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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 
親愛的弟兄姐妹： 
  

    接下來的小組查經教材選用的是〝新移民手冊〞，共有

十一週的課程，為的是讓我們能在聖經信仰的根基上能更紮

實，請按照進度每天研讀，在小組中可以作簡單的心得分

享，請帶話語的弟兄姐妹作簡單的結論。 

我們在每一課的最後一頁都會附上問題和標準答案。請

帶話語的人提出問題並請小組員回答，並且在每次的聚會中

都必須把前面〝每一週〞(由第一週開始)的問題重新再問一

次，並請組員回答，直到對答如流為止。相信在做完整套課

程之後，在許多信仰的觀念上會有很大的進步。 

 我們會把下一週的課程提前放在教會的網站上，請上網

觀看或下載列印。 

 我們相信那〝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詩 126：5)，

付上代價的必有美好的果子收成。  

 
願神祝福您！ 

 
黃光賢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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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查經材料】        新移民手冊 1 
 

“神國度的生活─進神的國就是進神的家” 
2008 年三月 7、8 日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請準備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讓身心疲憊的組員，能打開心門，

預備心來敬拜讚美主。約 15 分鐘。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把人帶到主的寶座前，帶下神的同在。約

20 分鐘 
小組長在此時段裡，帶領、鼓勵大家順從聖靈的感動說出勸勉、安

慰、造就的話。每次有人分享完後，都需要由小組長來回應，可以

為神的應許來感謝讚美主，為有需要的一起同聲開口禱告，或其他

方式。 
 

第三時段：禱告服事 

接下來這時段可以就地分幾個 3 人小組，為(一)小組認領的宣教單

位禱告。(二)為教會的事工，可參閱主日週報。(三)為個人需要，

新來賓，病痛者等祝福禱告。最後請小組長做結束禱告。約 20 分

鐘。 
 

第四時段：話語分享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約 35 分鐘。 
(請上教會網站 www.rolcc.net / 細胞小組 /查經資料中閱讀或下

載材料，在聚會時分享心得，並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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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第一天  
本  課：神國度的生活  
本  週：進神的國就是進神的家（細胞小組） 
今  天：每個基督徒都有他屬靈的家屬 
  
讀  以弗所書 2：19-22 
  

在神奇妙的創造安排下，每一個嬰孩都出生在一個家庭裡。他們都

有母親、父親、和一群親屬。若一個嬰孩誕生之後沒有父母親的餵養和

照顧會怎樣呢？照理說，從誕生的那一刻開始，他們便應當得到父母親

的細心看顧。(不幸的是，對許多人來說這只是個夢想；你呢？) 
 
在成為一位基督徒的那一刻，你同時也進入了一個新家庭：一個屬

靈的家庭。保羅在提摩太前書 3：15 說：『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

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初代教會的基督徒自行組

織成「家庭」，也就是細胞小組，每組約十至十五人。他們並沒有在一個

特定的建築物裡聚會，而是到各人家裡去，在那裡彼此共用食物和鼓勵，

他們對彼此的需要都非常瞭解。 
 
好幾個世紀以來，神的子民逐漸由一個家庭遷入了一個機構。教會

成了一所機構的建築物，這雖然是經過幾百年的演變而來，但神子民的

家庭生活，已經逐漸地被所謂「教會」的建築物內所舉行的種種聚會取

代了。事實上，「教會」這個名詞根本不應該被用來指一棟建築物。「教

會」一詞是來自于希臘文，原意是「一群被呼召出來的人」。神的目的並

不是要建立一個金字塔式的國度；人們不必靠努力攀登才能進入神的

國，而是要靠一個特別的關係。 
 

以弗所書 2：19-22 裡的「房」是指什麼？（請在你選擇的答

案方格內加上 V 號） 
口  一塊土地上所建立的一棟建築物 
口  一群有基督居住在生命中的人 
口  經文不明確；兩項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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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這個時代，基督徒一直在調整自己，以使他們成為更符合聖

經教導的一群。世界各地有許多小組和「細胞」正不斷地在形成。就如

一切的生命組合開始於細胞一樣，教會也是如此。因此，你不單參與一

個細胞小組，你也將參與由許多細胞小組聚集在一起的「慶典」，和許多

信徒一起讚美、敬拜、和學習聖經。 
 
你的細胞小組將有一位牧者，他會以獨特的方式來幫助你的需要。

直到有一天，你長大成熟了，你也可能成為一位小組長，牧養其他的人。

這家庭小組最多只有十五人。你也會發現每個組員都和你一樣，是一起

走在一條屬靈的旅程上。當中有些會成為很堅強的基督徒，有些則較脆

弱。（有些遭遇過非常慘痛的經歷！）你要觀察這些基督徒成長的不同模

式，又或者他們如何被困難擊垮了，以致停滯不前。 
 
你也會和他們一樣一起成長。就如一個小孩觀察他父母和兄長姊妹

而學習一樣，你也在觀察其他人的服事與掙扎中，慢慢揣摩出本身的基

督徒生活方式。 
 
基督徒家庭裡最成熟的信徒稱為「使徒」和「先知」。注意，弗 2：

20 並沒有說這些人是神子民的屋頂，高高在上，可以盛氣淩人；而是說

他們好像房屋的根基一樣，支撐著神的子民。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耶穌

基督自己為房角石！ 
 

請再仔細讀以弗所書 2：19-22，然後回答下列問題。若你無法

確定答案，請在本星期中與你的守望者一起討論： 
 
1. 「與聖徒同國」如何說明了神的國度與你的關係？ 
 
 
2. 第 19 節中的「神家裡的人」和第 21 節中的「各房」有何類似

處？ 
 
 
3. 根據第 22 節所說，神居住在那裡？（對了，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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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第二天 
本  課：神國度的生活 
本  週：進神的國就是進神的家（細胞小組） 
今  天：成長需要時間 

讀  希伯來書 5：11-14 
 

你是不是才剛成為基督徒呢？若是，讓我們來看看你在生理上和一

些屬靈生命上的一些分別。你也許在生理上已經相當成熟了；但在屬靈

上也許還是個嬰孩。屬於神國度的種種本能與思想意識對你來說，還有

待慢慢的學習與培養。 
 

就生理上來說，一個人大約需要二十年的時間才能由一個嬰孩長大

成為一個大人，屬靈的成長也是需要時間。然而你會發現兩者之間卻有

些不一樣，每個人屬靈的成長速度都不同。你甚至會發現，在神的國度

裡有一些人只有某一方面特別成熟。例如：不斷研經，卻從未傳過福音。 
 

我的父親是一位牧師。記得我還很小的時候，有一天他帶我到他講

道的聚會去。我對聚會中某一個人的印象特別深刻。這個人的身型只有

三歲小孩一般大，卻長了一臉的大鬍鬚！事實上他已經三十二歲了，只

是身體與思想還停留在三歲小孩的階段！這種情況也會發生在基督徒身

上。基督徒也會有發育不平衡的現象。 
 

在希伯來書這段經文中，作者顯然對他的讀者感到很失望。

由 5：11-12 看來，他們的問題出在那裡呢？ 
 
他們學習得很            。 
他們必須吃           ， 不能吃                  。 

 
你不能單從一位基督徒信主的年日來判斷他屬靈的成熟程度。一些

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可能還不如那些信主僅數月的基督徒成長得快呢！ 
 
首先，你必須喝特別配製的奶！ 
 

嬰孩靠喝奶長大。希伯來書的作者說營養不良會使你無法成長！第

13 和 14 節指明我們該喝什麼奶才能長大；我們必須經常喝那『仁義的

道理』的奶。若能經常如此做，使自己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你看，一個人在未進入神的國度時，絕不曉得如何「分辨好歹」。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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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創世記 1：27 裡， 神『按著自己的形像』造了亞

當和夏娃。那時候我們並不需要懂得「分辨好歹」；他們住在神的國度裡，

神保護著不讓罪惡侵犯他們。神甚至對他們說『只是分辨善惡樹上的果

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世記 2：17） 
 
然而，撒但找著了他們。注意牠在創世記 3：5 如何引誘他們，使

他們墮落：『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

道善惡。』那當然是個極大的謊言！（你絕不能相信撒但，因為牠從來

不說真話！） 
 
亞當和夏娃固然因此而知道何為善惡，但是他們同時也嘗到了罪惡

的後果。保羅說，他們『無知的心就黑暗了』（羅馬書 1：21）。我們誕

生在這屬世的國度時，就已經知道何為罪惡，也知道何為良善（我們常

常有良知的譴責）—可是我們卻不知道如何分辨好歹！ 
 
你進入神的國度時並沒有分辨善惡的能力。 
 
你的生命裡一向都缺乏這個能力！你見過一歲大的孩子趁著媽媽沒

有注意時拿了一把剪刀來玩嗎？做媽媽的發現後為何很驚慌呢？那是因

為小孩還不能分辨剪刀的用途與危險性。要是一個不小心刺入眼睛，那

就會造成永遠的悲痛了！ 
 
在你剛進入神國度生活的初期，你必須學會分辨好歹。雖然這是你

生平第一次具有屬靈的能力能這麼做，但不是自然就會的，你必須先喝

那仁義道理的「靈奶」。彼得前書 2：2 說：『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

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這裡所說的

靈奶是指聖經。 
 
有人這麼說：「和一位非婚姻的伴侶發生性關係並沒有錯。我也認為

有人會反對這點。」沒錯，在屬世的國度裡，這也許是對的。事實上這

種事情也經常發生。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好，因為這可以滿足個人的「需

要」。但如此利用別人來滿足自己自私的行為卻是罪惡的，因為這樣做是

對另一個人不尊敬的表現。 
 
嬰孩不會自己餵奶。他甚至需要很多個星期以後才學會自己握住奶

瓶。一定要有人負責喂他。你也是一樣，所以你在神國度的生活必須參

與細胞小組，你必須依靠那些比你成熟的基督徒來餵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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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第三天 
本  課：神國度的生活 
本  週：進神的國就是進神的家（細胞小組） 
今  天：誰是屬靈的「父親」? 
讀   約翰一書 2：12-14 
 
根據這段經文，神國度中的子民有那三種階段的成熟度？(填入適

當字眼) 
 

開始階段：                                 

第二階段：                                 

最後階段：                                 
 

本週最後三天裡，我們要一起來看看你的細胞小組裡的成員；其中

有些人在屬靈的生命上比別人成長得快些。仔細去觀察每個人的生活方

式與價值系統，你就能明白基督是如何逐漸地在人們的生命裡彰顯。 
 
你從約翰一書 2：12-14 找到了適當的字眼嗎？開始階段是「小子」；

第二階段為「少年人」；最後階段為「父老」或「父親」(在本手冊裡，

我們將以英語聖經裡的「父親」代替「父老」一詞)。讓我們先談談作父

親的，因為他們是你觀察的最佳模式。(父老或父親包括了男女兩性) 
 

父親獨具的特性： 
 
第十三節裡指出 「父親」具有那些特性? 
「...你們          那從起初原有的。」 
第十三節最後又對 「小子們」說了些什麼? 
「...你們         父。」 

 
這是個有趣的真理：「小子們」和「父親」都認識父神。因為要進入

神的國度必須先認識神，因此這兩種人也都同樣知道有關神的一些事。

然而我們對一個人的認識並不是人人都一樣的，就好像如果你問我：「樂

夫叔叔，你認識聯合國的首長嗎？」我會說：「是的。我經常收看電視新

聞，所以我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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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再問我：「你認識李路得嗎？」我會說：「當然認識。她可是我

結婚多年的親愛太太啊！」 
 
你發現這點不同嗎？與一個人相處得越久，你便會越認識他。詩篇

25：4 裡，作者說：『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教訓我！』

做父老的必須能夠說：「我認識我的主很久了，因此我明白祂的道。祂曾

在我的生命裡動工，借著我的生命服事別人，我知道祂的同在是怎麼一

回事，也能敬拜仰慕祂。我明白祂的道。」 
 
有關〝父〞的最重要事情： 
 

有一本詞典把父親定義為「傳宗接代的男性」。你在教會肢體和細胞

小組裡所接觸的許多人當中，要留意那些經常領人歸主的人。他們才是

神國度裡的真正父親！你可能曾發現有些人對聖經非常熟悉，或有些人

經常禱告，便誤以為「他一定是位父親」。也許沒錯。不過，成為父親的

最終考驗還是要看他是否能夠傳宗接代！ 
 

是誰帶領你接受耶穌基督作生命之主？         (寫下

他的姓名) 
 
瞧 !你不是已經認識了一位元「父親」嗎？你還認識幾位

元呢？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花點時間主動去和這些人相處。他們的生命裡顯然有聖靈的工作；

神使用他們去帶領別人進入神的國度。若非有這樣一位元或多位元認識

主的「父親」願意花時間來結識你，恐怕你至今還迷失在撒但的黑暗國

度裡？ 
 
約翰福音 1：41 裡記載，十二門徒中的安得烈在遇見耶穌後所做的

第一件事，便是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說：『我們遇見彌賽亞了。』

安得烈可稱得上是他哥哥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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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第四天 
本  課：神國度的生活 
本  週：進神的國就是進神的家（細胞小組） 
今  天：誰是屬靈的「少年人」? 

讀   約翰一書 2：13-14；以弗所書 6：11-17 
 

約翰一書 2:13-14 裡說 「少年人」具有那些質素？（在所有

正確的答案方格內加上 V 號 : ） 
                                                     
□  他們勝了那惡者。                                  
□  他們剛強。                                       
□  神的道常存在他們心裡。                            
□  以上沒有一項對。                                   
□  以上全對。                                         

 
最出色的運動員，年齡總是介於十幾至二十歲左右的青少年；因為

這個階段的青少年在肢體的發育和肌肉的協調上都處在顛峰的狀態，而

且又有參加各類運動的經驗。同樣的，一位屬靈的「少年人」已經渡過

了基督徒生命的兒童時期，他在與撒但的多場鬥爭中也累積了一些「戰

鬥經驗」。 有人說「要先征服內亂，才能對外作戰！」，你在自己生命中

所看到的「弱點」，在撒但來說，是「頑固陣地」（Strongholds）。 
 
頑固陣地是一個加強防禦工事的陣地，有一股強大的力量控制著，

然而，這力量並不能完全控制一切，它只能控制有頑固陣地之處。聖經

裡一共用了 Stronghold 這個名詞十八次，指在戰爭時，軍隊藏在「堅固

營壘」內。它也被用來描述基督徒內心世界仍然被撒但所控制的舊領域。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10：4 裡談到頑固陣地：『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

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接著在第

五節他解釋何謂「堅固的營壘」(即頑固陣地)：『將各樣的（計謀）、各

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

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括弧內的名詞是希臘原文的意思，由此可見所

謂的頑固陣地，都是與我們思想有關的事情。「自高之事」一詞是指創世

記 11：4 裡的那些人『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

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撒但企圖煽動基督徒對神起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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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他們追求自己的榮耀，而不將榮耀歸於主耶穌。若我們讓牠為所欲

為，牠便會在我們的思想裡輸入各種恐懼、懷疑與擔憂。 
 

你目前所擔憂的事有那些： 
 
□  我怕我至愛的人會遭遇不幸 
□  我可能失去工作；我可能面臨經濟困難 
□  我是否已盡了我的義務? 
□  我怕會患上不治之症 
□  我的生命在別人眼中根本毫無價值 

 
以上各項裡包括了你的恐懼嗎？若還有，請把它寫下來： 
 
 

頑固陣地通常包括了情欲、驕傲、苦毒、不饒恕別人、怨恨、妒忌、

貪婪、羡慕等等類似的感覺。在你還未進入神的國度時，這一切可能都

是你思想生活的一部份。如今基督要使你得釋放。你再也不必讓這些「頑

固陣地」來纏住你了！ 
 
以弗所書 6：11-17 指出的全副軍裝，共有六件，是「少年人」遇

見撒但時必須穿戴的。請將之列出： 

 

 

 

 
 

注意：這些軍裝都祇能用來保護我們身體的前面，沒有一樣

可以用來保護我們的背部，為什麼？ 
 
□  因為撒但從來不從背後攻擊我們 
□  因為我們決不能背向撒但 
□  因為基督已經為我們打了勝戰 
□  以上三項都對 
□  以上有其中一項不對 



【小組查經材料】矽谷生命河靈糧堂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11 

第一週：第五天 
本  課：神國度的生活 
本  週：進神的國就是進神的家（細胞小組） 
今  天：誰是屬靈的「小子們」 ? 
讀  加拉太書 4:19；以弗所書 4:15；帖撒羅尼迦前書 2:7-8 
 

「小子們」是一群很特別的人。他們剛剛信耶穌心地純潔，沒有詭

詐。但因缺乏了經驗，所以對事物也往往缺乏很好的判斷力，他們很可

能做了一些危險的事卻不知其後果。在他們對週圍世界完全瞭解之前，

需要有人不斷給予扶助。 
 

加拉太書 4：19 裡，保羅在寫信給基督徒的「小子們」時，形容自

己有如受生產之苦的婦人，他的生產之苦是等待基督在他們心裡「成

形」。保羅在加拉太書 2：20 已經說『基督在我裡面活著』，現在他又說

基督需要在他們心裡「成形」。這是為什麼？ 
 

保羅明白，基督的特性在「小子」的生活方式裡還不能很完整且具

體的表現出來。他在以弗所書 4：15 裡指出，這個成熟的過程要靠『用

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于元首基督。』 
 

在「小子」的屬靈成長過程中，讀經固然是很重要的一環，然而也

必須同時與「用愛心說誠實話」的其他信徒交往。「小子」對生命有許多

無法理解的事，需要愛護他們的人給予幫助，在你的新家庭，就是你的

細胞小組裡，主曾向當中一些人啟示關於你生命裡的某些需要，從而幫

助你成長，聖經教導我們要彼此「建立」（造就）。做為一位初信者，你

將得到細胞小組內的「少年人」和「父親」給予你特別的照顧。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2：7 寫道：『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

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你的細胞小組就是你在神國度裡的新家庭，小

組組員有責任使基督在你心裡成形，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2：8 裡指明

了細胞小組裡真信徒的精神：『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

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 
 

作為一位 「屬靈的小子」，你需要別人在那方面協助你，使你在

基督裡得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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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在適當的項目方格內加上 V 號） 
 

□  避免被假師傅和異端誤導 
□  確定你作神兒女的身份 
□  知道如何除掉生命中的「舊包袱」 
□  在困難中需要鼓勵 
□  明白「浸禮」與「聖餐」的意義 
□  從明白聖經的「父親」那裡得到輔導 
□  在你生病時為你祈求神的醫治 
□  在痛苦與災難中給你安慰 

 
保羅經常談到初信者生命裡的特別需要。譬如，保羅對有關初信者

必須遵守一連串教條才能成為基督徒的教導，強烈的加以譴責與反對，

他也勸導信徒不要為了個人的喜好而濫用屬靈的恩賜，當他獲知一些信

徒因結党而與基督的肢體分離時，他感到非常痛心，他也公開與他們談

到有關淫亂的事，保羅總是像母親般對他們循循善誘！ 
 
你不妨親自看看保羅對你的生命到底關心些什麼；保羅的書信裡充

滿了關於你在基督裡的新生命的教導，讀他的教導時，你會感到非常驚

訝，因為他竟然能那麼準確的說中了你目前生命的景況。 
 
你看過這樣的一幕情景嗎？一個小孩正在吃雪糕，另一位大人上前

問道：「你可以分給我一點嗎？」若小孩皺著眉頭不願分享，就顯出人性

的一份自私心理。相反的，若小孩很樂意與對方分享，那麼，給予和接

受的兩方都會同樣得到滿足與快樂！ 
 
你要在細胞小組內與他人分享你本身由讀經所獲取的心得，當你這

樣做時，你便是在學習祝福別人的這件事情上跨出了「學走」的第一步。

要記得不論主向你啟示什麼或給你什麼，都要能夠成為別人的祝福，在

神的家庭裡，我們都要做個「造就者」，別只顧著不停的收取。在基督徒

生命的最初，你便要學習把主所賜給你的事物與人共用！而把你在主裡

的經歷和讀經的心得與人分享，便是學習造就別人的初步。試試看！別

人必定會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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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 “神國度的生活―進神的國就是進神的家” 
 

問題與答案： 

 
1. 神的家庭裡有哪三種人？ 
 

答： 小子、少年人、父老。 
 

2. 喝奶的和吃乾糧的不同在哪里？ 
 

答：喝奶的不能消化乾糧，必須將食物處理後才能吃；吃乾糧的

則是可以消化乾糧。 
 
3. 作父老的特質是什麼？ 

 
答：(1).認識神並明白神永恆的計畫。 
 (2).能帶領人信主。 
 

4. 作少年人的特質是什麼？ 
 

答：(1).他們剛強，明白屬靈爭戰。 
 (2).神的話常存在心中。 
 (3).靠著聖靈勝過惡者的試探，攻破自己堅固的營壘。 
 

5. 作小子的特質是什麼？ 
 
答：(1).認識神。 
  (2).罪得赦免，有得救的確據。 
 

6. 屬靈成長中，兩個重要的過程是什麼？ 
 

答：(1).對自己的靈命負責：要讀經、禱告。 
  (2).彼此負責：與其它的信徒交往，在小組的愛裡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