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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事工的果效  

 
 

 
让我们想象一下，自己走在启示录 21-22 描述的那些

精金大道上时的情景。那里有许多人来来往往，愉快地交

通着。在那边，我看到了那个带领我父母到主面前的人。

我又看见了那个在主日学里，第一个把救恩之路告诉我的

老师。站在那边的那个人，是我带领到主面前的第一个人。

这是何等荣耀的场面啊！  

我继续走的时候，看到了来自教会各个历史时期的人

们：撰写了带领我生命的新约经文的使徒们，为保卫耶稣

基督的福音殉难的早期基督徒们，为了外族百姓献出自己

生命的伟大传教士们，在自己的周围默默无闻地为主作工

的谦卑圣徒们。如今，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他们都有份于

我的得救。福音故事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传了若干世

纪，直到传给有罪的我，而我得到了救赎！  

我们将在本课看到某些事工效果。 大的效果是，我

们将与天堂里那些带领我们到基督面前以及那些被我们带

到他面前的人联合，一同敬拜我们的主，和许多天使一同

唱道：“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的！”（参看启示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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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在教会中产生的果效  
在世界上产生的果效  
 

学习目标  

当你学完本课时，应该能够：  
 描述教会对教会自身和对世界事工的果效。  
 认识你自己在教会事工中的责任，以及该责任与基督

再来之间的关系。  
 重视教会事工在你自己生命中和在世界上所产生的果

效。  
 

学习要领  

1. 按照第一课中的说明学习课文。一定要阅读所有引用

的经文，回答所有习题。  
2. 完成自测题并核对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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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习第三单元的每一课，并完成第三单元的学业报告。 
 

关键词  
益处     成就感     参与    数量的     欣喜，喜乐  
 

课文进程  

在教会中产生的果效  

想知道自己的辛勤工作会获得怎样的结果，是很自然

的事情。信徒和教会都渴望听到他们的主说：“好，你这又

良善又衷心的仆人。”（马太福音 25：23）即使是宇宙万物，

也渴望能脱离因人犯罪而导致的败坏（罗马书 8：20-21）。
但是教会的努力不会徒劳。因其事工促成了许多奇妙的结

果。以下是其中的部分结果，有针对事工中的人们，也有

针对教会整体的。  

长进  
目的 1：描述通过哪些方法，可以在事工过程中获得长进。 

深入开展事工的教会能够得到不断地长进。我们已经

了解到，教会针对自己的那部分事工是教化和建立自己。

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属灵长进，这种长进是通过参与事工实

现的。  

人要通过祷告学习怎样去祷告，通过作见证学习怎样

去作见证。因为教会为其肢体提供了参与事工的机会，所

以其肢体能得到属灵的长进。参与事工将建立信心。例如，

如果教会设立一个作见证的培训课程，导师说：“今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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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出去实践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学生们都很激动。

当他们经历了作见证的喜乐，并看到人们来到基督面前时，

信心就会增长，并且会更加努力的作见证。  

当信徒参与到事工中时，基督要在他内心占据中心位

置。基督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意义和目的。对他而言当基督

变得越来越真实时，对自己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入。他会

有责任感和自尊，也将接受神为他的生命设立的目标。认

识到服事和事工对他在基督里的完全是至关重要的。  

当教会投入到事工中，向世人积极作见证时，需要完

全依靠圣灵的工作。圣灵将赐给教会作见证的能力，以及

其它保持教会纯全属灵状 的必要帮助。开展事工的教会

是不断成长的教会，生命力旺盛的教会。当她感到自己需

要属灵智慧时，当她渴慕并祈求圣灵的能力时，她就能经

历神的同在和大能。在基督的身体里，有一种来自属灵团

契的热情，这将让教会更加深入的投入到神针对世人的事

工中。  

教会投入到事工中的同时，也经历了人数上的增长。

使徒行传中有这样几个实例：  

使徒行传 2：41——“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使徒行传 4：4——“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

目约到五千。”  

使徒行传 5：14——“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

带女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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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故事贯穿于整部使徒行传。越来越多地听到这

道的人被加添到教会里。如今，教会一直在成长，但是仍

然有许多人不知道基督。只要还有人没有听到福音，教会

的事工就要继续下去。纯全属灵的教会是不断成长的教会。 
 

 
事工带来成长  

 
1 选出 佳答案：当教会…………………时，它就会在灵

里长进，在人数上增加。  
a) 有精美的教堂和训练有素的牧师。  
b) 强调信徒之间的团契关系。  
c) 积极投入到对神、对自己以及对世人的事工中。  

2 陈述教会投入事工工作时，所获得成长的三种方式。  
…………………………………………………………………… 
 
成就感  
目的 2：比较一般成就感和属灵成就感。  

通过积极参与事工，将获得真正的满足。耶稣知道自

己来是服事人的，而不是受人服事的，而且他从中找到了

满足感。他在顺服他父旨意的过程中，获得了满足感。当

信徒服事人时，他与自己、与邻居以及与神之间，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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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和谐的关系，而这会带给人一种成就感。  

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人，都是出于一种奉献精神、一种

责任感。诗人认为没有什么能比他的诗重要。雕塑家和艺

术家将自己献身给了艺术，他们尊重艺术。这也说明了为

什么他们能如此果断地处理画布和石头，并让它们焕发出

勃勃生机。他们在自己的献身中找到了成就感。但是，这

是一种会逐渐衰败的一般意义上的成就感。一个伟大的雕

塑作品，可能会让许多人惊叹许多世纪，但它却无法永远

留存。  

信徒在事奉神的事工中所经历的成就感，具有永恒价

值，它存在于永世里。被带到基督面前的灵魂将留存到永

远。人 深切的需要和 高境界的思想，只能在属灵的道

路上得到满足。在哥林多后书 4：18 中，我们读道：“原来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

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属灵成就感是事工的永恒果

效。使徒保罗在自己的事工即将结束的时候，表达了这种

成就感。我们在提摩太后书 4：7-8 中看到他这样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

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

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3 基督徒怎样才能找到 大的成就感？  
a) 通过在教会里努力工作，好让其他人都赞美他。  
b) 通过带领人到基督面前。  
c) 通过把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奉献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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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较一般成就感和属灵成就感。解释哪一种 完全，

原因是什么。  
………………………………..…………………………………… 
 
喜乐  
目的 3：讲述有关人的灵魂得救时的喜乐，分析这样的经

文。  

在事奉耶稣的过程中，有巨大的喜乐。我们已经看到，

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基督徒有许多理由值得喜乐，

值得表达他们的快乐。首先，他们自己得救赎了！他们的

生命被改变了，脱离了罪的捆绑！  

基督徒看到自己努力为主工作所获得的成果时，也会

喜乐。你是否带人归主？你还记得那是怎样一种喜乐的经

历吗？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悔改，即使是天国中的天

使也要为他欢喜（路加福音 15：10）。  

耶稣把救人灵魂比作收割庄稼。以下是关于庄稼及其

收割结果的几节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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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阅读约翰福音 4：35-38，并回答以下问题。  
a) “撒种的人”指的是什么？………………………… 
b) “收割的人”指的是什么？………………………… 
c) 36 节是什么意思？…………………….. …………… 
d) 37 节和 38 节是什么意思？………………………….  
 

有时，我们看不到我们的事工是否直接救了人的灵魂，

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努力的果效。但是，无论主把我们放

在什么位置上，只要我们能殷勤服事他，我们就能和那些

为基督传福音给世人的人们一同喜乐。去远方传道的传教

士可能在那里为基督拯救了许多灵魂，但是那些为他提供

资金的人，那些为他祷告的人，也能获得一样的喜乐，并

分享丰收的回报！  

 

诗篇 126：5-6 有时被称为“丰收律”。如果我们撒种，

必有收获，必欢喜快乐！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

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篇 126：5-6）  

6 阅读哥林多前书 3：5-9。这段经文解释了为什么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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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到某人因为许多人的努力，来到基督面前时，要

一同喜乐？  
………………………………….………………………………… 
 

在世界上的果效  

我们在罗马书 16：26 中看到，福音就是有关耶稣基督

的好消息：“……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藉

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  

基督的福音，实现了人们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盼

望。很早以前，人就向往公平、公义时代的到来。神造了

一个民族，让这个民族成为世人的榜样。但是，他的选民

以色列人，却没能按他的标准生活。人们对一个新时代，

一个和平的世界，始终充满梦想。  

先知们曾经指明了事物的新秩序。阅读他们在以下经

文中的预言：以赛亚书 52：7；以赛亚书 2：2-3；以赛亚

书 11：2-5；诗篇 72：12-14；以赛亚书 66：12-14，23；
以赛亚书 62：12。“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

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 11：9）  

耶稣来宣告了神的国度。他是神所膏抹的那一位，要

兴起一个新秩序和新时代（路加福音 4： 18-21）。他向全

人类施行了救赎。藉着他的死，他为人提供了一条恢复人

本来状 的出路。人靠接受基督的死，就能恢复与造他的

神之间起初的团契关系。基督的事工为世界上的人带来了

盼望，教会有施行这事工的特权。教会在世界上开展事工

产生了哪些果效？传讲福音信息对我们的世界产生了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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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我们将在本节课文中，讨论我们在世界上的事工

所产生的某些重要结果。  

改变生命  
目的 4：从圣经和个人经历中，举出几个有关基督的福音

改变生命的实例。  

当耶稣基督主的地位与教会的责任结合起来时，在不

信的世界里就会有变化发生。只要传福音，就会有回应。

传福音的工作会为神的国度添加新门徒。  

有谁能解释救恩的神迹以及它是如何改变生命的？在

约翰福音第九章中，我们看到，一个瞎眼的人立刻得到了

耶稣的医治。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法利赛人总想设法

除掉耶稣，他们盘问这个人，问他的医治情况和问有关耶

稣的事。这个人回答道：“……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约翰福音 9：25） 这
个人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他只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再来阅读使徒行传第 9 章中的另一个神迹。一个

名叫扫罗的人，走在去大马士革杀害基督徒的路上。忽然

从天上发光，扫罗就仆倒在地。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

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他成了使徒保罗，早期教

会中 伟大的传教士！  

7 阅读哥林多后书 5：17-18。  

a) 人们接受基督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 ………… 
b) 当生命发生了这种改变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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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 ………………… 

 

 

 

圣经里还有许多实例，记载了那些遇见耶稣后，生命

立刻改变的人：马太（马太福音 9：9）；四个渔夫（马太

福音 4：18-22）；被鬼附的人（路加福音 8：26-39）；撒该

（路加福音 19：1-10）等等。  

你可能也认识某些人，这些人找到耶稣基督之后，立

刻脱离了酒瘾、毒瘾、或者其它犯罪感的束缚。无论你受

到哪种束缚，在遇到基督的那一刻，你就成了新造的人。

当他的爱充满你的心灵时，将改变你的 度、愿望和行为。 

8 选择四福音书中的一卷，你能从中找到多少实例：这

些人遇见耶稣时，生命的某些方面就发生了改变。在

笔记本上写上标题“福音改变生命”，把你找到的实例

写在这个标题下面。  

9 你是否也能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找到通过你或你自

己教会的事工，生命被改变的实例？写在笔记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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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的人在增加  
目的 5：认识到教会事工的开展，使作工的人不断增加。  

教会的事工导致了生命的改变。而这些生命就成了福

音能力的活的见证。他们接着又影响了其他需要改变生命

的人。  

这就是早期教会得以成长的方式。 12 个门徒和另外

108 个门徒（基督的追随者）聚集在一起，在耶路撒冷等

待圣灵能力的降临（使徒行传 1：15）。接受了圣灵的洗之

后，这些门徒走了出去，使人作门徒，作了门徒的人又接

着让更多的人作了门徒。正是在教会里，未来的牧师、传

教士和其他基督徒工人归向了主，接受了训练并预备着下

一批实施福音事工的人。  

如果教会忠实地遵行了神所吩咐给它的事工，就会使

那些被说服的人成为基督的忠实门徒，并且成为教会里忠

于职守的肢体。  

10 以下哪个句子 准确地描述了开展教会事工，导致工

人增加的方式。  
a) 就像羊生羊一样，只有门徒能造新门徒。基督身体

上的肢体传福音时，被他们转变的人又将接着成为

教会里的工人，把福音传给世人。  
b) 教会越积极地服事世人的需要，就越有能力，进而

通过有重要地位的世人对其事工的帮助，获得更大

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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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的益处  
目的 6：列出教会对世界的事工在哪五个方面有益于社会。 

如果基督没有到世上来，或者如果教会没有实施自己

传福音的使命，你想过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同？你的国家

会是什么局面？在许多地方之所以建立学校，之所以要教

人读写，都是为了让他们能接受圣经的教导。许多语言通

过传教士们的发明有了文字形式，为的是让人们都能拥有

圣经。发明印刷机的动机是发明家希望能拷贝更多的圣经，

让人们能独自阅读。世界上许多 伟大的绘画作品、文学

著作和音乐作品，都得到了福音信息的启示。  

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黑暗世界的光（马太福音 5：
14-16）。福音给人带来了自由、盼望和喜乐。它让人们成

了更加友好的邻居，让他们诚恳相待，忠实于自己的老板，

作社会的好市民。它让父母们教导孩子要爱公义的事，恨

恶邪恶的事。当一个基督徒医生或护士既服事人的肉身需

要，又服事人的属灵需要时，谁能说得清对其社会的价值

有多大？一位以身作则地把爱的真正含义教导给学生，同

时又很爱主的学校老师，谁又能说得清他的价值有多大？

无论基督徒在哪里宣讲福音，他们的信息都能抵挡邪恶。  

在一个非洲国家，各个部落之间相互畏惧，村子都座

落在丛林里，远离公路，与世隔绝，直到有一天福音传到

了他们那里。当这些村民归向基督时，他们丢掉了恐惧，

整个村子搬到了路边，这样，他们可以和其它部落的人一

同分享福音。在这个地区，大型教会被纷纷建立起来，他

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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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福音在以下各个社会方面产生影响，列出其中的一种

方式。  
a) 教育：                                     
b) 艺术贡献：                                          
c) 语言：                                     
d) 行为：                                     
e) 其它：                                     

12 除了这里提到的益处以外，传福音带给社会的益处的

确还有很多。你能想到它在你周围产生的益处吗？  
…………………………..……..……………………………. 
 
基督很快再来  
目的 7：解释教会事工和基督再来之间的关系。  

你知道基督再来聚集他的教会并带教会一起住到天家

的时间与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吗？马太福音 24：14 所记载

的基督的话说明了这一点：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

期才来到。”  

13 阅读彼得后书 3：3-4 以及 9-15。  
a) 关于基督的耽延，这节经文给出了什么理由？  
…………………………………………………………………… 
b) 为了让他尽快地再来，我们有什么责任？（11-12）  
………………………………………….………………………… 
 

我们清楚地看到神很关注结果。他不愿任何人沉沦。

他想让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有机会听到有关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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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他不悦纳以下结果：  

撒网却没有收获。（路加福音 5：4-11）  
无人赴宴。（路加福音 14：15-23）  
撒了种却没有收割。（马太福音 13：3-9）  
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路加福音 13：6-9）  
丢失的羊没有被带回到羊群里。（马太福音 18：11-14） 
寻找丢失的钱币，却没有找到。（路加福音 15：8-10） 
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马太福音 9：36-38）  
 
我们都肩负着把福音信息传播到全世界的任务。藉着

福音信息，世人才能成为完全。神的恩典藉着基督已经显

明了，此外，基督也应许有更大的事即将来临。他建立的

新团体——教会，一定要全然承担起向人显明那个伟大奇

妙世代的任务。  

教会的事工是：信徒全体，即新团体受托向世人宣告

神的道，要把耶稣基督的丰盛显明在他们面前，宣告耶稣

基督是受造物的主和救主，是快来的王！  

14 教会事工与基督很快再来有什么关系？  
……………………..……………………………………………… 
 

本课是《教会的事工》的 后一课。我相信你已经受

到了激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了教会事工中。我向神祷告，

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成为你生命和事工的明证。  

完成自测题之后，复习第三单元的所有课文，然后完

成第三单元的学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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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用约翰在启示录 22：20-21 中的 后一句话，结

束本课：  

“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

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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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是非题：在正确的陈述前填写“T”，在错误的陈述前填写

“F”。  

..... 1 一个人属灵长进的程度，可以用他参与事工的多少

来衡量。  
..... 2 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要依靠圣灵的工作。  
..... 3 一个教会在人数上的增长，并不能表明它的属灵力

量。  
..... 4 成就感是指在做某个值得做的事情上，找到的真正

的满足感。  
..... 5 一片庄稼地上的所有工人：有的人撒种、有的人浇

水、有的人收割，要一同分享丰收的回报。  
..... 6 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是世人的好榜样。  
..... 7 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生命的改变通常都很

缓慢。  
..... 8 在教会以外，世人并没有真正受到福音信息的影

响。  
..... 9 基督的福音成就了人们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盼

望。  
..... 10 直到福音传遍全世界，基督才会再来。  
 
多项选择题：选出 佳答案。  

11 一个人在基督里的完全靠的是  
a) 能力。  
b) 自我形象。  
c) 生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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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服事和事工。  

12 在使徒行传中，传福音带来的结果总是  
a) 基督徒受到逼迫。  
b) 一些人信了并被加添到教会中。  
c) 人们拒绝、害怕这陌生的教导。  
d) 所有听到这道的人都信了。  

13 一个人在自己的基督徒事工获得成效后所经历的成就

感，比世人通过哪种方式找到的成就感大得多？  
a) 来自全身心的投入和献身。  
b) 带给他荣誉。  
c) 具有永恒价值。  
d) 靠看得见的东西。  

14 “丰收律”是指  
a) 撒好种子的人，将欢欢喜喜地收割庄稼。  
b) 始终没有足够的工人。  
c) 大部分种子都没有成长起来。  
d) 撒种的人通常不照看庄稼。  

15 成为教会里的一名工人，以及告诉其他人有关基督的

事，  
a) 这些对于生命被福音改变的所有人而言，都是自然

而然成就的。  
b) 是神所拣选的特殊基督徒的责任。  
c) 只有在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有

可能实现。  

16 基督的再来还没有发生，这是因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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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在等待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b) 想要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有机会接受基督作

救主。  
c) 想要在我们不再尽力事奉他的时候，让我们感到意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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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8 你的答案。我们在本课中提供了几个实例。  

1 c  

9 你的答案。  

2 （任意三个）当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时，我们就

会有属灵的长进；如果我们真正投入到事工中，我们

就会获得信心并想做得更多；投入事工会让我们学会

更加依靠圣灵；会有人数上的增加。  

10 a 

3 b 

11 你的答案。本节中列举的任意几种方法。例如：  
a 传教士建立的学校。  
b 受福音启示的伟大的绘画作品、著作、音乐。  
c 许多语言被发明了文字形式，好记录福音道理。  
d 成为基督徒的人，彰显了爱、诚实、忠心、敬虔，

坚持公义，抵挡邪恶。  
e 诸如印刷机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4 一般成就感是人们在出色地完成任何工作后获得的

一种满足。属灵成就感是当我们认识到藉着自己的事

工成就了神的旨意时获得的。  

12 你的答案。  
5 a 撒种的人是指首先把福音传给罪人的人。  

b 收割的人是指带领罪人到基督面前的人。  
c 当罪人来到基督面前时，这两种人要一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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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我们把这道传给了某人，而这人以后又在另一个人

的带领下来到基督面前。对于已经从别人那里听到

这道的人，我们要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来。当一个

灵魂被领到基督面前来时，我们要一同快乐。  

13 a 他想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来到他面前并脱离罪。  
b 活出圣洁的生命，为让基督快来尽 大的努力，向

全世界的人宣讲有关他的事情。  

6 因为当一个人来到基督面前时，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

个功劳完全归给自己，让人得救的唯一办法是神的恩

典。我们只是神的同工，和他一同把还未得救的人带

到他面前，我们为神所成就的一切欢喜快乐。  

14 教会一定要为完成大使命而忠心努力的工作，因为到

那时，耶稣将再来。  

7 a 他成了新造的人，旧人已过，他在基督里获得了新

生命。  
b 被改变的人，又告诉其他人信息，那就是基督能改

变他们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