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课  

在爱里事奉  

 

凯姆所教的圣经班里来了几个男孩，在教导这

个班的时候，凯姆又遇到了一些麻烦。他为学生们

认真备课，并尽可能地教好这个班。他也努力地研

究他们感兴趣的事，并把它们作为学习内容。但是，

他们仍然常常走神，他们的行为经常与他记忆中男

孩应该有的举止不一样，他们说的事情让人觉得很

无礼。所有这些都困扰着凯姆，但是，他知道主带

领他承担了这份事工。  

一天，凯姆正在读经，并想着他那一班男孩。

当他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他看到耶稣为门

徒洗脚。接着，他在 34 节读到耶稣吩咐给门徒的

新命令：他们要像耶稣爱他们一样，彼此相爱。尽

管凯姆以前就读过这些内容，但现在他以一种新的

方式理解了它们。他逐渐认识到为主工作，不仅局

限于运用他的恩赐，他必须学习爱那些他所帮助的

和一起工作的人们，包括他班上的那群男孩。  

当你学习本课时，你将更多的了解作为一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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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者，你所需要具备的那种爱心。你将了解到这爱

的源头，以及它将为你的生命带来什么结果。  

 

你将在本课学到…… 

爱源于神  

爱是必需的  

爱的结果  

本课会帮助你… 

 描述事工者应该具备的那种爱。  

 解释为什么事工者的生命里需要神的爱。  

 决定向人表达神的爱。  

爱源于神  

目的 1：把事工者应该显露出来的那种爱应用于你

自己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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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需要搜索很多的文字

就能找到神向我们显明的爱。“不是我们爱神，乃

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 4：10）  

没有哪种爱能大过神的爱，天父如此爱人，以

致于舍了他的儿子。子如此爱人，以至于舍了他的

性命。耶稣不是为朋友死，而是为“仇敌”死，有

什么爱能比这更大？“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

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

马书 5：8）  

在路加福音 15；11-24 中，耶稣讲述了一个年

轻人的故事，他挥霍了生命和父亲给他的钱，他的

父亲仍旧等他回家。一天，这个儿子回家了，父亲

迎接他，在儿子到家之前，父亲就看见了他，过去

拥抱他并为他终于回家而高兴。  

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他要我们知道神

对每个人的感情是怎样的。神爱的不仅是漂亮的、

干净的、或是努力行善的那些人。他的爱远远大于

人的爱，因为神就是爱，他爱所有人。  

我告诉你关于一个牧师的真实故事，我叫他约

翰牧师。一些年轻人逐渐参与了他教会的事奉，他

们的穿着是他无法接受的。他让他们来，但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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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真正爱他们，他们太与众不同了。  

一天，当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对他说：“约翰，

你不爱这些年轻人，你只爱那些想和你一样的人，

那些像你自己的人。”  

这让约翰牧师很吃惊，他跪着祷告了很长时

间，不愿承认自己不爱所有人的事实。然而他知道，

那是事实，他确实不爱那些年轻人。他让神改变他

的心，并逐渐接纳了他们。他把神的道教导给他们，

他们又带来了朋友，都在教会里感到了爱。因为约

翰牧师让神改变了心思并通过他爱他们，神的爱也

影响了他们。  

 

神的爱在你的心里，能让你有能力爱那些在罪

里浪费生命的人，让你有能力爱罪人，爱任何人。 

请你完成  

1 用一两句话说明以下各项最清楚地表明了爱的

 84



 

哪个方面：  

a) 罗马书 5：8 中描述的耶稣。  

b) 路加福音 15：11-24 中的父亲。  

c) 叫约翰的牧师。  

2 也许你认识一些与本课描述相象的人，回答以

下问题：  

a) 哪些人是我的仇敌，但我必须爱他们？  

b) 哪些人与我不同，但我必须爱他们？  

c) 哪些人在罪里浪费他们的生命，但我必须爱他

们？  

爱是必需的  

目的 2：  事工者为什么要显明爱，把陈述其重要

理由的句子选出来。  

神给了基督徒一个重大的职责。在马太福音第

五章中，我们读到这样一些话：“你们是世上的

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

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

你们在天上的父。”（13、14、16 节）  

如果事工者的生命与没有得救的人一样，世人

怎能看见耶稣？  

事工者就像一个样品，样品只是真实事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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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分。如果你从一条面包上咬下一口，作为样品，

这一口与剩下的面包完全一样。当世人看到我们，

他们应该看到的是真实事物的样品。有些人将因着

你所代表的来认识神，因此我们必须像神。  

 

当人们看到你的光，他们就会被世上的光——

耶稣所吸引。当他们看到你的爱，他们就会被神吸

引，神就是爱。当他们看到你作的善事，就知道神

在你里面，他们就归荣耀给神（马太福音 5：16）。 

像神并不总是很容易，耶稣在世的时候，对他

也不容易。你的爱将受到试炼，你并不总是想要“走

二里”（马太福音 5：41）。但是，如果你做了，你

就把神的爱彰显出来了。  

当我们被圣灵改变时，我们的事工将改变人的

生命，真爱是有行为的；当我们作好准备，要去看

顾别人的需要时，我们就会去接近那些有需要的

人，爱就流入到有需要的地方。  

我们用下面这句经文来总结上文：“小子们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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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

诚实上。”（约翰一书 3：18）  

请你完成  

3 事工者为什么要显明爱，把以下最重要的理由

选出来。  

a) 世人需要神的爱的样品。  

b) 要爱所有人很困难。  

c) 事工者的爱要受到试炼。  

d) 真爱将把人吸引到神面前。  

爱的结果  

目的 3：  找出基督徒能爱人的源泉和结果的句

子。  

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么他的爱就在我们里

面。记住，这就是说，当神在我们里面时，他通过

我们的行为显明了他自己。只要我们让他显明自

己，他就在我们里面。  

神的爱可以到达仅凭你的爱所无法到达的地

方。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在我们

里面的神的爱也爱罪人。神爱他的仇敌，我们里面

的神的爱也爱我们的仇敌。神爱那些弃绝他的人

（路加福音 23：34），我们里面的神的爱，也爱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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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迫害我们的人（马太福音 5：11-12）。  

所以，爱所有人是可能的。当我们让神的爱藉

着我们流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做到。这个爱是

给你的，它能做很多你自己的爱所不能做的事情。 

请你完成  

4 我们特别需要神的爱，好让我们能够爱那些  

a) 爱我们的人。  

b) 罪人。  

c) 仇敌。  

d) 恨我们的人。  

e) 对我们友好的人。  

f) 弃绝我们的人。  

g) 理解我们的人。  

h) 迫害我们的人。  

圣灵对我们而言，是一份十分奇妙的礼物，圣

灵不是降临到你身上一次以后就走了，而是和你同

住。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

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翰福音 14：

16）  

圣灵住在你里面的同时，要在你里面工作。他

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在你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果

子不是人所具有的属肉体的良善。如果你读加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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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5：19-21，你就能看到属肉体的人是怎样的，

这些结果与圣灵在信徒里面所种的截然相反。  

 

请你完成  

5 阅读加拉太书 5：22-23 和哥林多前书 13：4-7，

回答以下问题。  

a) 哪段经文说明了圣灵所结的全部果子？  

b) 哪段经文描述了至少十五个爱的表现形

式？  

哥林多前书 13：4-7 告诉我们，爱是怎样把加

拉太书 5：22-23 所定义的品质显现出来的，你看

到了吗？爱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事工者而言，显明

神的爱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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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时，“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

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叫万物各从其类（创世记

第 1 章）。对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而言，这也

是真理。他建立了属他的类别，并把这类别建在我

们心里，让我们有能力去爱。  

 
请你完成  

6 按照哥林多前书 13：2，事工的恩赐  

a) 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  

b) 与爱无关。  

c) 不重要。  

7 选出正确的陈述。  

a) 事工的恩赐被列举在加拉太书 5：22-23 中。 

b) 如果我们十分努力，我们属肉体的良善，

能够让我们爱别人就像神爱他们一样。  

c) 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工，叫我们能够有神一

样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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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4 b)罪人。  

c)仇敌。  

d)恨我们的人。  

f)弃绝我们的人。  

h)迫害我们的人。  

1 a 爱那些仍然是罪人的人。  

b 爱那个挥霍了所有自己所得的儿子。  

c 爱那些与他不同的人们。  

（你的用词可以不完全一样，你表达的意思应

该是相似的。）  

5 a 加拉太书 5：22-23。  

b 哥林多前书 13：4-7。  

2 你自己的回答，我希望你能寻求主来帮助你，

爱所有你所列举的人。  

6 a) 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  

3 a) 世人需要神的爱的样品。  

d) 真爱将把人吸引到神面前。  

7 a 错。  

b 错。  

c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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