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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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四週) 
 

“世界的國度-新國度的種種” 

2008 年四月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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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近期事工與活動： 
 
1. 4/20 (日) 敬拜讚美更新聚會，小組聚會照常舉行。 
2. 5/16 (五) 神的殿我們的家，小組聚會暫停一次。 
3. 5/24-26 恩愛夫婦營，已開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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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第一天               3/29-4/04/2008 
本  課：世界的國度 
本  週：新國度的種種 
今  天：認識「OIKOS」 
讀     以弗所書 2：19-22；哥林多前書 12：12-21 
 

還記得以弗所書 2：19-22 嗎？我們曾經在第一週第一天裡思想這

經文，今天我們要一起來談談第十九節中的一個偉大真理；說我們是「神

家裡的人」。在保羅所寫的原文裡，「家裡的人」一詞即 Oikos 的意思。 
 

要記得 Oikos 這個名詞。因為我們在「裝備年」裡會時常提到的。

(我們也會在本週裡學習另外兩個與 Oikos 有關的特別字眼) 
Oikos 是由小群人組成的一個小組，他們彼此有很親切的關係。每星期

裡至少會用一個小時彼此交往，而成為一個 Oikos 或「家人」，你會驚訝

的發覺我們在大多數人的 Oikos 圈子都非常狹隘，因為我們實在沒有那

麼多時間能與那麼多人交談，我們認識很多人，但真正能在一星期裡談

上一個小時的就沒幾個了。 
 

然而在你的生命中總會有一個 Oikos；總有那麼一群特別的人，即

使他們和你沒有血緣關係，你也能把他們當成「家人」一般看待。 
 
    請列出四位你每星期至少用了六十分鐘與他們交往的朋友的

名字。若超過四位，則把名字分開寫在兩邊： 
                                                         
                                                         
    根據哥林多前書 12:13 所說 ，聖靈為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在適

當的方格內加上 V 號) 
    □  使我受洗加入基督的身體 
    □  使我能與其他信徒共用一位聖靈 
    □  兩項都對 
    □  全部錯了 
 

聖靈察看你向耶穌禱告並且為你祈求神的赦免。祂在那一刻便已經

在你身上成就了一些事！聖靈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使你受洗歸入基督。

「受洗」一詞即「完全浸入」的意思，有時候人們說要「加入某教會」，

是因為他們並不明白聖靈早已使他們加入了基督的肢體！他們必須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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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其實教會的「會員籍」並不重要，最真實的是能夠屬於耶穌基督

的身體。你明白嗎？「身體」不是一個結構，而是一個有機組織；各成

員之間的關係就好像人類的肢體一般，有手有腳，以及其他部份，在聖

經裡「基督的身體」也稱為 Oikos，即「家裡的人」。 
 

「家裡的人」人數總不多，通常只有一小群人，彼此間的關係密切

且互相關懷，有時候我們稱 Oikos 為「基本基督徒社群」(Basic Christian 
Community)、或細胞小組 (Cell Group) 或牧者小組(Shepherd Group)。然

而不論叫著什麼，都是由聖靈組織成的親切家庭，是一個人人所歸屬的

「身體」。一般來說 Oikos 的人數都不會超過十五人。因為一但超過了這

個數目。「家庭」便會太大，以致彼此之間無法有更深入的關係。 
 

耶穌在馬太福音 28：18-20 告訴我們。當聖靈使我們受洗成為基督

身體的一部份後，我們就必須向眾人作見證。也就是說你要完全受浸，

讓世人知道你已離棄了舊的生活方式，現在已經有了「新生的樣式了」(你
可從羅馬書 6：1-10 明白有關這點的詳細內容)。若你還未遵守耶穌的命

令接受洗禮，就必須盡快去做。請和你的細胞小組組長談論這點。 
 

你也會在 Oikos 裡發現一個叫做「聖餐」的特別儀式，早期的基督

徒稱之為「愛筵」。然而這種美妙的共餐形式，已被傳統曲解，並被加上

了許多聖經沒有記載的解釋。若你想更瞭解有關 Oikos 在小組的意義和

角色，請和你的守望者或小組裡的任何一位「父親」談論。 
 
    你記得上一次 OIKOS(細胞小組)聚集時在場的每一個人的名

字嗎? (為你所記得的每一位作個祝福的禱告 !) 
 
    我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來吧，與我共餐!讓我們為我而聚。就在我為你受死的前一個

晚上，當我和門徒們共進晚餐時，我要他們在用餐時紀念我的死，

因此每逢他們吃的時候，便會記得我為他們受死。現在你已經成

了父家裡的一份子，因此我要你在分享這份聖餐的時候也記得我

所為你成就的事。要和你的細胞小組成員們一起享用，記得我會

與你們同在。 
    你要記得這點：這份聖餐並不是人人可以努力用酬勞換取得

到的！ 
    天父要你記得我如何在十字架上代替你的罪，把你從過去的

混亂生活裡拯救出來。當你在吃聖餐的時候，祂說：「你是我的孩

子。我愛你。我以你為榮！」告訴神，你愛祂吧！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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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第二天 
本  課：世界的國度 
本  週：新國度的種種 
今  天：認識你的新責任 
讀 創世記 4 : 8-10 ; 加拉太書 5 : 25 - 6 :4； 

使徒行傳 5 : 1-11 
 

創世記 4：9 裡該隱殺了亞伯之後，在面對神的責問時回答說：『我

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他因為妒忌而謀殺了自己的親兄弟。其實在產

生妒忌的心理之前，他就有了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他對自己的兄

弟沒有責任感！ 
 

一位波蘭社會學家用了許多個月來研究一個社會的人群。她的報告

顯示我們通常將人們歸為三類。她將第一類稱為「人類人」。這是指那些

我們看為平等，願意和他們建立關係的人。 
 

第二類稱為「機械人」。這是指那些我們以禮相待，需要他們服務

的人。他們包括了修理技工、傭人、或那些幫助我們處理支票財務、或

售貨的人等等。 
 

她把最後一類稱為「佈景人」。他們是指那些我們每天走在街上、

在自動扶梯等處擦身而過的許多陌生人。我們對他們不感興趣，他們也

與我們無關，對我們不重要。盡管報章新聞不斷地報導著許多一再重覆

的故事：謀殺、搶劫、強姦…等等發生在擁擠街道上的事，近乎麻木的

人們卻只把他們看成是一齣戲。 
 

然而 在神的 OIKOS 裡絕對沒有不重要的事。我們昨天讀過這節經

文：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 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

（哥林多前書 12：21）。真正跟隨耶穌的人對其四周的人都會有責任感，

因為他們有耶穌活在他們心裡。 
 

有一個小孩玩得一身污泥回來，正要踏進家門時。你會對他說什麼

話呢？ (請在所選擇的方格內加上 V 號) 
    口 「去弄乾淨了才可以進來！」 
    口 「沒關係， 進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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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站在那兒別動！等我來把你擦乾淨！」 
    口 「你為什麼老是不聽話？弄得一身是泥？」 
根據加拉太書 6：1 所說，基督徒的反應當如何？                   
                                                               
                                                               
 

在細胞小組的茶點時間裡，各人自由走動交談。你把手提袋放置在

椅子上，裡面有你的身份證和一些錢。後來你回到座位上打開了手提袋，

卻發現裡面的錢不翼而飛了！這裡沒有外人進來，顯然有人偷了那些

錢！你會怎麼做呢？ 
 
    若下述沒有你所要的解決方式，請在空白處寫下你的答案： 
    口  我會離開這個小組並且不再回去 
    口  我會在小組裡揭發這宗偷竊案 
    口  我會保持緘默並且禱告，求神指引我去幫助這位偷竊者 
    口  我會要求搜查每一個人 
    口                                                    
 
價值觀決定了我們的反應： 

你有沒有發覺我們的價值觀會決定我們在這個情況中的反應呢？

那些害怕與竊賊在一起的人便會選擇離開小組；希望竊賊受到懲罰的會

在小組中當眾揭發這件事；主張正義的就會要求搜查每一個人；至於那

些認為偷竊者比偷竊案還重要的，則會有不同的反應，他們會遵照加拉

太書的教導。 
 

我們都是在面臨事情的抉擇時才知道自己會如何去為別人負責

任。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決定要跟隨撒但的價值系統或神國度的價值

系統來處理事情。 
 

記得那些法利賽人帶著一位行淫被捉的婦人來見耶穌的那件事

嗎？(約翰福音 8：3-11) 他們想要用石頭把她打死！然而耶穌的價值系

統卻和他們完全不同。耶穌沒有定她的罪，反而讓她離去並告訴她不要

再犯罪了。 
 

亞拿尼亞和撒非喇 (使徒行傳 5：1-11) 不跟隨神國度的價值觀。

他們在別的肢體面前「裝模作樣」，企圖讓別人以為他們很有愛心，其實

他們並不關心主裡弟兄姊妹的需要。他們私吞了部份變賣田產的錢，「欺

哄了聖靈」。他們這麼做其實就好像在說：『我豈是看守我弟兄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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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兩人當場就死了。他們的問題並不在於捐獻的款項，而是缺乏愛心，

不顧其他信徒的需要。 
 

你必須仔細思考你的細胞小組裡弟兄姊妹們的價值系統。因為這些

「暗瘡粉刺」遲早都會在每個人身上顯現出來。千萬別等到那時候才來

斷定他們的價值系統。現在就要瞭解！ 
 

注意：使徒行傳 4：35 中的信徒們並沒有直接把錢財給予另一個

人。他們把所有的錢財都『放在使徒腳前』，然後才按各人的需要作分配。

在細胞小組裡也是如此，最好別直接在錢財上給予幫助。為別人負責並

不單只是錢財上的事！有些情況複雜，也許是你所不知道的。要讓領導

者來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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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第三天 
本  課：世界的國度 
本  週：新國度的種種 
今  天：認識「 PAIS 」– 兒子或僕人？ 
讀      馬太福音 12：18；14：1-2；約翰一書 4:13,17 
 

我們今天要查考聖經裡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理名詞。「PAIS」是希臘

文，聖經譯作「孩子」和「兒子」的意思。因此 PAIS 可作「孩子」或

「兒子」解釋。 
 

馬太福音 17：18 說『…. 孩子 (PAIS) 就痊癒了。』(英文聖經欽

定版本譯為「孩子」；NASV 版則譯成「兒子」) 
 
關係：因此，PAIS 可譯成「孩子」或「兒子」。換句話說，若你是神的

PAIS，你便是神的「孩子」或「兒子」。這名詞是用來形容父親與孩子

的關係；PAIS 是形容一個關係，說明我們的重要性完全在於我們本身，

在於我們兒子的名份。PAIS 是用來形容一個關係！ 
 

讓我們來看看這名詞的另一意思，它顯出一個奇妙的真理。馬太福

音 14：1-2 裡 PAIS 被譯成一個完全不同的意思—一個你意料不到的意

思：『那時，分封的王希律聽見耶穌的名聲，就對臣僕(PAIS)說….. 』 
 
這就是 PAIS 的不同用法。在第一個例子裡，它被譯成「兒子」或「孩子」

這裡則譯為「臣僕」！怎麼會這樣呢？ 
 
身份：這名詞的雙重用法使我們瞭解一個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我們所

做的事有多重要，完全在於我們的身份。作神的兒子或孩子，就自然作

了神的僕人。 
 
    讓我們來查看不同版本的四處經文如何用 PAIS 來描述兩個不同的

意思： 
 
使徒行傳 3：13 
『…神已經榮耀了祂的僕人 (PAIS) 耶穌』 (中文新標點和合本) 
『…神已經榮耀了祂的兒子 (PAIS) 耶穌』 (英欽定本) 
『…神已經榮耀了祂的僕人 (PAIS) 耶穌』 (NA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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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S 一詞有兩個可以交替使用的意思。耶穌即是兒子也是僕人；作僕人

便是作兒子的意思。 
 
使徒行傳 3：26 
 
『…神既興起祂的僕人 (PAIS) …』 (中文新標點和合本) 
『…神既興起祂的兒子 (PAIS) …』(英欽定本) 
『…神既興起祂的僕人 (PAIS) …』 (NASV) 
 
使徒行傳 4：27 和使徒行傳 4：30 的 PAIS 也有不同的翻譯： 
 
  『聖僕耶穌…』  (中文新標點和合本)  
  『神聖的兒子 (PAIS) 耶穌 』…  (英欽定本)  
  『神聖的僕人 (PAIS) 耶穌』…  (NASV)  
 
在所有關於 PAIS 的經文裡，最重要的該屬舊約預言耶穌降臨的以賽亞

書 4:21： 
 
    『看啊，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裡所喜悅的！ 
    我已將我的靈賜給祂；祂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這段舊約經文是用希伯來文寫的。而在馬太福音 12:18 裡，作者以

希臘文引用了這段希伯來文寫的以賽亞書經文。同樣的 PAIS 的意思是： 
 

『看啊！我的僕人 (PAIS)， 我所揀選….. 』 
 
這段經文的不同譯本裡 PAIS 都祇作「僕人」譯，不是兒子！ 
 

我們所查考的每一處經文都是指主耶穌基督而言。換言之，祂作為

神的兒子的樣式和作僕人是一樣的。每當想到耶穌是神的兒子，就會聯

想到祂也是神的僕人。 
 

舊約聖經預言耶穌會像僕人一般的來到這個世上。馬可福音這卷書

便完全描述了耶穌的僕人形象。耶穌在路加福音 22：27 說『…我在你們

中間如同服事人的。』在馬太福音 20：28 裡，祂說『…人子來，不是要

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神的兒子的本性就是要作僕人服事；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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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神的兒子，也同時作了僕人。 
 

    神的兒女      

                 

  都是 
     
    神的僕人！ 
 
 

怎麼會這樣呢？因為我們所做的事有多重要，完全在於我們的身份

是什麼。 
思想約翰壹書 4：13、17 所說的 
 

『神將祂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祂裡面，祂也住在

我們裡面，…祂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 
 

神在接受我們作為兒女的同時，也給了我們一個新的生命和新的本

性。神很珍愛我們，把基督的靈注入在我們的生命裡，使我們有基督的

靈住在內心，這點很重要！就因為這樣，我們從此便與亞當的後代分別

開來。 
 

你明白了嗎？神的兒子和僕人耶穌把祂的靈給了我們！若基督的靈

居住在我們心裡，我們的新生命便具有祂的本性，而祂的本性就是一位

僕人的本性。作為神的兒女，使我們很自然的成為神的僕人。這是無可

選擇的。神國度裡的生活方式便是作僕人。 
 
 
 
 
 
 
 
 
 
 
 
 

犧     牲 

服事的時間 

愛     心 

關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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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第四天 
本  課：世界的國度 
本  週：新國度的種種 
今  天：認識「OIKONOMOS」 
讀     路加福音 12：42；哥林多前書 4：1-2；彼得前書 4：10 
 
我們昨天談到神的兒子就是神的僕人。你還記得那希臘名詞嗎？ 
     把它寫在下麵（必要時可參考第 40-42 頁）： 
    那個希臘名詞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神國度生活裡作僕人的意思，就是必須學習由一個新的觀點來看

待所擁有的資產。有兩個希臘名詞：Oikonomos 和 Oikodomeo 都是源自

Oikos。明白它們的意思能夠幫助我們瞭解我們的服事範圍。今天讓我們

來看其中第一個名詞。 
 
Oikonomos 在路加福音 12：42 裡譯成「管家」。主人指派這位管家管理

他家裡的人（Oikos）。Oikonomos 要按時分糧給這些家裡的僕人。這位

Oikonomos 顯然不是用自己的錢財來做此事，他唯一的資源是主人交托

給他的；主人必須先提供資源，然後他才可以把它們分配出去。 
 
讓我們以圖解來說明： 
 
    主人        OIKONOMOS      家裡的人 
 （資源）      （管家）         （僕人） 
  
  所有的資源       Oikonomos 分派         僕人的需要 
  都由主人供應      所供給的資源           得到滿足 
 
  OIKONOMOS 所服事的是誰？（選擇一項，並在方格內加上 V 號） 
    口  他只服事主人 
    口  他只服事家裡的僕人 
    口  他服事主人和家裡的僕人 
 

你選擇了第三項嗎？對了，Oikonomos 的重要性就在於他扮演著

「中間人」的服事角色。他必須先得到，然後才可以分派！我們都明白

在神的國度裡服事，唯一的資源是來自我們的主。神賜給我們，使我們

也能給與別人。作為神的僕人 PAIS，我們的責任實在是很大的。 
基督徒對於別人的需要必須夠敏銳。聖經教導我們要按時分定糧，

因此我們一定要與接受糧食的人有密切關係，才能知道他們的需要。 
Oikonomos 並不是坐在辦公室裡用遙控系統來分配糧食，他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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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每一個人所需要的份量與時候。因此在主人面前等待資源和花時間

與所服事的對象建立關係，這兩者是同等重要。 
 
    哥林多前書 4：1-2 中描述了被服事者對 OIKONOMOS 所應有的態

度。為了使你更能掌握這個真理，請按著你本身所理解的意思，重寫這

兩節經文，並在下次和你的守望者見面時向他分享。 
 
第一節：                                                          
 
第二節：                                                       
 

Oikonomos 必須在兩方面忠心：一是他的主人，另外便是他所服

事的對象。這個情形正是我們在神的國度生命的最好寫照；我們必須不

斷從神那裡接受「神奧秘的事」。我們是祂恩典的管道。 
 

還有第三處經文也同樣用了 Oikonomos，說明瞭何謂當分配的「定

糧」。彼得前書 4:10 告訴我們：『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

般恩賜的好管家（Oikonomos）。』彼得所用的詞「恩賜」，是指聖靈賜

給我們的屬靈功能。我們作為神的管家服事的意思，就是讓神透過我們

顯出祂超然的作為。我們把神的能力從第三層天傳送到所服事的對象的

生命裡。然而，服事人並不單只是在衣食住行或錢財上給予幫助罷了；

我們所分配的「糧食」是來自神，不是來自這個地面。（這就是耶穌在約

翰福音 4：32 裡對門徒說『我有食物吃，是你們不知道的』的原因。） 
 

要在神的國度裡作 Oikonomos 服事，我們便得不斷支取聖靈的充

滿與恩賜。它們就好像嗎哪從天上掉下來餵飽沙漠中的以色列人一般。

當我們如此忠心的作「神百般恩賜的管家」時，別人就會看出我們是基

督的僕人、基督的執事、「神奧秘事的管家」。聖經明定了我們收入的十

分之一是應該直接的奉獻到主的事工裡。瑪拉基書 3：8 直率地指出，

假若我們不這樣做，我們便是小偷！ 
 

有一個中國故事說：在一個美麗的花園裡有一枝竹子一枝獨秀，長

得比所有其他的竹子都要高，吸引了路人許多讚賞的眼光。竹子為此感

到非常自傲。一天，主人對它說：「竹子，我需要用你。」竹子說：「我

明白你的意思。我會很樂意向路人招手，邀請他們到你的花園裡來觀賞，

因為我長得比別的植物都要來得高！」主人難過的說：「不，你不明白。

花園裡其他的樹木花草因為缺水源而快枯乾了，我必須把你連根拔起並

且挖空內心，然後把你放在河邊引進水源，以灌溉園裡的植物。我需要

用你。」你是否也作好了準備，願意讓神使用你，就好像那枝竹子一樣

呢？神要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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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第五天 
本  課：世界的國度 
本  週：新國度的種種 
今  天：認識「OIKODOMEO」 

讀     羅馬書 15：2；哥林多前書 14：26 
 
    劃線把以下各希臘名詞和它們的定義連接起來： 
 
    PAIS                意即「家裡的人」 
    OIKOS              意即「孩子」或「僕人」 
    OIKONOMOS        意即「執事」或「管家」 
 

還有一個要學習的名詞是 Oikodomeo ，這也是屬於 Oikos 家族裡

的一位近親，是 Oikonomos 的表兄弟。 
 

這個名詞在多處經文中譯成「建立」的意思。其中有些是指建立一

棟建築物。木匠能建立（Oikodomeo）一個結構。 
 

在其他經文裡（包括以上所讀的兩處經文），這個名詞被用來形容

「造就」或「建立起」其他的基督徒。 它讓我們進一步瞭解有關服事主

的一個新層面，造就別人。 
 

羅馬書 15:2 用了這個名詞：『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

處，建立 (Oikodomeo)德行。』在神的國度裡，神要藉著細胞小組的組

員們來建立你。 
 

在我最初成為基督徒時，別人告訴我，說我必須進入我的「密室」

裡與神一起有「安靜的靈修時間」，就只有我和神，沒有別人介入。其實

我得承認，當我這樣做之後，它使我受惠無窮，也成了我一生中的長久

習慣，一直到現在，我仍然極力推薦。 
 

然 而 卻 沒 有 人 告 訴 我 ， 神 會 透 過 另 一 位 信 徒 來 建 立 我

(Oikodomeo）。到學院讀書時，我離開了主並且過著羞辱主名的生活。在

罪惡生活的壓力下，有一天我暈倒在宿舍的階梯上。後來有位較年長的

學生把我帶到他房裡的床上，他很坦誠的告訴我一些事，為我的生命帶

來了極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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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所記得，第一次有位主裡的弟兄來造就我。他不只在口頭上

指正我，也藉著他生命裡的基督來建立(Oikodomeo)我。基督進入了我的

靈裡潔淨我、糾正我、並且鼓勵我。 
 

神的子民也很孤獨。我們有許多破碎的片段需要得到建立和修補，

但卻不能獨自做到。基督的旨意是要透過別人的生命來建立我。因為我

需要一隻慈愛的手來慰撫我的傷痛！ 
 

細胞小組教會的目的，就是要實現 Oikodomeo 的服事。而要達成

這點，人們就必須在一個小組內，有足夠的時間與別人相處、彼此相愛、

互相信任。假如每個人都是遵行甚旨意的 Oikonomos，那 Oikodomeo 就
自然可以實現了。 
 
    從哥林多前書 14：26 裡列出我們可以彼此造就的五種方式： 
  

1.                                                        
2.                                                        
3.                                                        
4.                                                        
5.                                                        

 
    根據這節經文所說，當細胞小組聚集時，有幾個人能當造就

者呢？ 
 
   口  少數幾位比較屬靈的成員 
   口  每一位在場者 
   口  只有那些當時沒有罪的人 
   口  以上全對 
   口  以上全錯 
 

若你選擇了第二項，你就對了！聖經希臘原文譯成「各人」是非常

精確的。也就是聚會中的每一個人，一個也不例外！每個人都當彼此建

立和造就。這是你作為神國度子民的基本任務，就是建立別人，同時也

讓小組成員建立造就你的生命。基督必會賜你能力做到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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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答案： 
 
1. 什麼是神國的價值觀與價值觀的根基？ 
答：彼此相愛、滿足別人、服事別人。 
 
2. 作神家裡的人有什麼特質？ 
答：彼此相愛、彼此扶持。 
 
3. 『PAIS』的意思是什麼？ 
答：兒子或僕人。 
 
4. 怎麼來解釋『PAIS』這雙重的身分呢？ 
答：有兒子的身分，卻做僕人的工作。 
 
5. 『OIKONOMOS』的意思是什麼？ 
答：管家。我們互為家人，也互為管家。 
 
6. 我們應在哪三方面作神的管家？ 
答：(1)資源(包括時間、金錢、才幹等)。 
 (2)神的話語(按時分糧)。 
 (3)恩賜(彼此服事)。 
 

 請複習第一週、第二週和第三週的問題與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