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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神希望你照顾自己 

 

小汽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机器。我们对于它的了解是

非常有限的。我们对于引擎、传动、驾驶和其他方面的工

作原理至少有一点点了解。我们可以洗车，可以给它打蜡，

甚至还可以换轮胎。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对它的机械构造有

很多的学习。如果有一天它需要一次很大的修理，我们要

怎样做呢？ 

我们祷告希望那一天永远不要来，但是如果真的发生

了，我们知道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把汽车的说

明书拿出来。在这本说明书里，汽车生产商讲解了所有零

件是如何安装起来的。它告诉我们如何使我们的汽车运作

顺畅。有时，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说明可能有点奇怪，

但是我们能够信靠他们的建议。总之，他们是设计和制造

汽车的人。他们知道怎样对汽车才是 好的。 

 

人比汽车更加复杂。他们认为他们知道如何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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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但是他们仅仅知道 明显的事情——他们的想法、

感情，甚至身体功能。那位创造人类的创造者才是真正了

解他们的。神给了他们如何正确生活的说明和建议，但有

时，人们会觉得创造者所说的不公平或者很奇怪。他们觉

得他的说明不合理，他的建议过时了。但只有神知道什么

才是对我们 好的。 

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才是好的。

我们也同样相信在所有生活的起伏中，他希望给我们 好

的。他的规则和原则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它们帮助我们按

着神的形象发展为完整、健康的人。在这一课里，我们将

会探讨神对于我们成长为基督徒的旨意。神希望我们能成

长为有责任心和成熟的他的孩子。 

在这一课你将会学到… 

神希望你成长的四个方式 
圣经对于成长方面的指导 

身体的指导 
思想的指导 
灵里的指导 
社会关系的指导 

这一课将会帮助你… 

 欣赏成长为人的责任心 
 把神希望你成长的方式概要地总结出来 
 认识那些帮助你成长的圣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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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希望你成长的四个方式 

目的 1：给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包括了基督徒成长为一个

完整的人的四个方面 

圣经对耶稣幼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讲述的很少。但是

可以在这些神奇的话语中发现他的成长：“耶稣的智慧和身

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加福音 2：52） 

耶稣的榜样是很重要的。他通过注重他人格上的四个

主要方面而发展成熟的。这四个方面就是：1）身体：通过

练习和工作，他体魄上得以强壮。2）智慧：通过学习和思

考，他培养了他的思想。3）神的喜爱：通过祷告，聆听神

的话语，还有他灵里的警醒。4）人的喜爱；通过显示爱和

关怀，他获得了社会上的和情感上的尊重。 

如果耶稣忽视了他身体的发育，那么他就不能在巴勒

斯坦地区生活，或者在各各他（髑髅地）忍受被钉十字架

的痛苦。如果他不表现对他人感兴趣，那他就不会成为罪

人的朋友，或成为门徒们知心的朋友。如果没有智慧，他

就不会语出惊人。即使他的敌人也说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

说话的（约翰福音 7：46）。如果他忽视了和他在天上的父

的沟通，他就不会懂得神完美的话语和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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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事，耶稣全部都做到了。耶稣是完全的人，

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完整的。耶稣是圣洁的。在许多语言

中，包括英语，“圣洁（holiness）”一词是来源于“完整

(wholeness)”或者“健康(health)”的单词的。耶稣是一个

健康、完整、圣洁的人。保罗告诉我们要像他那样。 

“…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连于元首

基督。”（以弗所书 4：13，15）。 

习题 

1. 把上面以弗所书 4：13、15 的经文写在你的笔记本上，

学习并且祷告，求神帮助使它成就在你的生命中。 

2. 祷告，求神向你显明如何成长。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

两张清单。一张是写你真正看到自己进步的方面，另一张

是写你成为基督徒之后还没有改正的方面。根据清单每天

来祷告，感谢神使你在那些方面更像基督。 

圣经对于成长方面的指导 

身体的指导 
目的 2：列出帮助发展健康身体的方式 

神给予我们奇妙的身体。他所创造的身体是好的。我

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保罗鼓励

我们说“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 6：
13） 

神所造的身体是有需求的。但是神会提供那些需要。

例如，婚姻是神为男人和女人提供性需要的途径。神没有

呼召有些人单身。保罗对那些结婚的人要满足他们伴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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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给了建议。 

不道德的性行为和乱伦都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些都是

得罪身体的罪（哥林多前书 6：18）。神希望我们圣洁，这

样才能有用于他的服侍。 

尊重我们身体原则同样体现在吃喝上。主耶稣曾禁食

祷告，但是他也同样和他的朋友们尽情享受丰盛的宴席，

虽然他的敌人用这来控告他。罗马书 14 章告诉我们，不吃

或者不喝某种东西是没有特别好处的。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

中的喜乐。”（罗马书 14：17）。 

头脑中有了这些重要的引导，成熟的基督徒懂得如何

吃喝。他意识到过量是罪，因为那会虐待他的身体。那就

是为什么保罗警告我们要防止醉酒和过量进食。例如，他

建议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书 5：18） 

我们通过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荣耀神。因酗酒或者

滥用药物，吸烟或吸毒而使身体衰弱受损是不讨神喜悦的。 

尊重我们作为神殿宇的身体体现在圣灵的果实——自

制上。通过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决心保守我们的身体的

圣洁和干净，使我们的身体成为神圣灵的居所。 

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有用的身体。它能够工作，而工作

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耶稣总是忙于行善。当人抱怨他的时

候，他告诉他们他正是像他的天父一样：“我父作事直到如

今，我也作事。”（约翰福音 5：17）。肉体的做事对你是有

好处的。这使你的身体有使用价值。可能你的工作不需要

你运用你的肌肉，但是你也得花时间去锻炼。保罗有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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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运动员和拳击手作为训练的例子，他还写到“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提摩太前书 4：8）。跑步、走路、骑车、在花

园里干活，这些都对那些坐在办公室工作的人有好处。保

罗还说：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罗马

书 12：11） 

但是神不是奴隶主。记住，神总是把我们 好的益处

放在心上。神知道一直工作会让我们死亡。因此，疲倦的

身体是需要休息的。我们的身体是需要休息的，否则就会

垮掉。休息是神创造中的一部分。晚上是用来睡觉的。第

七天是用来休息和娱乐的。 

我们需要提醒一下那些在星期天也努力工作的牧师和

基督徒：神给予我们一天休息的时间。耶稣他自己就需要

安静下来并且放松。他的门徒也同样那样做。有一次，有

很多人来找耶稣，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吃饭。因此耶稣说“你

们来，同我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歇一歇。”（马可福音 6：31） 

记住耶稣对那些又累又饿的人们的关心。对耶稣的服

侍会带来更新的时候。耶稣告诉他所有的工人：“凡劳苦担

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

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

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 11：28－29） 

习题 

3. 判断下面如何能够得到一个健康身体的句子的正误。 
a) 做艰苦的体力工作。 
b) 紧守神对性道德的律例。 
c) 整天躺在床上。 
d) 经常拼命的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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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运动和休息相结合。 
f) 把工资用在酗酒上。 
g) 有规律并有智慧地吃。 

4. 把这段重要的经文指示写在笔记本上。“…你们不是自己

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

耀神。”（哥林多前书 6：19－20）。学习它，每天至少找到

三个运用到生活中的方法。 

思想的指导 
目的 3：解释基督徒发展自己思想，才能获得智慧的方式 

很明显，所有对神的工作和服侍都不是肉体上的。我

们是用我们的思想来服侍神和人。脑力劳动可以是艰苦的

劳动！学习是一个极好的练习！ 

假设你有一个孩子，他很懒惰。他有着平常人的智慧，

但是他却不想去学习。当你和他谈话的时候，他不愿意听

你说。他拒绝学习自己说话。他宁愿自己呆着也不愿意和

其他小朋友一样上学。你会喜欢那样的孩子吗？当然不会。

如果那孩子是病了，或者是智力有问题，那么你还可以理

解，因为神给予你爱、同情心和耐心。但是如果那孩子是

有意逃避和懒惰，那么你当然会伤心的。 

有很多神的孩子是思想上懒惰的。你不是，因为你正

努力的学习这个课程，但是的确有很多思想上懒惰的基督

徒。他们接受耶稣为救主，可能他们也去教堂。但是，就

像那个不使用他的钱的仆人一样，他们没有使用那位“有

钱”的神所给予他们的一切。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聆听神的

声音；他们从来没有学习用祷告的方式来与神交流；他们

从来没有自己学习神的话语；他们相信任何人对他们所说

的一切，即使是错误的教导；他们只是坐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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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识这样的人吗？如果有，那么你需要帮助他们。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使他得益

处。”（罗马书 15：1－2）。教导他们基督徒在智慧上应如何

发展成熟的功课。 

 

1. 教他们阅读，以便他们能够阅读圣经和好的文学  
作品。不要说，“学校应当教导他们阅读。”教导阅读

是教会的工作，对老人的教导尤其重要。 

2. 帮助他们学习祷告。不会精练的语言没关系，重要

的是把需要和感谢告诉神，我们的父（腓立比书 4：6）。 

3. 帮助他们学习圣经。他们首先需要获得神的道的知

识，要知道耶稣的事情和他的国。然后他们需要知道

如何使用这些智慧，因为那就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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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认识神，你就会更加有智慧。诗篇的作者问

他自己如何才能快乐和过一个纯洁的生活。他回答就是用

他的脑子去学习神的道。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

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诗篇 119：15－16） 

诗篇的作者是一个诗人和思想家。他能够把神启示的

思想用美丽的语言写出来。他有神所赐的语言能力。他必

须在恩赐上做工。他知道怎样写他族人喜欢的诗歌的艺术。 

那就是人的大脑中创意的一个方面。神是有创意的。

神使我们像他一样有创意。想和他们父神一样有创意的基

督徒同样会在他们的工作和娱乐中表现出创意。当摩西建

造圣殿的时候，神给了他特别的帮助。摩西他们都是灵巧

的木匠和艺术家。圣经对他们有这样的描述： 

“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

能作各样的工。”（出埃及记 35：31） 

讲故事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写诗的能力，唱歌的能

力，画画的能力，设计的能力，雕塑的能力，写戏剧或者

表演的能力，能简单正确解释经文的能力，看到需要做的

工作并且懂得如何完成它的能力，这些全部都是神圣灵的

恩赐。我们所受的恩赐是用来荣耀神和为教会行善的。 

你有什么恩赐？你知道歌曲和诗歌吗？更多地去学

习，并且求神帮助你创造好的歌曲和诗歌。你会弹奏乐器

吗？努力地练习。好的弹奏能够荣耀神。也许是该你学习

如何创造一种新民族乐器的时候了。你国家的教会需要一

些歌曲。而这些歌曲是以一种你国家的人民能够明白的音

乐和诗歌的方式来对他们说话。记住彼得说过有关工作的

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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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

管家。”（彼得前书 4：10） 

习题 

5. 把下面可以发展你思想和智慧的方式圈出来。 
a) 总是相信他人告诉你的一切。 
b) 学习神的话语。 
c) 阅读好的书籍。 
d) 从不问问题。 
e) 参加一些圣经课程学习。 
f) 听老基督徒的教导。 
g) 拒绝讨论你的信仰。 

6. 在这个星期里定一个固定的祷告时间。想一下并为神所

赐的特别恩赐祷告。把你想到的神对你的恩赐写在笔记本

上，并简单地把你准备如何为他人的益处而使用这些恩赐

写下来。 

灵里的指导 

目的 4：认识把灵命的成长看成是提高对神的认识和付诸行

动。 

目的 5：有些经文中提到可以使灵命成长的方法，列举三个。 

当耶稣还是小孩的时候，已经“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路

加福音 2：40）。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神也喜悦他。当他

受洗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路加福音 3：22）。耶稣作为人，不但在人的智慧和体魄

上成长了，而且他也在明白神的道上成长了。耶稣知道他

是神的儿子；他要学习神要他做什么；他已经为神要他做

的事情上做好准备了。这是令神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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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的敌人问他是谁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有一天他

们会找到答案的。他还补充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

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

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

在这里，因为我常作他喜悦的事。”（约翰福音 8：28－29） 

 

耶稣从来不说也不做神没有告诉他的事情。这就是为

什么他总是在每句话和每个行为上先确定神的同在和喜悦

的原因。他按着神的旨意来学习和做事，即使有很大的困

难。记住他在客西马尼的祷告中说到：“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 26：39） 

蒙神喜悦的成长是从学会诚心地用上面的经文祷告而

来的。那样的祷告让你能找到神对他的孩子们的方法、规

则、原则，还让你把那些付诸行动。甚至还能发现神对你

生命的特别旨意，并使你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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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课你学习了四个神用来帮助你知道他旨意的方

法。你还记得吗？一个纯洁的良知；神的话语；耶稣的榜

样；圣灵的指导。当我们不是单纯出于讨神喜悦而寻求神

的旨意的时候，这些就会一起动工。 

要有一个纯洁的良知，寻求圣灵的指导，学习神的话

语，那里有救主的教导和生命。个人的读经对于基督徒成

长是必要的。 

保罗向庇哩亚的犹太人传耶稣。他们就是我们的一个

好榜样。 

“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

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使徒行传 17：11－12） 

注意这些诚心的人是如何阅读的：他们思考，“每天”

都坚持， 有目的地“看”，并且愿意“相信”。对于灵里的

成长，基督徒也必须每天学习神的话语，寻求神的旨意，

并且要预备把它付诸行动。 

除了个人的学习圣经，基督徒还有其他神赐的帮助：

牧师和教师。这些人从学习和经验上能够和其他的信徒分

享神话语给他们的启示。他们把神的话语带给他人，并建

造他人（以弗所书：4：11－16）。 

那些在五旬节成为基督徒的人知道，他们在信心上需

要领受老基督徒的指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使徒行传 2：42）。 

这些基督徒向曾经受耶稣教导和被圣灵充满的使徒学

习。现在的基督徒需要那些晓得神话语和被圣灵充满的教

师和牧师。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和遵从这样的领袖（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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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书 13：17），要感谢他们的教导（加拉太书 6：6）。 

但是，这不只是在当地教会讲道的牧师。因为教会是

信徒的身体，所有的成员都应该鼓励他人和为他人做见证。

通过我们的生活和言语，我们可以互相教导。使徒保罗给

了我们这样的劝告：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

里，… 彼此教导。”（歌罗西书 3：16） 

 

当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分享神的道的知

识。圣经里面有一个关于这方面的有名例子，说的就是受

恩赐的传道人亚波罗。虽然他懂得经文和有关耶稣的事实，

但是他却没有受到圣灵的充满。因此，百基拉和亚居拉“就

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使徒行传 18：26）。
通过这样的分享，亚波罗的传道就改变了。 

我们也同样需要看到亚波罗的谦卑。他有一个受教的

灵。虽然他是一个重要和有说服力的传道人，但是他也接

受他人的教导。如果我们拒绝他人的教导，我们将不会从

神的话语或者他人那里学习到知识。我们必须准备好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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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诚心地期望遵行神的道。 

还记得在这一课的开始，我们提到了修理指南里面的

说明吗？如果我看了上面的说明，然后拒绝按着那样去做，

我是多么的愚蠢啊！对于神的话语也一样。要讨神喜悦，

要按他喜悦的方式成长，你必须每件事都按他的方式做，

就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已经如

何靠神成长了，我们还是有地方需要继续成长。 

“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

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帖撒罗

尼迦前书 4：1） 

习题 

7. 把那些可以帮助你讨神喜悦的成长行为圈出来。 
a) 祷告，祈求圣灵的指导。 
b) 自己学习经文。 
c) 聆听抱怨。 
d) 阅读圣经的同时在想别的事情。 
e) 从其他基督徒的经验中学习。 
f) 质问神的规则和原则。 
g) 每天阅读神的话语。 
h) 留心好的教导。 

8. 如果你还没做到有规律的、有系统的学习圣经，你现在

就要决心开始正确的生活。每天在笔记本上写一次：我将

会花一点时间，以诚心的，祷告的态度阅读圣经。写下你

首先想看的部分。很多基督徒通过每天阅读和思考新约的

一些短经文，诗篇，和旧约得到帮助。你也可以征求老基

督徒或者牧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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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的指导 
目的 6：解析有智慧的做法和尊重非基督徒的重要性 

耶稣是一个受人们喜爱的人。母亲们把孩子带到他面

前，求他按手在他们身上（马可福音 10：13）。当他讲道的

时候，人们离开家里，停下工作来追随他。虽然他有很多

敌人，但是都不是因为他无情、残酷、骄傲或者诡诈，而

是因为他们“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路加福音 7：30）， 把
他看作是“税吏和罪人的的朋友”（路加福音 7：34）。 

初的基督徒很像他们的主人。他们关心那些有病的

和贫穷的人。他们一起“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使徒行传 2：46－47） 

 

我们可以以一种既讨人又讨神喜悦的方式生活吗？使

徒保罗对此说了这样的话：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

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

人了。”（加拉太书 1：10） 

但在这里他是对罪人的愿望说的，是要他们接受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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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永不更改的基督福音。我们基督徒当然不能这样

做。我们不能为了讨人的欢喜而改变我们的信仰或者正确

的做法。不能！我们必须首先服侍神。像使徒彼得告诉我

们的，我们是为了神而顺服人的律法。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

知人的口。”（彼得前书 2：15） 

通过我们的好行为，我们成了他人的见证。保罗很高

兴地吩咐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们要彼此相爱。他鼓励他们

要更加努力： 

“又要立志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作工，正如

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

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帖撒罗尼迦前书 4：11－12） 

当我们安静工作并做好的时候，我们得到他人的喜爱，

因为那时我们就不是他们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负担了。

还有，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行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保

罗希望基督徒对那些非信徒在举动上能够有智慧，在讨论

上一直都是开心有趣的（歌罗西书 4：5－6）。他告诉提多

要提醒他的人们要顺服，并且预备行善，还要给他人好建

议： 

“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

（提多书 3：2） 

保罗拿我们没有成为神的孩子之前的生活跟我们现在

的生活进行对比。然后他说“彼此相恨”（提多书 3：3）。
当我们通过我们的尊重和温柔向他人显示爱，我们不仅会

为基督赢得他们，还会使很多人意识到我们的关心，并且

不能从我们的行为中找出指责福音的借口。我们行善的证

据不在于所有的人是否赞扬我们，而是在于他们是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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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神前面的好行为。 

 

“你们在外帮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

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

给神。”（彼得前书 2：12） 

习题 

9. 把帖撒罗尼迦前书 4：11－12 的经文写在笔记本上，并

背诵。祷告求神赐你可以把这段经文运用到你生命当中的

特别方式。 

10. 列举为什么要在非信徒中有智慧并尊重他们的原因。 

 



 

94

核对答案 

6. 你的答案。 

1. 你的答案。 

7. a) 祷告，祈求圣灵的指导。 
b) 自己学习经文。 
e) 从其他基督徒的经验中学习。 
g) 每天阅读神的话语。 
h) 留心好的教导。 

2. 你的答案。 

8. 你的答案。 

3.  a 对，b 对，c 错，d 错，e 对，f 错，g 对 

9. 你的答案。 

4. 你的答案。 

10. 成为一个好的见证。 
   因为爱而受到人的喜爱。 
   通过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我们的关爱。 

5. b) 学习神的话语。 
  c) 阅读好的书籍。 

e) 参加一些圣经课程学习。 
  f) 听老基督徒的教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