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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23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借着祂的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及这一课有关建立教会的学习交托给主。 
 

2 分享 (20 分钟)                                                   [灵修] 
提摩太前书第 5 – 6 章 和 提摩太后书第 1 章 

 
轮流简短分享 (或从你的笔记读出) 你从指定经文(提摩太前书第 5 - 6 章和提摩太后第 1 章)所得的灵修领受，只

需分享其中的一次灵修。 
专心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领受。不要讨论他的分享。摘录笔记。 
 

3 背诵 (5 分钟)                                                  [约翰福音的钥节] 
 (10) 约翰福音 10:28 

 
两人一组查阅。  
(10) 约翰福音 10:28。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4 讲授 (85 分钟)                                                     [教会与文化] 
人类文化与神的国度文化  

 
简介。这教导是关于人类文化和神的国度文化。我们会看到人类文化在不断演变，但神的国度文化总是不变

的。圣经对基督徒与他活着的父母和他死去的祖先的关系之教导，可以在训练手册 6，补充 7 和 8 中找到。 
 

A. 列国的文化变化 
 

简介。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不同关系和他们的行为都受他们的文化强烈影响。 
 

1. 「文化」 的定义。 
 

讨论。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各个组成要素是什么？ 

笔记。任何群体的文化是他们的世界观、真理、信仰、迷信和价值观，表达在他们的信念、经历、行为、关系

和制度 (习俗和传统) 上。 
 

2. 人类文化的起源。 
 

阅读  创世记 1:28-29；2:15；3:17；4:16-22；10:1 to 11:9。  
发掘及讨论。人类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笔记。创世记第 1 至第 11 章描述了人类文化在世界上的开始：它描述了物质宇宙的开始和人类的开始 (亚当和

夏娃的后裔) 1。它描述了神启示人类的开始和人类罪的开始 (违背了神的旨意)。它描述了人类受苦的开始和神

拯救计划的开始。最后，它描述了人类家庭生活的开始、人创造文明的开始、以及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开始，每

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根据圣经的记载，人类文化起源于这个世界人类历史的开始。随着不同群体的分离和发展成为不同的民族 (创

世记 11: 1-9)，他们在文化上产生了差异。几个世纪以来，各民族都忘记了永生神和祂的旨意。「耶和华见人

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创世记 6:5)。结果，原始的人类文化继续恶化为宗教偶像崇拜、

哲学测度和不符事实的幻想。这些继续促成不同人类文化的形成。今天，世界各国几乎无法想象它们在历史之

初都有同样的原始文化。  
 

3. 价值体系的起源。 
 

发掘及讨论。世界上的人是以什么方式知道在本质上什么是好和对的？ 

阅读  诗篇 19:1-4；使徒行传 17:24-27；罗马书 1:18-20,25,28,32；阅读  罗马书 2:14-15。  

                                                           
1 拒绝这一点的人就滑向了进化论和人猿始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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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神借着祂的创造揭示了祂的一些真理。人透过观察受造物，可看到及理解圣经的神作为造物主和维持者

的存在，并可发现神创造能量 (光)、物质、重力、空间和时间的巨大力量。他们可以发现祂在造物中建立了惊

人的物理和化学规律，并可观察到祂的创造的美丽和有序。 
 

神在人的心、思维和良心中揭示了祂的一些真理。人透过倾听他们的内心、思维和良心的声音，可知道和理解

基本的道德真理和价值观，就好像诫命：「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奸淫」、「你不可偷盗」、「你不得说谎

或作假见证」。 
 

4. 每一个人类文化的好与坏方面。 
 

讨论。什么是文化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阅读   申命记 16:18-20；列王纪上 10:1-9 和 耶利米书 7:22-29；10:1-5；提摩太后书 3:1-5。  
笔记。所有人类文化都有好的和可以接受的方面。例如，廉洁的政治家和商人、公正的法律和公平的法官、勤

劳的工人和品行端正的公民、仁慈的机构及礼貌和爱的关系。 
 

可是，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有邪恶和不可接受的方面。人类文化所包含的世界观，

是基于非基督教哲学、政治思想体系和虚假宗教神学。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建基在一些宗教教师或先知所设定的

猜测和谎言上。它们的价值体系和行为 (例如对待妇女) 往往是不公正和不道德的，政府机构也不保护其公民免

遭基于宗教理由的杀害 (圣战、名誉报复)、免遭基于道德理由的杀戮 (堕胎、安乐死)、免遭罪犯的害伤 (贩毒

集团、武器的拥有和威胁、蒙面袭击和抢劫) 或各种性滥用 (一夫多妻制、离婚、短暂的婚外情和奸淫、同性恋

关系、卖淫、风流男子、援交服务、夜总会、色情物品、强奸和恋童癖) 和互联网上的各种滥用 (暴力、色情和

欺诈)。罪恶的文化包括：公民不帮助陌生人 (少数群体)、难民 (寻求庇护者)、穷人和残疾人；大公司和银行的

董事饱满私囊；以及在路上危险和不负责任的驾驶。受人类文化制约的人往往被破损，而不是被建立起来。因

此，每一个人类文化的罪恶方面都误导、摧毁和改变人作出了动物的行为。  
 

每一个人类文化也必须转变和改革 (改造) 他们的罪恶方面，以符合神国度的文化！ 
 

B. 神的国的永恒文化 
 

1. 神的国的定义。 
  

神的国是指神透过耶稣基督对所有的人和一切事物的绝对王权 (统治或主权)。神的国特别是指神的绝对王权 

(统治或主权)透过耶稣基督，在祂子民的心中被承认和在他们的生命中运作。它是基于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和

圣灵对那救赎的应用。它带来四个主要的变化。  

• 信徒的完全救赎，从它的开始到完成。 
• 他们在这地上的教会 (信徒群体) 的建立(制定)。 
• 个人生命、家庭和社会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转变。 
• 一个被救赎或完全更新的宇宙 (新天和新地)。 

 

2. 神的国的各个层面。 
  

发掘及讨论。神的国的各个层面是什么？ 
 

 (1) 神的国是神的主权统治在祂子民的心中被承认和在他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上运作。 
阅读   马太福音 6:10,33；马太福音 13:31-35,44-46；路加福音 17:21。  
笔记。藏宝于田和寻珠的比喻教导我们，人应该用高于一切其他的努力来寻找神的国，这总是最适当不过的。

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教导说，神的国正在穿透每一个人和一切。神的国使所有其他事物 (部落、民族、政治、

意识形态、神学和文化效忠)都失色。若将马太福音 13：31 与马可福音 4:30 相比较，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天

国」与 「神的国」 是相同的，因为犹太人不想徒然使用神的名。他们宁愿说「住在天上的那个人」。  
 

 (2) 神的至高王权带给祂的子民从始至终的救赎。 
阅读   使徒行传 8:12； 28:30-31；马可福音 1:14-15；10:25-26；约翰福音 3:3-8；哥林多前书 6:9-11；歌罗西书 
1:13。 
笔记。福音是「关于神的国的好消息」。因此，福音不仅谈论基督的死和复活、悔改和信心，还谈论神在祂子

民的心中和生命中的统治。救恩从人悔改和相信时开始。这就是所谓的称义。救恩持续一生，因为信徒逐渐地

从罪恶的思想、言语和习惯中拯救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成圣。最后，信徒从所有的罪和死亡中得拯救。这就是

所谓的得荣耀。  
  

神的国是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来到的 (马太福音 12: 28-29)，是现在全世界一个不断增长的现实 (马太福音 
13:31-33)，但只有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它才成为神的完全和完美的国度 (马太福音 13:47-50；马太福音 
25:34)。凡悔改并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进入国度。进入国度与重生 (约翰福音 3: 3)和从黑暗的统治中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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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 1:13) 或被拯救 (马可福音 10:23, 26) 都是一样的。马太福音第 5 至 7 章的登山宝训教导说，生活的每

一方面都应该置于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神的国的所有公民都应该采纳神国度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3) 神的至高王权带来基督教会的建立。 
阅读   马太福音 16:18-19；约翰福音 3:5；哥林多前书 12:12-13；以弗所书 1:13,20-21；彼得前书 2:4-10；马太

福音 13:24-30。  
笔记。基督教会是人的可见社群，耶稣基督在这社群里被承认为王。基督教会是那些曾经听过福音的人所组成

的一个社群，他们相信基督，且被圣灵印记。基督教会是由神所拣选的人组成。他们被呼召担当这世上的王、

祭师和先知的使命和任务。他们被呼召作世上的盐和光 (马太福音 5:13-16)。 
 

稗子的比喻 (马太福音 13:24-30, 36-43) 教导说，神的国 (或基督教会) 在它目前的形式是一个混合的群体，直到

基督的第二次来临。信徒中总会有不信的人和倒退者。然而，信徒不应允许不信的人影响信徒的生活方式。相

反的，信徒应该影响不信的人的生活方式，变成越来越像神的国的生活方式 (耶利米书 15:19)！信徒不应该让

他们周围的世界把他们挤进它的模子里，反而是他们应该不断地让神将他们陶造成祂要他们成为的人 (罗马书 
12:1-2)！ 
 

 (4) 神的至高王权带来世界上教会之外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转变。 
阅读   马太福音 11:4-6；25:31-40；路加福音 3:10-14。  
笔记。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基督徒在其家庭和社会中的活动带来了学校和大学及诊所和医院的建立、麻疯病人

和其他被弃者的照顾、聋人和残疾人的帮助、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支援、政府的税项的缴纳、对敲诈勒索和贪污

贿赂的抗拒、公平和公义的推动、以及社会上健康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和规范的促进等。 
 

 (5) 神的至高王权最终带来一个被救赎和改变的宇宙 (新的天和新的地)。 

阅读   马太福音 13:36-43；25:31-34；使徒行传 3:21；启示录 21:1-2,9-10,27。  
笔记。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祂将把一切导致罪的事和一切作恶的人，都从祂的国中清除，把他们扔到燃

烧着的火炉里。只有义人才能在神的国最后的完美阶段。任何不纯洁、可耻或欺骗的东西都不能进入国度，只

有那些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启示录 21:27)才能进入。神的国在它的最后阶段是一切的更新。它是新

天和新地，而天上的耶路撒冷会下降地上作为新的耶路撒冷。这正是 「羔羊的新娘」， 也就是基督的教会，

由所有曾经活过而被赎回的人所组成的(罗马书 11:25-26)。 
 

事实上，由现在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神的主权统治 (王权) 似乎经常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不是全能的

神。根据彼得后书 3: 9，神对地上的人是满有忍耐，因为祂要他们悔改。  
 

3. 神的国的特征。 
  

发掘及讨论。神的国的独特特征是什么？ 
 

 (1) 神的国有一个现在的形式和未来的形式。 
阅读   马太福音 8:11-12；12:28；13:36-43；19:14；21:42-45。  
笔记。在现在的形式上，神的国就像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里播下神国度的儿子的种子，而魔鬼则播下恶者的儿

子的种子(马太福音 13:36-39)。在现在形式的国度里，魔鬼和恶者的儿子仍然存在，并且活跃在其中，但在未

来形式的国度他们将被完全除掉！  
 

在现在的形式上，来自西方和东方的人透过福音的传扬，都从罪和邪恶的灵中被释放出来，服在基督的统治 
(王权) 之下 (马太福音 12:28；歌罗西 1:13)。这国度是给那些结出果子的人的 (马太福音 21:43)。然而，那些不

接待那君王的神的子民的后裔(名义上的信徒)，就会被扔到外面 (马太福音 8: 11-12)。 
 

在未来形式的国度里，天使会从神的国彻底清除所有邪恶的人和一切导致罪恶的，并把他们扔到地狱里 (马太

福音 13:41)！ 
 

 (2) 神的国同时是一个启示和一个奥秘。 
阅读  马太福音 13:11-17。  
笔记。有关神国度奥秘的知识，现在正被揭示给那些打开内心接受神话语的种子的人。但对于那些不断对基督

和圣经的话心硬的人，神的国仍然是个奥秘。 
 

 (3) 神的国是在现今的世界里，但不是属于现今的世界。 

阅读   路加福音 17:20-21；马太福音 5:19-20；约翰福音 18:36。  
笔记。神的国是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实践和教导，但它却与这世界上其他任何王国都

不一样。它不是一个拥有地上政治政府和军事防御的王国，或是一个由个人组织的宗教王国，而是一个由天上

的耶稣基督以主权方式统治的王国。 
 

 (4) 神的国开始时是很微小，但最终会蔓延所有 (充满一切)。 
阅读   马太福音 13:31-33 和 以赛亚书 9:6-7；但以理书 2:34-35,44-45；马太福音 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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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神的国开始时是非常微小的。但它逐渐发展，不仅在个人生活中，也在国家中。神的主权统治透过基

督，不断延伸到人心中越来越多的地方，也在地理上延伸到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国家！ 
 

最后，在基督第二次降临和最后的审判日 (马太福音 13:41; 25: 31-46) 之后，神的国将遍及一切 (充满一切) (马
太福音 13:33)。天上和地上的一切都会服在一个头之下，那就是耶稣基督 (以弗所书 1:10)。耶稣基督将以各种

方式充满一切 (以弗所书 1:23)。芥末种和面酵的比喻就是教导这一点。每一个膝盖都会在祂面前跪拜，每一个

舌头都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与神 (腓立比书第 2:9-11)。神的国最终会粉碎所有其他地上的王国，并

使它们结束 (但以理 2:44)，但神的国本身却永远不会结束 (以赛亚书 9:6)。神的国永远长存！  
 

C. 改变你文化的责任 
 

发掘及讨论。为什么基督徒有责任在自己生活中尽可能改变他们文化中错误或罪恶的领域？ 
 

1. 耶稣基督教导基督徒有关唯一完美的文化，即神国度的文化。 
 

阅读   马太福音 5:1-16 (马太福音第 5–7 章)。 
笔记。耶稣在地上逗留期间，祂教了很多关于神国度的事！世界上唯一完美的文化是圣经中的神国度的文化！

神国度的文化只在圣经中显露出来，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圣经揭示了神的世界观、神的真理、人应该相信什

么、人在世界上每个国家应该有什么价值观！它揭示了人应该有什么信念，以及在神眼中那些感受和经历是健

康的。它揭示了人应该如何处世，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世界各国的社会关系和制度里！ 
 

2. 耶稣基督命令基督徒促进神的国和神国度的文化。 
 

阅读   创世记 1:28；2:15；马太福音 6:10,33；24:14。  
笔记。基督徒有责任在他们的生活中首先寻求神的国。他们有责任祈求神的国临到其他人和世界所有的国家。

他们有责任向世界所有国家宣扬神的国！ 
 

基督徒没有义务改变他们国家的文化，他们也没有能力这样做。然而，他们有责任呼吁他们文化中的人民悔改

和在个人生活中转变。他们呼吁人改变他们国家文化中的每一个错误或罪恶的领域，成为像神国度的文化。因

此，当他们听见神的国的福音时，每个国家的人都被呼召悔改和改变。他们被呼召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

真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关系和他们的制度，以符

合神国度的文化！基督来到这世界上，透过改变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的文化，成为像神国度的文化，从而

改变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改变人及透过他们改变他们的文化！而祂希望从

一个人自己生活中的文化的错误或罪恶方面开始！ 
 

3. 耶稣基督将在第二次来临时以一种主权的方式改变基督徒和整个大地。 
 

阅读  马太福音 13:41-43；使徒行传 3:21；罗马书 8:19-21；彼得后书 3:13；约翰一书 3:1-3；启示录 21:24-27。  
笔记。耶稣基督将复兴一切 (使徒行传 3:21)；祂将使一切更新 (启示录 21: 5)！祂将透过清除祂国度里一切产生

罪和一切作恶的人，来复兴万有！祂不会允许任何不洁、可耻或欺骗的东西，在第二次到来后进入祂国度的最

后阶段。祂只会允许人类文化中那些完全符合神的话和荣耀神的东西，进入祂在新耶路撒冷的国度。然而，就

像所有个别基督徒将在基督在第二次到来时被改变成绝对完美 (约翰壹书 3: 1-3)，所有人类文化好的方面将只

有在基督第二次到来时改变成绝对完美 (罗马书 8：19-21)。 
 

D. 评估你的文化的各方面 
 

基督徒需要根据神国度的文化来评估他们自己文化的每一方面，正如圣经所揭示的。你要在你的一生中不断问

自己以下问题:  

• 对比圣经的那永不转变的世界观，我现在的世界观是什么？ 
• 对比圣经中永恒的真理，我目前认为什么是真理？ 
• 对比圣经中所有我应该相信的东西， 我现在相信什么？ 
• 对比我应该持有的圣经价值观，我现在的价值观和我文化的价值观是什么？ 
• 对比我应该有的圣经信念，我现在的信念是什么？ 
• 圣经如何评价我的感受和经历？ 
• 圣经如何评价我目前的关系？ 
• 对比我应该有圣经中所吩咐的行为，我现在的行为是什么？ 
• 圣经如何评价我文化中的各种政治、司法、教育、社会和宗教制度？ 

 

查看两个重要的研习： 
训练手册 6，补充 7。与活着的父母的关系 
训练手册 6，补充 8。与死去的祖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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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祷告 (8 分钟)                                                           [回应] 
回应神话语的祷告 

 
在小组里轮流向神简短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向神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6 预备 (2 分钟)                                                             [作业] 
预备下一课 

 
    (组长。 写下这预备部分或让组员抄下来，让他们回家作准备)。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门徒及基督的教会。  
2. 宣讲、教导或研习 「人类文化和神的国度文化」 - 与一位或几位组员一起做。教导新信徒圣经怎样说他们与

他们活着的父母和他们死去的祖先的关系。确保你所相信的是基于圣经，而不是基于幻想的猜测或虚假的

教导。 
3. 与神的个人时间。安静的訮读 提摩太后书第 2 – 4 章，每日研读半章。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并写下笔记。 
4. 背诵。 复阅约翰福音的钥节。 (6) 约翰福音 5:24, (7) 约翰福音 6:37, (8) 约翰福音 7:38, (9) 约翰福音 8:12, (10) 

约翰福音 10:28. 每日复阅最后背诵的 5 处经文。 
5. 查经。在家中预备下次的查经。 约翰福音第 10 章。 用五歩查经法。  
6. 祷告。 在这星期为某人或特别一件事祷告，看看神会做甚么 (诗篇 5:3)。 
7. 更新你的笔记有关建造基督教会的材料，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讲授笔记及这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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