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课  

做一名事工者  

 

凯姆发现自己可以成为主的一名工人，为此他

很喜乐。当他研究圣经、花时间祷告并寻求主的过

程中，圣灵向他显明怎样才能服事别人。  

他被请到一个病人的家里为病人祷告。当他祷

告的时候，感到了圣灵宝贵的膏抹与同在。一个星

期以后，他为一个发烧的孩子祷告，这个孩子痊愈

了。一个主日，他和另一个信徒一起工作，这个信

徒每周到附近的一个城镇讲道。他带领这里的信徒

唱歌，并且和他们一起分享神为他们所成就的事

情，另外他还教导一个全是男孩的主日学班。  

当想到神怎样为他的工作赐给人恩赐时，凯姆

很受鼓舞。现在，凯姆已经认识到他可以成为一名

工人，但是对于他应该是什么类型的工人，以及应

该怎样培养他的恩赐，他想知道的更多。  

也许，你也想对这些事情有更多的了解。当你

学习本课时，你会明白圣经所谈论的关于成为一名

事工者的话语。而且，对于怎样培养你的事奉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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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找到更多的相关内容。  

你将在本课学到… 

效法基督  

培养你的恩赐  

本课会帮助你… 

 描述事工者应该具备的品质。  

 说出几件能帮助你培养事奉恩赐的事情。  

 决志成为能被神使用的人。  

效法基督  

目的 1：  把事工者应该具备的品质，与相关经文

实例相搭配。  

作一名仆人  

当耶稣住在人们中间时，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圣经表明他是一个非常关心百姓及其需要的人，是

一个无私的人。  

在马太福音 14；13-14 中，我们看到，当耶稣

听说施洗约翰被杀的时候，他很伤心。耶稣想独自

一人，但是众人跟了过来。当他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责备他们了吗？他说他想独自一人了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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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怜悯他们，来到他们面前，

治愈其中有病的人。他成就了父的旨意，尽管他很

忧伤，甚至还很疲倦。同样，事工者也不总是能够

做成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是主的仆人，一个仆人

要作他主人要他做的事。  

我们在约翰福音 13：1-17 中看到，耶稣给服

事他的门徒洗脚。当耶稣洗完时，他说：“我是你

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

彼此洗脚。”（14 节）。要成为一名成功的事工者，

我们必须“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

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

音 20：28）  

请你完成  

1 阅读约翰福音 13：1-17，在  16 节中，用一两

句话写出耶稣要门徒明白一个什么道理。  

圣灵的果子  

当我们效法基督时，他的品质就会显现在我们

的生命中。圣经把这些像耶稣的品质称为“果子”。

被圣灵充满的人，有责任确保圣灵的果子显现在他

或她的生命中。  

神不仅给了我们事奉的恩赐，而且也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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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的能力，好让我们成为可以事奉的人。人们可

以靠我们的恩赐得到帮助，也可能被我们人品所阻

碍。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要让骄傲的思想使得我们

不能参与事奉。  

 

以下的学习中，我们要讨论罗马书 12：9-21

中所列举的一系列圣灵的果子。所选择的这段经文

将帮助你对为主工作有更多的认识。它表明了事工

者必须是怎样的人。列举的这些果子也是针对我们

的。  

在列举这一系列果子时，我们使用了有助于我

们认识圣经信息含义的词语。你可以通过学习这个

列表、为你自己的生命祷告并请求圣灵的帮助，帮

助自己成为一名工人。不要因为自己的生命不完全

而泄气，没有哪个工人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可以在

爱基督、事奉基督的过程中，变得像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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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者应该… 

  爱人不虚假。  

  厌恶邪恶。  

  亲近良善。  

  爱其他信徒。  

  尊敬别人。  

  不懒惰。  

  灵里火热。  

  服事主。  

  喜乐。  

  在患难中忍耐。  

  恒切祷告。  

  分享自己的所有。  

  为贫穷的人敞开家门。  

  祝福那些受到逼迫的信徒。  

  与哀哭的人同哭。  

  同等地关心所有人。  

  不要骄傲。  

  接受卑微的事。  

  不要过多地考虑自己。  

  不要以恶报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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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作众人以为好的事。  

  尽力与人和睦相处。  

  给你的仇敌食物。  

  给你干渴的仇敌喝水。  

  以善胜恶。  

如果每个信徒都这样效法基督，我们的教会将

是怎样的美好！  

请你完成  

2 阅读以下经文，把它们（左栏）与分别例举的

品质（右栏）相搭配。  

....a 约 翰 福 音 11 ；

32-36 

....b 使 徒 行 传 16 ：

22-25 

....c 腓立比书 4：14-16

....d 启示录 1：9 

1）  患难中忍耐。  

2）  与他人分享自己

的所有。  

3）  与哀哭的同哭。  

3 刚才学习的这一系列品质，在你的生命中也体

现出来了吗？把你具备的品质标出来。  

培养你的恩赐  

目的 2：指出培养自身恩赐的例子。  

我们不能总是很准确地认识到神赐给我们的

 61



 

每个恩赐，但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神的带领。我们一

直都知道，我们的恩赐对我们是有益的。任何人感

到他能把工作作好时，他总会作得更好。我们还知

道，神给我们的恩赐可以与我们天生的才能毫无关

联，我们可能作哪些事工呢？  

 

发现你的恩赐  

圣灵可以让胆怯的人放开胆量。让你的生命和

才能顺服神，你会乐意去教会事奉。不要害怕新工

作，尤其当你感到神要你作这些事时。不要强迫你

自己作新工作，而是要让圣灵带你进入某项事奉。 

你可能从教会长老或领袖那里得到一句话，它

可能会帮助你了解你的事工。通常，那些作带领工

作的、事奉主的人，能够感觉到其他人的事奉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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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是否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恩赐，还是你是

否仅在事奉神的时候感到圣灵的催促，你要知道你

肯定拥有一份事工。还要知道，你在事工的时候会

得着圣灵的帮助。  

请你完成  

4 在发现你恩赐的过程中，你最好  

a) 把注意力集中在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的那

些事情上。  

b) 尽量做那些你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c) 尽量做那些圣灵带领你去做的事情。  

重视你的恩赐  

你的事工是神给你的恩赐，你要保持对它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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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这并不是说你要骄傲，骄傲是对自己考虑得太

多。重视你的恩赐是要认识到神把它给了你，你要

因着它归荣耀给神。  

在教会里工作的人，经常可以从他们的工作对

象那里得到赞美。赞美让人感觉很好，我们都喜欢。

但是，魔鬼可能会用它来击败我们。我们不能把荣

耀归给我们的事奉，它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重视

恩赐，但不能因为有这个恩赐就赞美我们自己。我

们必须时刻记住，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领

受的（哥林多前书 4：7）。  

运用你的恩赐  

在罗马书 12：6 中我们读到，在运用恩赐的时

候，要按照我们所拥有的信心的程度。如果那恩赐

是说出从神而来的信息，那么应该只作这些。正如

我们被告知去找到自己的事工或恩赐，然后运用

它。  

我们已经看到，一旦找到事工方向，就有两种

方式可以用来培养我们的事工，操练我们自己的信

心和学习。我们要学什么？想一想你的恩赐。如果

你是讲道人，那么你的首要责任是了解这道的内

容。这个知识的长进，要靠虔诚的阅读和认真的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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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完成 

5 根据哥林多前书 4：7， 

a) 所有的恩赐都一样。 

b) 我们的恩赐来自于神。 

c) 我们能够渴求神的恩赐。 

神的灵是你的帮助（约翰福音 16：13）。求他

把这道真正的意思教给你，好让你能教导真理。你

可以使用圣经和有关圣经的书籍。但不是所有有关

圣经的书籍都讲述真理。如果一本书教导的与圣经

不一样，就不要用它。 

教会中的任何工作都应该是属灵的事奉。第一

批执事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尽管他们的工作是看

管分派给寡妇们的资金。每个工人都被圣灵充满，

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因此，你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来培养你的恩赐：

操练信心、学习、祷告，以及运用你的恩赐。这也

是保罗的意思，他说若恩赐是教导，你就当专一教

导；若恩赐是执事，你就当专一执事；若恩赐是施

舍，你就当诚实（罗马书 12：6-8）。要运用你的

恩赐，因为给你的恩赐是要基督的身体得益处的，

所以如果你不用，基督的身体将受苦。操练你的恩

赐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但它将祝福整个教会并让

你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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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鼓励他要用自己的恩

赐：“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

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提摩太后书 1：6）我

们也要让自己的恩赐保持活力。 

 

请你完成 

6 当保罗说：“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罗

马书 12：7），他的意思是 

a) 运用你的恩赐。 

b) 教导是最重要的恩赐。 

c) 所有人都应当教导。 

你拥有什么恩赐不比你用它们更重要。每个恩

赐都能为基督的身体事奉生命，因此要运用你的恩

赐！ 

请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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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把每个描述（左栏）与培养恩赐的步骤（右栏）

相搭配。 

....a 梅布尔有怜悯人的能力。因此，她

寻找贫穷的人并找到帮助他们的

实际方法。  

....b 亚瑟对教导圣经很有兴趣，尽管他

从未教过。因此，他预备自己，并

尽力教导他教会里的一个班。  

....c 简赞美并感谢主，因为她能够鼓励

其他人与主同行。  

....d 唐纳德有施舍的恩赐，因此他经常

把他能够给予的帮助分给需要的

人。  

1）  发现 

2）  重视 

3）  运用 

发

现

重

视

运

用

8 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事工者。 

   在笔记本上，临摹下面这个表

格。然后，把你所拥有的恩赐和

你受吸引的恩赐填写出来。在每

个有关这个恩赐或事工，你应该

采取的步骤下面画 X（复习第三

课，提醒自己有哪些恩赐），给出

一个范例。 

 

 

 

 

 

 

我所拥有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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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神的信息  
 X  

    

    

我受吸引的恩赐     

传福音  
X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前五课的学习，要预备回

答第一部分的学业报告。复习 1-5 课，然后按照学

业报告的说明填写答卷。然后，把你的答卷交给指

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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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5 b) 我们的恩赐来自于神。  

1 你的回答应该如下：耶稣要指出的是，正如没

有哪个门徒或仆人比他的先生或主人大，作为

他的门徒，他们也不能比他大。因此，他们应

该效仿他。（你的回答可以不同，但中心思想

应该一样。）  

6 a) 运用你的恩赐。  

2 a3) 与哀哭的同哭。  

b1) 患难中忍耐。  

c2) 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所有。  

d1) 患难中忍耐。  

7 a3)运用  

b1)发现  

c2)重视  

d3)运用  

3 我希望你能标出好几个。向神祷告，神将帮助

你把他们运用出来。  

8 你自己的回答。我希望你在笔记本上画的这个

表，能帮助你看到你能培养的新的恩赐，还能

帮助你看到坚固恩赐的方法。  

4 c) 尽量作那些圣灵带领你去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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