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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神派你来关心这个世界 

 

如果你欠一个朋友的钱太多，而你无力偿还，你会怎

样做？在我们所居住的非洲地区，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一袋盐就足够终止所有的债务。当然，这个习俗来源于很

难找到盐的时代。每个人都需要盐，如果你能够得到盐，

你会非常高兴。 

盐在生活中是很重要的。它可以用来保存食物，清洁

伤口（虽然很痛），医治喉咙痛。另外，因为它有味道，所

以我们用盐来让我们的食物更可口。 

耶稣说：“盐本是好的”（路加福音 14：34）。他也提到

那些信他的人就像盐：“你们是世上的盐”（马太福音 5：13）。
他警告他的门徒不要失去他们的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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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是：首先，他的

子民要与众不同。就像人们凭味道就知道是盐，应该从每

个人特别的生活方式就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第二，耶稣暗

示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有一份工作。我们对社会应有维持

和洁净的影响。 

这个世界需要我们的盐味，我们的光和我们的信息。

我们必须说和做神所吩咐的。我们生命的目的就是向世界

显示神的慈爱和公义，让世界知道并且得救。 

在这一课你将会学到… 

盐的保存功用：显示神的爱 
盐的洁净功用：显示神的公义 
盐的香味：传播神的信息 

这一课将帮助你… 

 解释你的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应有的影响 
 解释神要你在你周围所做服侍的形式 

盐的保存功用：显示神的爱 

目的 1：决定如何向你邻居表示爱的具体方式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

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

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书 4：7－8） 

毫无疑问，成为神的孩子的第一个证明就是有爱心。

在这一课里，我们看到了爱我们基督徒弟兄的重要性。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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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合一，鼓励行善，还建立教会。 

真正基督徒的爱，不是单纯的讲，而是要行动的（约

翰一书 3：18），会有巨大的影响。耶稣命令他的门徒去彼

此相爱，就像他爱他的门徒一样：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

的门徒了。”（约翰福音 13：35） 

我们知道爱对于生命是有必要的，而我们现在生活的

世界却抛弃了真正的爱。当人们看到那些真正关心彼此利

益的人时，他们很惊讶。一个教会的领袖说如果今天的基

督徒真正的像圣经命令的那样显示爱心，那么人们就会拥

挤到我们教堂的门口了。另外，一个基督徒的作家说到，

教会应该像一个救赎生命的场所。在那里提供世界所需要

的爱。事实上，耶稣暗示他人应该被他们所看到的基督徒

之间合一的爱而说服。他祷告说：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

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约

翰福音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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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放进我们心里的爱不仅仅是给其他的基督徒。神爱

全世界，我们也被召去爱全世界的人。我们的爱对他们来

说是盐。保罗鼓励那些因他们兄弟般的爱而出名的信徒：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

增长、充足。”（帖撒罗尼迦前书 3：12） 

神 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并且爱人如爱己。当一个律

法家问耶稣他的邻居是谁的时候，耶稣讲了好撒玛利亚人

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但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的人可能是

任何我们碰见的人，还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必须是要有

行动。 

我们如何向我们的邻居显示爱？就好像和我们的基督

徒弟兄一样，我们需要关心和分享。我们不能脱离他人和

社会。我们很容易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能够接触

到他人的苦恼：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

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 1：4） 

耶稣自己知道饥饿的滋味。所以当他看到饥饿的人群

时，他为他们感到难过。他用充足的饼和鱼喂饱了他们（马

太福音 15：32－38）。我们需要喂养世界上的饥饿人群，帮

助他们学习自给自足。 

因为我们是罪人却被饶恕，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

不要因为歧视或者自以为公义的原因而把我们自己与他们

分开。耶稣被称为罪人的朋友。通过探访撒该，他显示了

爱，他没有责备撒该。但是不久，撒该就被改变了，因为

耶稣亲自影响了他。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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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 3：17）。 

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也是被派到世界上帮助贫穷的人、

有病的人、受灾难的人和有需要的人，还有寻求和救属失

丧的人。（约翰福音 17：18） 

 

习题 

1. 在笔记本上写下提摩太前书 3：12，并背诵。把这个作

为你的一个日常祷告。 

2. 在上面的祷告完了之后，看一下你周围社区或者工作的

地方中，你认识的人中是否有什么麻烦，是否有些人需要

友谊、食物、衣服，或者其他的帮助。把这些人都列出来，

看一下你怎样做才能成为他们处境中的盐。 

盐的洁净功用：显示神的公义 
目的 2：说出一些能在你周围的生活中反映神公义的方式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不公义和错误，这个世界的人

不会明白神的公义。神的孩子就是要在这世上继续基督耶

稣的工作，将神的慈爱公诸于世。这就是说，他们为社会

带来了洁净的影响，他们是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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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态度和行为之所以会那样，

就是因为他们自私、骄傲、懒惰，或者是因为对钱、享乐

或名誉的追求。在基督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孩子之

前，那些也都是我们的动机。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动机和

更圣洁的行为。这将会改变我们现在所做的。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作正经事，

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

书 4：28-29） 

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们应当显示出圣灵的果子（加

拉太书 5：22-23）。我们的表现应该理所当然的不同于其他

人（彼得前书 2：12）。我们应该诚实、勤奋和正直。 

另外，我们还应该尽力使诚实、勤奋和正直盛行于我

们的周围。当耶稣看到败坏的商人在敬拜的殿里做买卖时，

他很生气并把他们赶出去（马太福音 21：12-13）。耶稣喜

欢公平和诚实，在一切事情上厌恶伪君子和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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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耶稣反对法利赛人的不公平。他称这些表

面上公正的人“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正如人们

所知的那样，“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马台福音 23：
27-28）。 

神反对那些欺骗和撒谎的人。他不允许亚拿尼亚和撒

非喇做了不诚实的事情而没有受到惩罚（使徒行传 5：
1-11）。他们欺哄神，但是圣灵告诉了彼得，而且神令他们

死了。他们的说谎是对神力量的讽刺，也是对教会的不尊

重。 

神通过他使徒的话语，很快就可以审判基督的敌人。

想一下与保罗和巴拿巴作对的术师以吕马（使徒行传 13：
6-12）。他试图用所有的邪恶手段阻止福音的传播，他还试

图把耶稣的真理变成谎言。但是神把他变成了瞎子，以此

来惩罚他。 

现在神不会总是象那些例子那样直接显示我们，但是

他希望我们能尽我们的能力去纠正错误的行为。我们圣洁

的神厌恶所有的不公义。旧约对此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

例如，神经常因他的子民对周围的穷人的错误行为而纠正

他们。 

“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

为寡妇辨屈。”（以赛亚书 1：17） 

神一次又一次地就相同的、困扰着所有人的社会问题

对他的子民给予了清楚的指示： 

“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各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

门口按至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

不可喜爱起假誓，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撒迦利亚

书 8：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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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基督徒的生命必须是行

善的好榜样。就象你在第二课学到的那样，基督徒要像他

的天父一样的圣洁。所以，他应该尽他所能做的把正确和

公义带到他的周围当中。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你应如何

做，有另外一个讲述基督徒和他的周围的关系的课程可以

学习，相信可以帮助你。 

习题 

3．把下面对表现好基督徒行为的描述圈出来。 
a）告诉售货员他多给了你钱，并把钱退回给他。 
b）告诉你的老板你上班迟到了，因此你不应该收这么

多的薪水。 
c）你做错了却说做错的人不是你。 
d）跟你的邻居建议收集食物和衣服去帮助穷寡妇，但

后来却自己把东西独占了。 
e）说大家都不喜欢的人的优点。 

4. 把可以向周围的人显示你对他们关爱的方式列出来。 

盐的香味：传播神的信息 

目的 3：解释神如何想通过你来告诉其他人他的存在。 

想到神需要我们是多么的令人兴奋。其实，那是他的

计划。他已经拣选了——我们，来向世界宣告耶稣基督这

个好消息！ 

已经成为神的孩子的我们是世上的盐。要记住，盐不

仅有保存和洁净的功能，它还有香味。与盐接触过的东西

尝起来都是咸的。神的应许就是他的盐——也就是他的孩

子，应该遍布整个世上，直到每一个地方的人都变成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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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使徒保罗用一个不同的形象词语来说相同的事情，那

就是“香水”或者“醺香”。我猜你知道这些。香水是由香

甜的鲜花做成的，而醺香是用香甜的香料做成的。当人打

开香水的瓶盖或者点燃一根醺香棒，香气很快就会遍布四

周。就和盐一样，一点就可以了。很快，房间或房子就充

满了香味。进来的人立刻就可以闻到。他们可能会喜欢，

也有可能不喜欢，但是他们知道有香味。保罗说，那跟基

督徒一样。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

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

气。”（哥林多后书 2：14-15） 

 

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学到很多。首先注意到神的计

划是要到达世界。我们是神的孩子，同时也是仆人。我们

要遵守命令，向其他人传扬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和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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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耶稣在回天国前所说的话：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

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 28：
19-20） 

使万民作门徒，并让他们认识基督和认识基督徒的道

德，这个命令会带来一个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

显明了神要使用我们。我们并不是孤单的；我们不需要单

靠我们的能力或智慧。我们有我们忠诚的朋友——圣灵，

来帮助我们。 

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神的计划时，这些是耶稣其他

的应许：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

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

证。”（使徒行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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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我们对神的引领就开始敏

感。神会带领我们来对我们遇见的人说话。神给予我们智

慧，让我们根据他们的理解和需要，知道怎样 好的对他

们说话。我们不必紧张和害怕：说服那些需要耶稣作他们

救主的是圣灵，不是我们（约翰福音 16：8-11）。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被神使用。是做见证人。现

在，这个见证人就是通过亲身经历知道某些事情，并把它

说出来。耶稣的门徒们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事实的证

人（使徒行传 3：15）。他们去到哪里就告诉哪里的人他们

看到耶稣再次复活。然后他们解释耶稣复活的意义：耶稣

是神的儿子；他为人的罪而死；如果人们信靠耶稣，他们

的罪就可以得赦免，他们也成为神的孩子。 

你公义有爱心的行为就是在世上的一个见证。但是那

些是哑巴见证。盐对保存和洁净有用处，但是如果盐没有

味道，那就不是真正的盐了。耶稣说过，盐失去盐味就变

得无用了（马太福音 5：13）。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如何才

能变好，即使我们的好生活对神来说都是没意义的。我们

必须告诉世人。 

彼得和约翰在美门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使徒行传 3
章）。人们看到这个事实是怎样发生的都很希奇，彼得连忙

解释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

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

面前全然好了。”（使徒行传 3：16） 

彼得向其他的人指明耶稣，并且催促我们也照样做。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

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着无

亏的良心。”（彼得前书 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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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我们的见证一定要有智慧；要温柔，而不是

苛刻的谴责；要敬畏，而不是错误的高傲。如果你还没有

学习其它课程，那么你就应该学习个人宣教，里面有很多

好的建议，还能帮助你成为一个有智慧和有影响力的耶稣

基督见证人。 

后，当你通过你自己的见证传福音时，会带来结果。

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香气将会传到“无论在得救的人身

上，或灭亡的人身上”（哥林多后书 2：15）。这再次确认你

不是对让人们成为基督徒负责。你不能强迫他们进入神的

国。你只能做代表神的使者。你可以显明并劝说，但是每

一个人都有权选择相信还是拒绝和好的信息。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

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

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 5：
20-21） 

习题 

5. 判断下面句子的正误。 
a）我不必向他人传耶稣；他们可以从我的行为看出我

是一个基督徒。 
b） 当我做见证的时候，我需要圣灵的帮助。 
c） 我应当一直对某人传福音，直到 后那人放弃。 
d） 我可以告诉其他人耶稣为我所做的和为我所认识

的基督徒所做的。 
e） 关于耶稣生活的经文和我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方式

是不应该有冲突的。 

6．祷告，请圣灵引领你到某一个你可以做见证的人那里。

请圣灵指导你如何 好地分享你的救主。跟那人分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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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为他祷告几天。当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后，鼓励他通

过阅读圣经和学习课程来更多的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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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3. a） 告诉售货员他多给了你钱，并把钱退回给他。 
b） 告诉你的老板你上班迟到了，因此你不应该收

这么多的薪水。 
e） 说大家都不喜欢的人的优点。 

1. 你的答案。 

4. 你的答案可以不同，但是有些方式可以是： 
和邻居做朋友。 
任何时候都帮助有需要的人。 
作到尊重人，有爱心。 

2. 你的答案。 

5.    a 错   b 对   c 错   d 对   e 错 

 

 

 

 

 

 

现在你已经学完了第二单元，完成学生报告中第二单元的问

题。复习课文，然后按照学生报告里面的提示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