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课  

成为工人  

 

现在，凯姆对教会和神赐给每个成员的事工有

了更多的认识。当他观察教会时，注意到不是所有

人的事工都一样。有讲道和教导的、有说智慧和知

识的言语的，还有作执事的和施舍的。凯姆认识到，

他能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帮助在主里的弟兄姊

妹。  

凯姆认识到有许多事工的同时，也发现了更多

他还不了解的事情。他想知道怎样才能为神工作，

怎样才能发现神赐给他的事工恩赐，怎样从神那里

接受这些恩赐。  

也许，你也正想知道同样的事情！你可能成为

信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

事情需要你去作。然而神为你准备了一份事工，我

们在哥林多前书 12：7 中读到：“圣灵显在各人身

上，是叫人得益处。”本课中的真理也许能向你显

明，怎样发现你在基督身体里的特殊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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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本课将学到… 

给工人的特殊帮助  

给工人的恩赐  

给你的一个恩赐  

接受你的恩赐  

本课会帮助你… 

 解释事工者为什么需要神的特殊帮助。  

 描述神在赐给我们事工恩赐的过程中的责

任。  

 讲述我们在接受事工恩赐过程中的责任是什

么。  

给工人的特殊帮助  

目的 1：  指出事工者得特殊帮助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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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大使命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

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在马太福音 28：

19-20 中这样说。这是我们的使命：使人作门徒并

教导他们。  

大多数世人还未得救，事工者有责任帮助这些

人听到福音，我们不能轻视这一点。耶稣吩咐门徒

遵守他的命令，这是一个大使命，我们要完成它需

要神的特殊帮助。  

我们有一个仇敌  

我们一旦开始为神作工，就会遭遇一个仇敌。

我们的仇敌是撒但，他要神的工作失败，单靠我们

自己无法战胜他。而且，如果基督徒工人跌倒了，

神的工作就会遭受打击。因此，撒但要攻击事工者。 

你还记得士师记十六章里参孙的故事吗？参

孙的长发是他被分别出来为神工作的标记，但他并

不在乎神的呼召，乘他熟睡时，大利拉剃去了他的

头发。当他醒来时，他站立起来，以为自己仍然可

以像以前一样，面对任何敌人。但是，参孙的力量

已经离开了。没有神的帮助，参孙无法战胜他的仇

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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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神的大能  

因为这个使命巨大，而敌人是强大的，神给了

我们特殊的帮助来为他工作。耶稣交给门徒一个大

使命（马可福音 16：15），此外，他应许赐给他们

完成这个使命——为他作见证所需要的能力（使徒

行传 1：8）。现在，我们拥有同样的圣灵的能力。 

神要世人得救。他使用工人，他知道他们需要

帮助，因此赐下圣灵作工人所需的帮助。神赐下这

个大能，我们用他的大能为他工作。  

请你完成  

1 我们可以在以下哪段经文里，读到有关神赐给

我们为他作工的能力的内容？  

a) 马太福音 28：19。  

b) 马可福音 16：15。  

c) 使徒行传 1：8。  

2 事工者得特殊帮助的源泉是  

a) 他从圣灵那里得到的能力。  

b) 他要事奉神的热切渴望。  

c) 分派给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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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工人的恩赐  

目的 2：把神呼召人为他工作的方式列举出来。  

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察看已完成的工作，也察

看工人。以神的智慧，他能够拣选合适的人到合适

的职位上去。因此，神呼召我们为他工作。  

有时，正当我们读经时，呼召降临了。圣灵让

神的话语感动我们，这话语就成了神对我们说话的

声音。在我们心里，它就成了服事的呼召。  

 

神还可以在我们祷告时，把一个负担放在我们

心里。我们可能会对一个需要福音的地方变得很感

兴趣。当我们要为把福音传到那里而提供帮助时，

我们心里感到神要我们在那个地方成为工人。  

这个呼召可能在信徒寻求主的时候到来。在使

徒行传 13：2 中，我们读到，圣灵对安提阿教会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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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神不会呼召所有人去作同样的工作。例如，可

能有一个商人，他既不讲道也不教导，他爱神并想

要为神工作。神可能以他经营生意的方式呼召他，

为基督作见证。一个妇人呆在家里，作家庭主妇，

神可能召她在她的家庭和社区里，成为圣洁的妇

人，为那些讲道或教导这道的人祷告，为她的邻居

和遇见的人作见证。  

 

每个人都能得到神的呼召。就像人们之间各有

不同一样，呼召也各不相同，神需要你成为一名事

工者。当你感到圣灵在对你的心说话时，你要认真

听。  

请你完成  

3 假设你的一个朋友问你，神怎样呼召人为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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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笔记本上，把你要向你的朋友说明的，

以及神作这件事的三种方式列举出来。  

神的装备  

目的 3.：指出那些显示神怎样装备工人们为他作工

的句子。  

当一个人感受到神的呼召时，他有能力顺服这

个呼召，因为神为他的工人预备了事奉的恩赐。我

们已经在第三课研究了这些恩赐。  

圣灵在五旬节那一天就赐给我们了，那是第一

个恩赐。我们有能力作许多事情，但是要作属灵的

工作，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  

当然，恩赐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能赢得的。

因为某人有需要，才有恩赐给他。在以弗所书 4：

7 中，我们读到：“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

量给各人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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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完成  

4 神装备工人为他作工是通过：  

a) 把负担放在他们的心里。  

b) 呼召他们为他工作。  

c) 赐给他们事奉所需要的恩赐。  

给你的恩赐  

目的 4：  找出描述神与信徒所拥有的恩赐之间

的关系的句子。  

神为我们挑选恩赐  

我们已经说过，神能为适当的工作挑选合适的

人，这其中有三个意思：  

1.  神知道我应该作什么工作。  

2.  神知道我需要的恩赐是什么。  

3.  神会给我那些恩赐。  

例如，假设你所在城市里的一个教会需要牧

师，神了解这个需要。附近一个城市里，一个叫爱

德华的信徒，正在为他应该作什么工作祷告。他知

道那个教会的需要，并且他感到神要他把自己献

上，去做那个教会的牧师。神怎样帮助爱德华完成

牧养工作呢？神会在他需要的时候，把事奉的恩赐

给他，但是爱德华也应该尽全能为他的工作做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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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并培养他的恩赐。也许，他可以去一所圣经学

校接受培训；或者，可以通过函授的方式来学习圣

经课程。  

对我们而言也一样。神呼召我们为他工作，并

挑选了我们需要的恩赐。这些恩赐对工作和工人都

很合适。神知道在我们的工作中，什么恩赐最重要，

什么恩赐适合我们。他的选择比我们的选择好得

多，我们可以信赖他做出正确的选择。当神给我们

一个恩赐，那正好就是他召我们去做的这份工作所

需要的。  

请你完成  

5 完成以下句子：因为神了解我们应该做什

么，…………………..。  

神用我们的恩赐  

神赐给我们特殊的能力来事奉他；他要用这些

能力。神还可以使用我们奉献给他的任何技术或才

能。例如，如果一个会画画的人接受了基督，这个

人把他的才能奉献给神，神就能用它给教会带来祝

福，他可以画一幅画挂在教会里，通过画画帮助主

日学校的老师授课。通过这种方式，他的才能就成

了给教会的恩赐。  

无论你的恩赐或才能是什么，神都能用。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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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书 16：1-2 中，我们读到教会的一个执事叫非比，

我们不知道她作什么。但神肯定使用了她的生命，

因为使徒保罗说：“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

我”（罗马书 16：2）。无论一个事工者有什么恩赐，

神都可以用它们来祝福并事奉基督的身体——教

会。  

工人       任务       恩赐  

 

          庄稼地     镰刀  

请你完成  

6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因为我们知道需要为神作什么工作，所以选

择我们需要的恩赐就是我们的责任。  

b) 因为神决定召我们作什么工作，所以他也为

我们选择恩赐。  

c) 神召一个信徒为他工作，他将赐给他这份工

作所需要的一切恩赐。  

d) 因为神给我们恩赐来事奉他，所以我们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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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预备自己。  

接受你的恩赐  

目的 5：请列出一个人为从神那里接受恩赐所应采

取的步骤。  

保罗写信给罗马的基督徒，告诉他们敬拜的一

部分是把自己献给神（罗马书 12：1）。在旧约的

祭物中，动物要被分别出来用于特别的仪式。基督

徒要以同样的方式，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对神的事奉

中。在你从神那里接受恩赐之前，你必须先把自己

献给他。你必须认识到你为神作的工作，是你所有

事务中最重要的。  

当你学习新约时，你还需要想一想这些恩赐。

要熟悉它们的使用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建立基督的

身体。留意在你教会里用到的恩赐，思考这些恩赐

将怎样帮助你成为一名事工者。  

你接受恩赐的理由也非常重要，没有哪个恩赐

能使一个人变得伟大。为了让教会里的人认为你属

灵才渴慕恩赐的想法是错误的。为你的工作祷告，

渴慕这些恩赐给你能力，去事奉和帮助别人。从你

受吸引的恩赐开始，思想圣灵引起你注意的恩赐。

不要忘记神给你的恩赐（哥林多前书 12：28，以

弗所书 4：11），祷告并渴求这些恩赐，但是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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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权留给神。  

请你完成  

7 假设你的一个朋友问你，怎样从主那里得到事

奉的恩赐，把你要告诉他的三件事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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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4 c) 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恩赐。  

1 c)使徒行传 1：8 

5  你的回答应该有以下内容：  

因为神了解我该作什么，他把我作这件事所需

要的恩赐给了我。  

2 a) 他从圣灵那里得到的能力。  

6 a 错。  

b 对。  

c 对。  

d 错。  

3 你的回答应该包括以下内容（任何顺序皆可）：

通过神的话；我们祷告时，神放在我们心里的

负担；通过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  

7 你的回答应该包括以下内容（任何顺序皆可）：

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研究这些恩赐并了解它们

是怎样被运用的；渴慕恩赐并为能够得到它们

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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