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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基督徒教导的个性化  

 

我们在上一课中看到，教导在旧约和新约里

都很重要。圣经中教导的历史，是对我们今天教

导事工的带领。  

本课我们将了解为什么要教导。每个人都要

接受教导，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同时受到同样内

容的教导。有些人需要学习救恩，另一些人受教

导，是要让他们有基督徒的长进。还有一些人受

教导，是要找到他们在教会事奉中的位置。  

我希望你们已经理解了教导在每个人生命中

的重要性。我们都需要向教师学习，同时也需要

去教导别人。教导事工包括给予和接受属灵真理。 

你将在本课学到… 

有关救恩的教训  

有关属灵长进的教训  

有关事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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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将帮助你… 

■ 理解哪些地方需要基督徒的教导。  

■ 描述一个人的生命，从基督徒的教导中所

得到的属灵长进。  

■ 找到符合你的属灵生命长进所需要的那方

面的教导。  

有关救恩的教训  

目的 1：  解释人们需要得到什么教导，才能为生

命中最重要的需要找到答案。  

没有神的人  

你可能听说过，某人穿越森林时迷路了。没

有人告诉他路在那里，他绕了很长时间的圈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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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开始陷入饥饿和虚弱中。其中有些人被找到

了，有些人却没有。  

你是否对那些没被找到的人感到惋惜呢？但

是有些事比在森林里迷路还糟糕，那就是还未认

识神，一生就结束了。  

许多人终其一生寻找神，他们试过各种宗教，

向许多其他的神祷告。他们付出金钱、劳苦，却

从来没有找到他们要寻找的平安。这样迷失的人

远比在森林里迷失的人多。没有神，人们将永远

迷失方向。  

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他们将与神永远同在。

这永恒从我们肉体的生命结束时开始，并持续到

永远。但是，不认识神的人将为罪受到审判，并

与神永远隔绝。  

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

荣耀（罗马书 3：23）。  

这就如罪是从一个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

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

马书 5：12）。  

这些经文还表明，每个人都是失丧的——也

就是说远离了神，但还有希望。神不愿人永远失

丧，他要他们认识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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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过耶稣施救恩  

教导工作的一部分内容，是要向失丧的人显

明怎样找到神，我们自己通过请求耶稣作我们的

救主找到了神。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个信息与周

围失丧的人分享。  

人有需要得到神的教训，认识到凡是来到耶

稣面前的人都能得救，这是神给所有人的信息。

圣经这样说：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

音 3：16）  

一个人要得救，必须做的事情只有两件，那

就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悔改意味着你对自

己的罪很懊悔，并且远离了它；相信耶稣意味着

相信他会成就那些他说过要成就的事情。  

这里有三段经文，你可以用它们去教导人们

如何得救：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 1：15）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

徒行传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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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

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

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 5：11-12）  

记住这些经文，这样当你遇到需要得救的人

时，就知道该教导他什么了。  

如果你还没有这么做，你可以学习我们的基

督徒生命课程里的《个人福音传道》，它将为你预

备好向那些需要救恩的人教导救恩的方法。  

习题  

1 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 

2 神用什么来满足这些需要？  

……………………………………………………… 

3 把各个定义（左栏）与其所对应的词汇（右栏）

相搭配。  

....a 对罪感到很懊悔并且远

离了它。  

....b 持续到永远的。  

....c 信靠。  

1）  永恒  

2）  相信  

3）  悔改  

4 选出能够正确补充下面这个句子的选项：如果

你的一个朋友不认识神，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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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导他悔改并相信耶稣。  

b) 让他了解几种信仰，并让他自己做出决定。 

c) 等他问你有关神的事情。  

有关属灵长进的教训  

目的 2：  列出两个对我们的属灵长进很重要的事

情，并说明各自的重要性。  

在神的话语方面长进  

神不愿我们得救后停止属灵长进，接受耶稣

做救主只是一个开始，它是通向属神生命的一扇

门。基督徒教导的目标，是帮助基督徒长成属神

的生命。  

对基督徒而言，获得长进的最好方式是学习

神的话语，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主日学和教会里

教导圣经的原因。圣经也是我们在家庭圣经学习

或教导另一个人时的教科书。  

我们还应该教导人们自己阅读圣经，所有人

每天都应该安排一个时间，阅读圣经和祷告。如

果你自己这么做了，就可以与那些你正在教导的

人分享其中的真理和知识。当你正在教导的某个

人的生命中遇到了问题，你就能够教导他如何在

神和圣经那里找到答案。如果某个人需要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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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你就能够向他显明，学习圣经将建立他对

神的信心。  

圣经是我们在教导中长进的教科书，保罗告

诉提摩太，圣经对于基督徒是何等重要。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

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 3：

16-17）  

 

当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并真正认识它时，圣灵

会将激励我们把所学到的知识行出来，激励的意

思是“以支持的方式推动”。圣灵将很温柔地推动

我们去做公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对他说不，但是，

如果我们让他教导我们，那就意味着请求神赦免

我们生命中的罪。  

就像我们必须偿还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某些东

西一样，当我们顺服这种催促时，渐渐地会成长

为更有耶稣身量的基督徒。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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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的重要性教导给其他人了。   

圣灵的引导  

如果教导中没有让基督徒认识到所有信徒的

生命都有圣灵的带领，有关属灵长进的教导就是

不全面的，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中说到了这一点。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

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使徒行传 2：

38-39）  

当我们基督徒接受圣灵时，圣灵就把顺服神

的愿望放在了我们的心里。圣灵帮助我们渴望为

神活和为神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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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方式。  

圣灵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曾经讲过约翰福

音 14：26 中，耶稣是怎样谈论圣灵的。再次阅读

这段经文，试找出下面这些问题的答案。耶稣怎

样称呼圣灵？这个称呼让你对圣灵产生了怎样的

感觉？圣灵将为你做两件什么事情？这将在你教

导其他人时起到怎样的帮助作用？  

圣灵确实是我们的保惠师，当我们让他教导

我们并帮助我们记住耶稣的话时，就可以教导其

他人了。圣灵呼召所有人进入到教导事工中，也

要教导那些他呼召的人。  

要在神里长进，我们必须认识神。如果你有

一个好朋友，你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想更

多地了解他。对神也一样，我们从来都不可能认

识有关神的一切，他是如此奇妙。唯有圣灵知道

神，并把有关他的事情教给我们。保罗说：  

“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

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

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哥林多前书 2：10-12） 

为承担神所祝福的教导事工，我们必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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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教训。这样，我们就可以

再去教导其他人知道，当他们让耶稣用圣灵充满

他们时，必将得到属灵的长进。  

习题  

选出正确答案：  

5 神要我们得救后作什么？  

a) 知道朋友问题的答案。  

b) 每天阅读圣经。  

6 谁可以被圣灵充满？  

a) 只有牧师和教师。  

b) 所有基督徒。  

7 圣灵为帮助我们长进作了什么？  

a) 他激励我们去做公义的事。  

b) 他使我们完全，好让我们不再犯罪。  

8 阅读圣经将怎样帮助基督徒得到属灵长进？  

a) 它增进了我们的学习能力。  

b) 它教给我们真理。  

有关事奉的教训  

目的 3：  我们教导人的同时，在教会里还有许多

领域可以事奉，列举出其中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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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情况可以阻止我们的属灵长进，我

们所有人到死都必须有基督徒生命的长进。神对

基督徒安排的目标之一是可以做良善的工作。我

们不能靠所做的良善的事情得救，救恩来自神。

但是，因为我们得救了，神的圣灵就激励我们为

他作工。  

当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时，将在他里面

不断长进。很多时候，善工通过我们为另一个人

所做的事情，表明了我们对这个人的爱。可能你

知道一个母亲病了，无法照顾她的家庭，善工可

能是为他们提供食物作晚餐，或者照看婴儿。因

为你是基督徒，可以向她表明神也爱她。  

当我们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帮助别人时，我们

的属灵生命就得到了长进。我们在我们居住地的

教会和工作中都要这样做。在教会里，我们必须

教导人把他们的十一奉献献上，以支持教会的工

作，神将祝福那些心甘情愿奉献的人。当人们在

教会里学习这样做的时候，将因着神的祝福，越

来越信靠神。  

教会是学习如何用我们的恩赐事奉神的地

方，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特殊能力。例如，唱歌

是恩赐，有些人善于歌唱，有些人却不善于。因

此，基督徒必须受教导，这样，他们才知道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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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自己的恩赐。  

彼此教导能够保持教会和谐的工作，我们在

主日学的教师和工人都需要教导，可以建立一个

训练他们的课程。其他工人需要被教导如何服事

社区、拜访以及做许多其它重要的教会事工。  

 

习题  

9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属灵长进只在得救后持续很短的时间。  

b) 必须教导基督徒知道，他们不得已必须拿

出钱来给神。  

c) 我们必须教导人知道，当我们向人显明神的

爱时，就将在神里长进。  

d) 教师需要受教导。  

e) 如果某人想在教会里事奉神，即使他没有受

过训练，也让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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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1 寻找神  

9 a 错  

b 错  

c 对  

d 对  

e 错  

2 相信耶稣基督。  

8 b) 它教给我们真理。  

3 3)悔改  

1)永恒  

2)相信  

7 a) 他激励我们去做公义的事。  

4 a) 教导他悔改并相信耶稣。  

6 b) 所有基督徒。  

5 b) 每天阅读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