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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查經材料】        新移民手冊 3 (第三週) 
 

“世界的國度-舊國度的種種” 

2008 年三月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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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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第一天              3/23-3/28/2008 
本  課：世界的國度 
本  週：舊國度的種種 
今  天：告別了舊的國度 
讀 以賽亞書 37:15-16;60:12；加拉太書 3:22,26-28；腓立比書 3:20 

世界上的國度： 
我們從聖經的記載中發現，原來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有國度的存在

了。創世記 10：8-10 裡記載一位「英勇的獵戶」寧錄建立了一個國度。

猶如獵人四處尋捕獵物一般，我們看見他接二連三的征服了許多土地與

人民。從一開始，這地球上的土地就被貪婪的獵戶四分五裂的拼吞了。

這種想要控制的慾望，使得人類自古以來就不斷的要「稱王稱霸」。 
 

撒但深知這點，牠從人類歷史的開始就一直在唆使人們去建立各種

的國度。而在這些國度裡到處都充滿著貪婪和爭權。 
 

我曾到過德州西部一個有錢人的大農場，那是一個專門飼養兇猛動

物的農場；他們從世界各地運來各種兇猛的動物。有位研究這些動物習

性的專家告訴我說：「在這幾萬畝的土地上，幾乎每一平方呎都被一頭或

一群動物佔據了。」他指著一哩外的一座小山丘說：「就好像那座山丘一

樣，是屬於一頭山羊的。要是有其他動物走近，就馬上會遭遇到生命的

危險。」我心裡暗暗地想：「人類不也有這種佔領慾嗎！」 
 
國家與種族主義： 

撒但存心唆使人們建立許多的「國度」或「國家」，在純潔的人類

之間造成隔離和損害。中國一詞即「中間的國度」；「中」字中間的「口」

代表中國，而中間的一豎則代表上自韓國下至越南。在早期中國人的概

念裡，世界就只有這麼大！每一個國家或國度都認為自己的民族才是最

重要的。別的人都被稱為「外僑」；「外僑」是沒有公民的權利。有些人

甚至到死都要堅持守在本土的家鄉，而不願離開。 
 

那些把自己的國度看得比神還重要的，雖然不一定會去祭拜一座石

像，但是也犯了十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埃及記 20：
3)崇拜國度的結果使整個世代的人民全遭殺害；單在二十世紀就有一億

人因為那些野心勃勃、草菅人命的暴君而喪命！猶太人所遭遇的一場大

屠殺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 
羅馬書 13：1-9 教導我們要為執政掌權的人禱告。正如我們要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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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民一樣，我們也必須忠於我們在神的國度裡公民的身份。這也許並

不容易明白，但卻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必須牢牢的記住：在你發誓要

效忠神國度的同時，你必須捨棄撒但所製造的文化。 
 
在這文化裡也有些是罪惡的，是不容妥協的。如：教導小孩子去祭

拜偶像，這是罪惡的；有些文化則允許人們濫交、吸毒，這也是罪惡的。

有個國家的憲章裡有這麼一句話：「我們認為這些事情都是自明的…」這

樣的一句話可能會成為抗拒神統治權的一句評述，很容易使人們產生下

面的想法：「一件事情只要表面上看起來沒有錯，我們就可以去做。」因

此，若我們在跟隨聖經教導的同時，我們的價值觀與文化觀產生了衝突，

我們就必須選擇忠於基督的教導。 
 
根據以賽亞書 37：15-16 所說，對這世上萬國所發生的一切事，

誰有最終的統治與權能呢？ 
    □  那位或那些統治國家的政府 
    □  撒但 
    □  神 
    □  以上全部都是 
    □  不在以上各項裡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我們要一起來思想那些在你幼年時便已經

根植在你腦海裡的價值系統，我們每個人都帶著許多難以摒棄的自我價

值觀，其中有好的也有壞的。 
 

   根據以賽亞書 60：12 所說．那些不尊崇神的國家或國度會怎

麼樣呢?它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你個人的理解，重寫加拉太書 3：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些拒絕讓神統治的國家最終都會滅亡。歷史上有許多強大的國家

都是因此而四分五裂！ 
    根據加拉太書 3:26-28 所說，我們在基督徒的家庭裡為什麼

不分猶太人或希利尼人呢？ 
    □  我們都穿上了基督．放下了本身國家民族的服裝 
    □  我們在道德與文化背景上沒有明顯的差別 
    □  以上兩項都對 
    □  以上兩項都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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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第二天 
本  課：世界的國度 
本  週：舊國度的種種 
今  天：誰是統治者 

讀     路加福音 4：5-8 
 

耶穌降生的時候，撒但非常的懼怕，於是牠想盡各種方法要除滅這

位小嬰孩，耶穌一家人只好逃亡到埃及；耶穌在世時，撒但又企圖煽動

當時憎恨祂的宗教領袖們要除滅祂（馬太福音 12：14； 馬可福音 3：6）。 
 

撒但最怕耶穌傳講天國的消息：『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撒

但由第二層天操縱著這個世界的國度已經有數百年了，如今牠的權力在

神的國度快要降臨時受到了極大的威脅！ 
 

撒但在天上有一個超然的控制系統。有許多墮落的天使為各國度中

的「魔君」，控制著每個國度(但以理書 10：20-21)；牠們攔阻人認識神，

向人灌輸錯誤的價值觀。如果耶穌建立起神的國度，撒但就會喪失權力。

事實上撒但的國度是囚禁人類的監獄系統。其目的是要使人與神隔離。 
 

耶穌在眾人面前接受施洗約翰的施洗後，聖靈便引領祂到曠野接受

魔鬼的試探。在神看來，這是一個正面的試煉。但是從魔鬼的角度看來，

這是控制耶穌的一個機會。要是成功了，神的能力便會受到破壞了。 
 
    撒但如何在霎時間把天下的萬國都指給耶穌看？ 
     □   這是一件超然的事，無法說明 
     □   它顯示撒但的能力是超過了時間與空間的局限 
     □   以上兩項都對 
     □   我對這點無法作出結論。我會與我的守望者一起討論 
 
    路加福音 4：6 記載撒但要把這世界國度中的兩件珍品賜給耶

穌，是那兩件呢？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兩件事點中了人的基本需求。因此，撒但總要利用這些珍品來引

誘我們。然而耶穌是否也會受牠誘惑呢？這實在叫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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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提出了一個交換條件：牠要以牠所統管的一切來交換對耶穌的

控制權。可是卻不得其願！耶穌對這個提議所作出的回應，是我們應該

深入去了解的。我們絕不能崇拜這世界國度裡的任何事物。實際上人們

最看重兩件事，那就是能夠指使別人的〝權力〞和受人賞識的〝榮華〞。 
 
撒但誤導人們的價值觀 ! 
 

想想你自己的那套價值觀！是否充滿了撒但的利誘與欺騙呢？牠

只要給你一些東西，便能阻止你去敬拜神，這樣牠就算是成功了！在你

個人價值觀裡面的優先次序裡，有什麼事情是你夢寐以求的，以致於你

會願意把神的國度置於第二、三、甚至最後的位置呢？有時候，人們在

進入神的國度以後還會不斷的追求個人的權力與榮譽，諸如此類的舊價

值觀是根深蒂固的埋藏在我們的腦海裡面，使我們脫離不了牠的捆綁。 
 
    請仔細地看過下欄裡面的各個項目，先選出在你目前生活方

式中佔首位的一個價值觀，並在其旁邊的空格內填上【1】。再選

出你個人覺得最不重要的項目，並在其旁填上【18】。然後再選擇

一個次高的，接著又選擇一個次低的，依此類推，在其餘的項目

旁邊填上先後次序的數字。 
 
註：你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來完成這項作業。若你需要更多時間，可以

於明日再重新思想你已經填好的答案。至於本週最後一天的作業你可以

利用本週的兩天「假日」完成。你必須很認真的作答，因為在以後各課

中，我們會時常反覆思想這些答案。 
 

我的價值系統 （一） 
 
先後次序    價值觀                 先後次序    價值觀 
            生活寬裕、榮華富貴                 有知交好友 
________    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                 不受罪惡的侵害 
________    成就大事                           享受人生(旅行.看電影) 
________    生活中沒有爭執                     遵行神的旨意 
________    感覺自己與別人同等                 自我尊重、有自尊 
________    使我的家庭安定                     受人賞識、仰慕 
________    能自由作決定                       與人深交、關係良好 
________    快樂滿足                           作出明智的決策 
________    解除內心的掙扎與衝突               有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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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第三天 
本  課：世界的國度 
本  週：舊國度的種種 
今  天：所羅門王的結論 

讀      傳道書 1：1-2； 2：4-10； 12：13 
所羅門作了以色列王以後，神賜給他『聰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沒

有像你的，在你以後也沒有像你的。』(列王紀上 3：12)。他在老年的時

候寫了《傳道書》這卷書。上述幾段經文充分表露了他對這個世界國度

的生命的悲觀評述。 
 

所羅門在傳道書 2:3 說明他之所以會得出這個結論，乃是因為他的

心以智慧引導他經歷了生命中的各種事。他說：『‥等我看明世人，在天

下一生當行何事為美。』 
 

所羅門王既有權勢又有財富。能隨心所欲做任何事。他有無數妃

嬪，住在最華麗的宮殿裡，又大興土木，建造了許多華美工程；舉凡生

命裡一切我們看為有價值的事，他都嘗試過了，他在飽嘗過一切榮華富

貴之後對生命所作出的結論，實在值得我們去深思。 
 

撒但很聰明。牠曉得如果要人們去過一個充滿情慾、不道德，偷竊

和暴力的生活方式，肯定會受到拒絕。所以牠便用一些看似無傷大雅，

又保證會帶來快樂的事來誘惑我們。我們都被牠欺騙了，浪費了許多寶

貴的生命在錯誤的途徑上尋找快樂。 
 

所羅門王在傳道書的末了對生命的價值作了一番結論讓我們在未

閱讀它之前，先看看他嘗試過生命裡那些有價值的事： 
    傳道書 2：4-10 說所羅門王嘗試過了下述那些有價值的事呢？(在適

當的方格內加上 V 號) 
 
    □    榮華富貴 
    □    遵行神的旨意 
    □    成就大事 
    □    做一些令人興奮鼓舞的事 
    在第 11 節裡所羅門王作了何結論？(根據你個人的理解寫下自己的

答案：)                                                        
                                                                    



【小組查經材料】矽谷生命河靈糧堂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7 

    根據傳道書 12：13 的記載，所羅門王的最終結論是什麼？ 
                                                              
    你認為所羅門王在晚年時候會如何評估這些價值觀呢？(選出其中

兩項：他會選擇那一項為最優先【1】的？那一項為最不重要【18】的？) 
所羅門王的價值觀 

優先次序    價值觀              優先次序     價值觀 
________     生活寬裕、榮華富貴     ________     有知交好友 
________     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     ________     不受罪惡的侵害 
________     成就大事               ________     享受人生(旅行.看電影 
________     生活中沒有爭執         ________     遵行神的旨意 
________     感覺自己與別人同等     ________     自我尊重、有自尊 
________     使我的家庭安定         ________     受人賞識、仰慕 
________     能自由作決定           ________     與人深交、關係良好 
________     快樂滿足               ________     作出明智的決策 
________     解除內心的掙扎與衝突   ________     有權勢 
 

這些價值觀除了其中一項外，其餘各項都是撒但要我們接受成為我

們生活方式的屬世界價值系統。「遵行神的旨意」是唯一屬於神國度的價

值觀。其他都如所羅門王所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

空。』(傳道書 1：2) 
 

你認為這個說法是否太過激進呢？若然，請再思想價值觀中的各

項，然後自問：「若我的生命中缺少了這項，我會很痛苦嗎？」這就好比

說：「生活中的爭執不會令我煩腦。我不必擔心罪惡的侵害。我不需要享

受人生。我不需要知己。我不需要榮華富貴。」 
 

想到上述各種相反的說法，你會感覺受威脅或害怕嗎？老實說，難

道你不害怕罪惡侵害，或不擔憂家庭不安定嗎？當然，我想我們都會的！ 
 

內心的恐懼總是控制著我們的一舉一動。就好像圍繞著監獄外的鐵

柵一樣。例如：有一位女士生長在一個貧窮的環境裡。她非常擔心年老

時生活會貧苦無依，所以日夜不停的工作，儲蓄了很多錢。因為這樣，

她忙得沒有時間照顧孩子們的需要，以致她和孩子們的關係非常疏遠。

雖然她退休時擁有一大筆的積蓄，但是她還是一樣害怕貧窮。晚年時，

沒有人照顧她。她因為懼怕貧窮而失去了生命的意義；連一個親人朋友

也沒有。這就是撒但的陰謀，經常誘導我們去追求一切虛假的價值系統，

使我們盲目的把生命浪費在不能為我們帶來平安的事物上。(欲知這一切

的解決方法，請讀馬太福音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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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第四天 
本  課：世界的國度 
本  週：舊國度的種種 
今  天：你受誰轄制呢 

讀     約翰一書 5：19；羅馬書 6：20 
 

這兩處經文裡的「臥在...之下」和「約束」（現代中文譯本裡用「轄

制」和「管束」）在英語聖經中都作「控制」的意思，說明了撒但的權勢

「籠罩」住這個世界。這兩處經文都清楚顯示了未信者的處境：他們沒

有自由！他們全都在撒但的權勢之下。撒但轄制人類的方式通常是利用

群眾壓力來約束他們。 
 
當彼得獨自處於憤怒的人群裡時，他那曾經為耶穌打抱不平的勇

氣，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在一夜裡三次不認主。因此，當我們發現自

己受困於撒但所轄制的群眾當中，左右為難時，我們就必須作一個抉擇。 
 

一位 55 歲的華籍婦女告訴她的細胞小組成員，說她不願公開承認

自己是基督徒，因為「她不想冒犯祭拜偶像的母親」。因為這樣，她默默

地作了許多年的「祕密基督徒」。對她來說，不冒犯母親比相信基督來得

更重要！其實，她並不瞭解耶穌在路加福音 9：26 所說：『凡把我和我的

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自己的榮耀裡，並天父與聖天使的榮耀裡降臨的

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 
 

這位婦女一生盡力要討好一位轄制著她的母親。事實上，這七十五

年來撒但一直蒙蔽著她母親，使她看不見神的愛！而這位女兒也因為沉

默而使神的恩典無法降臨在她母親身上，使她落在耶穌所指的「地獄」

裡，永遠與神隔絕。 
 

有人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看別人臉色做事」。而我們生命中的這

些「特殊人物」也許是我們的父母、配偶、上司、心愛的人、或家族中

的某人等，若這些人都被撒但轄制，他們便可能會在你進入神的國度時

多方給你阻撓。你會如何處置呢？ 
 

在下述各情況裡，你會不會因為害怕被拒絕而保持沉默，不

敢表明你作為神國度的子民所應有的身份呢？ (請在一個或多個

方格內打上 V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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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一群人決定要開一個不適於基督徒的舞會 
    口  你接到一份向來不以正當手段經營的生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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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許多年來，神並不存在你的生命中；你也從來沒有經歷過神的超然

能力。撒但靜悄悄的控制著你的每一個思緒；利用別人來轄制你。他們

是誰？他們如何轄制你？如何才擺脫他們的轄制來順從你的主呢？ 
 
更重要的，是你要如何去影響他們，而不是任由他們影響你，使你仍然

受撒但的暫時約束。 
       
       是誰轄制著你？ 
 
              是誰轄制著你的身體? 
 
                          是誰轄制著你的思想? 
 
                                      是誰轄制著你的情感? 
 

許多世紀以前，有一位年青人叫做奧古斯丁，他放蕩不羈，經常流

連在花街柳巷，成為基督徒之後，有一次一位妓女挽住他的手臂要拉他

進屋。他對她說：「小姐，真對不起。你以前所認識的奧古斯丁已經死了，

現在的他是一個全新的人，我想你並不了解他現在的為人！」 
 

在某些情況之下你也需要這樣說話，聖靈會在適當時候指示你應當

如何做。你現在就必須作個抉擇。別再作「祕密的基督徒」了。 
 
現在你已經選擇跟隨主耶穌，撒但唯一能轄制你的方法便是利用那

些你所懼怕，不敢冒犯的人，那些人是誰呢？你會如何面對這個問題呢？

也許你可以把對這點的感受，告訴你的守望者或小組中的信徒，讓他們

以禱告來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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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第五天 
本  課：世界的國度 
本  週：舊國度的種種 
今  天：舊國度的結局 
讀     但以理書 2：44；申命記 5:8-9 
 

雖然神基本上是藉著聖經對我們說話，不過祂也同時透過其他方式

向我們說話。聖經（但以理書）裡記載了有關一位惡君尼布甲尼撒王的

事蹟。神給了尼布甲尼撒王一個夢，先知但以理在為他解夢時描述了未

來將要發生的一件事情：撒但的「世界國度」將被神的國度所取代：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要打碎

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但以理書 2：44) 
 

你可以從聖經裡找到許多有關耶穌要再次回到世上作王，統管世界

的記載。然而有一件重要的事你必須記得，那就是你不必等待神的國度

降臨。耶穌在路加福音 17：20-21 說：『‥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基督

徒仍活在這世界的國度裡，但神的國度則已存在他們心裡了！未信者所

祭拜的是世界中的鬼神，而我們所敬拜的是唯一的真神。我們如今已經

放棄了舊的神靈，單單專心事奉主耶穌基督。 
 

既然我們知道這世上一切的物質、權力、和享樂都可能成為許多人

的「諸神」，我們應當如何處之呢？有些人認為我們必須杜絕一切「屬世

的事」，提倡簡樸的生活，拒絕一切會令人們快樂的事，並且遠離一切的

享樂。在另一方面，有些人則認為我們應該期望神會使我們繁榮和富有，

而且應該盡情享受這世界國度裡的一切事物，有些甚至認為富有就能證

明你是基督徒，因為神必會賜福給祂所愛的人，使他們富有。 
 
    你在進入神的國度時，應當如何看待你所擁有的一切呢？最要緊的

是你不能過於追崇它們；諸如房子、汽車、甚至一種嗜好都可能成為你

的偶像！ 
     
根據申命記 5：8，有那些東西會成為偶像？ 
    □  天上的百物 
    □  地上的百物 
    □  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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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有一項 
    □  以上全部 
 
偶像—假神：在亞洲各地，我們經常可見到用木頭、金屬、和陶瓷所製

作的偶像，人們甚至在廟裡祭拜蛇群，人們擁有許多偶像，而每祭拜一

個偶像就犯了十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埃及記 20：
3) 因此，每當一個祭拜偶像的家庭歸主時，細胞小組的成員們便會來幫

助除掉偶像。他們一起把偶像燒毀，然後唱詩歌讚美神。 
 
偶像—事物：一位真正信主的基督徒顯然不會保留舊的偶像。但是否真

如此呢？有時這些偶像的名稱並不叫著「灶神」或「觀音菩薩」。對有些

人來說，他們的偶像是汽車、家具、網球、或豪華住宅，甚至是美食 (腓
立比書 3：19)。總之，任何會影響我們與神關係的東西都是偶像。 
 
偶像—人：我們也可能把自己所愛的人當成偶像。亞伯拉罕就有這樣的

問題；他太愛以撒了，以致這個小孩成了他的偶像。神就是為此要他獻

上以撒。這對亞伯拉罕來說真是一段痛苦的考驗：他必須要在崇拜神或

自己的兒子間作一選擇！最後他作了一個明智的抉擇，神對他說：「亞伯

拉罕，你不必把以撒獻上了，我只是要使你停止崇拜他，因為他已成了

你生命中的偶像。」 
 
有什麼人在你的生命裡佔據了很重要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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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的偶像! 
 
    請你回答這個問題： 
 
    喜愛一個人或一件東西，和讓它們成為你的「神」，這兩者之

間有什麼分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禱告求神給你啟示。你的生命中有那些會取代你對神的奉獻心志的事

物？如：偶像、其他的神、心愛的人或所擁有的東西等。神說過：『不可

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出埃

及記 20：5) 讓我們去舊迎新，帶著一顆新的奉獻心志進入神的國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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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答案： 
1. 世界是透過哪兩件事在影響我們？ 
答：文化與價值觀。 
 
2. 世界價值觀的根基是什麼？ 
答：管轄別人的權柄和滿足自我的榮華。 
 
3. 世界價值觀的結局是什麼？ 
答：虛空的虛空。 
 
4. 為什麼人還是要跟隨世界的價值系統呢？ 
答：因為內心的恐懼。 
 
5. 怎樣才能勝過人心的恐懼？ 
答：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 
 

 請複習第一週和第二週的問題與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