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信息學院﹕聖經信息班 (CBS) www.BibleExposition.org                                                                       ©聖經信息班運作手冊_R2.10 

1 

 1. 引言 

聖經信息班  (CBS) 是﹕ 

1. 一個經文分析排列的讀經法 
2. 一個作功課、聽課的讀經模式 
3. 一個信徒全面及有系統的聖經學習 
4. 一個聖經導師屬靈生命的裝備和訓練 
5. 一個宣教培訓的資源 
6. 一個聖經學院的聖經課程 (CBS 不設學分、不設證書) 
 
聖經分析排版本 CAL Bible = Chinese Analytical Layout Bible 
聖經信息班 CBS = CAL Bible Study  
 
聖經信息學院異象與使命： 

 燃點火熱的心愛慕主話：查經、行道、傳道 

 To Ignite the Passion for the Word of God by Studying, by Living and Teaching 

 

 查經：天天考查聖經 –  

  （有紀律、有系統地研讀聖經 

   個人與神的關係 – 造就⾃⼰、靈裡成⻑） 

 行道：立志遵行主道 –  

  （為主活著，為要認識基督、得著基督 

   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 為主作美好的見證人） 

 傳道：正意講解真道 –  

  （將神的話，正確地教導信徒 

   個人與教會的關係 – 教會牧養、門徒培訓） 

 
我們相信：神的話是重要的 

 與我們的救恩有關： 

  神的話語，使人能認識救恩，蒙恩得救 

 與我們的成⻑有關： 

  神的話語，使人能明白真理，⻑進成熟 

 與我們的事奉有關： 

  神的話語，使人能遵主心意，討主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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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經信息協會、學院、查經班的信仰立場 

1. 我們相信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絕無錯誤，是信徒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權威及指引。 

2. 我們相信只有⼀位真神，卻有不同的位格:聖父、聖子、聖靈；無始無終，永遠共存，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無所不在，是至高至榮耀的神。 

3. 我們相信聖父是宇宙世界、人類至高創造者及統領者。掌管人類⼀切歷史。 

4.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由聖靈感孕從童貞女馬利亞而生；祂道成肉身，成為人。祂百分百是

神；同時也百分百是人。我們相信耶穌是無罪的，卻為全人類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第三

日從死裡復活，向門徒顯現，四十天後升天。現今坐在神的右邊為信徒代求，將來要再來作王。 

5. 我們相信聖靈是神，使世人知罪，為罪、為義、為審判責備⾃⼰。當人相信耶穌時，聖靈叫人

重生、永遠內住信徒心中、把信徒浸入基督身體中。聖靈在信徒生命裡作帶領及教導的工作，

是信徒生活與事奉能力的來源。 

6. 我們相信人是照著神的形像和樣式被造的。但始祖亞當犯罪，使全人類陷在罪中，與神隔絕，

無法⾃救。 

7. 我們相信救贖是出於神的恩典。凡相信耶穌為他們的罪而死並已復活的人，他們的罪必得赦免，

被神稱為義。信徒⼀次真正得救，蒙神保守永遠得救。 

8. 我們相信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是教會的元首。主耶穌只為教會設立兩個禮儀﹕水禮及聖餐，

每個信徒都應遵守，但聖禮並不能使人得救。 

9. 我們相信基督會再來。祂再來時教會是在七年大災難之前被提，這是信徒有福的盼望。七年大

災難之後，基督將與教會榮耀降臨地上，主耶穌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國度，千禧年國度過後，然

後新天新地來到。 

10. 我們相信主耶穌給教會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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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經信息班目的 

3.1 為教會提供一個全面及有系統的讀經課程 

1. 全本聖經分為三期課程 (3 phases) 。 

2. 每期十門課 (10 courses)。 

3. 每門課共 13 堂，適合在主日學，家庭小組或職場上使用。其中十堂課有 6-8 頁的功課，學
員先把功課作完，上課時⼀起看課程 MP4 信息。 

4. 每年讀四門課，七年半可以把全本聖經讀完。 

5. 學員按課程次序研讀。第⼀門課是創世記。讀完創世記才讀馬可福⾳。讀完第⼀期，才讀
第二期。讀完第二期，才讀第三期。 

 

每期課程提供的查考書卷如下： 

課程 第⼀期聖經信息課程 
（12 卷書） 

第二期聖經信息課程 
（24 卷書） 

第三期聖經信息課程 
（30 卷書） 

1 創世記 ⺠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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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底亞書 希伯來書/歌羅⻄書 
 

7 利未記 列王紀上/下 
(代下 1-36 章) 

以⻄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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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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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協助基督徒養成天天讀經及考查聖經的習慣 

讀經、禱告是信徒靈命成⻑所不可缺少的。庇哩亞的信徒⽢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
得這道是與不是（徒 17:11）。他們對聖經有⼀個順服渴慕的心，⽢心領受。他們對聖經也有⼀
個求知的心，要把信心及信仰建立在個人直接從聖經的認識上，而非把重要的信仰基礎建立在
第二手的資料上。他們耐心、恆心地天天查考聖經。天天讀經可以幫助我們：  

1. 直接地、正確地全面認識神（參太 16:13-28；弗 1:15-23）。 

2. 把信仰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話語上。 

3. 靈命成⻑，進入到成熟的裡面（來 6:1）。 

4. 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維護真道，隨時隨地可以用真道教導別人（提後 2:15；猶 3 節；彼前 

3:15）。 

3.3 協助教會在神的話語上有系統地裝備信徒 

很多基督徒以為只有奉獻全時間服事主的牧者要去神學院受裝備。不是每個基督徒都蒙召全時
間服事主。不是每個基督徒都要去神學院讀書。不去神學院讀書不等於不需要讀聖經及神學。
若每個基督徒都願意作基督的精兵 (提後 2:3)，那每個基督徒都應該接受有系統的聖經及神學課
程裝備。 

聖經信息班是⼀個聖經學院的聖經課程。有心志，認真作功課的學員，可以有系統地研讀聖經。 

3.4 協助教會培養能帶領弟兄姊妹讀經的導師 

1. 聖經信息學院負責培訓及認可 (certify) 開班的導師 (mentor)。 

2. 導師不是教師，他是⼀位成熟的基督徒，願意帶領弟兄姊妹⼀起讀經。 

3. 有學院認可的導師，即可向學院申請開班。 

4. 聖經信息班運作模式 

4.1 每課上課 13 週：1 週 MP4 導論 + 10 週 MP4 信息 + 1 週 MP4 結論 + 1 週分享讀經心得及亮光 

4.2 查經班運作流程： 

A. 第 1 週導論： 

1. 觀看 MP4 導論信息 (約 45 分鐘)。 

2. 導師講解課程要求，強調作功課的好處。 

3. 彼此認識、代禱。 

4. 導師派發第 1 課功課給學員 (每堂功課是在上⼀堂課結束後派發)。 

B. 第 2-11 週： 

1.  6 天讀經靈修備課（導師與學員皆須完成所有功課）。建議每天使用《聖經分析排版
本》，仔細閱讀⼀遍當天有關功課指定的經文，然後完成功課。 

2. 每週 1 小時到 1 小時 15 分鐘的上課時間。 

a. 準時，以禱告開始。 

b. 觀看 MP4 信息。 

c. 觀看完 MP4 信息後，學員可以分享在作功課及在這課堂學到的心得。 
d. 導師可以事先安排，在每堂課都有學員分享。 
e. 準時下課（派發下⼀堂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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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 12 週結論： 

1. 觀看 MP4 結論信息 (約 45 分鐘)。 

2. 彼此代禱。 

D. 第 13 週﹕見證分享 

各學員分享過去十二週的心得、體會，作見證 (每人約 5-10 分鐘)。導師可按各班情況，⾃行
調整進行方式或舉行愛筵。 

5. 聖經信息班開班要求 

5.1 導師 (Mentor) 

每教會、團契、查經班，若有⼀位成熟的基督徒願意帶領弟兄姊妹⼀起讀經，具備以下資格，又
願意接受聖經信息學院的培訓作導師，即可向學院申請開班。 

A. 導師的資格 

1. 清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並已接受水禮。 

2. 愛慕神的話語，願意⿎勵及帶領弟兄姊妹⼀同讀經。 

3. 若屬教會的事工範圍 (如主日學、團契、查經班) ，必須得教會牧⻑或主日學校⻑推薦。  
B. 導師的裝備培訓 

1. 個人先完成聖經信息學院製作的 “基要信仰” 課程 (觀看 MP4)。通過考試及格(93%或以上 – 

答對 30 條選擇題的 28 條或以上)。 

http://www.bibleexposition.org/resources-media-cbsc-mp4-basic_faith.html 

2. 明白並願意遵守聖經信息班運作手冊所定的程序規則。 

C. 導師的責任 

1. 負責申請開班。 

2. 推介、招生 (每班要有五個學員或以上)，幫助學員報讀。 

3. 上課前⾃⼰必須先完成功課，最好也先看該週課程的 MP4 信息。 

4. ⿎勵學員先完成功課，才來上課，以便得到更大的學習果效。 

5. ⿎勵學員把當日學到的屬靈功課應用在下⼀週的生活上。 

6. 安排上課場地及播放 MP4 的器材 (可以請學員幫忙安排⾳響設施) 。 

7. 學院會提供⼀份 pdf 的功課問題給導師。導師負責打印及派發給學員。 

8. 導師不可以其他任何方式傳發 pdf 功課給學員。必需是已報讀及前來上課，並有作功課
的學員，方可領取功課。導師不可私下複製 MP4 信息給學員或他人。 

9. 每週上課負責點名，及在課程完成後，把考勤表提交給學院。 

10. 為聖經信息學院、同學禱告。 

5.2 學員 

A. 學員人數 

 有 5 個學員，導師便可以向學院申請開班。 

B. 學員守則  

1. 願意遵守聖經信息班的學員守則。 

2. 每週完成功課，並閱讀所有提供資料。不作功課的學員，只可觀看 MP4 課程信息，不可
領取功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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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準時出席上課，不遲到、不早退。 

4. 上課前，必須關閉手機。在任何情況下，不得擅⾃錄⾳或攝影。 

5. 上課期間，要認真聆聽，不可插話，不可互相交談或作與查經無關的事情。 

6. 主動、樂意參與分享。尊重其他學員在課堂所分享的，要保密，不外傳。 

7. 若「聖經信息學院」需要在聚會期間拍攝，作記錄或宣傳之用，同意在被拍攝範圍之內，
並不作任何索償。 

8. 如果因事不能上課，應事先通知導師，並委託其他學員代領下週功課。 

9. 未經「聖經信息學院」批准，不得把學院的任何材料 (如問題、講義、MP4 信息等) 的內
容複印或其他任何方式轉發給他人，或作其他用途。 

10. 願意為導師、學員、「聖經信息協會、學院」及世界各地的聖經信息查經班、聖經信息
班、聖經教導事工禱告，並奉獻支持。 

11. 願意盡力遵行在查經班裡學到的屬靈功課：行道，不要單單聽道。 

12. 願意把聖經信息班推薦給其他弟兄姊妹，⿎勵他們參加。 

 

6. 費用 

6.1. 學費 

學費全免，⾃由奉獻  http://www.bibleexposition.org/donate_payment.html 

6.2. 材料費 

1.  課程 MP4 信息光碟，每門課程⼀片共 12 課。每片 US$40。 
2. 每個學員每門課程材料使用費 (US$10)，建議⾃由奉獻。(美國地區，奉獻超過$10 的金額可

抵稅)。 

3. 影印費﹕每班各⾃負責影印查經功課材料給同學。 

4. 請⾃備器材，播放 MP4 信息。 

 

7. 附件 

附件 1：CBS 聖經信息班開班申請表 
附件 2：CBS 聖經信息班學員報名表 
附件 3：CBS 聖經信息班考勤表 
附件 4：CBS 聖經信息查經班總評估回應表 
聖經信息學院網站 (http://www.BibleExposition.org) 可直接下載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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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CBS 聖經信息班開班申請表 
此開班申請表只提供給不能上網申請開班的地區使用 

開課書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國語 粵語 
開班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逢週﹕日    ⼀   二    三   四   五   六 
每週上課時間：__________(例﹕8:00 pm -9:00pm ) 
開班人數：男生_____________人  女生____________________人 
開班地點：__________(教會名稱) 教會   機構   公司   住家   其他 
開班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city)：__________________州/省(St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區郵編 (zip code) ：________________國家(Country)：________________ 
申請者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30 歲以下 31-45 歲 46-64 歲 65 歲以上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家 公)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洗年日：____________(年)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聖經認識：良好  普通  全無 
其他查經班經驗：無  1-3 年  3 年以上 帶領查經班經驗：有 無 
參加過聖經信息查經班其中⼀門課，及格。 
本人已完成收看《基要信仰》課程及通過考試合格。 
本人明白及認同聖經信息班的宗旨、方向和信仰立場。 
本人明白並願意遵守聖經信息班運作手冊所定的程序規則 
本人承諾尊重聖經信息查經班的版權，絕不私下複製，打印，傳送任何查經班資料。 
推薦人：（姓名、電郵及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申請在教會開班，請該教會的牧師或⻑執負責人推薦。 

申請人（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請在網上申請開班﹕https://www.almega.com.hk/acms/BEIClassAppForm.asp?site=bei&lang=cht 

若無法上網，請把表格填好後，掃瞄 (scan) 或拍照電郵傳到以下電郵地址: 

cbs@BibleExposition.org. 若申請人不會用電腦傳電郵，請教會同工，弟兄姊妹協助。 

辦公室專用 

收件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批准開班：___________________ 
經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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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CBS 聖經信息班學員報名表 (此學員報名表只提供給不能上網報名的地區使用) 

第⼀次參加聖經信息班 (CBS)     國語  粵語 

曾參加聖經信息查經班 (CBSC)   學員編號:____________ 

報讀書卷：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課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課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逢週﹕日    ⼀   二    三   四   五   六 
每週上課時間：__________________(例﹕8:00 pm -9:00pm  )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25 歲以下 26-40 歲 41-55 歲 56-65 歲 66 歲以上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家 公)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主年數：________(受洗未受洗)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聖經認識：良好 普通 全無 

參與查經班經驗：無 1-3 年  3 年以上 

帶領查經班經驗：有 無 
 
本人願意遵守「聖經信息班」的學員守則。本人承諾保護聖經信息學院的知識產權，絕不私下複製，
打印，傳送任何查經班資料。若「聖經信息協會」需要在聚會期間拍攝作記錄或宣傳之用，本人同
意在被拍攝範圍之內，並不作任何索償。 
 
報名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若在學院提供上網填報考勤表的地區，請導師務必在網上填報，請導師⿎勵各學員⾃行上網
報名。若學員不會上網報名，請導師協助。學員網上報名的流程如下﹕ 
1. 導師申請開班。 
2. 若得學院批准開班﹕ 
 a. 學院會在網上為這班開設學員報名專區。 
 b. 學院會把學員網上報名的連線用電郵方式傳給導師。 
3. 導師收到學員上網報名的連線後，可把連線傳給學員，讓他們直接上網報名。 
4. 學員若不懂得如何上網報名，可以用此表格填寫好資料，交給導師。由導師協助同學上網報名。 
5. 若導師不會使用電腦，請找教會同工、弟兄姊妹協助。 
 
註 2﹕在學院沒有提供上網報名的地區，學員可用這表格填寫資料，向導師報名。導師有責任讓每個學員
知道學員的責任並願意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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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  CBS 聖經信息班總評估回應表  
衷心感謝你參與這次聖經信息班，盼望藉《聖經分析排版本》能夠幫助你更清楚地閱讀、理解神的話語。為了讓我們能夠提供更
適切的講座或課程，請填寫下列各項資料，使我們能更好地配合需要，造就信徒生命。 

1. 你從哪裡得知有此聖經信息班？ 

  教會/朋友推介   本會網頁  宣傳單張  報章（基週/時代/號角/_____） 其他：________ 

2. 聖經信息班吸引、幫助你的地方？（可選多項） 

  會前功課  經文講解(DVD 信息)   心得分享        其他： _____________ 

3. 可否接受課堂媒體 DVD/MP4 的講解？    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     沒有意見 

4. 本次學習，你的屬靈生命有否得到幫助、⿎勵？ 

  深得幫助      有幫助        不夠深入    沒有幫助 

5. 請問本次學習，你每週功課完成的情況？（不會回答的功課不包括在此） 

 每週都認真完成    每週平均完成 80%     每週平均完成 60%      不⼀定每週都完成功課 

 其他： _____________ 

6. 是否會繼續參加聖經信息班？    會     不會，原因：_____________ 

7. 是否會參加日後聖經信息協會舉辦的其他講座或活動？ 

  會      不會        視乎情況（時間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 

8. 你盼望日後有哪些課程、培訓或教導事工的講座舉辦？  

 講道培訓     書卷研習      查經聚會       聖經精讀課程     專題講座      其他 ：_______ 

9. 你是否願意把聖經信息班介紹給其他基督徒或朋友？  願意  不願意 

10.你是否願意參與「聖經信息協會」事工的義務團隊？ 

  導師 同工 教會聯絡  稿件設計  網站維護支援 電腦維護諮詢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是否願意為聖經信息協會﹕ 禱告  奉獻支持 

12.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請分享此次學習的經歷與得著﹕ (不夠地方，請用背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個人資料：(只作內部記錄用)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性別：  女  男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奉崗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欲更多了解聖經信息協會的事工，請  郵寄/  電郵下列資料： 
 機構通訊    新書出版     活動消息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