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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與倫比的耶穌
這份為期五週的查經，能幫助人從聖經去了解耶穌基督是誰，
並且親自認識祂。查經內容特別針對還沒有成為基督徒、或還
不確定信仰的人設計，也能幫助初信者信心成長。

國際學園探索式查經系列，內容是為慕道友和基督徒所組成的
小組而設計的。當你傳福音，會遇到一些還未能馬上決定是否
要信靠耶穌的人，他們想更多認識耶穌後再決定，此時，這份
慕道查經是很好的跟進材料，能夠幫助人們認識耶穌並信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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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耶穌：祂的出道	 Jesus	–	His	Beginnings

在這個研討中我們會看到：
• 路加福音如何符合歷史事蹟。
• 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 耶穌說祂到世上來要成就的事。

A.	 介紹路加福音
作者
這卷福音書的作者是路加，他也寫了另一卷新約書信使徒行傳。他是唯一一位非猶

太人的新約作者，他是醫生。有相當可靠的證據證實，他是個既謹慎又精準的歷史學家。

閱讀：路加福音一章 1 ~ 4節
1. 路加從哪裡得知這些資訊？（1：2）
2. 路加如何編寫？（1：3）
3. 你想路加為什麼要寫這個引言？

B.	 耶穌的降生
路加很詳細地記載了耶穌獨特的起源，下面的經文記載耶穌降生的預告。

閱讀：路加福音一章 26 ~ 38節
1. 天使告訴馬利亞將如何？
2. 馬利亞孩子的未來會如何？（1：32、33）
3. 這個孩子除了是馬利亞的孩子也是誰？
4. 耶穌被稱為上帝的兒子。對於耶穌既是人又是神，這些經文怎麼說？

C.	 耶穌的使命
耶穌降生於巴勒斯坦南方，猶大地的伯利恆。他在巴勒斯坦北邊加利利的迦百農，

一個非常平凡的家庭長大。耶穌是木匠，在三十歲時，他成為宗教老師，周遊各城鎮，
巡迴講道、教導。

閱讀：路加福音四章 14 ~ 22節
在路加福音四章 14 ~ 22 節中我們讀到，耶穌出道時發生了哪些事。耶穌走進會

堂——猶太人敬拜聚集的地方。他並沒有比其他猶太成年人受更多的宗教教育，但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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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都想聽他教導。他被邀請，在拿撒勒的會堂，向群眾講道。

1. 耶穌前來要幫助哪些人？（4：18） 
你認為這代表什麼？

2. 他即將宣告什麼？（4：19） 
這代表什麼？

3. 你想當時的群眾是如何解讀耶穌在 21 節所說的話？

思考
耶穌來是要幫助那些「貧窮的」、「被擄的」、「瞎眼的」、「受壓制的」。在我

們現今的時代，有哪些人是「貧窮的」、「被擄的」、「瞎眼的」、「受壓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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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園傳道會授權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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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耶穌：醫治者	 Jesus	the	Healer

在第一次的研討中，我們看見耶穌不是「只是個不平凡的人」；他是上帝的兒子，
他來到世上，是為了滿足人們內心深切的需要。

在這次的研討中，我們要查考，耶穌如何滿足兩個人的需要。耶穌每到一個地方，
他都會遇見有需要的人。耶穌所遇見的人，常常有無法治癒的疾病，耶穌卻醫治了他們，
使他們的生命徹底翻轉。

他醫治了西門的岳母、羅馬百夫長的僕人、手枯乾的人、跛腳的婦人、患痲瘋病的
男人，因心靈疾病而受苦的人，或有皮膚病、瞎眼的人，他甚至使死人復活了。「日落
的時候，凡有病人的，不論害甚麼病，都帶到耶穌那裏。耶穌按手在他們各人身上，醫
好他們。」（路 4：40）

A.	 瞎眼的乞丐被醫好了
閱讀：路加福音十八章 35 ~ 43節

1. 你認為這位瞎眼乞丐他曾有怎樣的人生？
2. 你想他為什麼要一直呼叫耶穌？
3. 耶穌一聽到這位瞎眼的乞丐呼叫他，他做了什麼，說了什麼？（18：40 ~ 42）
4. 這位瞎眼的乞丐，如何顯示出他信賴耶穌？
5. 如果你曾親眼看見這個神蹟，你會如何看耶穌？

這一位是耶穌使他「瞎眼得看見（路加福音 4：18）」的瞎眼乞丐。耶穌醫治了很
多患不同身體疾病的人。但是耶穌也以不同的方式醫治人。

B.	 耶穌和撒該
羅馬人給稅吏最高的籌碼。稅吏的工作本身沒有任何酬勞，他們可以盡量收稅，因

此付給政府之後，他們還留下很多錢。撒該就是這樣的稅吏——貪婪，不受歡迎。

閱讀：路加福音十九章 1 ~ 10節
1. 撒該對耶穌的態度如何？（19：3、4、6）
2. 很多人對耶穌和這樣的人談話議論紛紛。耶穌對撒該的態度如何？（19：5、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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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撒該遇見耶穌之後，有什麼改變？（19：8）
4. 耶穌說的「失喪的人」你認為是什麼意思呢？（19：10）
5. 這事件顯示出關於耶穌的哪些事？

思考
撒該因他的貪婪而成為「被擄的」。耶穌帶給他自由。耶穌說他來是要「尋找、拯

救失喪的人」。人們遇見了耶穌，生命就改變了。你認為遇見耶穌，會如何影響你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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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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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耶穌：老師	 Jesus	the	Teacher

上次的研討中我們看到「耶穌是醫治者」。但是人們來找耶穌，不只是為了病得醫
治，他們也要來聽他講道（教導）。大群的人從各地方來，要聽耶穌說話。耶穌的教導
有：上帝的國度、禱告、智慧和愚蠢的生活方式、愛、饒恕，他也談論到他自己。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耶穌的教導。他公開反對那些表裡不一的宗教領袖。他的敵人故
意問他問題，要找他的把柄，但耶穌總是以智慧的話回答他們。雖然宗教領袖想把耶穌
殺掉，他們卻很難下手，因為群眾們都想要聽耶穌的教導，「因為百姓都側耳聽他。」
（路 19：48）

在這個研討中，我們要討論耶穌講過最為人知的兩個比喻（教導聖經真理的故事）。

A.	 好撒瑪利亞人
你認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什麼？

許多人帶著重要的問題來見耶穌。其中有一個人，他所關注的是他死後會發生什麼
事。他問耶穌他要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從經文裡我們看到，耶穌要他自己回
答他所問的問題（路 10：27）。

閱讀：路加福音十章 25 ~ 28節
1. 這個人說哪兩件事是生命中最重要的？（10：27）
2. 對這個答案你的看法是什麼？
3. 這人問耶穌：「誰是我的鄰舍？」，耶穌講了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來回答他的問

題。

閱讀：路加福音十章 29 ~ 37節
1. 祭司和利未人所做的哪裡錯了？（10：31、32）
2. 他們有觸犯律法嗎？
3. 他們有違背這個原則：「我從未傷害過任何人」嗎？
4. 因為猶太人的宗教與文化傳統，猶太人輕視撒瑪利亞人（外邦人）。比喻中的撒

瑪利亞人如何表達愛？
5. 你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誰是我的鄰舍？」

對我們，耶穌就像好撒瑪利亞人。他看到我們的需要、我們的軟弱與失敗，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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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身而過，他貼近身來幫助我們。

B.	 浪子
這是個簡單的故事，卻進入了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學作品行列。這故事涉及人們常常

談起的問題，來描繪人如何面對上帝。

閱讀：路加福音十五章 11 ~ 32節
1. 小兒子離家時，他怎麼想？（15：12、13）
2. 他去了哪裡？（15：13）
3. 你認為小兒子離家後，他父親有什麼感覺？
4. 有一段時間事情好像變得比較好。後來情況卻變糟了，結果怎樣？（15：14 ~ 16）
5. 小兒子改變主意了。為什麼？（15：17）
6. 從哪些地方看到他的態度改變了？（15：18 ~ 20）
7. 父親的態度如何？（15：20、22 ~ 24）
8. 從哪些方面你可以看出，這故事是我們與上帝關係的寫照？

這個故事顯示出，雖然我們定意選擇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上帝卻依舊愛我們。也
顯示出無論我們離上帝有多遠，我們依舊可以回到上帝的懷抱。

思考
你的態度比較像哪一個：遠離父家的兒子，還是決定要回家的兒子？

你能相信，上帝會像父親接納兒子那樣，完全接納你嗎？

你可能也正處於，你知道你需要上帝，你想要迴轉歸向上帝的抉擇關頭。

也許你想要這樣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遠離了你，我得罪了你。我沒有好好愛你，也沒有好好愛人。現在

我想要像這個小兒子那樣，回轉歸向你。請你原諒我，並進入我的生命，使我能成為你

所喜悅的人。阿們。

下一個研討我們會說明耶穌做了什麼，使我們回轉歸向上帝成為可能。

耶穌面臨了審訊，而這件事看起來，好像是意志薄弱的羅馬統治者彼拉多，和猶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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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園傳道會授權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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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耶穌：救贖主	 Jesus	the	Redeemer

群眾的叫哮，使耶穌被判死刑。事實上，聖經卻告訴我們，這些事件成就了上帝一些奇 
妙的計劃。

耶穌帶著十二個門徒，對他們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寫的一切事
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將要被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臉上，
並要鞭打他，殺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這些事門徒一樣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隱藏的。
（路加福音 18：32 ~ 34）

（參考這一課後面關於特定名詞的背景資料。）

A.	 逾越節的晚餐和「最後的晚餐」
耶穌在世上的最後一個晚上，他和門徒聚在一起用晚餐。

閱讀：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7 ~ 20節
1. 你認為那個晚餐的氣氛會是怎樣？
2. 耶穌說餅和酒各代表什麼？（22：19、20）
3. 當耶穌說，他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他的血「為你們而流出的」，耶穌 

的意思是什麼？

B.	 耶穌受審判
逾越節晚餐過後，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被捕。他被帶到猶太人的公會裡。

閱讀：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66 ~ 71節
1. 猶太領袖想要從耶穌口中找出什麼？
2. 耶穌如何回答他們？
3. 猶太領袖如何回應耶穌？（22：71）

C.	 十字架
耶穌並不是因為做錯了什麼而被宣判死刑。他是因宣告他是誰而被宣判死刑。

閱讀：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32 ~ 49節
1. 下面這些人認為耶穌是誰？（35 節）

猶太領袖？（3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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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39 節）

罪犯？

2. 第二個罪犯和第一個罪犯的回應有什麼不同？（23：39 ~ 42）
3. 他認為耶穌是誰？
4. 耶穌死時，一位羅馬軍官說耶穌是誰？（23：47）
5.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你認為他的態度是什麼？（23：34、43、46）

本課名稱是「耶穌：救贖主」。救贖（redeem）或譯為買贖、挽回、恢復。「買贖」
的意思是透過付出贖價，贖回某樣屬於自己的東西。耶穌的死是為了贖回眾人，把人帶
回上帝的懷抱。

思考
這個罪犯在十字架上承受刑罰時，他請耶穌在耶穌得國降臨時記念他。耶穌應允了

這個強盜，他會跟耶穌在樂園裡。我們如何與這個罪犯一樣，聽了耶穌的應允之後，對
耶穌有這種盼望？

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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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7節以後）
逾越節是以色列人每一年的宗教節期，紀念上帝將他們從埃及為奴之地拯救出來。

他們特別記得，死亡使者如何越過所有猶太人的家庭，卻殺死所有埃及人的長子。上帝
告訴他們，把羔羊的血塗抹在門楣上，就能保守他們的生命。在這事件後，埃及人最終
才讓猶太人離開埃及。逾越節期很重要的部分是宰殺並吃逾越節的羊羔。

新約（路 22：20）
神在舊約就應許祂要帶來新的紀元（耶利米書 31：31 ~ 34）。這應許就是我們所

熟知的新約。在新約裡，耶穌說這新的紀元已經開始，而他的死就可以確認這件事。上
帝對我們保證，祂要赦免我們，並且我們與上帝會有特殊的關係。

彌賽亞（路 22：67）
彌賽亞的希伯來文是「受膏者」（用橄欖油膏某個人來尊榮這個人，或委派他去承

擔一個特別的任務）。新約的文字是希臘文，彌賽亞的意思是「基督」。猶太人期待所
應許的彌賽亞，會以君王的身分降臨，拯救以色列國脫離外國勢力的統治，並且她要成
為神聖的宗教國度。舊約中有很多經文都提到，這位受膏的君王將要降臨。雖然耶穌宣
稱他是彌賽亞，他卻沒有做猶太人期待他去做的事。相反地，他以僕人的身分降臨，而
且他是受苦的僕人。他的國度會被建立，但不是在皇宮，而是在人的心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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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常常用「人子」來描述他自己。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69 節，他引用舊約一段

經文（但以理書 7：13、14）提到有一位人子（人類），他得到了永不能廢去，永不
會衰壞的國。猶太人都能了解，但以理所提到的，就是這位應許的彌賽亞。

 

路加福音最後一章，對於復活這一奇妙的神蹟，有很清楚的記載。耶穌被釘十字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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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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耶穌：賜生命者	 Jesus	the	Life-Giver

以後，門徒都害怕猶太人。在他們秘密聚集時，耶穌忽然向他們顯現。

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路易斯曾這樣寫到：新約作者們以這是整個宇宙歷史中，
獨特超凡的首例，來描述基督從死裡復活這件事。因第一個人類的死而被深鎖的生命之
門，被耶穌打開了。耶穌親身經歷死亡，與死亡交鋒，並且擊潰了那掌死權的王。

A.	 復活
閱讀：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1 ~ 53節

1. 你認為門徒看到耶穌被釘十字架，他們有什麼想法？

門徒開始聽到耶穌復活的消息。他們的反應顯示出他們並沒有預期會有這事。他們
認為這消息是胡言亂語（11 節）。在以馬忤斯路上的兩位門徒說，他們對這消息感到
驚奇（22 節）。耶穌自己的回應，確認了他們心裡的疑惑（38 節）。然而，很多人都
相信耶穌已經從死裡復活。

2. 什麼使婦女們相信耶穌的復活（24：5 ~ 8）？
3. 什麼使以馬忤斯路上的兩個門徒相信耶穌復活（24：25 ~ 32）？
4. 什麼使耶穌的門徒相信耶穌的復活（24：36 ~ 43）？
5. 門徒對耶穌的改變抱持什麼態度（24：52、53）？

耶穌基督的復活是耶穌事工的高潮。耶穌按照他自己所說的，從死裡復活了。這挑
戰我們相信，耶穌所說關於他自己的話也都是真實的。我們每個人對於耶穌復活這個事
實，都需要做出回應，相信或不相信。

B.	 回應耶穌
讓我們看看路加所寫的一位婦女的反應，看她如何回應耶穌。

閱讀：路加福音七章 36 ~ 50節
這女人有很坎坷的過去。她對耶穌的舉動，與西門和法利賽人的嚴厲、刻板大相逕

庭。

1. 你認為這個女人為什麼會這麼做（7：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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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告訴西門一個故事，說明這個女人為什麼會有這些行動（7：40 ~ 43）。 
你認為耶穌為什麼要這麼做？

3. 這個女人所有的罪如何被上帝赦免了（7：48）？
4. 「信心」是什麼意思（7：50）？
5.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對這個女人代表什麼（7：50）？

她可以確定她與上帝和好。因為耶穌的愛與憐憫，他歡迎她，接納她，饒恕了她。
她沒有做什麼，贏得耶穌對她這些回應。如今她已成為新造的人，安然自在地生活。

我們也可以如此確信。我們無法為我們所犯的過錯償付上帝什麼。但是，如果我們 
像這個女人，來到耶穌面前，我們也可以經歷，耶穌完全赦免我們、接納我們。在最後 
一課，我們討論了透過耶穌為我們死，我們可以經歷耶穌的赦免與接納。

C.	 成為基督徒
這位有罪的女人來到耶穌這裡，承認她的罪。她信靠耶穌赦免她，也透過她的行動，

她感謝耶穌賜給她新生命。如果我們想要與上帝和好，我們現在要這樣做，而且永遠要
這樣做。

你可以像這樣禱告：

耶穌，我知道我一直在管理我自己的生命，並且違背了你。謝謝你為我的罪死。 

我向你敞開我的生命，邀請你成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

人。阿們。

D.	 基督徒的成長
這五次查經告訴我們耶穌是誰，祂為什麼來。

路加福音六章 46 ~ 49 節教導我們，我們不只要聽耶穌的教導，也要去實行祂所教
導我們的真理。

閱讀：路加福音六章 46 ~ 49節

成為基督徒的決定，是你認識並跟隨上帝的開始。

如果你有興趣更多知道關於基督徒的信心生活，我們很願意幫助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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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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長
	手冊	

探索式查經	 Investigative	Bible	Study

這份探索式查經，包含五個主題（用四到五週查考），幫助人從聖經去了解耶穌基
督是誰，並且親自認識祂。這些查經是特別為還沒有成為基督徒的人，或還不確定他們
信仰的人設計的（不過其內容也對初信者非常有益）。

事實上，許多非基督徒都很樂意探索聖經，並且與其他人一起討論。探索式查經已
被證實，能有效地幫助人信靠主耶穌基督。這些查經內容對非基督徒很有吸引力，因為：

• 短期的查經小組（為期五週）
• 可以敞開地分享、討論。
• 鼓勵人自己決定是否接受基督。

探索式查經用在個人研讀或小組討論都很有效。這些內容也提供機會，讓人更了解
基督徒相信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要相信。

因為是短期，而且設計很有彈性，探索式查經可以在任何時候開始。內容可作為：

1. 分享四律後繼續跟進那些表示有興趣的人。
2. 福音聚會之後的跟進（如：電影、專題演講、福音隊聚會）。
3. 在現有的社群中進行（如：社團、室友、運動團體）。
4. 和朋友或同事研討。
5. 與接觸過，但目前參與不深的那些人。

為查經預備，並邀請人參加

1. 為自己有智慧和恩典禱告，也為你想邀請的人禱告。
2. 跟他們說：「我想你可能有興趣（或「你可能會有興趣」） 參加五次新約聖經研討，

來認識耶穌基督、祂的信息以及它與當代的關聯。這些查經是以討論的方式進行，
並且讓你認識基督教。」

3. 跟他們說，這個查經系列共五次，每次一小時，研讀並討論路加福音。
4. 定下你們第一次聚集的時間和地點。

帶領查經

1. 忠心固定地為組員禱告。
2. 真誠地關懷人。關心他們的生活：「你近來怎麼樣？」問並好好聆聽；這樣你會

更敏銳他們的需要和他們所關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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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仔細預備每次的研討。你預備得越充分，掌握要點，你帶領時就越自在，並能專
注在組員身上。

4. 鼓勵敞開地討論聖經經文。不要講道或過度在意能否在每個地方找出「基督教的
觀點」。讓聖經自己說話。

5. 身為組長，你的角色是引導組員們的討論不會離題。你應避免掌控討論。要鼓勵
組員貢獻想法，讓他們知道他們的貢獻都很寶貴。

6. 讓每次的討論都在預計時間內結束——最理想的時間是一小時。
7. 如果組員沒有聖經，借他們一本或使用電子聖經資源。

如何帶領探索式查經

下面的規劃範例，可用於小組或一對一的查經，可以稍加調整。後面幾頁是補充的
內容。

1. 以友善、個別的問候開始。
2. 找一個最不受干擾、舒適的地方。可以多花點時間建立關係。預備一些點心和飲

料。
3. 透過問他們的背景或上一次你與他們接觸或討論過後他們的想法（比如耶穌傳電

影、福音隊聚會、四律內容、上一次的查經內容），來轉入屬靈的話題。
4. 介紹今天的主題。確保每位組員都有今天探索式查經的內容，還有聖經。
5. 討論材料上的每一點：
• 讓組員閱輪流讀出（你不必自己讀出所有的經文和內容）。
• 用問題當作對話的開場白。以下的問句有助於討論： 

「你認為這是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你認為這一點很重要？」 
「關於這一點，過去你曾聽過哪些說法呢？」

• 如果有必要，就簡短地解釋材料內容或經文，或有助他們了解的相關背景資料。        
6. 結束前總結小組所討論過的內容，並預告下次的主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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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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探索式查經主要是查考路加福音，若組員想更多了解新約背景或真確性，組長
可以自行查找或參考以下補充資料：

關於新約的背景

聖經的字字句句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世上最有能力、最常被引用的書。幾個世紀以
來，它已經影響、改變無數人的生命。聖經包括舊約和新約。這份查經主要內容是查考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新約裡其中一卷福音書。

有人也許懷疑新約乃是後人編造的，即或不是，也與原著有許多出入。為了這一問
題，英國雪菲爾大學聖經歷史與聖經文學教授 F. F. 布魯斯曾考證說：「新約作品的證
據比許多古典作品還多，然而人們對於這些古典文學作品的可靠性卻毫無懷疑。目前我
們有 4000 本新約希臘文古抄本可以查考。這些古抄本有些是全部的，有些是部分的。」

新約是由幾卷短的福音書和書信所組成，這些福音書和書信是在初代教會時，由耶
穌的跟隨者或祂親近的朋友所寫，並在當時被謹慎地抄寫下來。

多年來，人類學者已經發現了數千份部分新約書信的手抄本，甚至還有新約全書的
手抄本。有些抄本是在福音書和其他書信原稿完成後 100 年內完成。這個證據有多大
的價值呢？

只要比較新約和它同時代的著作就可以知道。凱撒大帝在耶穌出生前 50 年寫過一
本《高盧戰記》，這本書沒有原稿，但有 9 到 10 個抄本，而最早的抄本是在原稿 900

年後才完成的。原稿與抄本的年代差距如此大，這在許多古典著作中是很普遍的。

當我們檢視與新約聖經有關的歷史證據，我們知道了有數千份新約的手抄本，且與
原稿年代之間差別是小的。因此，我們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我們幾乎可以很準確地知道，
路加、保羅和其他作者當時所寫的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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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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耶穌：祂的出道	 Jesus	–	His	Beginnings

一、目標
思考耶穌的生活和服事是如何開始的。

二、預備
給每位組員預備查經材料，並多預備幾本聖經。要熟習路加福音的經節，和背景資

料。

三、建立關係
問他們：「你最近怎麼樣？」花幾分鐘分享你這週的生活。如果你帶領的是小組，

讓每位組員自我介紹。

四、轉入主題
問他們關於上次活動的想法（比如四律的內容、福音隊聚會、電影佈道）。或問他

們對這個查經小組的期待。

五、進入討論
閱讀引言與背景資料。說明材料包括經文段落，並有討論的問題。告訴他們可以自

由地記筆記。

A 段：閱讀經文（或請一位組員讀）。問問題，在問題 3 時，鼓勵他們更多的討論
這一點。

B 段：你可能需要解釋大衛是以色列民族偉大的王，雅各是以色列的列祖之一。在
第 2 題之後問：「那麼，耶穌的父親是誰呢？」

C 段：鼓勵組員除了思考「貧窮的」、「被擄的」、「瞎眼的」、「受壓制的」這
些詞明顯、字面的意思外，也想想它們更寬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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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考
接在上面 C 段的討論後，這個部分最好可以讓組員自己讀這個問題並回答。

第一次研討通常不是挑戰組員個人回應耶穌的最佳時機。不過，要敏銳上帝對小組
的帶領。

七、結束
    總結本次研討，並簡要地預告下週主題為「耶穌是醫治者」。鼓勵他們每天閱讀

路加福音的一章或一段，因為這能幫助他們了解耶穌是誰，以及耶穌為什麼來到世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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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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耶穌：醫治者	 Jesus	the	Healer

一、目標
聚焦於耶穌改變人生理和心靈的大能。在耶穌對人的憐憫上找到安慰。

二、預備
先自己回答每個段落的問題，並決定你要聚焦在哪幾個問題上。上次的討論如果有 

哪部分不太了解或疑問，請查找答案和相關資訊。

三、建立關係
關心組員曾提出的個人情況。

四、轉入主題
簡短回顧上週討論的內容。問他們，醫治者對他們個人有什麼含意。

五、進入討論
按材料閱讀經文，並簡單摘要重點。

A 段：討論過第 4 題後，問大家：「讀完這故事後，你如何定義信心？」 
討論第 5 題之後，問：「如果在今天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你會如何反應？」

B 段：討論第 5 題之後，問：「為什麼你認為耶穌對人有這樣的影響力？」

六、思考
如果你認為合適，鼓勵他們更多地分享、討論。

七、結束
總結本課研討，鼓勵組員繼續讀路加福音。預告下週查經主題為「耶穌是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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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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耶穌：老師	 Jesus	the	Teacher

一、目標
討論耶穌的教導，關於（A）我們無法行善（B）失喪的人如何回轉向神。讓他們

反思自己對神的態度，並有機會回應神。

二、預備
 自己先完成這一課。上次的討論中如果有哪部分不太了解或有疑問，請查找答案

和相關資訊。閱讀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和浪子的比喻。

三、建立關係
關心組員的近況，或問他們對於一些最近發生的事的觀感。

四、轉入主題
簡短回顧上週討論的內容。問他們閱讀路加福音的感想。

五、進入討論
A 段：討論第二小段第 3 題後，問：「你認為為什麼他們不幫助那個人？人們通常

認為，做錯事與不作為（應做而未做）是不一樣的。在這個故事裡，強盜因
為做錯事而犯罪，但祭司和利未人則是因不作為——沒有幫助人而犯罪。第
二類的罪同樣嚴重，這是耶穌指出的重點。」討論第 4 題之後，問：「你 
認為撒瑪利亞人為什麼去幫助那個人？你認為他想到什麼？」第 5 題之後，
問：「你認為耶穌為什麼要說這個故事？」

B 段：討論第 4 題之後，問：「這是生活中實際會發生的情形。你能想出家庭中類
似的問題嗎？你認為有哪些可能的原因？」第 5 題之後，問：「什麼促使耶
穌說這個故事？ ( 路 15：1、2、10）耶穌如何用這個故事說明我們與上帝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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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考
閱讀這裡提到的問題。讓一兩個人回答問題。要敏銳。這是分享你見證的好時機。

七、結束
本課結尾附有禱告文。鼓勵組員思考他們認為耶穌是誰、以及自己與耶穌的關係為

何，如果合適，可做接受耶穌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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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耶穌：救贖主	 Jesus	the	Redeemer

一、目標
幫助個人或小組了解，耶穌的死並不是意外，也不是殉道。而是完成上帝救贖人類

的核心目的，帶領人與上帝恢復和好關係。

二、預備
 為組員禱告。自己先完成查經內容，熟悉本課經文背景和重點。

三、建立關係
繼續問關於他們個人的問題。

四、轉入主題
問他們是否有想到其他關於浪子比喻的涵義。

五、進入討論
如果有需要，可以分享經文的背景。

A 段：討論問題 2，問：「你認為這些是什麼意思？」 
討論第 3 題之後，指出「耶穌是為了別人而死」。接著問：「你認為耶穌是 
為誰死？」

C 段：討論第 4 題之後，說：「雖然耶穌是無罪的，他卻願意經歷難以忍受的痛苦，
直到他死了。」

六、結束
提醒組員，下一課就是最後一次查經。預先告訴組員，下一次，你們將會查考耶穌

的復活，以及人如何回應耶穌對他們的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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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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耶穌：賜生命者	 Jesus	the	Life-Giver

一、目標
讓人明白耶穌確實從死裡復活以及人要如何回應耶穌。給組員機會回應耶穌的愛。

二、預備
為組員禱告。若有需要，請在課前預備關於復活的補充資料。決定這個探索式查經

小組結束後，接下來要做什麼。 

三、建立關係
問他們近況。

四、轉入主題
問他們，這些研討或閱讀路加福音，什麼最有幫助或有什麼讓他們感到驚訝。回答

之前未解答的任何問題。

五、進入討論
A 段：討論第 4 題之後，問：「如果你生在耶穌的時代，你如何確定耶穌復活了？ 

如果他們感興趣，你可以分享關於耶穌復活的補充資料。

C 段：敏銳覺察組員所分享，想成為基督徒的意願。讀完禱告文，如果有人想要自
己禱告，可以默默地禱告。 
鼓勵那些邀請基督進入他們生命的組員，在小結束後，告訴你或某一個人。

D 段：閱讀路加福音六章 46 ~ 49 節，問：「耶穌期待我們什麼？」幫助組員了解，
成為基督徒的決定，是認識並跟隨上帝的開始。

六、結束
這是最後一次查經，組長可根據組員的需要，建議他們一些後續可做的事：

1. 若組員接受耶穌：個別與他約見，做初信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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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繼續安排幾週的時間一起聚集，研讀如何在基督裡成長。
3. 若組員尚未接受耶穌，但有興趣更多認識，可以推薦他們參加其他慕道查經小組。
4. 鼓勵那些還有疑問的人，與你個別談。

以禱告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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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