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你的团契付出

第9课

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你都能发现红十字会的身影。他们的
工作就是一种对人的服侍。他们帮助人们度过艰难的时刻，如饥荒、暴
风或地震等。他们帮助地球上各个地方的人们——非洲、亚洲、拉丁美
洲、欧洲、以及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

红十字会是靠人们的奉献和捐助来运作的。人们奉献金钱、物资
和血浆，这样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就能帮助人们平安度过危险。人们并
不因为得不到回报而不奉献，恰恰相反！人们奉献，是因为他们有强烈
的渴望，要帮助那些遭遇患难的人们平安度过危急时刻。

我们为所在的团契付出也是同样道理。我们付出的目的不是要得
到什么回报，乃是要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是对别人有益处的，所以我
们为所在的团契付出时间、金钱和才干。在这一节课，我们将要查考如
何才能预备自己，更好的服侍我们的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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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将学习……

服侍的预备
参与服侍
服侍技能

本课将帮助你……

·认识你能为你所在团契做的最重要的服侍。
·预备好自己，在你的社区为主做见证。
·列出你可以服侍你所在的团契的几种恩赐。

在服侍别人之前，我们必须预备好自己，使我们能够服侍别人。基
督徒能够给与社区最大的服侍就是为主赢得灵魂，以下是你进行预备，
在社区中为主做见证的三种方式：

1.	 自己有得救的确据：你怎样才能感到自己在家中是安全的呢？
是你确信睡觉前已经把所有的门窗都锁好了。你怎样才能对自己的救
恩感到安全呢？就是藉着与主有一个稳固的关系。你可以藉着祷告和
研读上帝的话语来建立这种稳固的关系。如果你自己认识某本书的作
者，你就更愿意读他所写的书；同样道理，当你越认识上帝，你就越渴
慕读祂的话语——就是圣经。

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会使我们怀疑自己是否得救。让你的信心
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你的感觉之上。如果你感觉没有人爱

服侍的预备
目标1. 列出你可以预备自己在社区中为主作见证的几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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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但是上帝仍然爱你！如果你感觉自己失败了，请振作起来，并欢
呼喜乐吧，因为上帝爱你！祂爱你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祂爱你！接受
祂的爱，将你的信心建立在祂的话语之上，而不是你的感觉之上。
如果你软弱了，甚至跌倒了，或者因着某种原因怀疑你和祂的关系是否
出了问题，请牢记以弗所书2:4-5的经文：

“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
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能赚取上帝对你的爱吗？当然不能！所以你只需接受上帝赐给
你的这份免费的礼物，以你的行为表明你活在感恩之中。你要安息在上
帝的爱中。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
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8:35，37）。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百分之百地相
信，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因为我们得救是因为祂的恩典，不是因为我
们的感觉。

2.	知道如何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你是否曾听到有人对你说：“跟我
来，我知道路！”，结果最后你却迷路了？这种感觉很不好。我们喜欢
跟从那些真认识道路的人。

如果我们真的要带领别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必须认识这条
路。在圣经中，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如何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以下的
经文或许能够帮助你开始这一工作，你可以把这些经文背诵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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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使用这些经文，告诉别人如何得到基督的救恩，首先你
需要先要把这些经文背诵下来。你可以把第一节经文的页码写在圣经
封皮的后一页，然后在圣经中有第一节经文的那一页的底部，写上第二
节经文所在的页码，按照这种方式，把五节经文的页码全部标记在圣
经中，然后你就可以使用这种简单却有效的方式，来带领别人归向基督
了。你要时刻准备好自己来服侍主、服侍别人。如果你发现还有其它经
文能够很好地帮助你带领别人归向基督，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圣经中做
出标记。

3.	 依靠圣灵的带领。无论你对圣经的话语多么熟练，你必须时刻
依靠圣灵来帮助你。祂会引导你，当你做见证的时候，祂会赐给你合适
的话语。

你要知道，是圣灵能够吸引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并且使人知罪，使
人为自己的罪感到懊悔。祂知道每个人的心，当你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
时，祂会帮助你藉着你的个人见证来服侍社区里的人。

圣经经文 经文内容

罗马书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罗马书	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上帝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约翰福音	3:16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壹书	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壹书	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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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作为一个得人的渔夫，请不要翻书，列出你可以在社区中为主做	
	 见证的三种方式。
	 a.	
	 b.			 	
	 c.	

2.	 	填空，完成以下的句子。
	 a.	 如果我认识书的		 	 				，我会更加渴望读这本书。
	 b.	我和上帝的关系不依靠	 	 	 	 	 				。
	 c.	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能够	 	 	 	 				。
	 d.	 为了带领别人找到得到救恩的道路，我必须知道		 				。
	 e.	 当我带领别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必定会得到	 	
	 	 	 的帮助。

基督徒有很多方式服侍和影响所在的社区。我们应当成为更好的
公民、更好的邻居以及更好的朋友，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社区也
应当因为我们住在那里，而变得更好。

参与服侍
目标2.  说明你可以为主做见证、影响你所在社区的种种方式。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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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希望影响我们所在的社区归向上帝，就必须参与社区的
活动。但是我们必须首先知道哪些活动是有益处的，哪些活动是有损于
我们基督徒见证的。但是如何来分辨呢？

首先，在决定是否参与这个活动之前，先问自己，“这违背圣经的
基本原则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然后再问自己第二个问题，“我
是否能在这个活动中为主做见证，喜爱这个活动，并且不受伤害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你可以为此在上帝面前祷告寻求，然后可以
去参加这个活动。

如果你参加这个活动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活动并不符合上面所
说的标准，你就可以离开，并且感谢主给你一个教训。圣灵会赐给你智
慧，让你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应当作出什么决定。

基督徒参与社区活动的方式多种多样，好使主的光透过基督徒照
亮这个世界。例如，当看到刑事犯罪的时候，他可以立刻报警而制止犯
罪；他可以为社区中的年轻人提供健康有益的活动，避免他们因为没事
做而惹是生非，通过这些方式，基督徒就成为这个社区中的好公民。

基督徒父母们可以和其他基督徒参与当地的学校活动，以各种方
式帮助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你甚至可以帮助基督徒老师进入你们的学
校，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修建学校建筑、增加图书、建立
图书馆等等。

基督徒影响社区的另外一个好途径是与社区的领袖交朋友，例如
与警察、教师、医生以及那些做各种生意的人等等。寻找各种机会向他
们做见证，告诉他们耶稣是如何改变了你的生命，可以与你所在社区的
市长或政府代表交往，要记住，他们也需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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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列出所有向当地社区作见证的种种方式，总之，当我们
有机会为或者为鼓励公义生活的领袖或法律法规投票时，我们基督徒
有责任尽本分。如果当地社区为了某个有价值的项目募捐，如建立医院
或孤儿院，基督徒应当支持这样的项目。

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成为基督信仰的代
表。尤其是在生意的领域，基督徒更应当做出表率。圣经告诉我们，我
们“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提摩
太前书4:12）。

3．	圈选正确的陈述。
	 a.	 只要是为主做见证，基督徒就可以参加任何活动。
	 b.	 如果一个基督徒参加了一个活动，但是发现这个活动不符合圣	
	 	 经的教导，是基督徒不应当做的，他就应当离开。
	 c.	 只要别人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参加任何活动。
	 d.	 成为基督徒应该使你成为更好的公民、更好的邻居和更好的	
	 	 朋友。

4.	 圈选以下那些能够彰显基督徒团契精神的陈述。
	 a.	 约翰决定不参与选举新的社区领导人投票，因为他不关心谁成	
	 	 为这个社区的领导人。
	 b.	 詹姆斯提议在足球比赛之后，在学校组织青年活动。
	 c.	 路得每周两次去医院，给病人读书，帮他们写信，或与他们一	
	 	 起聊天。
	 d.	 马利亚决定不参加学校的活动，因为她不象其他老师那样有学问。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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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罗伯特看见一个年轻人正在抢劫一家小商店，但是他没有报	
	 	 警，因为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f.		腓力竭力做到在街上向每一个遇到的人微笑、打招呼，比如邮	
	 	 递员、警察或邻居。

5.	 这一个月努力和你所在社区的两个领袖交朋友，在下面的空格中	
	 写下你试图要认识的人的名字。

布朗先生在他的社区中是一名优秀的建筑师。市长寻求一位志愿
者，在市中心建筑一个休闲娱乐广场。布朗先生报名指挥这个新建筑项
目的运作。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相信布朗先生能够胜任这个项目。

请注意这件事情的几个重要方面：
1．约翰·布朗是一位有杰出建筑才能，并且有好名声的建筑师。
2．他甘愿贡献自己的才能，帮助社区建筑这个工程，为很多人带来	

	 欢乐。

以上这两件事能够为社区带来益处。尽管不一定有很多人知道布
朗是基督徒，但是参与工程的人与布朗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会知道这
个事实。布朗先生爱上帝，基督徒的原则也藉着他的生命彰显出来。

服侍技能
目标3.  列出基督徒的服侍技能可以帮助他们所在社区的各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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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也有可以服侍自己社区的技能，你愿意把这个技能贡献大
家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你使用你的技能帮助
别人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向他们做基督徒的见证。

你的社区需要多种多样的技能，需要耕种的技能、建筑的技能、护
理的技能、看护儿童的技能、清除垃圾或美化环境的技能等等，以上所
提到的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你的特别技能是什么呢？你把它奉献给
上帝、奉献给你的社区了吗？

“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马太福音10:8）。

6．	列出两种方式，使你的技能可以为你的社区所用，为主做见证。

7．	你是否能够想出一些办法，藉着你的服侍或你的技能，参与你的社	
	 区之中呢？把这些办法列在下面。

8．	说出一种方法，使你能够更多地参与你社区的活动。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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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自己回答。

1．	 a.	自己有得救的确据。

	 b.	知道如何把人带领到上帝面前。

	 c.	依靠圣灵的带领。

6.	 你自己回答。当你为社区贡献你的才能时，人们就能看到你美好的基督徒		
	 见证，你就能够把人们带到基督面前，这样你就藉着你的态度和积极参与，为	
	 你所在的社区带来了祝福。

2．	 a.	作者。

	 b.	感觉。

	 c.	得救。

	 d.	上帝的话。

	 e.	圣灵。

7.	 你自己回答。你是否还能找到为社区做出更多贡献的方法？

3.	 a.	 错误（注意：这仅仅是我们判断某个活动是否可以参与的标准之一)。

	 b.	 正确。

	 c.	 错误。

	 d.	 正确。

8.	 你自己回答。当你把上帝赐给你的白白地给别人，上帝必定祝福你。

4．	 a.	 错误的心态。

	 b.	 基督徒的心态。

	 c.	 基督徒的心态。

	 d.	 错误的心态。

	 e.	 错误的心态。

	 f.	 基督徒的心态。

请检查你的答案请检查你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