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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位格》互动式查经——开课速导 

作者：保罗.E.米勒 

翻译：张桑泥 

摘要 

这份开课速导： 

• 告诉你如何使用这份手册。 

• 帮助你解决在互动式查经里会遇到的问题。 

• 介绍你了解 seeJesus.net上的其它资源。 

本材料最后的带领者手册也会帮助你与非信徒开始查经。 

注意：学习带领《耶稣的位格》最有效的一次性工具，就是一个小时《耶稣的位格》示范录像（见第 8

点，seeJesus.net 中其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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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见问题 

问题：《爱行在我们当中》这本书和《耶稣的位格》课程之间有什么差异？ 

书和课程包含基本相同的内容。书里每章大约对应课程里的两课。一般而言，课程的内容会比书本更深。

因为小组学习跟阅读书籍很不同，书本和课程对材料的编排会有所不同。 

问题：我需要有学员手册吗？ 

不需要。本课程可以在没有学员手册的情况下使用。 

问题：我需要不间断的上完 48 课吗？ 

不需要。本课程分为五个单元。你可以先上一单元，隔断时间再来上一单元。每一个单元都相对独立，但

是，因为课程之间相互衔接，最好能够按序列完成。举个例子，你越学习怜悯（第一单元），你越想知道

怜悯的界限是什么；因此，接下来两个单元（诚实和依靠神）就提供了界限；最后两个单元告诉我们，爱

带出什么（合一），旅程如何展开（降卑、悲伤和喜乐）。 

问题：我已经看过《耶稣的位格》课程，还是不确定它要如何工作。 

《耶稣的位格》示范录像显示如何教第一课。（见第 3 点“《耶稣的位格》如何开课”和第 8 点

“seeJesus.net 的其它资源”。） 

问题：我能缩短课程或者将一课分为较为简短的部分吗？ 

可以。（见第 4 点“互动式查经如何展开”。） 

问题：我想要跟慕道友使用本材料，但是，我该如何开始？ 

开始本课的绝佳方式，就是先阅读手册最后《带领者指南》里的文章《在变化的世界里传福音》

（p.395）。整本《带领者指南》关注的是如何跟慕道友一起学《耶稣的位格》。（参见《开课速导》第 7

点“我应该使用本课程进行门徒训练或传福音？”） 

问题：小组里必须要有慕道友吗？ 

不需要。很多小组使用本课程进行门徒训练。（参见第 7 点“我应该使用本课程进行门徒训练或传福

音？”） 

问题：你如何让慕道友来参加 48 周的课程？ 

先邀请人们来参加 4-6 次课程，快结束时，问他们是否想要继续。（参见手册最后《带领者指南》，寻求

更多建议。） 

欲知更多信息，请拨打免费电话 

1-866-JesusNet（537-8763） 

给我们发邮件 info@seeJesus.net 

或者登陆网站 seeJes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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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稣的位格》有什么独特之处？ 

• 提问而不是上课。人们享受自己来发现属灵见解。尤其是在信仰和宗教方面的事宜，人们更喜欢得

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被告知要相信什么。当被问及他们有何看法时，人们会感到更投入和被尊

重。 

• 有深度的问题。课程中的问题被作者教导过也修改过，以形成能够引发最好回应的表达。这些问题

之间精心排序，每个问题都在逻辑上与上一个问题衔接。 

• 在归纳式或演绎式教导之间保持平衡。本课程的核心是归纳式教导，其中包含的是有深度的互动式

问题；然而，如果课程只有归纳式的教导，就有风险，组员只分享他们感受却错过了纯正的内容。

所以，每一课也都包含了相当数量的直接的演绎式教导。 

• 圣经里的见解。课程深入到圣经经文里去发现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教导组员去学习圣经，深化他们

对圣言的爱与尊重。 

• 历史中的见解。通过介绍圣经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和我们对古代近东世界越来越多的理解，课程将经

文带入生活中。组员通过学习古代世界中的事实，开启他们对圣经的理解，从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

启示。 

• 对心灵的见解。每一课的目标不仅是改变组员的行为，更要他们的心灵产生触动，影响他们产生行

为的方式。 

• 对耶稣的见解。组员将会在福音书里发现他们从前未曾看见的有关耶稣的事。很多人说，他们通过

本课程学习到如何读福音书。 

• 简洁但是深刻。在带领者手册中，详细介绍了如何开课；你只要遵行就可以。尽管手册用起来很简

单，里面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这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连线教导”。 

• 聚焦福音书。几乎每一课都会联系到耶稣在十架上的死。课程始终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改变人

生命的核心力量不是来自人的努力而是神的恩典。 

• 带着敬拜的心。一次又一次，组员（和你）都会因耶稣的可爱而发出敬拜。 

• 不信的人也适用。与其向不信主的人讲道，课程的内容慢慢的吸引他们去看耶稣。课程以他们在关

系里“感受到的需要”作为开始，慢慢的向他们说明，其实他们无法改变自己。课程并不假设不信

的组员在“慕道”。 

• 对现代文化的批判。课程会采用一些对现代文化的批判，也邀请组员离开美国现代文化中向内寻求

的倾向。 

• 不信的人和成熟信徒混杂的小组也适用。成熟的信徒和慕道友都能从课程里获益，因为爱对我们所

有人而言都很难，每个人都能从有深度、有观点的福音书学习中获益。课程把每一个人都放在同一

起跑线上。这些问题不需要人们事先对圣经材料有什么了解，也不期待组员事先已经有一个圣经的

世界观。 



3. 《耶稣的位格》如何开课 

观察别人如何上课：要么通过观看录像，要么通过参加研讨班，你可以在 seeJesus.net 网站上发现相关信

息。看完之后，你就能理解本课中所使用的归纳式方法的一些方面。 

通过阅读《爱行在我们当中》来掌握内容：这本书会给你本课程内容的纵览，以及手册中各课的有效摘

要。《爱行在我们当中》相应的章节也被列在本学习的每一课开始。 

了解课程典型的编排： 

• 每一课的开篇包括摘要、提纲和课程目标，还有课程预备作为小贴士。（这些并不作为课程本身的

部分，放在那里以帮助教师。） 

• 10 分钟。课程中每一点大概需要花费的时间，写在每一点标题旁边，既在课程开篇也在课程当

中。这些时间估算用来帮助你计划课程。 

• 回顾。在每课开始之前，简短介绍该课，回顾上一课的内容，显示本课在这个单元中的位置。 

• 问题。粗体显示的“问题”，是本材料的核心。 

• 教导。简短的教导。不用在此花太多时间，快速阅读，无需附加评论或反馈。 

• 画图。地图、图标，或者展现原则的简单图示。 

• 历史背景。介绍有关圣经经文的文化/历史背景信息，帮助小组理解经文。 

• 旧约背景。与历史背景相似；为课程中考察的福音书经文提供旧约背景。 

• 现代文化。这些教导介绍的是我们的现代文化与圣经世界观之间的张力。 

• 举例。一些例子，通常是个人性的故事或者书本摘录的形式出现，有助于将课程中的材料应用在组

员的生活中。 

• 福音联系。简单的介绍本课的原则如何与关键福音信息相联系。 

• 原则。用简洁使用的表达帮助组员将此原则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中。 

• 教导小贴士。给组长的建议，帮助他们进行教导或小组互动。很多对教师的小贴士并没有出现在

“教导小贴士”里，而是出现在[]括号里。比如： 

o 画图：[写下他们的答案。] 这表示你要在白板上写下组员们的回答。 

o [教导他们所没有说的。] 这表明在特定问题的回答上存在着一些微妙之处，当组员们充分

分享自己的想法后，你可能必须得教导。 

• 若要分为两课，就停在此处。如果你的教学时间比较短，或者享受慢慢的教学过程，就在推荐之处

将课程分为两次来上。根据你的需要决定课程长短。每一课的长度保持在 50 到 60分钟。 

将课程应用到生活里：教会被耶稣的美丽改变，世界被耶稣的美丽吸引，不是因为我们是好老师，而是因

为他们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如果我们只是在传递抽象的原则却没有挣扎着去遵行，我们就就要制造法利

赛人的风险。然而，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悔改并遵行，别人就在看到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他们也会被吸引

一同悔改。 



了解并熟悉课程： 

• 在教导之前读三遍课程，画出重点或提亮你觉得特别有帮助的地方，或者划掉你想要跳过的部分。 

• 确保在小组会面的时间限制之内结束课程。如果无法结束，就把课程分为两个部分或跳过某些部

分。大多数课程都推荐了在何处将课程分开来上。 

4. 互动式查经如何工作 

问题： 

• 本互动式查经的核心正是这些帮助组员理解经文和他们内心的问题。当人们自己发现真理的时候，

这些真理就会比“被喂”的时候更有趣，更被记住。同时，因为组员在讨论并倾听，他们就在小组

里识彼此更深。 

• 很多问题有多种答案，不仅因为生活中很少问题只有一种答案。当组员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会更

放松，因为本学习不太像上学，关于上学，我们太多对回答错误的恐惧。答案的多重性也有利于发

展对话和社区。 

• 快速的进入下一个问题。如果你非常详尽的回答每个问题，课程就会变得拖沓。大多数问题都能在

一分钟内提问并回答。想一想电视上的商业广告。 

鼓励组员回应： 

• 尽可能多鼓励他们分享，组长应该通过点评以及指出回答如何适合本课内容，来肯定各种回答。 

• 尽量回答组员提出的任何问题。你想要制造一个氛围，让他们感觉能够安全的分享，哪怕分享与本

课无关的话题。他们心里的想法，跟你想要告诉他们的事情一样重要。 

把组员的回答写在白板上： 

• 写下他们的回答为什么有好处？ 

o 这能帮助他们记忆。 

o 你能回顾他们所说的话。 

o 这会激发讨论；别人能够沉思，并比较答案。 

o 这是在尊荣他们所说的话。 

• 在白板上逐字写下答案，不要重新组织字句。为什么？组员所说的话很重要，你这样做会鼓励他

们，因为你看重他们的投入。 

• 如果你的拼写或手写很糟糕，可以将这一点当作玩笑，让其他人替你写。（但是，如果你自己能

写，那就最好了。） 

• 不用写下每个问题的答案；当问题需要头脑风暴且有很多答案，或者重要答案需要记忆时，将答案

写在白板上。写下每一个答案，时间太长。适合写下来的答案在手册中有标注：[写下他们的答

案]。但是，你也无需受限于这些标注。 

• 使用白板画出其它视觉工具，比如，表格或地图。很多人都擅长视觉学习，视觉赋予故事生命。 



• 第一次使用白板的时候，你会感到奇怪，但是很快你就会适应。从其收益来看，克服起初的不熟练

是值得的。 

选择购买哪种白板： 

• 带有支架的翻页大纸板 

o 86cm*69cm 的翻页大纸板是最理想的，因为你可以翻前翻后，回顾本课之前或上几次课的

图表。 

o 确保支架上方有一条横杠，可以夹住纸板。 

o 确保支架有伸缩杆，你就可以调整高度。在起居室里学习，坐下来更舒服，你可以把支架

调到椅子的位置，就无需坐下起立。 

o 各大文具商店均有销售。 

• 翻页大纸板以外的选择 

o 白板。需要特殊的马克笔和白板檫。使用白板的短处是，你无法回顾之前的图示。 

o 小白板。你可以买一块比较小的白板（而不是那些大白板），当组员较少时，你可以放在

椅子上用。 

o 小翻页板。办公用品商店有好多小型桌上翻页板，当组员较少时，你可以放在桌上用。 

o 22cm*28cm 的书写板。2-4人的小组围坐在厨房桌或餐馆，就可以用这种书写板。这样，你

就不用手拿着，你可以把它贴在可以单独站立的电脑文件夹上（通常售价为 8 元）。 

如何缩短课程：手册中各课平均长度为 50 到 60 分钟。如果你聚会的时间较短，有以下选择可以缩短课

程： 

• 你可以把课程分为两部分。为了帮助你如此做，大多数课程在中间都有推荐的分割线，在开始新内

容之前。 

• 你可以取消或精简一些内容。我们为课程每一点都列出大致时间，这样，你就可以在时间限制以内

分配课程。 

• 归纳式教导（提问题）比演绎式教导（讲课）要慢得多，所以，你可以通过演绎式的教导某些归纳

式内容来节省时间。 

对有经验教师的谏言： 

有经验的教师可以自行制定课程计划，根据（1）教学的时间限制，（2）小组及其需要，（3）教

师自身的偏好。可以通过增加、改动或者删除某些部分，制定自己的课程计划。尽管如此，我们还

是鼓励你一开始仔细按照课程计划，这样你就能明白本课程是如何开展的。每一课都经过几千个小

时的仔细酝酿，所以，最后先了解它们是如何展开的，然后再进行重大的改动。 

应用： 



每一课都想要将圣经真理的一个方面应用在组员的生活中。这些应用很少以“去吧，照样行”的形

式出现，因为我们想要避免让组员把课程当作“如何作”或者“自助类”的课程，虽然遵行十步计

划通常也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耶稣的位格》这门课不仅仅是行为训练，也是心灵训练。有的时

候，本课的最大成就是单单带领组员享受耶稣的美丽，还有祂的爱的美丽。但是，如果你想要话更

多时间讨论他们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就在每一课后面加上一个问题： 

• “你能想到生活中有哪段关系你可以应用本课的教导？如何应用？这意味在关系中会产生

怎样的变化？” 

• “我们谈到的可以如何应用到你的生活中？这如何影响对自己的看法？” 

• “本课如何影响你对耶稣的想法？这会如何改变你？” 

• “基于你所学到的，在下一周，你能想到生活的一个具体方面需要改变吗？” 

开放的讨论： 

《耶稣的位格》是以学生为中心、由教师来引导。就是说，教师会按照既定的课程内容向前推进。采用

这种方式的原因是，如果课程变为由学生来引导，就很容易变成每个人都在发表意见，咬文嚼字，达不

成最终的应用。最后，你的确是了解了人们的想法，他们却没有学到看见耶稣或理解圣经。如果你或组

员享受更开放的讨论，你可以做的是： 

• 在讨论的问题上停留更久。 

• 在组员提出的题外话或问题上停留更久。 

如果只跟一位组员学习，关注其对开放性讨论的需要就变得尤为重要。 

5. 互动式查经中的问题解决 

一两个人回答了全部问题 

• 直接一点：“好的，现在让我们听听其他人如何说。有些人还没有说过话。” 

• 直接但轻柔：“好的。罗斯，你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你今晚已经回答了四个问题，每个人最多回

答四个问题。我想要听听其他人怎么说。”或者“汤姆，你的回答非常对，但是，让我们听一听小

组里别人怎么说。” 

• 要求小组里一部分人回答你的问题： 

o “我还没有听到太多房间右边人的回答。你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o “我们已经听到女士们的回答，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男士们怎么想。” 

o “下一个问题，让我们听一听还没有发过言的人怎么想。”（准备好要等待。） 

• 私下处理：“苏，你回答的非常好，但是，我担心鲍勃和多瑞斯没有什么机会说话。你介意在一些

问题上多等一会，好给他们发言的机会吗？” 

 

 



整个小组都沉默 

• 沉默并不是坏事。小组可能只是在思考，当你提问后，保持安静并等待。如果你回答了自己的问

题，组员就不会再回答。当你等待回答的时候，很难保持安静。很多人会觉得尴尬。试着默默数到

二十，如果还是沉默，试着重新表述问题。 

• 把大组分成三人小组，以此来解决长时间的沉默。让每个小组都默想相同的问题，让他们讨论几分

钟。然后，召回大组，让每个小组派一个人汇报他们的结论。这就好像个魔法，总是会给小组注入

能量，让人们开始互动。三人小组里每个人都被迫去说话。 

组里有人总沉默 

• 就让他们沉默。有些人天性安静（圣经称之为智慧！）。让他们在小组里感到安全而不用非得说

话，这一点很重要。 

• 有些人安静，他们不想因为答错而感到尴尬。在读书的时候，他们可能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就是

老师常常问一些刻意弄的很难的问题。写在我们手册里的问题并不要求人们事先有什么圣经知识，

你可以这样鼓励小组：“我并没有寻求深刻的答案。只要告诉我，你脑子里想到了什么。” 

• 温柔邀请他们，鼓励他们敞开：“好的，现在让我们听听其他人有什么想法。” 

• 偶尔直接向他们发问：“鲍勃，我今晚没有听到你说话。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但是，直接

向人发问时，要谨慎。只有当你认识这个人并感觉到他/她并不介意的时候，才这样作。 

问题激发不了回应 

• 提供线索。（课程中常常列出了线索。） 

• 将问题的范围缩小，以便得到答案。举个例子，如果这是一个圣经问题，指出包含答案的问题。 

• 重新表述问题。 

有人答错了 

• 大多数问题被设计成可以有很多答案，或者答案很明显。所以，答错的情况很少会发生。但还是有

些问题，只有一个答案。 

• 将那人指向经文：“你在经文哪里看到这一点？” 

• 将整组指向经文，不让答错的人作焦点：“让我们在经文里寻找答案。” 

• 直接不同意：“我不这样觉得，因为…” 

• 委婉不同意：“有可能，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 

答案模糊或肤浅——没有扎根在经文的细节里 

这在课程的开始非常常见。人们不习惯仔细考察经文。随着他们越来越熟悉解经，用一点引导来鼓

励他们： 

• “这也有可能，但是，经文是怎么说的？” 

• “你在经文哪里看到这一点？” 



• “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察。你说的是对的。”然后，重新表述你的问题，让小组把注意力放

在经文上。“让我们看一看刚刚读到的故事；你如何看耶稣…” 

有人把小组带偏题了 

• 让他/她跑题，然后，你回到自己所提的问题上。如果那个人坚持跑题，就告诉他/她，你在课后回

答他/她。 

• 对跑题的人及其关心的事宜保持敏感。如果只是小事或者单纯的理智上的问题，就回到你的课程计

划。如果这跟内心问题有密切联系或者当事人对此真的有很多挣扎，就花时间回答，并邀请其他组

员分享他们心中所想。 

无法阅读或阅读能力低 

• 在监狱场景或者把英语当第二语言的人群中，这很常见。 

•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事先把经文写在翻页版上，并贴在墙上。多次慢读，指出你所读的字词，这

样，他们就能听见并理解其中大多数字句。 

6. 《耶稣的位格》课程目标 

《耶稣的位格》有四点直接目标。 

爱：小组首要目标是学习像耶稣那样去爱。变得更像耶稣，是基督徒生活的基准线。 

信心：人们无法靠自己去爱。信心是意识到神爱我们，祂的恩典透过加略山上的耶稣倾倒在我们身

上。这是基督徒生活的根基。 

耶稣：敬拜祂。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目标，因为它让人觉得无法确切名状。但是，当你学习本

课程，你和组员会时不时为耶稣单纯的美丽所震惊。在课程里偏理性的内容之外，放慢学习的节

奏，享受耶稣的美丽。 

社区：单单享受并开始关怀彼此，将我们更多吸引到一起。爱会创造出社区。 

7. 我应该使用本课程进行门徒训练或传福音？ 

同时进行！（手册最后的《带领者指南》有更多深入介绍。） 

“给基督徒传福音，门徒训练失丧的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作为推销词，但我觉得这很适合

《耶稣的位格》这课程。”——牧师，《耶稣的位格》小组组长。 

将传福音和门徒训练结合在一起的优势： 

• 对非基督徒的优势 

o 非基督徒看到基督徒跟他们一样，为相同的事挣扎。刻板印象就被打破了。 

o 因为课程是一个学习活动（而非传福音的活动），非基督徒就能从必须得信的压力

中得释放。参加了《耶稣的人心》学习之后，不止一位非基督徒说：“我感到好轻

松，因为没有人尝试逼我信。” 

o 非基督徒开始接触圣经，并学习圣经。 



o 非基督徒从一开始就学习作耶稣门徒的心态。这就很有可能产生更加真诚的归信，

而不是快速的情绪化的决定。 

• 对基督徒的优势 

o 门徒训练跟传福音结合在一起后，就变得丰富了很多。看到非基督徒在耶稣里发现

永生，这真让人高兴。 

o 我们常常觉得要等准备好再去传福音，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早已忘了传福音。通过

把非信徒带来跟我们一起学习圣经，我们就不会忘记传福音了。 

o 这就把压力从基督徒身上卸下来，因为他们无需尝试说服别人快速信主，而是慢慢

发展关系，让他们自己更多了解耶稣。 

不仅仅使用《耶稣的位格》作为门训材料的理由： 

• 学习爱，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理由。 

• 在教导更“刚硬”的听众前，带领者会花时间更熟悉材料。 

o 这会让你为被邀请来小组的非基督徒祷告。 

o 这会给圣灵时间以基督的爱充满你。 

8. seeJesus.net 的其它资源 

预定或提问，请拨打免费电话 

1-866-JesusNet（537-8763） 

周一至周五：8:00am 到 5:00pm 

或者登陆网站 seeJesu.net 

 

《爱行在我们当中》 

这本书对应《耶稣的位格》手册里的内容。正如本学习，这本书也是为非基督徒和基督徒而写。它

邀请教会变得更像耶稣，也邀请世界来看见耶稣。与其尝试以基督教的真理说服非信徒，它向他们

展现耶稣的美丽。为了鼓励人们使用本书去传福音，十本或以上，半折出售（每本 7 美元）。 

    如何将《爱行在我们当中》与《耶稣的位格》结合 

手册中每一课的总结都会列出书中对应的章节，本书能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与课程配合。 

a. 帮助组长理解课程。书中的章节对应你所要带领的课程，这会帮助你在细节上理解课程的内

容。如果你读完了整本书，你就能理解你将要教导的有关耶稣和爱的范围。你也会更好的认识

到，你作为组长的悔改如何为其他人的改变打开大门。 

b. 帮助组员回顾。上完相应课程之后，他们可以读一章。 

c. 小组结束后的礼物。在课程的最后，或者在课程过早结束，可以将本书作为结束礼物，尤其送

给非基督徒组员。本书可以作为课程的迷你版本，供他们保留。 



d. 邀请人来时的礼物。如果非基督徒对参加小组感到紧张，你可以把本书借给他们，这样他们就

知道要学习什么了。 

e. 给迟来的人的礼物。如果人们想要参加小组而你们早已开始了，他们就能通过阅读相应章节来

补上错过的课程。 

《爱行在我们当中》的录音书 

在《爱行在我们当中》，保罗.米勒邀请读者同来认识耶稣，随着福音书里叙事的展开，来观察祂的生

活和爱。这本书没有删减，作者亲自朗读，共有 6 张 CD。 

《耶稣的位格》示范录像 

    保罗.米勒亲自示范教导《第一课.怜悯》，时长一小时。随之附录的还有一份示范课程，包含额外的

笔记，你可以边读边看保罗带领归纳式小组课程。 

《耶稣的位格》训练 

     《耶稣的位格》》研讨会系列录像包含 7 个部分（3 张 DVD）。每个部分长约 45 分钟，可以用来训练

小组或向慕道友开设的主日学。包括训练手册（PDF）和《耶稣的位格》手册（PDF）。  

《耶稣的位格》邀请 

     这份邀请是为基督徒设计，来用邀请非信徒或慕道的朋友和邻居来参加《耶稣的位格》学习。（见

《带领者指南》示范。）（在 www.seeJesus.net里有免费 PDF 下载，点击免费资源。） 

《爱的课程》 

      与《耶稣的位格》课程内容相似，形式不同。这是一系列录音课程。总共 32 周，这让组员沉静在耶

稣的生活和爱中。录音分为第一辑和第二辑，每一辑包含 16 周课程。《爱的课程》需要稍作预备，因为这

是事先录好的讲座。人数较少的小组或一对一门徒训练中，作用最好。 

《祷告生活》系列录像 

      《祷告生活》是给小组或主日学播放的录像课程，共 11 周，教导人们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这不是给

那些得胜的基督徒写的，而是给那些发现自己常常被打败在战壕里的基督徒。有 DVD/VHS/CD 三种形式。 

《祷告生活》带领者手册 

       《祷告生活》的带领者手册和《祷告生活》的录像配套。这包含了保罗.米勒的教学笔记，还有额

外的见解和问题，以补充并加强小组的学习。[96 页] 

http://www.seejesus.net里有免费pdf/


《祷告生活》组员手册 

       《祷告生活》组员手册和带领者手册一样，只是没有那些额外的教学笔记。这为组员提供了作笔记

的空间，随着课程的进行，记录他们的反省。[96 页] 

备注：教材销售所得全部支持 seeJesus.net。 

9. 《耶稣的位格》研习班 

内容。研讨会是介绍你的教会了解《耶稣的位格》课程最有效的方式。每次会从带领者手册里挑选四课进

行教学，上完一课以后，组员会看到这些课程的教导有多直接。大多数人会发现这是一段敬拜的美好时

光，花六个小时思想耶稣。组员还可以学习如何在后现代主义的世界里跟慕道友共同学习。 

研讨会目标。 

• 以新的方式看见耶稣。 

• 被挑战以新的方式去爱。 

• 学习新的查经方式，归纳式互动查经。 

• 学习新的传福音方式，在后现代主义的世界里传福音。 

建议的形式。 

    周六上午 9 点到下午 3 点半。上午 8:15 到 9:00 为注册时间，中间有一小时午餐时间。（其他形式可

供选择，具体拨打办公室电话。） 

研讨会花费。 

    我们提供两种研讨会收费选择。第一种选择是通过 seeJesus.net 收取注册费，这样教会或机构就能花

最少的钱举办研讨会。对第一种选项而言，有最少付费参加者的人数要求。第二种选择是教会或机构付费

邀请讲员，包括差旅费和研讨会材料费用。请拨打办公室电话或登录网站查询当前研讨会价格以及相应资

费选择。 

10. 《祷告生活》研习班 

研讨会内容和目标。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在各自私下祷告生活里感到很挫败。我们尝试去祷告，却总是没

有果效。所以，我们感到沮丧又内疚。在本研讨会中，我们会一步步学习如何在与天父的团契中开始祷

告的生活。本研讨会不是给得胜的基督徒，而是给那些发现自己常常在打败在战壕里的基督徒。要研讨

的问题如下： 

• “当你有太多事需要操心时，你如何集中精神？” 

• “如何祷告才能超过 5 分钟？” 

• “当你的生活一团糟，如何祷告？” 



• “你曾祷告却没有回应，如何再开始祷告？” 

建议形式与付费。《祷告生活》研讨会的费用跟《耶稣的位格》一样。 

11. 组长培训研习班 

研讨会内容。我们的希望是为神国装备以神国为念的先锋，而不仅仅是接待者或照顾者。只有当教会对

耶稣和祂的善工有了更新的认识，她才开始真正活过来。然后，世界才会被耶稣的美丽所吸引，并开始

敬拜祂。我们的组长培训研习班是对在小组里带领互动式查经的进阶培训。每次只限 9 人。 

研讨会目标。 

• 为小组带领者提供个人化的培训，有效率的教导他们在小组里带领互动式查经。 

• 让小组组长们看见耶稣的爱在福音书里的广度和深度。 

• 提供如何领导小组的异象。 

研讨会形式。我们提供两种选择。1）一日模式。下午 1 点开始，晚上 9:00 结束，中间有一个半小时晚

餐时间。2）两天模式。周五傍晚 6 点到 10 点，周日上午 8 点半到下午 4 点半，中间有一个小时午餐时

间。 

研讨会费用。请拨打办公室电话或登录网站查询当前资费选择。 

12. 《耶稣的位格》与《爱行在我们当中》如何搭配 

 《耶稣的位格》里的课程 《爱行在我们当中》的章节 

第一单元 

怜悯 

1 怜悯 

2 看见 

3 父亲的眺望 

4 论断 

5 爱的力量 

6 自义 

7 自义与恩典 

8 律法主义 

9 实践中的律法主义 

10 道成肉身 

11 道成肉身改变我们 

1. 充满他人的心 

2. 眼见会塑造心灵 

 

3. “我知道什么对你最好” 

 

4. “我比你优越” 

 

5. “这是你应该作的事” 

 

6. 黄金法则 



第二单元 

诚实 

12 诚实的礼物 

13 没有面具的生活 

14 良善的愤怒 

15 良善的愤怒与震怒 

16 闭嘴的时机 

17 耐心的诚实 

18 和好 

19 爱仇敌 

20 谨慎 

7. 说话的时机 

 

8. 诚实的义怒 

 

9. 住嘴的时机 

 

10. “我知道这有多难；我也常做一样的事

情” 

第三单元 

依靠 

21 通往爱的秘密 

22 从神来的带领 

23. 对你爱的人说“不” 

24. 放弃控制 

25. 对自己说“不” 

26. 撒旦会回来 

27. 爱是靠近人 

28. 触碰 

29. 无私的敞开 

30. 爱的平衡 

11．爱的秘密 

 

12. 对你所爱的人说“不” 

 

13. 对自己的享乐说“不” 

 

14. 对温柔的干预说“好的” 

第四单元 

信心 

31. 信心给爱力量 

32. 信心是放弃控制 

33. 信心带来降服 

34. 信心是仰望耶稣 

35. 亲密的陌生人 

36. 合一 

37. 悔改 

15. 信心给爱以力量 

16. 信心意味着失去控制 

 

 

17. 亲近的陌生人 

18. 合一 

第五单元 

由死入生的 

旅程 

38. 谦卑 

39. 悲伤 

40. 面对死亡 

41. 罪和死亡的问题 

42. 客西马尼园 

19. 谦卑的道路 

20. 面对悲伤 

 

 

 



43. 爱的交响乐 

44. 受审 

45. 十架 

46. 死亡，爱的中心 

47. 复活 

48. 爱是永不止息 

21. 爱的交响乐 

 

 

22. 祂的生命给了我们 

23. 盼望的诞生 

 

24. 打开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