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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基督徒长进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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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虔诚地渴望长大  

大多数父母都会热切地关注自己孩子们的成长，他们

会骄傲地指出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新迹像。孩子们

也会很渴望他们长大成人的那一天。那时，他们已成熟可

以完全地接受在家庭中的权力和义务。从这一点来看，无

论是对于父母还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不能正常

地成长更令人悲伤的了。  

对于我们的属灵生活来说也完全是这样。神渴望与人

有一种不断成长的相交关系。人也同样渴望有这种关系，

没有了这种关系，人便会感到失落。即使在人不明白自己

的需要的时候，他也在寻求与神的这种相交关系。但是，

人直到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的时候，才找到了这种

相交关系。因而，作为一个信徒，在他接受神对他的旨意

之前，他便不能经历神所渴望的那种层次的相交。神对人

的旨意就是要变得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因此，我们可以

说，基督徒的长进既成全了神的愿望，也满足了人的愿望。 

成长的过程很有趣，但是也很艰难。你一定记得在长

大成人的过程中，一些令人兴奋和高兴的事，当然，你也

不会忘记那些艰难的事情，对吗？当圣灵使用本课程来教

导你的时候，它将帮助你成长。你可以预见本课程对你的

挑战。而随着你的长大成熟，你将会认识到你在神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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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新的权力和更加重要的义务。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渴

望我们能够这样。让我们把下面这段经文作为我们的主

题：“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

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哥林多前书

13：11）  

课文大纲  

神希望人长进  
创造之时的旨意  
从堕落到救赎  
从堕落到长进  

人对成长的渴望  
人渴望成长的方向  

通过耶稣的生活来确定方向  
藉着救恩的确据来确定方向  
通过认识自然的成长过程来确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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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目的  

学完本课后，你应当能够：  
 保持一种能够促使你长得满有基督样式的与神的相

交关系。  
 更好地理解在你属灵成长的过程中你自己的职责，并

且能够更为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责。  
 把自然的成长过程和超自然的力量与基督徒的长进

联系起来。  
 阐述基督徒的长进的定义。  

学习要领  

1. 祈求圣灵带领你的学习。请记住，圣灵渴望引导你明

白一切的真理。（参阅约翰福音 16：13）  
2. 在开始本课的学习之前，准备好一本笔记本。把那些

答案太长而不能写在课本上的习题答案记在笔记本

中，也可以把你在学习本课程中所希望记下来的其他

任何评注，写在笔记本里。  
3. 仔细阅读本自修课程的简介。  
4. 阅读本课文激励人心的开头部分、课文大纲、课文目

的和学习要领。  
5. 认真阅读课文进程，回答你在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每

一道习题。在回答了每一道习题之后，请对照课文后

面所给出的答案，检查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如果有必

要的话，纠正你的答案，   
6. 在学习课文进程时所遇到的每一节参考经文，都要查

阅它。  
7. 在课文的 后做自我测试，并认真检查你的自我测试



 

 

17

题答案。复习你没能正确回答的内容。  

关键词  

明白每一篇课文的开头部分所列举出来的关键词，将

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如果你对所列出来的任何关键词有

疑问，你可以现在就查阅它的词义，或者是在你阅读到它

的时候，才查阅它的词义。对于任何生词，都要花时间学

习它的词义，因为它们对于完全理解本课程至关重要。  

命运  
动力的  
评价  
相交  

长大  
成长过程  
长进  
完全  

旨意  
关系  
身量  

课文进程  

神希望人长进  

我们将通过探讨神为什么要造人，来开始我们对基督

徒的长进这一课程的学习。你是否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

题：“首先，神为什么要造人？”或许，你会感到疑惑：

“神对人有什么期待？”  

创造之时的旨意  

目的 1、  向他人解释神为什么造人。  

神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停下来审视他的工

作。每一次神看到他所创造的都是好的。在第六天，神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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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他的计划造了人，神是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的（创世记

1：27），神又一次看到他所造的都甚好（创世记 1：31）。
如果没有造人，创世的工作将是不完全的。造人成全了神

的计划。借着神与人之间的相交关系，神和人的基本需要

都得到了满足。通过相交的方式，人将在神那里得到成长，

荣耀神，并成全其受造之旨意。  

1、查阅传道书 12：13。根据这节经文，人必须做哪两件

事以成全神造人的旨意？  
                                            
                                            

“敬畏神”就意味着要尊崇神。当然，这也包括了尊

崇神对人的旨意。  

从堕落到救赎  

目的 2、  阐述神计划让人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人在耶

稣基督里的成长所要达到的目标。  

不幸的是，创造之工并没有由于神在人身上成就了他

的荣耀旨意而结束。因为人的犯罪，人堕落了，变得无法

与神相交，也不能荣耀他。堕落之人的心思意念远离了神，

他的欲望使他脱离了神，他的行为常常冒犯神。罪使人脱

离了与神的相交而毁了人，而与神相交原是神对人的旨

意。  
但是，神是如此地爱人，如此地渴望与人相交，因此，

神提供了一个救赎计划。神的计划是要藉着献上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恢复那被破坏了的相交关系。神差遣他自己

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人而死，以此使人可以得到救赎，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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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与神建立相交关系。  

2、在神的救赎计划中对人的目标是什么？  
                                            

在人身上的神的样式，由于堕落而遭到了破坏。但是，

藉着耶稣基督，神又使人恢复了他自己的样式。这是新约

圣经的重要主题。当我们成长得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时，

我们便变得有了神的样式。  

从堕落到长进  

目的 3、  阅读以弗所书 4：13，指出基督徒长进的目标是

什么。  

长进可以阐释为“一种由自然生长过程而达到的完全

成长的状态”或者是“达到了成年人所完全成长的一种状

况”。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走向成熟的自然生长过程

可能会受到阻碍或得到帮助。耶稣基督的教会的事工，就

是要帮助每一个信徒变成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成熟的人。

以弗所书 4：11-16 便指出了这一基本真理，对这段经文，

我们将在之后用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来加以阐述。  

3、根据以弗所书 4：11，基督赐下哪些人来帮助我们达

到属灵上的长进？  
                                            
                                            

4、根据以弗所书 4：13，基督徒长进的目标是什么？  
                                            

这节经文有一些词是课文中所列出来的关键词，请你



 

 

20

记住，一定要查阅这些词语。  
在以弗所书 4：13 中翻译为“长大成人”的词，也常

常被翻译为“完全”（比较马太福音 19：21 与腓立比书 3：
12 和歌罗西书 1：28）。“完全”一词通常指的是“完整”

或“全部”，它也有“成了”或“完成了”的意思。（参阅

约翰福音 19：30）  

5、阅读歌罗西书 1：28。下面哪个选项 好地阐释了这

节经文中所出现的“完完全全”一词？  
a）  完美无瑕的。  
b）  圣洁无罪的。  
c）  完整或完全。  

我们变得越像基督的样式，我们就越多的成就了神在

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也就更多的荣耀了神。你明白神

为什么如此地渴望每一个基督徒长进、变得完全并满有基

督的样式吗？属灵上的长进是神在每一个信徒生命中的

高目标。我们的天父渴望看到我们生命中走向成熟的每

一次长进。  

人对成长的渴望  

目的 4、  请说明为什么如果不仰望神，没有人能够对他成

长的需要感到满足。  

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找到其生存的意义。所有

人的烦躁不安，大多是由于其寻找生活的意义而引起的。

人需要有一个目标。即使是在没有得救的时候，人们也会

感到与命运和来世有某种联系。人们在寻找或渴望得到某

种满足，而这种满足感只有在与神的相交中才能完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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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格只有在讨神喜悦的神和人关系中，才能得到完全

成长。如果人脱离了神，他对属灵成长的渴望就不可能得

到满足。  
在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空虚，

这种空虚就好像是创造主安置在那里的一种警报或信号。

当人没有履行神对他的旨意时，他将会经受属灵的痛苦，

这种痛苦就好像一个正常人失去了一只手或一条腿。人们

常常通过犯罪来暂时逃脱这种属灵上的痛苦。这种暂时的

逃避，就好像是某些药物对身体上的疼痛所起的减轻作

用。人否认他自己需要去认识和侍奉创造主，这是一种犯

罪行为，这种行为阻碍了属灵上的长进。  
我们人类的灵，在某种意义上说，借取神的本性。只

有在我们基督徒的灵里，我们才真正地像神，这是我们

为宝贵的恩赐。正是我们里头的灵需要某种旨意。  

6、人里面的神的形像或像神之处是人里面的灵（这灵包

括诸如意志、心智和选择，等等。）阅读哥林多前书 2：
10-11。把人与神联系起来的是人的哪一部分？  

                                            

7、根据罗马书 8：16，神的灵如何向我们宣告我们是神

的孩子？  
                                            

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生来就有朝着某一目标成长的

迫切需要。通常，人们觉得这一需要是财富、接受教育、

或者是社会地位或职位的高升。事实上，这一需要只有通

过与创造主建立一种恰当的关系才能得到满足，只有当我

们变得越来越像他的时候，我们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我

们才能与他建立真正的相交关系。每一个人里面对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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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或渴望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只有当人把他的渴望聚

集到基督徒的长进上，才能变成一种敬虔的愿望。  

人渴望成长的方向  

目的 5、  阐述一个人可以怎样利用他天生渴望成长的力

量，来在神里面取得进步。  

你曾经看过有人试图建筑堤坝拦截湍急的江水吗？

有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江水汹涌向前的力量很

大，这是极难阻挡的。这种向前的力量叫做动力，动力是

一种内在的要求向前的力量。  
神把这种力量放置在了人的里面。然而，神允许人选

择这种力量的方向。你可能会说，一个人里面的欲望之河，

朝着各个方向流动以寻求它的道路。没有神的人，在圣经

中被称为“狂浪”（犹大书 13）。没有得救的人为着自己

的目标而使用这种动力。这是绝对得不到满足的。相反，

我们信徒们必须学会使用这种动力在神里前进。  

8、在路加福音 10：3-35 中的撒玛利亚人，是如何让他怜

悯的动力促使他在神里面前进的？  
                                            

通过耶稣的生活来确定方向  

目的 6、  运用在基督里的信心来成就你渴望成长的真正

愿望。  
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启示来到世上，这对我们找到自己

的真正目标至关重要。耶稣是正确的“神与人”关系的典

范，耶稣的生活、死亡和复活，为人们真正地成就他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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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开辟了道路。罪从人那里所剥夺的，基督都为他做了修

复。通过在基督里的信心，我们得到了重生而进入了神的

大家庭，并找到了我们里面灵的动力的正确方向。  

9、在约翰福音 10：10 中，耶稣说他来是为了什么，从而

表明了他对我们的真正旨意？  
a）  我们可以避免进地狱。  
b）  经文可以得到应验。  
c）  我们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  

藉着救恩的确据来确定方向  

目的 7、  阐述为什么你属灵成长的基础是超自然的。  

有些人认为，重生是基督徒的终极目标。但是，仅仅

认识到我们是基督徒，并不能保证我们能过上一种充满活

力的基督徒生活！充满活力的生活，意味着处于动态和成

长之中。正如一个新生婴儿的成长是因为他有生命一样，

一个新的基督徒也必须如此，他有机会朝着神所希望的方

向成长。但是，成长的过程并不是自动的——信徒必须渴

望朝着基督徒长进的方向成长。  
 
 
 

 
 
 

你必须相信耶稣的死和复活是为了赦免你的罪，这是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走向成熟的第一步。下一步是你要认识

动态的生活 信徒的长大 

目标： 

满有基督

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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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并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相信和承认的人，将接

受基督的灵作为他里面灵的主人。然后，圣灵将赐给他一

种动力，以使他趋向神的真正旨意。当然，在前进的过程

中，人将会遇到许多阻碍。但是，人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下

通过这些障碍，在基督里不断地走向成熟。  
在哥林多前书 3：23 中，“你们是属基督的”的意思

就是耶稣基督是你们的主。  

10、根据下面的经文，说明我们为什么是属基督的？  
a) 哥林多前书 6：20                        
b) 彼得前书 1：18-19                        
c) 以弗所书 1：4                           

11、约翰福音 3：19-20 说明了世人为何不承认神通过基

督行使对他们生命的权力，世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12、下面三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人必须怎么做才能属于

基督。通过学习这些经文，你将明白并能够向他人阐

释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阅读每一段经文，并把要在

耶稣里拥有新生命必须怎么做记下来。我们已经给出

了第一段经文的答案。  
a) 约翰福音 3：16-18：要求人相信神的独生子。  
b) 罗马书 10：9-10：                       
c) 约翰福音 1：12：                        

上述习题的答案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明白到他的得

救，那就是他重生成为神家庭中的一个孩子。花一点时间

阅读约翰一书 4： 14-16，你更能真正地认识到这一真理

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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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现在，请你把约翰一书 4：14-16 中的真理，以你自

己的话用两个句子概括出来。把这两个句子写在你的

笔记本中，你的措辞就好像你在向一个朋友解释这一

美好的真理。  

通过认识自然的成长过程来确定方向  

目的 8、  把属灵成长和自然成长作比较。  

基督徒的长进可以被阐述为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与自

然的成长过程相似，凭借这一过程，我们将被带向属灵的

完全。  
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就好比是一粒种子。长进的过程

在圣经中常常用耕种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当我们获得新生

的时候，那正是由一颗不腐烂朽坏的种子生长出来的。圣

经在彼得前书 1：23 中描述了这一特别的种子。  

14、根据彼得前书 1：23，我们是藉着什么而得以重生的？  
                                            

约翰一书 3：9 中提到了存留在我们信徒里面的神的

种子。你知道，在所有的生命中，完全成长的潜在可能性

都寓于这细小的种子里。例如，谷类作物完全长大成熟的

潜在可能性便寓于谷类种子之中。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一

棵参天大树是由一颗细小的种子生长而成，然而这是事

实。植物的本质包含在种子里，这只有在其生长的过程中，

才能被看到。  
在新生的信徒里面，他变得像神的潜质就是神话语的

种子。他的新生命是充满活力的，这一生命可以通过属灵

的成长而达到基督徒的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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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哥林多后书 9：10 中，在我们正常维持和成长的需

要方面，神应许了我们哪两样东西？  

请记住，正如神能促使天然的种子生长一样，神也能

使我们里面的属灵种子成长。而正如神在天然种子的生长

过程中需要农民的耕作一样，他也同样要求信徒们在他们

里面的属灵种子的成长过程中，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16、不要看课本，在你的笔记本中写出你自己对基督徒长

进的定义，然后温习一下课文开头部分对这一词语的

定义，并把它与你所做的定义作对照比较。  

要特别注意本课对基督徒的长进的定义，即我们属灵

上走向完全的过程与自然的成长过程是相似的。人里面的

神的形像——人里头的灵——是一种动能，这种动能是在

创造物与创造主之间，恰当和美好相交的堤坝之间流动

的。  
虽然遭到了罪的破坏，但是这一旨意如今可以藉着耶

稣基督得以修复。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对于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长进有

一条衡量的尺度。  

17、根据以弗所书 4：13，衡量基督徒长进的尺度是什么？

圈上你所选择的答案前面的字母。  
a）  引述经文的能力。  
b）  在生活中不犯错误。  
c）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d）  高深的教育。  

或许你会问你自己，“为什么基督徒的成长过程不可

以是一个简单轻松的过程呢？”我们还是可以从本质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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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这一问题。种子有很多天然的敌人。它可能会在土壤

中被埋得太深或不够深，它可能会被风吹走，土壤中可能

会有很多石头或者是满了野生植物的种子。许多农民所面

对的，几乎是不可能有收成的劳作。事实是如果为其提供

适当的条件，好的种子总会有收成。  
在人的里面，神样式的种子的 大敌人是撒但。在这

世界上，它是神的样式的敌人。它的根本目的是设置诱惑

以使人堕落。它策划了一个世界性的计谋，试图使没有得

救的人与福音隔离。它还进一步试图阻碍基督徒在耶稣基

督的样式里长大，而在耶稣基督的样式里长大是基督徒长

进的目标。  

18、耶稣在路加福音 8：4-15 中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

事与种子及其生长过程有关。你能在这段经文中找出

多少样阻碍种子生长的东西。  

                                            

你认为在前面那个问题的答案中所提到的任何东西，

都是阻碍我们属灵成长的东西或情况的像征吗？  

19、神向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资源，帮助我们使自己的生活

充满活力。这些资源可以被描述为恩慈、才干、机会

等等。请评价你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下面资源来

帮助你在属灵上的成长（参阅例子说明）：  

资源  很多  一些  没有  

学习神的话语     

祷告     

参加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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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信徒聚会     

你对成长的天生渴望     

你对神的顺服     

在你完成前面的个人评价练习之前，请不要继续往下

阅读。让我们祷告，圣灵将帮助你努力使用这些资源，来

达到属灵上的长进。  
为了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真正地荣耀我们的天父，我

们必须在生活中真正地接受基督徒长进的目标。我们必须

像一支努力战胜对手的团队一样，竭尽全力达到目标。我

们决不能接受一个次等的目标。  

20、彼得后书 3：18 是一节对我们很重要的经文。阅读这

节经文，然后填上那些遗漏了的词语。  

“ 你 们 却 要 在 我 们 主 救 主 耶 稣 基 督 的     和       
上有     。愿      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让我们渴望基督里完完全全地长大成熟，我们完全可

以藉着神的恩典达到这一目标。但愿这一基督徒侍奉课程

能够使你帮助他人也长得满有基督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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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复习完功课之后，自我测试题。然后对照本课本后面

所给出的答案，检查你的答案是否做正确。复习你答错了

的内容。 

是非题：请在下面正确的句子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T，在

错误的句子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F。  

.. ..1 还没有创造人之前，创造便完成了。  

.. ..2 人永远都不能恢复神的形像。  

.. ..3 没有与神建立恰当的关系，人的计划便不能得到真

正的成就。  
.. ..4 基督徒经历是生活将充满活力的一种保证。  
.. ..5 获得重生的一个条件，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

主。  

多项选择题：请圈上下面每道题目的正确选项前面的字

母。  

6 指出圣经中“完全”或“长大成人”一词的正确含义。

（正确答案可以不止一个。）  
a) 完全长大  
b) 圣洁无罪  
c) 完整  
d) 全部  
e) 成了  
f) 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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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需要一个生存目标或理由的本质地方是他的：  
a) 魂  
b) 身体  
c) 灵  

8 下面哪两个句子 好地阐述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

目的？  
a) 使人被定罪。  
b) 作为正确的神与人关系的楷模。  
c) 使人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  
d) 来建立一个新的重要宗教。  

简答题：把下面每道题的正确答案填在空白处。  

9 人里面的神的种子，其 大敌人是：  
                                            
10 在路加福音第 8 章中，至少指出耶稣所描述的表明人

们如何接受福音的两种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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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1 敬畏神和顺服他的诫命。  
11 因为黑暗之中的人弃绝了光  。  

2 修复人与神之间的相交关系。  
12 a）  参看例子。  

b）  承认耶稣是主，并相信他的复活。  
c）接受基督，并相信他。  

3 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  
13 用你自己的话来阐述约翰一书 4：14-16 中的真理。  

4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14 神活泼长存的道。  

5 c）完整或完全。  
15 多多的种子和丰盛的果子。  
6 人自己的灵。  

16 用你自己的话来阐述基督徒的长进的定义。  
7 把他自己与我们的灵联系起来。  

17 c）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8 凭借他的怜悯，以无私的态度帮助有需要的人。  

18 把种子洒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

吃尽了；有撒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

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

把它挤住了。  
9 c）我们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  

19 你对你自己的评价。  
10 a）  因为基督付上代价救赎了我们。  

b）  因为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献上了他自己的

宝贵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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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因为神通过基督拣选了我们，藉此来属于他。  
20 恩典，知识，长进，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