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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年度 Sun Pilot 港澳中學生讀經運動 
主題式小組查經材料課程設計 

 

課程系統 

一年八套，按 Sun Pilot 運動的設計，每年讀經進度共設四站，每站均有兩套查經材料，

15-16 年度的查經材料系統設計如下： 
 

第一站「拯救行動」 

- 馬太福音查經材料 

- 出埃及記查經材料 

第二站 「愛得有理」 

- 哥林多前書查經材料 

- 哥林多後書查經材料 

第三站「踏上正路」 

- 約書亞記查經材料 

- 詩篇(選讀) 查經材料 

第四站「最高智能」 

- 腓立比書查經材料 

- 箴言查經材料 

 

第一站「拯救行動 – 馬太福音查經、出埃及記查經」 

馬太福音查經材料設計 

單元 查考經文 課堂主題 主題信息 

第一課 太五 17-20、 

十二 1-8 

成全律法 透過主耶穌對律法的宣講，讓組員明白如何活出律

法的真正意義。 

第二課 太五 21-26 怒氣殺人 透過查考主耶穌對殺人的新定義，讓組員學習檢視

自己的內心世界和情緒。 

第三課 太五 27-30 意念姦淫 透過查考主耶穌對姦淫的新定義，讓組員學習檢視

自己的內心世界和探討如何處理內心的慾念。 

第四課 太五 38-42 報復之終 透過查考主耶穌的教導，讓組員學習將報復心態轉

化為造就性的行為。 

 

出埃及記查經材料設計 

單元 查考經文 課堂主題 主題信息 

第一課 出一 1-14、 

二 23-25 

神聽你呼求 透過認識神對以色列人的記念和看顧，讓組員明白

神的慈愛，並鼓勵組員向神呼求。 

第二課 出十四 5-31 神使你得勝 透過以色列人過紅海的事蹟，讓組員明白神是使人

在危難中得勝的救主，並鼓勵組員倚靠這位滿有能

力的主。 

第三課 出十九 1-9 神與你立約 透過認識神與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所立的約，讓組員

明白神願意主動與人立約，並鼓勵組員與神立約，

實踐「聖潔國民」的身分。 

第四課 出二十 1-17 神賜你誡命 透過認識十誡，讓組員明白神對其子民的誡命和教

導，並鼓勵組員落實遵行神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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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愛得有理 – 哥林多前書查經、哥林多後書查經」 

哥林多前書查經材料設計 

單元 查考經文 課堂主題 主題信息 

第一課 林前一 10-13、 

三 1-9 

懂得彼此相合 鼓勵信徒遠離世俗的屬肉體心態，彼此相合。 

第二課 林前六 12-20 懂得逃避淫行 提醒信徒遠避淫行，愛惜別人和自己的身體。 

第三課 林前八 1-3、 

十 23-33 

懂得為人設想 勸勉信徒將別人的益處看為優先，審視自己行動

背後的影響。 

第四課 林前十二 31 下-

十三 13 

懂得愛的真諦 反思愛的意義，立志在生命中追求愛。 

 

哥林多後書查經材料設計 

單元 查考經文 課堂主題 主題信息 

第一課 林後五 11-21 愛的激勵 鼓勵青少年珍惜基督的救恩，在主裏更新改變，

並熱心帶領人與基督和好。 

第二課 林後六 14-18 愛的配搭 讓青少年明白在生活裏選擇各種拍檔的原則和背

後的意義。 

第三課 林後八 1-15 愛的實在 勉勵青少年為愛神愛人的緣故，具體地奉獻幫助

有需要的人。 

第四課 林後八 16-24 愛的憑據 藉事奉者的美好榜樣，激勵青少年殷勤為主作工。 

 

第三站「踏上正路 – 約書亞記查經、詩篇(選讀)查經」 

約書亞記查經材料設計 

單元 查考經文 課堂主題 課堂目的 

第一課 書一 1-9、 

廿三 5-8、14-16 

亨通之路 讓青少年明白生命亨通之道，在於反覆思念及謹守遵

行神的道。 

第二課 書一 12-18、 

廿二 1-6 

同心之路 讓青少年明白信徒之間應該團結齊心、彼此扶持，一

起追求神所賜給人的美好心意。 

第三課 書七 1-26 聽從之路 讓青少年明白生命道上應追求聖潔，聖潔就是聽從神

的吩咐，不做神不喜悅的事情。 

第四課 書三 1-17 恩典之路 藉以色列人過約旦河的事蹟，總結首三課的學習──若

我們同心、專心聽從神的吩咐，便可踏上「正」路，

經歷一個充滿恩典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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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選讀)查經材料設計 

單元 查考經文 課堂主題 課堂目的 

第一課 詩一 1-6 抉擇人生 鼓勵青少年在充滿抉擇的人生中，選擇善而離開惡。 

第二課 詩廿三 1-6 得力人生 幫助青少年明白在充滿挑戰和凶險的人生，如何可以

得力。 

第三課 詩六十二 1-12 等候人生 鼓勵青少年在等候的日子仰望神，好經歷祂的能力和

慈愛。 

第四課 詩一四五 1-21 讚美人生 鼓勵青少年常常記念神，體會神的美善，以致學懂無

論何時都能讚美神。 

 

第四站「最高智能 – 腓立比書查經、箴言查經」 

腓立比書查經材料設計 

單元 查考經文 課堂主題 主題信息 

第一課 腓一 12-21 活著是基督 人生最高的智慧，就是懂得跟從基督，為基督而活！ 

第二課 腓一 27、二 1-11 基督心為心 人生最高的智慧，就是懂得跟從基督，跟從基督的

人，需要學習祂的謙卑，榮耀父神！ 

第三課 腓三 1-11 基督為至寶 人生最高的智慧，就是懂得跟從基督，以基督為至

寶，丟棄萬事！ 

第四課 腓三 12-21 基督為目標 人生最高的智慧，就是懂得跟從基督，追求屬天的

賞賜！ 

 

箴言查經材料設計 

單元 查考經文 課堂主題 主題信息 

第一課 箴九 10、一 7、二 1-15 智慧開端 讓組員學習尋求一顆敬畏耶和華的心，定

意做一個敬畏耶和華的人！ 

第二課 箴十九 21、十六 1-3、9 生命之計 讓組員明白萬事都在耶和華的掌管中，願

意將一生的計劃交託耶和華！ 

第三課 箴十二 24、27、十三 4、

二十二 29、二十六 13-16 

殷勤之福 讓組員明白有智慧的人生是熱愛神所賜的

生命，願意以殷勤的態度努力工作，提防

懶惰的惡習！ 

第四課 箴十 19-21、十二 17-19、 

22、25、十五 1-2、23、

28、十七 20 

智慧舌頭 明白如何善用舌頭，藉言語的表現活出智

慧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