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课  

神对工人的旨意  

凯姆研究了早期教会的信徒为什么要聚会的

原因。他看到有许多种需要，把他们带到了一起

——得到教导、鼓励、物质帮助、带领、坚固的需

要。但是，凯姆还想了解更多有关教会的知识，教

会应该像什么，才能够真正满足这些需要。他想知

道教会的不同部分怎样一同工作。  

凯姆继续研究圣经的时候，发现了几个有关教

会的描述。对每个描述的研究，都帮助他更深入地

理解了神对教会的目的和计划。他还发现作为教会

成员的人有许多事工——许多彼此帮助的能力。当

教会成员运用他们的能力时，教会就能够实现神对

它的目的。凯姆很吃惊地发现这些能力竟如此之

多。  

你将会发现更多神对教会的目的，以及更多给

教会成员的事工。也许，你在本课学到的真理，将

激励你参与到神的计划中去，并与他对教会的旨意

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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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本课将学到… 

对教会的三个描述  

身体的运转  

本课会帮助你… 

 用三个具体实物描述教会。  

 解释基督作为教会的头所作的。  

 列举信徒作为肢体所拥有的几个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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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会的三个描述  

目的 1：  用三个具体实物描述教会。  

一个饼  

在写作新约的时代，掰饼是家庭里一种很普通

的行为。使徒保罗用“饼”来比喻教会，因为大多

数人都知道饼。当保罗说：“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

饼”时（哥林多前书 10：17），我们和保罗时代的

信徒一样，能够理解保罗的意思。当我们与基督合

一时，我们也与全世界的所有基督徒合一，成为了

一个饼！  

所有信徒组成一个身体，我们每个人是这身体

上的一个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这个思

想十分宝贵。基督的身体就像一个饼。饼做成后，

我们再也不能把面粉、盐和水从饼里单独分离出

来，也不能分辨出来，因为它们已成为饼的一部分。

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  

 

   面粉  ＋  盐  ＋  水  ＝  一个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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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饼的每样东西都是必需的，并要混合到一起

成为一体。教会也是如此，每个信徒都是这个整体

的一部分，添加了不同的东西在里面，为了使它完

全。  

一幢房屋  

正如使徒保罗把教会比作一个饼一样，彼得把

它比作一幢房屋，石头是以色列常见的建筑材料。

当彼得想要跟我们谈论房屋时，自然而然地就想到

了石头。在彼得前书 2：4-5 中，他要我们把自己

建造成为活石的灵宫。注意，房屋只有一个，但石

头有很多，正如信徒有很多，但教会只有一个。  

在哥林多前书 3：9 中还可以读到，我们是神

的房屋，成了神的居所。他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

面是事实，不过，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认识到

所有基督徒聚集到一起，就建成了神居住的灵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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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身体  

对教会还有第三个描述，即把它与人的身体相

比较（以弗所书 1：23；罗马书 12：4-5）。  

基督的身体不仅仅是聚在一个地方的一群基

督徒。它的成员就像一起工作的不同肢体。尽管他

们各有不同，但是他们有同一个目标和合一的心。

因此，身体不能只反映一个肢体的思想。它把自己

作为一个完全的整体表现了出来。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一个正在运转的身体，或者可以说是运转

在一起的一个身体。  

请你完成  

1 找出把教会比作房屋的圣经经文。  

a) 罗马书 12：4-5。  

b) 哥林多前书 3：9 

c) 哥林多前书 10：17 

d) 以弗所书 1：23 

e) 彼得前书 2：4-5 

2 对教会的三个描述，分别向我们显明了一个特

殊的真理。把每个描述（右栏）与你认为其所

强调的方面（左栏）搭配起来。  

....a 神的居所  1）  一个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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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运行在一起的肢体  

....c 同一与合一  

2）  房屋  

3）  身体  

身体的运转  

目的 2：指出基督作为头与作为肢体的信徒，其工

作有什么不同。  

神创造的最大奇迹之一是人的身体。如果有疾

病或事故，它有医治自己并恢复的能力。  

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有这个能力。当问题

出现时，通过圣灵，它有医治自己的办法。如果每

个肢体同心一起工作，它的运转处于最佳状态。神

要教会像一个健康的身体，不失去任何肢体。  

我们来讨论一下，基督的身体是怎样运行的。 

基督是头  

圣经里，用人身体的例子显明了信徒与基督一

同工作的方式。没有头的身体是毫无用处的，头非

常重要。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  

在人的身体中，头领导身体；它使所有肢体作

为一个整体运行在一起，头控制身体的活动。当身

体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头知道。同样，这也是基

督的工作，他是头，带领不同的肢体，使它们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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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工作，相互帮助。  

 

一个弟兄可能正在受苦并需要帮助。作为头，

基督告诉身体的其它肢体，为这个病痛中的肢体祷

告。当一个教师正在为一个圣经查考作准备时，他

祷告，基督就带领他。于是，许多见解进入他的头

脑，帮助他教导人。这是基督作为头的工作。  

有时，基督指明了方向，但我们不想按他说的

做。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教会的工作就无法完成。

这里有一个关于一个妇人的故事，她心里有感动，

要给一个贫困家庭一些钱。她打算顺服，但总是忙

于家务。当她把钱送给那个母亲时，时间已经过去

三天了。这个母亲大哭了起来，并且说：“谢谢你，

谢谢你。我们已经三天没有食物了，现在神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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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请求。”  

作为头，基督赐各样的恩赐给他的身体——教

会，提供给它工作所需要的一切。耶稣升天之前，

应许要派圣灵来。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使徒行

传 1-2）。作为教会的肢体，神要我们所有人都接

受圣灵的恩赐（使徒行传 2：38-39）。  

教会必须与它的头——基督合作，这样基督想

要做的事才能够实现。当我们作为教会的成员祷告

时，圣灵将帮助我们认识到基督要我们做的事。  

请你完成  

3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被比作头与身体的关系，这

表明  

a) 教会必须由基督带领。  

b) 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能。  

c) 没有头，人的身体毫无用处。  

信徒就是基督的身体  

藉着他的身体——教会，基督继续着他在世上

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个工作，神赐给肢体各种不同

的恩赐和事工。这些恩赐和事工也可让身体保持健

壮，并帮助它战胜魔鬼。当每个被圣灵充满的肢体，

让基督的生命流淌在他的里面时，教会就因为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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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工作而得到坚固。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恩赐和事工。它们都是我

们的装备，以帮助我们做主的工作。一些是以弗所

书 4：11 中提到的，一些在罗马书 12：6-8 中，还

有一些在哥林多前书 12：8-10 中。阅读所有这些

经文并特别注意以下解释：  

1.  使徒是派来建立新教会的。  

2.  先知宣讲神的道。  

3.  传福音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宣讲

福音。  

4.  牧师像牧羊人看管羊群一样，带领教会。  

5.  教师解释神的道。  

6.  劝化人的叫人亲近神和神的旨意。  

7.  执事意味着给人救济和援助。  

8.  施舍是为传播福音，花费金钱、时间或才

能。  

9.  有权力的人，智慧地管理他手下的人。  

10.  怜悯人的为贫困的人提供肉体上的帮助。  

11.  属神的智慧言语给人忠告或有益的话语。  

12.  知识的恩赐是因着神的带领，为了某个具

体的需要，运用信息和事实。  

13.  信心就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相信神。  

14.  医病的能力是有果效地为病人祷告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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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15.  行异能的能力是超自然的能力。  

16.  说预言的人能建立、安慰或鼓励别人。  

17.  辨别恩赐是否来自圣灵的能力，知道是否

有神的灵同在。  

18.  说各种方言的能力是以一种说话人未知

的语言，藉着圣灵陈述事情的能力。  

19.  翻方言的能力是解释所说方言的意思的

能力。  

当这些恩赐在信徒中发挥作用时，基督的身体

就得到祝福和坚固，神的工作就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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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完成  

4 把恩赐的序号填写在它所能满足的需要的前

面。  

....a 撒拉感到气馁。  

....b 吉姆病情严重。  

....c 罗伯特不理解圣经。  

....d 拉里的家庭需要衣服。  

....e 苏珊想要了解属灵恩赐。 

1）  教导  

2）  鼓励  

3）  医 病 的 能

力。  

4）  怜悯人的  

5 在每个活动的（左栏）前面，把它的直接负责

人（右栏）的序号填写出来。  

....a 感动一个肢体为另一个

肢体祷告。  

....b 鼓励别人亲近神。  

....c 决定圣灵是否要出现在

某个特定场合里。  

....d 赐给教会成员恩赐和事

工。  

....e 给某个信徒一个信息与

基督的肢体分享。  

1）  基 督 作 为

身体的头。  

2）  信 徒 作 为

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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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核对答案  

3 a) 教会必须由基督带领。  

1 b) 哥林多前书 3：9。  

e) 彼得前书 2：4-5。  

4 a 2)鼓励  

b 3)医病的能力  

c 1)教导  

d 4)怜悯人的  

e 1)教导  

2 a 2)房屋  

b 3)身体  

c 1)一个饼  

5 a 1) 基督作为身体的头。  

b 2) 作为肢体的信徒。  

c 2) 作为肢体的信徒。  

d 1) 基督作为身体的头。  

e 1) 基督作为身体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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