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
【小组查经材料】 哥林多前书系列 04–
04–与神同工、建造生命
2019 年五月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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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
洗礼 、 、 受洗课程
灵命更新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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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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各种属灵的恩赐，也有人的学问和才干，
他们凡事都富足。但很可惜的是，他们因所得的丰富就自视甚高，
总是看自己都比别人强，彼此互不相让，彼此结党，因此就在教会
里产生了许多的忌妒和纷争。
使徒保罗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生命的光景就像刚出生的婴孩一
样幼稚无知。同时，保罗把基督仆人的真理向他们阐明，好让他们
能够明白我们是与主同工的，就当照着主的心意来建造自己的属灵
生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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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am @G6)

Break Through & Revival

:_________________

与神同工就当脱
与神同工就当脱离属肉体的
当脱离属肉体的（林前
离属肉体的（林前 3：1-4）：(请先读 v. 1-4
再读下文)
A. 不要停留在基督里的婴
不要停留在基督里的婴 孩 （ 1-2）：保罗用〝弟兄们〞来
）：
称呼他们，这不但是表达了一种亲切，也是表明他是站在
神儿女的身份来跟哥林多的信徒讲话。以前他们刚信主的
时候，的确是在基督里的婴孩。所以，保罗只能用浅显的
真理(如喂婴孩的母奶: 初信造就、信仰根基)来教导他们。
但经过一段时日的成长之后，他们的灵命应该是更加的长
大成熟了，应该可以接受更深一层的真理 ( 饭：启示录 ) 的
教导。可是，他们的生命却没有甚么长进。这样的光景让
使徒保罗感到非常的失望。

:___________________

4.

Shekinah Glory

B. 不要嫉妒、纷
不要嫉妒、纷争(3(3-4)：保罗看见哥林多的信徒为了自己肉

:

体的私欲，在教会里发生嫉妒与纷争，这跟在教会外面的
世人所做的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他们当中有人根据自己的
喜好选择去跟随保罗，或跟随亚波罗。所以，保罗就用非
常严厉的口吻指责他们这样的行为和属肉体的世人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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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与神同工、建造生命
经文：哥林多前书
经文：哥林多前书 3：1 - 15
背诵经文：因
经文：因为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
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
造的房屋。
(林前 3：9)
造的房屋。

讨论问题 1： 你曾为
你曾为何事而与人发生争执
何事而与人发生争执？后来
？后来是如何化解的呢？
(破冰题
破冰题)
讨论问题 2： 基督里的婴
基督里的婴孩和属肉体的世人的特征是甚么？
孩和属肉体的世人的特征是甚么？这对
肉体的世人的特征是甚么？这对信
这对信
徒的生命成长有何影响？ (观察题)
二、

与神同工就当
与神同工就当照着神的心意(林前 3：5-9)：(请先读 v. 55-9 再
读下文)

A.

B.

照神的吩咐各人做所当做的 (5(5-7) ： 保罗的事工偏重在开荒
布道，到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传福音，他就好像是在田地里
担任撒种的仆人；而亚波罗的事工则较偏重于牧养信徒们，
他就好像是在田地里担任浇灌的仆人。但无论是保罗，或是
亚波罗都是神的仆人，他们都是照着神的心意与神所给的恩
赐做工，好使人可以相信主耶稣、在主里成长，这并没有甚
么好自以为夸口的，更别提被人所高举。
保罗是在做传福音，栽种的工作；亚波罗是在做牧养、教导，
浇灌的工作，但真正能叫种子的生命能够成长的只有神。可
见，栽种的、浇灌的都算不得甚么，神的仆人应当按照神的
吩咐去做神所要他去做的。
神照各人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8(8-9) ： 无论是栽种的或是浇
灌的都只是神的仆人，作神的仆人一定要按照神的吩咐，努
力的去完成神的使命，而当主再来的时候，主必定会按照仆
人所做的工夫给他们自己得所当得的赏赐。作主仆人的一定
要明白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离了主我们甚么也做不了。而
哥林多的信徒就像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生命要不断的成熟长
大；也像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生命可以彰显出神的荣美。

讨论问题 3： 栽种和浇
栽种和浇灌的事工有甚么
灌的事工有甚么区别
有甚么区别？你最擅长的服事是甚
区别？你最擅长的服事是甚
么？你善于哪一种？又带来
么？你善于哪一种？又带来甚么
带来甚么的果效？
甚么的果效？ (观 察 、 应
用 题)
与神同工就当谨
与神同工就当谨慎殷勤
当谨慎殷勤（林前
慎殷勤（林前 3：1010-15）：(请先读 v. 1010-15
再读下文)
A. 要谨慎在已立的根基上建造（1010-11）：保罗说他就好像一
个聪明的工头，按着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向哥林多人传福音，
并以耶稣基督为根基来建造他们。耶稣基督是属灵生命建造
的唯一根基。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都有耶稣基督作为根基，然
后每个人就必须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谨慎殷勤的建造。保罗
特别提醒所有的信徒一定要认定耶稣基督是建造属灵生命唯
一的根基，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参杂在里面，否则将前功尽弃。

三、

大的代价来爱主、跟随主，就是经历患难也不会离开主、离
开信仰，这就好像是用极贵重的金、银、宝石等材料来建造
他的生命工程；但有的人却不愿意为主付上极大的代价来爱
主、跟随主，一旦经历患难时，信心就瓦解，这就好像是用
极卑贱的草、木、禾秸等材料来建造他的生命工程。不管信
徒是用甚么材料去建造他的生命工程，当主再来时，必会经
过火的试验，看看他们生命的工程是不是可以经得起考验。

C. 经试验后的两种
试验后的两种结
后的两种 结 果 (14(14-15) ： 如果信徒所建造的工程经得
起火的试验，那建造的人就可以得到主的赏赐。但如果信徒
所建造的工程经不起火的试验，整个工程就会被火完全的烧
毁，自己就像是从死里逃生，生命只停留在仅仅得救的阶段，
这样的生命就是一个受亏损的生命。因此，我们务要谨慎、
殷勤的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自己的属灵生命。
讨论问题 4：你认为金、银、宝石和草、木、禾秸的
认为金、银、宝石和草、木、禾秸的区别
金、银、宝石和草、木、禾秸的区别是甚么？
区别是甚么？
这两种工程经过
两种工程经过火的试验
火的试验会
试验会带来甚么样的
带来甚么样的结
甚么样的结果？(观
察应用题)
讨论问题 5：你是用甚么材料在耶稣
：你是用甚么材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自己呢？要
基督的根基上建造自己呢？要
如何具体的在小组
如何具体的在小组 中 推动经得起火的试验
推动经得起火的试验的属灵建
试验的属灵建
造工程呢？（应
造工程呢？（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因祢使用我们在各种不同
的事工中服事，求主帮助我们能更多明白祢的心意，能照祢的心意
来服事。同时也求祢帮助我们能用金、银、宝石在耶稣基督的根基
上来建造自己的生命。好让我们都能经过火的试验，得祢的赏赐。
谢谢主的恩典，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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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B.

各人的工程必经过
各人的工程必经过 火的试
火的试 验 (12(12-13) ： 每个信徒都要在耶稣
基督唯一的根基上去建造他的工程。有的人愿意为主付上极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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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 4：14-21
哥林多前书 5：1-13
哥林多前书 6：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