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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期待奖品 

 

你知道某一条街道或某一栋楼是以某一个人的名字取

名，是为了荣誉这一个人吗？看看周围的街道，楼房，飞机，

机场，船只，城镇，村庄，河流和其他东西都是以某些人的

名字命名的，是为了把荣誉给他们，歌颂他们。他们被奖励，

是因为他们对人们或社区作出过贡献。 

也许你也听说过每年的诺贝尔奖，颁给那些对全人类作

出过贡献的人。 近，从国外来到我们国家的一位大使被颁

以我们首都的金钥匙作为奖励。这一些都是重大的无价的奖

励。没有金钱可以跟它们比拟。然而，这一切奖品都会在一

天内随风而去。 

从神来的奖品又怎样呢？连人都知道彼此之间如何奖

励歌颂，难道神不会给祂所爱的奖励更多吗？神当然会。基

督在天父面前荣耀我们，就这一点已经可以使我们持守到底

了。“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希伯来书 12：1）。
我们可以期待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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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课中，你会学到…… 
当前的奖品 

主的同在 
满足 

将来的奖品 
已知奖品 
未知奖品 

这一课将帮助你…… 
■ 认识到神已经为那些向别人传基督的福音的人准备

了奖品。 

当前奖品  

目的 1：给出在个人宣教中我们可以期待的奖品。 

一位个人宣教士不是为了奖品而宣教的。奖品并不是他

的目标。他做工是因为神爱他，基督拯救了他。他做工也因

为传福音已经成为了他自然属性的一部分，成为了他在基督

里面新的自然属性的一部分。他做工因为他爱人们，他希望

看到他们心存同一个希望，就是他已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的生

命的意义。 

然而，即使奖品不是基督徒工人的目标，但  神喜悦赐

给他们奖品。依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个人宣教更配得

奖励。奖品既有当前，也有将来的，既有暂时也有永恒的，

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 

主的同在 

个人宣教的其中一个 大的奖品是我们肯定主常与我

们同在。主从死里复活后，祂差遣门徒到世界各地传扬祂的

福音。这任务实在很重大，有很多困难。门徒们肯定怀疑他

们这些心里充满恐慌的普通人怎么可能把福音传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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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但是即使是以前，他们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恐惧，基督便

向他们保证祂常与他们同在。“你们要去……我就常与你们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 28：19-20） 

主耶稣在天上地上拥有所有的能力。祂的能力是无限

的、毫无障碍的。死亡与坟墓留不住祂。祂不需要护照，没

有哪个国家祂是去不了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侍奉中有这

样一个主常同在，已经是历来我们得到的 大的奖品了。这

一个奖品使我们在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里面常存信心。 

神总能够使满有信心的工人做成祂的旨意。祂差遣摩西

释放埃及的奴隶。所有的人都在大沙漠中。摩西知道这工对

于他来说太重大了。他开始怀疑，心里开始出现问号了。他

一个人怎么可能带领整个国家的人呢？这是不可能的。摩西

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后，他来到  神面前。  神应许祂在大沙

漠中与他们一直同在，直到他们到了应许之地。摩西回应说：

“你若不亲自与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出埃及记 33：15）。 

对于摩西来说，他可以做工的唯一的路径就是他肯定  
神的同在。我们能够带着成功与勇气跟别人分享我们的基督

徒生命和经历的唯一途径是，我们肯定庄稼的主日夜与我们

同在。 

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狱里。因为他传扬基督的福音，他经

历过很多苦难。他所有的朋友甚至是同工都离开了他。当他

在判官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没有人与他在一起。然而，

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他依然能说：“惟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帮人都听见。”（提

摩太后书 4：17） 

在你的日常生活和侍奉中，甚至在孤独困苦中，你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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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完全的信心吗？奖品是重大的，并且是无条件的。

你必要先走出去。因为  神的应许是这样的：“你们要去……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马太福音 28：19-20） 

做一做 

1． 当主耶稣差遣祂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祂给了

他们什么奇妙的应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同样的应许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当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狱的时候，有谁跟他在一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摩西是怎么带领以色列民越过大沙漠到应许之地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我们在分享基督的福音时应该抱有什么样的目标？ 
a) 奖品 
b) 带领人们回到主耶稣那里 

满足  

如果有一件奖品是一名工人想得到的，那么得到这件奖

品肯定就是自己的工作完成得漂漂亮亮的那种喜乐了。这比

高工资好得多。主耶稣在三个工人的故事中给了我们这样一

个例子（马太福音 25：14－30）。三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被

分配了工作。但只有两人听到“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

人”这一句话得到了这一份喜乐。第三个恐惧颤惊，因为他

没有做主期待他做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奖品。 

我在我的国家当教师已经四年了。有一年，我被分到一

个初级班。那个班约有 70 人。他们全部都来自农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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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说法语。我必须从零开始。 

那个学年结束时，他们能够听懂法语，并且可以用法语

交谈。他们还可以读写法文呢。实在太奇妙了。在我心里面，

我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做好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喜乐。 

在个人宣教中也一样。当我们看到一位新信主的基督徒

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唱着圣歌，对着一群年轻人讲话，或跟

别人分享自己作为基督徒的经历时，这确实是用世上的财富

没有办法衡量的奖品。知道我们从永远的失丧中拯救出一个

灵魂，知道天使在天上正欢呼，这已经是很大的奖品了。主

耶稣本身对彼得说：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

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马太福音 19：
29） 

在我们国家很多早期的非洲基督徒承受了很多的困苦。

他们有些被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断绝了关系。他们遭受深重的

困苦，但主是信实的。他们被带进了一个新的家——神的家，

他们得到各种各样的祝福。作为基督徒，无论你去到世界任

何一个地方，你都会找到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不

会说他们的语言，你的肤色种族可能跟他们不一样，但你会

感觉到一种弟兄姐妹的爱把你们连在一起。如果你因接受基

督或分享你自己的经历而在世界上失去了一个朋友，你将会

在神的大家庭里面得到很多的朋友。 

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的家乡、他的朋友、他的家庭还有他

的田地，为的是顺服神。他得到了一片美丽的土地作为奖品。

他成为了万族之父。其实，他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天上的和地

上的财富的祝福。他其中一个仆人拉班说： 

耶和华大大地祝福我的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

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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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创世记 24：35－36） 

如果我们遵从基督的命令到各处传扬福音，如果我们让

基督来使用我们，我们将会像那些带着种子、哭泣着走出去

的人。我们会唱着歌回来，因为我们带回了收割的庄稼（诗

篇 126：6）。 

主差遣出去的 70 个门徒因他们靠着主的名所作的一切，

欢喜快乐地回来。其实，没有什么比把人们带到神身边更令

人满足。 

做一做 

6． 亚伯拉罕离开家乡跟随神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

生在他身上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当一个宣教士带着种子走出去的时候，他可以期

待怎么样的奖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自从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之后，你得到

了什么样的奖品。在你得到的奖品后面的空白处打钩。 
a 在基督里面新的弟兄姐妹。            _____ 
b 看到别人因为我的见证而回转归向基督，心里面

的喜乐。           _____ 
c 侍奉主耶稣的满足感。             _____ 
d 很多爱基督的朋友。              _____ 
e 神与我同在。                  _____ 

将来的奖品                                            

目的 2：解释我们可以期待将来得到的奖品，如果我们分享

自己的基督徒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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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奖品 

除了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的当前奖品之外，还有很多将来

的奖品应许赐给那些遵从基督命令传福音的人。 

这两种将来奖品的前一种在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地被

揭示出来。这就是已知奖品。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一些。 

1．“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

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 12：3）。科学家告

诉我们星星离地球非常的遥远，就是太空船以光速飞行到

近的一个星球也要数月。然而，我们在地球上能看到它们发

光发亮。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带领很多人归向基督，那么有

一天你和我都会在神的国里发光如星辰，这不是很奇妙吗！ 

2．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基督拯救了我们，因此我

们可以得着永生。这本身就应该令我们欢喜跳跃了，没有什

么奖品能与之比拟了。然而，祂还应许我们赐给我们祂的宝

座。是的，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我们将会与基督一样。

我们要与祂一同永远活着。祂在离开祂的门徒回到天父那里

之前，祂讲得非常清楚。 

 

3．主已经应许赐给那些爱祂的人很多冠冕。让我们把

他们列出来吧： 
   a） 公义的冠冕（提摩太后书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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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永不朽坏的冠冕（哥林多前书 9：25） 
   c） 生命的冠冕（雅各书 1：12） 
   d） 荣耀的冠冕（彼得前书 5：4） 

如果我们做主给我们的工作，这所有的冠冕都是我们

的。我们必须带着热情和信心做工，直到 后。记住，你不

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在浪费时间，你不是在随风摇摆，你定

睛在属天的事物上。因为这整个世界和其中的财富都要废

去，我们为主所作的工却是永远长留。 

做一做 

9． 如果我们想要发光如星辰，我们要做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我们将要与基督一同掌权是什么意思？ 
a) 我们将要在祂的天国里一同分享 
b) 很多人会跪下敬拜我们 

11． 我们能够做的 重要的工是我们为主所作

的一切，因为这工 
a) 将要很快完成 
b) 将要永远长留 

12． 提摩太后书 4：8，哥林多前书 9：25，雅各

书 1：12，和彼得前书 5： 4。 这些经文的主题是什么？ 

未知奖品 

主耶稣在给老约翰的启示中讲到：“看哪，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 22：12） 

耶稣对门徒说：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

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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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路加福音 6：22－23） 

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提醒他们主在很久

以前已经应许的奖品： 

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

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 9：25） 

我们不知道  神为我们已经预备的奖品。天国的其中一

个喜乐就是看到祂为我们所预备的。比这更大的喜乐是在天

国里，看到我们曾传过基督的福音的男女老少。那天将会是

多么美好啊！ 

做一做 

13． 我们知道即使我们要承受苦难，侍奉主耶稣

还是值得的，原因是 
a) 神会惩罚那些迫害我们的人 
b) 如果我们为祂受苦难，我们将会得到奖品 

14． 当我们去到天国的时候，我们将会得到的

大的奖品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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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你！你已经完成整个课程了。当你寻求与人分享福

音的时候愿主祝福你。 

当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可能你需要翻一翻这些内容，

重温里面提到的个人宣教的步骤。当你感到沮丧的时候，重

新把这 后一课读一遍。永不要忘记主基督与你同在，祂会

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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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1． 祂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 
2． 凭着信心与别人分享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3． 主 
4． 神与我们同在。 
5． b)  
6． 他得到了比以前更多。 
7． 他可以期待带着喜乐回来 
8． 我在这每一个奖品后面都打钩了。我希望你也是

一样。 
9． 我们必须教导很多人做正确的。 

10．a)  
11．b)  
12．由于我们爱主侍奉主，我们将要得到的冠冕。 
13．b)  
14. 看到我们传了福音信主的人的喜乐。 

 

现在你可以填写学习报告后半部分，即 5－8 课。复习

这几课，遵从学习指南的指示。你把答案卡交给指导老师的

时候，向他询问有关另一个课程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