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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D研經系列簡介	」

一、為什麼需要「3D研經系列」？

聖經是基督徒屬靈生命的「天糧」，但不少信徒卻在「吃」這「天糧」的時候覺得

淡然無味、甚至難以下咽；如此，信徒成長受了阻礙，教會增長也同樣受損。福音證主

協會製作出版的「3D研經系列」教材，正是針對信徒和教會這方面的需要。

二、什麼是3D？

D-Dimensions「多方位」

運用多媒體教學方式——國、粵語雙聲道影音教材，有圖片、音像、講解、字幕、

文字材料，讓學員藉著聽、看、讀、想，理解聖經知識和教訓，也讓教師掌握豐富的資

料以解答問題。

D-Depth「有深度」

即深入淺出地闡明聖經真理與教訓，講解難明經文，配以查經題目和小組討論，幫

助學員超越對真理的表面認知，鑽研理解聖經，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裡。

D-Direction「有定向」

即從同類聖經書卷中抽出重要神學主題研讀，綜合有關經文討論，以經解經，讓學

員明白聖經貫徹始終的整全信息，不至於斷章取義。不單對聖經有一個概括的認識，更

明白聖經乃出自一位神的默示，其真理信息在舊約和新約，一以貫之。

三、「3D研經系列」課程內容及其適用對象 

課程由資深教牧用國語主講、粵語配音，同時有簡、繁體字幕，文字部份有學員

本、教師本、講義本。每套課程都有清晰的主題，課題之間前後呼應，亦可獨立使用；

透過三年（十二季）的連續課程，可以學完整本聖經66卷書的主題內容。無論是團契、

小組、主日學，甚或個人研讀，盡皆合宜；並特別方便主日學老師或查經組長備課和帶

領。

本會多年參與中國福音和聖經教導事工，深切體會在中國大陸缺乏系統研經教材和

資深聖經教師；因此，也特別以此教材支持中國大陸信徒、主日學教師及傳道工人的培

訓，盼望您以禱告和奉獻支持。

為方便讀者預先了解這套全新的聖經教導課程，我們把12課「看破生命的迷思

──安息」之DVD、學員本、教師本、講義本，做成教材示範本，供大家免費取用，歡

迎您提出寶貴意見。



一．課程內容

本課程共十五課，每課均提供十個部分的資料，分別是「本課目的」*、「破冰問

題」、「背景導言」、「影片播映」、「影片溫習」*、「講義提要」、「經文學習」*、

「身體力行」*、「背誦金句」*及「參考資料」。（帶*號者為學員本內容，答案由教師本

提供。）

「本課目的」

解釋本課內容設計的方向，讓教師在教導時有所依循。

「破冰問題」

提供一些思考或討論問題，作為引發點，引導學員進入本課的中心思想。教師的責任

就是引導及鼓勵學員思考與分享。

「背景導言」

提供與本課有關的一些背景資料，供教師在每課開始時向學員介紹。

「影片播映」

播放本課錄影片段，藉主講者的講解或與主持人的對話，以及圖片、圖表、文字等，

闡明本課的精義，並解答信徒對一些經文常存的疑問。影片中的圖片、影像大部分在埃

及、約旦、以色列實地拍攝，力求增加真實感。

「影片溫習」

選擇影片對話中的一些內容重點，編成填充題，教師於播放影片前，請學員先看一遍

填充題，以至看影片時留心內容重點。若時間許可，教師可先播放一次影片，給學員初步

映像，然後再播放一次，請學員填充答題。

	

「講義提要」

提綱挈領摘錄影片講解內容，幫助教師重述課文精義並加以解釋，以至學員能完全掌

握課文主旨。教師可按需要或詳或略，靈活運用。

「經文學習」

選用影片中教導的一段重要經文，集中在一主題及經文範圍查考。若於主日學中使

用，可選用「經文分享」作為課堂「互動討論式」教材。如課堂上沒有足夠的討論時間，

則可以「經文分享」中的答案，作為課程講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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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力行」

提供行道的建議，教師應鼓勵學員不要只停留在學習知識的層面。下一次上課，可以

請學員分享上一課「身體力行」的經驗，彼此勉勵。

「背誦金句」

預備給學員背誦的金句，均摘自新約聖經。既是新舊約前後貫通的佐證，也是幫助學

員記憶課程內容的有效途徑。

「參考資料」

提供給教師與本課有關的其他額外資料，讓教師對本課有更深的了解，教師可根據時

間選擇採用其中的材料。

二．備課建議

建議一：原則上，如果以一個小時的主日學課堂計算，可按下面的建議時間來進行教

學：(時間均以約數計算，可按需要增減)

「本課目的」及「破冰問題」：		5分鐘

「背景導言」：	 	 	 	3分鐘

「影片播映」：													 											15分鐘

「影片溫習」：	 	 	 	5分鐘

「講義提要」：	 	 											10分鐘								

「經文學習」：	 	 											15分鐘

「身體力行」：	 	 	 	5分鐘

「背誦金句」：	 	 	 	2分鐘

	 	 	 	 				合共60分鐘

注：如果時間有限，教師可選擇縮短或省略「講義提要」部分，而增加「經文學習」

時間；或者反之。

建議二：如果教學時間可以在一小時以上，教師可以有如下安排選擇：

(1)	根據學員程度，將影片在前、後播放兩遍，以溫習鞏固；

(2)	增加「講義提要」時間，作為重點，詳細討論；

(3)	增加「經文學習」時間，鼓勵學員更多提出生活應用問題；

(4)	使用「參考資料」，增加學員的背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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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看破生命的迷思──安息

本課目的 	

認識神吩咐人在生命中享受安息的心意和目的。

破冰問題

1.	人們常常以「安息」來形容離世的人，你認為對嗎？為甚麼？

2.	你有享受過「安息」嗎？若有，請形容一下。若沒有，請解釋為

甚麼沒有。

背景導言		

安息，一般是指無須做任何工作或活動。聖經中第一次提到安

息，是在神完成了創造宇宙萬物之後，賜福予第七天而訂立的(創二

3)。透過安息，神宣告了創造的完美、神的主權和祂心中的舒暢、滿

足(參創一31；出卅一17)；此外，安息又表明了神要賜福予一切受造

之物的心意。這樣看來，源於神的安息，是何等的豐富。

另一個安息的觀念是源於救贖。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日子，身份

是法老的奴隸，沒有休息的資格。當神把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之

後，在西乃曠野與他們立約，又頒布十誡作以色列人生活的準則。

十誡的第四條，為以色列人設立了安息日的定例，表明他們不再是

法老的奴隸，而是神的子民，所以遵照神的吩咐守安息日(申五12-

15)。這個在每星期的第七天安息的做法，遂成為以色列人信仰生活

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但神的安息是超越任何屬地和短暫的經驗的。安息日的存在，

亦預表著神應許祂的子民在天上永恆的平安。摩西五經從天地的源

起說到以色列民族的誕生和進入迦南美地的過程，表明了神所應許

的安息，實在是神的子民要脫離罪惡的枷鎖，蒙神揀選專為己用，

得享神永恆平安的保證(出卅一12-13；參創十一27至廿五11；徒七2-

8；來十一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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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播映（13:15）

請學員觀看本課影片，觀看前先看影片溫習填充題目，以便觀看

影片時留意內容重點。

影片溫習

請學員觀看本課影片時、或看完後填充答題。

1.	安息的觀念主要是跟創造和拯救有關的。

2.	神吩咐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是要他們把當天分別出來敬拜或親近

神。

3.	每逢七年，以色列人便要守安息年，停止耕作，使地土休養生

息。到了第七個七年之後，更有禧年的慶祝。

4.	安息的教訓，是讓人明白土地的主人是神，安息就是表示信任

神。

講義提要

一．安息的定義

1.	聖經第一次提到安息，是當耶和華神在六日內創造了宇宙萬物以

後，就在第七天，賜福這一天，並且訂立為安息日。神藉著安息

來宣告：

(1)	祂的創造已經完成，並且是完美的；

(2)	祂是統管整個宇宙萬物的神；

(3)	整個宇宙萬物都在祂的創造計劃裡。(創二3)

2.	安息也與救贖的觀念有關，神不僅帶領他們離開為奴之家，成為爲

神的子民，而且可以遵照神的吩咐守安息日。

二．安息日的定例

1.	安息日的定規主要是停止平常規律的工作；把這一天分別為聖，

定為聖日，表明完完全全是屬於耶和華的，以此記念神的創造與

救贖。

2.	每個星期的第七天、每一個月的頭一天，以及一些主要的節期如

住棚節、逾越節、五旬節等，都有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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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安息日做的事：

(1)	祭司要更換會幕裡面的陳設餅，獻上燔祭；

(2)	每一個百姓要參與聖會，親近神。

4.	安息日定例提醒以色列人，耶和華是創造者，是生命和救贖的主

宰。

5.	從十誡的次序來看，安息日的誡條，把與神的關係、與人的關係

連接起來，令願意遵守的人在神和人面前都蒙福。

三．安息與應許之地的關係

1.	以色列民進入了應許地之後不但有安息日，也有安息年和禧年，

表明耶和華才是大地和生命的主人：

(1)	安息年就是每逢第七年，以色列人要停止耕種和收割，讓土

地休歇一年。莊稼果菜都任由窮人和外鄉人食用。又要施行

豁免債務，並讓淪為奴僕的以色列人，可以獲得自由。	

(2)	禧年就是七個安息年之後的第五十年。除了繼續安息年的各

種豁免外，要把從兄弟親族手中購得的田業歸還原主。

2.	無論是守安息日、安息年，還是禧年，神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就

是要讓以色列人倚靠神，而不是倚靠他們自己。

3.		摩西藉著安息提醒以色列民，不要在安息裡心高氣傲，忘記神，

轉向敬拜跟隨那些偶像。

4.	以色列人在應許地的安息，是預先享受將來進入神永恆榮耀的安

息。

四．今日基督徒的安息

1.	神的子民在神的愛裡所經歷的安息，才是真正的安息。

2.	 神透過安息賜福給人的，不單是眼前的生活享用，更有對永生的

盼望。

3.	應用安息的教訓：

(1)	對他人：顧念那些本身無力量供養自己需要的人；

(2)	對神：承認祂才是地土和生命的主人；

(3)	對自己：不僅把自己生命、也把自己一生年日歸為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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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學習 

利廿五18-24

請學員先讀一遍經文，然後一起討論下面問題，可參考答案及加

以補充。

1.	安息年的出產屬於誰？甚麼人可以享用？

答：安息年不准耕種，但土地若有自長的出產，人仍然可以享

用。可是，這些自長的出產，不是地主私有的財產，而是神賜予

所有人的。除了作地主和他自己家人、所雇工人和家畜的食物

外，還應該給窮人和寄居的外人自由拾取，並任由野生的走獸作

食物(利廿五1-7)。

2.	安息年的安排是否會使人趨向懈怠職守？

答：安息年是叫人學習信靠神，知道神的供應和拯救是足夠的。

同時，安息年也使人實踐彼此相顧、互不虧負的原則(參利廿五

14、17)。況且，安息年的時候，以色列人放下日常的工作，是

為了更多的親近神和照顧親族和鄰里中有需要的人，生活絕不會

懈怠。

3.	人若在安息年停止工作，會不會捱餓？神有甚麼應許？

答：神應許第六年會賜福土地生出三年的土產，因此，第六、七

及八年都有糧可吃（利廿五20-22節）。

4.	神要人讓地休息和歸還地業的目的何在？

答：讓地休息主要是不耕種、不收割，目的是讓窮人，甚至野獸

可自由享用田地出產。實際上，這種放棄收成的方式，也為了使

禧年地業權歸還原主，及奴僕可得自由的措施容易實行。

5.	人在歸還地業的過程中應按甚麼原則進行？背後的動力是甚麼？

答：在禧年時加上歸還地業的定例，是要強調神才是大地的主

人，我們都是受託管理地業而已。人在歸還地業的過程中應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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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不虧負」的原則進行，並以敬畏神為動力。

6.	今天的社會步伐急速，我們應怎樣實踐安息的真理？

答：在每週的工作中，必定預留敬拜及休息的時間，享受神的賜

予。安息的主旨在於倚靠神及不虧負人，並照顧有需要的人，這

些也是信徒可以實踐的地方。

7.	試從個人經歷中作出回應，分享安息對你的意義。

答：(這一條是分享問題，沒有指定答案。)

身體力行	

1.	你如何度過每週末的假日呢？你認為這是安息嗎？可以改進嗎？

如何改進？

2.	今天基督徒因基督在星期日復活，便以守主日代替守安息日。你

如何在主日中享受安息呢？

（請學員預備在下一堂課分享自己身體力行的見證。）

背誦金句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

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

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太十一28-

30)

參考資料

一．應許之地	—	安息之所

希伯來書三至四章提到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歷史，從中引

出神對屬衪的

人在進入應許地之後的生活教導。這對我們在今日的生活中尋求

主裡平安的人亦有提醒。

1.	以色列人當日不得進入所應許的安息的因由(來三8-10)：

(1)	心靈剛硬、惹神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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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親見神蹟、仍試探神；

(3)	心中迷糊、不聽從神。

「安息」這裡是指迦南地。因著上面的各種原因，神就定下以

色列人不得進入應許之地得享安息。

2.	以色列人不能進入安息的原因（來三15-18）。

作者在12至14節的提醒及安慰後，由15節起再回到以色列人出

埃及的例子，向讀者們再次提出警告。「經上說……」(15)：這

節重複第7節的舊約引用，下文四章7節又再引用，表示這節經文

對本段警告有相當的重要性。作者藉著這節經文再次提醒讀者要

留心以下將要帶出的信息，亦同時表達這信息的重要性。這四節

經文(15-19)的信息，是以三個問題再次帶出以色列人不能進入

安息的原因。

(1)	誰聽了神的話而惹衪發怒呢？(16)

這裡當然是指跟從摩西從埃及出來的以色列人了。但這特別

的強調對讀者來說，似乎是指那些已經跟隨基督、離開罪惡

的信徒，而非仍在罪中不信基督的人。

(2)	神40年之久厭煩誰呢？(17)

這裡指出一些以色列人雖然聽從摩西離開埃及，但卻因犯罪

而死在曠野。這顯示出信徒犯罪，仍要面對神的責罰。

(3)	神不准誰進入衪的安息呢？(18)

這裡指出那些不能進入安息的以色列人，是因為不信的緣

故。這指出今天的信徒若對神的應許沒有信心，也會像以色

列人一樣不得進入神的安息。

(4)	 「神的安息」：一般解經家相信「安息」是指「屬靈的安

息」。作者接著在四章1至13節詳細討論安息的問題。

3.	安息的意義(來四1-10)

(1)	安息的應許(來四1-3上)

․	 當日以色列人有迦南地的應許，今天我們同樣有在基督裡安

息的應許(1)。

․	 第2節指出，當日以色列人所聽見的信息與今天信徒所聽見

的信息都是一樣，舊約正是反映著新約。這福音有益與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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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我們的信心。

․		已相信的人就可以得著安息(3)。

(2)	三種安息的意義(四3下-10)

․		創造的安息(3下-4)

․		進入迦南的安息(5-8)

․		另一個安息日的安息(9-10)

4.	竭力進入安息(來四11-13)

安息的重點既是要人敬畏神，人便需要從信心出發，遵行神的吩

咐。就是把眼目注視在神的能力和救贖上，而不需要為個人生活

的需用而憂慮。同時，又要把神所賜予的豐富與人分享，使人能

同享主裡面的安穩。

二．其他參考經文：

除「講義本」所引用「摩西五經」內之經文外，教師更可查考以

下經文及參考釋經書之註釋：代下卅六21；賽卅15，五十六2-7，五十

八13-14；耶十七21-27；結廿12-24；太十二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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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一)

(光碟二)

(光碟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