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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保罗说 们要留意那一些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些人 服 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们是否 躲避他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谁敬拜耶稣是枉然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基督 了什 而祈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他是否 可能的 祈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教会合一的秘诀是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基督到 建立多少个教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什 是教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谁是教会之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基督是否有多过一个身子或多过一个头? ________________ 

23. 到 有多少个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神的话语是会 离 们或是使 们合一? ________________ 

************************** 

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讲: 

教会的合一 

今日的宗教世界看起来较 往更加关注教会的合一， 全体的举动

经到处造 人们的妄想. 理由是因 世界有 多的宗 教会，形 人们对

困倦，然而 些人 ( 别) 由于 能彼 意而无法合一. 实 ,

党 是 在或者在某些程度 他们可 融 . 要怎样才能使教会合一

呢? 答案就是依赖圣经. 要得到真 的合一,人们必 卸 他们的教法、教

训、 称、宗 教会和信条等等而拿起圣经,细心研读,相信 它, 样就能

使教会真 的合一, 也就是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所祈求的. 当人

们 样行,他们就能相信 样的东西,服 样的教训,披戴 样的 称，共

作工，教导 样的道理及一 堂. 很简单的，当人们都肯放弃跟 人

的道理而开始跟随基督，教会就能够合一. 

经 责备 党 ,圣经告诉 们说 神厌恶那些在 兄之中造 和

及 的人.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 们在哥林多的教会如何 党 ,

了 要使他 本加厉,使徒保罗 刻采 行动来消灭 恶 ,他一开始就说:

兄们, 藉 们 耶稣基督的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 可

党, 要一心一意,彼 相合. (林前1:10). 他接着就是提出 个问题,任

何一个问题都可指出他们行动的谬误. 些问题就是: 基督是 开的吗? 

保罗 你们钉了十 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 了浸吗? 对于 个问题，

他们的答案肯定是错的,所 他指出了他们 的情形的荒谬. 

样地,保罗写给在罗马的 兄说: 兄们，那些离间你们， 你们

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因 样的人 服

们的 基督, 服 自 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罗马

书 16:17,18). 在歌罗西书 章 十至 十 节,他也说: 你们若是 基督

死,脱离了世 的小学, 甚 像在世俗中活着,服 那“ 可拿，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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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 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 一 ， 用

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西 2:20-22). (参看马 15:9). 

些都说明了如果 们按照人所吩咐的、人所教导的、服 人 的

信条及命 ,褒扬人、接 及跟随人 的经书而 跟随圣经, 些都会造

. 另一方面，当人们跟随基督，就能有合一的心， 就是基督所祈求的，

他说: 但 些人祈求,也 那些因他们的话信 的人祈求,使他们都

合而 一; 如你父在 里面， 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 们里面， 世人可

信你差了 来. (约 17:20,21). 各位,基督会 可能的 祈求吗? 

,教会必定会合而 一. 在什 时候呢? 有当 们跟随基督. 人

的道理必然会 离 们,但圣经的教导将能使 们合而 一. 

关于合一的问题，在 弗所书 章一至六节保罗也清楚的说明:

被 的劝你们:既然蒙 ,行 人就当 蒙 的 相称. 谦虚、温柔、

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 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 一的心,

身体 有一个,圣灵 有一个, 如你们蒙 , 有一个指望，一 ，一信，一

浸，一 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 ，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 

经节中 们要注意到一 所要求的是合而 一， 时让 们明白经节中

所讲述的都是一个. 然而人所得到的观念 一个呢? 

基督说他要建立他的教会 (  16:18)可 看得出教会的合一,他的

意思是指一个, 是指他灵性 的身体(林前 12:27),并且他是教会之首(西

1:18) . 当然没有人会说基督有两个身体或两个头. 教会也被形容  神的

家(提前 3:15). 到 有多少个家呢? 当然 有一个. 们也读到关于基督

的国度或 神的国度,并且 基督  (约 3:3-5; 西 4:11; 提前 6:15). 到

基督的国度有 个, 及到 有 个王呢? 有一个国度及一个王. 

圣经 的教训 们可 看到他是反对一 教条 的道理，因 他

们造 党 . 另一方面， 圣经中也看到团结，合一，完备齐全. 圣经

没有形容教会是一个奥妙的身体,并且教会也 是由许多信仰虔诚和所实行

的人所组 的. 圣经指出教会是属于基督,是有许多被 愿意跟随及 他

的教导而得救的人所组 的. 基督 是 开的， 样的，教会也 是 开的，

想用各种方法 开教会或 党 是反对基督及他所祈求的. 

 

 

3 

问 题 (十) 

请写出 列 确的答案 

1. 今 是否 有人恳求教会的合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到 是什 原因促使人更关心教会的合一?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宗 教会是否能在彼 无法 意之情形 和一?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如何才能促使教会合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要达到合一,人们必 卸 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是谁祈祷要求 们都能合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教会合一能带来什 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圣经有谴责 党 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神厌恶那些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写出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保罗问哥林多的教会那 个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