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耶稣訓練門徒                                                                                  
 

2017 年 1-5 月週五晚查經計劃及進度以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為主要內容作為李玉惠姊妹 

6-10 月來教導“基督耶穌微行 –十字架的道路”的預備. 每週五晚由一位弟兄姊妹依照

當時進度自選一段主題作為 40 分鐘的分享.  

分享後仍然分小組討論和禱告, 加深肢體之間的生活關懷和生命的成長關係. 

 

日期/(編號進度:見以下各階段左側的數字)  

1/6 :另有安排 1/13 :(1-4) 1/20 : (5-7) 1/27 : (8-10)  

2/3 : (11) 2/10 :(12-15) 2/17 :另有安排 2/24 :(16-19)  

3/2 : (20-22) 3/9 : (23-24) 3/16 : (25) 3/23: (26-28) 3/30: (29-32) 

4/7 :另有安排 4/14:另有安排 4/21 : (33-35) 4/28 :(36-38)   

5/5:(39-40) 5/12:(41-44) 5/19 : (45-47) 5/26:另有安排  

6/2:(48-49) 6/9: (50) 6/16 : 李玉惠 6/23: 李玉惠  
 

 

第壹段  耶稣三十岁以前的事 

第一章  福音引言 

第二章  天使报信 

第三章  施洗约翰诞生 

第四章  耶稣基督的诞生 

第五章  静居等候神 
 

第贰段  耶稣准备传道 
第一章  福音的先锋 

第二章  耶稣受浸与受试探 

第三章  耶稣召收门徒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1 五门徒跟从耶稣 约但河    1:35-51 

2 耶稣召彼得等四门徒 迦百农海边 4:18-22 1:16-20 5:1-11  

3 耶稣召税吏马太 迦百农 9:9-13 2:13-17 5:27-32  

4 耶稣设立十二门徒   10:2-4 3:13-19 6:12-16  

門訓  (門徒蒙召, 人生的轉機) 

第四章  耶稣返回加利利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5 耶稣行第一个神迹 迦拿    2:1-11 

第参段  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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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赴耶路撒冷过节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6 潔淨聖殿 耶路撒冷    2:13-22 

7 耶稣与尼哥底母谈道   耶路撒冷    3:1-23 

門訓 (現場教育及啟示人子是安息日與生命重生的主) 

第二章  在犹太地居住 

第三章  往加利利去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8 耶稣与妇人传道      叙加    4:1-38 

9 耶稣責備門徒咒詛撒瑪利亞人 撒玛利亚 19:1-2 10:1 9:51-56  

10 耶稣医迦南妇人的女儿 腓尼基 15:21-28 7:24-30   

門訓 (機會教育及啟示福音將臨到外邦人)   

第四章  进入加利利 

第五章  在迦百农的工作 

第六章  周游加利利 

第七章  返回迦百农 

第肆段  从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 

第一章  赴耶路撒冷过节 

第二章  回加利利途中 

第三章  居迦百农 

第四章  周游加利利 

第五章  继续周游加利利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11 耶稣讲天国的比喻 迦百农海边 13:1-53 4:1-34 8:4-18  

 (撒种,粺子,芥菜种,藏宝,撒网)      

門訓 (以比喻教導門徒認識天國的奧秘)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12 耶稣差遣十二使徒传道 加利利 9:35-11:1 6:7-13 9:1-6  

13  耶稣差遣七十人   途中 11:20-30  10:1-24  

14 耶稣论作门徒的代价 途中 8:18-22  9:57-62  

15 耶稣要跟从者计算花费  比利亚   14:25-35  

門訓 (門徒實習傳道體驗作门徒的代价) 
  

16 耶稣使五千人吃饱 伯赛大 14:13-21 6:33-44 9:11-17 6:1-14 

17 耶稣使四千人吃饱 低加波利 15:32-39 8:1-10   

18 耶稣论生命的粮 迦百农    6:22-71 

19 耶稣警告门徒防酵 加利利海 16:5-12 8: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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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訓 (實習持守信心的服事和教導生命的粮) 
  

20 耶稣平静风浪 加利利海 8:23-27 4:35-41 8:22-25  

21 耶稣在海面行走 加利利海 14:22-33 6:45-52  6:15-21 

第伍段  从第三个逾越节到最后几天 

第一章 退到推罗西顿 

第二章  折回低加波利 

第三章  经过马加丹 

第四章  赴伯赛大 

第五章  在腓立比境内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22 
彼得认耶稣为神的儿子 该撒利亚腓

立比 
16:13-20 8:27-30 9:18-21  

  

22 
耶稣首次提说遭害的事 该撒利亚腓

立比 
16:21-28 8:31-9:1 9:22-27  

門訓 (向門徒啟示自己是基督, 你可真實的認識神子耶穌？) 

第六章  在黑门山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23 耶稣登山变像 腓立比 17:1-8 9:2-8 9:28-36  

23 耶稣下山时谈论以利亚  17:9-13 9:9-13  (10:40-42) 

23 耶稣医治癫痫的孩子  17:14-21 9:14-29 9:37-43上  

23  耶稣再论受害的事 加利利 17:22-23 9:30-32 9:43 下-45  

 

第七章  返迦百农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24 彼得自鱼口中得银纳税 迦百农 17:24-27    

門訓 (向門徒啟示基督將受害以及對政府的態度) 
  

25 爭論為大,拌倒人的有禍了 迦百农 
18:1-11  9:33-50 

9:46-50 

17:1-4 
 

25 處理教會的紛爭  18:12-20    

25 教导门徒谦卑饶恕   18:21-35    

門訓 (教導門徒學習谦卑捨己的服事) 

第八章  在耶路撒冷 

第九章  最后一次离开加利利上耶路撒冷去 

第十章  去伯大尼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26 耶稣与马大论上好福份 伯大尼   10:38-42  

27  耶稣使拉撒路由死复生  伯大尼    11:1-44 



 

4 

 

28 耶稣被马利亚所膏   伯大尼 26:6-13 14:3-9  12:1-8 

門訓 (啟示基督是受膏復活的主) 

 

第十一章  在约但河东比利亚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29 耶稣教导门徒祷告   6:5-15  11:1-13  

30 耶稣讲论    12:1-59  

 a.劝门徒提防法利赛人的酵    12:1  

 b.劝门徒不要怕人    12:2-12  

 c.对门徒论神的看顾    12:22-34  

 d.对门徒论仆人当儆醒    12:35-48  

31 耶稣设不忠的管家为喻 比利亚   16:1-13  

32 耶稣论信心与仆人态度 比利亚   17:1-10  

門訓 (教導禱告,信心,忠心,…的服事) 

第十二章  再去伯大尼 

第十三章  在以法莲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33  耶稣为孩子祝福 以法莲 19:13-15 10:13-16 18:15-17  

34 耶稣第三次提及受害事 以法莲 20:17-19 10:32-34 18:31-34  

34 门徒争论谁为大 以法莲 20:20-28 10:35-45   

第十四章  经过耶利哥城 

第十五章  三去伯大尼 

第陆段  最后几天 

第一章  主日的事 

第二章  周一的事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35 
耶稣咒诅无花果树, 

论信心的功效 

去耶京路上 
21:18-22 

11:12-14 

20-26 
  

門訓 (教導謙卑,以及裡外合一的生命, …) 

第三章  周二的事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36 希利尼人来见耶稣 耶路撒冷    12:20-36 

37  耶稣论要来之事 橄榄山 24:1-51  13:1-37 21:5-36  

 a.预言圣殿被拆  24:1-14 13:1-13 21:5-19  

 b.再临的预兆  24:15-31 13:14-27 21:20-28  

 c.儆醒的劝勉  24:32-51 13:28-37 21:29-36  

38 d.十个童女的比喻  25:1-13    

 e.分银子与算帐的比喻  25:14-30    

 f.分别绵羊与山羊的比喻  25:31-46    

門訓 (向門徒講論基督要再來的審判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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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耶稣第四次提及受害事耶路撒冷 26:1-2    

39  祭司长等商量捉拿耶稣 耶路撒冷 26:3-5 14:1-2 22:1-2  

39  犹大与祭司长商量卖主 耶路撒冷 26:14-16 14:10-11 22:3-6  

第四章  周三的事-四福音中无任何记载 

第五章  周四的事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40 门徒预备逾越节筵席 耶路撒冷 26:17-19 14:12-16 22:7-13  

40  耶稣与门徒吃筵席 耶路撒冷 26:20 14:17 22:14-18  

40  门徒争论谁为大 耶路撒冷   22:24-30  

40 耶稣为门徒洗脚 耶路撒冷    13:1-20 

40  耶稣指明卖主之人 耶路撒冷 26:21-25 14:18-21 22:21-23 13:21-33 

40  耶稣赐新命令 耶路撒冷    13:34-35 

40  首次预言彼得不认主 耶路撒冷   22:31-38 13:36-38 

40  耶稣设立聖餐 耶路撒冷 26:26-29 14:22-25 22:19-20  

門訓 (最後的晚餐, 生命服事的榜樣) 
  

41  耶稣最后的谈话 耶路撒冷    14:1-16:33 

41 a.论祂去的目的     14:1-31 

42 b.葡萄树与门徒彼此相爱     15:1-27 

43 c.论圣灵的降临     16:1-16 

44 d.论奉主名祷告     16:17-33 

45 耶稣为门徒代祷 耶路撒冷    17:1-26 

門訓 (臨别生命之道的教導) 

第柒段  受害与代死 

第一章  在客西马尼园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46 耶稣与门徒上橄榄山 耶路撒冷 26:30 14:26 22:39 18:1-2 

46  耶稣再预言彼得不认主 上山路上 26:31-35 14:27-31   

46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 橄榄山 26:36-46 14:32-42 22:40-46  

47 彼得三次否认主 耶路撒冷 26:58,69-

70,71-75 

14:54,66-

68,69-72 

22:54-57, 

58-62 

18:15-18, 

25-27 

門訓 (十字架道路的孤單, 掙扎, 被棄) 

第二章  被官长审问 

第三章  被解见巡抚 

第四章  被解赴各各他途中 

第五章  被钉在十字架 

第六章  被安葬 

第捌段  复活与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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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复活的早晨 

第二章  主当天的显现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48 復活向門徒顯現  28: 1-10 16:1-14 24: 1-49 20:1-29 

第三章  耶稣以后的显现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哥林多前书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49 耶稣在海边显现 加利利    21:1-24 

門訓 (復活的主堅固門徒軟弱的心) 

第四章  主被接升天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50 耶穌給門徒的大使命與升天, 结论ˉ 加利利山 28:16-20 16:15-20 24:50-53   

門訓 (給門徒的大使命: 傳福音到地極，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第五章  福音总结 
编号 耶穌和門徒們的互動 地 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约翰的结论     20:30-31， 

21:2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