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课 

教会为世界所做的 
 

上一课，我们看到信徒之间要互相承担责任。所有信徒

都是神家庭的成员，基督徒与他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有一

种特殊的关系。  

但教会对非信徒也有一种责任。一个基督徒决不能过于

看重其他信徒，以至于忽视了教会以外的那些人。本课中，

我们将着眼于信徒对非信徒的责任。  

与前几课相同，你必须把所学到的东西运用出来。如果

我们知道该做什么而不去做，神不会喜悦我们。正如雅各所

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

书 4：17）我们要把课程中所教导的东西应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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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你将学到… 

信徒要抵挡罪恶  

信徒要宣讲福音  

信徒要差派宣教士  

信徒要支持宣教士  

本课会帮助你… 

 要影响非信徒，基督徒应该做三件事，把它们列举出来。 

 给“传福音”下定义。  

 找到你对失丧者应承担的责任  

信徒要抵挡罪恶  

目的 1：  解释信徒怎样才能抵挡恶人。  

你曾经欠过某人一定数额的钱吗？有时，我们欠的债是

无法用金钱还清的，我们对此负有责任。每个信徒都有这样

一笔债务，它是什么？保罗解释说：“⋯⋯要在你们中间得

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罗马书 1：13-14）  

属神的人，应该能够通过他们属神的行为而被分辨出

来，神的子民应该做善事。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马

太福音 5：13）但是，盐若失了味，就毫无用处了。耶稣还

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 5：14）但是，不要把光

藏起来——应该要它发出光芒，光要照亮一家的人。“你们

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

67 



 

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 5：16）  

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时，他就开始了新生命，不再做过

去常做的恶事，想要做那些蒙神喜悦的事。正如盐改变了事

物的口味，光改变了黑暗一样，基督徒属神的生命对他周围

的人具有一种影响力。基督徒影响其他人做善事，以这种方

式成为抵挡罪恶的一个力量。  

我曾经读过一篇有关一个名叫尼基的年轻人的故事。尼

基曾经恨恶所有人，他学会了打架和杀人，与朋友们成群结

伙出去偷盗和搞破坏，还开始吸毒。在度过他的少年时光之

前，他的生命已经十分邪恶。但有一天，一个基督徒向他讲

述了神的爱，并告诉尼基，他可以在基督耶稣里获得新生。

尼基接受了基督，他离开了他的团伙，停止打架和杀人。而

且，他还开始帮助其他有同样问题的年轻人，告诉他们耶稣

基督，帮助他们放弃吸毒并停止仇恨。  

靠神的恩典，罪恶在尼基的生命中被打败了。但是，不

仅如此，尼基还用他的影响力来终止罪恶，他的生命就象照

进黑暗的罪恶团体中的一道光。  

 

基督徒还可以靠祷告抵挡罪恶：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得不

像亚伯拉罕那样爱神。亚伯拉罕十分关心他的侄子，他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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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罗得事奉神，但罗得想要生活在一个恶名昭著的城市

里。亚伯拉罕为他的侄子祷告，因着他的祷告，神把罗得从

即将毁灭的罪恶之城里救了出来。阅读创世记 18：22-33 中

亚伯拉罕的祷告。  

习题  

1 填空题  

a) 信徒与罪恶作战，要……………………………….。  

b) 耶稣把基督徒比作………………和……………….。  

c) 发生在尼基身上的许多事情表明，基督徒可以战胜   

他所生活的地区里的……。  

d) 亚伯拉罕的生平说明，那些爱神的人应该为那些不

爱神的人……………。  

信徒要宣讲福音  

目的 2：  给“传福音”下定义。  

关于基督徒的责任，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说：

“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

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立比书 2：

15-16）  

保罗说，只有属神的生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将生命

的道表明出来”。福音必须用行为来传讲，而且还要用语言

传讲！  

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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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28：19）这段经文通常被称为“大使命”，马可记录了

相似的经文：“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

福音 16：15）这里的词语“传”，指的不是在一群人跟前的

正式演讲。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讲述”或“宣告”。不

是每个信徒都能布道，但每个基督徒都能讲述福音。我们经

常会用到“传福音”一词，它的意思是“宣讲福音”。每个

信徒都必须顺服基督的话，去宣讲福音并使人成为门徒。  

正如我们在上一课所学到的，神要他的身体——教会，

不断长进。“因神大得长进。”（歌罗西书 2：19）早期教会是

一个不断长进的教会，一天之内，就有三千人加入教会（使

徒行传 2：41）。成长对于基督的身体是很正常的事，“主将

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 2：47）一个没有长进

的教会，是个不健康的教会。  

习题  

2 选出正确的答案填空。  

a) 马太福音 28：19 中的“传”的意思是……………（作

演讲）（讲述福音）  

b) “传福音”的意思是……………（宣讲福音）（布道） 

c) 一个教会在为基督赢得人的方面没有长进，这个教会

是………………（健康的教会）（不健康的教会）  

3 你打算为实现大使命做些什么？什么时候会有新信徒添

加到你的团契里？把你应该向其讲述基督的人的名单列

出来，为每个人祷告并与之交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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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把前面学过的课文浏览一遍，并列出教会的两个责任。 

a) …………………………………………………………… 

b) …………………………………………………………… 

信徒要差派宣教士  

目的 3：  解释为什么教会要差派宣教士出去。  

教会必须传讲福音。在马太福音 28：19 以及马可福音

16：15 中，我们都看到词语“去”。有时，你不必走得太远；

但有时，基督徒需要去一个不同的地方，福音必须要传到没

有信徒的地方去。耶稣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

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路加福音 24：47）（这里

的词语“万邦”是指所有种族或人群。）教会有一个重要的

任务，而且神把圣灵应许给了我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

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 1：

8）  

 

早期教会很顺服，差派了许多宣教士出去。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侍奉

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

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使徒行传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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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榜样，我把其中显明

的一些原则列举如下：  

1.  被差派的人，在他们自己的教会就很殷勤侍奉。  

2.  要经过大量的祷告之后，再作决定。  

3.  人们要知道是神的呼召，然后教会才差派他们出去。 

宣教士是神和教会所差派出去的，他们回来后要向教会

作汇报。“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藉他们所行的

一切事，”（使徒行传 14：27）  

习题  

5 当耶稣说：“去传福音”时，他的意思是  

a) 去所有住在我附近的邻居家。  

b) 为把福音传到异地，要去很远的地方。  

c) 到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去，无论它是近还是

远。  

6 差派宣教士这件事要靠……………..来成就。  

a) 要去的人。  

b) 教会及其领袖。  

c) 教会与主。  

信徒要支持宣教士  

目的 4：列举支持教会差派人的几种方式。  

被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应该受到教会的支持。如果

宣教士被派出去之后，就被遗忘了，是件很悲哀的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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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为他的宣教士祷告。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时说：“劝你

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罗马书 15：30）在给歌罗西

教会的信中，他写道：“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

道的门，”（歌罗西书 4：3）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始终都是

其教会的成员，我们必须为他们祷告。  

保罗也很感谢各教会供给他的金钱（参阅罗马书 15：24，

腓立比书 2：25 和 4：15），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有时需要

金钱来完成神召他们所作的工作。  

 

习题  

7 当早期教会把宣教士差派出去的时候，教会要  

a) 通过赠予物品来支持他们。  

b) 不断地为他们祷告。  

c) 批评他们事工的果效。  

8 a) 把 你 所 在 教 会 差 派 出 去 的 宣 教 士 的 名 字 写 下

来。……………………… 

b）  你是否通过祷告和金钱支持他们？………………… 

9 你知道有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基督的福音吗？把它的名字

写下来。…………… 

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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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路加福音 10：2）  

10 再浏览一遍课文，并把基督徒对非信徒肩负的三个责任

列举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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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10 以下任何三项：  

行善，以抵挡罪恶。  

为非信徒祷告。  

传讲福音。  

差派宣教士。  

支持宣教士。  

1 a）行善  

b）盐和光  

c）罪  

d）祷告  

9 你自己的回答。  

2 a）  讲述福音  

b)  宣讲福音  

c)  不健康的教会  

8 你自己的回答  

3 你自己列举的名字。  

7 a) 通过赠予物品来支持他们。  

b) 不断地为他们祷告。  

4 a）行善以抵挡罪恶。  

b）宣讲福音  

6 c) 教会与主。  

5 c) 到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去，无论它是近还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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