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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耶稣基督  

是属灵成长的好例子 

你还记得因着你的某些成长的迹像，你的父母或老师

感到很高兴的时候吗？你曾经看到过某个小男孩在他父

亲的身旁试图站得很高的情形吗？我记得我访问过一个

家庭，这个家庭里的两个小男孩，把他们父亲的身高标在

墙上。在他们父亲身高的标志下面，记着很多不同的日期

和高度，以比较孩子们的成长情况。我们知道，我们的天

父也渴望我们长大成熟，以便我们可以与他相交。我们需

要长大，并成就神按照他的形像创造我们的旨意。  

然而，一个信徒的成长似乎显得难以理解。“基督徒

的长进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你可能会问。我刚刚提到

的那两个小男孩有一个看得见的目标，他们认识他们的父

亲，他们可以测量他父亲的身高。对他们来说，对照他们

父亲的样子来描绘出自己的成长情况并不难。  

这也正是我们本课的目的。我们要以我们看得见的

各种目标，来阐述基督徒长进的定义。圣经是一本开放的

书。耶稣常常用比喻来教导人，这些比喻都是对人们平常

经历的一种生动形像的描述。我们将会看到，圣经对于长

大成熟的标准是清楚明确的，并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密

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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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确定成长的目标  
看看耶稣是如何成长的  

身体上的长进  
精神上的长进  
社交上的长进  
属灵上的长进  

学习耶稣的样式  

学习目的  

学完本课后，你应当能够：  
 从四个方面来说明耶稣基督是我们属灵成长的现实

目标。  
 从非常实际的方面，来阐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

变得像耶稣。  
 体验你个人朝着满有基督身量方向成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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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领  

1 阅读课文。  
2 查看你所不明白的关键词的定义。  
3 完成课文进程中的习题，有需要时可参考课本内容。

分阶段对照课文中所给出的答案，检查你的答案是否

正确。  
4 把你学习《基督徒的长进》这一课程的笔记本相连的

两个页面分成四栏。在每一栏上标出下面的一个标题

词：1）身体上，2）精神上，3）社交上，4）属灵上。

当课文阐述到这些方面时，在这些栏目中写出有关的

经文章节。  
5 在课文的 后做自我测试，并认真检查你的答案。对

于回答错误的试题，请温习其内容。  

关键词  

通奸的         形像    同性恋的  

课文进程  

确定成长的目标  

目的 1、  阐述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为之工作的圣经的目

标。  

我们在以弗所书 4：13 中已经看到，神希望我们“得

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新约圣经的原文实

际上是“成熟的成年人”的意思，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完全的人或是一个完全长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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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这节经文，对于长进的实际尺度是什么？（请圈

上正确的答案。）  
a）  特别的属灵恩赐。  
b）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c）  圣洁无暇。  

“身量”是一个重要的词语，它指的是“成长的身高

或者是成长过程所获得的品质”。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并

非生来就是长大成熟之人，在他出生的时候，他也是一个

婴儿，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需要长大。  

2、希伯来书 5：8 提到了耶稣，它是以这样的话开始的，

“他虽然为（神的）儿子”。请你把这节经文中其余的

部分在这里写出来。  
                                            

3、 “完全”这个词的意思是“成了”或“达到了 后形

态”。为何你认为这个词适用于耶稣？  
                                            

因为耶稣总是处于圣洁无暇的属灵上的完美状态，他

是我们在生命各个方面成长中的完美榜样（哥林多后书

5：21）。虽然，我们不能期待达到一种圣洁无暇的属灵上

的完美状态，但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应该是我们属灵

成长的一个现实目标，因为朝着一个比我们所期望达到的

更高的目标努力，将使我们比朝着一个更低的目标努力而

达到更大的成就。  

4、认真阅读希伯来书 4：14-16。耶稣也会有我们基督徒

成长中所面临的问题吗？请说明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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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理解为什么耶稣常常被称为我们的弟兄 (希伯来

书 2：11-12，17)。如果你有一个哥哥，你会理解他作为

家里的长子和第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在家里有着多么

重要的影响。  
认真阅读希伯来书 2：10，并把它记在你的笔记本上。

你明白耶稣的长大或长得完全是为了能够带领其他子女

完全进入神的旨意吗？作为一个基督徒，难道这不是能很

好地激发你自己希望长进的愿望吗？  

看看耶稣是如何成长的  

目的 2、  列举出耶稣成长的四个具体方面。  

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也知道他的身

量是我们的目标。圣经特别向我们表明了耶稣成长或长进

的四个基本方面。  

5、阅读路加福音 2：52。列举出耶稣在哪四个方面一齐

增长。  
                                            

                                            

你能够把这四个方面与你必须成长的各个方面联系

起来吗？你明白为什么我们所学过的彼得后书 3：18 这节

经文告诉我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

上”有长进吗？作为基督徒，学习基督的生平，将使我们

更好地意识到我们自己长进的旨意和目标。  
现在你可以开始按照学习要领中所要求的那样，填写

你笔记本里那两个页面中的第四栏。在你学习下面的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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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时，再把所引述的经节分别填写在前三栏中的每一

栏。  

身体上的长进  

目的 3、  培养一些有益于你达到基督徒身体上之长进的

习惯。  

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身体上的长进所包含的不仅仅

只是躯体上的长高长大，它还包含了对你身体的旨意的认

识。信徒身体上的长进，还包含了其讨父神喜悦的身体行

为。下面的经文章节，将有助于你理解这一方面的内容，

并养成良好的基督徒身体行为习惯：帖撒罗尼迦前书 4：
3-8；哥林多前书 6：9-15，18-19；提摩太前书 4：8；加

拉太书 6： 7-8。请在你的笔记本中“身体上”的标题之

下记下这些经文。  

6、对于那些放任身体淫乱的人的命运，哥林多前书 6：
9-10 中是怎么说的？  

a）  他们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b）  他们将受到教会的驱逐。  
c）  他们将不能承受神的国度。  

精神上的长进  

目的 4、  藉着良善的心思意念来充实你的头脑，促进你作

为基督徒精神上的长进。  

人的心思是从神而来的美好恩赐。然而，你会留意到，

要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是多么困难的事。而要使你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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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乱想，甚至是思想一些与基督徒相悖的心思意念，则

是很容易的事。无怪乎彼得告诉基督徒们“要约束你们的

心，谨慎自守”（彼得前书 1：13）。你知道，耶稣教导我

们，心确实是我们生命中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7、阅读马可福音 7：18-23。根据耶稣的教导，一切邪恶

的东西都是从人的哪里生发出来的？  

                                            

事实上，让我们的心思想邪恶之事是一种犯罪。  

在你的笔记本中标题为“精神上”的栏目下记下，马

太福音 5：28、彼得前书 1：13、马可福音 7：18-23、箴

言 23：7 和哥林多后书 10：4-5。  

8、在哥林多后书 10：4-5 中，保罗阐述了如何“攻破坚

固的营垒”，然后列举了培养基督徒精神上长进的三个

方面，它们是哪三个方面？  
a)                                         
b)                                         
c)                                         

9、在腓立比书 4：8 中，提到了我们应该思念的事有多少

样？  
a）  三样    b) 八样    c) 十二样  

现在，请认真阅读罗马书 12：1-2。留意 后一段，

“……察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

有一次用到了“纯全”这个词，你应该还记得，它是“长

进”或“完全和完整”的意思。我们必须努力通过我们自

己的意志来知道神的意志，来知道神希望我们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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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罗马书 12：2，说明神如何改变一直效法这个世

界生活的人？  

                                            

你可以看到，我们思想上的长进是多么重要啊！  

社交上的长进  

目的 5、  朝着基督徒社交上的长进不断进步。  

基督徒的成长过程包含了我们生活中的社交方面，也

包含了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你可以列举出你的社交经历

的很多方面：家庭、朋友、婚姻、与政府的关系、邻居等

等。在本课程中不可能列举出或探讨这一方面的全部经

文。  
在你的笔记本中标题为“社交上”的栏目下，记下诗

篇 101、雅各书 4：4-5 和以弗所书第 5 章。（是的，是整

整一章！）  

注意：这一重要篇章（以弗所书第 5 章）一开始，

便劝告我们要力求行为圣洁（第 1 节），然后提到了我们

所不能做的邪恶之事（第 3-5 节）。第 11 节强调了我们应

该如何对待人们所做的无益之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

要与人同行……。”这一章的 后是有关敬虔的婚姻关系

的教导（第 21-33 节）。  

11、朗读诗篇 101 篇。你会敬虔地选择本诗篇作者生活中

的哪个方面来坚固你自己的生活？（如：诚实、对付

邪恶、纯洁的家庭生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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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关心并帮助你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长进。  

属灵上的长进  

目的 6、  指出有助于你不断地走向属灵上的长进的习惯、

思想和关系。  

整个课程所阐述的正是这一主题！第 6 课将详细地探

讨属灵上的长进。因此，在这里我们将对它不作阐述。但

是请记住，在你学习第 6 课的时候，在你的笔记本中标题

为“属灵上”的栏目下，记下那些所提及的经文章节。  

下面图示总结了我们所学过的内容：  

基 督 徒 

达到目的之途径

生命

身体

心智

 

目标：

“ 要 耀神荣 ”
 

和与长进

神的相交

系关  

 

看看图示你就会明白到，基督徒的目标是他自己之外

的。要达到这一基督徒的目标，我们必须朝着那个目标前

进。  

12、上面的图示描述了一种有动力的生活吗？（请说明） 
                                            

我们在习惯、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思想和关系方面，

都必须考虑到属灵上长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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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基督的样式  

目的 7、  阐述耶稣的仆人身份，并把你自己视为他的仆

人。  

有些圣经原则似乎很难理解。我们已经看到，神把我

们分别出来，成为“许多弟兄”（罗马书 8：29）。或许你

会问，“我们怎么可能像耶稣的模样？”每当我们想起耶

稣是圣洁的、是取了人的样式的神的时候，便会提出这样

的问题。让我们明白到一个简单却是很重要的观点：我们

变得像耶稣的模样，是在仆人的职份上。  

13、阅读腓立比书 2：5-8。根据腓立比书 2：5，我们应

该具有什么样的心意或态度？  

                                            

14、根据腓立比书 2： 6-8，耶稣心甘情愿地取了什么形

像？  

                                            

根据腓立比书 2： 5-8，这一形像是通过谦卑和顺服

来体现的。在希伯来书 10：7 中，耶稣说，“神啊，我来

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你可能还记得他在客西马尼园

祷告时所说的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

的意思。” (路加福音 22:42) 

15、在描述耶稣的仆人身份上，希伯来书 10：7 指出了什

么？  
                                            

你明白为什么保罗、雅各、犹大和其他门徒，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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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视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吗？这就是我们为何能够变

得像耶稣的样式的原因所在。我们从罪中得救并不只是为

了我们自己的救恩，我们的得救是为了侍奉。我们向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接受了一种顺服关系。实际上，耶稣基督是

我们的主，而我们是他的意志的忠心仆人。充满了喜乐、

得胜和自由的救恩，不仅仅是一种经历。藉着救恩，我们

才能真正明白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是被造来荣耀神的。

我们的目标是要变得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并藉此恢复与

神的真正相交关系。这一关系满足了人对其生命旨意的深

层渴望。我们应该与使徒保罗一同宣告：“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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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是非题：如果句子是正确的，请在其前面的空格上写上

T ；如果句子是错误的，请在其前面的空格上写上 F。然

后，把错误的句子改为正确的。  
.. ..1 身量一词指的是“成长的过程中所达到的高度或所

培养的特性”。  

身量一词指的是                            

.. ..2 根据耶稣的教导，一切邪恶的东西都出自一个人的

内心。  

根据耶稣的教导，一切邪恶的东西都出自        

.. ..3 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具有摩西的心或态度。  

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具有       的心或态度。 

多项选择题：请圈上每道题目正确选项前的字母。  

4 圣经在路加福音 2：52 中教导，耶稣在他生命的四个

方面中成长。从下面的词语中选择出这四个方面。  
a) 属灵上  
b) 身体上  
c) 情感上  
d) 精神上  
e) 医术上  
f) 圣经方面  
g) 心理上  
h) 社交上  

5 根据哥林多前书 6：9-10，我们身体上的某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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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我们不能承受神的国度。从下面一系列的描述词

语中指出是哪些行为。  
a) 淫乱  
b) 运动  
c) 厌倦  
d) 奸淫  
e) 亲男色  
f) 思想  

6 腓立比书 2：5-8 中指出，耶稣基督不仅仅心甘情愿

地取了人的样式，而且还取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像。

这一形像是什么？  
a) 牧师的形像  
b) 仆人的形像  
c) 国王的形像  
d) 先知的形像  

简答题：在下面所提供的空白行中填上恰当的答案。  

7 信徒在他的社交经历中，应该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之

下，与哪四种人发生联系？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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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1 b）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9 b）八样  
2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10 通过完全改变他的心意。  
3 因为耶稣身体和精神上的特性以及工作都达到了完

全。  
11 你自己的答案。  

4 是的，因为他也像我们一样受到试探，而且能够同

情我们的软弱。  
12 是的，因为无论是有动力的生活还是图示 2.1，都表

明了朝着某个目标前进的生活。  
5 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13 耶稣基督的态度。  
6 c）他们将不能承受神的国度。  

14 仆人的形像。  
7 从他的内心。邪恶的心思意念都是从那里生发出来

的。  
15 他的顺服。  

8 a）攻破各样的计谋。  
b）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  
c）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