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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明白这一项任务 

 

在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庄稼田上辛苦

劳动的三个月末尾期间。那一年雨水充足，收成也好。酋长

提议举行一个大型的庆祝日。来自各方的男男女女，年长的

年轻的都站满了整个街市。 

很多舞蹈队在表演节目，人们来回地走动，整个村庄似

乎搬进了一个街市一样。随后，到了中午，在人群中间传出

了震耳欲聋的喊叫声。有人在大声喊叫，好像处于危难中一

样。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投到他身上。 

大家争相问着同一个问题：“发生什么事了？”有些人

甚至以为那人发疯了呢。但不是，那人解释他为什么要大叫

时，他说：“当我看着这人群的时候，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会

被埋在我们脚踏的这一片土地下，那日子会是怎样来临呢？

那种失落的感觉如此的强烈，以致我忍不住大叫起来。我本

想在自己里面深处大声喊叫，但我控制不了自己，就叫出来

了。” 

这一个故事使我想起在耶路撒冷一个节日的 后一天。

从各国来的人没有真正遇见神，他们将要离开耶路撒冷了。

基督感到巨大的失落，不禁大声喊叫到：“人若渴了，可以

到我这里来喝。”（约翰福音 7：37） 

主耶稣的喊叫是出于祂内心要帮助人的愿望。在我们周

围这需要是很大的，人们还没有认识基督就死去了。除非我

们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不会尽我们 大的努力去传递我

们的经历。愿这一课能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个人宣教的

需要——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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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课中，你会学到…… 
现在需要工人 
需要异象 
需要摆上 
需要祷告 
需要谦卑 
需要明白 

认清任务 
认识圣经 

这一课将帮助你…… 
■ 解释工人需要什么才能在个人宣教上有影响力。 
■ 认识到分享福音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需要工人  

目的 1：给出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作为一名工人参与

个人宣教的原因。 

看看我们周围，我们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基督。

我们去到医院，我们会看到很多人生命里面没有基督就死去

了。到海边，到运动场，你会看到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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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和祂的福音。 

当主耶稣告诉祂的门徒任务之重大的时候，祂把这任务

比作成熟待收的庄稼田，但祂加上一句说工人没几个。（阅

读马太福音 9：37） 

很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这么大的一个需要。有些甚至说

赢得灵魂不关他们的事。有些被恐惧拦阻了，或者他们不知

道该如何去接近人们。然而，在教会历史上，现在比任何时

候都短缺工人。神每天都在呼召，每天都在恳求，“谁愿意

为我而走出去？谁愿意告诉不信的人我为他们献上的祭？

谁愿意作我的双脚走路，作我的嘴唇传说？” 

天使一定愿意接受这一份工作，但神选择不用他们。祂

的旨意是要使用人。只要每一名基督徒都参与个人宣教，我

肯定很多人就不会死在罪中，而世上就有更多的基督徒了。 

主耶稣的使命不只是对一个国家的使命，而是全世界

的，各国各民族的。主耶稣给我们的任务固然不轻，它比我

们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工人。 

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人归向了基督，是真的，成千上万的

人都在赞美神。我们因这奇妙的工而感谢神。但世界人口增

长得非常快，这里意味着庄稼田也增加了。当我们看到剩下

的还未作成的工时，我们不禁要喊叫，因为还有成千上万的

人仍然活在罪中。 

 

这对于你来说，我们收割的工可能就像在一座山上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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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或拿着水桶向大海倒水。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

个人宣教士，我们能完全地意识到我们对失丧者的责任，我

们一定会看到果效。 

让我们一起向庄稼的主祷告，求祂差遣工人去收割祂的

庄稼。当你真的这样祷告的时候，你本人也要愿意回答“主，

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你这样行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与

基督同工的喜乐。 

确实有某些职能是赐给教会（以弗所书），但个人宣教

的职责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就如有人说：“个人宣教是整

个教会为全世界作的完整的工。”我们已经得重生了，我们

不再属于自己。让我们全然侍奉我们的神、我们的主。 

做一做 

1.庄稼的主是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收割庄稼的工人是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被收割的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为什么在个人宣教上缺乏工人？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基督徒不知道要做什么。 
b) 没有足够的基督徒去做工。 
c) 很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有多少人生命中还没有基

督而正在死亡。 
d) 基督徒有时候害怕作见证。 
e) 神在每一个领域只拣选了一小部分工人。 

5. 神对庄稼田工人的需求抱着怎么样的回应？ 
a) 祂希望我们祷告，祈求差遣工人会去做工。 
b) 祂会差遣天使去作工。 
c) 祂希望圣灵去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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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举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一个都必须参与个人

宣教。 
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要异象    

目的 2：解释为什么在个人宣教中需要异象。 

周围的世界发生的事有时让人烦恼日。有些人放弃了在

神里面的信仰，有些人遵从了谎言的邪灵，跟随邪恶的教导。

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糟糕。道德价值观在改变，社会公共机

构在垮掉。电台、电视台和报纸都在告诉我们谋杀案、战争

和饥荒。无助的灵魂呼喊的求救声随处可闻。 

除非神给我们异象，否则我们看不到他们的需要和听不

到他们的呼喊。作为个人见证者，你和我都需要一个清晰的

异象或清楚未得救者的状况。这样的异象将会给我们强烈的

渴求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 

当使徒保罗看到一个马其顿人呼喊的异象（使徒行传

16：6）的时候，他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他和他的同工去

到那，结果欧洲的那一块地方完全地被翻转了。从那开始，

千千万万的人被基督得着了。 

主耶稣是看到耶路撒冷的人们所处状况的那个时刻，祂

开始同情怜悯他们并为他们哭诉。祂深知只要他们明白祂的

爱，他们就一定会接纳祂，而祂就如母鸡庇护它的小鸡一样

庇护他们（路加福音 13：34）。 

在我们日常生活对付罪的争战中，异象可以给我们力量

和勇气。异象使我们的眼睛看到眼前 靠近我们的庄稼，使

我们能以神的眼光看人们。异象帮助我们拯救人们走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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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除非我们有这样强有力的异象，否则我们周遭的人会死

在他们的罪中。我们没有时间来浪费了，让我们求问庄稼的

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异象，因此我们可以做成祂的旨意。 

做一做 

7. 有异象意味着 
a) 看到现今整个世界存在的问题。 
b) 以神的眼光看失丧者和正处于死亡中的人。 

8.我们需要异象，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查验你自己的异象。在真实描写你的状况的空白处打

钩，务要对自己诚实。 

我的异象 多数时候 经常 不太经常 

我感觉到其他人的需要    

我关心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一切    

我有勇气去作见证    

我想告诉别人关于主耶稣的事    

我希望帮助别人找到基督    

需要摆上  

目的 3：解释真正摆上的秘密。 

我们已经讲过，个人宣教是给所有基督徒的使命。但除

非我们完全地摆上自己投入这一工作，除非我们认识到这是



 58

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否则我们看不到好的果效。主耶稣完全

地摆上自己，祂对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

旨意，作成他的工”（约翰福音 4：34）。主耶稣，历来 出

色的个人宣教士，持续吃这“食物”，直到祂喊叫“成了！”

的那一天为止。祂已经作成了差祂来者的工。 

使徒保罗也把自己献身于这个工作。圣灵告诉他在耶路

撒冷他会遇到很多的苦难，出于人的理性，他的同工阻止他

不让他去耶路撒冷。但看看保罗所说的话：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使徒行传

21：13－14） 

保罗把这工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对于保罗来

说，生与死没多大区别。他为差给他的一切而作。 

 

做一做 

从括号中选择正确的答案，写在空白处。 
10．使徒保罗视______（工/食物）比自己的______（健

康/生命）还要重要。 
11．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说_______（工/工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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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工/工人）更重要。 
12．真正摆上自己致力于神的工的秘密是 

a) 我把神的旨意摆在我自己的愿望之先。 
b) 我作我认为对自己 好的事 

需要祷告     

目的 4：讲述当基督徒为工人短缺祷告时将会发生的事情。 

在主耶稣向祂的门徒展现庄稼田之大时，你认为祂下一

步要做什么呢？我们可能会以为祂立刻就差遣他们到庄稼

地。但祂没有这么做。祂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

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路加福音 10：2） 

当我们向庄稼的主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表示我们的关切

之心。除非我们关切，除非我们爱那些从没遇见过基督的人，

除非我们认识到靠着自己满足不了需求，否则我们不会祷

告。 

有一天，在一座名为西奈的山上，神告诉摩西，由于以

色列民的罪和不遵从，祂要完全地毁灭他们。神说祂要重新

开始，从摩西开始再造一个新的民族。尽管这能给摩西带来

荣耀，但他没有接受。他爱自己的国民，因此他立刻祷告恳

求神施怜悯和赦免。神听到了他的祷告，应允了他的呼求（出

埃及记 32：32）。 

我相信神在五旬节那天把祂的灵浇灌了下来，因为祂看

到了他们对失丧者的深深关切（使徒行传 2：1－4）。很多门

徒看到了主耶稣升天回到天父那里去。他们都听到了祂告诉

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到圣灵降下（使徒行传 1：1－5）。但只

有 120 人聚集到一起在祷告中等待接收应许。他们就是主差

遣到庄稼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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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做 

13．真正关切失丧灵魂的基督徒会 
a) 祷告 
b) 担心 

14．在圣灵降临节当天祷告的信徒 
a) 是神要差遣到庄稼地的人。 
b) 不是真的将自己摆上致力神的工。 

15．当我们祷告神差遣工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 
a) 祂可能不应允我们的祷告 
b) 祂可能差遣我们自己 

需要谦卑  

目的 5：解释谦卑的定义，讲述为什么基督徒需要谦卑。 

个人宣教中一个 大的危险就是工人把成功当作是自

己的。你和我可能已被神差遣。我们在所有的见证中靠的都

是主的名。如果庄稼的主祝福我们的工和使之产生果效，那

么我们千万不可自高自大。相反，我们应该在差我们的主里

面欢喜快乐。即使是我们的主耶稣，如果祂愿意，祂完全可

以高举自己，但祂谦卑自己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了天父。 

大卫自荐去打那非利士人（撒母耳记上 17：34－37）。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听听他对那非利士人说的话：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

万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  神。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
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  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

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撒母耳记上 17：45－47） 

大卫没有说使普天下都知道他大卫的勇敢与勇气。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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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是让众人都知道神是大有能力的，祂在任何环境下都能

施拯救。 

我们作为庄稼田的工人，我们必须要谦卑。我们不能在

所成就的工上把荣耀归给自己。我们必须愿意让神使用我

们，好让其他人能看到祂的荣耀。这是个人宣教中工人应有

的精神。 

做一做 

16．“谦卑”一词的反义词是 
a) 不自私 
b) 骄傲 

17．基督徒该谦卑自己，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原因是 
a) 没有神，工人做不了任何事情。 
b) 工人所作的工比神所做的要大。 

需要理解 

目的 6：讲述工人在个人宣教中为了果效而需要知道的两个

事情。 

认清任务 

当看到一个人宣教士在努力做不是自己的工作时，实在

是很伤感。我们是与神一起做工的工人（哥林多前书 3：9）。
我们并非单单地为神做工。个人宣教跟教会里其他职能一

样，有我们需要承担的部分，也有神要承担的部分。当这两

部分合适地配合在一起时，果效才会来到。 

我们受差遣去播种、种植甚至浇水。这里指的是我们跟

别人分享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抓紧每一个机会跟别

人分享。剩下的工就属于神，属于祂的儿子和圣灵了。 

    看到人们得救真的是很好。看到他们因我们的见证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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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向神真的是很好。但我们记住我们在说话中不可以定别人 
的罪。在我们说话过程中定他们罪的是圣灵。我们不能把人

从罪中拯救出来，但基督透过我们可以。 

 

因此，无论你有没有看到果效，记住我们的任务，我们

的工作是传扬福音，警告人们没有基督而死去的危险。因为

差我们来者的话决不徒然返回（以赛亚书 55：11）。让我们

不要混淆或跟神交易责任。 

认识圣经 

个人宣教的工人，对圣经——神的话语没有大概的认

识，想得到果效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跟别人谈基督时，我们

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可以起到帮助的关键经文。我们应该

能够解释和应用这些经文。为了自己的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和

经历，每一位灵魂的赢得者，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对圣经有

一定的认识。 

作为个人宣教士，我们应该牢记是神的话语带有信心，

是神的话语能定罪，它改变生命，它教导我们圣洁，它使我

们不在罪中堕落。当我们认识圣经时，它帮助我们在合适的

时刻说正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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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做 

18．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我们为神所做的工是要使人们信服他们是罪人。 
b) 作为神的同工，我们有自己做工的部分，神也有祂做

工的部分。 
c) 为要成为个人宣教士，我们需要对圣经有一个完美精

通的理解。 
d) 基督徒的主要工作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e) 我们知道  神的话语能达到把人带给基督的目标。 

19．用你自己的一句话解释以下这两句话的意思。 

a) 认清任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认识圣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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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1．神 
2．信基督的人 
3．人的灵魂 
4．a 对     b 错     c 对    d 对     e 对 
5．a)  
6．（顺序不限） 

a. 人们没有基督就死去 
b. 人口在增长 
c. 神选择拣选我们作为祂的工人 

7．b)  
8. 那是我们看到生命中没有基督的人的 大需要的唯

一途径。 
9. 想想你认识的生命中没有基督，正在死去的人。求神

给你更多的异象去把福音带给他们。 
10．工，生命 
11．工，工人 
12．a)  
13．a)  
14．a)  
15．b)  
16．b)  
17．a)  
18．a 错    b 对    c 错     d 错   e 对     
19．你个人的答案。我会这样写： 
 a 我们要跟别人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剩下的就由  

神来做。 
b 为要我们的见证有果效，我们需要对圣经有一个总

括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