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的团契

第2课

村长是一个村庄的总管，市长是一个城市的领导，警察负责维护某
个地区的法纪和秩序。然而无论是村长、市长，他们无权在其它村庄和
城市行使权力，警察也无权在自己的辖区之外执法，因为他们的权限都
有自己的疆界，或者说是界限，他们在自己的管辖区之外不能行使权柄。

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在马太福音28:19-20，耶稣告诉我们
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我们传福音没有疆界，为主做工
没有疆界。耶稣差遣我们要去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传福音给地球
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

在第一课我们已经学习了团契精神。本课我们将要探讨，你如何才
能在一个团契中彰显出团契精神。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就是当你学习
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团契”更经常指的是“一群人”，而不仅仅是“某
个地方”。无论你去哪个地方，当你与别人分享基督的时候，你就能成
为“团契”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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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将学习……

使徒行传中的四种团契
耶路撒冷——你周围的世界
犹太全地——你的国家
撒玛利亚——你周围的国家
直到地极——你的整个世界

本课将帮助你……

·说明使徒行传1:8中提到的四种区域如何应用到你生命中团契的领域。
·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对这些领域所负有的责任。

使徒行传1:8中四种类型的团契
目标1.  认清使徒行传1:8中四种类型的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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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引用的这节经文，是耶稣对跟随祂的门徒所说的话。祂告
诉他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他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
说，他们领受了这种能力之后，就能成为祂的见证人。

见证人的意思，就是亲眼目睹了某个事件，并且把这个事件讲述
出来的的人。耶稣期望祂的门徒们告诉别人他们亲眼看见祂所行的奇
妙大事——医治疾病、使死人复活、为这个世界的罪而死、从死里复
活，直到最后被接升天。他们就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首先他们需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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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从这里出去，再到犹太全地，再到撒玛利亚和更远
的地方，最后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全世界的人们作见证。耶稣没
有为他们作见证设定任何的疆界。以下是示意图：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a	 	 	 	 	 	 b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c	 	 	 	 	 	 d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1.	 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20吩咐我们的命令，比村长、市长或警察发
出的命令更大，因为：
	 a.	耶稣的命令有疆界的限制。
	 b.	耶稣的命令没有疆界的限制。

2.	 第一课中所学习的团契精神，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得到呢？
	 a.	任何地方。
	 b.	仅仅在某个地方。

3.	 请再读一遍使徒行传1:8，然后把耶稣告诉门徒要作见证的地方写下来。

请把你的回答与本课末尾的答案进行核对。



24 第2课│基督徒的团契

你必须首先要明白使徒行传1:8的背景，那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对
祂的门徒以及约500名跟随耶稣的人所说的话。耶稣告诉他们，在五
旬节将会有一个令他们极其振奋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些耶稣的跟随者
并不完全明白他们的使命是要继续耶稣已经开始的事工，甚至他们不
清楚耶稣将要离开他们。接下来，耶稣应许他们，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
上，他们就要得着能力，猛然之间，耶稣升天了，在他们眼前消失，他们
再也见不到耶稣。

接下来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情，记载于使徒行传2:1-6。读了这
些经文，你就能看见信徒们按照耶稣所应许的领受了圣灵。看到这件事
情的人们对门徒们的表现感到震惊，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彼得站起来，向人们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徒行传
2:14-32）。他提醒人们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然后说到，“我们都为这
事作见证”（使徒行传2:32）。当时大约有三千人回应彼得的见证，接受
耶稣做自己的救主。

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使徒们所行的许多神迹。使徒们见证了神迹
是“因信他的名”（使徒行传3:16）而发生的。第四章记载了彼得和约翰
向人们传讲耶稣，以至于信主的人数增长到5000人左右。他们所传讲
的信息始终是耶稣的死和复活。在使徒行传3:15和5:32，彼得再一次
申明，“我们为这事作见证”，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成为耶稣基督的见
证，正如耶稣所说的那样。

耶路撒冷——你周围的世界
目标2. 认清你周围的世界包括哪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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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主内的弟兄和姊妹都有责任告诉别人在耶稣基督里的新
生命。福音能够传到地极，是通过每一个基督徒，而不是仅仅藉着使
徒们来传扬（使徒行传8:1-4）。这些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他们有一个强
烈的渴望，就是向世界彰显基督的爱，就是团契精神，因此他们开始在
各处传扬耶稣，并告诉人们福音的故事。

但是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就像当年的基督徒一样，我们要从耶路
撒冷开始——即我们的家开始，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和邻舍开始，他们
是我们每天都在交往的人群，与我们一样。在你的世界，就是你生活的
地方、工作的地方、你付出大部分时间的地方——这就是你必须分享
上帝的爱、关心和看顾的起始之地。让你的个人世界，你的耶路撒冷，
你自己的同胞，那些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透过你看到基督徒的团契精
神吧！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4.	 打开圣经，读使徒行传1:8，8:1-4，3:12-16和5:30-32，这些经文	
	 讲的是什么事情呢？

5.	 圈选正确的陈述。
	 a.	 只有那些蒙召做宣教士或传道人的人才有责任传扬福音。
	 b.	 通过学习这一课，我知道我作为基督徒，首要的责任就是每天	
	 	 向身边的人见证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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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的耶路撒冷就是你生活的地方，你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	
	 度过的。拿出你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你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人，	
	 然后写下你可以通过何种方式向他们作见证，彰显团契精神的爱	
	 和关心。向主祷告，祈求主帮助你在所生活的个人世界中，为主做	
							大能的见证，多结果子。

犹太全地——你的国家
目标3. 说明哪些地方可以称为你的“犹太全地”。

当耶稣的跟随者在耶路撒冷忠心地为主作见证的时候，那些宗教
领袖们非常嫉恨，开始逼迫（惩罚或迫害）这些基督徒。使徒行传1:8
告诉我们，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都开始遭受残酷的迫害。因着这个
原因，除了使徒以外，几乎所有的信徒都离开了耶路撒冷，分散到犹太
全地和撒玛利亚各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属于当时罗马帝国的疆界
范围）。使徒行传8：4告诉我们：“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基督徒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因此，他们成就了耶稣命令的第二部
分，就是让他们去犹太全地为主做见证。犹太全地当时属于罗马的一
个行省，耶路撒冷就是犹太的一个城市。犹太人住在那里，他们需要听
到耶稣的好消息。

很多年以前，上帝呼召一名叫摩西的人到自己的本民那里去，把他
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释放出来。摩西感觉自己能力不够，无法完成这个
使命，但是上帝应许摩西，祂要与摩西一起去，并且赐给他当说的话语
（出埃及记3-4章）。也许摩西感觉自己能力不够是件好事，因为这样
使他能够完全依靠无所不能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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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也象摩西那样有同样的感觉，上帝应许摩西的话也是应许
你的话：上帝与你同在，祂要帮助你！“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
自己的聪明”（箴言3：5）。

当你忠心地在你的耶路撒冷完成使命之后，你要允许上帝差遣你
去你的“犹太全地”——就是你所属的乡镇、省份或国家。你可能会
问，“我怎么可能带领整个国家归向上帝啊？”关键是你的问题错了，你
不应该问：“我怎样才能一口把整个面包吞下去？”你应该说：“我一口
一口地吃掉面包。”

基督徒的使命也是如此。你要在你所做的每件小事上忠心，上帝
就会为你打开机会之门。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接触到人们，例如，你
可以在你们教会开办一个主日学，你可以陪着你的牧者去探望病人，或
关怀那些在监狱里的人们。你可以给一个老年人送去食品，或帮助其
他有需要的人。如果你离家去外地，可以顺便去拜访朋友，把关爱带给
他们，或在路途中告诉人们关于基督的事情。你要信靠圣灵，祂会帮助
你在你的“犹太全地”——就是你的国家，找到各种途径彰显团契的爱。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7.	 圈选正确的陈述。
	 a.		在你的国家中彰显团契之爱最好的办法，就是制定一个大的计	
	 	 划，向成千上万的人传扬福音。
	 b.	 你的“犹太全地”就是你的省份或国家。
	 c.		你必须首先在小事上忠心，上帝才会使用你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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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你国家的人们祷告，祈求上帝使用你，以团契之爱去服侍别人。
如何向那些你个人生活圈子之外的人彰显团契之爱呢？把你所能想到的
各种途径记录下来。（写在你的笔记本上面）

9.	 圣经中所记载的摩西的例子，告诉我们应当怎样信靠上帝呢？

撒玛利亚——你周围的国家
目标4.  说明哪些地方可以称为你的“撒玛利亚”。

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对于耶路撒冷的居民来说，
撒玛利亚的确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实际上，在犹太人看来，撒玛利
亚人是外邦人。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尽管是亲戚关系，但是他们之间
没有任何往来。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看到，腓利被圣灵充满后，
就到了撒玛利亚向人们传扬基督的福音。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看
到，上帝告诉彼得去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市，向一个人见证基督。一开始
彼得不想去，但是上帝向他显明，他也要对外邦人作见证，就象对犹太
人作见证一样。

在旧约中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这件事情记载在约拿书中。先知约
拿是一个非常骄傲和以自我中心的人，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命令，要他
去尼尼微城传讲上帝的话语。尼尼微位于当时的亚述帝国，约拿不想
到那里去，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是外邦人，是与上帝没有关系的
局外人。

因为约拿不关心这些外邦人的死活，他拒绝遵行上帝的命令，反
而坐船往相反的方向去。上帝在海面上兴起风暴，约拿所乘坐的船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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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要沉下去，这时约拿告诉船长，船遭遇风暴是因为他约拿违背了上
帝的命令。他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约拿书
1：12）这样做了之后，海上的风暴果然立刻平静下来。

然后上帝差遣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求告上帝，
告诉上帝他错了，没有听从上帝的话。上帝便命令大鱼将约拿吐在干地
上，这时约拿决定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了。他来到邪恶的尼尼微城，宣讲
上帝的话语，很多人都悔改。上帝饶恕了这个城市，并且教导约拿顺服
的功课。

上帝爱每一个人。上帝当年怜恤尼尼微的百姓，祂现在也想要怜
恤所有的人。如果我们顺服祂，祂能帮助我们触及到我们邻国的人群。
上帝对任何人都没有偏爱，祂将要饶恕一切向他呼求的人！

你怎样向那些住在你邻国的人们分享基督的团契之爱呢？首先你
可以先为他们祷告，你可以为他们的福音事工奉献金钱或财物，好使
更多人听到福音，甚至你有可能到他们的国家去传福音。不要给上帝设
限，让祂完全成就在你生命中的计划和旨意。为了赢得这些国家的人
们归向基督，你不一定需要花费很多金钱，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
遵守基督的大使命，满足传福音的一切需要——那么福音将会向外扩
张，一直到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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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圈选正确的陈述。
a.	 我可以通过祷告并为传福音奉献钱财，使福音传到我们周	
围国家的人们，分享基督的团契之爱。

b.	 上帝并不关心尼尼微城的百姓，因为他们根本不服侍上帝。
c.	 如果我不会说那些国家的语言，上帝并不指望我关心那些	
国家的人民。

d.	 约拿学习了顺服的功课。

11.	 有没有一群人在你的眼里看来是外邦人或局外人呢？他们是谁？		
	 你打算怎样帮助他们呢？

为这些人祷告，使他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指示你如
何触及到他们，使他们归向基督。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直到地极——你的整个世界
目标5.  解释你的“地极”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件事也是千真万确的，就是当你关心你生活圈子之内的人
们、开始关心你自己国家的人们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不久你也必关心整
个世界的人们。这种关心是对世界上每一个种族、每一个国家的人们
的爱。

使徒保罗是世界闻名、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他从耶路撒冷开始，
把福音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而且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直到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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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象。在每一次宣教旅程中，他都竭力将福音带给更多未得之地的
人群，就是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群。他的第一次宣教旅程触及到
他巴勒斯坦家乡附近的小亚细亚，他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旅程触及
到希腊。在他的最后一次宣教旅程中，他一直走到遥远的罗马，甚至可
能到了西班牙。的确，保罗对地极的人有一颗关爱的心肠——在任何
地方，对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救恩。

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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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28：19）。团契的疆界太大了，是没有止境的，从
你个人的生活圈子开始，直到地极，触及到各地的人们。你现在知道
怎样才能彰显上帝的爱——就是团契之爱吗？让我们张开爱的双臂，
向整个世界彰显基督的团契精神吧！

我想告诉你一位拥有“直到地极”的团契之爱的英国女性的故事，
她的名字叫作格里蒂丝·艾伟德。在1920年，她为伦敦的一家富户做女
仆，她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就是向中国人传讲耶稣，但是那个时候她甚
至不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

最后，她了解到可以坐火车经过长途旅行去中国，就买了火车票，
穿越欧洲，然后搭乘另外一列火车跨过西伯利亚，经过日日夜夜的长途
跋涉，她终于到达了中国。

格里蒂丝·艾伟德在中国服侍四十多年，告诉中国人耶稣基督的救
恩。有一次，她成功平息了一次监狱暴动。她帮助许多人接受耶稣耶稣
做自己的救主。她照顾了几百名孤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带领
这些孩子中的100名儿童徒步跨越重重高山，成功地逃离战乱区，抵达
安全之地。在这个小妇人的心里有团契之爱，触及到了远离自己家乡、
自己国家的人们。虽然她出身贫寒，但是她有上帝那样的爱，并且把爱
从英国带到遥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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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以下的句子。
12.	 对于格里蒂丝·艾伟德来说，她的“地极”就

13.	 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拥有“直到地极”的团契之爱精神：	

14.	 将以下的地域与在该地域生活的人彼此配对：
	 	 a.	撒玛利亚					 1）我自己国家的人
	 	 b.	犹太全地					 2）我附近国家的人
	 	 c.	直到地极					 3）我的家人和邻舍
	 	 d.	耶路撒冷					 4）离我非常遥远的国家的人

15.	 现在翻回本课开始部分的内容，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	
	 玛利亚”和“直到地极”四个区域下面的横线上，填写该区域	
	 对你来说所代表的地方。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8.	 你自己回答。当你祷告时，上帝将会向你显明如何把福音带给更多人的各	
	 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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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		耶稣的命令没有疆界的限制。

9.	 当上帝吩咐我们去做某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祂也必帮助我	 	
	 们去完成它。

2.	 a)			任何地方。

10.		 a.	正确。

	 b.	错误。

	 c.	错误。

	 d.	正确。

3.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11.	 你自己回答。你可以为他们祷告，祈求上帝向你显明各种帮助他们领	 	
	 受福音的方法。

4.	 信徒如何向其他人见证基督。

12.	 	中国。

5.	 a.		 错误。

	 b.	 正确。

13.	 	向生活在每个地方的每个人彰显爱和关心的团契精神。

6.	 你自己回答。我期望你越来越意识到，在你每天与人交往中彰显团	 	
	 契精神，表达基督的爱和关心是何等重要。

14.	 	a.	撒玛利亚				2）我附近国家的人

	 b.	犹太全地				1）我自己国家的人

	 c.	直到地极				4）离我非常遥远的国家的人

	 d.	耶路撒冷				3）我的家人和邻舍

7.	 a.	 错误。	

	 b.	 正确。

	 c.	 正确。

15.	 a.	耶路撒冷：我的家人和邻舍				

		 b.	犹太全地：我自己国家的人

	 c.	撒玛利亚：我附近国家的人

	 d.	直到地极：离我非常遥远的国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