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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神造就你 

 

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你心里感觉

舒畅，也可以帮助你做事。 

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基甸的以色列人，总以为自己很不

重要。当时，他正躲起来逃避侵略他国家的敌人。当基甸

对他的族人绝望的时候，神差遣了一位天使去鼓励他。天

使告诉他：“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神不是要基甸看到基甸所做的是怎样重要，而是要他

看到是神帮助他领导这些人，是神的大能帮助他。（士师记 
6－8 章） 

想想基甸，鼓起勇气来。你可能觉得自己不重要，但

是在神的眼中，你是重要的。因为对神来说，你是重要的

人。神希望你感觉到并在行动上表现出你的重要。因为基

甸表现出不同，所以人们很快就知道神与基甸同在。神也

想你象基甸那样，神想你有不同的表现，因为神与你同在，

并且你是重要人物。 

 



 

8

在这一课你将会学到… 

你是重要人物：神的孩子 
神已经在你身上做工 
你作为神的孩子的目的 

你是重要人物：基督身体的一员 
神已经把你放在家庭中 
你在家庭中的目的 

你是重要人物：国度的大使 
神把你留在这个世界 
你在这个世界的目的 

这一课将会帮助你… 

 用一两句话来解释作为神的孩子，你是如何的重要，还 
有这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根据神的话语，阐述你作为神的孩子的个人责任。 

你是重要人物：神的孩子 

目的 1.向你解析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发生的事

情太多了！而且圣经也用不同的方式讲述了！你认罪悔改，

神饶恕了你，你得到了救赎，因为你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

你的救主。同时，你也把主耶稣当作你生命的主。你相信

他是神的儿子，在心里接受他，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 

神已经在你身上做工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当人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主和救主的

时候，一个奇事发生了。仔细读下面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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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 1：12－
13） 

这只是对那些活在耶稣基督时代的人说的吗？不是，

当然不是。重生正是所有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要经历的。

我们是通过圣灵得到新生。 

神用一个奇妙的方式给你生命。它不是一个新的肉体

的生命，因为没有人可以倒回去再次成为婴孩。这是一个

新的灵命，这是神亲自给予的。神是所有重生者的父，我

们都是他的孩子。 

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神的孩子。你能够想

象出那对你是如何的重要吗？你已经是重要人物！你是全

能的神的孩子，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你的父。 

习题 

习题部分的问题或者练习将会帮助你复习或者应用到

你刚才所学的。 

1. 约翰福音 1：12 告诉我们哪两件事是我们成为神的    
孩子所必须做的？ 
a) 饶恕和忘记他人。 
b) 接受和相信耶稣基督。 
c) 成为婴孩并且再成长一次。 

2. 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工？ 
a) 他让你成为他的孩子，而且用一个更好的方法帮助 

你做事。 
b) 他让你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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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作为神的孩子的目的 
目的 2.列出神对你个人生命有计划的三个方面 

当你读到神是你的天父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起你自己

的父亲。你小时候，父亲是怎样的呢？当然，他绝对不会

象神那样完全。一个好父亲爱他的孩子，他想尽他的能力

给他的孩子 好的东西。他想孩子们有一个开心完整的生

命，而且是 好的。 

神，我们的天父，也同样那样想。他想把 好的给他

的孩子。他对我们基督徒新的生命有一个计划。神会因我

们完成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而欢喜。 

在以弗所书 2 章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所做的美好事情。

我们象其他人一样，灵里跟随我们的私欲，是死的。但是

神让我们通过基督耶稣而复活。这个新生命是因信耶稣基

督而得到的神的恩赐。我们来看一下有关成为神的孩子的

意义的话语：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

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 2：10） 

神对他的孩子的计划就是“一个行善的生命”。 “行

善”意思就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做好和做对。我们应该运

用我们所有的时间和才干尽力做到 好。这才令我们的天

父开心。为我们的父神做好事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开心而

且完全的生命。 

记住一点，那就是做好事不能使我们任何一个人成为

基督徒。在以弗所书 2：8－9，我们知道救恩不是赚来的，

而是神的恩赐。但是一个人一旦成为神的孩子，他就会遵

从他所信的生活。神的孩子与其他不是基督徒的人行为上

表现出不同，他会在为神做新事显示出他新生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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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在雅各书 1：22－26 中看到的，信心必须在行动

上表现出来。 

习题 

3. 神对你作为信徒的生命计划就是要你 
a) 赚得你的救赎。 
b) 在所有的事情上做好和做对。 

4. 雅各书 1：22－26 告诉我们不但要听神的道，还要 
a) 经常阅读。 
b) 思考它们的意思。 
c) 行出来。 

我们已经讲述了神对基督徒行善的计划。然而更重要

的是，你要知道你的外在表现要与你的身份相一致。你是

重要人物――神的孩子！那神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呢？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

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弗所书 1：4） 

神希望他的孩子圣洁，无有瑕疵。你要知道，信徒是

一个新的被造之物，他是重生的。你也从圣经和经历知道，

一个基督徒不是立刻就完全的。就是门徒也会犯错误。但

是神想让他的孩子成为圣洁和无有瑕疵的。这需要时间；

就像一个小孩子成长一样。事实上，我们的成长在到了天

堂之后才是完全的。 
神的孩子 

是                          一个新的被造之物 
不是                        立刻就完全的 
是要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 

一个木匠可能会希望他的儿子也会成为一个熟练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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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一个歌手也会希望他的女儿成为一个出色的音乐家。

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环境中出生就会为这个孩子自然

带来他父亲的才能吗？不会。任何技巧都需要花时间来教

导和练习才可以获得。这个孩子必须想从他的父亲那里学

习才行。他也必须尽量按他父亲的教导去做。 

每一个信徒都根据神的旨意获得了重生。他的心被改

造了，而且他也获得了新的生命。这就是神对信徒的计划，

神想他有一个行善的生命。信徒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让神

来帮助他、改变他的态度。态度就是我们怎样对人和事。

我们的态度表现了我们是怎样的，就好像有时我们的脸一

样。这个图说明了神是怎样改变我们的。 

                    神 

 
         1.新生命       2.新态度      3.新行为 

首先，神救赎了我们并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

的新生命产生出新的态度。这态度是神所希望我们成为圣

洁，无有瑕疵的态度。这些新的态度带出了新的行为。你

看到新生命、新感觉和行善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了吗？这

就是圣经道德规范的其中一个定义：把你的新生命在你的

态度和行为中行出来。你有没有看到在每一个地方信徒都

必须愿意接受神的帮助？ 

习题 

5. 在你的笔记本上列出神改变了你的哪些感觉和行 为。  
你为神对你生命的改变感到鼓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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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把下面那些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相对应的词语连起来。右

边的是你生命的三个方面，左边是影响。把号码填在括号

里。 
（    ） a 行为           1） 得救 
（    ） b 新生命         2）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 
（    ） c 态度           3） 行善 

你是重要人物：基督身体的一员 

目的 3.解释神为什么把你放在基督身体里 

你可能听过有人这样说：“如果你是世上唯一的罪人，

耶稣基督会为你而死！” 但是你不是唯一的一个，对吗？

这是神的救恩计划里的一部分，很多人都会被救。耶稣基

督承受的苦楚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希伯来

书 2：10）。神是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作

长子。” （罗马书 8：29） 

如果你是女的，“儿子”和“弟兄”就不包括你吗？不

是的，你也有相同的权利被称为“神的儿子”。记住，那些

相信和接受的都有权利成为神的孩子！ 

 

神已经把你放在家庭中 

神有很多儿女，他们都是神家里的基督徒。我们的父

神希望他的家庭合一。用圣经的话说，神的家就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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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 

一个身体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为着同一个目的而组成

的合一。每个部分都不同，但是他们之间又是那么的彼此

需要！在基督徒中，国家、种族和年龄都有不同。但是，

却是合一的：同一个肢体，同一个家庭。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

神家里的人了。”（以弗所书 2：19） 

合一是奇妙的！对你来说，认识到我们与其他信徒都

是同一个肢体是好的。但是，神并没有把我们造成同一个

身体来达到合一的目的。一个足球教练并没有聚集队员，

但是他说他有一个球队。他使球队成为一个整体来比赛。

神对基督的身体有一个目的，你是其中的一员也有份参与。 

你在家庭中的目的 

神为什么要把人放在家庭中？想一下你所住的地方的

孤儿或寡妇就容易明白人是彼此需要的。家庭就是神为肉

体和感情上提供需要的一个方式。在一个家庭里大家就可

以互相提供食物和住房，就可以满足每个人对爱和尊敬的

需要。 

神把他的每个孩子放在家庭里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因为我们彼此需要。可能你不觉得你需要其他基督徒对你

肉体和感情上的帮助，可能你有一个你爱的和你关心的家

庭，可能你在基督肢体中的兄弟姊妹需要你对他们这方面

的帮助。不用怀疑，你对家庭里的其他成员都是重要的。 

很清楚的一点就是，我们都需要参与神家庭的属灵生

命。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肉体的、感情的和灵里的需要放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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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

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

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 10：24－25） 

通过和你的基督徒兄弟姊妹的聚会，你可以为人提供

需要和满足自己需要。道德规范就是从这来的。你可以把

新生命显示在帮助神家里人的操练上。保罗在说下面的话

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示范了他的态度和行为： 

“谅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

付我。”（以弗所书 3：2） 

神希望我们是为了基督身体中其他人的好处而活。 

习题 

7. 判断下列表述有关神和神家庭句子的正误。 
a) 神希望他的孩子彼此照顾。 
b) 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孩子。 
c) 我们不可以撇下其他基督徒，因为神让我们成          

为兄弟姊妹。 
d) 基督身体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 

8. 想一下你周围的其他基督徒。他们有什么需要？你是不

是神对他们需要的一部分？ 

你是重要人物：国度的大使 

目的 4. 让世界看到作为信徒所要承担责任的榜样 

一个不成长的家庭将会怎样呢？家庭成员的数目会不

会增加呢？当神造了第一对人之后，他告诉他们应该怎样

做（创世记 1：28）。神让亚当和夏娃繁衍后代。神对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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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也有着同样的希望。他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他的家

庭里得到重生。你还记得基督耶稣说过这样的话吗？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 28：
19） 

在基督身体里的信徒要成长，而且每个成员在他的产

业中都有份。你要听从命令去做，尽力把更多的人带回神

的家中。 

神把你留在这个世界 

这一课开始就问到，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什么事情

发生了。有一件事没有发生，那就是你没有突然离开这个

世界到了天堂。“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

的。”（腓立比书 1：23）神可以把你带走，让你与他一同

在天堂，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可能当你成为神的孩子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没有发生。 
所有钱财和工作的问题没有一下子都解决了。你的邻居和

同事没有一下子都对你更加友好和给予更多的帮助。为什

么呢？那是因为你还是留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

事情不是那么容易，问题和喜乐同在。你可能会比成为基

督徒之前更难做出选择。事情可能会比你成为基督徒之前

更难了。首先，你的家人和朋友可能不明白你。其次，阻

拦神工作的魔鬼现在来对付你。 

但是看一下基督耶稣为他的门徒对神的祷告：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

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你怎样差

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约翰福音 17：15、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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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神想他的孩子留在世上，那么你应该知道这必定

有神的美意。 

习题 

9. 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有责任去     （告诉/争论）每一

个地方的所有人      （亚当和夏娃/神的家）。 

你在这个世界的目的 
目的 5. 陈述神对你在世上做基督使者的目的。 

有的基督徒可能会把他们自己与其他人分开。他们离

开他们的家，家人和村庄，去过与世隔绝的生活。那并不

是神所希望的。神对你和他所有的孩子的计划是让你们在

世上做他的工。基督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

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 20：21）你和基督的

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一样，被差遣到这世上。对

你周围的人来说，你是代表着神。 

看一下保罗对基督徒活着是代表神是怎样描述的：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

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腓立比书 2：14－16） 

你看到了，你的工作包括成为、感觉和做。你要成为

神的孩子：诚实无伪，无瑕疵。你的感觉要像是神的孩子：

喜乐，顺服，而不是发怨言。你的行为要像 神的孩子：尽

你力所能地帮助其他人，向其他人传基督的名。 

到其他国家去代表他/她自己国家的人被称为使者。他/
她是很重要的。其他的人知道他/她是怎样的，也知道他/
她是从哪里来的。在其他的国家，当涉及到他/她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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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他/她代表国家权威。 

你是一位使者。你在世上代表神的国度。使徒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 5：20 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

一般。”（哥林多后书 5：20） 

神让你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你作他的使者，你代表他

和他的天国。神派你显示和告诉人们――神爱他们，并愿

意给予他们新的生命。还有什么更大的特权呢？还有什么

更具挑战性的责任呢？还有什么使命比通过你的态度和行

为把你的新生命显示出来更大呢？ 

神对你有大计划，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用他自己的能

力完成。但是你在神的灵里得到了重生，而且他住在你里

面，还帮助你做你以前不能做的事。圣灵会帮助你，使你

自然地活出神的孩子应该活出的新态度和做出新行为。但

是你必须要让他帮助你，听从他吩咐你的去做。你要对神

交托你的生活方式负责。保罗对提摩太的鼓励就是一个很

好的提醒。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提摩

太后书 2：15） 

神――你的天父，愿意帮助你成长，长成他所喜悦的

孩子。神希望你学习基督徒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以圣经为

基础的生活。 

习题 

10. 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下腓立比书 2：14－16 的经文。然后

在可以帮助你过更好的生活的词语下面画横线。学习这些

经文，直到你弄懂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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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作为基督的使者，你代表的是什么？ 

12. 在正确表述的答案上画圈。 
a) 作为一个信徒，你要对那些做得不对的人进行指  

责。 
b) 神对你在世上的计划就是让你做他的光，并且代表

他说话。 
c) 你要对你作为神的孩子所过的新生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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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这些练习的答案不是按顺序的，这样你就不会在还没

有做下一题之前看到答案了。不要先看答案。 

7. a 对    b 错   c 对   d 对 

1. b) 接受和相信耶稣基督 

8. 你自己的答案 

2. a) 他让你成为他的孩子，而且用一个更好的方法帮

助你做事 

9. 告诉任何地方的所有人神的家 

3. b) 在所有的事情上做好和做对 

10. 你自己的答案 

4. c) 行出来 

11. 基督在这个世上 

5. 你自己的答案 

12. a 错 

   b 对 

   c 对 

6. a  3) 行善 

  b  1) 得救 

  c  2)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