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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督教教育槪论 38-40 成人基教之「带领小组查经」 

 

(Ⅰ) 书籍： J.F. Nyquist <Leading Bible Discussions> (IVP 1967) 

  李林静芝 <小组查经手册>（校园 1974） 

  Leticia A. Magalit （谢春明译）<如何带领查经>(长青 1974) 

 其他： 蔡张敬玲<人子耶稣 – 路加福音查经资料，组长本及组

员本>（证主 1983） 

 

(Ⅱ) 小组查经领导之职份 

(1) 了解及关心组员，多祷告等候。 

(2) 预先深入研究经文（归纳法） 

也可鼓励组员亦作预先之准备，私自用归纳法研究经文；不然，最好

至少能先看经文几遍，略加思想，如果他们能够观察经文内容，甚至

看看一些简易的注释（例如：浸会<成、青年级主日学课本>之学生本）

则更佳。 

(3) 预备讨论问题。 

(4) 带领查经讨论。 

(5) 检讨、跟进。 

 

(Ⅲ) 预备讨论问题 

(1) 小组查经的益处 – 不是解决圣经难题，而是：－ 

(ⅰ) 帮助组员培养经常研经，读经的习惯。 

(ⅱ) 帮助组员察验自己对经文之了解的准确性。 

(ⅲ) 组员可以从实际生活，经历中印证神的话。 

(ⅳ) 一起思想经文的应用，可有更全面性之作用。 

(ⅴ) 组员之间可以更深切地交通，彼此关怀，互相教导。 

(ⅵ) 让组员有机会学习基于圣经的交谈。 

(ⅶ) 使组员慢慢学到以查考圣经来应付平日生活遇到的问题。 

 

问题 – 以上七方面的益处，有那几项是个人查经所不能达到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明了小组查经这些特色，我们便可实际地准备小组查经领导之事工。 

 

(2) 拟订该小组查经的目标 – 私自用归纳法，研究经文后，我们会找到

经文之教训，明了及应用这教训，便自然是该查经的目标。若有多于

一项的教训，可选其中一，二，每次查经不可有太多不相关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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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私自研究的结果，拟订三类的讨论问题 – 观察、分析、应用问

题。 

(ⅰ) 观察问题 - 这是直接察看经文内容便可得着答案的问题，该不

需要经文外的知识。 

(ⅱ) 分析问题 - 这些问题应带出经文的教训，就是带出以上提过

「查经目标」的问题。 

(ⅲ) 应用问题 - 如何实际地用分析出来的教训。 

  这些问题是没有正确的答案。 

 

好问题的特点：－ 

(ⅰ) 能启发参加者的思想，引起讨论。 

(ⅱ) 有确定的答案（虽然不一定有标准答案）。 

(ⅲ) 适合参加者的程度。 

(ⅳ) 使参加者多注意经文。 

(ⅴ) 能引导参加者答出重点，使查经达到预期的目的。 

 

不好的问题是：－ 

(ⅰ) 太简单或太深奥。 

(ⅱ) 太长、太复杂。 

(ⅲ) 太笼统。 

(ⅳ) 钻牛角尖。 

(ⅴ) 引起无休止的争论。 

(ⅵ) 根本与经文无关连。 

(ⅵ) 希望带出自己或解经书主观感受或观点。 

 

注意：－ 

(ⅰ) 可以整段经文观察、分析，然后应用，但也可把经文分小段，每

小段有观察、分析、应用问题。 

(ⅱ) 小心时间分配，不可有太多的观察问题，应至少有三分一至一半

时间，讨论，应用题目。 

(ⅲ) 所预备的问题不应太限制性，查经时小组不一定能够绝对跟循预

定计划之途径来思想。 

(ⅳ) 问题以外也要预备查经前的「引言」。引起组员研究这经文的兴

趣，并帮助他们集中思想于研究之范围。 

(ⅴ) 经文难题 – 不要发问，但准备答案，以防有人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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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带领查经讨论 

(1) 准时开始。 

(2) 让组员彼此认识，间中再提醒组员应如何参加这小组查经。 

(3) 祷告、安静作「引言」。 

(4) 读经 – 由一个人、几个人，或大家默读，读经目的是让组员对整段

经文有点印象，因此不要轮流每人一节地诵读。 

(5) 可以给组员几分钟时间默读，可同时间问一条观察问题。 

(6) 讨论所预备好的问题。 

提示：小组查经不是：－ 

 

 Ⓛ Ⓛ Ⓛ 

   

 

 小组讲道 小组考试 自问自答 

 

 Ⓛ Ⓛ Ⓛ 

 

   

 

 

 二人对唱 三人垄断 自由交通 

 

 

小组查经是： 

 一小组人在一位带领者用启发性的问题带领下一同以谦虚、客

观、互助、诚恳的态度在一起查考神的话 –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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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带领 

1. 发问题时声音要清晰、目光环视全体参加者，以引起大家的合作，

避免只对着一位爱说话者发问。 

2. 当大家对所发的问题没有反应时，要再重复一次刚才的问题或改

用另一个方式问他们，直到每一位都听清楚也了解了。 

3. 对每个人的意见表示欢迎，但也不满足于仅有一个答案。（尤其

是意义及应用方面的问题）。 

4. 有忍耐的心愿意等候，给人时间考虑，不要怕沉默的时候。 

5. 态度热诚，有渴切等候答案的表情。 

6. 对自己的预备要有弹性，可以随时改变所写的问题。 

7. 谦虚地接受异己而正确的答案。 

8. 在每一个问题及段落之后要作简单结论。 

 

如何应付困难的情形 

1. 参加的人没有事先准备 – 可以给他们一段时间自己安静默读并

思想此段经文，并于结束前提醒他们为下次查经预备。 

2. 不开口的人 – 一方面鼓励尚未发言的人说话，一方面对着他发

一个比较简单的题目。 

3. 助教型的人不停地讲 – 可以温和婉转地遏止他，并于发下个问

题时不再看他，暗示他应把机会让给别人。 

4. 遇到旁涉的情形 – 带领人要随时警觉于旁涉的发生，可以向提

出旁涉问题的人；这点记在今天所查经文中之第几节？以便把握

住查经的方向。 

5. 有人给以没有意义的答案时 – 仍要很有礼貌地谢谢他，然后问

其他人还有什么补充的地方。 

6. 初次参加者或非基督徒 – 除了鼓励他们发言，并给他们以简明

的问题或请他们读一节圣经。 

7. 专挑难题的人 – 可以请他暂时把题目搁置，等到会后再讨论，

当然说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和善亲切，面带笑容。 

 

(7) 总结、祷告 

 若不够时间，可用最后五分钟「讲解」未查之经文，必要时可以

把那些经文读出来便结束。下次查经时要研究别的经文，切勿把未查

完之经节留作下次查考！！ 

 祷告目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服从经文所教训，真正地把它应用于每

人生活中，祷告可采用轮流短祷形式。 

 

(8) 准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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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检讨、跟进 

(1) 检讨查经时之情形。 

(2) 检讨自己领导的效能。 

(3) 思想小组整组及每位组员(按名字)该有何得着。 

(4) 跟进 - 为每位组员(按名字)祈祷，求神帮助他们把所领受到的活用

出来。 

 - 可以个别与组员分享他们能否把经文活学活用。 

 - 亦可以下一次查经前用几分钟给各人分享。 

 - 思想有否那些组员需要私自与他们倾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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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如何领圣经小组查经 

 

A. 如何预备小组查经 

 

有五样东西你需要预备的：－ 

1. 圣经 – 你需用那一种译本呢？ 

a) 预备时： 可用现代中文译本，因为这些查经资料都是以

这译本为主。当然，最好也能参考其他译本，

如 R.S.V.（虽然会比较没有那口语化），或 N.I.V.

你会需要比较不同译本，而发现用字方面的不

同。如和合本用「虚心的人有福了」，中文译

本则译成「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

啊！」 

b) 查经时： 每一组员都必须用同一译本的圣经。这些查经

资料是用现代中文译本写成的，是适合福音性

查经及那些不惯读圣经的人用的。成熟的基督

徒小组可用和合本或 N.I.V.为了更容易明白经

文，查经时可以参考其他译本。 

 

2. 适当的查经资料 

a) 在查经小组进行查经时使用：－ 

－ 摘要 

－ 讨论问题 

－ 应用 

－ 给慕道者用（在某些情况下，应用的问题已是慕

道者的问题时，则可将此问题栅去。） 

b) 在查经小组之前预备时使用：－ 

－ 答案提示 

－ 经文解释 

－ 其他经文 

 

3. 如果可以，可用圣经注释书籍。 

 

 

4. 笔记 － 预备查经的笔记。 

 

5. 铅笔及擦纸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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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 

1. 为你的小组，经祈祷后，小心选择适当的查经资料。 

2. 你要先决定用「小组一起查经」或「分裂小组查经」(Buzz Cells)的方法。并

且要清楚如何使用这方法。 

3. 小心研究有关「实用教材」中的「分析经文」及「小组推动性参与」(Group 

Dynamics) 。 

4. 研读有关经文数遍，同时不断祷告、思考，直到能把握经文内容。 

5. 深入研究经文，并使用「经文解释」来作帮助。 

注意： 当「经文解释」中有 * 在旁边者，就是在你未读出讨论问题前的

一些重点分享，这可以帮助组员对整段圣经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

若可以的话，亦可用圣经注释书籍，来帮助大家有更深入了解。 

6. 查看「其他经文」所提供的参考（如果有的话）。在查经时，如适合的话，

可以使用这些经文。 

7. 做好讨论问题的答案。但不可参看答案提示，并记下任何你在祷告时所领

受的亮光。 

8. 参照答案提示，再深入研读及加入自己的新想法。若需要，可作个人笔记。 

9. 在笔记中记下一些见证、故事、例子、领悟及其他可以引起讨论的有趣味

的事物。 

10. 若果你决定用「分裂小组查经」的方法，你必须预先印好足够的「讨论问

题」，例如：你若将小组分成五小组，你则需要印五份。 

11. 祈祷、祈祷、又再祈祷！信靠圣灵去引领这查经小组，并会结出果效。 

 



 

 -  8 -   

如何领小组查经 

 

查经之前要注意的事情 

1. 查经地点 

所有实地准备功夫都应在查经开始之前便办妥。如圣经，足够椅子，音响

器材等，应该有预先准备好的气氛。 

 

2. 查看是否有齐所需的东西 

－ 每人一本圣经。（同一译本） 

－ 如果你用「分裂小组查经」方法，则每一小组便需要有一份「讨论问

题」。 

－ 你带查经时用的个人笔记。 

 

3. 将会出席的人，为他们多作祷告，求神的话语开启他们的心。 

 

4. 在未查经之前，安排一段时间来赞美、短诗、见证、祈祷及分享。若果参加

者都是成熟基督徒，这形式会是十分适合，但若果参加者是初来者，对这形

式会觉得有点不自然。所以请小心留意，在某些情况下，查经之前大家彼此

交换姓名及背景会可能比较适合。 

 

5. 有时可以在查经之前一同吃茶点或吃饭，如果是福音性聚会，初来者应在查

经之前感到轻松下来，一餐饭，一套电影，放幻灯，短诗等都可以帮助达到

这目的。 

 

6. 进入正式查经的过程，应有时间控制，在适当的时候，请大家坐下开始查经。 

 

 

查经时的步骤 

1. 虽然这并不是明文规定，通常查经都是以祈祷作为开始及结束。有时如果有

非基督徒在查经小组中，最好不要在开始时祈祷，免令他们感到不自然。（不

过，在结束时，就算有非基督徒在当中，以祈祷结束是顺其自然的事，因为

大家刚刚查考、默想过神的话语） 

2. 大家一同读所查考的那段经文。 

3. 为所查考的经文作一简短介绍。你可以用经文摘要来作介绍。 

4. 若有需要，你可作简短的解释，来帮助小组组员更清楚这段经文，但你绝对

不可代答任何的讨论问题，在经文解释有 * 在旁边的，是需在查经开始之前，

作重点分享。其他的解释，可由组长决定应否分享，组长亦应对「其他经文」

熟识。在简介时你可能用不着这些经文，但查经开始之后，这些经文便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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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派用场！ 

5. 进行正式查经，看人数及其他重要因素来决定应用「小组一起查经」或「分

裂小组查经」的方法(Buzz Cells)。 

6. 绝对不可将答案提示读出，应时常鼓励组员默想圣经话语；答案应从问题的

引发而对神话语，作深思后而来的。这让圣灵有机会大大作工，但必须依照

「实用教材」中有关「经文分析」及「小组推动性参与」(Group Dynamics)的

建议。 

7. 在查经完结之前或可问「有没有什么问题？」这特别是在新或福音性查经小

组有作用。 

8. 查经完结时，最好用祈祷来结束，特别是学习到的真理。 

9. 要准时结束，让组员有「饥渴的心」胜于「过于饱和」，特别要留心那些想在

查经后留下私谈的组员；尽量认识他们及给与他们时间，这是十分值得的！ 

10. 有些查经资料会比预料中长一些，若是如此（或可行的话），可将它分成两次。

在下一星期再查完。 

11. 组长应记得多谢主人的款待，茶点或饭餸等。 

 

 

小组查经成功的秘诀 

作为一个组长，你的目标是要达到经文的中心及教训，并帮助组员将这经文应用

到他们的生活上。这些最后建议可以帮助你：－ 

1. 去准备好，经常翻看这些预备及带领查经的提示。你必须明白那段经文中

最主要及最困难的地方。当你预备的时候，要预测一下在查经时大家会提

出的问题。 

2. 集中在经文本身，在回答问题及观察经文时，要不断带领组员回到经文的

中心内容。 

3. 不要忧虑讨论暂时离开范围，这或会有好处，要衡量情况，特别是留意那

小组的需要。他们所谈及的有属灵价值吗？是否能帮助一些组员更明白所

查考的圣经？有时特别是在组内有些初加入查经者，可以渗入一些不在查

经主题内的个人见证、经验或意见，这会有剌激作用。这类情形可以容让

进行一段短时间（记住：圣灵会随时有效地使用一些没有备课的教导） 

  过了一段短时间后，你可以静静地说：「多谢你的意见，它们是很有用，

但现在让我们回到今日查经的主题…我们刚才说到那里呢？经文怎样说

呢？我们刚才问了一条什么问题呢？」另一方面，若常有离题而影响整组

查经的进行时，你则要口气比较坚决地说：「我们若不小心，可能今晚深夜

才完结，让我们只讨论剩下的问题，若你喜欢，让我们查完经才继续谈论

这其他的话题。」 

4. 若你在查经时不能答出其中一些问题，请不要担心这并不要紧。无人祈望

你可以知道所有的东西，你可以这样说：「很多谢你，那问题是很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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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容易解答，一条好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好的答案，我会问问牧师，在

下一星期才给你一个答案。」注意：在下次查经时，记住你一定要有一个答

案才好！ 

5. 若有人在分析经文上有错误，请不要作敌意的批评，不要引起争论！反之，

要鼓励他们从经文中找出经节去支持他们的论点。「经文是否这样说？在那

里呢？其他组员对此有何意见呢？」 

6. 诚实是十分重要，作为一个组长，你要将圣经真理应用在你自己的言行生

活上面，作为组员的榜样，千其不可有属灵的虚伪！ 

 

 愿神厚厚祝福你在查经小组中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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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实用教材」Practical Aids 

 

A. 分析圣经经文 

 

 这种查经是用「归纳化」方法，就是从提出问题而找到答案

真理。可留意到那些讨论问题如何带领组员去观察、分析及应用

圣经真理。一个组长应该懂得分析一段经文，包括从它的历史、

文学、社会及圣经立场来看。所以，预备功夫是非常重要，你亦

可以用「解释经文」来澄清一些比较难明的地方。一个查经小组

是否能深入研究，进入真理及成功，是有赖于那组长能否很小心，

以祈祷的心来预备查经。 

 

B. 「小组推动性参与」(Group Dynamics) 

(如何帮助每一个组员积极参与) 

 

 查经的其中一好处是让人可以思想神的话语，这可以让圣灵

作感动的工作，尤其是当这查经是深入研究及带领得好。记住的

是当人越多参与查经，他们就越多得着。带查经的组长应尽量提

出促进思考的问题，鼓励组员多作答复及控制讨论的进行。 

 通常「分裂小组查经法」最能鼓舞参与，所以最好能多使用

这方法，不过，你若能跟着以下的提议去做，你仍可在一大组人

中，有积极的查经：－ 

 

1. 促进思考的讨论 

a) 尝试引发组员之间有讨论，而是不单止限于组长与组

员，不要讲得太多！记住，你越讲得多或答太多问题，

组员就越少得着。 

b) 用问题，这是你激发小组的最有效工具，永不将答案

提示中的答案读出。你应该发问好的问题，将组员引

到正确的答案去，最好用提供的讨论问题作为出发点，

但你亦可用以下一些问题去促进讨论：－ 

- 「其他人有怎样想法呢？」 

- 「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呢？」 

- 「经文还有什么说呢?例如，请看第８节。」 

- 「这是其中一个看法／部份的答案，有没有其他

可能的解释／分析呢？你认为怎样，王弟兄？」 

- 「在当时／对那时有关的人／在那文化中／以当

时历史来说，等等，有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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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们今日的历史／文化来看，有什么意思

呢？神向我们要说些什么呢？」 

（记住以上及其他有用的问题） 

c) 有时我们需要重复或换一个方式去问同一的问题，当

一条讨论问题读出后，很自然大家都会停顿／静默下

来，因为组员需用少少时间去思考所听到的问题，但

是，当大家停顿／静默太久后，你便要将所问的问题

用另一方式来再发问。 

 

2. 鼓励组员作「深度答复」 

 在查经的开始，很自然地大家都不着急回答问题，当

你继续用促进思考的问题去发问时，慢慢地他们便会有更积

极的参与。 

a) 鼓励及增加组员的自信心去继续答问题及参与，但千

其不可令任何人觉得自己愚蠢，可笑或自卑。 

b) 不要怕停顿或冷场，让大家有时间去思考，他们最后

都会说一点东西的！当有停顿／静默时，将问题重讲

一次或换另一方式再问多一次！ 

 （看以上１ｃ．） 

c) 补充答案，当组员对这问题已提出所有可能的答案后，

组长应补充一些有趣味的意见，额外的经节等，这或

可再引起讨论，你或可用一些趣闻、见证、例子、事

件等，正常来说，组长应在预备查经时已预备好。记

住：避免垄断整个讨论的试探，这会难阻整个小组的

推动性参与。 

d) 有深度的答案，可用「其他经文」来带领组员对经文

有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当讨论是有些肤浅时，你可

以说：－ 

 「大家所讲的都对，但在某经节来说，这有更深入的

意义／应用，有没有人见到呢？」 

 

3. 控制讨论 

 记住你的目的是希望每一个组员有参与，不单是鼓励

组长与组员之间的交谈，更是组员之间的讨论。为了达到这

目的，有时你可能要：－ 

a) 鼓励那些害羞的组员，有时向他们提名问一些较浅的

问题，或者当他们有想参与的迹象时，即请他们作回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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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劝阻那些出声太多的组员，你可以向其他组员发问题，

若有需要，可以向他们私下谈谈，要求他们合作及帮

助鼓励那些沉默的组员。 

c) 控制讨论，虽然有生气的讨论是重要，但有时会失去

控制，以致比较害羞的组员不容易参与，在这情形下，

组长可以使用最简单的策略，就是请大家举手发言。 

 

4. 完结讨论 

 在结束查经时，最重要的是很简单及清楚地总结所学

习到的。在组长未做这点前，他可以请组员先作总结，如问

「简单地来说，我们今日在经文中所学习到的是什么？」或，

若是基督徒「神今天藉着祂的话语教导了我们一些什么？」

然后将他们的意见作一简单总结。这会帮助他们记得所学习

到的及使他们觉得在查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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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检讨 

 以下每一条能应用在你身上的问题，请按着自己的表现给自己评

分，由１至５分，将这些分数写在纸上，然后计算自己的所应得分数。 

 

预备功夫 

我在以下各方面的预备功夫如何：－ 

1. 祈祷？ 

2. 研经？ 

3. 实地预备？ 

（圣经、椅子、讨论问题份数、通告等） 

 

小组推动性参与 

4. 是否每一个人都有参与？ 

5. 我有没有讲得太多？ 

6. 组员之间有没有彼此交谈？ 

7. 「离题」的场面有没有好好处置？ 

8. 我有没有鼓励那些比较害羞的组员？ 

9. 我有没有劝阻那些太活跃的份子？ 

10. 我使用「分裂小组查经」(Buzz Cells)的果效如何？ 

 

查经时的进展 

11. 查经是否有趣生动？ 

12. 我有没有好好地控制时间？ 

13. 所发的问题是否顺利地逐条提出？ 

14. 所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好好地被使用？ 

15. 我所解释的难明重点，是否清楚明白？ 

16. 我们所学习的，有没有应用到我们身上？ 

17. 我能否应付那些困难的问题？ 

18. 我有没有记得去请教有资格的人，有关那些困难的问题，以致下星

期可以给组员答案？ 

19. 那条给慕道者的问题有没有好好地使用？ 

（特别是有非基督徒朋友出席） 

20. 那福音性单张是否有好好地使用？ 

 

完结查经 

21. 我有没有引领组员达到一个清楚的总结？ 

22. 我有没有激发他们作更深入的研究？ 

23. 我有没有尽量使用查经后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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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 － 以百分率作计算 

将你的总分 Ｘ 100，然后 ÷（你所答的问题的数目 Ｘ 5） 

 

例如： 我答了１０条问题，总分是４０分 

 

４０ Ｘ １００ 
＝ ８０％ 

１０ Ｘ ５ 

 

所以你的百分率是８０％，希望你每次都比上次的表现好！ 



 

 -  16 -   

小组查经步骤 

一) 默祷（约一分钟） - 请各组员自己安静在神面前，准备聆听圣灵的训诲。 

二) 把整段经文读一遍。 

三) 请组员把第一段的经文看一次（约三十秒），然后问这段的「  问题」，

请组员作答。（每题不要超过三分钟） 

四) 依样应付经文其他分段。 

五) 用不超过五分钟讨论「分析问题」，以找出经文的中心教训。 

六) 看时间多少，从「应用问题」中选一些来讨论。这些问题没有一定的答案。 

七) 至少用五分钟祈祷，求主教我们不单要听道，且将圣经的教训，应用在自

己的生活中。 

 

注意：－ 

1) 每组人数最好不超过八人。人多可分成几组。 

2) 发问若无人主动作答，可提名邀请。 

3) 不要太注重小节。查经的目的是明白并使用经文的教训。 

4) 要准时开始和结束。 

5) 每次查经一定要巴经文查完。若时间不足，组长可把未讨论的经节读出来，

略加解释了结。切勿把经节留到下次查经来继续讨论。 

6) 查经周前先把经文宣布，鼓励组员先读一次并默想准备。 

7) 若有组员提出经文上的难题，组长可根据「注释」作答，但不要讨论。若

没有组员发问，也不必提出这些问题。 

8) 若组员提出经文外的问题，一律待查经后，私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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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查经指示 

(一) 认清查经的目的： 

1. 真理的教导 

2. 真理的钻研 

3. 学术性研讨 

4. 分享性 – 加深彼此的了解 

5. 真理的应用 

6. 福音性/其他借题发挥 

7. 其他（？） 

 

(二) 认清组别的成员： 

1. 人生经历 

2. 一般背景 

3. 灵命成长 

4. 对圣经的熟识 

5. 组员程度的差距 

6. 组员的关系 

 

(三) 接受现实: 

1. 时间及其他的限制 

2. 查经次数的频密 

3. 组员愿意付出的预备时间 

4. 自己（组长们）可用来预备的时间 

5. 组员的质素/问题组员 

6. 组员的多寡 

7. 其他 

 

(四) 良言: 

1. 让组员明白查经的运作 

2. 事前对经文作最深入的思考研究 

3. 解经书及其他辅助书籍的正确使用 

4. 确定每次查经的学习目标 

5. 好的开始 – 提起兴趣，表明思想路线 

6. 拟定问题 – 弹性 

7. 思想查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8. 祈祷 – 为每一个组员 

9. 查经时对圣灵的开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