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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神希望你关心教会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耶稣自己就是教会的头。我们

基督徒就是身体的肢体，或者说是身体的一部分。使徒保

罗在哥林多前书 12 章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讲解。他向我

们强调了每一个部分对整体的重要性，每一部分是如何关

心其他的，还有所有的部分如何一起忍受或者如何一起得

到满足。 

在我和我的儿子到外面踢完足球之后，我体会到上面

说的一点。当我坐下来工作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腿又热

又累。好像我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在我的腿上。因此我的手

照顾我的腿。我脱了鞋子，去洗脚。我的腿就变得凉快，

同时得到了休息，而我这个身体也得到了放松。我又可以

工作了。 

教会的另一个角色就是家庭。可能在你学习这一课的

新内容之前先复习第一课的内容。我们看到，我们是神家

庭中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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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彼此需要，彼此照顾，还能彼此

满足。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玩，同悲哀，同喜乐。他们一

起分享食物、床、钱、问题，甚至疾病。有时，他们虽然

会在低谷的时候互相攻击，但是他们仍然彼此相爱。很多

时候，他们在爱里团结，准备为保护大家而抵抗任何的敌

人。 

爱的律例在神的家里或者是在基督的身体里有着非常

重要的地位。在这一课里，我们来看一下爱的律例是如何

通过服侍和工作的原则运用到教会里的。 

在这一课你将会学到… 

在神家庭中的合一 
在神家庭中的服侍 
在神家庭中的工作 

这一课将会帮助你… 

 认识在神家庭中合一的重要性 
 知道在爱中服侍基督身体的方式的例子 
 辨明为了教会的益处而成为一个财产和恩赐的聪

明管家的方式 

在神家庭中的合一 

目的 1：描述在基督身体中合一的重要性 
目的 2：认识那些引起分歧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为那些会信主和成为他教

会一部分的人祷告。他的祷告很简单，但是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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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约翰福音 17：21） 

合一是教会灵命发展的核心。有时候，在一个人的身

体里也会有不合一。一群细胞不听身体其他部分的指挥；

他们长得很快，结果把那人给害死了。这就是令人害怕的

癌症。在教会里，不合一也同样可以害死教会。 

这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忧虑。哥林多人不认识基

督的身体的单一性，而且有被毁坏的危险。要想医治分歧，

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爱。（哥林多前书 13）。 

雅各书提到的另一个不合一的问题就是：偏见。当雅

各看到信徒因为外表而受到不同的对待，他很伤心（雅各

书 2：9）。他说这种歧视是罪恶和愚昧的。这违反了爱的律

例：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爱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

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

律法定为犯法的。”（雅各书 2：8－9） 

基督徒一定不能以富贵、教育程度或者种族来区分人。

你的弟兄贫穷，不识字，或者有一个不同形状的鼻子，那

样就使得你们弟兄的关系差一点吗？在神的家庭里也是同

样的道理。 

当然，在神的家庭里，世界的原则都是不被接受的。

保罗说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哥

林多前书 3：18）。耶稣对那些在争吵的门徒说：“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马太福音 20：26）。他还

说到：“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

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 10：39） 

一个孩子觉得他自己比其他的孩子优越，作父亲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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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是很难过的。我们进入神的家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

没有什么值得可夸耀的（以弗所书 2：9）。当一个孩子处处

只是为他自己着想，不肯和他人分享，不肯和他人一起合

作，那样也是很悲哀的。天父也不愿意要自私或者懒惰的

孩子。夸耀，自私，懒惰，这些都是属世的原则。在教会，

谦卑的服侍和爱的事工都要被付诸行动，那样才会成为合

一。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

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

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

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

要顾别人的事。”（腓立比书 2：1－4） 

习题 

1. 把腓立比书 2：1－4 写在笔记本上。在那些基督徒品格

的词语上画圈，在属世原则的词语下画横线。以祷告的心

来思考，在哪些地方会联系到那两个方面？你能在这个星

期里找到一个方式把基督徒品格付诸行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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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家庭中的服侍 

目的 3：描述爱的律例能够在服侍中实现的方法 

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神家庭的成员，我们被受命

要融洽地生活、工作和敬拜。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所以有

时候教会会存在一些问题。不合一很容易就会在不知不觉

中进来了。我们单从阅读使徒行传、哥林多前后书、腓立

比书 4：2 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圣经里没有隐藏人们发现在

世界的标准背后生存是多么的困难的。 

我们经常鼓励信徒要彼此相爱，这不是理论上的，而

是要付出行动的： 

“爱人不可虚假…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

彼此推让。”（罗马书 12：9－10） 

尊敬是表现爱的一个方式。那些受了很多教育的青年

人经常会不尊重老基督徒。这是不对的，也是愚昧的（提

摩太前书 5：1）。另一方面，保罗鼓励提摩太要从长辈那里

得到尊重，虽然提摩太还年轻（提摩太前书 4：12）。 

尊重是一种态度。爱也必须在行动上表现出来。那就

是为我们的基督徒兄弟姐妹做善事。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

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加拉太书 6：9－10） 

我们怎样才能行善呢？首先我们必须把我们兄弟姐妹

的利益放在心上，而不是把我们自己的利益放在心上（哥

林多前书 10:24）。如果对那些初信者或者是软弱的基督徒，

这一点就尤其重要了。我们必须避免做有损他们信心的事

情。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即使对于我们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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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方便或者不开心。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

的喜悦。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

行。”（罗马书 15：1－2） 

保罗继续告诉我们，对待他人需要耐心（罗马书 15：5），
接受，或者是接纳（罗马书 15：7）。在基督“服侍生命”

里都体现了那些（罗马书 15：8）。 

行善必须也要意识到他人的需要。教会里是否有人病

了，失业了，还是需要食物？这是我们作为爱弟兄而应当

注意到的职责。如果可以，我们还应该帮忙。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

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

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

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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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按指示做了，这样对爱的一般要求就自然而然

地表现出来了。记住要热心接待；记住要探望坐牢的犯人；

记住要帮助那些受苦的。耶稣说过，在 后审判的时候，

他会根据人们是否做到那些事情来审判他们。在一个实际

的方式上向弟兄表示同情是一个向主显示爱的方式。 

“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 小的身上，就

是作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 25：40） 

有些人忙于宗教活动，忽略了信心是必须要操练的。

这是雅各书里的一段经文，是他对真正的宗教的描述：“看

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

各书 1：27） 

初的信徒有着一种宗教爱的合一和实际的同情心。

当他们知道有需要了，他们就行动，就像耶稣出于同情和

爱心而一直所作的那样。这也应当成为我们在神家庭中生

活的一个目标。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

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行传 4：32） 

习题 

2. 判断下列描述在基督身体里服侍的句子的正误。 
a) 指责牧师缺乏爱心。 
b) 为一个生病了的寡妇打理花园。 
c) 帮助一个新的基督徒学习圣经里的一段经文。 
d) 帮助因为基督信仰而坐牢的信徒。 
e) 嘲笑穿有补丁衣服的弟兄。 
f) 邀请一个不重要的教会来客到家里。 
g) 帮助一个有钱的基督徒，希望通过那样可以得         

到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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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第一课里，我们曾叫你思想你周围基督徒和他们的需

要。我们也曾问你是否就是神答应他们的需要的一个部分。

到现在，你应当能很快地看出他们的问题和做好帮助的准

备。在你的笔记本上，列出在你的教会家庭中，你可以帮

助的五个人，并且写下你做的。 

在神家庭中的工作 

目的 4：描述那些爱的律例能够在工作实现的方法 

初的信徒，通过共享他们的财产来表现他们的爱心

和合一。他们那样就是在彼此侍奉。他们也同样用他们的

财产来显明负责任的工作。这样的共享财产可以在新约里

找到。当安提阿的基督徒知道将会有一场饥荒，他们“定

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使徒行

传 11：29）。可能当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时，他还记得那

件事情：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罗马书 12：
13） 

 

殷勤款待，是侍奉又是工作。这样帮助了他人，同样

的，也是有智慧和合理利用神允许我们拥有的家。记住我

们在第五课里面所说的工作——我们的财产是借给我们。

我们要为了他人的益处和神的荣耀而正确使用。这样就包

括了为传教事工（本地的和传福音的活动）而做奉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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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约翰告诫他的朋友该犹要对基督徒事工者信实的奉献，

即使那些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人。约翰对这个分享给了一

个好的解释： 

“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

作工。”（约翰三书 8） 

通过支持那些为神作工的人，我们也参与了他们的作

工，参与了他们的传教。除此之外，这样的奉献“当作极

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腓立比书 4：18） 

我们也可以以个人的方式参与教会的传教工作。可能

你已经在你的地方传福音和帮助你教会的信徒付出了时间

和精力。那很好！神渴望我们尽我们的能力为他的工作做

到 好。但是在怎样 好地侍奉教会和成就神的事工恩赐

上，你可能需要一些引导。 

在哥林多教会里关于灵里的恩赐就是这样。这些信徒

很热切，但是却没有知识。他们想每个人都应该表现同样

的灵里的能力或者恩赐。保罗提醒他们，他们是基督身体

的一部分，而身体有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有不同的功能。

他列出了一些灵里的恩赐，请求哥林多人们在爱心上运用

这些灵里的恩赐，同时帮助教会（哥林多前书 14：1，4）。 

神给予恩赐目的是要建立教会，就是要帮助基督徒学

习如何像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 14：12）。有的恩赐是用于

教会的服侍，敬拜神，显明他的信息，建立教会的（哥林

多前书 14：26）。其他的就注意得比较少，但是却有必要：

执事、教导、分享、治理、怜悯人（罗马书 12：6－8）。 

现在，我们基督徒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而且每部分

有不同的工作（罗马书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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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罗马书 12：6） 

作为神慈爱恩赐的工人，我们必须要做到三件事。第

一，我们必须寻求我们的生活，向神祷告，并且请教成熟

基督徒有关我们可能拥有的恩赐。第二，我们必须运用和

发展我们拥有的恩赐，为教会的建立，同时祷告求其他的

恩赐和爱心（哥林多前书 12：31）。第三，我们必须鼓励其

他基督徒也那样做。我们帮助他们也做好的事工，就好像

巴拿巴帮助扫罗，之后使徒保罗发展他在教导方面的恩赐

（使徒行传 11：25－26）。 

记住，是主耶稣他自己赐予恩赐给我们，不论是天然

的能力还是圣灵里的属灵恩赐。就像以弗所书 4：7－16 教

导我们的那样，他给予我们恩赐是要预备他的子民，让他

们更好的服侍他，建立完整的教会。要在教会里正确地发

挥你的功能，很好的运用他的恩赐，我们必须以在他指引

下成熟成长为目标。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

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以弗所书 4：16） 

习题 

4. 下面是对基督身体好的事工的表述，把正确的行动圈出

来。 
a) 分享神给你的一首赞美诗。 
b) 带来访的基督徒到你家。 
c) 为神用你建立教会而做好准备。 
d) 尝试做教会里面唯一一个做祷告或者说方言的人。 
e) 通过恩赐和祷告来支持他人的传教。 
f) 允许他人分享他们对经文的领悟。 



 

105

5. 独自或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起，为神已经给予你的恩

赐祷告。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下至少一样你认为你已经拥有

的恩赐，还写下至少一个你可以运用那些恩赐来帮助基督

身体的方式。你可以请教你的牧师或者其他基督徒，让他

们在什么时候和怎样 好地发展你恩赐方面给予你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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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3. 你的答案 

1. 要圈的词语：慈悲，怜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

强，顾别人的事。要在下面画横线的词语：虚浮的荣耀，

单顾自己的事。 

4. a) 分享神给你的一首赞美诗。 
  b) 带来访的基督徒到你家。 
  c) 为神用你建立教会而做好准备。 

e) 通过恩赐和祷告来支持他人的传教。 
f）允许他人分享他们对经文的领悟。 

2. a) 错 
  b) 对 
  c) 对 
  d) 对 
  e) 错 
  f) 对 
  g) 错 

5. 你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