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組查經材料】矽谷生命河靈糧堂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1 

【小组查经材料】        新移民手册 3 (第三周) 
 

“世界的国度-旧国度的种种” 

2008 年三月 28、29 日 

第一时段：欢迎你来 
请准备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让身心疲惫的组员，能打开心门，

预备心来敬拜赞美主。约 15 分钟。 
 

第二时段：敬拜赞美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把人带到主的宝座前，带下神的同在。约

20 分钟 
小组长在此时段里，带领、鼓励大家顺从圣灵的感动说出劝勉、安

慰、造就的话。每次有人分享完后，都需要由小组长来响应，可以

为神的应许来感谢赞美主，为有需要的一起同声开口祷告，或其它

方式。 
 

第三时段：祷告服事 

接下来这时段可以就地分几个 3 人小组，为(一)小组认领的宣教单

位祷告。(二)为教会的事工，可参阅主日周报。(三)为个人需要，

新来宾，病痛者等祝福祷告。最后请小组长做结束祷告。约 20 分

钟。 
 

第四时段：话语分享 
以分享讨论应用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约 35 分钟。 
(请上教会网站 www.rolcc.net / 细胞小组 /查经数据中阅读或下载

材料，在聚会时分享心得，并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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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第一天              3/23-3/28/2008 
本  课：世界的国度 
本  周：旧国度的种种 
今  天：告别了旧的国度 
读 以赛亚书 37:15-16;60:12；加拉太书 3:22,26-28；腓立比书 3:20 

世界上的国度： 
我们从圣经的记载中发现，原来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国度的存在

了。创世记 10：8-10 里记载一位「英勇的猎户」宁录建立了一个国度。

犹如猎人四处寻捕猎物一般，我们看见他接二连三的征服了许多土地与

人民。从一开始，这地球上的土地就被贪婪的猎户四分五裂的拼吞了。

这种想要控制的欲望，使得人类自古以来就不断的要「称王称霸」。 
 

撒但深知这点，牠从人类历史的开始就一直在唆使人们去建立各种

的国度。而在这些国度里到处都充满着贪婪和争权。 
 

我曾到过德州西部一个有钱人的大农场，那是一个专门饲养凶猛动

物的农场；他们从世界各地运来各种凶猛的动物。有位研究这些动物习

性的专家告诉我说：「在这几万亩的土地上，几乎每一平方呎都被一头或

一群动物占据了。」他指着一哩外的一座小山丘说：「就好像那座山丘一

样，是属于一头山羊的。要是有其它动物走近，就马上会遭遇到生命的

危险。」我心里暗暗地想：「人类不也有这种占领欲吗！」 
 
国家与种族主义： 

撒但存心唆使人们建立许多的「国度」或「国家」，在纯洁的人类

之间造成隔离和损害。中国一词即「中间的国度」；「中」字中间的「口」

代表中国，而中间的一竖则代表上自韩国下至越南。在早期中国人的概

念里，世界就只有这么大！每一个国家或国度都认为自己的民族才是最

重要的。别的人都被称为「外侨」；「外侨」是没有公民的权利。有些人

甚至到死都要坚持守在本土的家乡，而不愿离开。 
 

那些把自己的国度看得比神还重要的，虽然不一定会去祭拜一座石

像，但是也犯了十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 20：
3)崇拜国度的结果使整个世代的人民全遭杀害；单在二十世纪就有一亿

人因为那些野心勃勃、草菅人命的暴君而丧命！犹太人所遭遇的一场大

屠杀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罗马书 13：1-9 教导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人祷告。正如我们要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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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民一样，我们也必须忠于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公民的身份。这也许并

不容易明白，但却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必须牢牢的记住：在你发誓要

效忠神国度的同时，你必须舍弃撒但所制造的文化。 
 
在这文化里也有些是罪恶的，是不容妥协的。如：教导小孩子去祭

拜偶像，这是罪恶的；有些文化则允许人们滥交、吸毒，这也是罪恶的。

有个国家的宪章里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认为这些事情都是自明的…」这

样的一句话可能会成为抗拒神统治权的一句评述，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下

面的想法：「一件事情只要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错，我们就可以去做。」因

此，若我们在跟随圣经教导的同时，我们的价值观与文化观产生了冲突，

我们就必须选择忠于基督的教导。 
 
根据以赛亚书 37：15-16 所说，对这世上万国所发生的一切事，

谁有最终的统治与权能呢？ 
    □  那位或那些统治国家的政府 
    □  撒但 
    □  神 
    □  以上全部都是 
    □  不在以上各项里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要一起来思想那些在你幼年时便已经

根植在你脑海里的价值系统，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许多难以摒弃的自我价

值观，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 
 

   根据以赛亚书 60：12 所说．那些不尊崇神的国家或国度会怎

么样呢?它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你个人的理解，重写加拉太书 3：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些拒绝让神统治的国家最终都会灭亡。历史上有许多强大的国家

都是因此而四分五裂！ 
    根据加拉太书 3:26-28 所说，我们在基督徒的家庭里为什么

不分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呢？ 
    □  我们都穿上了基督．放下了本身国家民族的服装 
    □  我们在道德与文化背景上没有明显的差别 
    □  以上两项都对 
    □  以上两项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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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第二天 
本  课：世界的国度 
本  周：旧国度的种种 
今  天：谁是统治者 

读     路加福音 4：5-8 
 

耶稣降生的时候，撒但非常的惧怕，于是牠想尽各种方法要除灭这

位小婴孩，耶稣一家人只好逃亡到埃及；耶稣在世时，撒但又企图煽动

当时憎恨祂的宗教领袖们要除灭祂（马太福音 12：14； 马可福音 3：6）。 
 

撒但最怕耶稣传讲天国的消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撒但

由第二层天操纵着这个世界的国度已经有数百年了，如今牠的权力在神

的国度快要降临时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撒但在天上有一个超然的控制系统。有许多堕落的天使为各国度中

的「魔君」，控制着每个国度(但以理书 10：20-21)；牠们拦阻人认识神，

向人灌输错误的价值观。如果耶稣建立起神的国度，撒但就会丧失权力。

事实上撒但的国度是囚禁人类的监狱系统。其目的是要使人与神隔离。 
 

耶稣在众人面前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后，圣灵便引领祂到旷野接受

魔鬼的试探。在神看来，这是一个正面的试炼。但是从魔鬼的角度看来，

这是控制耶稣的一个机会。要是成功了，神的能力便会受到破坏了。 
 
    撒但如何在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耶稣看？ 
     □   这是一件超然的事，无法说明 
     □   它显示撒但的能力是超过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 
     □   以上两项都对 
     □   我对这点无法作出结论。我会与我的守望者一起讨论 
 
    路加福音 4：6 记载撒但要把这世界国度中的两件珍品赐给耶

稣，是那两件呢？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两件事点中了人的基本需求。因此，撒但总要利用这些珍品来引

诱我们。然而耶稣是否也会受牠诱惑呢？这实在叫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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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牠要以牠所统管的一切来交换对耶稣的

控制权。可是却不得其愿！耶稣对这个提议所作出的响应，是我们应该

深入去了解的。我们绝不能崇拜这世界国度里的任何事物。实际上人们

最看重两件事，那就是能够指使别人的〝权力〞和受人赏识的〝荣华〞。 
 
撒但误导人们的价值观 ! 
 

想想你自己的那套价值观！是否充满了撒但的利诱与欺骗呢？牠只

要给你一些东西，便能阻止你去敬拜神，这样牠就算是成功了！在你个

人价值观里面的优先次序里，有什么事情是你梦寐以求的，以致于你会

愿意把神的国度置于第二、三、甚至最后的位置呢？有时候，人们在进

入神的国度以后还会不断的追求个人的权力与荣誉，诸如此类的旧价值

观是根深蒂固的埋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使我们脱离不了牠的捆绑。 
 
    请仔细地看过下栏里面的各个项目，先选出在你目前生活方

式中占首位的一个价值观，并在其旁边的空格内填上【1】。再选

出你个人觉得最不重要的项目，并在其旁填上【18】。然后再选择

一个次高的，接着又选择一个次低的，依此类推，在其余的项目

旁边填上先后次序的数字。 
 
注：你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作业。若你需要更多时间，可以

于明日再重新思想你已经填好的答案。至于本周最后一天的作业你可以

利用本周的两天「假日」完成。你必须很认真的作答，因为在以后各课

中，我们会时常反复思想这些答案。 
 

我的价值系统 （一） 
 
先后次序    价值观                 先后次序    价值观 
            生活宽裕、荣华富贵                 有知交好友 
________    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                 不受罪恶的侵害 
________    成就大事                           享受人生(旅行.看电影) 
________    生活中没有争执                     遵行神的旨意 
________    感觉自己与别人同等                 自我尊重、有自尊 
________    使我的家庭安定                     受人赏识、仰慕 
________    能自由作决定                       与人深交、关系良好 
________    快乐满足                           作出明智的决策 
________    解除内心的挣扎与冲突               有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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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第三天 
本  课：世界的国度 
本  周：旧国度的种种 
今  天：所罗门王的结论 

读      传道书 1：1-2； 2：4-10； 12：13 
所罗门作了以色列王以后，神赐给他『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

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列王纪上 3：12)。他在老年的时

候写了《传道书》这卷书。上述几段经文充分表露了他对这个世界国度

的生命的悲观评述。 
 

所罗门在传道书 2:3 说明他之所以会得出这个结论，乃是因为他的

心以智慧引导他经历了生命中的各种事。他说：『‥等我看明世人，在天

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所罗门王既有权势又有财富。能随心所欲做任何事。他有无数妃嫔，

住在最华丽的宫殿里，又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华美工程；举凡生命里

一切我们看为有价值的事，他都尝试过了，他在饱尝过一切荣华富贵之

后对生命所作出的结论，实在值得我们去深思。 
 

撒但很聪明。牠晓得如果要人们去过一个充满情欲、不道德，偷窃

和暴力的生活方式，肯定会受到拒绝。所以牠便用一些看似无伤大雅，

又保证会带来快乐的事来诱惑我们。我们都被牠欺骗了，浪费了许多宝

贵的生命在错误的途径上寻找快乐。 
 

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的末了对生命的价值作了一番结论让我们在未

阅读它之前，先看看他尝试过生命里那些有价值的事： 
    传道书 2：4-10 说所罗门王尝试过了下述那些有价值的事呢？(在适

当的方格内加上 V 号) 
 
    □    荣华富贵 
    □    遵行神的旨意 
    □    成就大事 
    □    做一些令人兴奋鼓舞的事 
    在第 11 节里所罗门王作了何结论？(根据你个人的理解写下自己的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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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传道书 12：13 的记载，所罗门王的最终结论是什么？ 
                                                              
    你认为所罗门王在晚年时候会如何评估这些价值观呢？(选出其中

两项：他会选择那一项为最优先【1】的？那一项为最不重要【18】的？) 
所罗门王的价值观 

优先次序    价值观              优先次序     价值观 
________     生活宽裕、荣华富贵     ________     有知交好友 
________     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     ________     不受罪恶的侵害 
________     成就大事               ________     享受人生(旅行.看电影 
________     生活中没有争执         ________     遵行神的旨意 
________     感觉自己与别人同等     ________     自我尊重、有自尊 
________     使我的家庭安定         ________     受人赏识、仰慕 
________     能自由作决定           ________     与人深交、关系良好 
________     快乐满足               ________     作出明智的决策 
________     解除内心的挣扎与冲突   ________     有权势 
 

这些价值观除了其中一项外，其余各项都是撒但要我们接受成为我

们生活方式的属世界价值系统。「遵行神的旨意」是唯一属于神国度的价

值观。其它都如所罗门王所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

空。』(传道书 1：2) 
 

你认为这个说法是否太过激进呢？若然，请再思想价值观中的各

项，然后自问：「若我的生命中缺少了这项，我会很痛苦吗？」这就好比

说：「生活中的争执不会令我烦脑。我不必担心罪恶的侵害。我不需要享

受人生。我不需要知己。我不需要荣华富贵。」 
 

想到上述各种相反的说法，你会感觉受威胁或害怕吗？老实说，难

道你不害怕罪恶侵害，或不担忧家庭不安定吗？当然，我想我们都会的！ 
 

内心的恐惧总是控制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就好像围绕着监狱外的铁

栅一样。例如：有一位女士生长在一个贫穷的环境里。她非常担心年老

时生活会贫苦无依，所以日夜不停的工作，储蓄了很多钱。因为这样，

她忙得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们的需要，以致她和孩子们的关系非常疏远。

虽然她退休时拥有一大笔的积蓄，但是她还是一样害怕贫穷。晚年时，

没有人照顾她。她因为惧怕贫穷而失去了生命的意义；连一个亲人朋友

也没有。这就是撒但的阴谋，经常诱导我们去追求一切虚假的价值系统，

使我们盲目的把生命浪费在不能为我们带来平安的事物上。(欲知这一切

的解决方法，请读马太福音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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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第四天 
本  课：世界的国度 
本  周：旧国度的种种 
今  天：你受谁辖制呢 

读     约翰一书 5：19；罗马书 6：20 
 

这两处经文里的「卧在...之下」和「约束」（现代中文译本里用「辖

制」和「管束」）在英语圣经中都作「控制」的意思，说明了撒但的权势

「笼罩」住这个世界。这两处经文都清楚显示了未信者的处境：他们没

有自由！他们全都在撒但的权势之下。撒但辖制人类的方式通常是利用

群众压力来约束他们。 
 
当彼得独自处于愤怒的人群里时，他那曾经为耶稣打抱不平的勇

气，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一夜里三次不认主。因此，当我们发现自

己受困于撒但所辖制的群众当中，左右为难时，我们就必须作一个抉择。 
 

一位 55 岁的华籍妇女告诉她的细胞小组成员，说她不愿公开承认

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她不想冒犯祭拜偶像的母亲」。因为这样，她默默

地作了许多年的「秘密基督徒」。对她来说，不冒犯母亲比相信基督来得

更重要！其实，她并不了解耶稣在路加福音 9：26 所说：『凡把我和我的

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

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这位妇女一生尽力要讨好一位辖制着她的母亲。事实上，这七十五

年来撒但一直蒙蔽着她母亲，使她看不见神的爱！而这位女儿也因为沉

默而使神的恩典无法降临在她母亲身上，使她落在耶稣所指的「地狱」

里，永远与神隔绝。 
 

有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别人脸色做事」。而我们生命中的这

些「特殊人物」也许是我们的父母、配偶、上司、心爱的人、或家族中

的某人等，若这些人都被撒但辖制，他们便可能会在你进入神的国度时

多方给你阻挠。你会如何处置呢？ 
 

在下述各情况里，你会不会因为害怕被拒绝而保持沉默，不

敢表明你作为神国度的子民所应有的身份呢？ (请在一个或多个

方格内打上 V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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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一群人决定要开一个不适于基督徒的舞会 
    口  你接到一份向来不以正当手段经营的生意，而被指示要 
        遵循以往的方式去做 
    口  你和一群不知道你目前的信仰的老朋友一起相聚 
    口  以上全部 
    口  没有 
 

许多年来，神并不存在你的生命中；你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超然

能力。撒但静悄悄的控制着你的每一个思绪；利用别人来辖制你。他们

是谁？他们如何辖制你？如何才摆脱他们的辖制来顺从你的主呢？ 
 
更重要的，是你要如何去影响他们，而不是任由他们影响你，使你仍然

受撒但的暂时约束。 
       
       是谁辖制着你？ 
 
              是谁辖制着你的身体? 
 
                          是谁辖制着你的思想? 
 
                                      是谁辖制着你的情感? 
 

许多世纪以前，有一位年青人叫做奥古斯丁，他放荡不羁，经常流

连在花街柳巷，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一次一位妓女挽住他的手臂要拉他

进屋。他对她说：「小姐，真对不起。你以前所认识的奥古斯丁已经死了，

现在的他是一个全新的人，我想你并不了解他现在的为人！」 
 

在某些情况之下你也需要这样说话，圣灵会在适当时候指示你应当

如何做。你现在就必须作个抉择。别再作「秘密的基督徒」了。 
 
现在你已经选择跟随主耶稣，撒但唯一能辖制你的方法便是利用那

些你所惧怕，不敢冒犯的人，那些人是谁呢？你会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

也许你可以把对这点的感受，告诉你的守望者或小组中的信徒，让他们

以祷告来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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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第五天 
本  课：世界的国度 
本  周：旧国度的种种 
今  天：旧国度的结局 
读     但以理书 2：44；申命记 5:8-9 
 

虽然神基本上是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不过祂也同时透过其它方式

向我们说话。圣经（但以理书）里记载了有关一位恶君尼布甲尼撒王的

事迹。神给了尼布甲尼撒王一个梦，先知但以理在为他解梦时描述了未

来将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撒但的「世界国度」将被神的国度所取代：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要打碎

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但以理书 2：44) 
 

你可以从圣经里找到许多有关耶稣要再次回到世上作王，统管世界

的记载。然而有一件重要的事你必须记得，那就是你不必等待神的国度

降临。耶稣在路加福音 17：20-21 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基督

徒仍活在这世界的国度里，但神的国度则已存在他们心里了！未信者所

祭拜的是世界中的鬼神，而我们所敬拜的是唯一的真神。我们如今已经

放弃了旧的神灵，单单专心事奉主耶稣基督。 
 

既然我们知道这世上一切的物质、权力、和享乐都可能成为许多人

的「诸神」，我们应当如何处之呢？有些人认为我们必须杜绝一切「属世

的事」，提倡简朴的生活，拒绝一切会令人们快乐的事，并且远离一切的

享乐。在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认为我们应该期望神会使我们繁荣和富有，

而且应该尽情享受这世界国度里的一切事物，有些甚至认为富有就能证

明你是基督徒，因为神必会赐福给祂所爱的人，使他们富有。 
 
    你在进入神的国度时，应当如何看待你所拥有的一切呢？最要紧的

是你不能过于追崇它们；诸如房子、汽车、甚至一种嗜好都可能成为你

的偶像！ 
     
根据申命记 5：8，有那些东西会成为偶像？ 
    □  天上的百物 
    □  地上的百物 
    □  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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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一项 
    □  以上全部 
 
偶像—假神：在亚洲各地，我们经常可见到用木头、金属、和陶瓷所制

作的偶像，人们甚至在庙里祭拜蛇群，人们拥有许多偶像，而每祭拜一

个偶像就犯了十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 20：
3) 因此，每当一个祭拜偶像的家庭归主时，细胞小组的成员们便会来帮

助除掉偶像。他们一起把偶像烧毁，然后唱诗歌赞美神。 
 
偶像—事物：一位真正信主的基督徒显然不会保留旧的偶像。但是否真

如此呢？有时这些偶像的名称并不叫着「灶神」或「观音菩萨」。对有些

人来说，他们的偶像是汽车、家具、网球、或豪华住宅，甚至是美食 (腓
立比书 3：19)。总之，任何会影响我们与神关系的东西都是偶像。 
 
偶像—人：我们也可能把自己所爱的人当成偶像。亚伯拉罕就有这样的

问题；他太爱艾萨克了，以致这个小孩成了他的偶像。神就是为此要他

献上艾萨克。这对亚伯拉罕来说真是一段痛苦的考验：他必须要在崇拜

神或自己的儿子间作一选择！最后他作了一个明智的抉择，神对他说：

「亚伯拉罕，你不必把艾萨克献上了，我只是要使你停止崇拜他，因为

他已成了你生命中的偶像。」 
 
有什么人在你的生命里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以致取代了神呢？若有，

你便是在崇拜偶像了。甚至你的孩子也可能成为你的偶像! 
 
    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喜爱一个人或一件东西，和让它们成为你的「神」，这两者之

间有什么分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祷告求神给你启示。你的生命中有那些会取代你对神的奉献心志的事

物？如：偶像、其它的神、心爱的人或所拥有的东西等。神说过：『不可

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出埃

及记 20：5) 让我们去旧迎新，带着一颗新的奉献心志进入神的国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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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答案： 
1. 世界是透过哪两件事在影响我们？ 
答：文化与价值观。 
 
2. 世界价值观的根基是什么？ 
答：管辖别人的权柄和满足自我的荣华。 
 
3. 世界价值观的结局是什么？ 
答：虚空的虚空。 
 
4. 为什么人还是要跟随世界的价值系统呢？ 
答：因为内心的恐惧。 
 
5. 怎样才能胜过人心的恐惧？ 
答：敬畏神，谨守祂的诫命。 
 

 请复习第一周和第二周的问题与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