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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系列 13–君王耶稣
君王耶稣荣耀的
荣耀的进城
2022 年五月 06、07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 (15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
念，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 敬拜赞
敬拜赞美 (20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
面、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
事项祷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1.

宣教单
宣教单位：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位：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的单位，请洽教会。）

2.

教会事工：
- 教会现场主日崇拜@9am & 11am
- 第二季装备课程 4/2 起上课@zoom
- 启程福音 Alpha Course zoom：主日@7:30pm
- 洗礼 6/12，受洗班 5/22，5/29，6/5

3.

新来宾：
来宾：_________________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
病痛组员或
组员或亲朋：__________________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第三时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45 分钟)
1. 回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
心思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2. 小组聚会话语
聚会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时
分享时段的目的乃是让
段的目的乃是让神的话
神的话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的价值观，
并且应
并且应用在每天的生活里，因此鼓励带领
用在每天的生活里，因此鼓励带领的同工
励带领的同工让
的同工让大家多参与分
享。
A.

本周主题：君王耶
君王耶稣
君王耶稣荣耀的进
荣耀的进城

经文：约翰福音 12：1-19
背诵经文： 『锡安的民哪、〔民原文作女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
驴驹来了。』
（约 12：15）

在第十一章里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很
明显地宣告，祂是复活与生命的主，祂也借着使拉撒路复活，证明祂
拥有人生命的主权，但宗教领袖却计划要杀祂。于是，耶稣为了要避
开要杀祂的人，就到附近的以法连城和门徒居住，直到离逾越节前六
天，祂再次来到伯大尼，这是耶稣出来服事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过
逾越节。
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不只是记念以色列人
照着神的吩咐，将羊羔的血涂抹在门框上，让灭命天使看到这记号
时，就越过不击杀他们的长子，也是记念以色列人因此事件，可以快
快的离开埃及，专心敬拜服事神。在这节期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人们又有什么反应呢？
讨论问题 1： 你曾否做 过 一件非常勇敢或 又冒险的事情， 结 果 如
何？（破冰
何？（破冰题
（破冰题）

一、 君王耶稣
君王耶稣被马利亚膏抹（
马利亚膏抹（12：1-8）:(请先读 V.1V.1-8，再读
，再读下文)
虽然其他福音书也记载马利亚膏抹耶稣的脚，但使徒约翰刻意
的记载这件事，因为：
A. 马利亚
马利亚把握
把握时
把握时机膏抹耶稣
机膏抹耶稣 （ 1-3）：逾越节期间，人们有的
）：
要赶往耶路撒冷过节，有的就地参加欢庆，当耶稣来到伯大
尼，有人就摆设筵席欢迎耶稣，很多人也参与这个筵席。马
大如往常忙进忙出的伺候耶稣，拉撒路也参加这个筵席，而
马利亚却做了一件又用心又大胆的事：1. 马利亚用
马利亚用 贵重的
香膏抹耶稣
香膏抹耶稣的脚：
的脚：马利亚尊主耶稣为大，她全然的摆上，用
极其昂贵约有 475 cc 半公斤重的真哪哒香膏抹主耶稣。2.
马利亚贴
马利亚贴近耶稣
近耶稣的心：向来马利亚总是坐在耶稣脚前，听耶
的心：
稣说话，她是听到心里了。所以，她能体会耶稣的心和需
要，就不惜代价的把她的结婚嫁妆、洞房花烛夜要用的香
膏，抓住这个机会来膏抹耶稣。3. 马利亚尊荣耶
马利亚尊荣耶稣
尊荣耶稣： 马利
亚不只是用香膏抹耶稣抹祂的脚，还跟仆人一样的，谦卑的
跪着，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来尊荣耶稣。
B. 出卖 耶稣的犹大 责备马利亚（
马利亚（ 4-6）：使徒约翰没说别人对
）：
马利亚所做的反应，他却指名道姓说那将要出卖耶稣，常常
偷钱的叛徒--犹大的反应。犹大跟着耶稣，管理财务，却不
专注服事耶稣，当他看见马利亚用这么贵重的香膏膏抹耶
稣，他非常的不高兴，就说为什么不卖掉这价值约三十两银
子的香膏，帮助穷困的人呢？当时的三十两银子约一个人一

在战争时期君王是骑着马，准备随时出战；在太平时期，君
王是骑驴。耶稣骑着没被骑过、不易驾驭的驴驹，牠没挣脱
地顺服主耶稣的权柄下，不但显明耶稣是君王，也明示着祂
是和平之君。只是，没有人看出这点，就连常与耶稣在一起
的门徒，也不了解。

年的工资。事实上，犹大是假好心、假慈悲，他是为了自己
失去从中得利的机会惋惜，因为他经常暗地里偷窃他所管理
的钱囊里的钱。
C. 耶 稣 护 卫 马利亚（
马利亚 （ 7-8 ）：犹大一说到这里，耶稣马上说
）：
“由她吧！“来阻止犹大的谈论，并立刻指出马利亚的用
心。
。 1. 马利亚为
马利亚为耶 稣埋葬做预
埋葬做预备：耶稣喜悦马利亚能体会
备：
祂，以祂的心意和需要来服事祂。2. 马利亚
马利亚 珍惜主同在：
接着，耶稣对门徒们说，虽然你们顾念穷人，服事穷人，满
足穷人需要的机会是常常有的，因为穷人都常常跟你们在一
起，但我需要你们服事的机会并不常有，因为我不会一直都
跟你们在一起。

C. 众人热列欢迎耶稣
迎耶稣 （ 1717-19）：那些看到或听到拉撒路从死
）：
里复活的人，不论他们信或不信耶稣，或者有些是基于凑热
闹或好奇，都欢喜的加入欢迎耶稣进城的行列。但法利赛人
看到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场面，是又嫉妒又感慨的彼此
对说，他们辛苦经营的没有收到任何果效，因为人们离开他
们、不跟他们，他们都去跟耶稣了。

讨论问题 2： 马利亚为
马利亚为 什么在这
什么在这 么 欢乐的筵席
欢乐 的筵席里膏耶
的筵席里膏耶稣
里膏耶 稣 ？ 这 有何意
义？耶
义？耶稣为何护
稣为何护卫
卫
马利亚？
马利亚
？
（
观
察
题）
何护

讨论问题 4： 耶稣为何
稣为何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
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当时众
入耶路撒冷？当时众人的反
当时众人的反应
人的反应是
什么？
什么？

讨论问题 3: 对 马利亚膏抹耶
马利亚 膏抹耶稣
膏抹耶稣 你有何学习
你有何学习 ，你最想为
，你最想 为 耶 稣 做的一
件事是什么？（
件事是什么？（应用题）

讨论问题 5： 宗教领
宗教领袖（祭司长和法利赛
袖（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与众
人）与众人对耶稣的反应
的反应
有何不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有何不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二、 宗教领
宗教领袖想要杀
袖想要杀君王耶稣
君王耶稣（12：9-11）:（请先读 V.9V.9-11，再
读下文）
下文
耶稣行神迹使拉撒路复活的事情传开了，许多人本来就在找耶
稣，现在知道耶稣在伯大尼，就来伯大尼，他们要看耶稣，也
要看看死里复活的拉撒路。而祭司长不为耶稣使死人复活感谢
神，也忽视耶稣就是先知以赛亚说的弥赛亚，因为耶稣使瞎眼
得看见是弥赛亚的记号。他们看到许多人信了耶稣，就商议，
不但要杀害耶稣，更要连拉撒路一起杀掉。
三、 君王耶稣
君王耶稣荣耀进
荣耀进入耶路撒冷（12：1212-19）:(请先读 V.12V.12-19，

再读下文)
A. 人 们热烈
们热烈欢 迎、称颂
迎、称颂耶
称颂耶 稣为君王（
稣为君王（1212-13 ）：许多人进入耶
）：
路撒冷庆祝逾越节，当他们知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时，他
们以敬拜赞美君王的方式来欢迎祂、荣耀祂。他们手拿棕叶
并热情的、大声的颂赞着「和散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
王」，意味着耶稣就是那要来的救赎他们的弥赛亚，是以色
列的王。
B.

耶稣和平的君王进
和平的君王进城了(14(14-16)：当时耶稣是骑着驴驹进入耶
路撒冷的，
，这不只是公开了祂是弥赛亚的身份，应验了旧约
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神的子民欢呼，那施行拯救的君王，
是骑着驴驹来的（亚 9：9）。也预表了祂是和平君王，因为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谢谢祢让我们学习到马利亚体会
耶稣的心，紧紧抓住机会，来膏抹祂，我们也愿像马利亚，来体会祢
的心意，抓紧机会不惜代价的来服事祢，满足祢的需要。也谢谢祢，
让我们有如置身于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的场合里，使我们不自觉的来
跟随着祂，做荣耀祢名的事，使世人能因而认识祢、归向祢。感谢祷
告奉耶稣得胜的圣名求，阿们！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
段：祷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05/13
05/20
05/27

约翰福音13：1-17
生活查经
约翰福音14：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