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西兰圣经函授学校  

(NZCSB)  

第一级 第一课  

约翰福音一－二章  

  

要求： 至少阅读约翰福音第一、二章一遍，然后根据本课中所列出的要点再阅读一遍。本

课中所有问题仅为你个人学习之用。你只需将测验部分寄回 NZCSB 办公室。  

  

第一章  

  

一 1 注意，“道”指的是耶稣基督。耶稣还在其它圣经章节中被成为“道”：  

    约壹一 1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

摸过的。  

    约壹五:7 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注：英文 KJV 圣经为：在上作见证的有三：就是父、道、与圣灵，这三样原为一。   

    启十九 11-13 我观看，见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祂审判，争

战，都按着公义。祂的眼睛如火焰，祂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

了祂自己没有人知道。祂穿着溅了血的衣服；祂的名称为 神之道。  

  

一 3 这节经文中，用“祂”表示“道”，表明“道”是有位格的。万物都是借着祂（道）

造的；哥罗西书一 16-17 中是这样说到基督：因为万有都是靠祂造的，无论是上的

，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

概都是借着祂造的，又是为祂造的。祂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祂而立。  

  

一 4 “生命在祂里头”－ 耶稣基督是造物主，祂将生命赐予万物。在约翰福音 14:6 中，耶

稣如何宣称自己？  

    － 耶稣还被称为“人的光”－ 在约翰福音八 12 中，耶稣如何宣称自己？  

  

一 6 这个名叫约翰的人是施洗约翰，而不是本书作者使徒约翰。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  



 

 

  

一 7 约翰如何为耶稣“作见证”？他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为耶稣作见证：  

1) 在耶稣前面预备道路。以赛亚书四十 3 这样说到为基督预备道路的那一位：有人

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或作：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

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 神的道。注意，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一 23 中表

明自己就是为基督预备道路的那一位；  

2) 将耶稣显明给以色列人。（约一 29）  

  

一 11 “自己的人”－指的是犹 民族，他们不承认耶稣是自己的弥赛亚（应许的那一位）

；在约翰福音四 44 中，耶稣如何说到那些对待自己本地先知的人？  

  

一 13 一个重生的人就是“接待”基督，“信祂名”的人。（约一 12）祂不是由肉身生的

（血气），不是由自己的思想和意念生的（情欲），也不是因其他人而重生，或得

救的（人意）。一个人在自己生命过程中，因自己的罪而悔改，并唯独信靠基督，

他就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因此，他是“从 神生的”，而不是因其他的原因经历

属灵的出生。  

  

一 14 “道成了肉身”－ 圣子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提前三 16 这样说道：“大哉，敬虔的

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 神在肉身显现……”  

  

一 15 施洗约翰这样说到耶稣基督，“祂本来在我以前”。路加福音第一章清楚地告诉我

们，从人的角度而言，施洗约翰要比耶稣年长六个月。耶稣在约翰“以前”，显然

，这是因为祂是 神。（参看 1－3 节）  

  

一 18 没有人见过父神，也没有人能够定睛观看父神，因祂发出极为耀眼的荣光。提前六 16 

中说：“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

见的，要将祂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祂。阿们！”然而，当基

督“道成了肉身”，祂的荣光就被遮蔽起来。人们因此可以定睛看祂；看见基督就是

看见了父神。约翰福音十二 45 和十四 8-9 是如何说到这个事实？  



 

 

     － 在本课程学习中，我们将不断揭露其它英文圣经版本中的错误和错误的教义。新美

国标准版圣经中将这节经文中的“独生子”(the only begotten Son)改作“独生神

”(the only begotten God)，使得这节经文中出现了两位神。耶稣是道成肉身的 神；

祂的肉身是经过了出生(begotten or born)，但祂作为 神是永远长存。 “Begotten”一词

指的是出生的意思。虽然基督作为一个人而出生，然而祂的神性却无始无终，因为 

神是永远长存的。（参看 1 节）所有现代英文版本圣经的主旨都是不断地攻击，或

是让人们怀疑基督的神性（基督是 神这样一个事实）。  

  

一 29 注意，约翰在这节经文中是如何宣告基督的？在旧约中，犹 人用羔羊献祭，为使他

们的罪暂时得到赦免。耶稣是“ 神的羔羊”，祂来是要除去人的罪，不仅是犹 人的

罪，也是全人类的罪。  

  

一 31 约翰在这里解释他用水施洗的原因－将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  

  

一 33 注意，父神告诉约翰，当基督来的时候如何认识这位用圣灵为人施洗的耶稣，祂在水

中受洗的时候，圣灵要仿佛鸽子降下来并住在祂的身上。  

  

一 45 摩西写了旧约前五卷书。“众先知”指的是旧约中与摩西一同发出预言的众先知，他

们预言将来有一 ，一位大先知，就是弥赛亚，也就是 神将以人的样子显现。  

     注意，腓力称耶稣为“约瑟的儿子”，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很多人没有查考事情的全部

真相，他们以为耶稣就是“约瑟的儿子”（约六 42）。在路加福音一 35 中， 使告诉

马利亚：“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

为 神的儿子。”注意，在约翰福音十七 1 中，耶稣称谁为父？  

  

一 47 “诡诈”意思是“狡诈”，“狡猾”，或“欺诈”。  

  

一 51 这节经文中包 着耶稣是 上与地上之间的联接的意思。提摩 前书二 5 中说，“因为

只有一位 神，在 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第二章  

  

二 1  注意：马利亚被称为“耶稣的母亲”。圣经中没有一处经文提到她是“ 神的母亲”

。耶稣的肉身由马利亚所生，而祂的神性（ 神）却不是由马利亚而来。因此，称她为 

神的母亲是错误的。  

  

二 5  这是圣经中唯一记载马利亚命令 人做事的经文。  

  

二 6  桶（firkin）－ 一桶大约为 40 升或 10 加仑。  

  

二 1-11  耶稣在这里行的水变酒的神迹，引起人们很多的争论。人们争论这里的酒到底是否

有酒精。圣经本身可以解释自己，酒（wine）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了 200 多次。在

圣经时代，甚至是今 ，中东地区一些国家通常用酒（wine）这个词指很多种不同的

饮料，这种用法就像我们用潘趣酒（punch）这个词形容多种不同的饮料一样，这

些饮料有的 有酒精，而有的则不 酒精。本课无意详细讨论这个题目，但如果你认

真查考圣经，你将发现圣经中酒（wine）这个词经常被描述为“好酒”或“新酒”

（不 酒精）和“陈酒”或“不好的酒”（ 有酒精）。圣经中很多地方警戒人不可

醉酒，如箴言二十 1 “酒能使人亵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

。” 如果耶稣在迦拿婚宴变的酒是 有酒精的饮料，那么祂就与自己相悖（祂不可

能做这样的事情）；祂就是在引诱人犯罪（雅一 13 表明 神不试探人）；祂就将自

己放在了哈巴谷书二 15-16 中的咒诅下，这里宣告那些给 人提供 有酒精饮料的人

有祸了。约翰福音二 10 清楚地表明这里的酒是“好酒”，也就是由水变成的未经

发酵，新鲜榨出的葡萄汁。  

  

二 17    这节经文指的是旧约诗篇六十九 9 中的经文，“因我为祢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并且辱骂祢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二 18    因为耶稣干涉了犹 人在圣殿中的“买卖”，这些犹 人明显地感到不安，他们要求

耶稣给出祂有权柄这样做的证据（神迹）。林前一 22 这样说道，“犹人是要神迹

，希利尼人是求智慧。”在约翰福音和其它圣经经卷中，有一个共同的现象，犹 

人需要“神迹”来证明某件事情是真实的。这种现象对于犹 人而言是独特的。  

  

二 23  “逾越节”是为了庆祝当犹 人在公元前 1500 年在埃及为奴的时候， 神所行神迹的

一个节日。该节日每年在耶路撒冷举行一次。每个犹 家庭在这个节日中要宰杀一

只“逾越节的羔羊”，并将羔羊的血涂在自家门框和门楣上。在那一晚，掌管死

亡的 使巡行埃及遍地，击杀各家的长子和头生的雄性牲畜。当掌管死亡的 使看到

羔羊的血，他就“越过”这一家，这个家庭中的长子和头生的雄性牲畜就得以逃

脱死亡。这个神迹和庆祝这个神迹的节日是指有一 ，“ 神的羔羊”，耶稣基督要

在十字架上为了世人的罪而死。任何一个以基督的血涂抹自己罪恶的人，他将免

于因着自己的罪本该下地狱的刑罚。并且，他将在 上与基督同在，不再有受到任

何伤害的危险。  

  

  

  

测  验    

约翰福音一－二章  

  

学号：                

                                                         姓名：                                                                        地址：                                                                                              

  

要求：本测验包括 20 个单项选择题和 1 个附加题。参考圣经和本课学习材料选出每个问题

的最佳答案。每题只有 1 个最佳答案。完成本测验后，将其与贴有邮票并注有回信地址的

回邮信封一同寄到 NZCSB 办公室。回答问题时，可以使用圣经和本课学习材料。每题分值 

5 分。  

  

1. “拉比”（Rabbi）一词是什么意思？  

A. 先知  B. 子  C. 法利赛人  D. 君王  



 

 

  

2. 腓力找到谁并把他带到耶稣面前？  

A. 拿但业  B. 施洗约翰  C. 约翰  D. 彼得  

  

3. 耶稣是在哪里行的第一件神迹？  

A. 迦百农  B. 约旦河  C. 迦拿  C. 圣殿  

  

4. 施洗约翰承认耶稣是？  

A. 一只鸽子  B.  神的羔羊  C. 神的大能  D. 圣灵  

  

5. 安德烈的哥哥是谁？  

A. 彼得  B. 施洗约翰  C. 马可  D. 腓力  

  

6. 在这两章圣经中，下面哪个称呼没有用在基督身上？  

A. 道  B. 光  C. 儿子  D. 能力  

  

7. 圣灵以什么样的形状从 而降并住在基督的身上？  

A. 火  B. 光  C. 鸽子   D. 以上全部选项  

  

8. 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为什么用水给人施洗？  

A. 使人变湿                    B. 将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   

 C. 为了他在以后用圣灵给人施洗  D. 为了让人们关注他传讲的信息  

  

9. 根据约翰福音一 12，人如何才能成为 神的儿女？        

A. 接待（接受）耶稣基督    B. 信基督的名  

   C. 包括 A 与 B              D. 以上选项未给出正确答案  

  

10. 根据圣经，哪些人需要神迹？  

A. 犹 人  B. 耶稣  C. 阿拉伯人  D. 所有人  

  



 

 

11. 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用了多长的时间？  

A. 三  B. 三年  C. 64 年  D. 以上选项未给出正确答案  

  

12. 当耶稣以自己身体为殿的时候，祂说祂要用多长时间将其再建立起来？  

A. 三  B. 三年  C. 64 年  D. 以上选项未给出正确答案  

  

13. 圣经中唯一记载马利亚对他人的命令是什么？  

A. 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B. 屈膝敬拜我  

   C. 祂（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D. 以上全部选项  

  

14. 下面哪些是圣经中对马利亚的描述？  

A. 神的母亲  B. 耶稣的母亲  C. 永远的童贞女  D. 以上全部选项  

  

15. 矶法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A. 矶法人  B. 磐石  C. 石头  D. 蒙拣选  

   注：约翰福音一 42 中的“矶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在 KJV 圣经中为“矶法翻出来就是一块

石头”  

  

16. 以下基督门徒中哪一位不是来自伯赛大？  

A. 约翰  B. 安德烈  C. 腓力  D. 彼得  

  

17. 耶稣上耶路撒冷参加什么节日？  

A. 五旬节  B. 逾越节  C. 住棚节  D. 以上全部选项  

  

18. 在腓力招呼拿但业之前，拿但业坐在什么下面？  

A. 一架梯子  B. 圣殿廊下  C. 无花果树  D. 以上选项未给出正确答案  

  

19. 神差遣施洗约翰为什么做见证？  

A. 光  B. 他自己  C. 圣灵  D. 摩西和旧约律法  



 

 

  

20. 彼得的姓名被改为什么？  

A. 西门  B. 拉比  C. 保罗  D. 矶法  

  

附加题：（5 分）摩西在旧约时代将律法传给以色列人；根据约翰福音，耶稣基督将什么

给予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