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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查經 (1)      創意研經 

  引言： 

 為甚麼我們編排小組查經聚會？ 

 和個人讀經，或查經講道比較，小組查經有什麼特點？ 

 您認為帶領查經，是否困難？ 困難在甚麼地方？  

 您認為一次很好的小組查經有哪 3 個最主要的特點？ 

 

 

1. 帶領查經的三個步驟 

a. 研讀經文  及  準備資料   

b. 編寫大綱   及 查經問題 

c. 帶領查經  及  會後檢討 

 

2. 小組查經適合用什麼內容？ 

 專卷查經（Book Studies）   學習整個書卷  例： 約翰福音。 

 人物查經（Character Studies） 例：耶穌的門徒。 

 專題查經（Topical Studies） 例：禱告、聖靈、永生、應許、恩典、啟示。 

 生活性專題（Application Studies） 例：婚姻、子女教養、金錢、時間管理。 

 興趣主題（Interest Studies）  例：耶穌的比喻、耶穌的神蹟。 

 

3. 如何研讀經文？ 

 

 禱告準備，禱告開始，禱告進行，禱告結束。 

 先不看參考書，單單讀聖經。了解經文的意思，找出經文的重點． 

 查看不同聖經翻譯版本，至少一半時間用在查考經文。求問神要傳達的信息，定好查

經的目標及重點。 

 以歸納法查經，找出最能表達經文重點的問題。 

 找出問題的答案。最後看注釋書和參考書，更正或補充資料。 

 想想組員可能有的問題和需要。今次查經怎能幫助他/她？ 

 

           問題 : 研讀經文需要多少時間？什麼時候開始準備？ 

  

For materials related to 2014 DNA Adv Training, 

please go to:  http://tinyurl.com/dna2014at 

 

http://tinyurl.com/dna2014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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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幫助研讀的方法 

 40 天禱讀聖經 (Pronounce it， Picture it， Probe it， Paraphrase it， Personalize it， Pray it.  

        能聯繫到個人生活的應用⋯。    S.P.A.C.E.P.E.T.S. 

 

Sin 必須遠離的罪 

Promise 可支取的應許 

Attitude 須改變的態度 

Command 須順服的命令 

Example 可學習的榜樣 

Prayer 須祈求的禱告 

Error 可避免的錯誤 

Truth 認識新的真理 

Something 對上帝的讚美 

 

 查看經文字句特點 

 

1. 段落 

2. 段落的主旨 

3. 上下文 

4. 文法：名詞、動詞、代名詞等 

5. 細節、事實 

6. 人事時地物 

7. 歷史與文化背景 

8. 類比與對比 

9. 進展、轉折與高峰 

10. 重複字句 

 
 

 

 

 

 

 

 
      

 

 

 

 

 

 解釋比喻原則 

 

每個比喻通常只有一個中心信息。 

注意故事平常的意義，不可強解細節。 

 

解釋比喻最重要的原則，就是掌握比喻的中心思想，也就是比喻的要點。比喻其餘細節不

一定需要解釋，當我們詮釋比喻時，首先要問：這故事的重點是甚麽？ 

  

練習  1：     路加福音15章有3個比喻，耶穌講這3個比喻的背景是什麼？目標聽眾是誰？ 

 

     路加福音15章  1-7 節。 

a. 類比：從這段經文中，試找出相同/相似的人、事、物；   相同/相似的名詞、動詞。 

b. 對比：從這段經文中，試找出不同/相對的人、事、物；   相同/相似的名詞、動詞。 

c. 重覆：從這段經文中，試找出重覆的字。 

d. 焦點：從這段經文中，試找出比喻的焦點/主題。 

e. 應用：試找出對我們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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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1   參考答案  路加福音15章1-7 節。 

 
類比 

「稅吏和罪人」「失去的羊」「一隻羊」和「罪人」是一類。 

「法利賽人和文士」、沒有迷失的羊、和「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 是另一類。  

 

動詞：接待/ 找 / 同席吃飯。 悔改和找著。  

名詞：耶穌和牧羊人。鄰舍和天使。家和天上。 

 

對比 

「眾稅吏和罪人」(1 節)   vs. 「法利賽人和文士」(2 節) 。  

「罪人」(1 節)    vs. 「義人」(7 節) 。 

「失去的羊」(4 節)   vs. 「不用悔改的義人」(7 節) 。   

「一」(2 節)    vs. 「九十九」(4 節) 。 

動詞：聽、挨近    vs.  議論。     

            撇下    vs.  去找 

 

重覆 重覆字有： 「罪人」 (1，2，7 節)、 

「羊」  (4，4，6 節)、 

「迷失/失去」 (4，4，6 節) 、 

「找」  (4,5,6 節，原文只有 3 次，中文有四次)， 

「歡喜」 (5,6,7,節），同根字。 

 

焦點 迷羊的比喻，高潮是 v.6-7 的「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不是第五節的「找著了」。 

焦點是在「歡喜」，所以主題是「神的慈愛」、「神的接納」。 

 

 

應用： 

a) 要當悔改的罪人，而不是自以為義、不用悔改的義人。 

b) 要常有悔改的心和行動。 若得罪神，不要逃避、立刻到上帝面前，因上帝喜悅人悔改回轉。 

d) 要有為別人悔改而歡喜的心，而不可論斷審判，或是只愛某些人，輕看他人。 

 

練習 2：    試找出以下比喻的背景，目標聽眾，並焦點/主題。 

a. 浪子                        路 15: 11-32 

b. 葡萄園的工人         太 20:  1-16 

c. 按才幹受責任          太 25: 14-30 

d. 無用的僕人              路 17:  7-10 

e. 不饒恕人的僕人      太 18: 21-35 

f. 好撒瑪利亞人          路 10: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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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研經 其他方法 
神的話語是新鮮的， 所以帶領者必須"用心"讀聖經，領受常新，不好依賴以前的領受。 

幫助您或其他人了解經文，你可以試試下面的建議。 

 

1 代入經文 把自己代入經文當中。  
              例如想像成為使徒之一，並與耶穌同行。約 6：6 

              例如林前 13。用你的名字來代替愛字。 

2 對比現今 把經文的事件和事物，轉化成現今的環境和事物。 

金錢和容量,重量,體積,時間。 
 

      例如    葡萄園的比喻        太 20: 1-16     清早,巳初,午正,申初,酉初 

              按才幹受責任       太 25: 14-30    五千,二千,一千 

                 不饒恕人的僕人    太 18: 21-35    一千萬銀子 
 

舊約時代的事物。駱駝，馬，驢 ，鐵車， 刀，趕牛棍子，甩石機弦… 

3 現今類似情況 用現今類似情況表達  例如 

 
 葡萄園工人的心情    太 20:  1-16   別人貢獻極小，但得到的報酬與你相同 

 好撒瑪利亞人的心情    路 10: 25-37     幫助一個鄙視你的人 

 十個童女    太 25: 1 -13  在最重要的時刻，發現自己未準備好 

4 現今例子 察看新聞，電影或電視劇，搜尋現今社會或者生活例子.     

 

            例如誰像撒該？ 
查經講及撒該， 在介紹撒該的職業和社會地位時， 可以用低民望高官，來比喻這類有錢有

權勢的人。想像如果高官、或者富商爬上電橙柱去望一個人， 其他人有什麼反應呢？ 

 

            例如誰像浪子，   例如誰的行為可以表達父親的愛？ 

 

例如哪個事件，可以表達 “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  弗 4:1 

 

例如哪個事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保羅的祈求  弗 4:14-21 

Can you recall times growing up when you asked your parents for things that 

seemed important or fun at the moment, but were not satisfying in the long run？  

5 圖像化圖表化 請用 

         圖表來表示睚魯的信心指數 (可 5：22-43)。 

         圖像來表示撒該幾個不同的心情 (路 19：1-10)。 

         圖像來表示耶穌行某奇蹟後，周圍不同人的心情。 

6 角色扮演 葡萄園的比喻        太 20:  1-16 

           扮演葡萄園工人   與扮演園主 

           角色扮演後，分別表達個人的感受 

7 何不如此 反問思考  …如果我是戲劇作家 

按才幹受責任的比喻，為什麼有 3 個僕人，2 個僕人不足表達比喻嗎？ 

五餅二魚神蹟裡，為什麼耶穌不用石頭變餅？ 

 

For other materials related to 2014 DNA Adv Training, please go to:  http://tinyurl.com/dna2014at 

  

http://tinyurl.com/dna2014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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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 3：    試回答以下比喻的問題 

 

 

無用的僕人  ----事奉動機的再思         路加福音 17 章 7-10 節 

 

這個比喻是難於理解的。 

 首先，看來耶穌是容許奴隸制度的。 

 第二，它看來是不關懷又不公平的。 

 第三，這不是我們的經驗。我們習慣獎勵忠心的僱

員，我們也期待僱主慷慨的感謝讚賞。 

 

問題 

 這個比喻以當時猶太常見的農莊生活為背景。 

比喻中有什麼人物？ 他們分别做了什麼事？ 

 

 耶穌是不是鼓勵奴隸制度的？為甚麼？ 

比喻中的僕人, 未受到賞識獎勵, 但還在勤奮工作。 為甚麼？ 

 

 僕人說: 所做的本是我們應分做的。什麼是本分？ 

 
如果兒子對爸爸說：「我考試合格，你不獎勵我，我不次不讀書了。」你認為合理麼 ？ 

                                   「如果今晚我食了晚餐，你明早要給我買新玩具。」你認為合理麼 ？ 

如果員工對雇主說：「「如果我這個星期準時上班, 你必須給我禮物。」你認為合理麼 ？ 

 

 「無用」是是什麼意思 ？ 僕人完成工作，說自己是無用的僕人。為什麼這是應該的？ 

耶穌這個比喻中，看來不關懷不體恤。他想我們明白什麼？ 

 

 經文背景是，門徒請求耶穌加增他們的信心。 

當時在猶太地區的人都知道，野桑樹的樹根非常深，而芥菜的種子非常細小。 

為什麼小小的信心, 足夠做大事 ？ 這和僕人的比喻有何關係？ 什麼是真的信心？ 

 

思考 

 什麼是人的本分？什麼是基督徒的本分 ？  

 

 捐獻與奉獻，一字之差，兩種概念，兩個意境。他們有什麼不同？ 

 

 選擇參與事奉 (Choose to serve) 與 選擇作僕人 (Choose to be a servant) 是兩種概念。 

他們有什麼不同？  我們是否有一種僕人服事的使命感？我們是否有真的信心？ 

你為何事奉？ 對你來說，選擇作僕人有什麼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