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恩光堂小組研習材料內容簡介：                        9/2010. 

人論   (6 課)  主旨： 這是一個認識人存活的目標價值的課題，也適合作佈道性的研習 

1. 從造物者看自己 

焦點：了解我們是神特別的創造，並從神的眼光來了解自己。 

2. 有其父必有其子 

焦點：了解「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意義，並知道這觀念對人的影響。 

3. 上帝之子  

焦點：了解「人是上帝的子女」的意義，並知道這位父親的屬性。 

4. 沒有完美的人 

焦點：了解「人犯罪帶來不完美」的原因，並知道神仍願意醫治與赦免。 

5. 完美的人 

焦點：了解耶穌是人的典範，讓我們也立志學習像祂。 

6. 生命勝於死亡 

焦點：了解人們對死亡的態度以及對永生的觀念。 

 

比喻系列  (13 課)    

主旨：本課題乃透過耶穌所講的比喻，以研經式討論檢示自己的屬靈生命狀況，從而彼此激勵。 

01 法利賽人與稅吏     02 浪子的故事     03 撒種比喻     04 無憐憫心的僕人  

05 好撒馬利亞人  06 有錢的愚人  07 盛大的宴席  08 蓋房子與王  09 兇惡的園戶  

10 五千兩銀子     11 葡萄園的工人   12 十個童女    13 麥子與稗子 



以斯帖記  ( 9 課)  

主旨：以 9 次研習讀完一卷聖經，並藉此建主信徒善美的品德 

1. 從尊敬談起    ----   焦點：探討以斯帖記故事的人物特質 

 

2. 信賴神在做工  ----   焦點：探討神默默地引導信徒生活 

 

3. 評估別人的勸告 ---   焦點：思考給人建議或接受別人建議 

 

4. 選擇正確的事   ---   焦點：擇善固執需要勇氣 

 

5. 心情故事       ---   焦點：探討內心的品質 

 

6. 不公義         ---   焦點：探討人性不討神喜悅的部份：不公義 

 

7. 不計代價       ---   焦點：探討社會公義的彰顯與我們的態度 

 

8. 信實的神       ---   焦點：探討神的信實與人的信實 

 

9. 慶祝與紀念     ---   焦點：探討紀念與慶祝的意義 

 

 

責任   ( 4 課 ) 

主旨：這是透過聖經談及信徒對社會、對婚姻、對朋友、對家庭的責任與改善方法 

 

01／世界的公民  

02／身體的一部份  

03／耶穌的門徒  

04／家庭的一份子 

 

 



生活形態系列   ( 13 課 ) 

主旨：本課題乃建立信徒應有的心態，及要付諸行動。 

00 生活形態系列簡介  ---  焦點：探討人的個性與生活形態的關係 

01 生活／快槍俠初探  ---  焦點：思考自己的雄心與抱負應放在何處 

02 生活／快槍俠進階  ---  焦點：思考自己的雄心與抱負應放在何處 

03 生活／完美主義初探 --  焦點：思考耶穌所教導的完全 

04 生活／完美主義進階 --  焦點：思考完全的觀念 

05 生活／自信者初探  --  焦點：探討基督徒對物質生活與永恆價值之間的關係 

06 生活／自信者進階  --  焦點：自信心，不建造在肉體上，乃在基督上 

07 生活／叛逆者初探  --  焦點：從世界觀點看，基督徒是個叛逆者？ 

08 生活／叛逆者進階  --  焦點：從世界觀點看，基督徒應是個叛逆者！ 

09 生活／冒險家初探  --  焦點：思考生命與冒險的關係 

10 生活／冒險家進階  --  焦點：思考保羅為何在傳福音上如此冒險 

11 生活／委身者初探  --  焦點：思考基督徒的委身觀念 

12 生活／委身者進階  --  焦點：探討基督徒的委身與黑暗世界的關係 

 

聖靈果子系列  ( 9 課) 

主旨：透過探討 9 種聖靈果子，建立聖徒美善的品格生活。 

01 仁愛     02 喜樂      03 平安     04 忍耐      05 恩慈  

06 良善     07 信實      08 溫柔     09 節制 



尋寶查經彼此認識 ( 1-8 課 )  

主旨：透過主題的研習促進組員彼此及自我的了解，互相建立。 

1. 彼此認識         2. 試煉中成長       3. 屬靈生活的開始       4. 壓力 

5. 跟隨基督腳蹤     6. 無知的有錢人     7. 全能的神             8. 耶穌基督 

 

愛   ( 6 課 )  

主旨：建立聖徒最重要的生命特色「愛」 

01 愛的榜樣     目標／從主的示範學習服事別人 

02 愛的例證     目標／愛要有所計劃有所行動 

03 愛的命令     目標／從主學習愛 

04 愛的實踐之一   目標／在不可愛的世界中如何去愛 

05 愛的實踐之二   目標／愛人不在於言語乃在於對應人的需要給予扶助 

06 愛的實踐之三   目標／最重要的愛是讓人得著真理的主有永恆的生命 

 

 

更新  ( 4 課 )  

主旨：從「家庭生活、個人心態、教會事奉、社會責位」四方面檢示生命。 

 

1／改得更好  

2／更新之風  

3／更新方向  

4／更新與腐敗 

 

 



單身系列   ( 11 課 )  

主旨：在本系列的討論中，我們要探討一些單身生活或身分所面臨的衝擊，我們要從聖經了解，到底聖

經對單身者的朋友、親密關係、情慾表達、被拒絕的經驗、孤單感、特殊的生活形態等給予怎樣的看法

和指導。 

 

00 單身生活系列／簡介 焦點：介紹單身生活系列課程 

01 友誼初探           焦點：思考耶穌所教導的友誼觀念 

02 友誼進深           焦點：思考保羅所提單身觀念 

03 親密關係初探       焦點：思考人與神間的親密關係 

04 親密關係進深       焦點：談談保羅所提出的基督徒生活 

05 情慾表達初探       焦點：探討人的情慾 

06 情慾表達進深       焦點：談談不正常性關係與身體的重要性 

07 被拒絕的經驗初探   焦點：探討被排擠、被拒絕與回應 

08 被拒絕的經驗進深   焦點：探討被排擠、被拒絕與回應 

09 特殊生活形態初探   焦點：探討基督徒的特殊生活形態 

10 特殊生活形態進深   焦點：探討情慾與聖靈的關係並「愛人如己」的服務原則 

 

婚姻系列  ( 13 課 ) 

主旨：這系列適合已結婚的夫婦一同參與，亦可作為有意結婚的情侶參加。透過 13 個課題要幫助參與者

找到適當的配合，願意花時間想想彼此不同的價值觀，思考如何使婚姻更蒙福；分享愉快的事，並從不

愉快的事件中學習；瞭解教會大家庭對婚姻的意義；認識兩性關係帶來的愉悅；回憶不久之前婚姻的誓

言「至死不渝」。 

 

★伉儷小組查經計畫簡介 - 彼此認識   0 暖身 -- 創世紀 2：18-25 

★人生有甘有苦      1 一開始充滿艱辛 --  馬太 1：18-25 

2 酸甜苦辣   --  雅各 1：2-12 

★愛心、尊敬與親密  3 溫柔的避難所  --  路得 2；4-13；4：13 

4 順服的美德   --  以弗所 5：21-33 

★人人不同          5 到底幫不幫忙？ -- 路加 10：38-42 

6 彼此相需   --  林前 11：3-12 

★大家庭            7 母親角色   --  約翰 2：1-11 

8 家內事  --  提前 5：1-8 

★夫妻一體          9 愛的詩篇  --  雅歌 1：16；2：1-7；4：1-7 

10 我屬於你  --  林前 6：12-20；7：2-5 

★至死不渝          11 古老的愛情故事--創世紀 29：16-20；35：16-20 

12 攜手同行  --  林前 7：10-16 



 

成功系列   ( 13 課 )  

主旨：我們的社會對成功有很多衡量的方法，這個 12 個課題探討基督徒看真正的成功到底是如何定義

的，大家有機會思考成功的不同角度與觀點，了解聖經對「成功」的界定。相信透過分享、溝通與討論，

組員會對真正的成功有更清楚的認識。 

00 成功系列簡介        --  焦點：探討什麼是真正的成功 

01 成功／在權力上成功  --  焦點：探討人們對權力的追求 

02 成功／權力的表現    --  焦點：探討真智慧與真能力 

03 成功／在財富上成功  --  焦點：探討人們對財富的追求 

04 成功／在財富上成功  --  焦點：探討貪財的問題 

05 成功／從地位看成功  --  焦點：探討人們對地位的追求 

06 成功／從地位看成功  --  焦點：探討與地位相反的東西 

07 成功／成功與快樂    --  焦點：探討人們對快樂的追求 

08 成功／成功與喜樂    --  焦點：探討基督徒可以靠主喜樂 

09 成功／成功與自我實現 --  焦點：探討耶穌說，為了要找到自己，必需捨掉自己 

10 成功／成功與自我實現 --  焦點：從保羅的監獄書信片段，探討保羅的自我實現觀 

11 成功／成功與服務    --  焦點：帶出高品質的服務才是真實的成功境界 

12 成功／成功與服務    --  焦點：探討情慾與聖靈的關係並「愛人如己」 

的服務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