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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的耶稣
这份为期五周的查经，能帮助人从圣经去了解耶稣基督是谁，
并且亲自认识祂。查经内容特别针对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或还
不确定信仰的人设计，也能帮助初信者信心成长。

国际学园探索式查经系列，内容是为慕道友和基督徒所组成的
小组而设计的。当你传福音，会遇到一些还未能马上决定是否
要信靠耶稣的人，他们想更多认识耶稣后再决定，此时，这份
慕道查经是很好的跟进材料，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耶稣并信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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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耶稣：祂的出道	 Jesus	–	His	Beginnings

在这个研讨中我们会看到：
• 路加福音如何符合历史事迹。
•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 耶稣说祂到世上来要成就的事。

A.	 介绍路加福音
作者
这卷福音书的作者是路加，他也写了另一卷新约书信使徒行传。他是唯一一位非犹

太人的新约作者，他是医生。有相当可靠的证据证实，他是个既谨慎又精准的历史学家。

阅读：路加福音一章 1 ~ 4节
1. 路加从哪里得知这些资讯？（1：2）
2. 路加如何编写？（1：3）
3. 你想路加为什么要写这个引言？

B.	 耶稣的降生
路加很详细地记载了耶稣独特的起源，下面的经文记载耶稣降生的预告。

阅读：路加福音一章 26 ~ 38节
1. 天使告诉马利亚将如何？
2. 马利亚孩子的未来会如何？（1：32、33）
3. 这个孩子除了是马利亚的孩子也是谁？
4. 耶稣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对於耶稣既是人又是神，这些经文怎么说？

C.	 耶稣的使命
耶稣降生於巴勒斯坦南方，犹大地的伯利恆。他在巴勒斯坦北边加利利的迦百农，

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长大。耶稣是木匠，在三十岁时，他成为宗教老师，周游各城镇，
巡迴讲道、教导。

阅读：路加福音四章 14 ~ 22节
在路加福音四章 14 ~ 22 节中我们读到，耶稣出道时发生了哪些事。耶稣走进会

堂——犹太人敬拜聚集的地方。他并没有比其他犹太成年人受更多的宗教教育，但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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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都想听他教导。他被邀请，在拿撒勒的会堂，向群众讲道。

1. 耶稣前来要帮助哪些人？（4：18） 
你认为这代表什么？

2. 他即将宣告什么？（4：19） 
这代表什么？

3. 你想当时的群众是如何解读耶稣在 21 节所说的话？

思考
耶稣来是要帮助那些“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在我

们现今的时代，有哪些人是“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

 

Ⓒ 2003, 2004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c. Permission granted to copy for personal or ministry uses, provided this credit line is included and content remains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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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耶稣：医治者	 Jesus	the	Healer

在第一次的研讨中，我们看见耶稣不是“只是个不平凡的人”；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满足人们内心深切的需要。

在这次的研讨中，我们要查考，耶稣如何满足两个人的需要。耶稣每到一个地方，
他都会遇见有需要的人。耶稣所遇见的人，常常有无法治癒的疾病，耶稣却医治了他们，
使他们的生命彻底翻转。

他医治了西门的岳母、罗马百夫长的仆人、手枯乾的人、跛脚的妇人、患痲疯病的
男人，因心灵疾病而受苦的人，或有皮肤病、瞎眼的人，他甚至使死人復活了。“日落
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甚么病，都带到耶稣那裏。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
好他们。”（路 4：40）

A.	 瞎眼的乞丐被医好了
阅读：路加福音十八章 35 ~ 43节

1. 你认为这位瞎眼乞丐他曾有怎样的人生？
2. 你想他为什么要一直呼叫耶稣？
3. 耶稣一听到这位瞎眼的乞丐呼叫他，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18：40 ~ 42）
4. 这位瞎眼的乞丐，如何显示出他信赖耶稣？
5. 如果你曾亲眼看见这个神迹，你会如何看耶稣？

这一位是耶稣使他“瞎眼得看见（路加福音 4：18）”的瞎眼乞丐。耶稣医治了很
多患不同身体疾病的人。但是耶稣也以不同的方式医治人。

B.	 耶稣和撒该
罗马人给税吏最高的筹码。税吏的工作本身没有任何酬劳，他们可以尽量收税，因

此付给政府之后，他们还留下很多钱。撒该就是这样的税吏——贪婪，不受欢迎。

阅读：路加福音十九章 1 ~ 10节
1. 撒该对耶稣的态度如何？（19：3、4、6）
2. 很多人对耶稣和这样的人谈话议论纷纷。耶稣对撒该的态度如何？（19：5、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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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撒该遇见耶稣之后，有什么改变？（19：8）
4. 耶稣说的“失丧的人”你认为是什么意思呢？（19：10）
5. 这事件显示出关於耶稣的哪些事？

思考
撒该因他的贪婪而成为“被掳的”。耶稣带给他自由。耶稣说他来是要“寻找、拯

救失丧的人”。人们遇见了耶稣，生命就改变了。你认为遇见耶稣，会如何影响你的生
命。

Ⓒ 2003, 2004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c. Permission granted to copy for personal or ministry uses, provided this credit line is included and content remains unchanged.

国际学园传道会授权   台湾学园传道会出版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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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耶稣：老师	 Jesus	the	Teacher

上次的研讨中我们看到“耶稣是医治者”。但是人们来找耶稣，不只是为了病得医
治，他们也要来听他讲道（教导）。大群的人从各地方来，要听耶稣说话。耶稣的教导
有：上帝的国度、祷告、智慧和愚蠢的生活方式、爱、饶恕，他也谈论到他自己。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耶稣的教导。他公开反对那些表里不一的宗教领袖。他的敌人故
意问他问题，要找他的把柄，但耶稣总是以智慧的话回答他们。虽然宗教领袖想把耶稣
杀掉，他们却很难下手，因为群众们都想要听耶稣的教导，“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
（路 19：48）

在这个研讨中，我们要讨论耶稣讲过最为人知的两个比喻（教导圣经真理的故事）。

A.	 好撒玛利亚人
你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许多人带着重要的问题来见耶稣。其中有一个人，他所关注的是他死后会发生什么
事。他问耶稣他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从经文里我们看到，耶稣要他自己回
答他所问的问题（路 10：27）。

阅读：路加福音十章 25 ~ 28节
1. 这个人说哪两件事是生命中最重要的？（10：27）
2. 对这个答案你的看法是什么？
3. 这人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回答他的问

题。

阅读：路加福音十章 29 ~ 37节
1. 祭司和利未人所做的哪里错了？（10：31、32）
2. 他们有触犯律法吗？
3. 他们有违背这个原则：“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吗？
4. 因为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化传统，犹太人轻视撒玛利亚人（外邦人）。比喻中的撒

玛利亚人如何表达爱？
5. 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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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耶稣就像好撒玛利亚人。他看到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与失败，他没有
擦身而过，他贴近身来帮助我们。

B.	 浪子
这是个简单的故事，却进入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行列。这故事涉及人们常常

谈起的问题，来描绘人如何面对上帝。

阅读：路加福音十五章 11 ~ 32节
1. 小儿子离家时，他怎么想？（15：12、13）
2. 他去了哪里？（15：13）
3. 你认为小儿子离家后，他父亲有什么感觉？
4. 有一段时间事情好像变得比较好。后来情况却变糟了，结果怎样？（15：14 ~ 16）
5. 小儿子改变主意了。为什么？（15：17）
6. 从哪些地方看到他的态度改变了？（15：18 ~ 20）
7. 父亲的态度如何？（15：20、22 ~ 24）
8. 从哪些方面你可以看出，这故事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写照？

这个故事显示出，虽然我们定意选择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上帝却依旧爱我们。也
显示出无论我们离上帝有多远，我们依旧可以回到上帝的怀抱。

思考
你的态度比较像哪一个：远离父家的儿子，还是决定要回家的儿子？

你能相信，上帝会像父亲接纳儿子那样，完全接纳你吗？

你可能也正处於，你知道你需要上帝，你想要迴转归向上帝的抉择关头。

也许你想要这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远离了你，我得罪了你。我没有好好爱你，也没有好好爱人。现在

我想要像这个小儿子那样，回转归向你。请你原谅我，并进入我的生命，使我能成为你

所喜悦的人。阿们。

下一个研讨我们会说明耶稣做了什么，使我们回转归向上帝成为可能。

Ⓒ 2003, 2004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c. Permission granted to copy for personal or ministry uses, provided this credit line is included and content remains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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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耶稣：救赎主	 Jesus	the	Redeemer

耶稣面临了审讯，而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是意志薄弱的罗马统治者彼拉多，和犹太
群众的叫哮，使耶稣被判死刑。事实上，圣经却告诉我们，这些事件成就了上帝一些奇 
妙的计划。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
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
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
（路加福音 18：32 ~ 34）

（参考这一课后面关於特定名词的背景资料。）

A.	 逾越节的晚餐和“最后的晚餐”
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和门徒聚在一起用晚餐。

阅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7 ~ 20节
1. 你认为那个晚餐的气氛会是怎样？
2. 耶稣说饼和酒各代表什么？（22：19、20）
3. 当耶稣说，他的身体，“为你们而捨弃的”，他的血“为你们而流出的”，耶稣 

的意思是什么？

B.	 耶稣受审判
逾越节晚餐过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他被带到犹太人的公会里。

阅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66 ~ 71节
1. 犹太领袖想要从耶稣口中找出什么？
2. 耶稣如何回答他们？
3. 犹太领袖如何回应耶稣？（22：71）

C.	 十字架
耶稣并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被宣判死刑。他是因宣告他是谁而被宣判死刑。

阅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32 ~ 49节
1. 下面这些人认为耶稣是谁？（3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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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领袖？（36 节）

士兵？（39 节）

罪犯？

2. 第二个罪犯和第一个罪犯的回应有什么不同？（23：39 ~ 42）
3. 他认为耶稣是谁？
4. 耶稣死时，一位罗马军官说耶稣是谁？（23：47）
5.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你认为他的态度是什么？（23：34、43、46）

本课名称是“耶稣：救赎主”。救赎（redeem）或译为买赎、挽回、恢復。“买赎”
的意思是透过付出赎价，赎回某样属於自己的东西。耶稣的死是为了赎回众人，把人带
回上帝的怀抱。

思考
这个罪犯在十字架上承受刑罚时，他请耶稣在耶稣得国降临时记念他。耶稣应允了

这个强盗，他会跟耶稣在乐园里。我们如何与这个罪犯一样，听了耶稣的应允之后，对
耶稣有这种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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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逾越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7节以后）
逾越节是以色列人每一年的宗教节期，纪念上帝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他们特别记得，死亡使者如何越过所有犹太人的家庭，却杀死所有埃及人的长子。上帝
告诉他们，把羔羊的血涂抺在门楣上，就能保守他们的生命。在这事件后，埃及人最终
才让犹太人离开埃及。逾越节期很重要的部分是宰杀并吃逾越节的羊羔。

新约（路 22：20）
神在旧约就应许祂要带来新的纪元（耶利米书 31：31 ~ 34）。这应许就是我们所

熟知的新约。在新约里，耶稣说这新的纪元已经开始，而他的死就可以确认这件事。上
帝对我们保证，祂要赦免我们，并且我们与上帝会有特殊的关系。

弥赛亚（路 22：67）
弥赛亚的希伯来文是“受膏者”（用橄榄油膏某个人来尊荣这个人，或委派他去承

担一个特别的任务）。新约的文字是希腊文，弥赛亚的意思是“基督”。犹太人期待所
应许的弥赛亚，会以君王的身分降临，拯救以色列国脱离外国势力的统治，并且她要成
为神圣的宗教国度。旧约中有很多经文都提到，这位受膏的君王将要降临。虽然耶稣宣
称他是弥赛亚，他却没有做犹太人期待他去做的事。相反地，他以仆人的身分降临，而
且他是受苦的仆人。他的国度会被建立，但不是在皇宫，而是在人的心里。到末日，天
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一切，都要降伏於他。

人子（路 22：69）
耶稣常常用“人子”来描述他自己。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69 节，他引用旧约一段

经文（但以理书 7：13、14）提到有一位人子（人类），他得到了永不能废去，永不
会衰坏的国。犹太人都能了解，但以理所提到的，就是这位应许的弥赛亚。

 

Ⓒ 2003, 2004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c. Permission granted to copy for personal or ministry uses, provided this credit line is included and content remains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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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耶稣：赐生命者	 Jesus	the	Life-Giver

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对於復活这一奇妙的神迹，有很清楚的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
以后，门徒都害怕犹太人。在他们秘密聚集时，耶稣忽然向他们显现。

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路易斯曾这样写到：新约作者们以这是整个宇宙历史中，
独特超凡的首例，来描述基督从死里復活这件事。因第一个人类的死而被深锁的生命之
门，被耶稣打开了。耶稣亲身经历死亡，与死亡交锋，并且击溃了那掌死权的王。

A.	 復活
阅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1 ~ 53节

1. 你认为门徒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有什么想法？

门徒开始听到耶稣復活的消息。他们的反应显示出他们并没有预期会有这事。他们
认为这消息是胡言乱语（11 节）。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位门徒说，他们对这消息感到
惊奇（22 节）。耶稣自己的回应，确认了他们心里的疑惑（38 节）。然而，很多人都
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復活。

2. 什么使妇女们相信耶稣的復活（24：5 ~ 8）？
3. 什么使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相信耶稣復活（24：25 ~ 32）？
4. 什么使耶稣的门徒相信耶稣的復活（24：36 ~ 43）？
5. 门徒对耶稣的改变抱持什么态度（24：52、53）？

耶稣基督的復活是耶稣事工的高潮。耶稣按照他自己所说的，从死里復活了。这挑
战我们相信，耶稣所说关於他自己的话也都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对於耶稣復活这个事
实，都需要做出回应，相信或不相信。

B.	 回应耶稣
让我们看看路加所写的一位妇女的反应，看她如何回应耶稣。

阅读：路加福音七章 36 ~ 50节
这女人有很坎坷的过去。她对耶稣的举动，与西门和法利赛人的严厉、刻板大相迳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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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认为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这么做（7：37、38）？
2. 耶稣告诉西门一个故事，说明这个女人为什么会有这些行动（7：40 ~ 43）。 

你认为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
3. 这个女人所有的罪如何被上帝赦免了（7：48）？
4. “信心”是什么意思（7：50）？
5.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对这个女人代表什么（7：50）？

她可以确定她与上帝和好。因为耶稣的爱与怜悯，他欢迎她，接纳她，饶恕了她。
她没有做什么，赢得耶稣对她这些回应。如今她已成为新造的人，安然自在地生活。

我们也可以如此确信。我们无法为我们所犯的过错偿付上帝什么。但是，如果我们 
像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也可以经历，耶稣完全赦免我们、接纳我们。在最后 
一课，我们讨论了透过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可以经历耶稣的赦免与接纳。

C.	 成为基督徒
这位有罪的女人来到耶稣这里，承认她的罪。她信靠耶稣赦免她，也透过她的行动，

她感谢耶稣赐给她新生命。如果我们想要与上帝和好，我们现在要这样做，而且永远要
这样做。

你可以像这样祷告：

耶稣，我知道我一直在管理我自己的生命，并且违背了你。谢谢你为我的罪死。 

我向你敞开我的生命，邀请你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

人。阿们。

D.	 基督徒的成长
这五次查经告诉我们耶稣是谁，祂为什么来。

路加福音六章 46 ~ 49 节教导我们，我们不只要听耶稣的教导，也要去实行祂所教
导我们的真理。

阅读：路加福音六章 46 ~ 49节

成为基督徒的决定，是你认识并跟随上帝的开始。

如果你有兴趣更多知道关於基督徒的信心生活，我们很愿意帮助你。

Ⓒ 2003, 2004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c. Permission granted to copy for personal or ministry uses, provided this credit line is included and content remains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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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
	手册	

探索式查经	 Investigative	Bible	Study

这份探索式查经，包含五个主题（用四到五周查考），帮助人从圣经去了解耶稣基
督是谁，并且亲自认识祂。这些查经是特别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或还不确定他们
信仰的人设计的（不过其内容也对初信者非常有益）。

事实上，许多非基督徒都很乐意探索圣经，并且与其他人一起讨论。探索式查经已
被证实，能有效地帮助人信靠主耶稣基督。这些查经内容对非基督徒很有吸引力，因为：

• 短期的查经小组（为期五周）
• 可以敞开地分享、讨论。
• 鼓励人自己决定是否接受基督。

探索式查经用在个人研读或小组讨论都很有效。这些内容也提供机会，让人更了解
基督徒相信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相信。

因为是短期，而且设计很有弹性，探索式查经可以在任何时候开始。内容可作为：

1. 分享四律后继续跟进那些表示有兴趣的人。
2. 福音聚会之后的跟进（如：电影、专题演讲、福音队聚会）。
3. 在现有的社群中进行（如：社团、室友、运动团体）。
4. 和朋友或同事研讨。
5. 与接触过，但目前参与不深的那些人。

为查经预备，并邀请人参加

1. 为自己有智慧和恩典祷告，也为你想邀请的人祷告。
2. 跟他们说：“我想你可能有兴趣（或“你可能会有兴趣”） 参加五次新约圣经研讨，

来认识耶稣基督、祂的信息以及它与当代的关联。这些查经是以讨论的方式进行，
并且让你认识基督教。”

3. 跟他们说，这个查经系列共五次，每次一小时，研读并讨论路加福音。
4. 定下你们第一次聚集的时间和地点。

带领查经

1. 忠心固定地为组员祷告。
2. 真诚地关怀人。关心他们的生活：“你近来怎么样？”问并好好聆听；这样你会

更敏锐他们的需要和他们所关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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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仔细预备每次的研讨。你预备得越充分，掌握要点，你带领时就越自在，并能专
注在组员身上。

4. 鼓励敞开地讨论圣经经文。不要讲道或过度在意能否在每个地方找出“基督教的
观点”。让圣经自己说话。

5. 身为组长，你的角色是引导组员们的讨论不会离题。你应避免掌控讨论。要鼓励
组员贡献想法，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贡献都很宝贵。

6. 让每次的讨论都在预计时间内结束——最理想的时间是一小时。
7. 如果组员没有圣经，借他们一本或使用电子圣经资源。

如何带领探索式查经

下面的规划范例，可用於小组或一对一的查经，可以稍加调整。后面几页是补充的
内容。

1. 以友善、个别的问候开始。
2. 找一个最不受干扰、舒适的地方。可以多花点时间建立关系。预备一些点心和饮

料。
3. 透过问他们的背景或上一次你与他们接触或讨论过后他们的想法（比如耶稣传电

影、福音队聚会、四律内容、上一次的查经内容），来转入属灵的话题。
4. 介绍今天的主题。确保每位组员都有今天探索式查经的内容，还有圣经。
5. 讨论材料上的每一点：
• 让组员阅轮流读出（你不必自己读出所有的经文和内容）。
• 用问题当作对话的开场白。以下的问句有助於讨论： 

“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你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关於这一点，过去你曾听过哪些说法呢？”

• 如果有必要，就简短地解释材料内容或经文，或有助他们了解的相关背景资料。        
6. 结束前总结小组所讨论过的内容，并预告下次的主题。

Ⓒ 2003, 2004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c. Permission granted to copy for personal or ministry uses, provided this credit line is included and content remains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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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探索式查经主要是查考路加福音，若组员想更多了解新约背景或真确性，组长
可以自行查找或参考以下补充资料：

关於新约的背景

圣经的字字句句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世上最有能力、最常被引用的书。几个世纪以
来，它已经影响、改变无数人的生命。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这份查经主要内容是查考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新约里其中一卷福音书。

有人也许怀疑新约乃是后人编造的，即或不是，也与原着有许多出入。为了这一问
题，英国雪菲尔大学圣经历史与圣经文学教授 F. F. 布鲁斯曾考证说：“新约作品的证
据比许多古典作品还多，然而人们对於这些古典文学作品的可靠性却毫无怀疑。目前我
们有 4000 本新约希腊文古抄本可以查考。这些古抄本有些是全部的，有些是部分的。”

新约是由几卷短的福音书和书信所组成，这些福音书和书信是在初代教会时，由耶
稣的跟随者或祂亲近的朋友所写，并在当时被谨慎地抄写下来。

多年来，人类学者已经发现了数千份部分新约书信的手抄本，甚至还有新约全书的
手抄本。有些抄本是在福音书和其他书信原稿完成后 100 年内完成。这个证据有多大
的价值呢？

只要比较新约和它同时代的着作就可以知道。凯撒大帝在耶稣出生前 50 年写过一
本《高卢战记》，这本书没有原稿，但有 9 到 10 个抄本，而最早的抄本是在原稿 900

年后才完成的。原稿与抄本的年代差距如此大，这在许多古典着作中是很普遍的。

当我们检视与新约圣经有关的历史证据，我们知道了有数千份新约的手抄本，且与
原稿年代之间差别是小的。因此，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我们几乎可以很准确地知道，
路加、保罗和其他作者当时所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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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耶稣：祂的出道	 Jesus	–	His	Beginnings

一、目标
思考耶稣的生活和服事是如何开始的。

二、预备
给每位组员预备查经材料，并多预备几本圣经。要熟习路加福音的经节，和背景资

料。

三、建立关系
问他们：“你最近怎么样？”花几分钟分享你这周的生活。如果你带领的是小组，

让每位组员自我介绍。

四、转入主题
问他们关於上次活动的想法（比如四律的内容、福音队聚会、电影佈道）。或问他

们对这个查经小组的期待。

五、进入讨论
阅读引言与背景资料。说明材料包括经文段落，并有讨论的问题。告诉他们可以自

由地记笔记。

A 段：阅读经文（或请一位组员读）。问问题，在问题 3 时，鼓励他们更多的讨论
这一点。

B 段：你可能需要解释大卫是以色列民族伟大的王，雅各是以色列的列祖之一。在
第 2 题之后问：“那么，耶稣的父亲是谁呢？”

C 段：鼓励组员除了思考“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这
些词明显、字面的意思外，也想想它们更宽广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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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考
接在上面 C 段的讨论后，这个部分最好可以让组员自己读这个问题并回答。

第一次研讨通常不是挑战组员个人回应耶稣的最佳时机。不过，要敏锐上帝对小组
的带领。

七、结束
    总结本次研讨，并简要地预告下周主题为“耶稣是医治者”。鼓励他们每天阅读

路加福音的一章或一段，因为这能帮助他们了解耶稣是谁，以及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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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耶稣：医治者	 Jesus	the	Healer

一、目标
聚焦於耶稣改变人生理和心灵的大能。在耶稣对人的怜悯上找到安慰。

二、预备
先自己回答每个段落的问题，并决定你要聚焦在哪几个问题上。上次的讨论如果有 

哪部分不太了解或疑问，请查找答案和相关资讯。

三、建立关系
关心组员曾提出的个人情况。

四、转入主题
简短回顾上周讨论的内容。问他们，医治者对他们个人有什么含意。

五、进入讨论
按材料阅读经文，并简单摘要重点。

A 段：讨论过第 4 题后，问大家：“读完这故事后，你如何定义信心？” 
讨论第 5 题之后，问：“如果在今天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你会如何反应？”

B 段：讨论第 5 题之后，问：“为什么你认为耶稣对人有这样的影响力？”

六、思考
如果你认为合适，鼓励他们更多地分享、讨论。

七、结束
总结本课研讨，鼓励组员继续读路加福音。预告下周查经主题为“耶稣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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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耶稣：老师	 Jesus	the	Teacher

一、目标
讨论耶稣的教导，关於（A）我们无法行善（B）失丧的人如何回转向神。让他们

反思自己对神的态度，并有机会回应神。

二、预备
 自己先完成这一课。上次的讨论中如果有哪部分不太了解或有疑问，请查找答案

和相关资讯。阅读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和浪子的比喻。

三、建立关系
关心组员的近况，或问他们对於一些最近发生的事的观感。

四、转入主题
简短回顾上周讨论的内容。问他们阅读路加福音的感想。

五、进入讨论
A 段：讨论第二小段第 3 题后，问：“你认为为什么他们不帮助那个人？人们通常

认为，做错事与不作为（应做而未做）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故事里，强盗因
为做错事而犯罪，但祭司和利未人则是因不作为——没有帮助人而犯罪。第
二类的罪同样严重，这是耶稣指出的重点。”讨论第 4 题之后，问：“你 
认为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去帮助那个人？你认为他想到什么？”第 5 题之后，
问：“你认为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

B 段：讨论第 4 题之后，问：“这是生活中实际会发生的情形。你能想出家庭中类
似的问题吗？你认为有哪些可能的原因？”第 5 题之后，问：“什么促使耶
稣说这个故事？ ( 路 15：1、2、10）耶稣如何用这个故事说明我们与上帝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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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考
阅读这里提到的问题。让一两个人回答问题。要敏锐。这是分享你见证的好时机。

七、结束
本课结尾附有祷告文。鼓励组员思考他们认为耶稣是谁、以及自己与耶稣的关系为

何，如果合适，可做接受耶稣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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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耶稣：救赎主	 Jesus	the	Redeemer

一、目标
帮助个人或小组了解，耶稣的死并不是意外，也不是殉道。而是完成上帝救赎人类

的核心目的，带领人与上帝恢復和好关系。

二、预备
 为组员祷告。自己先完成查经内容，熟悉本课经文背景和重点。

三、建立关系
继续问关於他们个人的问题。

四、转入主题
问他们是否有想到其他关於浪子比喻的涵义。

五、进入讨论
如果有需要，可以分享经文的背景。

A 段：讨论问题 2，问：“你认为这些是什么意思？” 
讨论第 3 题之后，指出“耶稣是为了别人而死”。接着问：“你认为耶稣是 
为谁死？”

C 段：讨论第 4 题之后，说：“虽然耶稣是无罪的，他却愿意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
直到他死了。”

六、结束
提醒组员，下一课就是最后一次查经。预先告诉组员，下一次，你们将会查考耶稣

的復活，以及人如何回应耶稣对他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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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耶稣：赐生命者	 Jesus	the	Life-Giver

一、目标
让人明白耶稣确实从死里復活以及人要如何回应耶稣。给组员机会回应耶稣的爱。

二、预备
为组员祷告。若有需要，请在课前预备关於復活的补充资料。决定这个探索式查经

小组结束后，接下来要做什么。 

三、建立关系
问他们近况。

四、转入主题
问他们，这些研讨或阅读路加福音，什么最有帮助或有什么让他们感到惊讶。回答

之前未解答的任何问题。

五、进入讨论
A 段：讨论第 4 题之后，问：“如果你生在耶稣的时代，你如何确定耶稣復活了？ 

如果他们感兴趣，你可以分享关於耶稣復活的补充资料。

C 段：敏锐觉察组员所分享，想成为基督徒的意愿。读完祷告文，如果有人想要自
己祷告，可以默默地祷告。 
鼓励那些邀请基督进入他们生命的组员，在小结束后，告诉你或某一个人。

D 段：阅读路加福音六章 46 ~ 49 节，问：“耶稣期待我们什么？”帮助组员了解，
成为基督徒的决定，是认识并跟随上帝的开始。

六、结束
这是最后一次查经，组长可根据组员的需要，建议他们一些后续可做的事：

1. 若组员接受耶稣：个别与他约见，做初信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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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继续安排几周的时间一起聚集，研读如何在基督里成长。
3. 若组员尚未接受耶稣，但有兴趣更多认识，可以推荐他们参加其他慕道查经小组。
4. 鼓励那些还有疑问的人，与你个别谈。

以祷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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