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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見證人 
WE ARE JUST WITNESSES 

約翰福音 講道系列：造物主來到祂造的世界 -2 

John 1-4: The Creator Enters His World -2 
 

講員 Speaker：柯達文 牧師         日期 Date：五月二日 May2, 2021 

經文 Verse：約翰福音 John 1:19-34  

主題 Theme：能將人介紹給耶穌，是我們最崇高的特權。 

              It is our highest privilege to introduce others to Jesus. 
 

開頭：介紹的價值 

Introduction: The Value of an Introduction 
 約翰福音一章 19-23 節「這是約翰的見證：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

到約翰那裏去問他：『你是誰？』他就承認，並不隱瞞，承認說：『我不是基

督。』他們又問他：『那麼，你是誰？是以利亞嗎？』他說：『我不是。』

『是那位先知嗎？』他回答：『不是。』於是他們對他說：『你到底是誰，好

讓我們回覆差我們來的人。你說，你自己是誰？』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呼

喊的聲音：修直主的道。』正如以賽亞先知所說的。」(John 1:19-23) 

 約翰福音一章 25-27 節「他們就問他：『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亞，也不是

那位先知，那麼，你為甚麼施洗呢？』約翰回答：『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

站在你們中間，是你們不認識的，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我給他解鞋帶也不

配。』」(John 1:25-27) 

 約翰福音一章 32-33 節「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

停留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認識他，可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

見聖靈降下來，停留在誰的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John 1:32-33) 

 約翰福音三章 28-30 節「你們自己可以為我作見證，我曾說，我不是基督，只

是奉差遣在他前面開路的。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一旁聽，一聽見

新郎的聲音就歡喜快樂。因此，我這喜樂得以滿足了。他必興旺；我必衰微。」

(John 3:28–30) 
 
 
 
 
 
 
 
 
 
 
 
 
 
 
 
 



東海大學基督教會 2021.5.2 主日信息筆記 

 

2 

一、 一個人的偉大取決於是否高舉基督 

Human Greatness is Measured in Proportion to Our Exaltation of Christ 

 哥林多後書四章 5 節「我們不是傳自己，而是傳耶穌基督為主，並且自己因耶

穌作你們的僕人。」(2 Corinthians 4:5) 
 
 
 
 
 
 

二、 作父母的責任：帶領孩子認識耶穌 

The Job of Parents is to Point Their Children to Jesus 

 以弗所書六章 4 節「作父親的，你們不要激怒兒女，但要照著主的教導和勸戒

養育他們。」(Ephesians 6:4) 
 
 
 
 
 
 

三、 作配偶的責任：在基督裡堅固彼此信仰 

The Job of Spouses is to Strengthen One Another’s Faith in Him 
 
 
 
 
 
 

四、 作朋友的責任：幫助朋友更信靠上帝 

The Job of Friends is to Help Friends Trust Him  

 撒母耳記上二十三章 15-16 節「大衛看到掃羅出來尋索他的命。那時，他住在

西弗曠野的樹林裏；掃羅的兒子約拿單起身，到樹林裏去見大衛，使他的手倚

靠上帝得以堅固，對他說：『不要懼怕！我父掃羅的手無法害你 ，你必作以

色列的王，我必作你的宰相。我父掃羅也知道這事。』」(1 Samuel 23:15–16) 

 約翰福音四章 39-42 節「那城裏有好些撒瑪利亞人信了耶穌，因為那婦人作見

證，說：『他把我素來所做的一切事都說了出來。』於是撒瑪利亞人來見耶穌，

求他在他們那裏住下，他就在那裏住了兩天。因為耶穌的話，信的人就更多了。

他們對那婦人說：『現在我們信，不再是因為你的話，而是我們親自聽見了，

知道這人真是世界的救主。』」(John 4: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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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會的責任：高舉教會的主 

The Job of a Church is to Exalt the Church’s Lord 

 彼得前書二章 9 節「不過，你們是被揀選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聖的國

度，是屬上帝的子民，要使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 Peter 2:9) 

 以弗所書五章 19 節「要用詩篇、讚美詩、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

主。」(Ephesians 5:19) 

 
 
 
 
 
 
 
 
 
 
 
 
 

反思和討論 
Questions for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1. 小的時候有沒有學過如何介紹兩個不認識的人彼此認識? 我們應該先介紹年長的

給年幼的，還是先介紹年幼的給年長的? 介紹人時我們應該用什麼稱謂? 

What rules did you learn when you were you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people to one 
another? Should we introduce the older person to the younger one first, or the other 
way around? What titles should we use when making introductions? 

2. 想成為偉大的人這個想法是錯的嗎? 追求“偉大”正確的方式和錯誤的方式有哪些? 

Is it wrong for a person to want to be great? What is the wrong way and the right way 
of seeking greatness?  

3. 你覺得對父母來說哪個比較容易成為試探: 將自己孩子當作偶像，還是想在孩子

生命中取代上帝的地位? 作父母的可以怎樣避免這些試探? 

Do you think parents are in greater danger of making their children into their idols, or 
of trying to take the place of God in their children’s lives? How can parents avoid these 
dangers? 

4. 若你已經結婚了，耶穌在你們婚姻中扮演的角色為何? 若你未婚，你希望祂在你

未來婚姻中扮演什麼角色? 

If you are married, what role does Jesus play in your marriage? If not married, what 
role would you hope he would play if you do get married? 

5. 你有非基督徒的朋友嗎? 為了帶領他們來認識上帝，你有做些什麼努力嗎? 

Who are your non-Christian friends? What are you doing to lead them to Christ? 

6. 你覺得教會主日崇拜中哪個環節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ship service? W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