3#/- .J- :(A- 3AYA., .R/-.J-=-HJ.-GA?-;A.-(J?-?3-”8J?$?%?, 27 3z<-,-;A?-#R%-=-“=$?- ?R,
$4S-2R-=$?, HJ.-/A-*2?-3$R/-3z->A-!-.!R/3(R$- $A- Y?- :)A$- gJ/- .- :LR/- 0- .J- ;A/- 0<%?-..-0-LJ.-”&J?-8?,

第五章

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
经四天了。20a 马大
听见耶稣来了，就出
去迎接他。21 马大
对耶稣说：“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我兄
弟必不死。22 就是
现在，我也知道，你
无论向上帝求什么，
上帝也必赐给你。”
23 耶稣说：“你兄
弟必然复活。”
24 马大说：“我知
道在末日复活的时
候，他必复活。”
25 耶稣对她说： “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信我的人，虽然
死了，也必复活。
26 凡活着信我的 人
，必永远不死。你信
这话吗？”
27 马 大说：“主
啊，是的，我信你是
基督，是上帝的儿
子，就是那要临到世
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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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0,

6. :PJ=-0,

(17)

54

.J-5S:C-/-2R-=z-9<-:(A-#<-3z<-,.%-3zA<-;3-IA?-$4S-2R-;zJ->-=-2%-(J/-2+%-, #R%-$A28$?- ?- =- aJ2- 0<- *A/- $&A$- :$R<-2-.%- 3)=-/?*A/-$*A?-#R%-.J<-28$?-0-.%-#R%-0zJ-,/- ;<-1J2?0<- *A/- $&A$- :$R<- 2?- 2#R3?- /- *A/- 28A- :$R<,
(20 ! - 21)
$4S-2R-;zJ->-.J-=?-3IR$?-0-3-1J2?0?-3z<-,-+R$-43-]R-13-L%-/-;%-#R%-=-..-0-L?,
(22) .!R/- 3(R$- $A?- 36.- 3A- YA.- 0:A- K$- =?- $%- ;%3J.-0-3z<-,?-..-0-LJ., (23) $4S-2R-;zJ->:A-$?%-=.R/-$*A?-;R., .%-0R-/A-3,:-3:A-*A/-3R<-;zJ->-=-..-0.%-w/-0-5%-3-a<-$?R/-0R<-:I<-{2?-=z-9<-;%-a<$?R/-0R<-:I<, $*A?-0-/A-=z-9<-*A/-.J-<%-=-$?R/0R<-:I<, (24) 3z<-,?-.R/-.%-0R-@-$R-;%-$*A?-0-.J-@3-$R (25-26) 3A:A-5K-;A-3,:-3-:(A-2-;A/, :R/-G%$4S-2R-;zJ- >-#zA-<A:A- ?A- ,R- ;A?- 3,:- 3J.- 0:A- 5K- 3A-i3?- =$/%-, 5K-.J-:,R2-0:A-KA<-%-5S?-2?$?-0:A-#A$-*J?%%?- +J- ?J3?-+<- /?- #R%- $&A$- 0<- ..- 0- LJ.- .$R?,
:(A-2:A-{2?-?-$4S-2R-;zJ->?-%-5S-a<-$?R/-.-:)$-0<36., .J:A-KA<-#R%-$A?-“%?-HR.-5S-=-2.J/-0-2.J/-0<9J<-o<, %:A-2!:-Y%-3#/-IA-3A-.J-=-:(A-2-/3-;%-3AMR%-”8J?-$?%?, #R%-=-..-0-.%-w/-0-5%-3-.%-,
23

23

;R-@-//-IA?-VA?-0:A-:UA/-29%-=J:- 8 A%- 51 =-$9A$?,

第五章

6. 经文释义
(17) 在拉撒路死以前，
马大和马利亚派人送信
给主耶稣。给他送信的
那伙人要走一天的路才
能到他那里，随后，主
耶稣又在那里逗留两
天。他行路到伯大尼又
要走一天的时间。这样
算来，到耶稣赶到伯大
尼的时候，四天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20a-21) 主耶稣这么晚
才来，马大似乎有些失
望，但她仍然信靠主耶
稣。 (22)
马大坚信，
在上帝没有不可能的
事。 (23)
这里，耶稣
的话有两个意思：一是
在末日当所有信耶稣的
人都从死里复活时，拉
撒路必复活，二是拉撒
路今天就会复活。
(24) 马大懂得了第 一个
意思，但不懂第二个意
思。 (25-26) 人们 的身
体都会死亡。但主耶稣
所赐予的生命却永远不
会死亡。当我们悔改并
单单相信耶稣基督的时
候，我们就得到了主耶
稣所赐予的生命。我们
的身体死去了，主耶稣
会使我们复活承受永
生 。 耶 稣 说 ： “我 实 实
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
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
见 死 。”23 他 这 话 说 的
23 约翰福音 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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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0,

.J-5S:C-U-$-=-.!R/-3(R$-$A?-8=-(.-.J-$/%-%R-, 3z<,-=-..-0-.J-v<-;R.-3J.-$9A$?-0:A-(J.-.-$4S-2R-;zJ->?2!:-:SA-$/%-, (27) 3z<-,-;A?-$4S-2R-;zJ->:A-{R<-.R/$?3-5?, .%-0R-$4S-2R-;zJ->-/A-.!R/-3(R$-$A?-;z-@-.0:A- 3A- <A$?- =- 8=- (.- $/%- 2:A- *2?- 3$R/- ;A/,
$*A?-0-#R%-.!R/-3(R$-$A-Y?-;A/-0-.%-, .!R/-3(R$$A-Y?-GA?-.!R/-3(R$-$A-.$R%?-0-*R/-3J.-0<-36.-.J.!R/-3(R$-3A-i3?-=-3%R/-0<-36.-3#/-;A/, $?30-$4S-2R-;zJ->-.!R/-3(R$- $A-8A%-#3?- /?-1J2?- 0-;A/0?- ;2- .!R/-3(R$- 3HJ/- +J- ..- w/- 5%- 3<- #R%-$?=0R<-!R/-0-$/%-3#/-.J-;A/, .J-v<-2>.-0:A-|R-/?3z<-,-;A?-<%-$A-..-?J3?-2!/,
24

#R%-$A?- “#R:C-1%-0R-$%-.28$- ;R.-” &J?- $?%?- 0?- =/- .- .J- 5S?“$4S- 2R- =$?, :.A- <- 1J2?- /?- $9A$?.%-” 8J?-8?-0-.%-, 35 .J<-;zJ->-2>3?,
38 .J<-;%-;zJ->-<%-$A-,$?-:O$?-+J-.<-#%$A-l<-1J2?, .<-#%-.J-V$-1$-&A$-;A/-&A%.J:A-#-=-hR-(J/-0R-8A$-28$-;R.-0-;A/,
7. l-2,

24

34

{-52-i3?-GA-36.-0-8J?-0:A-3.R-=J:- 2 A%- 39 =-$9A$?,

第五章

就是这个意思。上帝所
做的这个应许是给所有
相信他的人的，也是给
他们的儿女的24。主耶稣
问马大她是否有这样的
信心。 (27)
马大说了
三件事，是关于主耶稣
的。这表明她有这样的
信心。首先，他是基
督，是上帝应许给犹太
人的救主。其次，他是
上帝的儿子，也就是
说：他遵行上帝的旨意
且向世人彰显了上帝的
形象。第三，主耶稣是
从天上来到这世界的。
他认识上帝，因为他本
来就是从上帝那里来
的，并且要将上帝启示
给每一位信靠他的人。

7. 经文
34 便说：“你们把
他安放在哪里？”他
们回答说：“请主来
看 。 ”35 耶 稣 哭
了。38 耶稣又心里
悲叹，来到坟墓前；
那坟墓是个洞，有一
块石头挡着。39 耶
稣说：“你们把石头
挪开。” 那死人的
24 使徒行传 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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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 “.-hR-1<-:,J/-&A$-”&J?-$?%?/?, $>A/-0R:C-A-&$-3z<-,?-“$4S-2R-=$?,
#R->A-/?-*A/-28A-?R%-2?-.-SA-3-%/-0-#-;R%-”
8J?-8?, 40 ;zJ->?- “}<-%?-HJ.-=-$=-+J..-0-L?-/-.!R/-3(R$-$A-$9A-2eA.-3,R%-%J?;A/-8J?-2>.-0-3-;A/-/3-”8J?-$?%?,
=J:-s-0,
39

8. :PJ=-0,

(34)

$4S- 2R- ;zJ- >- 0zJ- ,/- ;- =- :LR<{2?-=z-9<-IA-1%-0R-.<-#%-=-28$-9A/-0?-#R%-$A?1%- 0R- .J- $%-.-28$- ;R.- 0:A- {R<- 2!:- :SA- $/%-,
(35) =z-9<-5K-=?- :.?-0- .%- #R%-$A- PR$?-0R:C-$.%-2$9A$?-/?-,$?->A/-+-:O$?-0-.%-,$?-eJ-(J/-0R-*J?+J-#R%-2>3?, (38) $/:-2R:C-.?-?-;zA-?A-<-AJ=-0i3?-=-1%-0R-V$-1$-$3, ;%-/-V$-=-2bR?-0:A-?(<-28$-0:A-=$?-YR=-;R., 1%-0R-$&/-$9/-/3-b/3- =?- *R2- 0:A- KA<- .J- 5S?- V$- 1$-$A-#- =- hR- (J/- 0R- 8A$28$ (39) ;zA-?A-<-AJ=-;=-IA-$/3-$>A?-5-0R-;A/-0?1%-0R-.J-=?-SA-3-%/-0-;R%-o-;A/-0<-3z<-,?->J?, $%25

25

;J-<->-=J3-=-2#.-0:A-3A?-:UA/-29%-=-3-..-0?-G%-#R%2>3?, =-!-;A?-VA?-0:A-:UA/-29%-=J:- 19 A%- 41 =$9A$?, ..-3J.-?J3?-GA?-.!R/-3(R$-3*J?-0<-3A-LJ.,

第五章

姐姐马大对他说：
“主啊，他现在必是
臭了，因为他［死了］
已经四天了。”
40 耶稣说：“我不
是对你说过，你若
信，就必看见上帝的
荣耀吗？”
8. 经文释义
(34) 主耶稣来到伯大 尼
时，人们已经将拉撒路
葬在坟墓里了。因此主
耶 稣 才 会 问 ： “你 们 把
他安放在哪里？”
(35) 看到他的朋友拉撒
路已经死去，他的其他
朋友非常哀伤，主耶稣
大受感动25。 (38) 在古
代以色列，已死的人通
常被安葬在岩洞中，安
葬后，岩洞口要堵上大
石头，以免野兽来撕裂
尸体，或有盗墓人来盗
墓。 (39) 以色列天气炎
热，所以马大知道尸体
会发出臭味。
拉撒路真的是死了，不
是在弥留状态。尽管马

25 主耶稣看到耶路撒冷人不信
的时候，也曾哭过。
参见路加福音 19: 41。
上帝不喜悦我们缺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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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0,

=$?-9J<-/, =z-9<-:.?-=R$-3-;A/-+J-.%R?-$/?->A2:R, 3z<-,-;A-?J3?-O=-=-$%-2-3-28$-0<-$4S-2R;zJ->?-#-hR-KA<-:,J/-0:A-2!:-$/%-, (40) *J-.?-/?=R%- 2- ;A/- 0:A- 3A- .J- $4S- 2R- ;zJ- >- =- ..- 0- L?- 0?- .!R/3(R$- $A- :UA/- =?- #R:C- 5K- =- 3%R/- 0<- :I<- 2- 3,R%- 2v<, 3z<-,-;%-$4S-2R-;zJ->-=-;A.-(J?-L?-0?-.!R/3(R$-$A-$9A-2eA.-3,R%-,
9. l-2,

41

.J- 5S?- hR- 1<- :,J/, .J<;zJ- >?- ;<- $9A$?- +J- “%:A- ;2- HJ.- GA?- %- =$?/-0?-,$?-eJ-(J, 42 HJ.-GA?-g$-+-%?8?-0-=-$?/-0->J?-G%-, :.A<-;R.-0:A-3A5S?-HJ.-GA?-%-3%$?-0-;A/-0<-..-0-LJ.0:A- KA<- %?- .J- v<- 8?-”8J?- $?%?- /?,
43 #R%-$A?-$?%-{.-(J/-0R?- “=z-9<, KA<,R/->R$-”&J?-$?%?-3-,$ 44 $>A/-0R-b%=$-<?-GA?-2#3?-0-.%-, $.R%-0-;%-<?GA?-2+3?-0-.J-KA-<R=-+-,R/, ;zJ->?-.J-5S<“<?- 2NR=- =- #R%- :PR- <- ($- &A$-” &J?$?%?, 45 .J:A-KA<-3zA<-;3-.%-3*3-.-;R%-

第五章

大有些害怕，但主耶稣
还是吩咐在场的人把大
石头挪开。
(40) 正如生来瞎眼的那
个人信了耶稣，随即看
到了上帝在他生命中所
行的大事，马大也信
了，随即看到了上帝的
荣耀。

9. 经文
41 他们就把石头 挪
开。耶稣举目［望
天］，说：“父啊，
我感谢你，因为你已
经听我。42 我也知
道你常听我，但我说
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
众人，叫他们信是你
差了我来。”
43 说了这话，就大
声呼叫说：“拉撒路
出来！” 44 那死人
就出来了，手脚裹着
布，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解
开，叫他走！”
45 那些来看马利亚
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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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0,

2:A- ;z- @- .- 0- 3%- 0R?- ;zJ- >?- 36.- 0:A- .R/- .J3,R%-/?-#R%-=-..-0-*J?-?R,,
10. :PJ=-0,

(41-42)

第五章

作的事，就多有信他
的。

!R/-0-;zJ->-;2-.!R/-3(R$$A-3%$?-0-;A/-0-.%-, #R%-$A?-g$-+-;2-GA-2!:-v<36.-0-/A-;zR-@-//-IA?-VA?-0:A-:UA/-29%-$A-2eR.-.R/$4S-2R-8A$-;A/, (43-44) $/:-2R:C-;zA-?A-<-AJ=-=-3A5S?-1%-0R-<?-GA?-1A=-2:A-=$?-YR=-;R., .J:A-KA<-$4S2R- ;zJ- >?- =z- 9<- IA- =?- /?- <?- 2NR=- =- :PR- <- ($-0:A2!:-$/%-, (45) ;z-@-.-0:A-.0R/-<A$?-i3?- GA?.J:A-}R/-43-=-!R/-0-;zJ->-29%-/?-hR-<2-$+R%-2<-:.R.G%-, .-v-#R%-$A?-%R-35<-(J-2:A-g$?->A$-36.-0-.J-#R5S?-G%-#?-=J/-.$R?-L%-%R-,,

10. 经文释义
(41-42)
约翰福音的一
个主要主题就是耶稣是
父上帝差派来的，并且
只 按 上 帝 的 吩 咐 做
事26 。 (43-44) 在古 代
以色列，人们会用麻布
把 尸 体 包 起 来 。 因
此，主耶稣吩咐在场的
人把他身上的布解开。
(45) 不久以前，犹太 人
的官员还想逮捕耶稣并
处死他。而现在，他们
也不得不承认耶稣已行
了一件大神迹27 。

11. :5S-2-.%R?-/%-,R.-!%?,

11. 经文应用
一般来讲，有朋友的人
很快乐，没有朋友的人
不快乐。真朋友彼此间
既分享快乐也分享哀
伤，如果患病了或有困
难了，朋友会帮忙。但
是，我们的朋友不能永
远和我们在一起。例
如，藏区有一句谚语：
“一 个 人 死 去 时 要 独 自
走 。 ”但 相 信 主 耶 稣 的

26

27

,A<- 2+%- PR$?- 0R;R.-0-i3?-*A.-0R-;R.-0-.%-PR$?-0R-3J.-0-i3?-*A.-0R3J., PR$?-0R-%R-3-;A/-/-*A.-/-3*3-*A.- .%-#$-/3*3-#$- LJ., /-5-:3-;%-/-.!:-%=-L%-5K-%-5S:CPR$?-0R-i3?-GA?-%-5S<-<R$?-0-LJ.-;R%-, :R/-G%-%5S:C- PR$?- 0R- %- 5S- .%- 3*3- .- g$- 0<- $/?- 3A- YA.,
.0J<- /- 2R.- 0:A-#- .0J- v<- :(A- 2:A- .?- ?- PR$?- 3J.;R-@-//-IA?-VA?-0:A-:UA/-29%-=J:- 5 A%- 19 =-$9A$?,
27 ;R-@-//-IA?-VA?-0:A-:UA/-29%-=J:- 11 A%- 47-48 =-$9A$?,
26

26 约翰福音 5: 19
27 约翰福音 11: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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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0,

$&A$-0<-:PR-.$R?, :R/-G%-$4S-2R-;zJ->-=-..-0-.%w/- 0-i3?- =- g$- 0<-3*3-.- $/?- 0:A- PR$?- ;R.,
1%- :.A<- $4S- 2R- ;zJ- >?- 5K- :.A- =?- :.?- 0:A- PR$?- 0R=z-9<-a<-$?R/-.-2&$-0<-36., %R-35<-2:A-g$?.J-36.-0:A-|R-/?-$4S-2R-;zJ->?-$>3-$?=-IA-.R/-$?3$?=-0R<-36.-0-!J, .%-0R-/A, ;2-.!R/-3(R$-$A?#R%-:)A$-gJ/-:.A-<-3%$?, $*A?-0-/A, $4S-2R-;zJ-><:(A-2-=?-:)R3?-0:A-/?-0-.%-, %-5S<-.0$-+-3J.0:A-5K-$/%-2:A-.2%-;R., $?3-0-/A, #R%-=-..-w/i3?-*R2-0:A-(J.-.-#R%-o%->A%-|%-=-PR%?-o-;A/-0-.%a<-$?R/-0<-:I<, #R%-$A?-“3A-8A$-$A?-<%-$A-PR$?0R:C-.R/-.-<%-YR$-2+%-/-.J-/A-L3?-0-<2-;A/, ;%-HJ.5S?-%:A-2!:-28A/-.-212?-/-%:A-PR$?-0R-;A/-” 8J?$?%?-?R,
$=- YA.- %- 5S?- ,R.- 0- %/- 0-%%?-/??J3?-2+<-+J-$4S-2R-;zJ->-#R-/<-..-0-L?-/-=z-9<-.%-,
3z<-,, 3zA<-;3-28A/-.-%-5S:%-$4S-2R-;zJ->:A-PR$?-0R;A/, %-5S-#R%-$A-PR$?-0R-;A/-/-%-5S:C-(J.-.-#R%-o%->A%#<-PR%?-0-.%-, :(A-2:A-{2?-?-%-5S-.!R/-3(R$-$A28

29

第五章

人却有一个永不离开他
们的朋友。在这个故事
中，主耶稣使他的朋友
拉撒路从死里复活28。主
耶稣行 了这个神迹，表
明了：1) 父上帝差派了
他，2) 他是胜过死亡的
主，他有权柄赐给我们
永，3) 他自己以后会为
了拯救所有相信他的人
受死，并且从死里复
活。正如他所说的：
“人 为 朋 友 舍 命 ， 人 的
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
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29 如果我们悔改，单
单相信他，并遵行他所
吩咐的，我们也是主耶
稣的朋友，就像当年拉
撒路、马利亚和马大是
他的朋友一样。如果我
们是他的朋友，他舍命
也是为我们了。当我们
的身体死去以后，我们
会永远和主耶稣在一起
。相信主耶稣的人死去
时不是一个人走，而是
和主耶稣一起走。

28

$4S-2R-;J->?-3A-$8/-0:%-a<-$?R/-.-2&$-0<-36.,
3<-!-=J:- 5 A%- 22-43 .%-, =-!-=J:- 7 A%- 11-16
=J:- 8 A%- 41-42 =-$9A$?,
29 ;R-@-//-IA?-VA?-0:A-:UA/-29%-=J:- 15 A%- 13-14 =$9A$?,

28 主耶稣也曾使别人从死里
复活。参见马可福音
5:22-43 路加福音
7:11-16 和 8:41-42
29 约翰福音15: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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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8A%-#3?-?-#R%-.%-:PR$?-+J-$+/-.-$/?-0<-L, :(A2:A-.?-?-$4S-2R-;zJ->-=-..-0-.%-w/-0-i3?-$&A$-0<:PR-3A-.$R?, $4S-2R-;zJ->-.%-3*3-.-:PR:R,,
12.

]R-:6B/-LJ.-o,
a<-$?R/-0- .%-.0$-+-3J.-0:A-5K-/A-%:R, ?-;%-%-=..-0-LJ.-3#/-.J->A-;%-$?R/-0<-:I<-=, ?-;%-%-=2gJ/- /?- $?R/- &A%- %- =- ..- 0- LJ.- 3#/- .J- :(A- 3A- YA.,
.R/-.J-=-HJ.-GA?-;A.-(J?-?3,
(;zR-@-//-=J:- 11 A%- 25-26)

12. 研习并记诵
耶 稣 对 她 说 ： “复 活 在
我，生命也在我，信我
的人，虽然死了，也必
复活。凡活着信我的
人，必永远不死。你信
这话吗？”
(约翰福音 1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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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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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0,
$4S-2R-;Jz->:A-(R?-2!/,

第二部分：
主耶稣的教导

=J:-S$-0,

第六章：
主耶稣谈永生

$4S-2R-;Jz->?-.0$-+-3J.-0:A5K:A-{R<-IA-(R?-2!/-$/%-2,

(约翰福音 5：24 - 30)

(;Rz-@-//-=J:- 5 A%- 24 /?- 30 2<-)

“%?-HJ.-i3?-=-2.J/-02.J/-0<-9J<-o<, %:A-2!:-=-*/-&A%-%3%$?- 3#/- ;2- .!R/- 3(R$- =- ..- 0- LJ.3#/-=-.0$-+-3J.-0:A-5K-;R.-0-.%-, 3A-.Ji3?- OA3?- $&R.-3A-MR%-2<- :(A-2- /?- $?R/0R<-I<-;R.-.R-”&J?-$?%?, 25 ;%-;Jz->?“%?- HJ.- i3?- =-2.J/-0- 2.J/-0<- 9J<- o<,
5K-3J.-0-/%-28A/-IA-3A-i3?-GA?-.!R/-3(R$$A-Y?-GA-$?%-{.-,R?-0:A-.?-=-:22-0<:I<-2-3-9., .?-.J-.-v-;A/, ;%-{.-.J1. l-2,

24

1. 经文
5:24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那听我
话，又信差我来者
的，就有永生，不至
于定罪，是已经出死
入生了。
25 我实实在在地告
诉你们，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死人要
听见上帝儿子的声
音，听见的人就要活
了。
26 因为父怎样在自
己有生命，就赐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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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i3?-$?R/-0<-:I<, 26 ;2-*A.-5K.0$- +- 3J.- 0:A- :L%- #%?- ;A/- 0- v<, .J28A/- #R%- $A?- Y?- =:%- 3A- i3?- =- .0$- +3J.-0:A-5K-$/%-o:A-.2%-(-LA/-/R, 27 ;%#R%-3A:A-<A$?-GA-2-;A/-0?, ;2-GA?-Y?-==J$?-*J?-GA-OA3?-$&R.-LJ.-0:A-.2%-(-$/%%R-, 28 .<-#%-=-;R.-0-,3?-&.-Y?-GA$?%-{.-,R?-/?-:,R/-0:A-.?-=-:22-;R%-2=-HJ.-5S-;-35/-3-*J., 29 =?-29%-0R-L?0- 5S<- .0$- +- 3J.- 0:A- 5K- ,R2- 0:A- KA<- a<$?R/- 0<- :I<- 2- .%- , =?- %/- L?- 0- 5SOA3?-(.-MR%-2:A-KA<-=%-2<-:I<-<R-”8J?$?%?, 30 ;Jz->?-“;2-=-3-2gJ/-0<-%?&A:%-LJ.-3A-YA.-.J, ;2-GA-2!:-)A-v<-,R?-028A/-.-OA3?-$&R.-LJ., .J:A-KA<-%:A-OA3?(.-.J-S%-0R-;A/, $%-=$?-9J<-/, %?-<%-$A2?3-5=-28A/-.-3A-LJ.-.J, %-3%$?-3#/IA-.$R%?-0-28A/-.-LJ.-”&J?-$?%?-?R,,

第六章

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
生命，
27 并且因为他是人
子，就赐给他行审判
的权柄。
28 你们不要把这事
看作希奇，时候要
到，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就出来；
29 行 善 的 复 活 得
生；作恶的复活定
罪。
30 “我凭着自己不
能作什么，我怎么听
见就怎么审判，我的
审判也是公平的，因
为我不求自己的意
思，只求那差我来者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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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4S-2R- ;Jz- >-=-..-0-LJ.3#/-i3?-=-.-v:A-5K-:.A<-;%-.0$-+-3J.-0:A-5K-;R.,
(25) 5K-3J.-0-/%-28A/-IA-3A-i3?-8J?-0-.J-=-.R/-$*A?;R., .%-0R-/A-:(A-2-MR%-2:A-3A-;A/, =z-9<-.%-;z-AA<-IA2-3R->A-/?-$4S-2R-;Jz->:A-2!:-,R?-0?-a<-$?R/-0R<I<, $*A?-0-/A-.!R/-3(R$-=-.R-$%-3A-LJ.-0:A-3A-;A/,
$=-+J-.J-5S?-$4S-2R-;Jz->-=-*/-+J-,R.-0-%/-0-%%?-/??J3?-2+<-+J-#R%-#R-/<-..-0-L?-/, .0$-+-3J.-0:A5K-:,R2-2R, (26) 1-3?-<%-$A-U-$<-3A-5K-!J<-2-v<,
.J-28A/-$4S-2R-;Jz->?-/Az-!R-.J3-.%-, OR/-0:A-:P3-.-;R.0:A-2.-3J., *J-.?-/?-=R%-2-;A/-0:A-3A, =z-9<-=?R$?-0:A-3A-i3?-=-5K-.0$-+-3J.-0-$/%-, $%-=$?9J<-/, #R%-/A-.0$-+-3J.-0:A-5K-;A-:L%-#%?-;A/,
(27) 3A:A- <A$?- GA- 2- /A- $4S- 2R- ;Jz- >:A- .3A$?- 2?=- IA35/-&A$-;A/-0-.%-, ;2-.!R/-3(R$-$A?-#R%-=-3Ai3?-GA?-L?-0:A-=?- =- =J$?- *J?- GA- OA3?- $&R.- LJ.0:A-.2%-(-$/%-, (28) .?-GA-3,:-3:A-*A/-3R<-3A-<J<J-28A/- =J$?- *J?- GA- OA3?- $&R.- MR%- 2:A- (J.- .- .!R/30

31

第六章

2. 经文释义
(24)
相信主耶稣基督
的人在今生就有永生。
(25)
“死”这个字有
两个意思。拉撒路和睚
鲁的女儿死了，但听了
耶 稣 的 声 音 后 又 活
了30。但耶稣也用“死”
这个字来说那些不愿认
识上帝的人 31 。如果这
样的人听了耶稣的话，
并且信他，他们就会得
到永生。
(26) 父母亲可以把人的
生命给予儿女，同样，
主耶稣也可以把生命给
予像尼哥底母、井边的
妇人、生来瞎眼的人和
拉撒路这样的人，因为
在他里面有无穷的生
命。
(27) 人子是主耶稣的特
别称谓32。上帝给他权柄
来审判世上各处人们的
行为。
(28) 在末日，每个人都
将会站在上帝的审判台
前。

32

;R-@-//-IA?-VA?-0:A-:UA/-29%-=J:- 11 A%- 44 .%-, 3<-!;A?-VA?-0:A-:UA/-29%-=J:- 5 A%- 22-42 =-$9A$?,
31 3.-,-;A?-VA?-0:A-:UA/-29%-=J:- 8 A%- 22 =-$9A$?,
32 ;R-@-//-=J:- 3 A%- 13 $A-:PJ=-2>.-=-$9A$?,
30

30 见约翰福音 11:44和
马可福音 5:22-24
31 见马太福音 8:22
32 参见约翰福音 3:13 的
解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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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A-3./-=-:PR-.$R?, (29) ,R.-0-%/-0-%%?-+J?J3?-2+<-/?-$4S-2R-;Jz->-=-..-0-LJ.-0:A-%%-/?-=?29%-0R-LJ.-3#/-i3?-=-5K-.0$-+-3J.-0-:,R2-%J?-;A/,
.!R/-3(R$-.R<- /?- $4S- 2R- ;Jz->- =- ..- 0- 3A-LJ.- 0- i3?#R%-$A-OA3?-$&R.-MR%-/?-#R%-.%-#-V=-+J-.M=-#3??-.?-g$-+-$/?-.$R?, (30) $4S-2R-;Jz->-/A-.!R/3(R$-$A?-3%$?-0:A-Y?-.J-;A/, .J<-2gJ/-#R%-$A?-<%$A- 2?3- 5=- 28A/- .- 3A- 36.- 0<- ;2- GA- .$R%?- 0- #R- /v<-36.,
3.

:5S-2-.%R?-/%-,R.-!%?, 2R.-=-;<- [%-$4%0R-.%-, *A.-(, :VA-(-=-?R$?-0:A-$4%-0R-P$?-&/3%-0R-;R.-0?, :P=-0-i3?-$+/-:#J=-9A/-0:A-?-(<:PR-.?-$4%-0R-c=-.$R?, .0J<-/-z-?-/?-lJ.-,%2<-:PR-2:A-:P=-0-/A-(-><-mR%-$A-g-.!<-PR%-$?J2-+;R.-0:A-(-><-93-(J/-2o.-;<-[%-$4%-0R-c=, .JeJ?-#R-z-?-?-#=-IA-(-><-mR%-28$-/?-zR-#-?-#=-IA$R%-.!<-mR%-.-:6=, 93-0-3J.-0:A-?-(<-:P=-0i3?-P:3-!R-P-2#.-/?-$4%-0R-c=,
:P=-0-i3?-=-2R.-GA-$4%-0R-c=-2:A-,2?.$R?-0-v<, .J-28A/-:(A-2:A-$/?-/?-.0$-+-3J.-0:A5K:A-$/?-?-c=-2:A-(J.-.-93-0-.%-, ;%-/-P-v-2-

第六章

(29) 悔改并相信主耶稣
的人会得到永生。那些
拒绝上帝的人会受到审
判并永远与上帝分离。
(30) 由于主耶稣是上帝
的儿子，是上帝差遣来
的，他凡事都不会随自
己的心意去行，而是听
从上帝的旨意。

3. 经文应用
西藏有许多著名的大
河，比如雅鲁藏布江、
拉萨河和金沙江等等。
藏族旅行者要想达到目
的地就必须渡过这样的
河流。比如，从拉萨到
泽当镇的旅行者就必须
经由曲水县的达嘎大桥
过雅鲁藏布江。他从拉
萨市曲水县起行，过江
以后，就进入山南地区
贡嘎县了。在没有桥的
地方，旅行者就必须乘
船或牦牛皮做的船过
江。
正如旅行者在西藏
过江要乘船或过桥一
样，我们如想要从死亡
的地界过到生命的地界
也要有一种方法。主耶
稣教导我们说信心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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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R?, $4S-2R-;Jz->:C-(R?-/%-2!/-0-v<-..-0-/A93-(J/-/3-;%-/-P-.%-:S-2-;A/, $4S-2R-;Jz->:A-aR2!R/-*/-3#/-.J-93-(J/-.%-*J-2<-2&<-2-.J-;A/, #R%$A-2!:-=-*/-0-.J-$?%-{.-*/-0:3-$?%-<2-[R$-0#R-/<-3-;A/-+J,
#R%-$A?-$?%?-0:A-2!:-;A-{R<-=2?3-]R-8A2-U-$+R%-2-.J-;A/, .J-v<-L?-/-%-5S?-}R/.!R/-3(R$-$A-2!:-.%-:$=-2?-%-5S-.%-;z-7J-.!R/3(R$-$A-:VJ=-2-;$-0R-3J.-0<-I<-2-.J<-:IR.-0:A-|R/?-.%-=J/-LJ.-.$R?, .!R/-3(R$-$A-2!:-=-*/-043-.%-z-{-?R$?-=-3-2gJ/-0<-.!R/-3(R$-#R-/<-2~J/2!<-8-2:A-|R-/?-$4%-0R-c=, .J-v<-L?-/-$4S-2R;Jz->?-%-5S<-.!R/-3(R$-.%-:VJ=-2-;$-0R-$/%-%J?-;A/0-.%-, %-5S-:(A-2:A-$/?-28$-!J-..-0:A-93-0-c=/?-.0$-+-3J.-0:A-5K:A-8A%-#3?-?-:6=-=R,,
4. ]R-:6B/-LJ.-o,

%:A- 2!:- =- */- &A%- %- 3%$?- 3#/- ;2- .!R/- 3(R$- =..-0-LJ.-3#/-=-.0$-+-3J.-0:A-5K-;R.-0-.%-, 3A-.Ji3?- OA3?- $&R.- 3A- MR%- 2<- :(A- 2- /?- $?R/- 0R<- I<;R.-.R,,
(;Rz-@-//-=J:- 5 A%- 24)

第六章

是船或桥。我们听到主
耶稣的话就像是走近桥
头一样。当然，这也不
是简单的听听他的话或
读读圣经，而是仔细思
考他的教导。当我们仔
细思考的时候，我们就
会惭愧地意识到我们在
上帝面前做了错事，因
此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
破裂了。当我们单单信
靠上帝、不拜别的神、
并且遵守他的诫命时，
就好像我们过了桥。我
们若这样做，主耶稣就
会使我们和上帝之间的
关系和好如初。这样一
来，我们就离开了死亡
的地界，走上信心的桥
梁，来到生命的地界
了。

4. 研习并记诵
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
者的，就有永生，不至
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
生了。
(约翰福音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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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2R-;zJ->-/A-5K:A-2$-=J2-;A/,
(;zR-@-//-=J:- 6 A%- 35 /?- 40 2<-)

;zJ->?-“%-/A-5K:A-2$-=J2-.J;A/-/R, %:A-l<-;R%-3#/-.J-3A-vR$?, %-=..-0-LJ.-3#/-.J-/3-;%-3A-{R3, 36 :R/G%-%?-}<-2>.-0-28A/-.-HR.-i3?-GA?-%3,R%-;%-%-=-.-.%-..-0-3A-LJ., 37 ;2GA?- %- =- $/%- 2- ,3?- &.- %:A- l<- ;R%- %J?;A/, ?-%:A-l<-;R%-/-;%-.J-%?-/3-;%20.-0<-3A-L, 38 %-.!R/-3(R$-$A-8A%#3?-/?-22-.R/-/A-%-<%-$A-2?3-0-12-+-3;A/-+J, %-3%$?-3#/-.!R/-3(R$-$A-.$R%?0-28A/-.-12-0:A-KA<-;A/, 39 %-3%$?3#/- .!R/- 3(R$- $A- .$R%?- 0- &A- ;A/- 8J- /,
#R%-$A?-%-=-$/%-;R.-0-,3?-&.-=?-$&A$G%-3-2_$-0<, .J-5S-,3?-&.-.?-GA-,-3:A*A/-3R<-aR%-.$R?-0-.J-;A/, 40 ??-G%-Y?1. l-2,

35

第七章：
主耶稣是生命的粮
(约翰福音 6：35-40)

1. 经文
35 耶稣说：“我就
是生命的粮。到我这
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36 只 是 我 对 你 们
说过，你们已经看见
我，还是不信。
37 凡父所赐给我的
人，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
不丢弃他。38 因为
我从天上降下来，不
是要按自己的意思
行，乃是要按那差我
来者的意思行。
39 差 我 来 者 的 意
思，就是他所赐给我
的，叫我一个也不失
落，在末日却叫他复
活 。 40 因 为 我 父 的
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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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0-L?-/-.0$-+-3J.-0:A5K-,R2-!J-.?-GA-,-3:A-*A/-=-%?-.J-5S-,3?-&.$>A/-0R:C-OR.-/?-aR%-2<-L, .J-/A-%:A-;2-GA.$R%?-0-;A/-”8J?-$?%?-?R,,

信的人得永生，并且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
活。”

*A/- &A$- $4S- 2R- ;zJ- >?- (R?- $?%?-0*/- 0:A- (J.- .- 3A- s- !R%- z$-43-IA- 3A- 5S$?- :6S3?- /?vR$?-+J-#-9?-3J.-0?, *J-$/?-i3?-GA?-.J<-;R.-0:A2- 8A$- =- 2$- =J2- s- .%- *- >- $*A?-;R.-&J?- 5?- 0- /;zJ->?-.J-5S-2$3?-+J-.!R/-3(R$-=-2!:-SA/-(J-8J?-8?0-.%-2$-=J2-.%-*->-3%-2<-36., 3A-5%-3?-29?0-.%-:P%?-0<-I<, .J:A-KA-*A/-.J-5S-#R%-$A-3./-.-;%2*<-:6S3?-0-.%-, (35) #R%-$A?-.J-5S<-“%-/A-5K:A-2$=J2-;A/-”8J?-$?%?-?R, %-5S-3A:A-<A$?-GA-$9$?-0R-/A2$-=J2-/?-2&.-=J/-0-v<, .J-28A/-%-5S:C-?J3?-=$4S-2R-;zJ->-;A?-$?%?-0:A-2!:-/?-2&.-=J/, $4S-2R;zJ- >?- OR/- 0:A-:P3-.- ;R.- 0:A- 2.- 3J.- =- $?%?- 0:A$?R/-0:A-(-v<, #R%-$A?-$?%?-0:A-2!:-/A-%-5S:A-5K:A:L%-#%?-;A/, #R%-$A?-%:A-l<-;R%-3#/-.J-3A-vR$?,
%-=-..-0-LJ.-3#/-.J-/3-;%-3A-{R3-8J?-0:A-.R/-/A-;2.!R/-3(R$-.%-3*3-.-5K-.0$-+-3J.-0<-$/?-0:A-KA<-

2. 经文释义
有一天，五千多人在以
色列的乡间聚在一起聆
听主耶稣的教导。大家
都饿了，却没有吃的东
西。门徒们告诉主耶稣
说一个小孩有五块饼和
两条小鱼。主耶稣就拿
起那饼和鱼，祝谢了，
那饼和鱼就变得越来越
多，直到每个人吃饱为
止。第二天，这群人又
来到他这里。 (35)
主
耶 稣 对 他 们 说 ： “我 就
是 生 命 的 粮 。 ”粮 食 滋
养我们的身体，同样，
主耶稣的教导也滋养我
们的灵。他就是生命的
源泉，就好像是主耶稣
对井边的女人所提到的
“活 水 ”那 样 33。 主 耶
稣说凡是信他的就永远
不饿，也永远不渴。他
的意思是说我们和上帝
在永恒里生活所需要的
一切他都会赐给我们。
(36) 尽管他邀请我们所
有人来到他这里接受永
生，总是会有一些人不

2. :PJ=-0,

33

33

;R-@-//-IA?-VA?-0:A-:UA/-29%-=J:- 4 A%- 14 =-$9A$?,

33 参见约翰福音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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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A/-0-.J-#R%-$A?-%-5S<-$/%-, (36) $4S-2R;zJ->?-%-5S-.0$-+-3J.-0:A-5K:A-KR$?-=-:2R.-/-;%-5%3?-..-0-3A-LJ., (37) :R/-G%-%-5S?-<%-*A.-#A$-*J?&/-;A/-0<-%R?-=J/-L?-+J-$4S-2R-;zJ->-=-..-0-L?-/-#R%$A?-%-5S<-.$:-2?-36.-.J-l-2-/?-20.-0<-3A-36.,
(38) $4S-2R-;zJ->?-g$-+-.!R/-3(R$-$A-.$R%?-0-28A/-.12-0-.%-, (39) .!R/-3(R$-$A-.$R%?-0-/A-$4S-2R-;zJ->=-..-0-LJ.-3#/-5%-3<-5K-.0$-+-3J.-0-.%-w/-0<:I<-2-.J-;A/, .?-GA-3,:-3:A-*A/-3R<-3A-,3?-&.=J$?- *J?- GA- OA3?- $&R.- MR%- {2?- #R%- $A?- .J- 5S- $?R/0<-36., (40) ??-G%-#A$-*J?-%%?-/?-?J3?-2+<+J-$4S-2R-;zJ->-=-..-0-L?-/-3,:-3J.-0:A-5K-:,R2-%J?;A/,
3.

:5S-2-.%R?-/%-,R.-!%?, l3-0-/A-2R.-3A:A-YR=o/-IA-2&.-.%-w/-0:A-29:-(?->A$-;A/, 3A:A-$9$?0R<-1/-0-3-9., 29R-2.J-2-.%-, ,R.-2.J-2, *<-2.J2, HJ<-2.J-2-2&?-;A/, /?-l3-/A-,R$-3<-/?-2N?eJ?-{3-/?-a-%:A-/%-LJ-3-5-0R-29R?-eJ?, .J:A-/%-2dR?+J-2+$?-0:A-KJ-3-;A/, 3A-?R-?R:C-:.R.-0-v<-{3-0R<-9(R$-=, ;%-/-$3, K<-2, !-<, 3<-?R$?-G%2YJ?-(R$ l3-0-)-.%-2YJ?-/?-%$?-29R-(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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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37)
然而，如果
我们来到主耶稣这里悔
改并相信他，他就会接
纳我们，绝不会再把我
们赶出去。
(38) 主耶稣经常按照
上帝的旨意而行。
(39) 上帝愿意所有相信
主耶稣的人有永生。在
末日的时候，当人们的
行为都得到审判的时
候，他会使这些人复
活。
(40)
所 有 悔 改 并
信主耶稣的人都会得到
永生。

3. 经文应用
对于藏人来说，糌粑是
很有营养的主食。做糌
粑很容易，它既便于贮
存、携带，吃起来也方
便，而且很有益于身体
健康。最常见的糌粑是
青稞糌粑。人们首先把
青稞洗净、晒干，然后
在一锅热沙子里把青稞
炒熟，最后再磨成粉，
就是青稞糌粑了。糌粑
可以干吃，也可以和
油、干奶渣、糖或酥油
拌在一起吃。拌上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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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8A2, 3%<-(-l3-0-2&?-2YJ?-/-3<-9/;A/, l3-,$-.%-:)3-,$-=-?R$?-0:A-,$-0-;%-29R!%?-3%-0R-;R., $/:-2R:C-;zA-?A-<-AJ=-0-i3?-=-/?GA?-2$-=J2-29R-2:A-YR=-o/-;%-;R., 2$-=J2-.J-/A-*<lA-3J.-0<-29R-2-.%-, //-8J?-0:A-.LA-?A-=/-(R?-GA2$-=J2-.%-:S-2-;A/, 2$-=J2-.J-:V-<A$?-=?-29R?0:A-29:-(?-$4S-2R-;A/-+J-;z-@-.-0:A-*A/-<J:A-#-9?-G%;A/, l3-0-28A/-2$-=J2-.J-3<-<3-$3-.%-2YJ?-/?9, *<-lA-3J.-0:A-2$-=J2-.J-29R-2.J-2, *<-2.J-2,
HJ<-2.J-2-2&?-;A/-+J, $/:-2R:C-;zA-?A-<-AJ=-0-i3?GA-3A-5K:A-:L%-#%?->A$-;A/, .J:A-KA<-$4S-2R-;zJ->?-“%/A-5K:A-2$-=J2-.J-;A/-/R-”8J?-$?%?, l3-0-29?-/$9$?-0R<-1/, $4S-2R-;zJ->-=-..-0-L?-/-?J3?-*A.-=1/, 5K-;A-2$-=J2-9-3#/-/3-;%-3A-vR$?-0<-.?-o/.-;2-.!R/-3(R$-.%-:PR$?-?R,,
4. ]R-:6B/-LJ.-o,

$4S-2R-;zJ->?-“%-/A-5K:A-2$-=J2-.J-;A/-/R, %:A-l<-;R%3#/-.J-3A-vR$?, %-=-..-0-LJ.-3#/-.J-/3-;%-3A-{R3-”
8J?-$?%?,
(;zR-@-//-=J:- 6 A%-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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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捏制成糌粑团子，
藏语称做粑。拌上酥
油、干奶渣和甜茶，藏
语则称做玛糌。糌粑还
可制成各种各样的糌粑
汤。人们想怎么吃就怎
么吃。古代以色列人也
用青稞作主食，他们把
青稞制成饼。这种青稞
饼一般不用酵母，青稞
饼的样子好像是回族人
吃的馕。这就是以色列
人饮食中的主要谷类食
物了，普通以色列人每
天都要吃这种青稞饼。
就像糌粑一样，青稞饼
也可以和酥油或油掺在
一起吃，既好做，又好
贮存，也便于带在路上
作干粮。对于古代犹太
人来讲，这种饼就是生
命之源。所以耶稣才会
说 ： “我 就 是 生 命 的
饼 。 ”吃 糌 粑 对 身 体 很
有好处。同样，悔改并
信主耶稣会使我们的灵
获得永生。凡是吃了生
命饼的人永远不会饿，
并且永远和上帝生活在
一起。
4. 研习并记诵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
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约翰福音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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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R<-2#?-<J:-3A$

$4S-2R-;zJ->?-“%-/A-5K:A-2$-=J2-.J-;A/-/R-”8J?-$?%?,
.J-/A-;zR-@-//-IA?-VA?-0:A-:UA/-29%-=?-$4S-2R-;zJ->:A%:R-8J?-0:A-$?%-2./-=?-.%-0R-;A/, .J-5S-2./-<J-<J?#R%-$A-{R<-%-5S<-aR2-OA.-LJ.,

%-$>3-$?=-IA- :.A-.$-;A/-8J?-0:A-$?%-,
=J:, A%-,
5K:A-2$-=J2,
6 35
:)A$-gJ/-IA-:R.,
8 12
=$-<:A-|R
=$-mA-29%-0R,
a<-$?R/-0-.%-.0$-+-3J.-0:A-5K,
=3-.%-, 2.J/-0-*A., .0$-+-3J.-0:A-5K,
2.J/-0:A-c/-:V3->A%-,

10
10

7

11

11

25

15

1

14

6

第七章

5. 总结表
主 耶 稣 说 ： “我 就 是 生
命 的 粮 。 ”在 约 翰 福 音
中 ， 耶 稣 说 过 七 句 “我
就 是 … … ”这 样 的 话 。
每一句都把耶稣的某个
方面告诉了我们。

“我就是……”这样的
句子 出自约翰福音的
哪章哪节
我就是生命的粮 6：35
我是世界的光 8：12
我就是羊的门 10：7
我是好牧人 10：11
我是复活和生命34
11：25
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 14：6

我是真葡萄树 15：1

34 和合本译作“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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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o.-0,

!R/-0-;J->-/A-=$-mA-29%-0R-;A/,
(;R-@-//-=J:- 10 A%- 7 /?- 16 2<-)
1. l-2,

7

.J:A- KA<- ;zJ- >?- .J- 5S<- ;%2*<-“%?-HJ.-5S<-2.J/-0-2.J/-0<-9J<-o<,
=$-<:A-|R-.J-/A-%-;A/, 8 %:A-}R/-.-;R%-2,3?-&.-b/-3-.%-)$-0-;A/-+J, =$-i3?.J-5S<-3-3*/, 9 %-/A-|R-.J-;A/, ?-;%-%2o.-/?-:6=-/-,<-2<-:I<, ;%-KA-:PR/%-:6=-LJ.-&A%-C-#-fJ.-0<-:I<, 10 b/3?-b-2-.%-$?R.-0-.%-3J.-0<-LJ.-0-#R-/:AKA<-;R%-, :R/-G%-%-/A-.J-5S<-.0$-+-3J.-0:A5K-1/-?3-5S$?-0-,R2-0:A-KA<-;R%-, 11 %-/A=$-mA-29%-0R-;A/, =$-mA-29%-0R?-=$-$A.R/-.-<%-$A-YR$-$+R%-%R-, 12 \-0-/A-=$-mA3-;A/, =$-$A-2.$-0R-;%-3-;A/-0?, ,%!A- ;R%- 2- 3,R%- {2?- #R?- =$- i3?- .R<- /?:VR?-0-.%-, ,%-!A?-=$-:HJ<-8A%-=$-H-

第八章：
好牧人
(约翰福音 10：7-16)

1. 经文
7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
说：“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我就是羊
的门；8 凡在我以先
来的，都是贼，是强
盗；羊却不听他们。
9 我就是门，凡从
我进来的，必然得
救，并且出入得草
吃。10 盗贼来，无
非要偷窃、杀害、毁
坏；我来了，是要叫
羊 (或作“人”)得生
命，并且得的更丰
盛 。 11 我 是 好 牧
人，好牧人为羊舍
命。12 若是雇工，
不是牧人，羊也不是
他自己的，他看见狼
来，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赶散了羊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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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o.-0,

$+R<, 13 #R-/A-\-0-;A/-0?-=$-H-=-?J3?#<-3A-LJ.-0<-:VR?, 14 %-/A-=$-mA-29%-0R;A/, )A-v<-%?-<%-$A-=$-i3?-%R->J?-0-.%-,
%:A-=$-i3?-GA?-G%-%-%R->J?, 15 .J-v<;2-GA?-%-%R-3HJ/-0-.%-, %?-G%-;2-GA-8=%R->J?, ;%-%?-=$-$A-.R/-.-%-<%-$A-YR$$+R%-, 16 =$-<-:.A-=-3A-$+R$?-0:A-=$$8/-0-;%-;R., %?-.J-5S:%-:OA.-.$R?, .J5S?- G%- %:A- {.- */- +J- =$- H- $&A$- =- mA- 2R$&A$-;R.-0<-:I<-”8J?-$?%?,
2. :PJ=-0,

2R.- =- :VR$- 0- 3%- 0R- ;R.- 0?- =$- mAi3?-$=-(J/-0R-;A/, $4S-2R-;zJ->?-*J-.?-/?-=R%-2;A/-0:A-3A-$?R?-$/%-2:A-eJ?-?-#R%-$A?-=$-mA:A-.0J2J.-,R.- LJ.- 0:A- |R- /?- <%- $A- K$- =?- {R<-$?%?,
(7) $/:- 2R:C- ;zA- ?A- <- AJ=- =- =$- <<- |R- $&A$- =?- 3J.0?- =$- i3?- =- =$- <:A- /%- .- :PR- 2:A- =3- $&A$- <%;R., .J-28A/-.!R/-3(R$-$A-8A%-#3?-?-:PR-2:A-=3-=|R-$&A$-=?-3J., |R-.J-$4S-2R-;zJ->-;A/-+J-.!R/-3(R$-$A8A%-#3?-?-:PR-2:A-=3-$8/-.$-3J., (8) $4S-2R34

第八章

13 雇工［逃 走］，
因他是雇工，并不顾
念羊。
14 我是好牧人；我
认识我的羊，我的羊
也认识我，
15 正 如 父 认 识 我 ，
我也认识父一样；并
且我为羊舍命。
16 我另外有羊，不
是这圈里的；我必须
领他们来，他们也要
听我的声音，并且要
合成一群，归一个牧
人了。
2. 经文释义
在藏区，以游牧为主的
地方，牧羊人是很重要
的。主耶稣治好了那个
瞎子以后35，他就开 始
谈到他在地上作牧人的
工作。(7) 主耶稣在世的
时候，以色列的羊圈只
有一个门。同样，主耶
稣就是通往上帝国度的
唯一的门36 。 (8) 在主
耶 稣 “以 前 ”来 的 那 些
人指的不是先知，而是

35

34

;R-@-//-=J:- 9 A%- 1 /?- 7 =-$9A$?,

35 参见约翰福音 9: 1- 7.
36 参见约翰福音 14: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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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zJ->:A-}R/-.-;R%-2-8J?-0-.J-i3?-/A-=%-!R/-0-3-;A/-+J,
1z- <- >A- 0- =-?R$?- 0:A- mA- 2R- m/- 3- .$-;A/- 0?- $4S-2R;zJ->:A-=$-i3?-.J-5S<-3-3*/, $4S-2R-;zJ->-.!R/-3(R$$A-8A%-#3?-?-:PR-2:A-=3-$&A$-0R-.J-;A/-0?, %-8A%#3?- ?- :PR- 2:A- =3- ;A/-8J?- 9J<- 2:A- 3A- $8/- i3?- /A.!R/-3(R$-$A-$9A-2eA.-b-:.R.-0:A-b/-3-.%-)$-0-;A/,
(9) $4S-2R-;zJ->-/A-.0$-+-3J.-0:A-5K-;A-=3-$&A$-0R-;A/0?- #R%- =- ..- 0:A- |R- /?- .!R/- 3(R$- $A- =$- <<- :6=3#/-,<-2<-:I<, =$-i3?-=-2&.-.%-w/-0:A-C-#.$R?-0-v<, .J-28A/-..-w/-i3?-=-;%-$4S-2R-;zJ->?$?%?-0:A-2!:-.$R?, (10) b/-3?-.!R/-3(R$-$A=$-i3?-b-2-.%-$?R.-0-.%-3J.-0<-LJ.-0:A-KA<-;R%-/;%- , $4S-2R-;zJ->-/A-=$-mA-29%-0R-;A/-0?-#R%-$A?=$-i3?-*R2-0-.%-.0$- +-3J.-0:A-5K-$/%-2-43-.3-9.-$%-.$R?-0-,3?-&.-.J-5S<-$/%-3#/-;%-;A/,
(11) 8=- (.- fA%- 0:A- =%- !R/- 0- 8A$- $A?- .!R/- 3(R$- %5S:C-mA-2R-;A/-0:A-{R<-:.A-v<-$?%?,
$4S-2R-%-;A-mA-2R-=$?,,
%-=-.$R?-0-&A-;%-3J.,,
36

;R-@-//-=J:- 14 A%- 6 (#) =-$9A$?,
36 ;R-@-//-=J:- 5 A%- 24 =-$9A$?,
35

第八章

像法利赛人那样的假牧
人。耶稣的羊群并不听
他们的。只有主耶稣是
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
如果还有别人宣称是通
往天国的道路，那他只
不过是想要强夺上帝荣
耀的窃贼或是强盗。
(9) 通过主耶稣进入羊 圈
的那些人会得救，因为
他是我们获得永生的必
由之路。羊需要有好草
场，同样，信耶稣的那
些人需要他的教导。
(10) 窃贼和强盗是来偷
窃、杀害和毁坏上帝的
羊的，然而主耶稣却是
好牧人，他是来拯救和
保护他们的。他们所需
要的一切，他都赐予。
他甚至把永生赐给他
们 37。 (11)旧 约 的 一 位
先知也曾说上帝是我们
的牧者。他这样写道：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
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
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
可安歇的水边38 。
主耶稣这位牧人爱他的
羊群，甚至为他们舍
命。

37 参见约翰福音 5: 24.
38 诗篇 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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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o.-0,

C-#-8A3-?<-*=-2<-36.,,
(-3A$-29%-?<-:OA.-0<-36.,,
8J?-$?%?-?R,
#R%-$A-=$-i3?-=-<%-YR$-$+R%-243- .- L3?- 0<- 36.- 3#/- =$- mA- 29%- 0R- .J-/A- $4S- 2R;zJ->-;A/, (12-13) $4S-2R-;zJ->-/A-,%-!A-;R%-{2?-?:VR?- 0:A- \- 0- v<- l- 2- /?- 3- ;A/, (14) $4S- 2R;zJ->-=$-mA-29%-0R-;A/-0?-<%-$A-=$-;R%?-?-%R-3HJ/,
(15) ;2- .!R/- 3(R$- .%- $4S- 2R- ;zJ- >?- $&A$- $A?$&A$- ;R%?-?-%R-3HJ/-0-v<-#R%-5S:C-=$-G%-%R-3HJ/,
(16) $4S-2R-;zJ- >- =- =$- <- $&A$- =?- 3%- 2- ;R.- G%-#R%$A-=$-5%-3-=$-H-$&A$-;A/, .0J<-/-..-0-.%-w/0:A-2R.-0-.%-, o-<A$?, o-.!<, O:R-8/-<A$?-=?R$?-0:A-3A<-mA-2R-$&A$-;R.-0:A-=$-H-v<-;A/,
37

3. :5S-2-.%R?-/%-,R.-!%?,

1%-8A $ -$A - /%-:.A v<-+J-=$-mA-%J/-0-9J<-2-8A$-$A?-=$-mA-$8/-i3?-2a:.R.-GA-2?3-0?- “,%-!A-aJ2?-L%-3IR$?-0R<->R$-”
&J?-{.-(J/-0R?-2R?-0<, =$-mA-<R$?-0-5%-3?-hR-.%.L$-0, PA, 3J-3.:-?R$?-HJ<-/?-aJ2?-0-/-,%-!A3J.-0<-%J/-0-$.-3R-2$.-/?-2#.-;R.-0-3,R%-!2?,
=$-mA-<R$?-0-i3?-%J/-0?-3$R-{R<-2+%-2->J?-/?-#37

$?%-3$<-3.R-=J:- 23 A%- 1 /?- 2 2<-$9A$?,

第八章

(12-13)
主 耶 稣
不像是雇工，狼来了，
雇工会逃跑，但主耶稣
却不会。
(14)
正 如 一 个
好牧人认识他的每一只
羊一样，主耶稣也对他
的每一只羊关心备至。
(15) 天父上帝和主耶稣
认识每一只羊，正如他
们彼此认识一样。
(16) 主耶稣的羊并不只
在一个羊圈里，但他们
都是一大群羊，这一大
群羊只有一个牧人。例
如，藏人基督徒、汉人
基督徒、印度人基督徒
和朝鲜人基督徒都是主
的羊，他们只有一个牧
人，就是主耶稣。

3. 经文应用
在藏族地区有一位牧
人，名叫边巴。有一
天，边巴对别的牧人喊
道 ： “快 来 呀 ！ 狼 来
了 。 ”其 他 牧 人 都 带 着
石块、棍棒、藏刀和枪
跑来了。到了他这里，
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狼：
边巴坐在那里在嘲笑他
们呢。这些牧人见上了
当，就愤愤然地回到他
们自己的羊群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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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o.-0,

*J%?-+J-?R-?R<-IJ?-0-<J., .J-28A/-,J%?-#->?-L?-0:AeJ?- ?-*A/-$&A$- %J/- 0:A- =$- H- ;R.- ?<-,%- !A-.%R?- ?aJ2?-/?-2.?-0?, %J/-0?-=$-mA-<R$?-0-i3?-mS$-$A?-)A-43-2R?-G%-, .J-i3?-GA?-%J/-0?-}<-28A/2a-:.R.-GA?-5?-0-<J.-2?3?-/?-;A.-(J?-3-L?->A%- ,
?-;%-3-aJ2?-0<-2gJ/, %J/-0-$&A$-0?-,%-!A-2!$3-,2-0<-=$-3%-0R-,%-!A?-29?-/?-.!:-%=-(J/-0R<$.R%-=J/-LJ.-.$R?-L%-2-<J., %J/-0-/A-=$-3-2*%?0:A-\-0-;A/-0?-#R:C-=$-i3?-$+R<-2<-I<, :R/-G%%-5S- /A-$4S-2R-;zJ->-=-..-0-.%-w/-0-i3?-;A/-+J-%-5S:CmA-2R-$4S-2R-;zJ->-<%-;A/, #R%-/A-%-5S:C-=$-<-;A/-0:A.!R/-3(R$-$A-o=-YA.-=-:PR-2:A-=3-$&A$-0R-;A/, $4S-2R;zJ- >?-<%-$A- =$- i3?- =-C- #- fJ.- 2:A- {R<- $?%?-0:A.R/-/A-#R%-$A?-%-5S<-$%-.$R?-0-,3?-&.-$/%-2<:I<-2-.J-;A/, =$-=-C-#-.%-(-.$R?, $4S-2R-;zJ->?<%-$A-=$-=-$?R/-0:A-(-.%-5K:A-2$-=J2-$/%-, #R%-/A=$-i3?-GA-.0$-+-3J.-0:A-5K:A-:L%-#%?-;A/, $4S-2R;zJ->-=-=$-<-$&A$-=?-3%-2-;R.-G%-..-w/-i3?-=$38

38

;R-@-//-=J:- 6 A%- 35 =-$9A$?,

第八章

了。同样的事情发生了
好几次。后来，狼真的
来了，边巴急切地大声
喊叫，其他牧人都没有
来帮他，他们以为这一
次边巴肯定又是在骗他
们。边巴没办法对付那
只狼，就有许多羊被咬
死了。边巴是雇工，他
并不是真的照看那些
羊，所以许多羊被咬死
了。我们基督徒的牧者
就是主耶稣。只有通过
他，我们才能进入上帝
的国，上帝的国就像是
我 们 的 “羊 圈 ”一 样 。
主耶稣曾谈到他的羊需
要草场，他的意思是说
他会为我们预备我们所
需用的一切。羊要吃草
喝 水 ， 主 耶 稣 就 把 “活
水 ”和 “生 命 的 粮 ”赐
给他的羊39。对于他的羊
来说，他就是永生的源
泉40。主耶稣的羊并不只
在一个羊圈里，但这些
羊都属于一大群。我们
来自不同的民族，但在
主耶稣里，我们也都属
于一大群41 。

39 约翰福音 6: 35
40 约翰福音 1: 4
41 加拉太书 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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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o.-0,

第八章

39

H-$&A$-;A/, %-5S-3A-<A$?-3A-:S-2-3%-0R-=?-L%-/;%-$4S-2R-;zJ->:A-,R$-/?-5%-3-$&A$-$R ,
40

4. ]R-:6B/-LJ.-o,

%-/A-=$-mA-29%-0R-;A/,
(;R-@-//-=J:- 10 A%-11 )

;R-@-//-=J:- 1 A%- 4 =-$9A$?,
40 {-52-0:-=-;A?-$-=.-;-0-i3?-=-VA?-0:A-:UA/-;A$-=J:3 A%- 28 =-$9A$?,
39

4. 研习并记诵
我是好牧人。
（约翰福音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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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

$4S-2R-;zJ->-/A-;2-.!R/-3(R$-$AS%-.-:PR-2:A-=3-;A/,
(;zR-@-//-=J:- 14 A%- 5 /?- 13 2<- )

,zR-3?-#R%-=- “$4S-2R-=$?,
HJ.-<%-$%-.-1J2?-0-%-5S?-3A->J?-+J-=3-.J-)Av<->J?-”8J?-8?, 6 =/-.-;zJ->?-“%-/A-=3.%-, 2.J/-0-*A., .0$-+-3J.-0:A-5K:%-;A/,
%-3-2o.-0<-?-;%-;2-GA-S%-.-:PR-2:A-=33J.-.R, 7 HJ.-5S?-%-%R->J?-;R.-/, %:A-;2G%-%R->J?-;R., .-/?-29%-HJ.-5S?-#R%-%R>J?-0-.%-3,R%-MR%-;R.-.R-”&J?-$?%?-0-.%-,
8 1zA-=A2-GA?- “$4S-2R-=$?, ;2-.J-%-5S-=!R/-0<-36S.-.%-, 5B3-0<-:I<-”8J?-2>.,
9 ;zJ->?- “1zA-=A2, %-<%-HR.-5S-.%-3*3-.;/-<A%-0R<-2#.-G%-, HR.-GA?-.-.%-%-?;A/-0-3A->J?-?3, %-3,R%-3#/-.J?-;21. l-2,

5

第九章：
主耶稣是通向天
父的道路
(约翰福音 14：5-13)

1. 经文
14:5 多马对他说：
“主啊，我们不知道
你往哪里去，怎么知
道那条路呢？”6 耶
稣 说 ： “我 就 是 道
路、真理、生命；若
不藉着我，没有人能
到父那里去。7 你们
若认识我，也就认识
我的父。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并且已
经看见他。”8 腓力
对他说：“求主将父
显给我们看，我们就
知足了。”9 耶稣对
他说：“腓力！我与
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人
看见了我，就是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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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

3,R%-2?, HR.-GA?-&A:A-KA<-;2-.J-%-5S-=-!R/0<-36S.-&J?-9J<-” 8J?-$?%?,
2. :PJ=-0,

(5)

o%->A%-|%-=-3-PR%?-0:A-}R/-.$4S-2R-;zJ->?-*J-$/?-GA-?J3?-$?R-2:A-KA<-#R-5S-.%-3*3.-2!:-3R=-$/%-, *J-$/?-=?-,zR-3-.%-1zA-=A2-GA?.!R/- 3(R$- $A- 8A%- #3?- ?- :PR- 2:A- =3- .- .%- 3- gR$?0?-#R%-=-.J:A-{R<-SA?-0-/, (6) #R%-$A?-#R%-<%-=3.%-, 2.J/-0-*A., .0$-+-3J.-0:A-5K:%-;A/-8J?-0:A.R/-/A-%-5S-#R%-.%-:VJ=-2:A-nJ/-IA?-;2-.!R/-3(R$-$AS%-.-:PR-(R$ (7) .J:A-KA<-$4S-2R-;zJ->-%R-3HJ/-0-.J?;2-.!R/-3(R$-G%-%R-3HJ/, (8) 1zA-=A2-GAA?-.J-@-3-$R2?-#R?- “;2-.J-%-5S-=-!R/-0<-36S.-” 8J?-8?,
(9) $4S- 2R- ;zJ- >?- “%- 3,R%- 3#/- .J?- ;2- 3,R%-”8J?$?%?, ;zR-@-//-IA?-VA?-0:A-:UA/-29%-=J:-1A%18
=?- “3A-??-G%-.!R/-3(R$-$+/-/?-3-3,R%-, ;2.!R/-3(R$-$A-{-0%-=-28$?-0:A-Y?-$&A$-0R?-:)A$gJ/- !/- =- #R%- $A- {R<- $?=- 0R- !R/- 0<-36.- ”8J?$?%?, $4S-2R-;zJ->-3,R%-3#/-.J?-.!R/-3(R$-3,R%-,
3.

l-2, 10 HR.-GA?-%-;2-GA-/%-/-;R.0-.%-;2-%:A-/%-/-;R.-0<-..-0-3A-LJ.-.3,

第九章

了父；你怎么说‘将
父显给我们看’呢？
2. 经文释义
(5)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受死以前，为了安慰他
的门徒，就和他们谈
话。他的两个门徒多马
和腓力仍是不明白通往
天国的道路到底是指什
么。于是他们就来问主
耶稣。 (6) 主耶稣回答说
他 自 己 就 是 “道 路 、 真
理 和 生 命 ”。 耶 稣 的 意
思是说因着我们与天父
的关系，我们可以进天
国。 (7)
认识主耶稣
的人也认识天父上帝。
(8)
腓力对这话还是不
大懂，于是他就恳求主
耶稣把天父显给他们
看。 (9) 但主耶稣却回答
说 ： “人 看 见 了 我 ， 就
是 看 见 了 父 ”。 这 正 如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
节 说 ： “从 来 没 有 人 看
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
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
来 。 ”看 见 主 耶 稣 的 人
就的确看见了上帝。

3. 经文
14:10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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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HR.-5S<-2>.-0:A-$+3-.J-i3?-%-<%-<%,R$-/?-3-2>.-.J, ;2-%:A-/%-.-$/?-0.J?-<%-$A-=?-i3?-36., 11 %-;2-GA-/%-/;R.-0-.%-;2-%:A-/%-/-;R.-0<-;A.-(J?->A$
.J- 3- L?- /:%- %?- L?- 0:A- :UA/- =?- *A.- GAKA<-;A.-(J?-LR?, 12 %?-HJ.-5S-=-2.J/-02.J/-0<-9J<-o<, %-=-..-0-LJ.-3#/-.J?%?-$%-L?-0-28A/-.-LJ.-0-3-9., .J-=?-(J2:A-:UA/-=?-G%-LJ.-0<-:I<, &A-=$?-9J</, %-;2-GA-S%-.-:PR-2:A-KA<-<R, 13 ;%;2- GA- $9A- 2eA.- /A- Y?- 2o.- /?- 3%R/- 0<:I<-2:A-KA<, HJ.-5S?-%:A-3A%-=-2gJ/-/?$%-8A$-8?-G%-%?-.J-28A/-.-12-0<-L,

吗？我对你们所说的
话，不是凭着自己说
的，乃是住在我里面
的父作他自己的事。
11 你们当信我，我
在父里面，父在我里
面；即或不信，也当
因我所作的事信
我。12 我实实在在
地告诉你们，我所作
的事，信我的人也要
作；并且要作比这更
大的事，因为我往父
那里去。13 你们奉
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叫父因儿
子得荣耀。

4. :PJ=-0,

4. 经文释义
(10-11) 真正认识了主耶
稣也就认识了天父上
帝，那是因为耶稣在天
父里面，天父也在主耶
稣里面。天父上帝告诉
主耶稣说什么，他才说
什么。正如天父通过主
耶稣做工作一样，主耶
稣也通过我们做工作。
(12) 主耶稣应许说凡信

(10-11)

$4S-2R-;zJ->-%R->J?-3#/-IA?;2-.!R/-3(R$-G%-%R->J?-0:A-o-nJ/-/A-$4S-2R-;zJ->-;2GA-/%-/-;R.-0-.%-, ;2-#R%-$A-/%-/-;R.-0-.J-;A/, $4S2R- ;zJ- >?- ;2- GA?- #R%- =- 2!:- $/%- 2- .J- #R- /- $?%?,
;2-.!R/-3(R$-$A?-$4S-2R-;zJ->-2o.-/?-K$-=?-36.0-v<, .J-28A/-$4S-2R-;zJ->?-%-5S-2o.-/?-.!R/-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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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36., (12) $4S-2R-;zJ->?-%-=-..-0-LJ.3#/- .J?- %?- $%- L?- 0- 28A/- .- LJ.- 0<- :I<-$?%?,
(13) $%-=$?-9J<-/, #R%-$A-35/-=-2gJ/-/?-$%-8A$8?-G%-#R%-$A?-.J-28A/-.-12, ;%-#R%-$A?-%-5S?-8-2.%-2?3-0-,3?-&.-=?->A/-+-z$-0<-36.-,2-2R,
$=-+J-%-5S?-#R%-=-..-0-L?-+J-#R%-$A-2!:-=-*/-/$4S-2R-;zJ->?-%-5S?-$%-8?-0-%-5S<-$/%-2?-:63-\A%!/-IA?-#R%-$A-$9A-2eA.-3,R%-,
.J-v<-;2-GA-$9A2eA.-Y?-2o.-/?-3%R/-0<-:I<,
41

5.

:5S-2-.%R?-/%-,R.-!%?, 2R.- =- $/?- {R<- 2$-?-$-=-;R., #->?-z-?-.%-, #->?-$%?-<A/-0R-(J,
#->?-2?3-;?-=-?R$?-0<-:PR-3#/-;A/, $/?-?R?R<- :PR- 2:A- =3- >J?- 0:A- KA<- .J- 5S?- $/?- ;A$- [R$
$/?-;A$-8J?-0:A-.J2-/A-?-#=-8A$-$A-3)=-o-;R.-0:A$/?-GA-=R- o?-.%- :PR- 2:A- =3- $?=- !R/- LJ.-3#/- 39., .J%-{2?-GA-$/?-;A$-=-?-2N-.%-5S?-$8A-w/0:A-0<-;%-;R., %- 5S- $4S- 2R- ;zJ- >- =- ..- w/- i3?- G%:)A$-gJ/-:.A-/?-.!R/-3(R$-$A-o=-YA.-=-:PR-2:A-$/?{R<-2-;A/, $4S-2R-;zJ->-*A.-%-5S:C-=3-!R/-$/%-3#/41

{-52-0:-=-;A?-AJ-1J-?-0-i3?-=-VA?-0:A-:UA/-;A$=J:- 3 A%- 20-21 =-$9A$?,

第九章

他的人也要做他的工
作。 (13) 我们无论以他
的名义求什么，他都会
成就。他所能做的远超
过我们所求所想42。如果
我们顺服他，并且满有
信心，那么主耶稣就会
赐给我们以他的名义所
求的一切。全人类都将
会知道上帝是多么的奇
妙。这样，耶稣就会把
荣耀带给天父。

5. 经文应用
在西藏各地都有朝圣
者。有些去拉萨，有些
去冈仁波齐，有些去桑
耶寺。朝圣者要想知道
通往圣地的路怎么走，
可以看古人留下的行路
指南，藏语叫乃易。乃
易会告诉人们在某一区
域 都 有 哪 些 历 史 胜
迹，并告诉人们去这些
胜迹怎么走，现代版本
还配有地图和彩色图
片。我们基督徒也是朝
圣者, 我们也行走在一
条从这个世界通往上帝
国度的道路上。主耶稣
就是我们的向导, 他会
向我们指明哪一条是正
路，并会告诉我们如何
避免走上歧途。我们行
42 参见以弗所书 3: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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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3-29%-=-)A-v<-:PR-2-.%-=3-#$-0R<:6K3-!%?-%-5S<-aR2-!R/-$/%-, =3-2<-.-#R%-$A?-%5S<-<R$?-0-$/%-3R., :R/-G%-$4S-2R-;zJ->-=3-!R/3#/-=?-(J-2-;A/-+J-#R%-<%-/A-.!R/-3(R$-$A-8A%-#3??-:PR-2:A-=3-;A/, #R%-$A-=3-2o.-/?-:PR-2:A-(J.-.%- 5S?- ,R.- 0- %/- 0- %%?- /?- ?J3?-2+<- .$R?- 0- .%- ,
#R%-#R-/<-..-0-LJ.-.$R?, :P=-*R.-:.A<-.3-0:A$?%- <2- %- 5S:C- $/?- ;A$- ;A/- 0?- *A/- v<- [R$- .$R?,
.J-v<-L?-/-3,:-3<-%-5S:C-.3A$?-?:A-;=-.!R/-3(R$$A-8A%-#3?-?-aJ2-%J?-;A/,
6.

]R-:6B/-LJ.-o,
%-/A-=3-.%-, 2.J/-0-*A., .0$-+-3J.-0:A-5K:%-;A/,
%-3-2o.-0<-?-;%-;2-GA-S%-.-:PR-2:A-=3-3J.-.R,,
(;zR-@-//-=J:-14 A%- 6]

第九章

路的时候，他会帮助我
们。但主耶稣并不仅仅
是带我们走正路的引导
者，他自己就是通往天
国的路。要想走上他这
条路，我们必须悔改，
并单单地信靠他。在这
个旅程中，圣经就是我
们的生命指南，所以我
们必须每天都读圣经。
如果我们做到这些，我
们就会最终到达我们的
目的地—天国。

6. 研习并记诵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借着我，没有
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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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

1/-5/-L3?-0<-IA?->A$&J?-0:A-2!:,

第十章：
爱的真谛
(约翰音 15：9-17)

(;zR-@-//-=J:- 15 A%- 9 /?- 17 2<-]
1. l-2,

9

;2-GA?-%-=-L3?-0<-36.0-v<-%?-G%-HJ.-5S-=-L3?-0<-L?, HJ.-5S%:A-L3?-0:A-/%-$/?-0<-IA?->A$ 10 %?;2-GA-2!:-i3?-2Y%?-;R.-0-.%-, #R%-$AL3?-0:A-/%-$/?-0-v<, HJ.-GA?-G%-%:A2!:-i3?-2Y%?-/-%:A-L3?-0:A-/%-$/?0<-:I<, 11 %?-HJ.-5S-=-2>.-0-:.A-i3?/A- %:A- .$:- 3R- HJ.- 5S:C- ?J3?- =- $/?- 0- .%HJ.-GA-.$:-3R-#J%?-0:A-KA<-<R, 12 %?-HJ.5S-=-L3?-0-L?-0-v<, HJ.-5S?-G%-1/-5/L3?-0<-IA?->A$-&J?-0-.J-/A-%:A-2!:-;A/-/R,
13 3A-8A$-$A?-<%-$A-PR$?-0R:C-.R/-.-<%-YR$2+%-/-.J-/A-L3?-0-<2-;A/,

1. 经文
15:9 我爱你们，正
如父爱我一样；你们
要常在我的爱里。
10 你们若遵守我的
命令，就常在我的爱
里，正如我遵守了我
父的命令，常在他的
爱里。 11 “这些事
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
你们心里，并叫你们
的喜乐可以满足。
12 你 们 要 彼 此 相
爱，象我爱你们一
样；这就是我的命
令。 13 人为朋友舍
命，人的爱心没有比
这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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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J:- }R/-3-28A/-$4S-2R-;zJ->?-*J-$/?.%-3*3-.-2!:-3R=-$/%-28A/-0-.%-, (9) ;2-.!R/3(R$-$A?-#R%-=-L3?-0<-36.-0-v<-#R%-$A?-*J-$/?i3?-=:%-L3?- 0<- 36.- 0- #R%- $A?- *J- $/?- i3?-=$?%?-+J, (10) #R-5S<-#R%-$A-L3?-0:A-/%-$/?-.$R?0:A-2!:-$/%-, .J:A-.R/-/A-#R%-o%->A%-|%-=-:PR%-o;A/-/:%-*J-$/?-5S?-3-3,.-/?-..-0:A-?J3?-GA?-#R%$A-2!:-Y%-.$R?-0-.J-<J., (11) $4S-2R-;zJ->:A-.$R%?0- /A- *J- $/?- i3?- .$:- 3R- #J%?- 0<-: I<-2-.J- ;A/,
.$:-3R-.J-.!R/-3(R$-$A-.3-0:A-,$?-*A.-=?-:L%-2?*3?- 5S.- .%- ;%- /- 3/<- $&R.- :L%- {2?- *J-$/?-GA?J3?-?-$/?-0<-:I<, (12) $4S-2R-;zJ->?-#R%-=-..w/- 5%- 3<- $&A$- $A?- $&A$- =- L3?- 0- LJ.- .$R?- 0:A2!:-$/%-, (13) <%-YR$-$+R%-2:A-|R-/?-#R%-$A?-%5S<-L3?-0-<2-.J-$?=-0R<-3%R/-0<-36.,

2. 经文释义
在上一章里，主耶稣是
对他的门徒讲话，这一
章也是一样。 (9) 主耶
稣对他的门徒说：天父
上帝怎样爱他，他也怎
样爱他的门徒。并且他
要门徒常在他的爱里。
(10) 这 句 话 的 意 思 是
说尽管主耶稣要在十字
架上受死，他的门徒仍
要继续信他并且遵守他
的诫命。 (11) 主耶稣想
要他们的喜乐得以满
足，并且完全。耶稣所
说的喜乐是来自圣灵的
喜乐，这样的喜乐就是
在患难和逼迫的时候也
不会离开他们。 (12) 主
耶稣命令所有信他的人
彼此相爱。 (13) 他为我
们舍命，他自己就已经
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那
最大的爱。

3.

3. 经文
15:14 你们若遵行
我所吩咐的，就是我
的朋友了。15 以后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
人，因仆人不知道主
人所作的事；我乃称
你们为朋友，因我从
我父所听见的，已经
都告诉你们了。

l-2, 14 “;%- HJ.- 5S?- %:A- 2!:28A/-.-212?-/-%:A-PR$?-0R-;A/, 15 .-/?29%-%?-HJ.-5S-=-$;R$-0R-8J?-3A-9J<, o35/-/A-.0R/-0R?-&A-LJ.-0-$;R$-0R?-3A->J?,
%?-;2-=?-$%-,R?-0-,3?-&.-HJ.-5S-=-2>.-

Layout 43 T&Ch_Seiten 22/07/13 10:19 AM Page 89

89

=J:-2&-0,

0?-HJ.-5S-=-PR$?-0R-8J?-9J<, 16 HJ.-5S?-%3-2.3?, %?-HJ.-5S-2.3?-+J-2{R?-0-;A/0?, HJ.-5S-?R%-/?-:V?-2-*J-2-!J, :V?-2.J-g$-+-$/?-0:A-KA<-<R, .J-/?-%:A-3A%-,R$/?- ;2- =- $%- 8?- 0- .J- HJ.- 5S- =- $/%- 2<:I<, 17 HJ.-5S?-1/-5/-L3?-0<-IA?->A$
:.A-/A-%:A-2!:-;A/-/R-”8J?-$?%?,
4. :PJ=-0,

(14-15)

$4S-2R-;zJ->?-%-5S-=-$;R$-0R8J?-3A-$?%?-+J-PR$?-0R-8J?-$?%?, $%-=$?-9J<-/,
#R%-$A?-;2-.!R/-3(R$-/?-$%-$?/-0-,3?-&.-%-5S=-$?%?, (16) )A-v<-w3-<-Y%-3#/-IA?-:V?-2:,R2-0:A-(J.-.->A%-#R%-:.J2?-0-28A/, .J-v<-%-5S-g$+- $/?- 0:A- :V?- 2- *J- 2:A- KA<- $4S- 2R- ;zJ- >?- .3- 0:A,$?- *A.- %- 5S<- $/%- , :V?- 2- .J- /A- L3?- 0- .%- ,
.$:-3R, 8A-2.J, 29R.-?J3?, 29%-0R, ..-?J3?,
<%-5S.-:6B/-0-?R$?-;A/, (17) %-5S?-1/-5/-L3?0-LJ.-0:A-|R-/?-..-0-.J-1/-?3-5S$?-0-:I<-2<-L,
42

42

{-52-0:-=-;A?-$-=.-;-0-i3?-?-VA?-0:A-:UA/-;A$=J:- 5 A%- 22 =-$9A$?,

第十章

16 不是你们拣选了
我，是我拣选了你
们，并且分派你们去
结果子，叫你们的果
子常存；使你们奉我
的名，无论向父求什
么，他就赐给你们。
17 我 这 样 吩 咐 你
们，是要叫你们彼此
相爱。
4. 经文释义
(14-15) 主耶稣并没有
把我们称作是仆人，而
是把我们称作朋友，因
为他把从天父那里听来
的 话 告 诉 了 我 们 。
(16) 园丁栽树，为的是
得果子。同样，主耶稣
赐给我们圣灵，为的是
要我们为他结出常存的
果子。这样的果子包
括：仁爱、喜乐、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和节制43。
(17) 主耶稣命令我们彼
此相爱，通过彼此相
爱，我们的信心就得以
完全了。

43 参见加拉太书 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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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2-.%R?-/%-,R.-!%?, 2R.-0:A-1%-$+3-v<L-YJ$-0-.%-, <A-2R%-, 3J:, \%-(J/-2&?-=-3,/-0%/-28A-9J<, $%-=$?->J-/, ?J3?-&/-.J-5S-2?3-]R.%-,R.-=3->A/-+-3,/-0:A-PR$?-0R-;A/-0?, 2lJ-2:A%/-3(J.-v-2-;A/, .J-28A/-$4S-2R-;zJ->?-%-5S<-$&A$$A?-$&A$-=-L3?-0-LJ.-0:A-2!:-$/%-L%-, %-5S-/%3A-v<-:6S3?-/?-1/-5/-*R%-!J-$&A$-$A?-$&A$-=-L3?0<-LJ., $4S-2R-;zJ->:A-.$R%?-0-.%-3,/-0:A-:5S!%?-:.A-;A/, .J-v<-L?-/-$8/-.$-i3?-GA?-G%.!R/- 3(R$- )A- v<- 29%- 0R- ;A/- 0- >J?- +J- .J- 5S:%- #R%- =..-0-LJ.-0<-:.R.-0-.%-, (R?-5S$?-(J-<-I<-2?-2R.;R%?-?-$4S-2R-;zJ->:A-$9A-2eA.-:1J=-2<-:I<,
6. ]R-:6B/-LJ.-o,

HJ.-5S?-1/-5/-L3?-0<-IA?->A$ :.A-/A-%:A-2!:;A/-/R,, ( ;zR-@-//-=J:- 15 A%- 17]

第十章

5. 经文应用
在藏区有一个民间故
事，说的是鸟儿、兔
子、猴子和大象彼此和
谐的四兄弟。他们想法
一致，做事情也很默
契，就像一个家庭里的
四个成员一样。同样，
主耶稣命令我们这些信
他的人彼此相爱。我们
就像一家人一样聚到一
起彼此照顾，彼此相
爱。主耶稣就是要我们
这样生活在一起。当我
们这样生活的时候，别
人就会看到上帝是何等
的奇妙，他们就会愿意
到主耶稣这里来。教会
会不断成长，主就会在
西藏全地得到荣耀。

6. 研习并记诵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
叫你们彼此相爱。
(约翰福音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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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A$-0,

$4S-2R-;zJ->-/A-.!R/-3(R$-$A-2!:;A/-0:A-{R<,
( ;zR-@-//-=J:-.%-0R-A%- 1 /?- 5 2<-.%-,
A%- 10 /?- 14 2<-]

第十一章：
主耶稣是道
(约翰福音 1：1-5，
10-14)

1.

l-2, 1 ,R$-3<-2!:-;R.-=$?-0.%-, 2!:-/A-.!R/-3(R$-.%-3*3-.-28$?,
2!:-.J-.!R/-3(R$-=$?-0-;A/, 2 #R%-/A,R$- 3<- .!R/- 3(R$- .%- 3*3- .- 28$?- +J,
3 #R%-2o.-/?-&A-;R.-0-,3?-&.-L%-2-.%-,
#R%-3J.-0<-&A-;%-3-L%-, 4 #R%-$A-/%-/.0$-+-3J.-0:A-5K-;R.-0-.%-, 5K-.J-/A-3A-,3?&.-GA-:R.-;A/-/R, 5 :R.-.J-3/-0:A-/%-.-:UR,
3/-0?-.J-3//-0<-3-,2,

1. 经文
1:1 太初有道，道与
上帝同在，道就是
上帝。2 这道太初
与上帝同在。3 万物
是藉着他造的；凡
被造的，没有一样不
是藉着他造的。4 生
命在他里头，这生命
就是人的光。5 光照
在黑暗里，黑暗却不
接受。

2.

2. 经文释义
(1) 约翰福音的第一句
说 ： “太 初 有 道 ， 道 与
上帝同在，道就是上

:PJ=-0, (1) ;zR-@-//-IA?-VA?-0:A-:UA/-29%=?-5B$-P2-.%-0R<-:.A-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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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2!:-;R.-=$?-0-.%-, 2!:-/A.!R/-3(R$-.%-3*3-.-28$?, 2!:-.J-.!R/-3(R$=$?-0-;A/-” 8J?-:#R., .3-0:A-$?%-<2-=?-5B$P2-.%-0R<-:.A-v-!J,
“,R$- 3<- .!R/- 3(R$- $A?- :)A$- gJ/- #3?-.%.J<-;R.-0-,3?-&.-2!R.-0-<J.-” 8J?-:#R., ,R$3<- 8J?- 9J<- 2-.J- .!R/- 3(R$- $A?- :63- \A%- 2!R.- $/%2:A-.?-{2?-;A/, 2!:-8J?-0-.J-$4S-2R-;zJ->:A-.3A$?2?=-IA-35/-8A$-;A/, ;zR-@-//-IA-:./-0-/A-$4S-2R;zJ- >- :)A$- gJ/- IA- ,R$- 3- /?- .!R/- 3(R$- ;A/- 0- .%-,
.!R/-3(R$-.%-3*3-.-28$?-0-.J- [R$-0-0R-i3?-GA?>J?-0:A-KA<-;A/, .!R/-3(R$-8J?-0:A-:)A$-gJ/-2!R.$/%-3#/-/A-;z-7J-.!R/-3(R$-;A/, (2) ;zR-@-//-IA?$4S-2R-;zJ->-,R$-3-/?-.!R/-3(R$-.%-3*3-.-28$?-0;%-2*<-VA?-:.$ 2R.-0:A-lR3-0-0R-.%-3A-:S-2<-.30:A-$?%-<2-GA-lR3-0-0R?-/%-.R/-$=-(J/-0R-i3?-,J%?$*A?-VA?-GA-;R.-0-.J-/A-$/:-2R:C-;zA-?A-<-AJ=-IA-lR3-00R:C-lR3-=$?-;A/, (3) $4S-2R-;zJ->-2o.-/?-2R.-.%2R.-3A-5.-0:A-&A-;R.-0-,3?-&.-L%-, (4) $4S-2R-;zJ->-/A.0$-+-3J.-0:A-5K:A-:L%-#%?-;A/, 5K-.J?-.!R/-3(R$$A-2.J/-0-3%R/-0<-LJ.-0:A-nJ/-IA?-3A-,3?-&.-GA-:R.43

43

2!R.-0-=J:- 1 A%- 1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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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 ”而该节经文正
好与全本圣经第一句相
吻合：起初，上帝创造
天地44。“太初”的意思
是世界的起初，是上帝
创造宇宙的起始点。
“道 ”是 主 耶 稣 的 一 个
特别名字。约翰想要让
读者知道主耶稣就是上
帝，他从世界的起初就
与 上 帝 同 在 。 “上 帝 ”
就是创造世界的耶和
华。 (2) 约翰再次重申
了主耶稣从一开始就与
上帝同在。圣经写作者
把他们认为重要的话会
重复的写下来，这是古
代犹太人的写作风格，
藏人不会这样写。 (3) 世
上所存在的一切都是上
帝借着主耶稣创造的，
包括西藏和西藏人。
(4) 主 耶 稣 是 永 生 的 源
头，这永生就像是光，
因为它把上帝的真理显
明出来。 (5) 主耶稣要
讲的就是上帝的真理。
不信他的人不明白这真
理，他们仍是在黑暗
中。但罪恶的黑暗决不
能胜过上帝真理的光。

44 创世记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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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5) $4S-2R-;zJ->?-.!R/-3(R$-$A-2.J/-0:A-{R<$?%?, #R%-=-;A.-3A-(J?-3#/-IA?-2.J/-0-.J-@-3-$R2?-#A$-*J?-GA-3/-0:A-/%-.-$/?, :R/-G%-3/-0-.J?.!R/-3(R$-$A-:R.-3//-0<-3-,2,
3.

l-2, 10 #R%- /A- :)A$- gJ/- :.A<28$?-+J, #R%-*A.-2o.-/?-:)A$-gJ/-2!R./-;%-, :)A$-gJ/-IA-3A-i3?-GA?-#R%-%R-3>J?, 11 #R%-/A-<%-$A-;=-=-1J2?-/-;%-,
<%-$A-;=-3A-i3?-GA?-#R%-3-2??, 12 :R/G%-??-#R%-2??-/?-#R%-$A-35/-=-..-0L?- G%- #R%- $A?- .J- i3?- =- .!R/- 3(R$- $AY?-.%-Y?-3R<-:I<-2:A-.2%-2{<-2-.%-,
13 .J- i3?-/A- 3-;A- 3%=-=?- *J?- 0-3-;A/-=,
3A-;A-:.R.-0:A-.2%-$A?-3-*J?->A%-HR-$:A-2?3:./-28A/-.:%-*J?-0-3A/, .!R/-3(R$-=?*J?-?R, 14 2!:-8J?-0-.J-3A-<-I<-2-.%-,
,$?-eJ-.%-2.J/-0-*A.-GA?-$%-2-;A/-+J-%5S:C-OR.-.-$/?, #R%-$A-$9A-2eA.-;2-/?L%-2:A-Y?-$&A$-0R:C-$9A-2eA.-.J-%-5S?-3,R%-,

3. 经文
10 他在世界，世界
也是藉着他造的，世
界却不认识他。
11 他到自己的地方
来，自己的人倒不接
待他。12 凡接待他
的，就是信他名的
人，他就赐他们权
柄，作上帝的儿女。
13 这等人不是从血
气生的，不是从情欲
生的，也不是从人意
生的，乃是从 上帝
生的。14 道成 了肉
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
真理。我们也见过他
的荣光，正是父独生
子的荣光。

Layout 43 T&Ch_Seiten 22/07/13 10:19 AM Page 94

=J:-2&-$&A$-0,
4. :PJ=-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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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2R-;zJ->-2o.-/?-:)A$-gJ/2!R.-;R.-/-;%-, #R%-$A?-2!R.-$/%-2:A-3A-i3?-GA?#R%-%R-3->J?, (11) $4S-2R-;zJ->-;zA-?A-<-AJ=-;=-=:O%?-;R.-/-;%-, <%-$A-1-;=-$&A$-0-i3?-GA?-G%#R%-3-2??, (12) #R%-=-..-0-LJ.-3#/-i3?-=.!R/- 3(R$- $A- Y?- .%- Y?- 3R<- :I<- 2:A- .2%- 2{< ,
.!R/-3(R$- $A-Y?-.%-Y?-3R-/A-3A-<A$?- !/-IA-$4S-2R;zJ->-=-..-0-LJ.-3#/-i3?-;A/, .J-5S?-#R%-$A-2!:=- Y%- 2- .%- #R%- $A?- .J- 5S<- .0$- +- 3J.- 0:A- 5K- $/%-,
(13) .J-5S-3-;A-3%=-=?-*J?-0-3-;A/-+J, .!R/-3(R$-$A,$?-eJ-#R-/-=?-*J?, (14) ,R$-3-/?-$4S-2R-;zJ->-8A%#3?-?-.!R/-3(R$-.%-3*3-.-;R.-/:%-3A-<-I<-2-.%%-5S:A-OR.-.-28$?, %-5S-.?-$+/-.-.!R/-3(R$-.%3*3-.-$/?-0:A-KA<-#R%-3A:A-$9$?-0R<-#$-2}=-MR%-,
.J:A-KA<-;zR-@-//-IA?-$4S-2R-;zJ->-,$?-eJ-;A?-$%-2-;A/8J?-VA?, #R%-$A?-.!R/-3(R$-$A-2.J/-0-%-5S<-aR2-OA.36.- 0?- ;zR- @- //- IA?- 2.J/- 0- *A.- GA?- $%- 2- ;A/- 8J?VA?, #R%-$A-5K-;A?-#R%-)A-v<-29%-0R-;A/-0-3%R/-0<LJ.- 0?- ;zR- @- //- IA?- #R%- $A- $9A- 2eA.- %- 5S?- 3,R%- 8J?$?%?-?R,,
44

44

;R-@-//-=J:- 3 A%- 6-8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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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文释义
(10) 尽管主耶稣创造了
这世界，但他所创造的
这些人却不认识他。
(11) 主耶稣是作为犹太
人出生在以色列，但他
自己的族人却不接纳
他 ， 也 不 欢 迎 他 。
(12) 但无论是谁，只要
是信靠他的人，他都赐
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孩
子。无论是哪一个民
族，只要信主耶稣，都
是上帝的孩子。他们遵
守他的诫命，上帝也把
永生赐给他们。
(13) 不是凭着自然受孕
的结果，而是凭着上帝
的恩慈，这些人才能是
“从上帝生的” 45。
(14) 尽管主耶稣从一开
始就在天上和上帝在一
起，但他却作为一个人
住在我们中间，他以人
的样式和我们一起受
苦，以至于我们可以永
远和上帝生活在一起。
正因为如此，约翰才说
主 耶 稣 “满 有 恩 典 ”。
他把上帝的真理教给我
们 ， 所 以 约 翰 说 他 “满
有 真 理 ”。 他 的 生 活 向
我们表明了他的奇妙，
所 以 约 翰 说 ： “我 们 见
过他的荣光。”

45 参见约翰福音 3: 6-8 的解
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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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2-.%R?-/%-,R.-!%?, %-5S?-36K?-#$-w/0:A- 2R.- uR%?- 3,R%- {2?- $4S- 2R- ;zJ- >- 2o.- /?- .!R/3(R$-$A?-:63-\A%-:.A-2!R.-$/%-2-S/, $4S-2R-;zJ->?2R.-;=-IA-<A-2R-.%-, $%?-<A, $4%-0R, 35S, lA->A%-,
?J3?-&/-?R$?-2!R.-$/%-2-3-9., 2R.-3A-;%-2!R.0<-36., $4S-2R-;zJ->-/A-%R-35<-(J-2:A-o=-YA.-2!R.$/%-3#/-o=-0R-(J/-0R-.%-:S-2-;A/, o=-0R-.J?-#R%$A-:2%?-GA-#$-2}=-$9A$?-0-.%-<%-$A-1R-V%-28$/?-:2%?-3A:A-OR.-.-28$?-(J.-3<-22?, #R%-o=-0R;A/-;%-1=-0:C-#-9?-28J?-0-.%-.J-5S:C-IR/-(?-28J?GA-;R., #R%-#$-2}=-MR%-/?-.J-5S:C-#A$-*J?-?J=-2:AKA<-,-/-<%-YR$-G%-$+R%-, :2%?-3A:A-/%-/?-.2=1R%?-.%-, #A$-*J?-=-3A-.$:-2, #<-IA?-3//-0?R$?-#R%-$A-3./-.-:6S3?-(R$-=, #R%-$A?-.J-5S<-%=$?R-$/%-2-3-9., .0$-+-3J.-0:A-5K:%-$/%-%R-,,
6.

]R-:6B/-LJ.-o,
#R%-$A-/%-/-.0$-+-3J.-0:A-5K-;R.-0-.%-, 5K-.J-/A-3A,3?-&.-GA-:R.-;A/-/R,,
(;zR-@-//-=J:- 1 A%- 4 ]

第十一章

5. 经文应用
我们看见西藏的美好河
山，就会想起整个世界都
是上帝借着主耶稣创造
的。主耶稣创造了西藏的
雪山、河流、湖泊、植物
和动物。他也创造了西藏
人。他就像是一位伟大的
国王，他缔造了一个帝
国，后来又看到他的臣民
受苦，他就离开了皇宫宝
座，来到平民中间和他们
一起生活。平民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平民穿什
么，他就穿什么。他为他
们受苦，甚至为了担当他
们的罪而牺牲了生命。凡
是贫穷的、恨恶罪的、负
苦担重担的，只要是他的
百姓，都可以来到他这
里，他就使他们得安息和
永生，他们会和上帝永远
生活在一起。

6. 研习并记诵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
是人的光。
（约翰福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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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总结表
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有关
主耶稣的七个特点

$4S-2R-;J->:A-H.-(R?-2./,
(;R-@-//-=J:-.%-0R-/?-)
1. $4S-2R-;J->-/A-.!R/-3(R$-;A/,
2. :)A$-gJ/-IA-,R$-3<-$4S-2R-;J->-.!R/-3(R$-.%3*3-.-28$?,
3. $4S-2R-;J->?-&A-;R.-0-,3?-&.-2!R.-0-36.,
4. $4S-2R-;J->:A-/%-/-.0$-+-3J.-0:A-5K-;R.,
5. $4S-2R-;J->-/A-%-5S<-.0$-+-3J.-0:A-5K$/%-3#/-;A/,
6. $4S-2R-;J->-3A-;A-$9$?-?-:)A$-gJ/-:.A<-1J2?,
7. $=-+J-#R%-=-..-0-L?-/-#R%-$A?-%-5S<-.!R/-3(R$$A-Y?-.%-Y?-3R<-:I<-2:A-.2%- 2{<-<R,

主耶稣的七个特点
（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

3.R<-2#?-<J:-3A$
;zR- @- //- IA?- VA?- 0:A- :UA/- 29%- $A- =J:- .%- 0R<- $4S- 2R;zJ->:A-H.-(R?-2./-2!R.-0-$>3-$?=-v<-;A/,

1．主耶稣就是上帝。

2．主耶稣从世界的一开
始就与上帝在一起。
3．主耶稣创造了世上的
万物。
4．主耶稣自己有永生。
5．主耶稣把永生赐给
我们。

6．主耶稣以人的样式来
到人世间。
7．主耶稣使凡信他的人
成为上帝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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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2N

第三部分：地图

;A-?A-<-AJ=-;=,
以色列

2R.,

西藏

2R.-.%-;Az-?A-<-AJ=,

3.1. 0<-:.A-/A-2<-$%-#3?-/?-2o2-0-;A/-=,

$;?KR$?-?-2R.-;=-.%-, $;R/-KR$?-?-;Ay-?A-<-AJ=-;=.%-?-.2?-o-35S-:.$ $>3-.-o-$<-.%-o-$<-o35S-(@Ay/-h-o-35S-;%-9J<-):.$ 2R.-/?-;Ay-?A-<-AJ=;=-2<-<A%-5.-,A-=J- 5,000 ;A/,

西藏和以色列的相对
位置
3.1. 这个卫星图向我们展
示出西藏和以色列的相对
位置。卫星图的底部是印
度和印度洋。西藏和以色
列 之 间 的 距 离 是 5000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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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35S,
地中海

!-/,
迦拿

$-=A=-35S,
加利利海

/-4-<J=,
拿撒勒

?A-$<,
叙加

;R<-./-$4%-0R,
约旦河

;J-<->-=J3,
耶路撒冷

0J-,/-;,
伯大尼

:(A-35S,
死海

3.2.

;Az-?A-<-AJ=-;=,

3.2 以色列
这幅地图向我们描绘出本
书中所提及故事的发生地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