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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講道入門 

 

講道學已有不少專著供參閱，這門課是講道實踐，

目的是幫助學員懂得講道，且能按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故此多以經文例子作示範。再者，因談新約講

道，采用的例子也全是新約聖經的經文，讓我們對

使用新約經文講道有更深刻的印象。 

 

一、 何謂講道？ 

A.A.A.A. 講道與查經有別講道與查經有別講道與查經有別講道與查經有別    

雖然新約對傳神的道有不同的用字，但一切講道、

教導、甚至查經活動等，本質上仍屬相同，都是講

解神的話語。但是講道與查經在期望上仍是有分別

的。 

1. 查經：多按次序、分段，且一步步向受眾解釋

經文，更用發現問題方式引導成員彼此分享及

生活應用。查經是順序逐節逐段清楚解釋經

文。 

2. 講道：多是講員的獨腳戲，他全權演出經文，

不一定按經節的次序，最重要是提供是次講道

的主題信息。講道是按經義的脈絡，傳達主題

信息及生活應用。 

 

B.B.B.B. 講道具鮮明目標講道具鮮明目標講道具鮮明目標講道具鮮明目標    

因此，講道必然是更加具鮮明目標，講道的分段不

必然是查經分段。講道分段的多寡，是與要達到令

會眾行道這個鮮明目標相關。 

 

C.C.C.C. 講道具生活應用講道具生活應用講道具生活應用講道具生活應用    

講道盡可能就著會眾切身的場景，構想生活上實際

行道的應用。查經可以一本正經地按觀察、解釋、

應用三部曲，平穩地清楚解釋經文，但講道卻是朝

向從經文而來的目的，必要時更會像摩西般“呼天

喚地”，要求眾百姓遵行主的道。講道不受經文的

先后次序限制，可按主觀的意願營造信息，建立其

高峰。 

 

D.D.D.D. 講道傳簡明信息講道傳簡明信息講道傳簡明信息講道傳簡明信息    

一次講道提供的意念不可太多，行道者只需簡明的

信息，能讓他們照著去行，這就是講道要達到的目

的。因此信息是從不同方向角度組合起來，讓會眾

領受之后，可以去遵行。講道不是把釋經書中所有

道理照搬出來；講道有如弄一頓美味的菜讓客人吃

得滋味，但不必告訴他們到底加了多少鹽糖。 

二、 從經文到講章之路：簡易五步曲 

A.A.A.A. 多讀多讀多讀多讀幾次幾次幾次幾次：：：：留意自然分段留意自然分段留意自然分段留意自然分段    

1. 經文有自然或明顯分段的，要先找出來。 

2. 分段不明顯的經文，就需要找經文的意思，再

按其意思來分析，以分開小段。 

3. 在這個過程中，你可能需要把經文讀上多次，

甚至讀上十數遍。 

 

B.B.B.B. 讀出焦點讀出焦點讀出焦點讀出焦點：：：：找出經文聚焦找出經文聚焦找出經文聚焦找出經文聚焦    

分段的過程可以： 

1. 早早找出經文的焦點。 

2. 學習按常理及經文意義找到能牽動整體的解釋

所在，這多半就是經文的焦點。 

3. 你不可能講重要的經文，而不涉其焦點的。 

 

C.C.C.C. 讀且思想讀且思想讀且思想讀且思想：：：：作出合理分析作出合理分析作出合理分析作出合理分析    

找出焦點（或主旨，或重要、重複的句子等）后，

再用自己的話，把重點整理排列。 

 

D.D.D.D.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找出生活相關找出生活相關找出生活相關找出生活相關    

有了清晰句子，而且已用自己語句表達出焦點，同

時想想經文當時的應用，也想及今天 21世紀在應

用上有何异同。 

 

E.E.E.E. 建構大綱建構大綱建構大綱建構大綱：：：：按目標給重點按目標給重點按目標給重點按目標給重點    

完成上述四部曲，可整理出是次講道的初步大綱；

但這個大綱仍然可能需要經過進一步的修訂。 

 

 

第二課 

優美大綱 

 

一、 書寫講道大綱須知 

A.A.A.A. 經文的重點與經文的重點與經文的重點與經文的重點與小小小小點點點點    

大綱是按經文突顯出既有的重點、甚至小點來。大

綱的要點不可能不是從經文來的。 

 

B.B.B.B. 重點須分明不重複重點須分明不重複重點須分明不重複重點須分明不重複    

出現過的重點，就不要再在其他重點中重複出現。 

 

C.C.C.C. 采用完整工整語句采用完整工整語句采用完整工整語句采用完整工整語句    

盡可能用上完整句子表達你的思想，這對于幫助會

眾清楚有條理地領受你傳達的信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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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 轉折轉折轉折轉折、應用、例子、應用、例子、應用、例子、應用、例子    

留意大綱重點、主要思想之間的轉折，把它們串連

起來，再附以應用及生活例子。 

 

E.E.E.E. 加上引言及結語加上引言及結語加上引言及結語加上引言及結語    

最后再加上引言及結束語。 

 

二、 優美大綱的特色 

A.A.A.A. 簡潔鮮明簡潔鮮明簡潔鮮明簡潔鮮明（（（（SimplicitySimplicitySimplicitySimplicity））））    

能用最簡單的字句，表達出你要傳遞的意思，就是

所謂簡潔及鮮明。 

 

B.B.B.B. 文句工整文句工整文句工整文句工整（（（（OrderlinessOrderlinessOrderlinessOrderliness））））    

用同一格式的語句，就可以看出是講員刻意地求工

整；當然需要口語化。 

 

C.C.C.C. 用自己話用自己話用自己話用自己話（（（（YourYourYourYour    ownownownown    wordswordswordswords））））    

不用照搬聖經用字，而是用現代化的情景、用語，

這樣可以幫助受眾進一步應用經文的真理。 

 

D.D.D.D. 一看即明一看即明一看即明一看即明（（（（ClarityClarityClarityClarity））））    

這個要求是：會眾就是未能全部聽完你要說的話，

但若他有機會先看到大綱，就能夠對你將要說的一

目了然。 

 

E.E.E.E. 整體和諧整體和諧整體和諧整體和諧（（（（HarmonyHarmonyHarmonyHarmony））））    

好的大綱是有條理及和諧的，不會有不自然之處。 

 

F.F.F.F. 具有進度具有進度具有進度具有進度（（（（ProgressionProgressionProgressionProgression））））    

傳達一個中心，像從四方八面看都是同一枚鑽戒，

卻可有不同角度，甚至進度與深度。 

 

G.G.G.G. 朝向目標朝向目標朝向目標朝向目標（（（（GoalGoalGoalGoal    orientedorientedorientedoriented））））    

講道總意是能提供信息，因此是朝向既定目標。講

道不可能是說一些沒有目標的話。 

 

三、 經文大綱與講道大綱的例子 

例子：約 3：16 

A.A.A.A. 經文大綱經文大綱經文大綱經文大綱    

1. 神愛愛愛愛世人 

2. 甚至將獨生子獨生子獨生子獨生子賜給他們 

3. 叫一切信一切信一切信一切信他他他他的 

4. 不致滅亡不致滅亡不致滅亡不致滅亡 

5. 反得永生反得永生反得永生反得永生 

 

B.B.B.B. 講道大綱講道大綱講道大綱講道大綱    

1. 父神是主動的，具行動的愛主動的，具行動的愛主動的，具行動的愛主動的，具行動的愛著世上人。 

2. 父神的愛是捨命的愛捨命的愛捨命的愛捨命的愛，把最寶貴愛子賞賜世

人。 

3. 父神的愛是普及的愛普及的愛普及的愛普及的愛，向著世上每個人。 

4. 父神的愛是挽回的愛挽回的愛挽回的愛挽回的愛，使人不致滅亡。 

5. 父神的愛是賞賜的愛賞賜的愛賞賜的愛賞賜的愛，以永生為賞賜。 

 

 

第三課 

講道須以基督為信息中心嗎？ 

 
一、 新約為舊約應許的應驗嗎？ 

1. 我們相信，全本聖經的啟示是神救贖計劃的圓

滿實現。 

2. 我們相信，啟示有其漸進性，從舊約至新約都

是神整體心意逐步的顯明。 

3. 我們相信，舊約有其獨特信息，不只作為新約

的例證。 

4. 我們相信，新約比舊約更接近神救贖應許的完

成。 

5. 我們相信，傳講舊約經文本有其獨特意義，新

約教會更可從中窺見神對當代的旨意，并明白

神創造及救贖的旨意。 

6. 我們相信，傳講新約經文更接近教會的需要，

讓教會得以朝向圓滿終局而努力。 

 

二、 每次講道須提及基督嗎？ 

1. 如果選擇傳講的經文本就有提及基督，很自然

就可傳講基督。 

2. 如果經文沒記載基督，就不必勉強，硬是要提

到基督。但是，可選擇從經文焦點作引申，從

人物、事件和基督作出比較，亦可自然地傳講

基督。 

3. 不是每次講道都必須提及基督。但若然啟示總

體及其終局都在于基督，我們能從結果回看所

載經文，能夠從基督救贖的歷史觀點思想經文

的現代意義，提及基督的信實與慈愛，也沒有

不可。 

4. 基督教的講道不論是福音性或牧養性的信息，

如果能夠恰到好處地提及基督，就是把榮耀歸

給神。 

 

三、 講道須營造有趣題目嗎？ 

1. 講道題目，若能從所選用經文用字而出，既自

然亦貼題，是為首選。 

2. 講道題目，必須與信息目標相符，既合理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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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可細心研究。 

3. 講道題目，能一針見血地配合現代應用，又合

經文目的，可以選用。 

4. 講道題目，能更吸引受眾的接收和興趣，又不

違上述意義，可以采用。 

5. 講道題目，具趣味引起動機是好，但須合乎真

理敬虔，方可使用。 

6. 講道目的，始終在于使人行道，非為加增趣味

而故作驚語，小心勿本末倒置。 

 

 

第四課 

傳講福音書及敘事體 

 

一、 注意事項 

A.A.A.A. 上下文理上下文理上下文理上下文理    

按一般釋經法。 

 

B.B.B.B. 人物互動人物互動人物互動人物互動    

傳講福音書及敘事體經文，要把握在場每個人物，

留意彼此之間的互動。講解福音書敘事體經文，最

好有多些想像力，似身歷其境般，你得與其中的人

物互相對照。 

 

C.C.C.C. 時空代入時空代入時空代入時空代入    

查經法有所謂“投入法”查經，意思是看自己在現

場，感受當時的氣氛。又或好像前往采訪的記者，

盡量把握實況中肯地報道。 

 

D.D.D.D. 劇情進展劇情進展劇情進展劇情進展    

福音書及敘事體裁經文因屬故事，多以比喻或敘述

形式出現，所以如果能夠掌握劇情發展的起承轉合，

就能掌握大半真相，從中可提出故事的重點。有時

內容太過豐富，你只能抓住其中一部份按既定目的

來傳講。 

 

E.E.E.E. 在場參與在場參與在場參與在場參與    

在場感是把當時與今時作對照比較异同，然后思考

合理的應用。 

 

F.F.F.F. 神國觀念神國觀念神國觀念神國觀念    

福音書中主耶穌論神國的比喻不少。對神國的觀念

要有正確的瞭解，這是解說一切比喻時都要參照

的。 

 

G.G.G.G. 解釋比喻解釋比喻解釋比喻解釋比喻    

既然福音書有不少比喻，傳講福音書的敘事體，也

要懂得比喻的意義，把它放在一起理解。 

 

二、 如何講述敘事體？ 

A.A.A.A. 敘事文敘事文敘事文敘事文不單講人物，更講不單講人物，更講不單講人物，更講不單講人物，更講神神神神在人身上在人身上在人身上在人身上的的的的作為作為作為作為    

神才是故事主角。講人物生平先看神在他們身上所

做的，由此認識神才是更要緊的事。 

 

B.B.B.B. 敘事文敘事文敘事文敘事文非寓意故事，背非寓意故事，背非寓意故事，背非寓意故事，背后后后后沒隱藏沒隱藏沒隱藏沒隱藏的的的的東西東西東西東西    

勿好奇挖掘聖經沒記載的，尤其須小心講靈界奧秘、

天使魔鬼、天堂地獄等，因為當中很多都不是我們

目前可以清晰理解的，也勿以此來吸引人。 

 

C.C.C.C. 敘事文敘事文敘事文敘事文體不一定有直接教訓體不一定有直接教訓體不一定有直接教訓體不一定有直接教訓    

大衛犯罪時有先知來責備他，但我們勿充當審判官，

隨意論斷。 

 

D.D.D.D. 細節不一定都有教導細節不一定都有教導細節不一定都有教導細節不一定都有教導    

敘事文體或有直接教導，但細節不一定都有教導，

最好注意上下文。 

 

體裁體裁體裁體裁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傳講傳講傳講傳講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福音

書及

敘事 

人物互動 

時空代入 

劇情進展 

在場參與 

神國觀念 

解釋比喻 

不同表達 

回到過去 

情節把握 

讀者反應 

勿過分注重人

物故事 

焦點仍在上主 

 

 

1. 約瑟的故事並非你的故事，勿模仿約瑟留在棺

材裏（創 50：26）等候主再來。 

2. 以利亞與巴力先知鬥法（王上 18 章），不是叫

你跟道士到武當山鬥法。 

3. 你不是基甸，不必學用羊毛放禾場上試探主（士

6章）。 

 

E.E.E.E. 並非所有敘述都指著主耶穌說並非所有敘述都指著主耶穌說並非所有敘述都指著主耶穌說並非所有敘述都指著主耶穌說    

不是每篇經文都是論到主耶穌，能不違經文本意指

向主耶穌，是榮耀神舉止。 

 

 

  



 良友聖經學院《講道實習：新約》               5 

第五課 

傳講福音書（一） 

這到底是誰？（可 4：35－41） 

 

一、 從經文到講章之路：簡易五步曲 

1. 多讀幾次：留意自然分段。 

2. 讀出焦點：找出經文聚焦。 

3. 讀且思想：作出合理分析。 

4. 應用範圍：找出生活相關。 

5. 建構大綱：按目標給重點。 

 

二、 如何寫成一篇釋經講章？ 

A.A.A.A. 自然分自然分自然分自然分段段段段嗎？嗎？嗎？嗎？    

只 7節經文，如果有留心當中人物彼此之間的互動，

就已經掌握了大要。 

 

B.B.B.B. 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    

耶穌和門徒渡海，卻起了大風暴，結果眾人對耶穌

的身分起了強烈反應。 

 

C.C.C.C. 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    

1. 耶穌提議渡海。 

2. 耶穌在風浪中睡覺。 

3. 耶穌被門徒喚醒。 

4. 耶穌使風浪平靜。 

5. 耶穌反問門徒。 

 

D.D.D.D. 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    

1. 人生總有遇上風暴時，眾人會有怎樣的反應？

（風浪中的自處） 

2. 有耶穌同行也能出現風浪，他睡了，怎么辦？

（風浪中的考驗） 

3. 耶穌在風浪中，顯出具有平息風浪的大能。（風

浪中的平息） 

4. 耶穌在風浪過后，反問門徒的是信心題目。（風

浪中的信心） 

5. 平息風浪后，門徒對耶穌有新的發問：“他到

底是誰？”（平靜風浪的主） 

 

E.E.E.E. 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    

1. 按目標講出這段經文，初步給予主題／標題／

焦點，建構信息大要。 

a. 主題：面對人生風浪主題：面對人生風浪主題：面對人生風浪主題：面對人生風浪 

b. 信息大要： 

� 人生無時不起風浪，縱耶穌同行也會出現風

浪。 

� 必須積極面對風浪，縱然風浪中人有驚恐反

應。 

� 面對風浪最難時刻，是神好像失蹤不同在一

起。 

� 面對風浪后卻得見，人對主有新發現信心得

堅。 

2. 從上面的大要示範，請自行修訂，寫成自己的

大綱。 

3. 按你想有的焦點，建構信息大綱。 

 

三、 不忘上下文理，做最后調整，加上引言、結

語、轉折語 

 

 

第六課 

傳講福音書（二） 

你們給他們吃吧！（可 6：30－44） 

 

一、 從經文到講章之路：簡易五步曲 

1. 多讀幾次：留意自然分段。 

2. 讀出焦點：找出經文聚焦。 

3. 讀且思想：作出合理分析。 

4. 應用範圍：找出生活相關。 

5. 建構大綱：按目標給重點。 

 

二、 如何寫成一篇釋經講章？ 

A.A.A.A. 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    

在此共 15節經文，多留心事態發展掌握情節，比

分段更重要！ 

 

B.B.B.B. 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    

耶穌和門徒本往退修，卻開了講道會，他還要求門

徒作慈惠供應眾人，結果喂飽上萬人。 

 

C.C.C.C. 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    

可 6：37耶穌回答說：“你們給他們吃吧！”是否

有些奇怪？想想可能的原因…… 

 

D.D.D.D. 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    

1. 當生活中遇上“事與願違”時人會如何？（開

不成退修會） 

2. 耶穌與門徒一起，卻對事情有不同反應。（請叫

眾人散開） 

3. 耶穌要求：給眾人吃吧！（請給他們吃吧） 

4. 門徒必在分給眾人吃的過程中顯得更累。（服侍

成千上萬人） 



 良友聖經學院《講道實習：新約》               6 

5. 12籃子餅碎也是很多很多！豐富啊！（裝滿了

12籃） 

“你們給他們吃吧！” 

 

E.E.E.E. 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    

1. 按目標講出這段經文，初步給予主題／標題／

焦點，建構信息大要。 

a. 主題：滿足人需要主題：滿足人需要主題：滿足人需要主題：滿足人需要 

b. 信息大要： 

� 暫時或要忘記自身需要。 

� 對人有真正的憐憫同情。 

� 藉真道傳達靈性的信息。 

� 雖不足卻看見當有責任。 

� 順從主指示縱有不明白。 

� 學交托在天父大能手裏。 

2. 從上面的大要示範，請自行修訂，寫成自己的

大綱。 

3. 按你想有的焦點，建構信息大綱。 

 

三、 不忘上下文理，做最后調整，加上引言、結

語、轉折語 

 

 

第七課 

傳講福音書（三） 

一件美事（可 14：3－9） 

 

一、 從經文到講章之路：簡易五步曲 

1. 多讀幾次：留意自然分段。 

2. 讀出焦點：找出經文聚焦。 

3. 讀且思想：作出合理分析。 

4. 應用範圍：找出生活相關。 

5. 建構大綱：按目標給重點。 

 

二、 如何寫成一篇釋經講章？ 

A.A.A.A. 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    

在此共 7節經文，對敘事體來說，掌握情節比分段

更重要！ 

 

B.B.B.B. 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    

逾越節前出現的事件，當時耶穌快要上十架，而這

事件被主稱為“一件美事”。這就是焦點。 

 

C.C.C.C. 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    

1. 可 14：3的貴重香膏有多貴重？ 

2. 可 14：6的美事美在哪？ 

3. 可 14：7為何提到窮人？ 

4. 可 14：9 普天下述說美事真光采！ 

 

D.D.D.D. 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    

1. 主快要被釘十架，記女子“珍惜”他有何意思？

（何等貴重香膏） 

2. 美事是對主奉獻，卻遭到批評，事奉真難！（何

用這樣枉費） 

3. 傳福音同時記念窮人（加 2：10），主意思在哪？

（窮人常在，他不） 

4. 此行動是為他安葬而有。（預先澆在他身上） 

5. 行動將被紀念且普傳天下。（傳誦作紀念） 

 

E.E.E.E. 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    

1. 按目標講出這段經文，初步給予主題／標題／

焦點，建構信息大要。 

a. 主題：珍貴的奉獻主題：珍貴的奉獻主題：珍貴的奉獻主題：珍貴的奉獻 

b. 信息大要： 

� 是獻上極貴重的及過于己能力的。 

� 是有勇氣面對反對及困難處境的。 

� 是看主本來是高過貧窮人需要的。 

� 是具有獨到眼光及盡一己所能的。 

� 是蒙受主稱贊及廣被推崇的奉獻。 

2. 從上面的大要示範，請自行修訂，寫成自己的

大綱。 

3. 按你想有的焦點，建構信息大綱。 

 

三、 不忘上下文理，做最后調整，加上引言、結

語、轉折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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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傳講使徒行傳（一） 

金和銀我都沒有（徒 3：1－10） 

 

一、 從經文到講章之路：簡易五步曲 

1. 多讀幾次：留意自然分段。 

2. 讀出焦點：找出經文聚焦。 

3. 讀且思想：作出合理分析。 

4. 應用範圍：找出生活相關。 

5. 建構大綱：按目標給重點。 

 

二、 如何寫成一篇釋經講章？ 

A.A.A.A. 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    

在此共 10節經文，對敘事體來說，掌握情節比分

段更重要！ 

 

B.B.B.B. 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    

使徒在申初定時禱告，在此醫治事件與敬虔禱告放

在一起，顯出神的奇妙能力或許是焦點。 

 

C.C.C.C. 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    

1. 禱告 

2. 醫治復原 

3. 踴躍贊美的生命 

4. 眾人驚訝！ 

 

D.D.D.D. 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    

1. 早期教會見證，禱告生命彰顯事奉能力。（沒有

金銀卻有主名） 

2. 使徒定睛看求助者，全沒退縮更有供應。（拿撒

勒人耶穌尊名） 

3. 影響個人影響社群，福音從個人至社群。（健壯

跳著、百姓贊美） 

4. 使徒在教會生活及領導上有大能的見證。（百姓

滿心希奇驚訝） 

5. 福音大能充滿在早期教會的生活。（貧窮人有福

音見證） 

 

E.E.E.E. 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    

1. 按目標講出這段經文，初步給予主題／標題／

焦點，建構信息大要。 

a. 主題：福音的大能主題：福音的大能主題：福音的大能主題：福音的大能 

b. 信息大要： 

� 見領袖敬虔禱告生命何等羨人。 

� 見吸引得貧窮人主動要求幫助。 

� 見主耶穌尊名被領袖高舉為大。 

� 見福音醫治的大能且震驚社群。 

� 見蒙恩得治者有贊美活潑生命。 

2. 從上面的大要示範，請自行修訂，寫成自己的

大綱。 

3. 按你想有的焦點，建構信息大綱。 

 

三、 不忘當時背景，做個別調整，加上引言、結

語、及轉折語 

 

 

第九課 

傳講使徒行傳（二） 

貼近車子走（徒 8：26－40） 

 

一、 從經文到講章之路：簡易五步曲 

1. 多讀幾次：留意自然分段。 

2. 讀出焦點：找出經文聚焦。 

3. 讀且思想：作出合理分析。 

4. 應用範圍：找出生活相關。 

5. 建構大綱：按目標給重點。 

 

二、 如何寫成一篇釋經講章？ 

A.A.A.A. 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    

在此共 10節經文，對敘事體來說，掌握情節比分

段更重要！ 

 

B.B.B.B. 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    

曠野路上的成功布道事件，下層人領上層官歸主記，

成為跨文化領人歸主先例。 

 

C.C.C.C. 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    

1. 順服 

2. 主動貼近人 

3. 勇于嘗試 

4. 效果羨人！ 

 

D.D.D.D. 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    

1. 教會受逼迫，聖工有新突破，福音傳到外邦去。

（是埃塞俄比亞的高官） 

2. 人順服跟從聖靈引導，領人歸主是意料中事。

（起來你去貼近車子走） 

3. 神透過教會分散，讓福音擴展至廣大地域。（傳

福音直到凱撒利亞） 

4. 神的靈工作時，可以在人身上成就很大的突破。

（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 

5. 福音傳人領人歸主，為他施洗歸入基督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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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洗有什么妨礙呢？） 

 

E.E.E.E. 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    

1. 按目標講出這段經文，初步給予主題／標題／

焦點，建構信息大要。 

a. 主題：福音的擴展主題：福音的擴展主題：福音的擴展主題：福音的擴展 

b. 信息大要： 

� 教會跨越逼迫，在地域上延伸。 

� 主的僕人順服聽從父神的吩咐。 

� 分散是主使用的重要方法，使福音因此傳開。 

� 在歸信的路上，明白神的話是何等重要。 

� 在福音的擴展上，聖靈的工作也是何等重要。 

2. 從上面的大要示範，請自行修訂，寫成自己的

大綱。 

3. 按你想有的焦點，建構信息大綱。 

 

三、 不忘當時背景，做個別調整，加上引言、結

語、轉折語 

 

 

第十課 

傳講使徒行傳（三） 

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徒 20：17－38） 

 

一、 從經文到講章之路：簡易五步曲 

1. 多讀幾次：留意自然分段。 

2. 讀出焦點：找出經文聚焦。 

3. 讀且思想：作出合理分析。 

4. 應用範圍：找出生活相關。 

5. 建構大綱：按目標給重點。 

 

二、 如何寫成一篇釋經講章？ 

A.A.A.A. 自然分段自然分段自然分段自然分段嗎嗎嗎嗎？？？？    

22 節經文屬敘事獨白，因經文太豐富，可順著內

容按目的分不同重點講。 

 

B.B.B.B. 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    

重複提到有益的話、神的旨意，沒有避諱（徒 20：

20、27），前后說不再見面（徒 20：25、38），可

見是全心服侍，且屬臨別贈言。 

 

C.C.C.C. 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    

前行卻不知前路，領袖心語反映事奉者多方身證美

麗事奉，傳講作主僕人及領袖榜樣皆屬合適。 

 

D.D.D.D. 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    

1. 使徒對教會眾長老有一定影響力。（打發人叫齊

教會長老） 

2. 使徒述說 3年來個人事奉的謙卑見證。（3年之

久、始終為人） 

3. 訴說經歷謀害、服侍艱辛，但沒避諱不盡其所

能。（兩次均說到沒有避諱） 

4. 長篇論說屬最后臨別贈言，因不知道前面路程

如何。（以后都不得再見我面） 

5. 提出未來危難長老們當為己為群羊而謹慎。（聖

靈立長老們作監督） 

 

E.E.E.E. 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    

1. 按目標講出這段經文，初步給予主題／標題／

焦點，建構信息大要。 

a. 主題：屬靈的領袖主題：屬靈的領袖主題：屬靈的領袖主題：屬靈的領袖 

b. 信息大要： 

� 他建立隊工，對整群有一定影響力。 

� 他委身服侍，而且具感人的生命見證。 

� 他比眾人經曆更多難處，卻深知要帶領人繼續

向前推進。 

� 他自知有所不逮時，懂得把事工交托主。 

� 他更靠聖靈提出對未來當有的防範與應對。 

� 他一生作主忠僕，學效主施受的榜樣。 

2. 從上面的大要示範，請自行修訂，寫成自己的

大綱。 

3. 按你想有的焦點，建構信息大綱。 

 

三、 不忘當時背景，做個別調整，加上引言、結

語、轉折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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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傳講論說／書信體 

 

體裁體裁體裁體裁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傳講傳講傳講傳講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書信 社會背景 

觀念用字 

思想發展 

段落條理 

當事時代 

查找意義 

作者邏輯 

教會應用 

慎勿鑽牛角尖 

勿見樹不見林 

 

一、 明白書信兩要事 

1. 歷史背景—地方性 

2. 經文脈絡—找文理 

 

二、 書信體特色 

1. 社會背景 

2. 觀念用字 

3. 思想發展 

4. 段落條理 

 

三、 一般釋經 

1. 上下文理 

2. 歷史背境 

3. 文意脈絡 

4. 見樹見林 

 

四、 經文信息 

1. 經文重點 

2. 思想應用 

3. 情理兼備 

4. 新約倫理 

 

五、 面對難處 

1. 引申應用 

2. 無法相比 

3. 文化關聯 

4. 應時性質 

 

六、 如何講書信？ 

1. 分辨什么是核心或屬附帶、次要。 

2. 分辨什么是新約看為道德性的。 

3. 注意什么教導在新約是一致的。 

4. 分辨什么是絕對或屬個別應用。 

5. 偶然提到神學若非有系統講，就點到即止！ 

 

 

第十二課 

傳講保羅書信（一） 

稱義之福樂（羅 5：1－11） 

 

一、 從經文到講章之路：簡易五步曲 

1. 多讀幾次：留意自然分段。 

2. 讀出焦點：找出經文聚焦。 

3. 讀且思想：作出合理分析。 

4. 應用範圍：找出生活相關。 

5. 建構大綱：按目標給重點。 

 

二、 如何寫成一篇釋經講章？ 

A.A.A.A. 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    

整段都屬一完整篇，因充滿不少“藉著主”而有了

的結果。從此，就找到自然分段。 

 

B.B.B.B. 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    

不同的“藉著他”都是焦點節所在，可順序找出，

再按意義逐一講解。 

 

C.C.C.C. 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    

出現至少 5 處“藉著他”（羅 5：1、2、9、10、

11）及其他的解釋句段。 

 

D.D.D.D. 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    

1. 整段經文提及“因信稱義”的結果。（我們既因

信稱義……就） 

2. 不同“藉著他”或同義的話使全段有歸一的效

果。（找出有“藉著他”的經文） 

3. 穿插在“藉著他”之間，若非插句就屬解釋句。

（羅 5：3－8 大抵屬插句，羅 5：6－8、10 屬

解釋） 

4. 清晰見到 5 個“藉著主”的稱義結果，及兩大

插句補充的解釋。 

 

E.E.E.E. 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    

1. 按目標講出這段經文，初步給予主題／標題／

焦點，建構信息大要。 

a. 主題：稱義的福樂主題：稱義的福樂主題：稱義的福樂主題：稱義的福樂 

b. 信息大要： 

� 因信稱義—就與神和好。 

� 因信稱義—就站主恩中及盼望主榮。 

（羅5：3－8屬解釋發揮站主恩中及盼望主榮，

其中羅 5：3、5、6幾節的 3個“因為”是指出

深入因由） 

� 因信稱義—就避過將來神的忿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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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5：10是解釋免去神忿怒因由） 

� 因信稱義—就以神為樂。 

2. 從上面的大要示範，請自行修訂，寫成自己的

大綱。 

3. 按你想有的焦點，建構信息大綱。 

 

三、 注意書信的條理，按實況調整，再加上引言、

結語等 

 

 

第十三課 

傳講保羅書信（二） 

顯揚基督香氣（林后 2：12－17） 

 

一、 從經文到講章之路：簡易五步曲 

1. 多讀幾次：留意自然分段。 

2. 讀出焦點：找出經文聚焦。 

3. 讀且思想：作出合理分析。 

4. 應用範圍：找出生活相關。 

5. 建構大綱：按目標給重點。 

 

二、 如何寫成一篇釋經講章？ 

A.A.A.A. 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    

林后 2：12－13提到保羅的宣教行程，應接上同樣

提到馬其頓的林后 7：5。因此林后 2：14－17 是

大插段的起首部份。 

 

B.B.B.B. 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    

“香氣”是穿插整段的鑰詞，作活或死的香氣，顯

揚基督香氣，都是全段核心所在。 

 

C.C.C.C. 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    

這大插段的起首，是引入往后談及使徒服侍主有的

尊貴，以顯揚香氣叫人或死或活。 

 

D.D.D.D. 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    

1. 提及主的帶領和開門，這是影響使徒四出傳福

音的因由。（主—他也給我開了門） 

2. 提及與同工配合與否，影響保羅心境。（沒遇上

提多心裏不安） 

3. 提及須顯揚香氣，深信神已在基督裏有了勝利。

（常帥領在基督裏誇勝） 

4. 須解釋馨香之氣為何對人產生或死或活的效果。

（找出林后 2：16 當時的背景） 

5. 有許多人為利混亂道，如何與前述的香氣相連。

（林后 2：15、17都說在神面前） 

E.E.E.E. 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    

1. 按目標講出這段經文，初步給予主題／標題／

焦點，建構信息大要。 

a. 主題：顯明生命香氣主題：顯明生命香氣主題：顯明生命香氣主題：顯明生命香氣 

b. 信息大要： 

先從書信脈落進入這先從書信脈落進入這先從書信脈落進入這先從書信脈落進入這段段段段經經經經文文文文，再從當時背景解，再從當時背景解，再從當時背景解，再從當時背景解

釋香釋香釋香釋香氣氣氣氣帶來帶來帶來帶來的死活的死活的死活的死活效效效效果果果果。。。。    

� 得認定神是我們事工的導航，他帶領人傳福音

和打開福音的門。 

� 得深信在基督裏得勝的恩典，勝過與人同工情

感上或有的軟弱。 

� 得藉著服侍散發福音信息的影響力和見證。 

� 得持守傳道的誠信，憑神的能力沒有假冒。 

� 得在神面前放膽講道，發出生命的香氣見證。 

2. 從上面的大要示範，請自行修訂，寫成自己的

大綱。 

3. 按你想有的焦點，建構信息大綱。 

 

三、 注意書信的條理，按實況調整，再加上引言、

結語等 

 

 

第十四課 

傳講保羅書信（三） 

真知道他（弗 1：15－23） 

 

一、 從經文到講章之路：簡易五步曲 

1. 多讀幾次：留意自然分段。 

2. 讀出焦點：找出經文聚焦。 

3. 讀且思想：作出合理分析。 

4. 應用範圍：找出生活相關。 

5. 建構大綱：按目標給重點。 

 

二、 如何寫成一篇釋經講章？ 

A.A.A.A. 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    

這段經文與弗 3：14－21 是本書有名的禱告。差不

多整段都是禱文，能抓著這個重點（禱告）更重要。 

 

B.B.B.B. 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    

“真知道他”是整段焦點，有不少目的句“知道”

作證，全段出現不少的“知道”！ 

 

C.C.C.C. 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    

順著真知道他：其后知道神恩召、基督的豐盛、神

在基督身上的復活大能。這些都是禱告的重點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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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 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    

1. 從信眾認真信主及愛眾聖徒，保羅為其誠心祈

禱。（使你們—真知道他） 

� 真知道—主恩召有大指望（弗 1：18上）。 

� 真知道—聖徒基業的豐盛（弗 1：18 下）。 

� 真知道—顯出浩大的能力（弗 1：19）。 

2. 從基督復活大能充滿教會，保羅就不住的感謝

（弗 1：23、16）。 

 

E.E.E.E. 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    

1. 按目標講出這段經文，初步給予主題／標題／

焦點，建構信息大要。 

a. 主題：真知道神主題：真知道神主題：真知道神主題：真知道神 

b. 信息大要： 

� 沒有比在這時代真知道神的禱告，來得更重

要！ 

� 在這時代，能夠真知道神恩召指望是極有福的

人。 

� 在這時代，抓著神應許信徒基業有的豐盛是極

寶貴的事。 

� 沒能比在這時代，明白到神在基督裏復活大能

更重要的事。 

� 教會在這時代，能彰顯真知道神的見證是何等

重要！ 

2. 從上面的大要示範，請自行修訂，寫成自己的

大綱。 

3. 按你想有的焦點，建構信息大綱。 

 

三、 注意書信的條理，按實況調整，再加上引言、

結語等 

 

 

第十五課 

傳講普通書信（一） 

來到神面前（來 10：19－25） 

 

一、 從經文到講章之路：簡易五步曲 

1. 多讀幾次：留意自然分段。 

2. 讀出焦點：找出經文聚焦。 

3. 讀且思想：作出合理分析。 

4. 應用範圍：找出生活相關。 

5. 建構大綱：按目標給重點。 

 

二、 如何寫成一篇釋經講章？ 

A.A.A.A. 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    

這段屬書卷下半部份生活應用的開始，提及“又新、

又活的路”。這個引言可以總結上部份，再入正

題。 

 

B.B.B.B. 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    

因主“進了至聖所”、因主“來到神面前”都是關

鍵的，再具體地陳述信徒當有的生活。 

 

C.C.C.C. 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    

因大祭司耶穌已然的成就，跟隨他的人理當如何生

活走出新活路，就是這段經文的重點所在。 

 

D.D.D.D. 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    

1. 教會須走在又新又活的路上，但該如何走？（已

然開通了） 

2. 這又新又活的路成就了神家，由大祭司來管理

（來 10：21）。 

3. 得來到神面前，就是沒有阻撓的敬拜生活（來

10：22）。 

4. 分別就信心、盼望及愛心三大環表達這種生活

上的精華（來 10：22－24）。 

5. 恒常聚會彼此勸勉，更是主再來前的持守（來

10：25）。 

 

E.E.E.E. 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    

1. 按目標講出這段經文，初步給予主題／標題／

焦點，建構信息大要。 

a. 主題：暢主題：暢主題：暢主題：暢通通通通的的的的敬拜敬拜敬拜敬拜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b. 信息大要： 

� 因主耶穌已為大祭司，我們從此得了暢通無阻

的敬拜生活。 

� 這敬拜生活至少從 3方面得好好實踐： 

存著充足信心來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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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堅守盼望不至搖動 

愛神愛人的行善生活 

� 敬拜不只是個人的，更是群體的，且不能停止！ 

2. 從上面的大要示範，請自行修訂，寫成自己的

大綱。 

3. 按你想要有的焦點，建構你的信息大綱。 

 

三、 反思書信條理，按實際需要調整，再加引言、

結語等 

 

 

第十六課 

傳講普通書信（二） 

聽道與行道（雅 1：19－25） 

 

一、 從經文到講章之路：簡易五步曲 

1. 多讀幾次：留意自然分段。 

2. 讀出焦點：找出經文聚焦。 

3. 讀且思想：作出合理分析。 

4. 應用範圍：找出生活相關。 

5. 建構大綱：按目標給重點。 

 

二、 如何寫成一篇釋經講章？ 

A.A.A.A. 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    

全書有不少“弟兄們”、“親愛的弟兄們”，取其

分段長短按此作出你的取捨。 

 

B.B.B.B. 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    

全段提及神的道、行道、聽道等很多，焦點必然是

與神的道相關。 

 

C.C.C.C. 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    

神的道是什么回事？有何特征？聽道又行道者如

何有所不同？…… 

 

D.D.D.D. 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    

1. 認識真道者，如何進一步成長？（上文藉真道

生初熟果） 

2. 不單知道真道，更須快聽、慢說、慢動怒，是

什么意思？（雅 1：19） 

3. “人的怒氣并不成就神的義”可作何解？（雅 1：

20） 

4. “道”除了是真道外，更被形容為“救……靈

魂”及“栽種”的道（雅 1：21）。 

5. 強調不單要聽道，也要行道，用照鏡觀看作例

子，指出更要詳細察看（雅 1：22－25）。 

E.E.E.E. 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    

1. 按目標講出這段經文，初步給予主題／標題／

焦點，建構信息大要。 

a. 主題：行道主題：行道主題：行道主題：行道者蒙者蒙者蒙者蒙福福福福 

b. 信息大要： 

� 認識真道者，在生活中進一步蒙福。 

� 生活蒙福者，須小心怒氣。（如批評別人不行道

等……） 

行道者先決條件—快聽、慢說、慢動怒。這是

成就神救恩的義的見證！ 

神的道一方面救人靈魂，另方面在信徒身上栽

種根深使自由。（詳細察看神律法） 

� 請作個行道者，讓真道改變你！ 

2. 從上面的大要示範，請自行修訂，寫成自己的

大綱。 

3. 按你想要有的焦點，建構你的信息大綱。 

 

三、 反思書信條理，按實際需要調整，再加引言、

結語等 

 

 

第十七課 

傳講普通書信（三） 

親愛的弟兄啊（彼后 3章） 

 

一、 從經文到講章之路：簡易五步曲 

1. 多讀幾次：留意自然分段。 

2. 讀出焦點：找出經文聚焦。 

3. 讀且思想：作出合理分析。 

4. 應用範圍：找出生活相關。 

5. 建構大綱：按目標給重點。 

 

二、 如何寫成一篇釋經講章？ 
A.A.A.A. 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自然分段嗎？    

全章 4次提到“親愛的弟兄啊”（彼后 3：1、8、

14、17），可以按此自然分段。 

 

B.B.B.B. 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找可能焦點    

按 4段所載內容，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作者要傳達的

要點。 

 

C.C.C.C. 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作初步分析    

按經文次序分解： 

1. 記念聖先知的話 

2. 主本是寬容的 

3. 信徒要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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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有所防備！ 

 

D.D.D.D. 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合理的推想    

1. 使徒彼得在快要離世前的勸勉及最后焦點（彼

后 3：13－14）。 

2. 彼得把這歸納為 4個聚焦點（彼后 3：1、8、14、

17）。 

3. 末世信徒要認真面對的是什么事？（就是四大

呼聲） 

4. 教會須持守傳承聖言、主寬容應許必兌現、信

徒須殷勤不懈、防備异端假謬。（呼聲的現代意

義） 

5. 最后，須在恩典知識上成長（彼后 3：18）。 

 

E.E.E.E. 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初步的大綱    

1. 按目標講出這段經文，初步給予主題／標題／

焦點，然后建構信息大要。 

a.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末世末世末世末世的的的的呼聲呼聲呼聲呼聲 

b. 信息大要： 

� 末世，要積極過彼此相愛的生活—4次呼叫“親

愛的弟兄”！ 

� 未世危險日子，留意四大環的見證： 

持守聖言的見證 

應許兌現的見證 

殷勤不懈的見證 

防備异端的見證 

� 末世，要在恩典知識上長進，且榮耀神！ 

2. 從上面的大要示範，請自行修訂，寫成自己的

大綱。 

3. 按你想有的焦點，建構你的信息大綱。 

 

三、 反思書信條理，按實際需要調整，再加引言、

結語等 
 

 

第十八課 

學員習作評論（一） 

 

一、 可 4：35－41 

A.A.A.A. 〈〈〈〈風風風風雨同舟見雨同舟見雨同舟見雨同舟見真信真信真信真信〉〉〉〉    

1. 你在為何而努力？（可 4：35－36） 

2. 你真的完全信他么？（可 4：37－41） 

 

B.B.B.B. 〈〈〈〈他他他他到底是誰到底是誰到底是誰到底是誰〉〉〉〉    

引論：太 16：13－18；可 8：27－30 

本論： 

1. 他是完全的人子（來 4：14－16） 

2. 他是聽禱告的救主（腓 4：6－7） 

3. 他是掌管一切的神（約 20：31） 

4. 他是我們最好的老師（雅 1：2－3） 

結論：耶穌到底是誰？ 

 

C.C.C.C. 〈〈〈〈奇妙奇妙奇妙奇妙的的的的救救救救主主主主〉〉〉〉    

1. 策劃渡海門徒同行 

2. 掌管自然眷顧門徒 

3. 主靜風浪挑問徒心 

 

D.D.D.D. 〈〈〈〈狂狂狂狂風風風風巨巨巨巨浪浪浪浪中中中中的主的主的主的主〉〉〉〉    

1. 門徒渡海主同行（可 4：35－36） 

2. 風浪興起主同在（可 4：37－38） 

3. 風浪止住主大能（可 4：39） 

4. 經歷風浪主教導（可 4：40－41） 

 

E.E.E.E. 〈〈〈〈當人生當人生當人生當人生遇到遇到遇到遇到風風風風暴暴暴暴時時時時〉〉〉〉    

1. 人生難免遇風暴（可 4：35－37） 

2. 風暴使人轉向神（可 4：38－39） 

3. 風暴使人認識神（可 4：40－41） 

 

二、 短評可 4：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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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課 

學員習作評論（二） 

 

一、 廣東弟兄 

〈〈〈〈最使最使最使最使人解人解人解人解渴渴渴渴的活的活的活的活水水水水〉〉〉〉（約 4：3－30） 

1. 生理生活的需要 

2. 生命深處的需要 

3. 活水使人解渴 

 

二、 山東姊妹 

〈〈〈〈誰誰誰誰在在在在摸我摸我摸我摸我？？？？〉〉〉〉（可 5：25－34） 

1. 一個有需要的人 

2. 一個有信心的人 

3. 一個有見證的人 

 

三、 河南弟兄 

〈〈〈〈認識基督認識基督認識基督認識基督〉〉〉〉（太 16：13－20） 

1. 查經大綱： 

a. 人說我是誰？（太 16：13－14） 

b. 你們說我是誰？（太 16：15－17） 

c. 耶穌基督的權柄（太 16：18－20） 

2. 講道大綱： 

a. 認識基督—不可人云亦云（太 16：13－14） 

b. 認識基督—需要蒙恩確信（太 16：15－17） 

c. 認識基督—承接屬天權柄（太 16：18－20） 

 

四、 你的評論 

 

 

第二十課 

學員習作評論（三） 

 

一、 海南弟兄 

〈〈〈〈在在在在基督裏基督裏基督裏基督裏的的的的榮耀榮耀榮耀榮耀福氣福氣福氣福氣〉〉〉〉（弗 1：1－12） 

1. 榮耀福氣的頌贊（弗 1：3） 

2. 榮耀福氣的內容（弗 1：4－5） 

3. 榮耀福氣的來源（弗 1：6－8） 

4. 榮耀福氣的奧秘（弗 1：9－12） 

 

二、 陝西姊妹 

〈〈〈〈你你你你的的的的事奉事奉事奉事奉經得經得經得經得起試驗起試驗起試驗起試驗嗎？嗎？嗎？嗎？〉〉〉〉（林前 3：10－17） 

1. 事奉是與神同工，是神的恩典（林前 3：10－11） 

2. 事奉是謹慎建造，是神的工程（林前 3：13－14） 

a. 代表兩種信徒或傳道人的生活 

b. 代表兩種事奉 

3. 事奉得如何應用在我們身上？ 

a. 事奉要討神喜悅（加 1：10） 

b. 事奉要忠心（林前 4：1－2） 

c. 事奉要殷勤心裏火熱（羅 12：11） 

 

三、 江西姊妹 

〈〈〈〈稱義的稱義的稱義的稱義的榜樣榜樣榜樣榜樣————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亞伯拉罕〉〉〉〉（羅 4：1－25） 

1. 亞伯拉罕稱義是因信心（羅 4：1－8） 

2. 亞伯拉罕稱義是以割禮為證（羅 4：9－12） 

3. 亞伯拉罕稱義是承受恩典（羅 4：13－16） 

4. 亞伯拉罕稱義是我們的榜樣（羅 4：17－25） 

 

四、 你的評論 

 

 

第廿一課 

節期講道（一）節期講道特質 

 

一、 基督為中心的講道 

 

二、 神的故事與人的故事的對話 

 

三、 誕生、復活及再來 

 

四、 待降、聖誕、主顯、主顯后 

1. 大齋期（周三撒灰、棕樹受難） 

2. 受難周（洗足日、受難日） 

3. 復活節 

 

五、 聖靈降臨／平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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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課 

節期講道（二）聖誕節、復活節 

 

一、 誕生信息（約 1：4－9） 

〈〈〈〈真真真真光已現光已現光已現光已現〉〉〉〉    

1. 主到世上來就是 

黑暗黑暗黑暗黑暗的的的的消失消失消失消失—驅走黑暗（約 1：4） 

2. 主到世上來竟也 

遇遇遇遇上人上人上人上人拒絕拒絕拒絕拒絕—有不接受（約 1：5） 

3. 主到世上來有先鋒 

為他作為他作為他作為他作證證證證—為他作證（約 1：6－8） 

4. 主到世上來就是 

真真真真光光光光的的的的臨臨臨臨在在在在—照亮人心（約 1：9） 

 

二、 受苦信息 

〈〈〈〈十架七十架七十架七十架七言言言言〉〉〉〉    

耶穌在十架上說的最后7句話稱為“十架七言”，

一半在約 19 章。7句話次序如下： 

1. 父啊，赦免赦免赦免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

得（路 23：34）。 

2. 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同我同我同我在樂園里了（路

23：43）。 

3. 母親，看看看看你的兒子……看你的母親！（約 19：

26－27） 

4.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么離離離離棄棄棄棄我？（太 27：46；

可 15：34） 

5. 我渴了渴了渴了渴了！（約 19：28） 

6.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約 19：30） 

7. 父啊，我將我的靈靈靈靈魂交魂交魂交魂交在在在在你手裏！（路 23：46；

參約 19：30） 

可按序講這七言的禱告、應許和囑咐，顯示主代贖

工作已在十架上成就！ 

 

三、 復活信息（路 24：13－35） 

〈〈〈〈以馬忤斯之路以馬忤斯之路以馬忤斯之路以馬忤斯之路〉〉〉〉    

1. 分析 

a. 離開耶路撒冷（路 24：13）以馬忤斯路上 

b. 門徒向耶穌訴說（認不出他）（路 24：14－24） 

c. 耶穌向門徒解說（路 24：25－27） 

d. 就近以馬忤斯門徒認出耶穌（路 24：28－32） 

e. 返回耶路撒冷（路 24：33） 

f. 向耶路撒冷門徒見證主已復活（路 24：34－35） 

2. 信息 

a. 門徒雖遲鈍不信，主仍願就近他們。 

b. 門徒灰心又沮喪，主與同行且教導。 

c. 今天的門徒如何，主有親近身影嗎？ 

四、 聖靈降臨（約 14：1、8－18） 

〈〈〈〈同同同同在的在的在的在的保惠師保惠師保惠師保惠師〉〉〉〉    

1. 主應許聖靈臨在時，將會驅除人的憂愁（約 14：

1）。 

2. 主應許的聖靈是真理的靈，引導人進入真理（約

14：16－17）。 

3. 主應許的聖靈，使人得兒子的名分（約 14：18）。 

 

 

第廿三課 

場合講道：婚禮、喪禮 

 

一、 喪禮講章 

A.A.A.A. 喪喪喪喪禮是禮是禮是禮是    

1. 一個敬拜聚會 

2. 一種牧養關顧 

3. 一種復活見證 

 

B.B.B.B. 小小小小心心心心    

1. 復活與死亡的張力 

2. 非對死者歌功頌德 

 

C.C.C.C. 合合合合適適適適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1. 復活盼望（林前 15章） 

2. 智慧的心（詩 90 篇） 

3. 天上房屋（林后 5：1－10） 

4. 有福人生（啟 14：13） 

5. 一與多粒（約 12：24） 

6. 死也有益（腓 1：21） 

7. 其他：蒙福人生、死活為主 

 

二、 婚禮講章 

A.A.A.A. 婚禮是婚禮是婚禮是婚禮是    

1. 一個敬拜聚會 

2. 一種牧養關顧 

3. 一種愛的頌贊 

 

B.B.B.B. 小小小小心心心心    

1. 非對新人私下輔導 

2. 照顧到單身者需要 

 

C.C.C.C. 合合合合適適適適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1. 創造男女（創 2：18－25） 

2. 承受恩典（彼前 3：7） 

3. 愛的詩篇（林前 13章） 

4. 愛與順服（弗 5：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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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庭之主（詩 127 篇） 

6. 其他：恩約人生、愛與饒恕 

 

 

第廿四課 

總結：教會的講道 

 

一、 最后的話 

 

二、 講道要義 

示範：〈〈〈〈主在主在主在主在曠野禱告曠野禱告曠野禱告曠野禱告〉〉〉〉可 1：35－39 

1. 選取經文 

2. 給予標題 

3. 中心思想 

4. 分段大綱 

5. 轉折語句 

6. 結語推動 

7. 個人風格 

 

三、 感己感人 

 

四、 使眾行道 

 

五、 一生努力 

 

六、 爭取多講 

 

七、 不同嘗試 

 

八、 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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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傳講不同體裁經文附表：傳講不同體裁經文附表：傳講不同體裁經文附表：傳講不同體裁經文    

 

體裁體裁體裁體裁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傳講傳講傳講傳講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實踐實踐實踐實踐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書信書信書信書信    社會背景 

觀念用字 

思想發展 

段落條理 

當事時代 

查找意義 

作者邏輯 

教會應用 

慎勿鑽牛角尖 

勿見樹不見林 

丈夫要愛妻子 

（弗 5章） 

敘事敘事敘事敘事    人物互動 

時空代入 

劇情進展 

在場參與 

不同表達 

回到過去 

情節把握 

讀者反應 

勿過分注重人物故事 

焦點仍在上主 

門徒等候主來 

（徒 1章）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情感要素 

句子韻律 

想像投入 

節拍共鳴 

喜怒哀樂 

頌唱段落 

不究細則 

何處和應 

勿忘按詩律解 

過分分析細節 

為何你心憂悶 

（詩 42－43篇） 

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蒙恩召命 

愛民心懷 

時代難處 

基督角色 

先知性情 

審判以外 

艱難時日 

新約角度 

審判安慰信息 

新舊約須平衡 

可怖聖殿講章 

（耶 26章） 

智慧智慧智慧智慧    精警句子 

獨立性高 

經文連系 

信息不偏 

中華對聯 

表面矛盾 

整本聖經 

聯想精意 

勿單節立教義 

疏通表面矛盾 

處世經歷配合 

如何答愚昧人 

（箴 26章） 

天啟天啟天啟天啟    圖像視像 

异象傳達 

數字人物 

激蕩作用 

理解象征 

意義解釋 

鋪排結構 

神學主題 

非命題式解 

非表述式解 

乃意象想像 

具誘發行動 

傳講啟示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