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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介紹 
如果你是教會牧者或主要同工，是否希望在教會有一個以神的話（聖經）為核心的門

訓、牧養的架構？ 

如果你在帶領小組，是否希望帶領組員更加有系統地查考神的話？ 

你自己在每天研讀聖經的時候，是否覺得有難處？很難持續下去？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查經課程，可以協助牧者每週親

自帶領同工進行門徒訓練（以聖經為核心）。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概況 

1.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目的 

協助基督徒養成天天研讀及查考聖經的習慣 

協助教會在神的話語上有系統地裝備信徒，建立一個根據聖經的牧養架構 

協助教會裝備組長（小牧人），帶領查經分享 

協助教會培養信徒牧者 

2.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歷史進程 

鄧英善牧師為了推動華人讀經運動，成立了以下機構﹕ 

1992 年：在香港成立聖經信息協會有限公司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Ltd。 

1999 年：在美國成立聖經信息協會 Bible Exposition International。 

2005 年：在美國成立聖經信息學院 Bible Exposition Institute。  

2006 年：在悉尼成立澳洲聖經信息協會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2008 年：澳洲開始第一個粵語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2009 年：香港和美國也相繼開始了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3.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與傳統查經班的區別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傳統查經班 

帶領人 要作功課，帶領學員分享答案 要自己預備查經材料 

查經形式 有計劃、有系統的研讀聖經 主題式的聖經學習 

學習方式 要求組員每天獨立完成相關的聖經功課 對組員完成相關聖經功課不一定有要求 

查經聚會 組員分享功課答案後再看總結式講道視頻 一人講大家聽或大家分享讀經心得 

牧者 每週可以固定帶領同工作有系統地預查 

（門徒訓練） 

提供查經資料給同工自己學習，或帶領
同工預查 

同工 需預查後才能帶領小組分享答案 講員自己預備查經材料後再來帶領 

組員 組員每天查考聖經作功課，聚會時再分享

自己的答案和亮光 

可以只是聚會時來聽、分享，很難系統

地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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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的模式 

1.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縱覽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共 30 門科目 1189 章）每期書卷如下 

課程 第一期 (12卷書 388

章) 

第二期 (23.5 卷書 395 章) 第三期 (30.5 卷書 406 章) 

1 創世記 民數記 以賽亞書 

2 馬可福音 申命記 耶利米書/哀歌 

3 羅馬書 馬太福音 哥林多後書/提摩太後書 

4 出埃及記 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代上 1-9 章) 

5 詩篇 撒母耳記上/下(代上 10-29 章) 約伯記/約拿書/那鴻書 

6 約翰福音 哥林多前書/腓利門書/俄巴底亞書 希伯來書/歌羅西書 

7 利未記 列王記上/下(代下 1-36 章) 以西結書 

8 路加福音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提摩太前書/ 

提多書/瑪拉基書 

小先知書-何/摩/彌/哈/番/該 

9 使徒行傳 但以理書/撒迦利亞書 雅各書/彼得前後書/ 

約翰一二三書/猶大書 

10 加拉太書/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約珥書/啟示錄 箴言/傳道書/雅歌 

2.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設置 

a. 導論：詩歌敬拜（5-15 分鐘）、課程概論視頻（45-50 分鐘）、學習新學員學習須

知/報名、彼此認識、領取第一課功課。 

b. 每門科目十堂課 (有功課)： 

組長預查：班長、組長及副組長（2-2.5 小時）。 

小組分享功課答案：詩歌敬拜（5 分鐘）、分組分享功課答案（60 分鐘）、總結式

講道視頻（40-50 分鐘）、報告、代禱事項（5 分鐘）。  

c. 結論：詩歌敬拜（5-15 分鐘）、課程總結視頻（45-50 分鐘）、學員分享過去 10 週

的心得、體會，彼此鼓勵（40-50 分鐘）。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人員結構 

1. BEI 

發放查經功課、講義、培訓資料和視頻等；審核開課申請; 頒發證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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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班長 

與 BEI 聯絡、申請開班、課程完成後遞交考勤表；帶領組長、副組長預查。 

3. 組長/副組長 

帶領小組分享功課答案、並作考勤記錄。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果效 

有系統、深入地研讀聖經 

天天查考聖經（徒 17:10-12）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猶 20 節） 

建立教會信徒作牧養和餵養的工作 

培訓教會全職信徒牧者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申請指南 

1.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開班要求 

a. 可以在教區、教會、家庭或團契開班，“班級”由小組組成，有班長和組長。一個

班人數最少 10 人以上，沒有上限。若人數不足 10 人，可以向學院特別申請。一

個小組人數 10 人，若超過 10 人則建議分組。 

b. 有合格的班長與組長，為成熟的基督徒，認同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的信仰立

場，願意遵守查經課程的運作模式及守則。 

c. 學員：男女分組（若人數不足，可與 BEI 聯絡再作安排）。學員要作功課、願意

參與分享功課答案、且共同觀看信息講道。 

d. 要有上課的地點及播放 mp4 視頻的設備。 

2.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申請步驟 

a. 網上提交申請表 

b. 學院核準後，正式開始學習 

c. 每門科目完成後，由班長輸入或遞交考勤資料後，才可以申請報讀下一科目 

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 (CBSC) 費用 

1. 學費 

 全免 (自由奉獻) : https://www.bibleexposition.org/donation.html 

2. 材料 

 a. mp4 視頻 (粵語或國語 (華語) 版) 

  美金 US$40。每門科目 12 講，每講約 40-50 分鐘，建議每班自行購買。 

  網上購買: https://www.bibleexposition.org/ecommerce/media-mp4.html 

  付款: https://www.bibleexposition.org/donation.html 

 

https://www.bibleexposition.org/donation.html
https://www.bibleexposition.org/ecommerce/media-mp4.html
https://www.bibleexposition.org/don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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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pdf 查經功課 

  學院藉電郵免費提供，班長自行下載打印發給報了名的同學 (不發給其他人)。 

  答案只提供給班長，在作完功課後，預查時和組長作參考使用 (不發給學員)。 

  班長、組長在預查未完成功課前，不要先參考答案。 

 c. ppt-pdf handout 視頻講義大綱  

  每門科目每份美金 US$5 

學員可以購買: https://www.bibleexposition.org/ecommerce/course-materials.html 

常見問題 

1. 問：聖經信息查經證書課程有幾期課程？每期有幾門科目？最快幾年查完 66 卷書？ 

 答：有三期課程，每期有 10 門科目，若每年讀 4 門科目，最快 7 年半完成 66 卷書。 

2. 問：每門課有 12 次功課嗎？ 

 答：每門課有 10 次功課，導論和結論沒有功課。 

3. 問：可以兩週聚會一次嗎？小組聚會的時間是多久？ 

 答：不可以。一周一次聚會 (上一堂課)，每次聚會 2 個小時。 

4. 問：學員甚麼時候作功課？ 

 答：每人各自在上課前完成功課。建議每天作功課，多思考其內容。不要等到明天上

課，今晚才作功課。  

5. 問：組長沒時間參加預查，還能帶組嗎？ 

 答：不可以。組長必須參加預查後才可以帶領查經分享答案。 

6. 問：聚會 (上課) 就是組長講，組員聽嗎？ 

 答：不是，聚會 (上課) 時組員分享已作的功課答案，並一起看視頻信息。 

7. 問：已經學完一卷書，忘了記錄考勤，能申請下一卷書的學習嗎？ 

 答：不能。需補齊考勤表後才能申請下一卷書的學習。 

8. 問：在網上填寫過一次申請表，就可以按順序學習所有課程嗎？ 

 答：每申請一門新的課程，班長都需要填寫新的申請表，申請下一門科目。 

9. 問：只有 3 個人，能申請開班嗎？ 

 答：不能。至少 10 人才可以申請開班。若人數不足 10 人，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向學院

特別申請。  

10. 問：查經證書課程是函授課程嗎？ 

 答：不是，查經證書課程不是函授課程。 

https://www.bibleexposition.org/ecommerce/course-material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