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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参加加尔文大学秋季查经小组! 

 

以下有几点建议供小组长和组员参考 

 

• 任何人都可以带领查经。组长负责定聚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每周带领小组讨论指定的

圣经经文。可以由组长做开始和结束的祷告，组长也可以邀请组员做开始和结束的祷告。

也可以两个人一起带领小组。 

• 任何人都欢迎！也许你从没参加过查经小组，也许你带领过不少小组，我们都欢迎你。这

个查经材料的目的是要促进大家在重要的事情上有良好的讨论。它不是为了测试你的神学

是否正确，也不是圣经细节游戏。如果你对圣经感兴趣，或者只是想参加一个小组，我们

都欢迎你。 

• 每周都有一个查经指南，内容包括开场白对话提示，当周的圣经经文，以及一些讨论这段

经文的问题。可以印发给组员。 

• 在结束祷告的部分，可以鼓励大家分享感恩或忧虑的代祷事项。如果愿意，你可以记录下

来，六周的查经结束时，看看上帝回应了哪些祷告。 

• 你可以提供零食、饮料，或一起用餐。有的组长会准备热水壶、茶包、热可可粉，邀请组

员自带马克杯，一起享受热饮。有的组会每周一起吃一顿饭。这些都是很好的安排。 

• 遵守时间！每次查经时间是 60分钟。组长们需要注意掌握时间。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回答所

有问题。 

• 无论你是组长还是组员，每次在小组见面前 都需要祷告，邀请圣灵在你们聚集时运行工

作。祷告大家聚会时，专心聆听神想要对你、对他人说的话。 

• 使徒行传 16:11-40讲述了腓立比教会是怎样开始建立的这段历史。大家需要在学习前读一

读或者听一听这段经文。 

 

六周查经计划: 

 

周 经文 背诵经文 主题 

第一周– 9月 7-13日 腓立比书 1:1-11 1:6; 9-11节 保罗为我们的祷告 

第二周– 9月 14-20日 腓立比书 2:1-11 2:3节 耶稣为我们做的榜样 

第三周–9月 21-27日 腓立比书 3:4b-

16 

3:13-14 节 忘记背后 

第四周–9月 28-10月 4

日        

腓立比书 3:17-

4:1 

3:20-21 节 我们生活在哪里？ 

第五周 –10月 5-11日 腓立比书 4:4-9 4:6, 8 节 不要忧虑 

第六周 –10月 12-18日 腓立比书 4:10-

14 

 4:12-13节 学会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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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预备心灵: 请大家深吸气 4秒钟，屏息四秒钟，呼气放松四秒钟，在吸气四秒钟，屏息四秒

钟，呼气四秒钟。 

 

开始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此聚集，向你祷告。求你透过腓立比书的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

开启我们的头脑理解你的话语，引导我们的心相信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有意愿行出你的话语。求

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被外面的事务所搅扰，让们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与你和我的朋友们同在。

教导我们一起读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热身问题:  你希望从这个查经小组有什么收获？ 

可能的答案如下：…. 

 

学到一些圣经知识 

认识新朋友 

享受和别人一起的时光 

在繁忙课业中，休息一下 

更了解耶稣 

信仰得到坚固 

其它答案…..…..? 

 

朗读腓立比书的背景简介（或者听），然后读经文。可以让一位组员读，也可以大家轮流读。 

 

 腓立比书背景简介：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保罗在腓立比城建立的一个教会。使徒行传 16:11-40 

讲述这个教会怎样从河岸边开始的神奇历史，保罗和他的同工怎样遭遇了许多患难，被投进监

狱。地大震动震开了监狱的门，狱卒也信了主！保罗是从罗马的监狱写这封书信。 

 

腓立比书 1:1-11（和合本） 

          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

监督、诸位执事。 2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为门徒祈求感谢 

3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4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 5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6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

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7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

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辩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8 我体会基督耶稣

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作见证的。 9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10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a]，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

子； 11 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1. 哪一节经文特别引起你的注意？为什么？ 

 

2. 保罗写到神必成全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如果这样，你的生命会 呈现什么样子？你可以完

成这句话帮助你找到答案，“我希望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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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怎样在你的生活，宿舍，家里，朋友，家人中做美好的工作？ 

 

4. 如果你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能做最好的决定”，你的生活会有哪

些改变？ 

 

 

结束祷告：你有什么感恩、喜乐或者忧虑的事，大家可以为你祷告？ 

 
主耶稣，我们祷告我们的爱心能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帮助我们能做最好的决定。

等到基督的日子，我们能成为圣洁无过的人，能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能叫荣耀

称赞归于神。帮助我们未来的一周我们的生活流露出你的爱，可以看到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

中工作。 

我们特别为（组员提出的具体的代祷事项）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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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预备心灵：请大家深吸气 4秒钟，屏息四秒钟，呼气放松四秒钟，在吸气四秒钟，屏息四秒

钟，呼气四秒钟。 

 

开始祷告：感谢神招聚我们在一起。我们为保罗写的这封书信献上感恩，我们感恩，神的灵使

用这古老的话语带给我们新的教导。在我们更多了解耶稣和祂为我们的牺牲的同时，也呼召我们

清楚自己生命中那些需要“倒空自己”的地方。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 

 

热身问题：什么让我们感到虚己（谦卑）？ 

 

朗读以下这段经文。可以让一位组员读，也可以大家轮流读。 

 

腓立比书 2:1-11

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1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

悲怜悯， 2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

乐可以满足。 3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

自己强。 4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

心。 6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7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

象，成为人的样式； 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

架上。 

无不口称耶稣为主 

9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

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11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

神。 

 

趣事：这段经文常称为“虚己圣诗”，希腊原文 kenosis 意思是“倒空”。 

 

1. 实体聚会的感觉有什么不同？（想一想我们在网络上的交流，你觉得缺少些什么？） 

 

2. 基督教与世界上的其它宗教特别的不同之处是，上帝成为人。为什么这至关重要？ 

 

3. 大家说说耶稣成为人，祂放弃了哪些东西（“倒空自己”）？ 

 

4. 因为耶稣是百分百的人，所以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具体的方面耶稣可以与你感同身受？ 

 

5. 耶稣的人性如何在今天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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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祷告： 

你有什么感恩、喜乐或者忧虑的事，大家可以为你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为了我们倒空你自己。你放弃了天上的尊荣，俯就马槽的尘埃和木头的十字

架。你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你清楚我们现在的感受。谢谢你爱我们。求你让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在什么方面倒空自己才能更爱你。 

我们特别为（组员提出的具体的代祷事项）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 Calvin University Campus Ministries 2020 

第三周: 

 

预备心灵：请大家闭上眼睛安静 30秒。 

 

开始祷告：主啊，你此刻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看到我们对什

么事物抓住不放，和我们需要放手的事情。把我们从无法改变的过去中释放出来，把我们带到未

来的希望中，让我们可以被改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热身问题：哪些成就或者品质使一个人成功？ 

 

朗读以下这段经文。可以让一位组员读，也可以大家轮流读。 

 

腓立比书 3:2-16: 

2 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 3 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

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4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

体，我更可以靠着了。 5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

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6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 7 只是我先前以为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做有损的。 8 不但如

此，我也将万事当做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做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9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

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10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

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11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12 这不是说我

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a]。 

13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14 

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15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

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16 然而我们到了

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1. 保罗是受过良好教育、血统纯正的犹太人。这使他有资源、特殊待遇以及权力。但是，他

称这一切都是粪土。人们竭力追求的什么事可能是粪土？ 

 

2. 思考这个问题（可以分享，也可以存在自己心里）：你的过往中，有哪件事你想要忘掉？ 

 

3. 仇敌怎样提醒我们过去犯的错误？ 

 

4.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地跟随基督，应该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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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祷告：你有什么感恩、喜乐或者忧虑的事，大家可以为你祷告？ 

 

满有恩典怜悯的神，感谢你，“东离西有多远，你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主”（诗篇

103:12）。我们以往犯的罪都过去了， 你邀请我们进入自由平安的新生命。不让仇敌的谎

言、声音进入我们的耳朵，帮助我们倾听你真理的声音。我们特别为（组员提出的具体的代

祷事项）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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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预备心灵：邀请大家闭上眼睛，静默 30 秒钟。 

.   

开始祷告：感谢你，慷慨的神，你赐予我们这个小组，你的话语，和这段分别出来的时间。我

们亲近你时，你就亲近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中长进。阿门。 

 

热身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和你一样生活，你住的宿舍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糕？你的课堂会怎

样？你的家庭会怎样？这个世界会怎样？ 

 

朗读以下这段经文。可以让一位组员读，也可以大家轮流读。 

 

腓立比书 3:17-4:1 

17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18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

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 19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

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20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21 他要按着那能叫

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4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

立得稳。 

 

1. 保罗邀请他的读者效法他。有没有一个人（除耶稣以外），他/她所过的生活你也想仿

效？ 

 

2. 在美国大选之际，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意味着什么？ 

 

3. 保罗写道，当我们复活时，我们的身体将和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对

神很重要，那么，人们该怎样对待自己的身体？如果不重要，人们会怎样？ 

 

4. 这周你可以做怎样一件事来体现出你的身体对神很重要？ 

 

 

结束祷告：你有什么感恩、喜乐或者忧虑的事，大家可以为你祷告？ 

 

感谢神，你创造我们的身体，成为人。感谢神，耶稣的复活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对你很重要，

有一天我们也会像耶稣一样复活。无论我们居住何地，求你提醒我们，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帮助我们象爱惜礼物一样爱惜我们的身体，因为它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特别为（组员提出

的具体的代祷事项）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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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 

 

安静心灵：邀请大家做两次深呼吸。 

 

开始祷告：主啊，今天你的话讲到喜乐和忧虑，平安和祷告。帮助我们倾听你今天要给我们的

安慰。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热身问题：说一件你忧虑的事情。 

 

朗读以下这段经文。可以让一位组员读，也可以大家轮流读。 

 

腓立比书 4:4-9  

 

4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5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 

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7 神所赐出人意外

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8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

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

念。 9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

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保罗提醒他的读者两件事：1）主来的日子近了 2）祷告是将我们的生活摆在爱我们的神面前。 

 

1. 人们/你怎样经历神的亲近？ 

 

2. 如果有人“感觉”不到神，是他们的生命出了问题，还是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3. 我们这周可以思想哪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德行

的，或值得称赞的事情？ 

 

4. 我们要避免哪些不真实的、不光彩的、不公义的、不洁的、有污名的、不值得称赞的事

情？怎样避免？ 

5. 祷告是双向的，既要说也要聆听。我们的祷告有多少时间在说，多少时间在聆听？ 

 

结束祷告：你有什么感恩、喜乐或者忧虑的事，大家可以为你祷告？ 

 

主啊，我们感恩你邀请我们把我们的忧虑化为祷告。我们感恩你邀请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

转向真理和可敬的事。感谢你，你是一位总是亲近我们，听我们祷告的主。帮助我们向你聆

听 – 透过圣经、图画、音乐、艺术或者朋友。谢谢你爱我们。我们特别为（组员提出的具

体的代祷事项）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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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 

 

 

预备心灵：邀请大家把手张开，放在大腿上，闭上眼睛。然后做开始祷告。 

 

开始祷告：主啊，请你就在此刻与我们相遇。让我们可以倾听与你，也彼此倾听。（静默片

刻）我们张开手表示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的头脑。（静默片刻）求你就将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充满我们的手、我们的心和我们头脑。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热身问题：哪样食物让你感到很饱足？ 

 

朗读以下这段经文。可以让一位组员读，也可以大家轮流读。 

 

腓立比书 4:10-14 

 

10 我靠主大大地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 

11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12 我知道怎

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13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14 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 

 

 

1. 保罗说“学会了以我所有的为满足”。人们如何学会知足？ 

 

2. 什么会挪去我们的满足？ 

 

3. 保罗知足的秘诀是什么？ 

 

4. 那个秘诀怎样塑造我们的生命？ 

 

 

完成这个宣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能够 __________________ 。 

 

结束祷告：你有什么感恩、喜乐或者忧虑的事，大家可以为你祷告？ 

 

 

主耶稣，饶恕我们，我们分不清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有那么多的欲

望，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多。求你继续教导我们知足，学会单单依靠你。加力量给我

们，使我们能够应对这个学期生活的挑战。我们特别为（组员提出的具体的代祷事项）祷

告，........ 

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