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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发问的301个问题

马太福音: 94个问题

1. 马太福音5:13a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
 	
2. 马太福音5:46a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
 	
3. 马太福音5:46b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么？」
 	
4. 马太福音5:47a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么长处呢？」
 	
5. 马太福音5:47b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么？」
 	
6. 马太福音6:25b
 「生命不胜於饮食么？身体不胜於衣裳么？」
 	
7. 马太福音6:26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
 在仓裡，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
 得多么？」
 	
8. 马太福音6:27
 「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
 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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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太福音6:28a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10. 马太福音6:31a
 所以，不要憂慮說: 「吃甚么？」

11. 马太福音6:31b
	 「喝甚么？」

12. 马太福音6:31c
 「穿甚么？」

13. 马太福音7:3
 「为甚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
 木呢？」

14. 马太福音7:4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
 眼中的刺呢？ 』」

15. 马太福音7:9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16. 马太福音7:10
 「求鱼，反给他蛇呢？」

17. 马太福音7:16b
 「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裡岂能摘无花果呢？」

18. 马太福音8:26a
 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甚么胆怯呢？」

马太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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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马太福音9:4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 「你们为甚么心裡怀著
 恶念呢？」

20. 马太福音9:5
 或说: 「你的罪赦了，或说 : 『 你起来行走，那一样容
 易呢？』」

21. 马太福音9:15a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
 之人岂能哀恸呢？」

22. 马太福音9:28a
	 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 「你们
 信我能作这事么？」

23. 马太福音10:29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24. 马太福音11:7a
 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 「你们从
 前出到旷野是要看甚么呢？」

25. 马太福音11:7b
 「要看风吹动的芦苇么？」

26. 马太福音11:8a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甚么？」

马太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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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马太福音11:8b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么？」

28. 马太福音11:9a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甚么？」

29. 马太福音11:9b
 「是要看先知么？」

30. 马太福音11:16a
 「我可用甚么比这世代呢？」

31. 马太福音12:3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
 时所作的事，你们没有念过么？」

32. 马太福音12:5
 「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裡犯了
 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么？」

33. 马太福音12:11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隻羊，当安息日掉在坑裡,不
 把他抓住，拉上来呢？」

34. 马太福音12:26
 「若撒但赶逐撒但，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
 住呢？」

35. 马太福音12:27a
 「我若靠著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著谁
 呢？」

马太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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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马太福音12:29
 「人怎能进壮士家裡，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
 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37. 马太福音12:34a
 「 毒 蛇 的 种 类 ！你 们 既 是 恶 人 ，怎 能 说 出 好 话 来
 呢？」

38. 马太福音12:48
 他却回答那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39. 马太福音13:51a
 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么？」

40. 马太福音14:31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 「你这小信的人哪，为甚么
 疑惑呢？」

41. 马太福音15:3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为甚么因著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
 命呢？」

42. 马太福音15:16
 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么？」

43. 马太福音15:17
 「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裡，又落在茅厕裡

 么？」

44. 马太福音15:34a
 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

马太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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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马太福音16:8
 耶稣看出来，就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为甚么因为
 没有饼彼此议论呢？」

46. 马太福音16:9a
 「你们还不明白么？」

47. 马太福音16:9b
 「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
 的零碎么？」

48. 马太福音16:10
 「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
 的零碎么？」

49. 马太福音16:11
 我对你们说: 「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这
 话不是指著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

50. 马太福音16:13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 「人
 说我（有古卷没有我字）人子是谁？」

51. 马太福音16:15b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52. 马太福音16:26a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甚么益处
 呢？」

马太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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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马太福音16:26b
 「人还能拿甚么换生命呢？」

54. 马太福音17:17a
 耶稣说: 「嗳！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阿，我在你们这
 裡要到几时呢？」

55. 马太福音17:17b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56. 马太福音17:25a
 「西门，你的意思如何？」

57. 马太福音17:25b
 「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
 呢？是向外人呢？」

58. 马太福音18:12a
 「你们的意思如何？」

59. 马太福音18:12b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隻，往山裡去找那隻迷路的
 羊么？」

60. 马太福音18:33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么？」

61. 马太福音19:4-5
 耶稣回答说: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
 因 此 ，人 要 离 开 父 母 ，与 妻 子 连 合 ，二 人 成 为 一
 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么？』」

马太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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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马太福音19:17a
 耶稣对他说:「你为甚么以善事问我呢？」

63. 马太福音20:15a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么？」

64. 马太福音20:15b
 「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么？」

65. 马太福音20:21a 
 耶稣说:「你要甚么呢？」

66. 马太福音20:22a
 「…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么？」

67. 马太福音20:32
 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甚么？」

68. 马太福音21:16b
 耶稣说: 「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
 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么？」

69. 马太福音21:24-25a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
 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著甚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
 洗礼是从那裡来的？」

70. 马太福音21:25b
 「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

马太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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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马太福音21:31a
 「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那一个遵行父命呢？」

72. 马太福音21:40
 「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治这些园户呢？」

73. 马太福音21:42
 耶稣说: 「经上写著：匠人所棄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
 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这
 经你们没有念过么？」

74. 马太福音22:12a
 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裡来怎么不穿礼服呢？」

75. 马太福音22:20
 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76. 马太福音22:31
 「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
 有念过么？」

77. 马太福音22:42a 
 「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

78. 马太福音22:42b
 「他是谁的子孙呢？」

79. 马太福音22:45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马太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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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马太福音23:17
 「你 们 这 无 知 瞎 眼 的 人 哪 ，甚 么 是 大 的？是 金 子
 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

81. 马太福音23:19
 「你们这瞎眼的人哪，甚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
 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

82. 马太福音23:33
 「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阿，怎能逃脱地狱？的刑
 罚呢？」

83. 马太福音24:2a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么？」

84. 马太福音24:45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裡的
 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85. 马太福音25:38
 「甚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
 给你穿？」

86. 马太福音25:39
 「又甚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裡，来看你呢？」

87. 马太福音25:44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阿，我们甚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
 裡，不伺候你呢？」

马太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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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马太福音26:10a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 「为甚么难为这女人
 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89. 马太福音26:40
 来到门徒那裡，见他们睡著了，就对彼得说: 「怎么
 样？你们不能同我儆醒片时么？」

90.  马太福音26:45a
 於是来到门徒那裡，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
 安歇罢（罢：或作么？）！」

91. 马太福音26:53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
 来么？」

92. 马太福音26:54
 「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
 验呢？」

93. 马太福音26:55a
 当时，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带著刀棒出来拿我，如
 同拿强盗么？」

94. 马太福音27:46
 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著说: 「以利！以利！拉马撒
 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甚么离棄

 我？』 」

马太福音:94个问题



12

耶稣发问的301个问题

马可福音:62个问题

1. 马可福音2:8
 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裡这样议论，就说: 「你们心裡为
 甚么这样议论呢？」

2. 马可福音2:9
 「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
 走；那一样容易呢？」

3. 马可福音2:19a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
 人岂能禁食呢？」

4. 马可福音2:25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
 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么？」

5. 马可福音3:4a
 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那样是
 可以的呢？」

6. 马可福音3:23
 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 「 撒但怎能赶出撒
 但呢？」

7. 马可福音3:33
 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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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可福音4:13a
 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么？」

9. 马可福音4:13b
 「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10. 马可福音4:21 
 耶稣又对他们说: 「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
 底下，不放在灯台上么？」

11. 马可福音4:30
 又说: 「神的国，我们可用甚么比较呢？可用甚么比喻
 表明呢？」

12. 马可福音4:40a
 耶稣对他们说:「为甚么胆怯？」

13. 马可福音4:40b
 「你们还没有信心么？」

14. 马可福音5:9a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甚么？」

15. 马可福音5:30
 耶稣顿时心裡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
 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

16. 马可福音5:39a
 进到裡面，就对他们说: 「为甚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
 是死了，是睡著了。」

马可福音:62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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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马可福音6:38a
 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

18. 马可福音7:18a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么？」

19. 马可福音8:5a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

20.马可福音8:12a
 耶稣心裡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甚么求神蹟呢？」

21.马可福音8:17a
 耶稣看出来，就说: 「 你们为甚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
 呢？」

22. 马可福音8:17b
 「你们还不省悟，还不明白么？」

23. 马可福音8:17c
 「你们的心还是愚顽么？」

24. 马可福音8:18a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么？有耳朵，听不见么？」

25. 马可福音8:18b
 「也不记得么？」

马可福音:62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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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马可福音8:19
 「我擘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
 了多少篮子呢？」

27. 马可福音8:20
 「又擘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
 了多少筐子呢？」

28. 马可福音8:21
 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么？」

29. 马可福音8:23
 耶稣拉著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
 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甚么了？」

30. 马可福音8:27b
 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

31. 马可福音8:29a
 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

32. 马可福音8:36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甚么益处
 呢？」

33. 马可福音8:37
 「人还能拿甚么换生命呢？」

34. 马可福音9:12
 耶稣说: 「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著人
 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

马可福音:62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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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马可福音9:16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甚么？」

36. 马可福音9:19a
 耶稣说:「嗳！不信的世代阿，我在你们这裡要到几时
 呢？」

37. 马可福音9:19b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38. 马可福音9:21a
 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

39. 马可福音9:33b
 「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甚么？」

40. 马可福音9:50a
 「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么叫他再鹹呢？」

41. 马可福音10:3
 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甚么？」

42. 马可福音10:18a
 耶稣对他说:「你为甚么称我是良善的？」

43. 马可福音10:36
 耶稣说:「要我给你们作甚么？」

44. 马可福音10:38b
 「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么？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
 么？」

马可福音:62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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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马可福音10:51a
 耶稣说:「要我为你作甚么？」

46. 马可福音11:17a
 便教训他们说: 「 经上不是记著说：『 我的殿必称为万
 国祷告的殿么？』」 

47. 马可福音11:30a 
 「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

48. 马可福音12:9a
 「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

49. 马可福音12:10-11
 经上写著说: 「匠人所棄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
 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这经你们
 没有念过么？」

50. 马可福音12:15
 …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甚么试
 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
 
51. 马可福音12:16
 「我们该纳不该纳？」 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
 说:「你们为甚么试探我？」

52. 马可福音12:24
 耶稣说: 「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神的大能么？」

马可福音:62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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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马可福音12:26a
 「 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
 载的么？」

54.马可福音12:35 
 耶稣在殿裡教训人，就问他们说: 「文士怎么说基督是
 大卫的子孙呢？」

55. 马可福音12:37a
 「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众人都喜欢听他。」

56. 马可福音13:2a
 耶稣对他说: 「你看见这大殿宇么？」

57.马可福音14:6b
 耶稣说: 「由他罢！为甚么难为他呢？」

58. 马可福音14:14
 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 『  客房
 在那裡？我与门徒好在那裡吃逾越节的筵席。』」

59. 马可福音14:37a
 …就对彼得说: 「西门，你睡觉么？」

60. 马可福音14:37b
 「不能儆醒片时么？」

61. 马可福音14:41a
 第三次来，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罢（或
 作么？）！」

马可福音:62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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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马可福音14:48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带著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
 盗么？」

马可福音:62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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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发问的301个问题

路加福音:94个问题

1. 路加福音2:49a
 耶稣说:「为甚么找我呢？」

2. 路加福音2:49b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或作：岂不知我
 应当在我父的家裡么）？」

3. 路加福音5:22
 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 「 你们心裡议论的是 
 甚么呢？」

4. 路加福音5:23 
 「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那一样容易
 呢？」

5. 路加福音5:34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
 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6. 路加福音6:3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飢饿之时
 所作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么？」

7. 路加福音6:9
 耶稣对他们说: 「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
 害命，那样是可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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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路加福音6:32a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可酬谢的呢？」

9. 路加福音6:33a
 「你 们 若 善 待 那 善 待 你 们 的 人 ，有 甚 么 可 酬 谢 的
 呢？」

10. 路加福音6:34a
 「 你 们 若 借 给 人 ，指 望 从 他 收 回 ，有 甚 么 可 酬 谢
 的呢？」

11. 路加福音6:39b
 「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裡么？」

12. 路加福音6:41
 「为甚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
 木呢？」

13. 路加福音6:42a
 「 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
 掉你眼中的刺呢？』」

14. 路加福音6:46
 「你们为甚么称呼我主阿，主阿，却不遵我的话行
 呢？」

15. 路加福音7:24a
 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
 说: 「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甚么呢？」

路加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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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路加福音7:24b
 「要看风吹动的芦苇么？」

17. 路加福音7:25a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甚么？」

18. 路加福音7:25b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么？」

19. 路加福音7:26a
 「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甚么？」

20. 路加福音7:26b
 「要看先知么？」

21. 路加福音7:31a
 主又说:「这样，我可用甚么比这世代的人呢？」

22. 路加福音7:31b
 「他们好像甚么呢？」

23. 路加福音7:41-42
 耶稣说: 「 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
 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
 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那一个更爱
 他呢？」

24. 路加福音7:44a
 於是转过来向著那女人，便对西门说: 「 你看见这女
 人么？」

路加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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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路加福音8:25a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心在那裡呢？」

26. 路加福音8:30a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甚么？」

27. 路加福音8:45a
 耶稣说: 「摸我的是谁？」

28. 路加福音9:18
 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裡。耶稣问他
 们说:「众人说我是谁？」

29. 路加福音9:20a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30. 路加福音9:25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甚么益
 处呢？」

31. 路加福音9:41a
 耶稣说: 「嗳！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阿，我在你们这
 裡，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32. 路加福音10:26a
 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甚么？」

33. 路加福音10:26b
 「你念的是怎样呢？」

路加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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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路加福音10:36
 「你 想 ，这 三 个 人 那 一 个 是 落 在 强 盗 手 中 的 邻 舍
 呢？」

35. 路加福音11:11
 「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
 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

36. 路加福音11:12
 「求鸡蛋，反给他蠍子呢？」

37. 路加福音11:18a
 「若撒但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38. 路加福音11:19a
 「我若靠著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著谁
 呢？」

39. 路加福音11:40
 「无知的人哪，造外面的，不也造裡面么？」

40. 路加福音12:6a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么？」

41. 路加福音12:14
 耶稣说: 「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
 分家业呢？」

42. 路加福音12:20b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路加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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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路加福音12:25
 「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
 量多加一肘呢）？」

44. 路加福音12:26
 「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作，为甚么还忧虑其馀
 的事呢？」

45. 路加福音12:42
 主说: 「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
 裡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46. 路加福音12:51a
 「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么？」

47. 路加福音12:56b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48. 路加福音12:57
 「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甚么是合理的呢？」

49. 路加福音13:2
 耶稣说: 「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
 罪，所以受这害么？」

50. 路加福音13:4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
 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么？」

路加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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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路加福音13:15
 主说: 「 假冒为善的人哪，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
 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么？」

52. 路加福音13:16
 「 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但捆绑了这
 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么？」

53.路加福音13:18a
 耶稣说: 「神的国好像甚么？」

54. 路加福音13:18b 
 「我拿甚么来比较呢？」

55. 路加福音13:20
 又说: 「我拿甚么来比神的国呢？」

56. 路加福音14:3
 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
 可以？」

57. 路加福音14:5
 便对他们说: 「 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
 在井裡，不立时拉他上来呢？」

58. 路加福音14:28
	 「你们那一個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

	 成不能呢？」

路加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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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路加福音14:31
 「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
 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么？」

60. 路加福音14:34
 「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甚么叫他再鹹呢？」

61. 路加福音15:4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这九十九隻

 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

62. 路加福音15:8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
 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著么？」

63. 路加福音16:11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
 钱财托付你们呢？」

64. 路加福音16:12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
 的东西给你们呢？」

65. 路加福音17:7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裡回来，就对他
 说: 『你快来坐下吃饭呢？』」

66. 路加福音17:8
 岂不对他说: 「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么？」

路加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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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路加福音17:9
 「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么？」

68. 路加福音17:17a
 耶稣说: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么？」

69. 路加福音17:17b
 「那九个在那裡呢？」

70. 路加福音17:18
 「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么？」

71. 路加福音18:7
 「神的选民昼夜呼籲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
 不终久给他们伸冤么？」

72. 路加福音18:8b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么？」

73. 路加福音18:19a
 耶稣对他说: 「你为甚么称我是良善的？」

74. 路加福音18:40b-41a
 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甚么？」

75. 路加福音19:23
 「为甚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
 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

路加福音:94个问题



29

76. 路加福音20:3-4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
 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

77. 路加福音20:15b
 「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治他们呢？」

78. 路加福音20:17
 耶稣看著他们说: 「经上记著：匠人所棄的石头已作
 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甚么意思呢？」

79. 路加福音20:24a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80. 路加福音20:41
 耶稣对他们说: 「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81. 路加福音20:44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82. 路加福音22:11
 对那家的主人说: 「夫子说：客房在那裡？我与门徒好
 在那裡吃逾越节的筵席。」

83. 路加福音22:27a
 「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

84. 路加福音22:27b
 「不是坐席的大么？」

路加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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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路加福音22:35
 耶稣又对他们说: 「 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
 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甚么没有？」

86. 路加福音22:46a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甚么睡觉呢？」

87. 路加福音22:48
 耶稣对他说: 「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么？」

88. 路加福音22:52
 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
 们带著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么？」

89. 路加福音23:31 
 「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乾的树将来怎
 么样呢？」

90. 路加福音24:17a
 耶 稣 对 他 们 说 : 「 你 们 走 路 彼 此 谈 论 的 是 甚 么 事
 呢？」

91. 路加福音24:19a  
 耶稣说: 「甚么事呢？」

92. 路加福音24:26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
 么？」

93. 路加福音24:38
 耶稣说: 「你们为甚么愁烦？为甚么心裡起疑呢？」

路加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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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路加福音24:41
 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希奇；耶稣就说: 「你们这
 裡有甚么吃的没有？」

路加福音:9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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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发问的301个问题

约翰福音: 51个问题

1. 约翰福音1:38a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著，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
 甚么？」

2. 约翰福音2:4a
 耶稣说: 「母亲（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

3. 约翰福音3:10
 耶稣回答说: 「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
 吗？」

4. 约翰福音3:12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
 事，如何能信呢？」

5. 约翰福音4:35a
 你们岂不说: 「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6. 约翰福音5:6
 耶稣看见他躺著，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 「你要
 痊愈么？」

7. 约翰福音5:44
 「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
 能信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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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约翰福音5:47
 「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9. 约翰福音6:5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 「 我们从那裡

 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10. 约翰福音6:61
 耶稣心裡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 「 这话
 是叫你们厌棄（原文是跌倒）么？」

11. 约翰福音6:67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么？」

12. 约翰福音6:70
 耶稣说: 「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么？但你们
 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13. 约翰福音7:19a
 「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么？」

14. 约翰福音7:19c
 「为甚么想要杀我呢？」

15. 约翰福音7:23
 「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
 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么？」

16. 约翰福音8:10a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 「妇人，那些人在那裡呢？」

约翰福音:51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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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约翰福音8:10b
 「没有人定你的罪么？」

18. 约翰福音8:43a
 「你们为甚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19. 约翰福音8:46a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20. 约翰福音8:46b
 「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甚么不信我呢？」

21. 约翰福音9:35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後来遇见他，就说: 「你
 信神的儿子么？」

22. 约翰福音10:32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
 们是为那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23. 约翰福音10:34
 耶稣说: 「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著我曾说你们是神
 么？」

24. 约翰福音10:36
 「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
 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僭妄的话么？」

25. 约翰福音11:9
 耶稣回答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么？」

约翰福音:51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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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约翰福音11:26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么？」

27. 约翰福音11:34a
 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那裡？」

28. 约翰福音11:40
 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
 耀么？」

29. 约翰福音12:27a
 「我现在心裡忧愁，我说甚么才好呢？」

30. 约翰福音13:12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
 说: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么？」

31. 约翰福音13:38
 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么？」

32. 约翰福音14:9a
 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
 认识我么？」

33. 约翰福音14:9b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
 们看呢？」

34. 约翰福音14:10a
 「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你不信么？」

约翰福音:51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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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约翰福音16:5
 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裡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
 我: 「你往那裡去？」

36. 约翰福音16:19
 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 「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
 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
 彼此相问么？」

37. 约翰福音16:31
 耶稣说: 「现在你们信么？」

38. 约翰福音18:4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
 说: 「你们找谁？」

39. 约翰福音18:7
 他又问他们说: 「你们找谁？」

40. 约翰福音18:11
 耶稣就对彼得说: 「收刀入鞘罢，我父所给我的那
 杯，我岂可不喝呢？」

41. 约翰福音18:21a
 「你为甚么问我呢？」

42. 约翰福音18:23
 耶稣说: 「 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
 说的是，你为甚么打我呢？」

约翰福音:51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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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约翰福音18:34
 耶稣回答说: 「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
 你说的呢？”

44. 约翰福音20:15a
 耶稣问他说: 「妇人，为甚么哭？”

45. 约翰福音20:15b
 「你找谁呢？”

46. 约翰福音21:5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47. 约翰福音21:15a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 约翰的儿子
 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

48. 约翰福音21:16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
 么？”

49. 约翰福音21:17a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

50. 约翰福音21:22a
 耶稣对他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
 干？”

51. 约翰福音21:23b
 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
 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约翰福音:51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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