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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同心不可分党

年四月 26、27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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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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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单位 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请洽教会。）
教会事工
第七期启程福音餐会
实习小组长训练
小组长双月会
新来宾
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或亲朋
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为
祷告 感谢赞美神！祂带领我们经历祂的信实，
使 的工程建造完满结束。求神使用我们和这场地，带领我们与祂
同工，传扬祂的美德和信实，领人信耶稣，一起来敬拜祂。
第三时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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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本周你的生活见证，如祷告蒙应允，病得医治，实践神的话语
等等。（请尽量保持在 分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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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 你们要同心不可分党
经文：哥林多前书
经文：哥林多前书 1:1–
1:1–17
背诵经文: 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
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林前 1:10）

哥林多是古希腊一个的重要城市，以繁华贸易和不道德的生活
闻名于世，商贾水手从各处来此消费，也带来各种罪恶，因此，哥
林多不只成了财富奢侈之地，也成了藏垢纳污的地方。哥林多教会
里，有些信徒面对这些异教文化的诱惑和教会内部种种问题及冲突，
难以洁身自守而偏离了神。因此，使徒保罗写信指责他们，并且教
导他们，使他们能走在神的道路里。
使徒保罗是在第二次宣教旅行时来到到哥林多，他在那里住了
18 个月传福音，后因被逼迫而离开哥林多（ 徒 18:1-18）。当哥林
多的信徒--革来氏家里的人来告诉保罗，教会有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发生。这使保罗忧心挂虑，所以，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教导信徒
应当要同心合一不可纷争、持守圣洁的生活、嫁娶和单身的取决、
吃喝的准则、属灵的恩赐、基督的复活、金钱的奉献等等有关信徒
所应有的教会生活。
一、

保罗的问安（林前 1:11:1-3）：(请先读 v. 1-3 再读下文)
A. 保罗的自我介绍
的自我介绍 （ 1）：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里，大都会
）：
明确的表明他作使徒的身份。在这里他自我介绍“奉神旨
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他让收信人知道是神
的旨意拣选和呼召保罗，而且是被耶稣基督差遣成为使徒，
他主要的职责是传基督的福音、建立基督的教会、教导坚
固信徒的事工。因此，身为使徒的保罗有神赐给的权柄，
来教导神的子民，使他们的言行合乎神的话语。保罗通常
也会提到与他在一起的同工，在这封信里，他提到“同所
提尼写这封信”，所提尼可能是哥林多教会所熟悉的信徒，
当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时，所提尼是管会堂的，他受逼迫
而离开哥林多（徒 18:17），后来可能跟在保罗的身旁，
参与福音事工。
B. 保罗 的问安（ 2-3 ）：收信人是哥林多教会，教会是神的，
）：
是神召聚信徒聚集来敬拜祂的地方，信徒有成圣的地位，
因为信徒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的宝血就洗净
他们的罪而成为圣洁，因此，哥林多教会是成圣的。在全
地上，信徒不管在哪里聚会都是蒙召的，在各个地方奉主
的名聚集，都是属主的。保罗以神所赐给的恩惠和平安问
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讨论问题 1： 你会如何介绍
你会如何介绍你自己，让
你自己，让人更认识
人更认识你？
认识你？ (破冰题
破冰题)

讨论问题 2： 保罗为何
罗为何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蒙召作圣徒”？他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蒙召作圣徒”？他
们和各地教会里的信徒有何关
和各地教会里的信徒有何关系？ (观察题)
二、

保罗为哥林多
罗为哥林多教会所
哥林多教会所领
教会所领受的福感恩（林前
受的福感恩（林前 1:41:4-9）：(请先读 v.
4-9 再读下文)
A.

B.

恩惠和祝福是从耶稣
恩惠和祝福是从耶稣基督而来
基督而来的（4-6）：保罗为哥林多
教会感谢神，因为神赐给他们不只有属灵的福分，也赐给
他们在所有事上都丰盛，并使他们有口才能言善道，和加
给他们神话语的知识，这一切的祝福都是神使用保罗，住
在哥林 18 个月，对他们传讲福音，见证耶稣，并以神的
话语坚固，使他们能坚定地信靠神。
。
在等候耶稣
在等候耶稣基督显现
基督显现时
显现时，神必坚
，神必坚固信徒到底（7-9）：神
）：
不偏待人，祂乐意施恩给寻求祂的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跟随神，所以，神就赐给他们恩典和带领他们经历神的作
为，这些恩典跟其他地方坚定倚靠神的人一样。也因着神
的恩惠和慈爱，祂会坚固他们，使他们能继续地走在神的
道路里，不致得罪神。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时，他们就
不会被主耶稣责备。因为神是信实的，祂呼召信徒来和祂
儿子耶稣基督一同交通团契。

讨论问题 3： 神赐给哥林多教会有哪些祝福
赐给哥林多教会有哪些祝福？
哥林多教会有哪些祝福？这些祝福对
些祝福对等候基
督的再来
督的再来有何帮助？（
有何帮助？（ 观察题）
三、

祂的身子是不可分开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不可
分开的。2. 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不！基督为我们钉十
字架舍命的！耶稣基督是圣洁无瑕疵神羔羊，祂以无罪代
替有罪的我们被钉十字架受罪的刑罚，死在十架上成就了
救恩，使信耶稣的人得到神的救赎恩典。3. 你们是奉保罗
的名受了洗吗？不！信徒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不是奉
其他的人受洗的。当时的信徒以为受谁施洗就是奉那个人
的名施洗，就属那个人了。保罗更用自己为例子来说明为
人施洗，并不代表那个人就属于施洗的人，而且那些称是
属保罗的也不是保罗施洗的，因为保罗施洗的弟兄是可数
的： 基利司布，是一个管会堂的（徒 18:8）；该犹，是
一个接待保罗的人（罗 16:23）;司提反，是保罗传福音信
主的，并且专为服事信徒（林前 16:18）。况且，保罗的
主要职责是传福音（9:16），神使用他成为福音的管道，
向外邦人传福音，使外邦人也能得到神救恩的好处。同样
的，神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祂福音的管道，赢得失丧
的灵魂。

保罗劝勉信徒
罗劝勉信徒要同心合一不可
勉信徒要同心合一不可结
要同心合一不可结党（林前
读 v. 1010-17 再读下文)
A.

B.

1:101:10-17）：(请先

哥林多教会信徒的纷
哥林多教会信徒的纷争（1010-12）：保罗感恩后，就进入
）：
了他所关切的问题之一，就是信徒的纷争。保罗怎会知道
纷争的问题呢？原来是哥林多教会信徒中的革来氏家里的
人告诉他的。保罗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权威性的呼吁他们
不可分门别类，要同心合一。原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宣
称是自己属于当时有影响力，不同的领袖们，也就是按着
自己的意思说他们做了谁的门徒，互相不服谁，如：保罗
是使徒；亚波罗是一个大有口才的教师；矶法是使徒彼
得；基督是主耶稣基督。然而，信徒都是属耶稣基督的，
是基督的门徒。
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强调在基督里信徒是合一的（
在基督里信徒是合一的（1313-17）：保罗连
）：
续用三个问题来说明在基督里信徒是合一的：1. 基督是分
开的吗？不！基督是合一的！因为耶稣基督只有一身子，

讨论问题 4： 哥林多教会信徒为
哥林多教会信徒为什么会争论
什么会争论自己是属于那一个使徒
或是教会的领
或是教会的领袖呢？这
袖呢？这会给教会带来
教会带来什么影响
带来什么影响？（
什么影响？（观
？（观
察题）
讨论问题 5：保罗
：保罗如何帮助我们脱
如何帮助我们脱离
们脱离纷争结党的事？我
党的事？我们如何可以
避免不犯哥林多教会信徒的错误
避免不犯哥林多教会信徒的错误？
错误？（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谢谢祢用哥林多教会种种
问题来劝勉我们要同心合一，不要纷争，导致教会分裂，而不能专
注在祢交托我们传福音的工作上。求祢也保守我们无瑕无疵，遵守
祢的话语，走在祢的道路里面，直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感谢祷告
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圣名求。阿们！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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