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课 

传福音的、牧师、教师 
 

 

 

在上一课中，我们学习了两种事奉恩赐：使徒和先知。我们

发现有两种使徒。第一种使徒是那个被称为十二使徒的特殊群

体。他们和耶稣同工，建立教会。他们中的某些人，撰写了新约

中的某些经卷。第二种使徒被列举在以弗所书 4：11中；他们要
到新地方建立和发展基督的身体。不过，他们没有一个人撰写过

经文，因为当新约圣经成书的时候，撰写经文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我们还认识到先知的任务具有双重性，即宣告和说预言。现在我

们准备学习这一类恩赐中的其余三个恩赐。 

本课将让我们了解传福音的和教师、牧师的事奉。我们将在

同一节，学习牧师和教师，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两个恩赐，针对

的是同一个事工。 

很明显，许多人在这些事工恩赐上为主所用。因此，你也很

可能会感到主的手带领着你，参与到其中一种事工中。 

课文大纲 
他赐给我们传福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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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赐予者 
揭示接受者 
解释其功用 
解释如何操练 

他赐给我们牧师、教师 
定义赐予者 
揭示接受者 
解释其功用 
解释如何操练 

 

 

学习目的 

当你学完本课时，应该能够： 
 了解所有事奉的恩赐，并描述各恩赐的功用。 
 解释谁赐予了这些事奉的恩赐，以及谁接受了这些事奉的恩

赐。 
 明白如何操练事奉的恩赐。 
 判断主是否正在你的生命中动工，去操练事工。 

学习要领 
1. 阅读使徒行传 7和 8章，提摩太前书 4：1-16。 
2. 继续背诵哥林多前书 13章。当你学完本课时，应该能够背

出 1-7节来。 
3. 慢慢地读完本课，用下划线标注重要的语句。 
4. 查阅你不明白的关键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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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答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习题。如果回答错误，先弄懂正确答
案，再继续下面的学习。 

6. 做课后的自测题，并核对课后的答案。要认真复习回答错误
的题目。 

关键词 

连结的         增长         殉道者        自我中心 

 

课文进程 

他赐给我们传福音的 
目的 1、 了解传福音的事工恩赐，并简明扼要地描述福音传教士

的功用。 

定义赐予者 

学习有关事奉恩赐的第一课时，我们了解到基督是这些恩赐

的赐予者。我们还看到，有关这些恩赐的赐予者，以弗所书 4：
11和哥林多前书 12：28的描述并不矛盾。也就是说，我们知道，
基督和神是一样的，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这三位是父、子和圣

灵。基督是这三位中的第二位。因此，准确地说基督就是神。 

现在，我们将了解到更多有关赐予者的事。以弗所书 4章说，
基督是头：“（我们）⋯⋯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15 节）。
影响基督身体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头的检验。其中包括事奉的

恩赐和基督身体所需的营养。“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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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歌罗西书 2：19） 

我们肉体的头脑，一般具有三个功用：（1）知道，（2）监督
需要的满足，和（3）控制。这些功用同样适宜描述基督与事奉
恩赐的关系。 

 

信心 

头知道身体的需要 

我们的脚不知道身体的需要；手臂、腿、或身体其它任何部

位也不知道。有时，在基督的身体中，挑选某些肢体作使徒、先

知、福音传教士或牧师和教师的责任，被肢体们自己承担了起来。

这就好像由脚来告诉手，它的功用是什么一样。只有元首基督知

道自己身体的需要，以及哪些肢体能够服事这些需要。他身体上

的肢体可以彼此帮助，但不能给予属灵的恩赐。只有元首，他才

是赐予者。 

头监督身体的需要得到满足 

有时候，因为我们的骨头太容易断裂，所以我们的头知道身

体需要更多的牛奶。然后头要监督获得牛奶，以满足需要。同样

的道理，元首基督也要监督、确保他身体上的需要得到满足。 

头控制身体 

我们的头控制了我们的身体。当头注意到我们身体的需要已

经得到满足之后，就会给身体的各个部位发出指令。我们身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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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腿不能决定什么对身体有益。但它却可以从我们的头脑获得

指令，满足身体的需要。同样地，当基督把各个恩赐赐给他的身

体后，会发出运用他们的指令。 

1 选出下面对头脑的功用最佳的描述。 
a） 服从     d） 知道 
b） 控制     e） 供应 
c） 服务 

揭示接受者 

每个恩赐都必有一个接受者。再次提醒大家，单个的肢体和

教会全体，都属于接受者。单个的肢体得到恩赐作福音传教士的

同时，本身也成了给教会全体的恩赐。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谁被拣选作福音传教士。谁接受这个事奉

的恩赐呢？有人认为每个信徒，都可以成为福音传教士。“你们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

被定罪。”（马可福音 16：15-16）或许有人会说：“哦，这不适
用于我。那命令是给十一位使徒的，他们是特殊的使徒。”我们

必须看另一段对这十一个使徒说的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

教训他们（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使徒要教导新信徒）遵守。”（马

太福音 28：20）是的，这十一个使徒接受了“往普天下去传福
音”的命令，接着，他们又被命令去教导新信徒，遵守凡主所吩

咐的。因此结论是，所有信徒都应该是福音传教士。 

不过，有事奉恩赐的福音传教士，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 

神知道基督身体上的哪些肢体，最适合做福音传教士。他们

的事工可能不是从福音传教士开始。除使徒以外，我们能在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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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传中找到的最早的两个福音传教士，是腓利和司提反。他们两

人开始都是管钱的。“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

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

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利。”（使徒行传 6：2-3，5） 

当时还拣选了其他人负责这事，但是这群人当中，只有司提

反和腓利成了福音传教士。司提反可能在他第一次布道之后就被

杀了。但是后来，腓利在使徒行传 21：8中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利：
“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里”。大约在公元 33年时，腓利成了福音
传教士，他一直传福音到公元 60年。这表明传福音是他一生的
工作。 

司提反和腓利之所以被拣选承担起这个重大的责任，其中有

部份原因可能是，他们对主的事工很忠心。阅读路加福音 19：
11-19，了解神如何赏赐那些忠实履行责任的人。 

这两位信徒，被元首拣选做福音传教士还有其它原因。他们

都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司提反满有恩惠能力。”（使徒行传
6：8） 

被元首拣选成为福音传教士的人，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包

括忠心、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满有信心和能力。神可能还在

寻找其它品质。甚至没人看到它们之前，他就知道谁具备这些品

质。例如，他可能呼召了某个年轻人做福音传教士，而这时，无

论是年轻人自己，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他是否具备这些必

要的品质。他呼召撒母耳作以色列先知的时候，撒母耳的年龄还

非常幼小。（参阅撒母耳记上 3） 

因此，接受这个恩赐的人，应该是这样一个信徒，或者神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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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合格，或者神使他合格。 

2 关于谁会成为具备传福音恩赐的传教士，做决定的是 
a）使徒。     
c）基督的身体。 
b）基督元首。    
d）基督身体上的另一个肢体。 

3 被拣选做福音传教士的人，身上应该具备哪些品质？选出正

确的答案。 
a）满了信心和能力。 
b）有长途跋涉的能力。 
c）在教会里有忠心。 
d）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 

解释其功用 

要理解福音传教士的主要功用，可以从“福音传教士”这个

单词的意义开始。“福音传教士”的意思是“宣告好信息的人”。

世上或许有许多种好消息。福音传教士所宣告的好消息是有关福

音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1-4中，对福音做了一个简短的解
释。福音包括三方面内容：（1）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
了，（2）他被埋葬，（3）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他复活了。 

虽说福音传教士的主要功用是传讲福音，但他还有另一个功

用。传讲福音通常针对的是非信徒。而保罗在以弗所书 4章说到
事奉的恩赐时，给福音传教士承担的责任是“为要成全圣徒，各

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12 节）。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一个
最好的方法是效仿榜样。圣经为我们预备了许多优秀榜样。 

 68



如果我们查考一个在圣经中被称为传福音的人，他的生平和

事工可能对福音传教士的功用有更全面的理解。这个人就是腓

利。仔细研究下列有关腓利的事情。 

1. 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使徒行传 8：5）。 
2. 他对众人讲道，并行了神迹（使徒行传 8：6）。 
3. 他带给那城欢喜（使徒行传 8：8）。 
4. 他为信的人受洗（使徒行传 8：12）。 
5. 他顺从主的吩咐，往主让他去的地方开展事工（使徒行           

传 8：26-27）。 
6. 他从圣灵那里领受到明确的指示（使徒行传 8：29）。 
7. 他和一个孤单的人分享福音（使徒行传 8：30-35）。 
8. 他走遍许多城市宣传福音（使徒行传 8：40）。 
9. 他向自己的家人传了福音（使徒行传 21：9）。 

通过查考司提反的生平和事工，我们也能学到一些有关福音

传教士及其事工的事情。圣经并没有因为司提反的事工称他为传

福音的。注意下列事项： 

1. 他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使徒行传 6：8）。 
2. 他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使徒行传 6：10）。 
3. 当他受迫害时有好的见证（使徒行传 6：15）。 
4. 他带有能力、清楚地宣讲神的道（使徒行传 7：2-53）。 
5. 他毫不畏惧地讲说真理，尽管他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使徒行传 7：51-53）。 
6. 他原谅杀害他的人（使徒行传 7：60）。 
7. 他成为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 

并非所有福音传教士都必须有腓利、司提反一样的经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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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了解到许多关于这个恩赐的基本功用。 

此外，还有一段经文需要查考，即“做传道的工夫”（提摩

太后书 4：5）。这段经文表明，这个恩赐有时是和另一个恩赐联
系在一起的。接受上述这个命令的人，是一位名叫提摩太的牧师。

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学习牧师的主要功用。但是我们应该记住，

一个牧师也可能同时是一个福音传教士。这两种服事有很多共同

的地方. 

4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福音传教士的意思是“受差派的人”。 
b） 传讲福音通常针对的是非信徒。 
c） 福音传教士只有一个功用。 
d） 牧师不应该尝试做福音传教士的工作。 

如何操练 

尽管所有事奉的恩赐都是基督赐的，但是仍然需要操练。一

个婴儿完全是人的样子，但并不表示他已经发育完全。在他完全

长成之前，还要经过许多年的发育过程。福音传教士的恩赐来自

教会的头，是完美的、无瑕庛的。但是，在它得到充分发挥之前，

还需要许多操练。 

操练这个恩赐的四个步骤。 

多祷告 

十二使徒也是福音传教士。注意圣经对他们的祷告的记载。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行传 6：4）再阅读使
徒行传 3：2 和 10：9。祷告能让福音传教士充满圣灵。当他被
圣灵充满时，他的讲道就会有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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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神的话语 

圣经是圣灵的宝剑。（参看以弗所书 6：17）我们把什么东
西放在圣灵手里，圣灵才能用什么。我们把怎样的“宝剑”放在

他手里，要看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程度。宣讲神的话是传福音事

工的核心。（读提摩太后书 2：15） 

多学习倾听并顺服神的声音 

圣灵的特别带领对传福音非常重要，（参看使徒行传 8：29；
9：10-17；16：6-11）我们通过经验已经学到。经验教导我们，
如何区分哪些想法是我们自己的，哪些是神给我们的。 

多传福音 

要操练传福音的事奉恩赐，最好的办法就是传福音。这点可

以从华德（C.M. Ward）的服事中看到，他是当代最有能力的福
音传教士之一。但他并不是一直都这么有能力。他刚开始事工的

时候，有一次竟然在聚会期间，完全忘记了事先准备好的讲道。

他没有讲道就离开了那次聚会。但那并不代表他不是传福音的

人，而是说他在传福音方面仍需要更多的经验。年复一年，他专

心投身在整个事工中，争取一切机会施展这个恩赐。如今他已经

是一个闻名世界的、最有能力的福音传教士了。 

5 操练传福音的恩赐，需要： 
a）学习神的话语。 
b）学会倾听神的声音。 
c）传福音。 

 71



 

他赐给我们教师、牧师 
目的 2、 描述牧师和教师的事奉恩赐。 
目的 3、 把所有事奉恩赐的功用和目的都列举出来，并加以解
释。 

定义赐予者 

到目前为止，对于事奉恩赐的赐予者，我们注意到有三个特

别之处： 

1. 我们已经认识到，赐予者是基督。 
2. 我们已经认识到，赐予者基督也是神。 
3. 我们已经认识到，赐予者基督也是教会全体的头。 

现在，我们要查考，赐予者基督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他

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以弗所书 5：23）救主的意思是“释放
者”。这位事奉恩赐的赐予者，如何以释放者的身份和教会全体

联系到一起呢？我们注意到有三个不同的方式。 

他把人从无知中释放出来 

无知对信心是最大的阻碍。基督透过教师的恩赐，把人从无

知中释放了出来。教师传授知识，挪去了阻碍教会全体信心的无

知。 

他把人从自我中心中释放出来 

教师、牧师恩赐的最大功用之一是，释放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脱离自我中心。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带领他们过以基督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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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他把他们从试炼中释放出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耽延，其实不是耽延，

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彼得后书 3：
9）试炼是生活的一部份。即使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要经历试
炼。赐予者通过教师、牧师的恩赐，把我们从试炼中释放了出来。

这不是说信徒立刻就脱离了一切试炼；而是说，通过教师、牧师

的事工，他们脱离了试炼所带来的挫折感。他们学会了从试炼中

得益处，学会了把试炼变成获得更丰盛生活的垫脚石。 

以上讨论的只是作为教会全体的救主、作为教师、牧师的赐

予者，所要关心的事情。 

6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事奉恩赐的赐予者，被称为教会全体的救主。 
b） 救主的意思是发现者。 
c） 教师、牧师的功用之一，是把信徒从以基督为中心的状
态中释放出来。 

d） 教师、牧师帮助信徒从试炼中得益处。 

揭示接受者 

在事奉恩赐中，教师、牧师是最普遍的。也就是说，教师、

牧师比使徒、先知、福音传教士多。原因是基督的身体对教师、

牧师的需要更多，他们能够满足基督身体的许多需要。 

谁能接受这个恩赐呢？在学习其它事奉恩赐的过程中，我们

注意到，教会的元首希望他的仆人具备某些品质，这些品质包括

忠心、智慧、信心、被圣灵充满、能力。这些品质对教师、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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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赐都很重要。然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加必要的品质，

就是爱人、关心人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牧人”一词，经常被

用在有关教师、牧师的事工中。牧人爱他的羊、关心他的羊。 

这个恩赐的赐予者是群

羊的大牧者，而那些领受教师

和牧师恩赐的人，应当成为助

理牧者，也就是说，他们需要

有像大牧者——教会救主那

样的品质，去关心和爱护群

羊。 

 

7 某些信徒会得到教师、牧师的恩赐。当教会全体的救主，寻

找人承担这个给教会的恩赐时，他要求这个人具备哪些品

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牧人在哪些方面与教师、牧师相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释其功用 

与其它事奉的恩赐相比，圣经中关于教师、牧师的恩赐的记

载更多。我们之所以把牧师和教师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许多圣

经学者，都认为它们是同一个恩赐：履行教导事工的牧师。 

在学习教师、牧师的功用之前，我们必须先回到以弗所书 4：
11-12：“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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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 

我们看到，事奉恩赐的功用是为要预备神的子民，让他们承

担起各自的事工。 

新约中有好几卷书是专门写给牧师的，被称为“教牧书信”，

其中包括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这几卷书直接向牧师们说明

了他们的功用。每卷书你都应该读几遍。 

为了更好地认识教师、牧师的功用，我们将以一群羊的牧人

为例来加以说明。 

牧人爱他的群羊，并且愿意为它们舍命 

阅读约翰福音 10：11-15，大牧者对助理牧者而言是最好的
榜样。如果牧师及教师不爱他的群羊，就无法为群羊成就什么。

爱是所有属灵恩赐得以充分发挥的基础。 

牧人喂养他的羊群 

“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喂养我的小羊⋯⋯喂养

我的羊”（约翰福音 21：15-16）。彼得在他的第一封书信中，教
导长老（牧师）时，写到：“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

神旨意照管他们。”（彼得前书 5：2） 

喂给羊群的食物，必须是小羊和成熟的羊都能吃的。给小羊

的，也就是初信者，有灵奶（参看彼得前书 2：2，和希伯来书 5：
13）。给成熟的羊的，必须是干粮（参看哥林多前书 3：1-2，希
伯来书 5：14）。 

阅读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提摩太是教师、牧师：“你在许

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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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摩太后书 2：2）。还有好几次，保罗指示提摩太要教导
人。“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提摩太前书 4：11）。
“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提摩太前书 6：2）。“主的仆人⋯⋯
只要⋯⋯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提摩太后书 2：24） 

牧人是群羊的领袖 

羊群对牧人的要求是带领他们。圣经说：“既放出自己的羊

来，就在前头走”（约翰福音 10：4）。神羊群的大牧者是教师、
牧师最好的榜样。就像大牧者是教师、牧师的榜样一样，教师、

牧师也是他群羊的榜样。“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

的榜样。”（彼得前书 5：3）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
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前书 4：12）好的领袖要走
在跟随者的前面，并要做他们的榜样。 

牧人要保护他的羊群 

阅读约翰福音 10：11-12。“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
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我知道我去

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使徒行传

20：28-29）。这是教师、牧师的重大责任。他所能给群羊的最好
的保护，是对神话语的深刻认识。 

牧人要致力于增长 

他希望他的羊能生出更多的羊。他做的大量工作都是为了这

个目的。教师、牧师的心里也有一个相似的目的。记住大牧者的

话：“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约翰

福音 10：16）。这就说明了保罗为什么写信给提摩太说：“作传
道的工夫。”（提摩太后书 4：5）当教师、牧师履行了传福音的
功用时，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他把新的肢体带到了基督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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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里。第二，通过他的榜样作用，他教导他的群羊，让他们明白

如何把新成员带到他们中间。 

9 选出正确的补充句。教师、牧师好像牧人，因为他 
a）爱护、照管他的人。 
b）用灵奶和神话语的干粮来喂养他的人。 
c）不管他的人，为的是让他们学会如何对付敌人。 
d）辖制他们。 

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建立他身体的目的

是什么呢？保罗在以弗所书 4：13-16 告诉了我们。仔细查考这
段经文，并注意以下几点： 

合一的信心 

那些具备了事奉恩赐的人，肩负了何等重大的责任。他们要

努力使众信徒有合一的信心。合一的意思是“唯一，统一”（参

阅诗篇 133：1）。要达到信心的合一，最容易的办法是灵的合一
（参看以弗所书 4：3）。合一的灵是土壤，从这个土壤里才能生
产出最丰盛的合一的信心。若是没有合一的灵，合一的信心是冰

冷的、死的。合一的灵并不容易保持，必须坚持不懈。它要求与

基督以及与他身体上的肢体，保持美好的关系，还需要爱人和原

谅人的态度。 

合一的信心意思是“相信同样的事物”。换言之，就是相信

圣经所教导的。因此，事奉恩赐的部份目的，是使教会全体达到

信心的合一。 

合一的知识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知识，是“我们对神儿子的认识”(以

 77



弗所书 4：13)。它不仅仅是有关基督的知识。它的意思是认识
他，至少在三方面认识他。（参阅腓立比书 3：10） 

1. 经历他复活的大能。 
2. 和他一同受苦。 
3. 效法他的死。 

事奉的恩赐被赐给人，也是为了让教会全体，在这个重要的

认识上达到合一。 

一个成熟的人 

就是圣经里多次提到“完全

人”。“完全”的意思是“完美”。

神要教会的带领者以整本圣经为

工具，而引导他们工作的蓝图是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

书 4：13）蓝图的意思是“引导建筑者施工的设计”。这个崇高
目的，即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人，与神对教会的至高目的之间，有

非常重要的联系。神的这个目的是，他将有许多儿子，这些儿子

都具备了他的荣耀之子的模样（参阅罗马书 8：28-30）。 

 

当事奉恩赐的功用得到发挥时，信徒就会成熟起来，新的肢

体也会被添加进教会里。此时，一个健康成熟的教会开始自我增

长。 

解释如何操练 

操练教师、牧师的要求和操练福音传教士的要求基本一样。 

10 用自己的话描述，你怎样才能认识到这个恩赐的赐予者，在
你这个信徒身上的作为。（回答在你的笔记本上）。 

 78



请复习我们有关操练事奉恩赐的学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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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多项选择题：选出正确的答案。 

1 事奉的恩赐是 
a）教师、牧师。 
b）合一的灵。 
c）亚波罗。 
d）福音传教士。 
e）使徒。 
f）爱。 
g）先知。 

2 我们看到，本课用许多能帮助我们理解的名词，定义了事奉

恩赐的赐予者。选出以下没有用到他身上的名词。 
a）头。 
b）圣灵。 
c）身体。 
d）神。 

3 事奉恩赐的主要功用是建立 
a）教会的牧师。 
b）教会中的单个肢体。 
c）教会全体。 

4 我们已经了解到，事奉的恩赐可以操练。要做到这点需要

________________。 
a）祷告。 
b）学习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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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学会倾听神的声音。 
d）运用恩赐。 

5 默写哥林多前书 13：5-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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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1 b） 控制    d）知道    e）供应 

6 a） 正确    b）错误    c）错误   d）正确 

2 b）基督元首 

7 他要寻找的信徒，应该爱人，关心人。 

3 a）满了信心和能力。 
 c）在教会里有忠心。 
 d）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 

8 牧人爱护并照顾他的羊群。 

4 a） 错误     b）正确      c）错误     d）错误 

9 a）爱护照管他的百姓。 
 b）喂养他的百姓吃神话语的灵粮和干粮。 

5 a）学习神的话语。 
 b）学会倾听神的声音。 
 c）传福音。 

10 你自己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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