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基要二 – 查經
信徒基要二 – 查经 (实践性) [学员部份]
提摩太后书 2:15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1. 本段经文的上下文可由那里开始, 那里结束?
2. 字词意义 (参考其它中文或英文译本, 如 King James Version KJ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或研经书藉资料等)
a. “道”是甚么意思?
b. “按正意分解”是甚么意思?
3. 从以下的经节, 总结正面或负面的查经情况
a. V2:2
b. V2:14
c. V2:16
d. V2:22
4. 作无愧的工人和正确解释圣经有甚么关系?
5. 怎样才能按正意分解真道?
6. 这节经文能归纳出甚么的查经态度?
使徒行传 17:11 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圣经，要
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1. 本段经文的上下文可由那里开始, 那里结束?
2. 这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程 (v15:36), 由圣灵带领下展开向马其顿的布道工作
(v16:9), 试观察由腓立比(v16:12)开始, 到庇哩亚(v17:10)之间发生了甚么事件, 到
过那些地方.
3. 从 v17:1-9, 帖前 2:13 及 帖前 5:20-22, 观察帖撒罗尼迦人如何接受这道.
4. 字词意义 (参考其它中文或英文译本, 如 King James Version KJ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或研经书藉资料等)
a. “贤于”是甚么意思?
5. 庇哩亚人如何验证他们领受的道?
6. 这节经文能归纳出甚么的查经态度?
雅各书 1:24-25 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25)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
人自由之律法的，幷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
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1. 本段经文的上下文可由那里开始, 那里结束?
2. 关于听和行, 试比较太 7:24-27
a. 观察两种人有甚么相同和分别
b. 是甚么导至这两种人完全不同的结局?
3. 黙想为甚么雅各说行道的得福而不是听道的得福? 大部份的信徒是这样理解的
吗?
4. 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欺骗和 歌 2:4 保罗所提到的欺骗有甚么分别?
5. 这节经文能归纳出甚么的查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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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 1:10-11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 (11)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
幷怎样的时候。
提摩太后书 3:16-17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
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17)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
事。
1. 你怎样理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
注: 神所黙示, 参 NIV: God-breathed 神呼出
2. 圣经有那几方面的作用? 试思考每一方面的作用.
3. 从上文能否找出更多关于圣经的作用?
约翰福音 5:39 你们查考圣经（或作：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
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1. “你们”是指谁?
2. 耶稣认为圣经见证祂, 但为甚么他们不能从圣经中得出此结论?
3. 从37节(上文), 耶稣说如果不相信祂是神所差来来的, 其实代表甚么的处境?
马太福音 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1. 人活着和食物有甚么关系? 你认同神的话和人活着有关吗? 为甚么?
注: 耶稣引用的经文在申命记6:16
2. 参考其它译本或英文圣经,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甚么意思?
3. 阅读创世纪2:16-17, 3:1-5, 比较为甚么耶稣在面对这个试探时会引用本节申命记
的经文?
马太福音22:29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罗马书 15:4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
以得着盼望。
歌罗西书 2:6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1. Col 2:6 (ESV) Therefore, as you received Christ Jesus the Lord, so walk in him,
Therefore(所以) 是甚么词, 在文字中有甚么作用?
2. “遵祂而行”是甚么意思? 和我们查经有甚么关系?
3. 比较及思考 歌罗西书3:16 及 约翰福音7:17
使徒行传 20:32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
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以赛亚书 34:16 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为我
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
以斯拉记 7:10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2/3

信徒基要二 – 查經
经文与原则总结
经文
提摩太后书 2:15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
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
的道。
使徒行传 17:11 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
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雅各书 1:24-25 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
的相貌如何。 (25)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
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幷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1Pe 1:10-11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
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
(11)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
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
么时候，幷怎样的时候。
提摩太后书 3:16-17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
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
的， (17)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
各样的善事。
约翰福音 5:39 你们查考圣经（或作：应
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马太福音 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
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
里所出的一切话。」
马太福音22:29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
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
能。
罗马书 15:4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
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
慰可以得着盼望。
歌罗西书 2:6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
稣，就当遵他而行，
使徒行传 20:32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
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
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以赛亚书 34:16 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
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为
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
以斯拉记 7:10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
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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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