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团契持续下去

第10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的某所大学有一位教授正在授
课，突然学校发出一道命令，因为打仗的缘故要把课堂里的学生解散，
因此学生们无法聚在一起继续上课，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当学校终于重新开放后，这位教授向学生们所说的第一句话
是：“正如我刚刚说过的……”。

这位教授竟然是从几年前被迫停下的那一课继续授课。这种永
不放弃的精神表明了一种决心，是不是？我们需要有这种永不放弃的精
神，使我们的团契关系保持下去。

在这一节课，我们将要学习如何把所教导的属灵原则应用到实际
生活中。当然最重要的办法仍然是依靠圣灵。保罗告诉提摩太，“你所
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提摩太后书3:14）。圣灵会帮助你如
何保持这种团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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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将学习……

做你自己
使你的见证个人化
依靠圣灵
祂是启示者
祂是我们的教师和提醒者

本课将帮助你……

·明白基督徒有可信的、个人化的见证是何等重要。
·相信圣灵会带领你进入一个持续服侍你所在社区的事工。

有一个年轻人要作为宣教士到国外为主做工，在一个电台采访节
目中，她被问道，“你在那里要做什么呢？”她回答说：“我只是要竭力
成为我自称我是的那种人。”

你是你自称的那种人吗？做你自己，你会比任何人做得更好！如果
你不做你自己，那么你就会带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

影响你的社区、把人带领到主的面前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始至终
表现出你真实的形象。如果你身上有一些你不喜欢的缺点，那么就祈
求圣灵的帮助，赐给你一个新的形象。成为一个尊贵并且有价值的人，
一个始终可以信赖的人。祈求上帝使你成为你应该成为的人，成为上帝
期望你成为的人。

做你自己
目标1. 明白基督徒作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为什么正确的自我形象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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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否看到你有的时候欢喜快乐，有的时候却阴云密布呢？不
管发生任何不快的事情，你是否每天有一个稳固可信的见证呢？

做出最美好见证的人，是那些自始至终保持正确态度的人，圣灵
能够改变我们的性格。如果你的性格不太开朗，祈求上帝改变它，然后
开始做上帝期望你做的事情。

我的朋友约翰是一个爱发牢骚、经常抱怨的人。尽管他是一名基
督徒，他还是常常为自己的性格开脱，说自己无法克制自己的脾气。后来
有一天，他意识到上帝能够帮助他改变自己的性格，他开始操练喜乐、
良善并且体贴别人，直到这种品格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在哥林多前书14:8，我们看到：“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
呢？”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生命应当让别人看见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是
怎样的。如果人们看到你，不太能确定你是否过的是基督徒的生活，那
么当你向他们传讲基督的时候，你就无法有效的为主见证。你的呼召要
清晰——这样别人就会跟随你。

1.		 如果一个人不喜欢自己的性格，那么怎样改变呢？

2.		 要在社区中有效的代表基督，建立一个正确的形象为什么很重要？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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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那些能够最好为主作见证的人，是那些：
	 a.	有最好的沟通技巧的人。
	 b.	无论到哪里去，都携带圣经的人。
	 c.	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正确态度的人。

我17岁中学毕业之后，在家乡的一个大公司里找到一份工作。在
我上班的第一天早晨，离家之前，我的母亲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记
住，儿子，只有老死的鱼才会随波逐流，而活鱼总是逆流而上。”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母亲的这句话。从那之后，我总是竭力确保
自己不像老死的鱼那样“随波逐流”。但是自始至终不与这个世界同流
合污并不容易，有的时候，在你的工作环境或其它场合，你可能是唯一
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要持守个人见证，我们必须有勇气持守基督
徒的原则，尽管这样做比随大流要困难得多。

彼得前书3:15忠告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
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我们的盼
望是在基督里，祂死了，又复活了，好使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如
果我们渴望帮助别人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必须保持一个美好的个人见证。
你是否意识到上帝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是的，的确如此。请仔细思考以
下这节经文：

“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
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希伯来书4:13）。

使你的见证个人化
目标2.  认识什么是积极的个人化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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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希望我们向这个世界显明祂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所以要使你
为基督所做的见证个人化，让他们看见上帝的恩典在你生命中所产生的
果效。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会让圣灵来帮助我们。

如果你想要把社区的人带到基督面前，你必须成为一个非常“透
明”的人。这意味着你要在人面前敞开自己，使他们看见真实的你是什
么样的。我们的生活应该像一本打开的书那样，让整个世界清楚地看见
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使徒保罗曾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
一样”（哥林多前书11:1）。你能对社区里的人说同样的话吗？

4．	以下哪些是真正的正面个人化的见证呢？
	 a.	 某件事你明明知道不对，但是仍然去做了，因为朋友让你做，	
	 	 你不想得罪他。
	 b.	 顺从某事将会损害你基督徒的见证，所以你没有顺从。
	 c.	 当你的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时，你表现得很不安。
	 d.	 在一个项目中，完成超过你分内的工作。
	 e.	 即使你心里不喜欢，仍然表现得友好和良善。

5.	 	以下哪种心态最能代表对那些还不认识基督的人深切的关心？
	 a.	 我尽最大努力为主做见证，但是如果他们对于跟随主不感兴趣	
	 	 的话，我就无计可施。
	 b.	 我的整个生命应当成为还不认识基督的人的见证，因此我们不	
	 	 能绊倒他们，使他们转去不跟随基督。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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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回天家之前告诉门徒：“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
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约翰福音16:7）。保惠师
是圣经对圣灵的一个称呼。

当我们明白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会更加信靠祂。例如，如果你把两
个语言不同的人放在同一个房间，他们要相互沟通和理解是极为困难
的。但是如果他们说同一种语言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相互交谈而彼此
了解了。彼此交谈会帮助他们了解对方。

相互了解带来信任。圣灵也是如此，当你越认识祂以及祂的工作，
你就越信靠祂。

圣灵的一项工作就是向我们启示和显明基督。当我们认识基督，我
们就意识到自己是何等需要祂。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
了，就要为我作见证”（约翰福音15:26）。

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是显明我们的罪，引人来到上帝面前。耶稣
说，圣灵将会使我们悔改。祂说，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
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16:8）。

乔·史密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心献给上帝。有一天他听到一个有关
耶稣的故事，讲到祂对人们的爱。一周过去了，乔无法忘记这个故事，为
什么呢？因为圣灵已经向乔启示了耶稣，使他为自己的罪感到懊悔。乔

依靠圣灵
是启示者

目标3.  说明基督差遣圣灵给我们的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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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自己必须做一些事了，不久以后，他把自己的心献给上帝，成为一名
基督徒。圣灵在人的心里动工，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圣灵把对耶稣的
信心和启示放在你的心中，难道你不为之高兴吗？当我们向别人做见证
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圣灵也在他们的心中做工。

6．	悔改是以下的行为：
	 a.	 认识了某人。
	 b.	 为罪感到难过，并且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
	 c.	 被圣灵带到上帝面前。

7.		 当我们越信靠圣灵，我们就可以
	 a.	 越倚靠祂。
	 b.	 把拯救灵魂的工作交托给祂。
	 c.	 过圣洁无罪的生活。

8.		 写出耶稣差遣圣灵给我们的三个理由：
	 a.	
	 b.	
	 c.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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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记载于约翰福音14:26中耶稣所说的话：“……圣灵，祂要
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在这节经文中，提到圣灵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圣灵会指教我
们，让我们明白上帝话语的含义；另一方面是帮助我们将上帝的话应用
到我们心中、生命中。圣灵是有智慧的，他也能赐给我们智慧。

汤姆·格林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他有一颗受教的心。每天完
成工作之后，汤姆就研读圣经，他从圣经中得到很多亮光。汤姆和妻
子贝蒂有两个儿子，圣经的教导帮助他们养育两个孩子，因此他的两个
孩子也成为爱上帝、愿意顺服上帝的人。现在他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
并且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养育他们的孩子，因为汤
姆和贝蒂研读上帝的话语，并且接受圣灵的教导，所以他们的家庭如此蒙
福。

圣经向我们显明，圣灵教导我们有很多方式。在圣经中找出下列经
文，并且抄写下来，这样你就可以牢牢地记住这些它们。
1.	 以弗所书1:17——祂赐给我们智慧，并且把上帝启示在我们心里。
2.	 以弗所书6:18——祂教我们祷告，带领我们祷告。
3.	 哥林多前书2:10-12——祂教导我们上帝的真理以及上帝的旨意。
4.	 加拉太书5:16，22-23，25——祂带领我们的生活，并且在我们的	
	 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	

祂是我们的教师和提醒者
目标4.  明白我们依靠圣灵作为自己的教师和提醒者，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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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信实、温柔、节制。

请再读一遍约翰福音14:26，注意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圣灵会帮助
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这就意味着当我们研读上帝话语的
时候，我们若有需要，圣灵会把祂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我们不可能记住圣经中所有的话语，但是当我们处于某种特别的
情形之中，需要某段经文的时候，圣灵会把那段经文放在我们的心里。

你是否曾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和某人谈论信仰的事情时，你
似乎总有合宜的话语应对他们？或者圣灵使你想起某些特别的经文，
恰恰适于当时的情境？感受到上帝在帮助你，你会特别受鼓舞。没有圣
灵的帮助，当我们向别人做见证的时候就手足无措。

有的时候，当我们受到试探，引诱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
应当顺服上帝。祂时刻提醒我们在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应当有好的态
度。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要彰显团契精神，但是圣灵会忠实地提醒我们。

9.	 	为什么你需要依靠圣灵做你的教师和提醒者呢？

10.	 请复习一下本课的内容，在你的笔记本上面写一下圣灵帮助我们的	
	 各种方式。然后察看一下你所写的，在那些圣灵已经亲自帮助你的	
	 那种方式下面画线。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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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已经学完了本课程的全部内容，我希望学习本课程能够帮
助你更好地与基督同行。你已经对基督徒与团契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只有让圣灵帮助你，才能将这些真理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只有靠着圣灵
的大能我们才做得了当做的事情。要信靠祂，祂必帮助你在实际生活中
应用这些真理，去服侍你周围的人。

“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提摩太后书3:14）。
“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

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约翰壹
书2:24）。

现在你可以完成学生报告中的后半部分，即6-10课。请先复习一下
课程内容，然后按照学生报告中的说明完成这些作业。当你把答题纸
寄给导师的时候，询问下一个课程是什么。你要继续操练团契精神，愿
上帝大大地赐福与你！

	

6．	b.	为罪感到难过，并且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

1.	 他可以祈求圣灵改变自己，然后在实际生活中竭力操练成为自己希	 	
	 望成为的那种人。

7.	 a.	越倚靠祂。

2.	 如果人们不喜欢他们眼中所见到的你，那么他们就不想效法你的榜样，不愿意接	
	 受耶稣做自己的救主。

8.	 可以是以下选项中的任何三个：吸引人来到上帝面前；使人知罪；在人的心里启示	
	 耶稣；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审判，帮助我们向别人	 作见证。

3.	 c.	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正确心态的人。

请检查你的答案请检查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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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自己回答。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们需要祂帮助我们作见证、帮助我们服侍社区、	
	 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好使我们的生活荣耀上帝。

4．	a.	 错误。

	 b.	 正确。

	 c.	 错误。

	 d.	 正确。

	 e.	 正确。

10.	 你自己回答。

5.	 b.	我的整个生命应当成为还不认识基督的人的见证。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	
	 因为写作这本书的人关心你。他们是一些喜乐的人，对那些几乎困扰着每个人的	
	 麻烦和问题找到了很好的答案，他们相信上帝要他们把所发现的答案分享给别	
	 人，他们认为，为了解决你的麻烦和问题，你需要知道一些重要信息，并且找到对	
	 你最有益的生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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