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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试炼发挥潜能，迈向成熟  
    
 
耶和华啊，求你察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

心肠。（诗 26:2）   
 
可以说生命中几乎每时每刻都是试炼。但我们也

会经历长久的试炼，在这样的漫长时间里，如果我们

保持警醒，神就会赐给我们力量通过考验。雅各书中

警戒我们作领导将会比作跟随者经历更大的考验、更

多的试炼和更严的审判（雅 3:1）。  
 

试炼无处不在。在学校中每天也有测验。物件要被测试；产品设

备在售出前要检查；新车的每一个部件都需要经过彻底检验，测试其

安全性能。同样，要试炼领导时，神会将他们放在严峻的环境中，察

看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这样的试验造就我们成为更好的领导。  
 
圣经中提到的所有被神大大使用的领导都经历过试炼。他们中有

些要通过漫长的考验。亚伯拉罕、摩西、约伯、大卫、撒母耳和保罗

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常常会遇到信心的试炼，考验他们是否在任何

环境下都能够信靠神。无论强敌逼迫，无论前途看似渺茫，无论应许

迟迟不实现，无论亲友背弃，孤单无援，他们是否还会信靠神，顺服

神？他们是否为了神国度的缘故而甘冒所有风险？  
 
试炼也会出现在动机的层面。他们是否能忠心侍奉神，即使无人

注意？他们是否愿意在暗处，在困难而孤单的地方侍奉神，即使无人

喝彩？他们侍奉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  
 

4.1 课   试炼的目的  
本节目标  
4.1.1 阐述试炼的目的，并在自己的生活中查验这样的目的   
 
4.2 课   试炼的定义及试炼的祝福  
本节目标  
4.2.1 识别并解释在领导生活中真正试炼的构成因素   
 
4.3 课   领导成长中的十大试炼   
本节目标  

4.3.1 认识并描述能使领导成长的十大试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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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炼的目的  
 
如果我们的生活太过惬意，我们可能就会变得懒惰，

不思进取。信心是在试炼中长进的。在试炼中我们学习

完全信靠神，这样我们的灵魂才能停泊在神那里，他是

我们信仰的根基。  
 

约瑟的故事是关于信心受到严峻的生活考验的故

事。虽然遭弃绝，虽然被诬告，虽然身陷囹圄，但约瑟

的信心却日益加增。约瑟的经历启示我们试炼对于造就

卓越的基督徒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创世记中仅用了三章

的内容讲述世界的创造，却花了十三章的内容描述如何

打造约瑟成为神能够信任并使用的重要领导。例如，早

在约瑟幼年的时候，神就将一些异象灌输在他的心里（创

37）。神已经做了记号，要使用约瑟来成就大事，但这梦境成真的过程

却漫长而艰苦。  

4．1 

课 
4.1.1 
本节目标   
阐 述 试 炼
的目的，并
在 自 己 的
生 活 中 查
验 这 样 的
目的。  

 首先，作为 受雅各宠爱的儿子，约瑟自然被弟兄们忌恨。约瑟

把他的异梦讲给哥哥们听，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他这样做显然不

是出于亲情友爱的原则。当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作奴隶，被带去陌生

的国家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原来的梦成了遥不可及的回忆。在约

瑟的脑海中不再是弟兄们向他下拜的图景，在他的想象中他可能看到

的是暴戾的工头，稍有悖逆便遭毒打。  
 

约瑟现在面对的是 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他是要放弃对神

的信仰和神赐的异象，还是紧紧抓住以色列的神和他所有的应许？苦

难和逆境如重担压肩，它会嘲弄我们：“神能靠得住吗？梦想迟迟不至，

无异于镜花水月一场空！”但是约瑟却没有沉陷在苦毒中。通过长年累

月的试炼，约瑟锻炼出仆人的品质、自我控制的能力和对苦难的忍耐。 
 
约瑟在波提乏手下学会辛勤做工。曾是家族中的宠儿，现今却学

习如何做好一个仆人的工作，顺服掌权者。在神赐他权柄发号施令之

前，他花了很多年学习如何听从命令。在神给予他领导地位之前，他

懂得了做追随者的重要性。约瑟在波提乏家中锻炼了自制的能力。他

认识到撒但会寻找弱点来攻击神的儿女。 困难的挑战可能莫过于在

私人生活方面的试炼。比如说当我们一个人坐在连入互联网的电脑前，

我们会怎样处理所面对的试探。如果我们在暗处、在私人的事上都无

法让神放心，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神在明处、在公开的事工上信任

我们？约瑟是一个英俊的青年，远离双亲，寂寞孤单。他若从了主人

的妻可能意味着他将会获得自由，但约瑟拒绝了这妇人的示爱。他在

 53



神的帮助下脱离了性试探，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这样勇敢的自我约

束行为却使他身陷囹圄。  
 

1  神让约瑟在波提乏家中作仆人服事他人可能出于那些目的？  
 
约瑟成了一个无辜的囚徒，但他却学会了信靠和忍耐。虽经历诸

般考验，他却始终能够仰望神。约瑟相信神的手一直在掌管他的生活，

尽管他的境遇看起来是另外一回事。他所经历的试验既漫长又严峻，

但因着他在整个考验的过程中对神忠心，神将他放在一个重要的领导

位置上，约瑟的梦 终成为现实。  
 

2 .  找出一个近期你所遭遇的苦难，列出你从这遭遇中所学到的神要让你明

白的功课，或是其他经验教训。  
 

 

试炼的定义及试炼的祝福  
 
对领导方面来说，试炼是一种机会，可以挑战领

导是否成熟，并在信心和顺服里成长。基督徒领导所

遇到的每一个试炼都会显示出他们的内在状况和仆

人心志。一位领导的行动是建立在三种心理状态中的

一种，他的内心状态决定了自己的行为或反应，这三

种心理状态可被描述为：内在贫乏（ Inward Poverty），
内 在 停 滞 （ Inward Plateau ） 和 内 在 前 进 （ Inward 
Progress）。  

 
如果你不能信靠神和顺服神，这时你便处在我们

称为“内在贫乏”的状态中。有时遭遇试炼时会显示出自己不成熟，

生命的长进受到了阻碍，你的言行都是出自“内在停滞”的状态，这

时便表明你的生命需要成长，因为很明显你的属灵领导力在一个平庸

的状态中。第三种状态被称之为“内在前进”，这就是我们渴望追求的

状态。信仰成熟和持久顺服是内在前进状态的鲜明特色（备忘录二：

Million Leaders Mandate 2003， 3）。  

4．2 

课 
4.2.1 
本节目标  
识 别 并 解 释
在 领 导 生 活
中 真 正 试 炼
的构成因素。 

 
3 解释试炼在领导生命中启示出的三个内在状态。  

 
亚伯拉罕曾经受考验，神的心意是要考察亚伯拉罕内心的状态。

在创世记 22:1-2、 9-13 和希伯来书 11:17-19 对此事的评论中我们可以

看到这个事件的记录。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为祭，就是亚伯拉罕在

漫长等待中得来的应许之子。尽管神告诉亚伯拉罕要献以撒为祭，亚

伯拉罕却依然信靠神。这就是亚伯拉罕面对的考验，而他也顺利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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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这个考验，证明他在顺服和神的主权这方面不再有问题。  
 
大卫，一位以色列 伟大的君王，在他一生的时间里也承受了诸

多的试炼。我们从他的诗中可以看见他对考验之必要性的领悟和理解： 
 
……公义的神察验人的心肠肺腑（诗 7:9）。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

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诗 17:3）。  
 
耶和华啊，求你察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诗 26:2）。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

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 139:23-24）。  
 
试炼是有益处的，领导应当欢喜地接受试炼，因为它会直言不讳

地告诉我们其他朋友不能或不会告诉我们的事实和道理。使徒保罗在

信的末尾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很严肃地写道：“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

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吗？”（林后 13:5）。再想想雅各告诉我们的，无论试炼在

当时是怎样的困难，但从试炼中得到的结果却是有益的：“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

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

1:2-4）  
 
试炼是灵命塑造的工具，它会锻造我们成为神使用的器皿。然而

我们所有人在真正明白神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或要我们做的事情之前总

是需要学到功课和教训，而且不止一次。也就是说，我们在承担领导

这个职责时可能会经历数次的失败。当一个敬虔的领导遇到失败时，

我们需要知道灵命塑造仅仅是造就卓越的基督徒领导过程中的第一

步。一位领导遭遇失败，我认为可能并不是因为品质个性方面的缺陷

（我们常常会归咎于此），而是因为缺乏技能培养。基本领导技能的学

习是必不可少的。要想在这方面有长进就需要有持之以恒的每日成长

计划。老练的领导就是通过这样每日长进而锻炼出来的。有能力的领

导通过书籍中、磁带和其他资源使沟通、社交、动机、态度、团队协

作、困难排除以及矛盾解决等各项技能得以长进。  
 

4  灵命塑造和技能培养有什么区别？  
 
那么，若一位领导想要为神国度建立影响深远的事工，他就要竭

力将敬虔的品质和领导技能融入到一个集中的战略事工计划中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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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神对自己的旨意，不要陷入无穷无尽的活动中。或将自己全心投

入到能够 大程度发挥影响的工作中去。每个人都要学会通过培训、

装备和开发其他的带领者，使一个人的影响可以得到倍增的效果。将

重点放在有计划的塑造上，结果就会得到多重效果。  
 

 
欧文·派特修  （Erwin Patricio）的故事  

 
道格·卡特（Doug Carter， EQUIP 机构高级副总裁）在他的《大

人物》（Big Picture People）一书中讲述了欧文 .派特修的故事。这故事

阐明了迈向成熟的领导之路需要的关键因素。以下是卡特书中的一些

节选（ 2000, 33-34）。  
 
欧文·派特修曾是赫诺奥哈姆族（ Tohono O'odham，也被称为巴巴

哥人）的部落成员。这是一个约有一万人的北美印地安种族，住在亚

利桑那州南部沙漠中保留地。  
 
欧文三十岁的时候有了一个众人皆知的名号，“保留地酒鬼”。他

六年级辍学，开始酗酒，一无所长。但在一个炎热的下午，一位宣教

士来他家中拜访。欧文对宣教士的信仰嗤之以鼻，甚至威胁说如果宣

教士再敢来他的小土屋就杀了这位宣教士。尽管面对死亡的威胁，宣

教士还是坚持拜访欧文。很快欧文被邀请到一个很小的印地安教会中，

在那里他归向了基督。借着福音的大能，欧文经历了奇妙的改变。旧

的东西都已成为过去，一切都是新的了！几周之后，欧文确信神呼召

他传福音，他便向新墨西哥州一所有名望的神学院申请入学。神学院

的登记员疏忽，居然没有注意到欧文连中学都没有上过，便登记准许

他进入大学一年级。要知道我们这位印地安朋友小学六年级就辍学了！

四年之后欧文毕业了，而且还是作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他

毕业之后不久我就听到了欧文的讲道。当我第一次听见他的个人见证

时，我强烈感觉到圣灵指引我问他是否愿意祷告后考虑我这边的北美

印地安青年学校担任牧师职位。他几乎马上就接受了这个挑战，把家

人接到了西南印地安学校。  
 
欧文常常和我数个小时在一起祷告并讨论事工的事。他的属灵生

命很有深度，我非常喜爱并欣赏欧文，敬佩他对基督的委身，对神话

语和祷告的投入，对失丧者的负担以及对影响人生命的热心。他很有

基督的品质，但被赋予领导职责时，他又常常会遭遇失败。我注意到

他的挣扎，这也提醒我仅有纯全的品质和对主的热爱并不足以造就有

效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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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欧文深谈几次之后，我决定承担对欧文的辅导责任。我们肩

并肩地事工，一同走过一段不可思议的事工路程。几年之后，我的一

位亚特兰大朋友凯文·迈尔斯（Kevin Myers）牧师同我分享了一个领

导成长模式，可以很好地描述我与欧文的这段事工路程。凯文牧师用

棒球场地来形容，场地上的各垒表示领导成长中的三个阶段：“呼召”

是本垒，品质是一垒，团队是二垒，能力是三垒。  
 
欧文在一垒上是个强者，但如果一直停留在一垒上，他对神国度

的事工所能做的贡献就非常有限。我则尽力引导他进入二垒。他努力

改进自己的沟通技能和人际技能，发展远景塑造、团队建设和矛盾处

理技能。尽管在这一段中他的各项技能得到长进，但又出现一个新的

问题。他陷入各式各样难以数算的事工中，自己都搞不清方向了。他

不是专注于有限的几件事情并把它们做好，而是被四十多项事宜缠身，

一项都没有理出头绪。  
 
这时我开始和欧文讨论三垒的问题。他需要走上三垒，也就是一

位领导应当建立自己的立场、设置优先次序、从方方面面的涉猎到具

体方面的成就，以神所启示的策略为基督和神的国度做工， 大程度

地影响别人，不是专注于事工的成功，而是看重事工的意义。他不能

仅仅做一个实干者，还必须成为一个开发者去开发别人。（Carter 2000, 
33-34）。  

 
5 .  解释在欧文·派特修的故事中关于领导成长的三个“垒”。  
 
 

关于试炼的五定律  
 
如果想要寻求在基督里的长进，每一位牧师都应当欢迎这五个定

律：   
1.  我们在成长的每一阶段中都要经历试炼。   
2.  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胜过每个试炼。  
3.  试炼会带来提升。   
4.  自我提升和被人提升无法取代神的提升。  
5.  正如产品在使用之前必须检验一样，我们也都需要经历试炼。 

 
有时直观的图示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理解，下面这幅图可以让我

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试炼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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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成长中的十大试炼  
 

有句老话是不错的：值得拥有的东西就值得你去

努力。显然，领导的预备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会有

漫长的等待，会有痛苦的时刻。这里列出了我们要成

为杰出的仆人式领导可能会遇到的十类试炼（备忘录

二：Million Leaders Mandate2003， 5-7）。如果我们知

道每一类试炼背后的目的和圣经的基础，我们通过考

验就会更加容易。神有计划和安排，我们所的遭遇的

试炼绝不会出乎他的意料，他掌管一切。  
 
 
1、  信心试炼。这样的试炼发生在小的事情上，

为要考验我们是否忠心，是否有潜力被神用在更大的方面。  

认 识 并 描 述
能 使 领 导 成
长 的 十 大 试
炼。 

4．3 

课 
4.3.1 
本节目标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

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弗 5:15-16）  
 
人在 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 小的事上不义，在

大事上也不义。（路 16:10）  
 
2、  动机试炼。这是当一个人在做正确的事情时所受到的试炼，

用于检验其行为动机。  
 

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

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伯 1:9-11）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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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

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太 6:5-6）   
 

6  为什么在小事方面的试探对领导来说有可能 困难的试炼？  
 
3.  管家职分的试炼。这样的试炼是要考验我们在处理我们所管

理的资源时有多少谋略，有多么慷慨。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

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

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

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

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

的，也是这样。”   （路 12:16-21）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太 25:21）  
 
7  解释管家职分的试炼以及你这方面接受过怎样的试炼？  

 
4.  旷野试炼。这样的试炼是要显出我们属灵方面的干渴，揭示

出我们要改变并成长。  
  
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

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

吗哪赐给你吃，是要苦炼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申 8:15-16)。  
 
5.  诚信试炼。这样的试炼是要显明我们的品质，考验我们在压

力下是否会妥协。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

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上

16:7）  
 
后来矶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

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

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

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加 2:11-13）  
 
6.  权柄试炼。这样的试炼是要揭示你对神赐下权柄所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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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是否愿意服从。  
 
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

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对跟随他的人说：“我

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

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

罗。”（撒上 24:4,  6-7）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

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

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加 2:6-7）  
   
7.  宽恕试炼。这样的试炼是要考验我们是否能够甘心情愿地宽

恕他人的过犯。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

叫众人沾染污秽（来 12:14-15）。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可 11:25-26）   
 

8  什么是宽恕试炼，你何时经历过这种试练？  
 
8.  争战试炼。这样的试炼是要考验我们争战的能力，是否能为

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是否能胜过面对的任何逆境。  
 
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出 13:17）  
  
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

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耶 12:5）  
 

9  什么是争战试炼，为什么这样的试炼非常必要？  
 
9.  时间试炼。这样的试炼是要显出你对神赐下的机会有怎样的

回应，以及你是否委身，忠心事奉直至神所交托的任务完成。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

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斯

4:14）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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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西门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路 5:4-6）。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

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书 1:8）。  
  
不要让这些试炼使你灰心丧气，以致无法完成神对你在领导方面

设立的计划。要让这些试炼点燃你内心深处的热情，不断祷告，恒久

忍耐，就必迎来胜利。  
 
10. 基督主权试炼。这样的试炼通常会出现在你的优点和长处的方

面。  
 
你会发现，对于你能靠着自己能力做的事情，你会很难去信靠神。

这显示出你内心的回应，就是在你生命中是谁或是什么才有决定性的

权柄。在下面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于彼得这样一个

有经验的渔夫，耶稣的指示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但尽管这样，彼得还

是遵行了。彼得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都交在耶稣的权柄之下，降服于

这位生命的主。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

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

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

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路 5:4-7）  



   自我测试   
 
请在 佳答案的前面画圈： .   
1.  下面哪一项是约瑟在波提乏家服事时学到的？   
a)    他学会了辛勤做工。   
b)    他锻炼了自制能力。   
c)    他学会了在逆境中仰望神。   
d)    以上三个方面他都学到了。  
 
2.  下列哪一个选项不是领导被试炼的结果？   
a)    内在忏悔。   
b)    内在平稳。  
c)   内在贫乏。  
d)   内在前进。  
 
3.   在凯文·迈尔斯棒球场的举例形容中第一垒是什么？   
a)   团队。   
b)   品质。   
c)   能力。   
d)   沟通。  
 
4.   动机的试炼   
a)   考验我们的忠心和潜力。   
b)   考验我们如何处理所管理的资源。   
c)   考验我们出于什么原因做这件正确的事情。   
d)   显示我们的品质。   
 
5.   诚信试炼   
a)   考验我们如何处理所管理的资源。   
b)   显示我们的品质。  
c)   考验我们的忠心和潜力。   
d)   考验我们出于什么原因做这件正确的事情。   
 
6.   管家职分的试炼   
a)   显示我们的品质。  
b)   考验我们的忠心和潜力。   
c)   考验我们如何处理所管理的资源。   
d)   考验我们出于什么原因做这件正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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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旷野试炼   
a)   显出我们属灵方面的干渴，揭示出我们要改变并成长。   
b)   考验我们的忠心和潜力。   
c)    揭示我们对神赐下权柄所持的态度，我们的心是否愿意顺

服。   
d)   显示我们不会很容易生气。   
 
8.   宽恕试炼   
a)    揭示我们对神赐下权柄所持的态度，我们的心是否愿意顺服。  
b)   显出我们属灵方面的干渴，揭示出我们要改变并成长。   
c)   考验我们的忠心和潜力。   
d)   显示我们不会很容易生气。   
 
9.   小事上的试炼   
a)   显出我们对神赐下的机会有怎样的回应，以及我们是否委身，

忠心事奉直至神所交托的任务完成。   
b)   考验我们的忠心和潜力。   
c)   揭示我们对神赐下权柄所持的态度，我们的心是否愿意顺服。 
d)   考验我们是否有能力能胜过每天面对的难处。  
  
10.  时间的试炼   
a)   显出我们对神赐下的机会有怎样的回应，以及我们是否委身，

忠心事奉直至神所交托的任务完成。   
b)   揭示我们对神赐下权柄所持的态度，我们的心是否愿意顺服。  
c)   考验我们是否有能力能胜过每天面对的难处。   
d)   显示我们不会很容易生气。  



单元进度评估一  
 

现在你已经学完了单元一，请先复习一遍本单元，然后准备做学

生资料中的单元进度评估一。请不要使用你的课本、圣经或笔记，单

独回答评估中的所有问题。回答完毕后，用学生资料中的答案进行核

对，如有不正确的答案，请再次复习该内容，然后再开始学习单元二

（虽然单元进度评估终得分数不算你的课程 后得分，但却可以测试

出你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以及你在后面的终考中表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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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元 

 

 

策略塑造  
 
 
本单元包含了极为重要的信息，可以帮助地方教

会的事工发挥出 大的潜力。我的父母在神召会服事

了五十年，他们也培养了我做教会事工。我的父亲是

一位事工实干家，所以以前在事工方面我也一味埋头

苦干。但是在本单元中我们要学习一种平衡的，符合

圣经原则的方法，就是第一世纪时教会的做法，那时

的教会改变了整个世界。  
 
不幸的是，今天许多教会随从其他的事工模式，

而没有采用第一世纪教会的模式。以下的章节讲述了

公元一世纪教会的运作方式以及对这个世纪产生翻

天覆地影响的思想方法。我的祷告就是当你在学习以

下章节时能够明白本地教会应当如何发挥自己的功

能，以及教会中牧师担任怎样的角色。  
 
在市场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有关这些方面的书

籍。华理克（ Rick Warren）写的《直奔标竿》（ 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就是一本广受欢迎的书，书

中谈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基本思想。但我发现在我接触

的教会中有 82％仍未将那些章节中的原则应用出来。

我坚信这种符合圣经原则的模式在任何文化环境下

都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当你在学习本单元时，我相

信你会想方设法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  
 

第五章   教会的使命   
5.1 新约教会的使命  
5.2 使命宣言的意义以及检验重大使命的四个问题  
 

第六章   教会的异象   
6.1 异象是什么，它有何重要性？  
6.2 异象的过程  
6.3 异象的传达  

 

第七章   以圣经为本的事工模式   
7.1 根据圣经划分的优先顺序  
7.2 出自圣经原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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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以圣经为本的原则  
7.4 释放教会的潜力   
 

第八章   “叶忒罗”领导原则   
8.1 喂养式的牧者  
8.2 叶忒罗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