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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是否所有的人都应给于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那一 人是应该先得到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帮 别人有 什么限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那 教会以外的人是否也应该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帮 贫困的捐献应从何处得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应在什么时候捐献 (参 林前 16: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解释 教导造就 的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们可在那 教导造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神如何得到赞美，荣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谁是教会之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教会工作的目的何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教会是属于世界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 教会涉入政治、商业化等等都 能  神的什么相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九讲: 

教会的工作 
教会 什么要 在?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工作又是什么? 要找出 问题的答

案, 有从 神的话语中才能找出来. 

首先， 们应 注意的是，教会并 是利用来开 学校和 院的，他也 是商业化

的组 ，更 是以印 及贩 书籍来赚钱. 虽然 业都是 的，而 基督徒也可以

投身于 业 ，但是 却 应该是教会的工作. 许多宗教组 都 视 活 ，而

又一 离了 神真 的目的以及他要其子民所作的工. 

们翻开圣经， 们将发现到教会的工作有 方面，就是宣扬福音，帮 那 极

需要帮 的人以及教导造就教会. 

(一)  宣扬福音 

基督死而复活，在 升 之前，他告诉众使徒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

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 ，给他们施洗，凡 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就

常 你们 在，直到世界的 了. ( 28:19,20).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 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 洗的必然得救， 信的必被定罪. (可 16:15,16). ，保罗

勉励年轻的传道人提摩 说: 要传道; 无论得时 得时，总要 心，并用 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 人、 勉人. (提 4:2). 经中 有许多经节 样教导，但

基 耶稣基督要其门徒将福音传扬出去. 

使徒时期，教会行 什么呢? 门徒们都按着基督所吩咐的去行，他们所教导的是

的话语. 比如说: 在使徒行传中就有许多关于 一类的 情，在所有 例中，传道者

都 先将 的 意告诉他们，请参看使徒行传第 ，八，九，十及十六章. 应 谁去负责

传道和教导呢? 基督徒在耶路撒冷遭 大逼害时，经 么记载: 那 分散的人往各

处去传道. (徒 8:4). 

有，他们所教导的是什么? 请你再次 读使徒行传中各个 的 例，你将可以

明 . 简 来说，他们是教导基督的神 ，一个人 怎样行才能得救? 教会的 要 ;敬

拜的方式，基督徒生活的 要等等. 保罗总括而说: 因 十 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

愚拙. 在 们得救的人却  神的大能 (林前 1:18). 

基督吩咐门徒必 要按照他的话去做. 关于 一点，保罗也说一个人的信心是听了 

神的话而产生的 (罗 10:17). 基督又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 你们得以自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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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然而人 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怎能

听见呢? (罗 10:14). 都说明了人是失落的(罗 3:23; 6:23). 故  神的爱必定要

被广传 (罗 5:8)，来证明世 有一位救 (约 3:16). 时通过 服 神，人从罪中得救 

(罗 1:16,17; 可 16:15,16)，那 忽略了或 听从 神 意的人将会失落 (帖  1:7-9)，

故  神的话必定要传. 

( )  帮 贫困的 

圣经中有许多例子证明教会是关心那 需要帮 的.在使徒行传 章四十五节 们

读到: 并 了 产、家业，照各人所需要的分给各人. (徒 2:45). 然是心甘

情愿的捐出来的. 们也可以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读到说希利 话的犹 人向希伯来人

发 言，因 在 的供给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于是使徒门 众门徒来，并从他们中间

选出七个人派他们管理 . 

我们也读到保罗去耶路撒冷帮助那里的贫困圣徒，他说: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

去,供给圣徒. 因 马其顿和 该 人乐意凑出捐 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罗

15:25,26). 所以保罗写给哥林多的弟兄说: 论到 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

众教会，你们也 怎样行.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 抽出来留着，免得

我来的时候现凑. (林前 16:1,2). 

谁应 得到援 ? 然是在教会中那 的确需要的人，就是指基督徒 中贫困的、

年长的、寡妇、孤儿及紧急 件等等. 们读到: 所以有了机会就 向众人行善. 向信

徒一家的人更是 样 (  6:10). 但可 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帮 的， 们从提摩 前书

第五章了解到一个人也 有 他 人无法自立，无亲戚救济并 是忠实的基督徒，他或她

才能得到救济，所以教会必 有所 别而 能随便帮 任何一个提出要求的人. 

是教会中贫困的信徒应该救济，就是所有在患难中的人也应该给予援 . 但除

非教会 么做是有其目的，请阅读雅各书一章 十七节及第 章， 是教会把福音传达给

人的一种方法. 

但是要从那 得捐款来行 一类的 呢? 都是各基督徒心甘情愿的捐出来

的 (林前 16:1,2; 林 9:6,7)，意思是说，如果基督徒 愿意奉献，教会就没有能力来

帮 那 需要接 帮 的人. 

( )  教导造就教会 

教导造就的意思是指建立、坚强、鼓励及帮 教会中各 内 工在灵 长 . 但

要怎样的教导呢? 就是通过 神的话语，各弟兄姊妹间的连契，从 于敬拜、互相帮忙、

善行、爱心等等 (参看徒 9:31; 罗 14:19; 林前 8:1; 帖前 5:11; 林前 14:26; 林

12:19; 弗 4:12). 

总括而论，许多人会诧异教会怎么可以 需要一个世界 的组 来 行 ，也

必设立一个人作 教会之首或设立特别基金，而唯有依靠基督的话去行才是最好的，也

有 们奉行父的 意才能赞美、荣耀他，也合乎教会在今日的目的. 基督是教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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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各地方聚会，甚至于各 内 工都应 其 份， 有 各基督徒 其能力，教会才能

作应做的 . 

宣传福音、帮 贫困和教导造就教会中每一份子，其目的都是 了拯救人的灵魂直

到世界 了，使 父神能因 得到赞美，并 教会也 是行 情才是. 政治的涉入、

教会搞商业化或使教会 社交的团体都 能  神的话语相称. 基督的教会是属于灵

的身体，是在世界 但 属于世界，是 服 神及帮 世人，是保持纯洁及神圣，是

儆醒帮 所有的基督徒及荣耀创造万物之神. 就是 的教会，他的工作及使命. 

************************** 

问 题（九〕 

请写出 列 确的答案 

1. 的教会并 是一个怎么样的组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许多宗派教会 了赚利而投入 的 业，他们是否已经犯 了错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教会的工作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在马 福音 28 章 19,20 节和马可福音 16 章 16 节 所给的大使命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期基督徒 逼害四散各处作 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他们传 什么道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信心是如何产生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什么能使人得自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人是怎么样得救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谁将会失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教会是否也关心那 需要帮 的人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帮 在耶路撒冷的贫困圣徒是谁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