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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参与 

 

“一只手永远也建不了一间房子。” 

“团结就是力量。” 

“两只手总比一只手强。” 

圣经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传道书 4：12） 

这些谚语都是对的。要建一所房子需要很多人手。泥瓦

匠不能独撑一面完成所有的工作。 

基督说：“我将要建造我的教会。”祂呼召我们与祂一同

作这一项重大的任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完成其中的一部

分。 

在第二课里我们看到了要被预备好的必要性。现在你会

看到你还必须要有个人参与，因为在基督的伟大的工程里

面，就有那么一件工作是单单需要你去做的！在你学习过程

中愿主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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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课中，你会学到……. 
顺服 

作盐 

有责任心 

忠心承诺 

这一课将帮助你…… 
■ 讲述你能够参与个人宣教的方式 
■ 理解在个人宣教中，顺服和责任心有多必要 

顺服 

目的 1：解释在个人作见证中顺服的重要性。 

你还记得我们提过主耶稣曾在一场婚筵上把水变成酒

吧。我相信主耶稣的母亲马利亚给那些仆人的忠告应该成为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格言。她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

就作什么。”（约翰福音 2：5） 

除非有顺服的心，否则在个人宣教上不会有什么个人参

与或成功。我们确实是被差到世界上，这是基督给你和我的

使命。对此，你如何回应呢？ 

为什么腓利离开了撒玛利亚的大复兴而去到孤寂的沙

漠地带呢？因为主耶稣要他去。神跟他说的时候，他顺服了

（使徒行传 8：26）。 

为什么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故国、他的朋友、他的田地，

朝着一个不知名的目的地去？因为主要他去（创世记 12：1）
——为了神的缘故。为什么他把自己如此疼爱的独生子献上

为祭呢？他当时也许不明白原因，但因为  神命令他这么

作，他顺服了（创世记 22：9-10）。 

纵观历史，多少人因为顺服基督而受苦难。他们有些宁

愿选择死也不要违背基督。他们的原则是对神完全的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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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把我们比作精兵（提摩太后书 2：3）。基督是我们

的元帅。作为基督的精兵，我们有责任完全地顺服我们的主。

如果一名战士不顺服他的领导，这一场争战就要输了。顺服

是每一场战役的必胜关键。 

做一做 

1．每一位参与个人宣教的基督徒的原则应该是什么？

（选择一个答案） 

   a.作看起来 合理的事情。 

   b.作基督要你作的事情。 

   c.作能得着 多人的事情。 

2．当一名基督徒_______的时候，他就如一名精兵。 

   a.完全的顺服 

   b.对自己理解的事情才顺服 

   c.使用方法免于受苦 

3．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什么指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盐 

目的 2：说明基督徒自然本性像盐的某些方面。 

在我们真能为基督做点什么之前，我们必须要有基督要

我们有的样式。我们自己要成为见证。见证不仅仅就是作，

而更重要的是这本身就是一种样式。作见证不仅是我们的工

作，更是我们的自然本性。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对祂的门徒

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马太福音 5：13） 

为什么主耶稣要把我们比作盐呢？盐有很多用途。我愿

意告诉你盐在我们的国家的一些用途。 

盐使人们联合。在我的国家非洲的布基纳法索，盐被用



 32

来联合两个人，两个家庭或甚至两个部落。一年轻男人结婚

之前，他把盐当作一份象征性的礼物送给新娘的父母。以这

种方式他们的联合就定下来了。同样，主耶稣使我们成为盐，

因此我们将能够把人跟神联合在一起。 

盐创造友谊。盐是白人探险家用来赢得非洲酋长的友谊

的其中一份礼物。罪使人成为了神的敌人。我们是祂的盐，

要把人带回到神的身边。 

盐制造和平。我的祖父有一头公牛，这头公牛长着两个

锋利的牛角，没有人能靠近它。然而我的祖父有秘诀。当他

想要接近那头公牛的时候，他就拿着一袋子盐放在手上。当

公牛看到盐后，它就会像一只羊羔一样走近我的祖父。 

 

主耶稣差我们到世上是要成为和平的制造者。如果我们

让人们看到我们眷顾他们的所需，我们将能够跟他们分享  
神的平安。 

盐能保存东西。盐在全世界，甚至是在发展中国家，都

被用来保藏肉，以免变坏。如果当初神没有把盐放到大海中，

今天人就不可能在地球上存活了。海水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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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我们作为神的盐，当我们跟别人分享基督的信息时，

我们的存在能够保存人远离罪。 

盐能调味。当主耶稣把我们比作盐的时候，其实是以另

一种方式说世界就像是一道没有味道的菜。这也是真的，因

为没有主耶稣，没有神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不认识主耶稣

的人生活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喜乐。我们在我们周遭的人当中

作盐，我们将会帮助他们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 

盐本身不是食物。盐不是膳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

你也不会太留意它的存在。如果你过的是基督徒的生活，那

么你的存在就能让别人意识到基督。你的存在可能会带来一

个比你口中说的更重要的信息。 

盐是从何而来的呢？通常来说，盐是从地上取来的。我

们在非洲有盐矿。能有好东西从地上来吗？能。神就是从地

上的尘土中把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是地的果子，而基督也

造我们如此。对于我们这些本是远离祂与祂为敌的人，祂选

择把我们造成“盐”。能有好东西从坟墓里出来吗？能。基

督从坟墓里出来了！多么不可思议的能力啊 1 

盐随处可见。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家庭是没有盐的，即

使真的有这种情况，但基督的“盐”遍及全世界。 

基督希望在你的家庭中，你的工作单位中使你成为盐，

人们透过你的生命能看到基督在你身上的奇妙的工，他们会

荣耀神。 

做一做 

4．写下你在你居住的地方可以成为盐的四种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下面哪些表述是关于我们从盐学到的功课的？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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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字母上打圈。 

a. 基督徒树敌。 

b. 基督徒帮助人们找到  神。 

c. 我们的自然本性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d. 我们所说的话比我们自己本身的样式更重要。 

e. 我的生命应该使人们想认识基督。 

f. 没有基督的生活就好比没有盐的菜。 

有责任心  

目的 3：解释基督徒有帮助其他人认识基督的责任。 

假设你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其中有人受伤了，他们呻吟

着喊救命。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呢？你可以把他们带到附近

近的医院，或者打电话叫救护车。然而你没有这样做，恰

恰相反，你视若无睹地走开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呢？ 

虽然你不认识他们，你也不是事故的肇事者，但你违法

了。由于你没有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可能会因此要受牢

狱之苦。 

读一读神在圣经里面说的话： 

“人子啊，我照样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

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哪，你

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

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原文作

“血”）；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

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以西结书 33：7-9）  

我感到很伤感，因为很多基督徒不晓得自己有责任或义

务去帮助他人。你和我都有明确的责任。我们忽略不起这个

责任。想一想你周围的人：你的家庭，你的工作单位，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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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的人。他们有多少人因没有基督而生活在困苦中。

你会袖手旁观看着他们死去吗？不，一千个“不”字！为什

么不像以赛亚一样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 6：

8） 

 

有一天，主耶稣医治和释放了一位被污鬼捆绑的人。那

人裸体住在坟墓里。主耶稣医治他后，说：“你回家去，传

说神为你作了何等大的事”（路加福音 8：39）。我可以想象

这人挨家挨户地传说主耶稣奇妙的大能！我们的人民，我们

的朋友，我们的社区永远不会听到基督奇妙的作为，除非我

们告诉他们。 

使徒保罗感受到了这一个责任。即使神差遣他把福音带

给外邦人（不是自己的族人），他也没有忽略任何人。每到

一处，他先把福音带给自己的族人，然后带给外邦人。在使

徒行传 1：8里，我相信主耶稣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

耶路撒冷（我们自己的家）作见证，然后到撒玛利亚（我们

的邻近的国家）， 后到地极（全世界）。基督想要跟你的同

胞说话。祂要拯救他们，祂要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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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要与你同工，祂要通过你来作工。 

当保罗对以弗所当教会的领袖说话时，他讲了这样的

话： 
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

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已血所买来的（或作“救赎的”）。

（读使徒行传 20：27，28） 

做一做 

6．作为  神指定的看守人，你 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a.学习圣经 

   b.警告不信者的状况 

   c.拯救人们 

7．首先，我应该告诉______________有关神的信息。 

8．第二，我应该告诉______________有关神的信息。 

9.接着，我应该告诉______和______有关神的信息。 

10．假设神给你机会跟一个人分享基督的信息，但你没

有做。那人后来去世了，没有听过福音。你的感觉会

是怎样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假设你确实跟某人分享了主耶稣的福音，但那人没

有听你的。之后，他去世了。你的感觉又会是怎样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忠心承诺 

目的 4：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忠心承诺去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原

因。 

尽管任务重大，但神很乐意使用人作为工具，使用人作

见证，向所有将会信的传说福音。只要认识到  神想用你或

我，我们就会愿意参与见证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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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缺工人。如果祂愿意，祂大可以差遣众多的天使来

传扬主耶稣。天使们早就可以一夜之间作成  神要作的工

了。 神确实差遣天使向牧羊人报告基督的诞生。在复活节

的早晨，确实是天使报告基督复活的信息。神还可能会差遣

天使向人们传道。但神没有拣选天使为十字架作见证。神拣

选了你和我——平凡、软弱的人——到各处去宣告福音！ 

全能神选择靠我们带领人们归向基督，这不是很奇妙

吗？神不愿意不信者死在罪中，这本身就是值得分享的佳音

了。但神需要更多的脚步、人手，更多的嘴唇，更多的人去

和还没有找到基督的人分享生命的道。 

基督徒通常说他们在期待基督的再来。有很多赞美诗和

许多书写的都是关于基督的再来。我们要经常像约翰一样祷

告，“主耶稣，我愿你来！” 

 

我们老是忘记耶稣已经给了我们的条件。祂说：“这天

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

太福音 24：14） 

你希望主快点来吗？你希望能与祂永远在一起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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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不要浪费任何时间，去参与传扬神的福音吧。对参与作

出个人的承诺吧！ 

保罗写信给罗马人告诉他们这一点时，他说：“我以  神
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
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 12：
1）。“将身体献上”的意思跟“忠心承诺”的意思是一样的，

指的是完全地将自己献上。完全地献上自己传扬耶稣基督的

福音吧！ 

做一做 

12．列举我们应该忠心承诺去分享主耶稣的福音的两个

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你希望完全地献上自己作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吗？

现在就为此祷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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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1．b).作基督要你作的事情 

2. a).完全的顺服 

3. 成功，得胜 

4．你可以说：我可以把人们带到神那里。我可以帮助人

们成为朋友。我可以带来和平。我可以以自己为例对

抗罪。 

5．a 错          c 对          e 对 

 b 对         d 错          f 对 

6． b).警告不信者的状况 

7．我自己的家人 

8．我的朋友和邻舍 

9．我临近的国家，全世界 

10．我会很悲伤，因为他去世了，没有机会认识基督，

我没有尽我的能力。 

11．我会很悲伤，因为他没有接受我的警告。但我还是

很喜乐，因我尽了我 大的能力去为基督赢得他这

一个人。 

12．因为神拣选了我们作这样的工。 

 因为我们希望主耶稣快点来。 

13．我希望你的答案是“是的”。  神要用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