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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的身分 

第1週 

□ 1 道成肉身 約1:1-18 
□ 2 神的兒子 羅1:2-4 

□ 3 耶穌為挽回祭 羅3:21-31 
□ 4 耶穌使我們稱義 羅4:25 

□ 5 耶穌與亞當羅5:12-21 
第2週 
□ 6 耶穌作長兄羅8:28-30 

□ 7 耶穌接納不同的人 羅15:7-13 
□ 8 耶穌是惟一的主 林前8:4-6 

□ 9 基督實現了應許 林後1:18-22 
□10 基督甘心貧窮 林後8:7-9 

第3週 
□11 基督的軟弱和大能 林後13:3-4 
□12 我們因信基督稱義 加2:16-21 

□13 基督為我們受咒詛 加3:10-14 
□14 耶穌在十架上滅了冤仇弗2:11-22 

□15 基督的奧秘弗3:1-13 
第4週 

□16 基督的愛 弗3:14-21 
□17 基督耶穌虛己 腓2:5-11 

□18 基督在萬有之上 西1:12-20 

□19 基督的豐盛和居首 西2:6-23 
□20 基督替我們死 帖前5:1-11 
第5週 

□21 基督降世為救罪人 提前1:12-17 
□22 基督是中保提前2:1-7 

□23 基督已把死廢去 提後1:6-10 
□24 父、子、靈的拯救工作多3:3-8 

□25 神藉基督曉喻我們 來1:1-3 

第6週 
□26 基督超越天使 來1:4-14 

□27 基督已然而未然的管治來2:5-18 
□28 基督超越摩西 來3:1-6 
□29 耶穌為大祭司 來4:14-5:10 

□30 基督超越利未祭司 來7:11-28 
第7週 

□31 基督在天上作大祭司 來8:1-5 
□32 基督是更美之約的中保來8:6-13 

□33 基督徹底的救贖 來9:11-28 
□34 耶穌來是要順服神 來10:1-10 
□35 基督是永遠的贖罪祭 來10:11-18 

第8週 
□36 基督永不改變 來13:7-16 

□37 主耶穌是活石 彼前2:1-10 
□38 基督成就救恩 彼前3:18-22 

□39 耶穌基督是中保 約壹2:1-6 
□40 耶穌顯明神的愛 約壹4:7-21 
第9週 

□41 基督的榮耀啟1:9-20 

□42 基督是萬王之王 啟19:11-16 

□43 基督必快來啟22:7-17 

二、耶穌說：我就是⋯ 

□44 生命的糧 約6:26-59 
□45 世界的光 約8:12-20 
第10週 

□46 羊的門 約10:1-10 

□47 好牧人 約10:11-18 

□48 復活、生命約11:17-27 
□49 道路、真理、生命 約14:1-14 

□50 真葡萄樹 約15:1-10 

三、基督在世的工作 

第11週 

（1）降世為人 
□51 耶穌在伯利恆出生 路2:1-20 
□52 嬰兒耶穌受割禮並獻與主 路2:21-40 

□53 孩童耶穌在聖殿聽道、問道 路2:41-52 
□54 耶穌接受約翰的洗 太3:13-17 

□55 耶穌在曠野受撒但試探太4:1-11 
第12週 

（2）呼召門徒 
□56 第一批門徒跟從耶穌 約1:35-51 
□57 呼召四個漁夫 太4:18-22 

□58 呼召彼得 路5:1-11 
□59 呼召利(馬太) 可2:13-17 

□60 挑選十二門徒 路6:12-16 
第13週 

（3）教導 
□61 耶穌潔淨聖殿 約2:13-25 
□62 與尼哥德慕論重生 約3:1-21 

□63 在井旁與撒馬利亞婦人談道 約4:1-30 
□64 談論屬靈的莊稼 約4:31-38 

□65 耶穌在拿撒勒被拒絕 路4:16-30 

第14週 
□66 論人子的權柄 約5:19-30 

□67 證明人子的權柄 約5:31-47 
□68 論八福 太5:1-12 

□69 論福禍 路6:20-26 
□70 論愛仇敵 路6:27-36 
第15週 

□71 論律法 太5:17-20 
□72 論動怒 太5:21-26 

□73 論姦淫 太5:27-30 
□74 論離婚 太5:31-32 

□75 論起誓 太5:33-37 
第16週 
□76 論報復 太5:38-42 

□77 論施捨 太6:1-4 
□78 論祈禱 太6:5-15 

□79 論禁食 太6:16-18 
□80 論積財寶在天上 太6:19-24 

第17週 
□81 論憂慮太6:25-34 
□82 論毋論斷人太7:1-6 

□83 論祈求、尋找、叩門太7:7-12 
□84 論進天國之路太7:13-14 

□85 論兩種果子太7:15-20 
第18週 

□86 責備不悔改，應許心靈�安息太11:20-30 
□87 赦免多、愛也多路7:36-50 
□88 回應宗教領袖求看神蹟太12:38-45 

□89 論信者皆為親屬太12:46-50 
□90 催促門徒為工人祈禱太9:35-38 

第19週 
□91 差遣十二使徒 太10:1-16 

□92 警戒勸勉門徒 太10:17-42 

□93 回答猶太人的議論 約6:41-59 
□94 回答門徒的議論 約6:60-71 

□95 論心中的污穢 可7:1-23 

第20週 
□96 回應求神蹟的宗教領袖太16:1-4 

□97 警戒門徒提防假教師 太16:5-12 
□98 肯定彼得的認信 太16:13-20 

□99 首次預言自己的死和復活 太16:21-28 
□100 山上改變像貌 可9:2-13 
第21週 

□101 第二次預言死和復活 可9:30-32 
□102 回應門徒爭論誰為大 可9:33-37 

□103 論不敵擋的就是幫助的 可9:38-41 
□104 警告不要絆倒人太18:7-9 

□105 警告不要輕看別人 太18:10-14 
第22週 
□106 教導對待犯罪的信徒 太18:15-20 

□107 回應弟兄的不信約7:1-9 
□108 教導跟從祂的代價 路9:57-62 

□109 在聖殿公開教導人 約7:10-31 

□110 預言信徒將受聖靈 約7:37-39 
第23週 

□111 赦免犯姦淫的女人 約8:1-11 
□112 警告不信者必死在罪中 約8:21-30 

□113 論神的真正子孫約8:31-47 
□114 說明自己先於亞伯拍罕 約8:48-59 

□115 差遣七十人傳福音 路10:1-16 

第24週 
□116 勉勵歸來的七十人 路10:17-24 
□117 教導門徒如何祈禱 路11:1-13 

□118 駁倒猶大人的讒言 路11:14-28 
□119 警告不信的人 路11:29-32 

□120 論心裏的光 路11:33-36 

第25週 
□121 論法利賽人的禍路11:37-54 

□122 警戒門徒 路12:1-12 
□123 勸戒不要憂慮衣食 路12:22-34 

□124 預言將來的紛爭路12:49-53 
□125 分辨時候，把握時間 路12:54-59 
第26週 

□126 回應猶太人的爭論 約10:22-42 
□127 入神的國要進窄門 路13:22-30 

□128 為耶路撒冷哀歎路13:31-35 
□129 教導神的國在人心中 路17:20-37 

□130 論婚姻 太19:1-12 
第27週 
□131 為小孩祝福 可10:13-16 

□132 論如何才承受永生 可10:17-31 
□133 第三次預言的死和復活 可10:32-34 

□134 教導服事人 可10:35-45 
□135 把救恩帶到撒該的家 路19:1-10 

第28週 
□136 要傳揚膏耶穌的婦人 可14:3-9 
□137 當跟從祂捨己 約12:23-26 

□138 論信祂就是信父約12:44-50 

□139 教導信心禱告及饒恕 可11:20-26 
□140 答宗教領袖的質問 路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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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週 

□141 回答有關納稅的詢問 太22:15-22 

□142 回答有關復活的詢問 太22:23-33 
□143 回答最大誡命的詢問 太22:34-40 

□144 論基督與大衛的關係 太22:41-46 

□145 警告勿效法宗教領袖 太23:1-12 
第30週 

□146 宗教領袖的七禍(一) 太23:13-22 
□147 宗教領袖的七禍(二) 太23:23-36 

□148 論窮寡婦奉獻所有 可12:41-44 
□149 預言將來的事 可13:1-23 

□150 講論自己的再來可13:24-31 
第31週 
□151 賜新命令—彼此相愛 約13:31-35 

□152 應許賜下聖靈 約14:15-31 
□153世界必恨門徒 約15:18-16:4 

□154 教導聖靈的真理約16:5-15 
□155 教導要用祂的名祈禱 約16:16-33 

第32週 

（4）講比喻 

◆ 關於神國的比喻 

□156 撒種可4:1-25 
□157 種子生長 可4:26-29 

□158 稗子太13:24-30、36-43 
□159 芥菜種、麵酵 太13:31-35 

□160 寶藏、尋珠 太13:44-46 

第33週 
□161 撒網太13:47-52 

◆ 關於服事與順服的比喻 

□162 葡萄園工人 太20:1-16 
□163 按才幹受託付 太25:14-30 

□164 交銀與十僕 路19:11-27 
□165 僕人的本分 路17:7-10 

第34週 
□166 鹽和光 太5:13-16 
□167 兩種根基 太7:24-27 

□168 作門徒的代價 路14:28-33 

◆ 關於祈禱的比喻 

□169 夜半到訪的朋友路11:5-8 

□170 切求的寡婦和不義的官路18:1-8 
第35週 

◆ 關於鄰舍的比喻 

□171 好撒馬利亞人 路10:25-37 

◆ 關於謙卑的比喻 

□172 婚筵中揀座位 路14:7-11 

□173 法利賽人和稅吏的禱告路18:9-14 

◆ 關於財富的比喻 

□174 無知的財主 路12:16-21 
□175 大筵席 路14:16-24 

第36週 
□176 不義的管家 路16:1-9 

◆ 其他的比喻 

□177 新郎、新布和新酒 太9:14-17 
□178 兒童玩耍 太11:16-19 
□179 打掃乾淨的空房子 太12:43-45 

□180 新舊寶物與文士太13:51-52 

第37週 

□181 財主與拉撒路 路16:19-31 

◆ 關於神的愛 

□182 失羊、失錢 路15:3-10 

□183 浪子回頭 路15:11-32 

◆ 關於感恩的比喻 

□184 蒙寬恕的欠債人路7:41-43 

◆ 關於基督再來 

□185 十個童女 太25:1-13 

第38週 
□186 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太24:45-51 

□187 家主出遠門 可13:33-37 
□188 看無花果樹生長太24:29-35 

□189 分別綿羊和山羊太25:31-46 
□190 有見識的管家 路12:35-48 
第39週 

◆ 關於神的價值觀 

□191 兩個兒子 太21:28-32 
□192 兇惡的園戶 可12:1-9 

□193 不結果的無花果樹 路13:6-9 
□194 王子娶親的筵席太22:1-14 
□195 不憐憫人的僕人太18:23-35 

第40週 
（5）行神蹟 

◆ 勝過疾病 

□196 治好患血漏病的女人 可5:25-34 
□197 治好癱子 可2:1-12 

□198 治好痲瘋病人 可1:40-45 
□199 治好彼得的岳母太8:14-17 
□200 使枯乾了的手復原 太12:9-13 

第41週 
□201 治好被鬼附的男孩 可9:14-29 

□202 使瞎子巴底買能看見 可10:46-52 
□203 治好百夫長的僕人 路7:1-10 

□204 治好耳聾舌結的人 可7:31-37 
□205 叫兩個瞎子能看見 太9:27-31 
第42週 

□206 治好啞巴 太9:32-33 
□207 在伯賽大叫瞎子得看見 可8:22-26 

□208 治好駝背的女人路13:10-17 
□209 治好患水臌病的人 路14:1-6 

□210 治好十個痲瘋病人 路17:11-19 

第43週 
□211 治好大祭司僕人的耳朵 路22:49-51 

□212 在迦拿治好大臣的兒子 約4:46-54 

□213 治好三十八年的病者 約5:1-16 
□214 治好生來瞎眼的人 約9:1-41 

◆ 勝過撒但權勢 

□215 趕鬼入豬群 路8:26-39 

第44週 
□216 趕走迦南婦人女兒身上的鬼太

15:21-28 
□217 趕走男人身上的污鬼 可1:23-27 

□218 治好被鬼附的啞巴 路11:14-20 

◆ 勝過死亡 

□219 使睚魯的女兒復活 路8:40-56 

□220 叫寡婦的兒子復活 路7:11-16 

第45週 

◆ 體恤人的需要 

□221 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 約11:1-45 

□222 變水為酒 約2:1-11 

□223 給五千人吃飽 太14:13-21 
□224 給四千人吃飽 可8:1-9 

□225 叫彼得在魚口中得稅錢 太17:24-27 

第46週 
□226 第一次奇妙魚穫路5:1-11 

□227 第二次奇妙魚穫約21:1-14 

◆ 超越自然定律 

□228 平靜風和海 路8:22-25 

□229 在水面上行走 太14:22-33 
□230 咒詛無花果樹 太21:18-22 

第47週 
（6）受難 
□231 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 路19:29-40 

□232 耶穌潔淨聖殿 路19:45-46 
□233 猶大賣耶穌 路22:1-6 

□234 耶穌設立聖餐 路22:14-20 
□235 耶穌為門徒洗腳約13:1-20 

第48週 

□236 耶穌預言有人要賣祂 約13:21-30 

□237 預言彼得三次不認祂 約13:36-38 

□238 分離的禱告：為自己 約17:1-5 

□239 分離的禱告：為門徒 約17:6-19 
□240 分離的禱告：為眾信徒 約17:20-26 
第49週 

□241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祈禱 路22:39-46 
□242 耶穌被賣、被捕路22:47-53 

□243 彼得三次不認耶穌 路22:54-23:25 

□244 耶穌被釘十字架路23:26-49 

◆ 十架七言 

□245 父啊，赦免他們路23:34 

第50週 
□246 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 路23:39-43 

□247 看，兒子⋯⋯ 母親 約19:26-27 

□248 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可15:34；詩22 
□249 我渴了 約19:28 成了 約19:30 

□250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 路23:46 

第51週 
（7）復活、顯現、升天 

□251 耶穌復活 路24:1-12 
□252 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 約20:11-18 
□253 向兩個上路的信徒顯現 路24:13-35 

□254 跟彼得說話 約21:15-25 

□255 向門徒顯現及升天 路24:44-53 
第52週 

（8）差遣門徒 
□256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太28:16-20 

□257 往普天下去 可16:15-20 
□258 照樣差你們 約20:19-22 

□259 傳悔改、赦罪的道 路24:44-49 
□260 得能力、傳福音到地極 徒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