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約翰福音1章29-42節

講題：你們要甚麼？



29第二天，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
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

30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先於我，因為在
我以前，他已經存在』的那一位。

31我先前不認識他，如今我來用水施洗，為要使他
顯明給以色列人。」

約翰福音1章29-42節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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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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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我看見了，所以作證：這一位是上帝的兒子。」

約翰福音1章29-42節



35又過了一天，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裏。

36他見耶穌走過，就說：「看哪，上帝的羔羊！」

37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就跟從了耶穌。

38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著，就問他們說：
「你們要甚麼？」他們對他說：「拉比，你在哪裏
住？」（「拉比」翻出來就是老師。）

39耶穌說：「你們來看。」他們就去看他在哪裏住。
這一天他們就跟他同住；那時大約是下午四點鐘。

約翰福音1章29-42節



40聽了約翰的話而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其中一個
是西門‧彼得的弟弟安得烈。

41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說：「我們遇見
彌賽亞了。」（「彌賽亞」翻出來就是基督。）

42於是安得烈領西門去見耶穌。耶穌看著他，說：
「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你要稱為磯法。」（「磯
法」翻出來就是彼得。）

約翰福音1章29-4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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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3:16-17

天忽然為他開了，他看見神的靈降下，彷彿鴿子落在

他身上。

這時，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愛

的。」

講題：你們要甚麼？



29第二天，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上帝的
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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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12:11-13

12:11你們要這樣吃羔羊：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

快快地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

12:12因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

是人是牲畜，都擊殺了；我要對埃及所有的神明施行審判。

我是耶和華。

12:13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

我一見這血，就逾越你們。

我擊打埃及地的時候，

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施行毀滅。」

講題：你們要甚麼？



耶穌的身份：上帝的羔羊、上帝的兒子

耶穌的工作：除去世人的罪、以聖靈為人施洗

講題：你們要甚麼？



29第二天，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哪，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
30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先於我，因為在我以前，
他已經存在』的那一位。
31我先前不認識他，如今我來用水施洗，為要使他顯明給
以色列人。」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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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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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我看見了，所以作證：
這一位是上帝的兒子。」

講題：你們要甚麼？



1. 從認識到見證、上帝的羔羊

講題：你們要甚麼？



1. 從認識到見證、上帝的羔羊

2. 從聽見到跟從、與主同住

講題：你們要甚麼？



35又過了一天，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裏。

36他見耶穌走過，就說：「看哪，上帝的羔羊！」

37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就跟從了耶穌。

38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著，就問他們說：
「你們要甚麼？」他們對他說：「拉比，你在哪裏
住？」（「拉比」翻出來就是老師。）

39耶穌說：「你們來看。」他們就去看他在哪裏住。
這一天他們就跟他同住；那時大約是下午四點鐘。

2. 從聽見到跟從、與主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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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甚麼？」

2. 從聽見到跟從、與主同住



你在尋找甚麼？

你想從生命中得著甚麼？

你生命真正所要的是甚麼？」

2. 從聽見到跟從、與主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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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卻聽不見」

2. 從聽見到跟從、與主同住



35又過了一天，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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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聽見到跟從、與主同住



「你們要甚麼」

「你們來看」

「跟他同住」

以行動的回應

2. 從聽見到跟從、與主同住



1. 從認識到見證、上帝的羔羊

2. 從聽見到跟從、與主同住

講題：你們要甚麼？



1. 從認識到見證、上帝的羔羊

2. 從聽見到跟從、與主同住

3. 從相遇到改變、踏上人生新里程

講題：你們要甚麼？



40聽了約翰的話而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其中一個

是西門‧彼得的弟弟安得烈。

41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說：「我們遇見

彌賽亞了。」（「彌賽亞」翻出來就是基督。）

42於是安得烈領西門去見耶穌。耶穌看著他，說：

「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你要稱為磯法。」

（「磯法」翻出來就是彼得。）

3. 從相遇到改變、踏上人生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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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相遇到改變、踏上人生新里程



馬太福音16:18-19

18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

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它。

19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

也要釋放。」

3. 從相遇到改變、踏上人生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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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你的爭扎？
生命的改變：建立復和的關係、放下個人的堅持、
接受新任務/新挑戰、實踐愛鄰舍…
生活習慣：早睡早起、限制網上流覽、恆常運動、
實踐環保生活……
信仰生活：開始讀經計劃與靈修、學習事奉與
奉獻、加入新群體/小組……
……….
……….

3. 從相遇到改變、踏上人生新里程



3. 從相遇到改變、踏上人生新里程



3. 從相遇到改變、踏上人生新里程



3. 從相遇到改變、踏上人生新里程



1. 從認識到見證、上帝的羔羊

2. 從聽見到跟從、與主同住

3. 從相遇到改變、踏上人生新里程

講題：你們要甚麼？



1. 從認識到見證、上帝的羔羊

 為主作見證

2. 從聽見到跟從、與主同住

 坦誠揭開自己、與主重建關係、建立穩定信仰生活

3. 從相遇到改變、踏上人生新里程

 順服主呼召，放下堅持與爭扎、踏上人生新里程

講題：你們要甚麼？



禱告



你們要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