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课  

早期教会的工人  

当凯姆认识到作为神的家庭成员对他意味着

什么的时候，他也逐渐明白了神对他的旨意。在他

思想这些事情的同时，也越来越渴望参与到神的工

作中去。此外，他也认识到还有许多其他的信徒。

凯姆开始更加认真地研究使徒行传中的教会。他想

知道是什么把那些早期信徒聚集到一起的？他们

都是怎样的人？当他们相聚时会发生什么？  

当他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他对成为教会成

员的意义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发现对他而言，

为什么与其他信徒一起聚会和工作很重要。他逐渐

明白了神对教会的目的。  

当你学习本课时，希望你也会有同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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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本课将学到… 

早期教会  

现在的教会  

本课会帮助你… 

 列举早期教会里的信徒相聚在一起的理由。 

 解释教会怎样在世上继续耶稣的工作。  

 描述当信徒们相聚时，应该有什么事情发

生。  

早期教会  

目的 1：  指出早期信徒相聚的理由。  

早期教会是由普通人——有需要的普通人组

成的，他们有各种问题、恐惧和负担。他们是普通

人，但接受基督作他们的救主，他们就是信徒。  

耶稣的使徒都是一般的平常人。他们一点儿也

不完全，但他们都是信徒。彼得是信徒，但他曾经

不认主（马可福音 14：66-72）；多马是信徒，但

他也曾怀疑耶稣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 20：24-25）。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

福音 1：29）从施洗约翰这样宣告开始，许多人就

跟从了耶稣。但是，随即他的仇敌也出现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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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与掌权者和祭司们的教训并不完全一样。从一

开始，他们就计划要除掉他。这些迫害耶稣的人，

也迫害他的使徒。  

在使徒行传 9：1-2 中，我们读到，扫罗（以

后被称为保罗）相信耶稣之前，从大祭司那里得到

批准，要除灭基督徒。当时基督徒知道他们可能被

抓进监狱或遭到鞭打，可为什么还要聚会？他们相

聚是因为彼此的需要。  

请你完成  

1 设想你的一位朋友告诉你，他认为自己不能成

为信徒，因为他还有很多疑惑。哪几节经文最

适于拿来与他分享，并鼓励他？  

a) 马可福音 14：66-72。  

b) 约翰福音 20：24-25。  

c) 使徒行传 9：1-2。  

使徒行传 12 章中，我们读到彼得因为讲道被

抓进监狱。天使把他救出来之后，他发现信徒们正

聚在一起为他祷告。  

受教诲的需要经常会把信徒们带到一起。例

如，亚居拉和百基拉把亚波罗带到自己家里，好把

神的道更详细地讲解给他（使徒行传 18：26）。保

罗告诉歌罗西的信徒要彼此教导（歌罗西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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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时候，信徒也需要聚在一起做决定，正如我

们在使徒行传 6：1-6 中所看到的一样。  

 

这些实例告诉我们，各种需要把信徒带到了一

起。我们看到基督的使徒们彼此需要。  

请你完成  

2 亚居拉和百基拉与亚波罗相聚是为了  

a) 倾听他讲道。  

b) 把神的道解释给他。  

c) 做决定。  

很少有哪个家庭里的成员会拒绝彼此帮助，那

些成为神家庭成员的早期信徒不会拒绝！当教会里

一些寡妇认为，她们没有得到应得的供给时，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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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找到了一个看顾她们需要的方法（使徒行传 6：

1-6）。我们还知道，多加为贫困的寡妇缝制衣服（使

徒行传 9：39）。许多人热情好客（使徒行传 16：

15），教会是由那些辛勤做工来帮助别人的信徒组

成的。  

保罗是最著名的教会工人之一。当他有需要的

时候，腓立比的教会供应了他，保罗为此向他们表

示了感谢（腓立比书 4：14-16）。这些人肯定都是

愿意出手相助的普通信徒，但是，他们为保罗做的

是伟大的事工。  

保罗告诉哥林多人，神在他们忧伤的时候安慰

了他们，好让他们为别人做同样的事（哥林多后书

1：4）。这是信徒互相帮助的另一种方式。  

阅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信徒彼此教

导、鼓励、安慰和帮助。教会里满是工人，他们为

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工作，教会因此而得到坚固。  

请你完成  

3 把描述早期教会的圣经经文（左栏）与信徒相

聚的理由（右栏）相搭配。  

....a 使徒行传 6：2-6 

....b 使 徒 行 传 11 ：

22-23 

1）  彼此代祷  

2）  学习有关神的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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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 徒 行 传 11 ：

29-30 

....d 使徒行传 12：5，

12 

....e 使徒行传 14：22 

....f 使徒行传 18：26 

3）  满足物质需要  

4）  彼此安慰和鼓励  

5）  为某项工作定人

选。  

我们能从学习中看到，早期教会成员工作起来

就像一个身体。当某人有需要时，信徒们为他祷告，

提供食物、衣物，或带来安慰。如果某人不认识神

的道，信徒们就教导他。如果某人在某事上跌倒了，

信徒们帮助他顺服主。  

  

教    

导 

安    

慰 

做 

决 

定 

款 

待 

客 

人 

帮    

助 

 

教会里有合作，有关怀。信徒们曾经把他们的

财物拿出来分享，好让每个人过得充足（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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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5）。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彼此保护（使徒

行传 9：29-30）。早期教会中基督身体的事工是互

相帮助，以及帮助所有有需要的人。  

现在的教会  

目的 2：  早期教会与现在的教会应该是相似

的，把相似的句子选出来。  

我们用教会一词，来表示一群被神呼召出来属

他的人。因为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聚集在一

起的人，如果你相信耶稣，即使没有一个特殊的建

筑供你在里面敬拜，你也是教会的一部分。  

教会包括所有种族的人。我们可能属于不同的

语言群体，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身体。神要让世界

通过教会看到耶稣，这项工作继续了他儿子在世上

的工作。信徒应该把生命和医治的信息带给万国，

这是神对当今教会的目的。  

我们知道，人们的需要没有改变。因此，教会

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事工与它早期时的事工一样。我

们知道所有人都需要拯救，因此，教会宣讲的基督

就是赦免罪的那一位。信徒的生命需要神的大能，

因此他们渴慕被圣灵充满。因为有受激励和安慰的

需要，教会要花时间用于分享和交通。许多人需要

医治、带领或建议，教会里有神所委派的牧师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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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来为人们提供所有这些方面的帮助。  

请你完成  

4 信徒应该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a) 要为监狱里的人们祷告。  

b) 要像早期教会一样。  

c) 看顾彼此的需要。  

d) 为了与来自其他种族的人见面。  

当我们与教会身体联合时，我们能够获得力

量。这力量将帮助我们战胜仇敌撒但，他总是设法

让我们气馁并引诱我们犯罪。当我们与弟兄姊妹相

聚时，我们能够从被宣讲的道中、敬拜赞美中，以

及一同祷告中获得帮助。不要尝试远离教会的帮助

而过基督徒的生活，教会能够看顾我们的需要。  

 

在教会里，真理被解释，人们一起祷告。教会

是信徒在基督的爱里彼此服事的地方，在这里，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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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担重担，彼此认罪（雅各书 5：16）。  

不是所有的聚会都很相似。我们在哥林多前书

14：26 中读到：“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

或有教训，⋯⋯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  

如果每个人都有话要说，或有事要作，谁来带

领呢？以弗所书 4：11-16 中，我们读到神给教会

许多恩赐，这些恩赐包括领袖。几乎在所有教会里，

我们都能找到一个牧师或领袖带领着事奉。传福音

的或教师也是神给教会的恩赐，没有人可以单独工

作。“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哥林多前书 3：9）  

请你完成  

5 我们从使徒行传中，读到的以下这些有关教会

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以下哪些事情对于现在的

教会也是真实的？  

a) 开始于耶路撒冷，由彼得、约翰、保罗和其

他一些人带领。  

b) 聚在一起互相教导并祷告。  

c) 在保罗相信耶稣之前，教会受到保罗的逼

迫。  

d) 为使徒彼得从监狱里得救而祷告。  

e) 同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财物和家产。  

6 你是某个教会的成员吗？如果是，回答以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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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a) 你的哪些需要被领袖或其他信徒所满足？  

b) 其他信徒的哪些需要是在你帮助下得到满

足的？  

c) 你以及其他信徒还有哪些需要？  

 

 29



 

请核对答案  

4 c) 看顾彼此的需要。  

1 b) 约翰福音 20：24-25。这些经文表明，一个

信徒存在疑问是有可能的。后来，多马的疑问

被信心所代替（约翰福音 20：26-28）。  

5 b) 聚在一起互相教导并祷告。  

e) 同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财物和家产。  

2 b) 把神的道解释给他。  

6 你自己的回答，你把你需要得到满足的需要列

举出来了吗？当你继续学习本课时，求神帮助

你看到那些你能够提供帮助来满足的需要。  

3 a 5) 为某项工作定人选。  

b 4) 彼此安慰和鼓励  

c 3) 满足物质需要  

d 1) 彼此代祷  

e 4) 彼此安慰和鼓励  

f 2) 学习有关神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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