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材料】
聚会材料】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系列 04 – 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
2022 年十月 14、
14、15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15 分钟）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
念，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 敬拜赞
敬拜赞美（20 分钟）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
面、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
事项祷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1. 宣教单
宣教单位：认领的
认领的单位是＿＿＿＿＿
位是＿＿＿＿＿他
＿＿＿＿＿他们的需要是＿＿＿＿
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的
组认领的单位，请洽教会。
洽教会。）
2. 教会事工：
教会事工：
- 教会现场主日崇拜@9am&11am
- 启程福音 Alpha Course zoom：主日@7：30pm
- 宣教特会 10/21
- 10/28 - 29 经历神营会 zoom，截止报名
3. 新来宾：
来宾：_________________请
_________________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
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认来宾名字。
名字。
病痛组员
病痛组员或
组员或亲朋：__________________并商
__________________并商讨
并商讨如何关
如何关怀他们
怀他们。
第三时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享（45 分钟）
分钟）
1. 回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
思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2. 小组聚会话语
聚会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时
分享时段的目的乃是让
段的目的乃是让神的话
神的话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的价值观，并
且应用在每天的生活里，
用在每天的生活里，因此鼓励带领
因此鼓励带领的同工
励带领的同工让
的同工让大家多参与分享。
大家多参与分享。
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 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
经文：
经文：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2：1111-22
背诵经文：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
里的人了。
（弗 2：19）

保罗阐述了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了丰盛的恩典之后，提醒我们不要
忘记得救前的光景，并且告诉我们，基督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使
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 ？
讨论问题 1： 分享一两个你家人的特性？（
分享一两个你家人的特性？（破冰
？（破冰题
破冰题）
一、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我们本与基督无份（
本与基督无份（ 2：1111-13）：
13）：（请读 V.11-13，再读
下文）
A. 我们本是外邦人（
本是外邦人（1111-12）：
12）：保罗为了避免以弗所的信徒自大
自夸，要他们记得，他们以前是外邦人，因为犹太人不把外
邦人当作人看，跟神的应许与恩典无分，是在神选民祝福的
局外人，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在旧约里，神拣选犹太
人为祂的子民，除了以色列人以外，都是外邦人。神也吩咐
犹太人男子要接受割礼，将他们分别出来归给神，而外邦人
没接受人手所行的割礼，因此，犹太人看外邦人是不洁的
人，像狗一样。就如迦南妇人求主耶稣为她的女儿赶鬼却被
拒绝时，她不灰心的求耶稣说，连狗也吃桌上掉下来的碎渣
儿（太 15：27）。
B. 因基督的血我们
因基督的血我们得与神
得与神亲近（13）：
13）：在这节里，保罗以强烈的
对比方式，来说明外邦人从没指望到有指望，从远离神到亲
近神，这种改变是，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使
我们：1. 得救：
得救：当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
得神的赦免，也就是免除我们因过犯罪恶而必须受死的刑
罚。2. 成为圣洁：
圣洁：耶稣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
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并成为神的子民，得以与神亲近，
有份于神的应许。
讨论问题 2： 你对保罗所描述的外邦人有何看法？
所描述的外邦人有何看法？保罗所要传
所要传达的属
灵意义是什么呢？
灵意义是什么呢？（观察题）
二、 基督使我们
基督使我们与神与人和好了（
与神与人和好了（2：1414-18）
18） ：（请读 V.14-18，再读
下文）
A. 基督废
基督废掉人与人之间的冤仇（
掉人与人之间的冤仇（1414-15）：
15）：保罗说：“祂使我们
和睦”，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外邦人信徒和犹太人信徒，英文
NIV 版的“使”是“is”，意思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的和睦
只能靠着耶稣才能达到。1. 犹太人与外邦人中间的隔墙：
太人与外邦人中间的隔墙：犹
太人遵守律法、规条，禁戒不洁的食物，禁戒与外邦人通

婚，宗教礼拜等律例规条，这造成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隔
阂。并且犹太人也因守律法规条禁戒，自视优越于外邦人，
隔墙更是高筑。2. 耶稣拆毁隔墙：
拆毁隔墙：耶稣基督将自己的身体献
上，成全了律法和规条，拆毁了这道墙，使凡信耶稣基督
的，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是本乎恩因着信得救，不再以
遵守律法规条为夸耀。3. 耶稣使犹太人和外邦人
太人和外邦人归为
和外邦人归为一体
归为一体，
一体，
成为一个新人：
一个新人：耶稣拆毁了隔墙，祂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
两下归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是一个合而为一的新关系，
能一起同心敬拜独一的真神。
B. 基督借着十字架使我们
基督借着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1616-18）：
18）：1.
）：1. 与神和好
（16）：
16）：按着神的律法要求，犯罪的人必须受死的刑罚，耶
稣来世上，祂没犯罪，是无瑕疵，却因代替我们被钉死在十
字架上，使我们与神和好。2. 耶稣传扬救恩
稣传扬救恩给
救恩给人（17）：
17）：耶
稣是神救赎世人的开始（可 1：1），祂来到世上不只是完成
救恩，也是传扬神救赎世人的好消息。3. 同感一灵（
同感一灵（18）：
18）：
因为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不论是外邦人信徒或犹太人信徒，
都借着同一个圣灵到父神面前，领受神的恩典与应许。
讨论问题 3： 基督做了什么使我们
基督做了什么使我们合而为
合而为一？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们带来了什么结
了什么结
果？（观察题）
三、在基督里我们
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2：1919-22）：
22）：（请读 V.19-22，再读下
文）
A. 我们不在是外人（
不在是外人（19）：
19）：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都是神家里
的人了，我们是与犹太人信徒同属神国度的人。因此我们不
再是外人，不再跟神的应许、神的国隔离，现在是神国的
人，是神家里的一份子。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
B. 同心建造神的家（
同心建造神的家（2020-21）：
21）：接着保罗就告诉信徒，神的家的
根基是必须建造在使徒和先知上，使徒是神所拣选，按照神
的启示来建造教会-神的家；先知也是神所拣选的，并领受神
的话和心意及传达神的话。同时，神家的建造必须以基督耶
稣为房角石。房角石是建造房屋的第一块石头，也是最重要
的一块石头，当房角石摆上去的时候，所有建造的方向、房
屋的大小都是以祂为根据。只要房角石摆得正确、稳当，这
房子的建造就能坚固稳当。房角石在英文 NIV 版是

cornerstone，与基石 Keystone 不同，基石是拱顶处中间的那一
块石头。
C. 靠着基督我们
靠着基督我们也成为
也成为神的居所（
神的居所（22）：在此，保罗特别鼓励外
邦人信徒，靠着基督，借着圣灵，我们成为神的居所。我们
是神家里的人，就要积极的参与建造。我们要熟读神的话，
并在基督耶稣里，一起同心建造主的圣殿，好让神借着圣灵
乐意住在祂自己的家中。
讨论问题 4： 为什么保罗
什么保罗要强调
要强调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是神家里的人？
里的人？这对你个人有何
这对你个人有何
意义？
意义？（观察应用题）
讨论问题 5： 既然我们
既然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是神家里的人，这如何影响你对
如何影响你对教会的委身及
参与服事的态
参与服事的态度？（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谢谢祢差遣祢独生爱子耶稣，来
到世上传福音给我们，使我们因信耶稣是基督，得以领受祂在十字架
上成就救恩，成为祢的子民，也因祂废除我们与犹太人的冤仇，与他
们合为一体，成为祢家里的人，并与祢和好，得以与祢亲近。求祢带
领我们，在祢里面继续被建造，成为祢乐意居住的圣所，并将耶稣的
好消息传扬给人，使人归向祢。我们如此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得胜的名
求，阿们!
第四时段：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
告服事（10 分钟）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
一个祷告小组
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
彼此的需要祷告。
10/21 宣教特会
10/28 以弗所书 3：1-13
11/04 以弗所书 3：1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