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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成长的动力  

长大成人是一件令人兴奋而又充满艰辛的事情。我记

得有一个孩子，他母亲帮助他播种，因为她希望他体验一

下成长的过程。有一天，他走到她的身边吼道，“妈妈，

我的种子不会生长。我每天都把它拔出来看一看，但是它

没有生长！”不足为奇，你说，因为你每天都把它拔出来。

然而，我们也常常这个样子。成长需要时间，需要适当的

“食物”，还需要肥沃的土壤。对信徒们来说，土壤就是

我们的灵和意志。如果你配合圣灵，你的成长过程将是自

然的、持续的。  

父母和老师们常常用奖赏来鼓励我们成长。这种奖赏

被称之为激励。激励就是驱使我们行动的某样东西。圣经

向我们表明了很多用来促使基督徒长进的激励。有些是我

们开始成长时，便能够立刻认识到的奖赏，有些则是要我

们耐心等待之后，才能认识到的奖赏。但是，每一种激励

都是重要的。本课就是要介绍圣经中向你提供的某些奖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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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与我们目前有关的目标  
对长大的渴望  
识别是非  
接受和侍奉  

我们进一步的目标  
成为有用的器皿  
满有耶稣的样式  
为 后的考试做好准备  

课文目的  

学完本课后，你应当能够：  
 指出促进基督徒成长的各种动力。  
 区别关于成长的“地上生活”的理由与永生的理由之

间的不同。  
 根据基督的审判台，指出信徒的某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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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领  

1. 阅读课文进程。  
2. 做课文进程中的习题，并核对答案。  
3. 在课文的 后做自我测试，并认真检查你的答案。复

习那些你没有正确回答的测试题内容。  

关键词  

循环  
尽力  
预备  

终的  

问题  
审判的  
比作  
选择  

准备  
寻求  
终极的  

课文进程  

与我们目前有关的目标  

有时候，基督徒被指责为“世上的另类”。这就是说，

基督徒是从天堂的角度，而不是地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的。然而，圣经提供了一个既与天堂又与地上有关的平衡

视角。它既与现在息息相关，又与将来密不可分。作为一

个基督徒，长进提供了奇妙的、即时的奖赏。圣灵把这些

奖赏，视为促使我们朝着在神里的目标前进的各种激励。 

对长大的渴望  

目的 1、  指出神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于行为不端的少年人，他的父母会常常斥责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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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像个婴儿！”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孩子会愿意停留在婴

儿阶段，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尽快地长大。成为一个成年

人就意味着独立，也会有更多的义务和特权。属灵上的成

年是对基督徒长进的一种真正激励。从约翰一书 2：12-13
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小子”到“少年人”再到“父老”

是一个重要的成长过程。对成为成年人的渴望和对不会成

长的惧怕，应该促使我们做出几个重要的决定。我们必须

丢弃幼稚的习惯、幼稚的言辞和幼稚的行为。记得耶稣曾

经吩咐他的门徒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马太福音

18：2-5），但是，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与幼稚之间有着很大

的区别。  
哥林多前书 13：11 告诉我们，丢弃幼稚的话语、心

思和意念，在要求为我们做事的时候，也许我们的方面是

显而易见的，这种态度显得自私，而不是关心别人，总是

拿来而不是给予。  
而且，我们必须成长到一个更高的认知层次：理解。

要达到理解的程度，就要超越简单的背诵，这样才能把知

识和真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一个小孩开始的时候只是

学习说话，但是，一个成年人要学会说什么和什么时候说。 

1、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3：11 中说，我“既成了人，就把

孩子的事丢弃了”，在 14：20 中他又说在心志上总要

“作大人”。在 13：11 中，这些像孩子的方面被列举

为话语、心思和意念。你在生活中的这些方面有多成

熟？以下面这一简单的图表为基础，把你的自我反省

写在的笔记本中。然后求告神帮助你，帮助你改正你

已经下决心要加以改正的各个方面。  



 

 

88

 幼稚的  成熟的  

话语  通常是关于个人自己

的：问题、计划、行为。

常常是关于他人感兴

趣的事。  

心思  
根据当时的个人愿望

所做出的反应，如喜

乐、生气或自怜。  

思考 终的结果，既

关心自己的益处，也

关心集体的益处，这

样才适合成熟的要  
求。  

意念  
按照自己享乐的愿望

来确定其价值。  

依据对他人和对自己

的主要影响来确定价

值，相对于责任或义

务来说，享乐是次要

的。  

对于我们属灵上的长进有三大愿望。  

第一是我们的天父希望我们作为他的子民，能够完全

长进，这样他才能与我们有更加完全的相交，也只有这样，

我们属灵上的成熟，才能荣耀我们的主。  

2、再次阅读以弗所书 4：13。根据这节经文，神希望我

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指出正确答案，并圈上其前面的

字母。  
a）  基督徒  
b）  有爱心的人  
c）  重要的人  
d）  成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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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愿望是教会和教会领袖们的愿望。使徒保罗在

歌罗西书 1：28 中，阐述了他对此的关注。他说，“我们

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

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第三，由于需要长大，人们渴望他们自己在属灵上长

进。成熟是完全的成长或者是达到了成年。所有真正的信

徒，都渴望成为属灵上的成年人，这是很正常的事。为了

履行那些只有属灵上成长后才能得到的特殊责任，为了领

受那些只有属灵上长进后才会得到的特权（各种祝福），

让我们坚定地追求属灵上的成长吧。  

识别是非  

目的 2、  阐述成熟的人为何能够分辨好歹。  

你曾经看过小孩子在地上爬吗？他可能会把任何东

西都塞到他的嘴里。那东西有可能是可以吃的，也有可能

是毒药。他没有能力判断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

他所玩耍的东西也可能是危险的，一根棍棒或其他东西，

可能会对婴孩造成很大的伤害。随着我们的长大，我们的

判断能力得到了提高。这种提高有助于我们分辨好歹。这

是一种促使信徒长大的激励，信徒需要这种分辨好歹的能

力。  
对于那些不会长大的信徒，确实有一种危险。他们常

常会阅读或倾听假教导。因为他们不成熟，他们认识不到

它的虚假，他们容易受欺骗。撒但会发现很容易迷惑那些

“幼稚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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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希伯来书 5：14 中，一个成年人被描述为有能力：  
a）  成为一个父亲  
b）  结婚  
c）  分辨好歹  
d）  引用很多经文  

4、再次阅读以弗所书 4：13-14 这段经文。根据第 14 节，

小孩子被欺骗的法术和一切异教之风所“摇动”。这些

欺骗人的人是怎么做的？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提高我们分辨是非的能力吗？

分辨是非对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我们必须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 4：15）。这样，

我们才能避免不成熟所带来的危害。  
希伯来书 5：14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只有通过习练得

通达，成熟之人才能“分辨好歹”。我们所用的“体育馆”

（gymnasium）一词便是出自用来表达“习练”这一意思

的那个希腊语。正如一个运动员要在体育馆里练习或训练

一样，我们也必须通过良好的操练，来提高我们分辨好歹

的能力。我们必须在实践神的话语中成长，根据神的话语

来观察事物和为人处事。  

接受和侍奉  

目的 3、  请说明一个信徒为什么要接受圣灵的引导，以及

如何才能接受圣灵的引导。  

对于一个不成熟的人来说，一件可怕的事情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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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你常常会对一个孩子说，“我们不

会向你解释的，因为你不可能明白它。”但是，孩子们希

望知道“为什么”或“怎么样”。  
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大声呼喊的：“我们有好些

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希伯来书 5：
11）。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在属灵上处于很危险境地之人

的 ,他们在属灵上迷失了方向。有一些信息对他们会很有

帮助，但是，他们的不成熟使得他们不能接受它。  

5、阅读希伯来书 5：12。这些人仍然需要学习什么课程？  
                                            

因为不得不重复 初级的课程，而不能教导新的课

程，多么令人伤感啊！完整地学习基督的教导，决不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不可能一蹴而就。  
使徒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们有一个愿望，他希望他们

长大。这样，他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关于基督徒的美好的东

西。  

6、阅读保罗在以弗所书 1：15-20 中为信徒所做的祷告。

一个信徒需要打开什么才能接受属灵的光照？  
a）  窗户     c）  他的心  
b）  圣经     d）  他的眼睛  

7、在以弗所书 1：18-19 中，哪三样重要的东西需要向信

徒显明？按照经文中所提及的顺序，把它们列举出来。 
a)                                       
b)                                       
c)                                       

随着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经历的成熟，我们便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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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圣灵所做的美好教导。神的道变得非常真实，而其本

身也是一种教导方式。信徒错过了藉着圣灵和圣经所启示

的来自于神的伟大信息，是不堪设想的。因此，他必须打

开他的心来接受这些信息。  

8、提摩太后书 3：16-17 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第

17 节经文告诉我们，圣经教训、督责、使人归正。为

什么圣经要做这些事？  
                                            

神希望我们长进，得以完全预备好，以便侍奉他。这

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向着基督徒长进的目标飞跑的重

要原因。  

我们进一步的目标  

目的 4、  描述保罗为了变得像基督的样式所做的努力。  

你喜欢听人作见证吗？我喜欢。我特别喜欢听年纪较

大的基督徒作见证。他们证实了神的恩典，也更加接近于

他们生命的终点，很快就要直接面对他们的主。他们会从

一个更好的角度来看待生命。对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来

说，我们刚刚学过的各种激励，似乎显得更加真实。但是，

圣经既清楚地教导了基督徒长进的 近目标，也明确地教

导了其较为长远的目标。  
使徒保罗见证了基督徒长进过程中较为长远的方面。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

摩太后书 4：7）  

9、根据提摩太后书 4：8，有什么东西为保罗存留着？  
a）  得胜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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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另一次赛跑  
c）  奖金  

保罗把基督徒的生活视为赛跑。他明白必须在心中持

守目标。你曾经看过赛跑或者是其他运动会吗？获胜者通

常是受过 好训练的那一位。我们说，“他能够把比赛坚

持到 后。”他的身体被训练得很强壮。正如运动员为某

项体育比赛而训练那样，为了达到基督徒长进所要求的敬

虔生活的更长远目标，训练你自己吧！  

10、阅读哥林多前书 9： 24-27。每一个运动员在训练中

要服从什么？  
                                            

11、在第 26 节中，保罗说他直奔什么目标？  
a）  他的死  
b）  完全  
c）  终点线  

12、在第 27 节中保罗仍然提到了生命的赛跑，他说他攻

克了某样东西，以使自己不至于反被弃绝了。他所攻

克的是什么？  
                                            

终点线指的就是“目标”。一个运动员为了比赛，必

须在训练中通过体育锻炼来强化他的身体。为了生命的比

赛，圣经规定了身体上和属灵上的训练：“在敬虔上操练

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提摩太前书 4：7-8）。信徒之所以能接受各种艰苦的工

作任务，是因为他看到了 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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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有用的器皿  

目的 5、  指出在信徒生活中，神之道的目标。  

有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类为长远目标。你会说，

“但是，对神有用难道不是一个眼前的目标吗？”在某一

意义上说，信徒随时都可以为神所用。基督徒的生活，从

一开始就是一种侍奉。 新的信徒也能为神做某项工作。

然而，随着我们在神里的长进，我们便为负起更大的责任

做好了准备。  
在我们家里，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要做一些家

务活，安排一些活儿给他们干，是为了教导他们要负责任。

随着他们的长大，他们做得越来越好。他们便能够胜任更

加重要的事情。  

13、阅读提摩太后书 3： 16-17。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中

的目标，是要预备好我们来侍奉神。我们要做什么样

的善事？  
a）  某一特别的善事  
b）  某些善事  
c）  各样的善事  

我们将在后面用整整一篇课文的篇幅，来阐述我们要

成为有用的器皿这一主题。在此，我们只需简单地认识到，

成为完全合用的器皿是我们的目标。神预备好某些人去行

某类善事，预备好其他人去行其他善事。神为着每一样打

算让我们去做的善事而预备我们。让我们渴望成为神满意

的使者，为着神的任何工作而随时预备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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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有耶稣的样式  

目的 6、  阐述圣灵会把我们改变成什么样的人。  

另一个目标就是要变得越来越像耶稣。信徒对此要有

迫切的愿望。但是，基督徒长进的这一具体目标，又是一

个终身的过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是圣灵的工作。

信徒必须决定让圣灵来掌管他的人格、情感、智力和意志。

圣灵不断地动工，使顺服的信徒不断地长进，变得满有基

督的样式。  

14、重温罗马书 8：29，改变这节经文的措辞，并用你自

己的话把它写出来。  
                                            

满有耶稣的样式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们将在第三

单元中，用整整一篇课文的篇幅来对此加以探讨。在此，

我们只对它做简单的阐述。耶稣基督爱我们，并用他的宝

血赎回了我们。认识耶稣，变得像他，既是我们日常生活

的目标，也是我们终生的目标。  

15、阅读哥林多后书 3： 17-18。那难道不是一幅美好的

画面吗？我们都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圣灵将改变我们

成为什么形状？  
                                            

要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就必须时常保持他的美、

他的完全和他的顺服。无论在身体上、心智上还是属灵上，

我们都必须“仰望耶稣”（希伯来书 12：2）；只有这样，

我们现在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耶稣的样式，并且随着

我们在他里面不断地长进，而变得越来越像他。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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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的终生挑战啊！对此，我们将在第八课中做更多的阐

述。  

为 后的考试做好准备  

目的 7、  请阐述信徒应该如何为那 后的考试做准备。  

对于基督徒的长进，有一个很重要的激励，这一激励

很少被谈及。很多基督徒几乎不知道神对信徒的审判。我

常常想起我在大学生活中的一件事，有一次，我请了一个

多星期的假后回到课室里。那天，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正

好是期中考试，多么令人吃惊啊！我还没有读过所安排的

作业，甚至也不知道考试内容所包含的范畴。但是，我必

须参加考试！很多信徒也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天上的

教师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考试的类型和要求，郑重地宣

告了考试的时间。认真思考这些真理，对于当今的信徒来

说至关重要，这将影响到他的优先次序、动力和生活的每

一个方面。但愿本课文的学习，有助于你为了这一考试而

预备自己、警醒自己。  
让我们阅读下面的经文，这段经文描述了这一意义无

穷的重要事件：  
罗马书 14：10-12：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

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

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

神面前说明。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尤其要讨

神的喜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定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

来，接受他的审判。每个人都将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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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受报（哥林多后书 5：9-10）。  

16、根据哥林多后书 5：10，我们将显露在谁的台前接受

审判？  
a）  基督  
b）  教会  
c）  圣灵  

请特别留意下面引号内的代词。在罗马书 14：10-12
中：“众人”都将站在神的台前，因此，“我们各人”都要

为自己所做的事交帐。在哥林多后书 5：8 中：“我们坦然

无惧”；第 9 节：“我们……要得主的喜悦”；第 10 节：“我

们众人必要……显露出来”。这些都是关于神的家庭的代

词！这些代词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这些包含性的

代词，通常用来指众信徒的肢体。  
关于我们必要显露在这一审判台前的另一件需要探

讨的事情，就是选择的问题。这是可以选择的吗？我们可

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回避它吗？罗马书 14：10 中说，我们

都“要站在”，在第 12 节中说，我们“必要将自己的事……

说明”。哥林多后书 5：10 中说，我们众人“必要在……

显露出来”。“要”和“必要”这些词语，使我们对于我们

必须持守审判的约定坚信不疑。  
我们必须立刻抛弃对这一审判的错误认识。神的审判

台与我们的救恩毫无关系。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阐明的

那样，这是一种家庭内的事务。在那里不会有不信的人。

希腊文原文中的“ bema”一词，字面上指的是一种高出

来的平台，就像希腊运动会中裁判员所坐的那种裁判台，

裁判员坐在那里观看参赛者和给获胜者颁奖。因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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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台也被称为“颁奖台”，从来都没有包含审判的概念。

因此，这并不是一个评审信徒救恩的地方，而是一个在生

活的基础上进行审查、考察、奖赏或剥夺的地方。  
我们已经阐述过，每一个信徒都被要求变得像耶稣。

耶稣按照父的旨意生活，并在成全父的旨意中充满了喜

乐。根据腓立比书第 2 章，耶稣为自己取了仆人的形像。

信徒们也要有他的样式，成为他的子民和仆人。因此，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 bema”将是对信徒作为耶稣

基督之仆人职份的审判。当我们进一步学习有关的经文信

息时，这一点将会显得越来越明显。  

17、阅读加拉太书 6： 7-8。这段经文信息阐述了一条神

的定律，这条定律既适用于自然世界，也适用于属灵

世界。这段信息是针对基督徒而说的，它包含了关于

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的具体评论。请指出第 7 节中所阐

述的神的定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每一个农民，都会涉及到购

买、播种、耕作和热切地等待收获他的劳动成果这一周期

循环。神以极大的代价买下了我们的生命，并在我们生命

的土壤上劳作，他也期待着结果。因此，果子将是审判日

所要审判的主题。  

18、阅读哥林多后书 9：6。根据这节经文，什么人将会

少收？  
a）  少种的人  
b）  穷人  
c）  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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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使徒保罗写给两个不同教会的

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都阐述了教会中的奴仆问题，包含

了极其相似的教导：  
“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

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

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

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

的赏赐。”（以弗所书 6：5-8）  
“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

给人作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

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

并不偏待人。”（歌罗西书 3：23-25）  
实际上，这两段经文中的话是对所有信徒说的。我们

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应许我们，忠心的仆人终会得到

奖赏；同时也警告我们，我们也将会为我们所行的恶事而

受到报应。  

19、根据上面的两段经文，我们应该好像给谁做的那样去

做事？  
a）  教会  
b）  我们自己的父亲  
c）  主  

根据罗马书 14：12，信徒必须向神交帐。“交帐”一

词指的是记下我们所得到的祝福和机会，并把它们与我们

的成就作比较：神对我们的投资与我们对他的回报作比

较。哥林多后书 5：9-10 也阐述了这一概念。再看一看这

段经文，它说，每个信徒 终都要来到主的面前。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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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的成果都要受到检验。显然，这并不是指重新计算

人的罪。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的

罪。罪只是这一层面上的问题：它阻碍我们成为一片沃土、

妨碍我们成为一座有价值的建筑、使我们不能满有耶稣基

督的样式，而这些都是圣灵努力帮助我们的目标。但是，

请我们不要轻描淡写地对待这一点。这将是一个非常可怕

的时刻。对于这一时刻的“可怕”的关注，会强烈地驱使

信徒去完成神的工作、去成全神的旨意。  

即使是在本课程中，试验也是我们所要学到的激励之

一。保罗明确地指出，在为我们献上了自己的耶稣基督面

前受审判，对某些人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特

别是对于那些接受了神的恩典，却又没有结出任何果子的

基督徒来说，尤其如此。  

你还记得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中所学习的内容

吗？翻到哥林多前书 3：9-15。保罗所举的例子之一是把

信徒比作建筑。基督是这一建筑的“唯一根基”，每一个

信徒都是在同一根基上开始的。因而，信徒在那一根基上

面建造，他抑或以精致的工艺建造，抑或粗心大意地建造；

他抑或选择优质的材料，抑或选择低廉的材料。根据使徒

保罗的记述，有些人使用金、银或宝石；而有些人则使用

木头、草或禾杆。我们对这一比较的含义有何疑问吗？那

么，下面这节经文的意思便更为直接（而不是象征的）：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

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哥林多前

书 3：13）  

20、阅读哥林多前书 3：14。如果所建造的工程存得住，

那么建造这工程的人将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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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笔记本中，花一点时间抄下哥林多前书 3：15。 

这是一段清晰的描述。每一个信徒都在接受耶稣基督

作为他的主和救主的时候，开始在这一根基上面建造他的

房屋。他的建筑材料是由他的态度、选择、优先次序、成

熟程度、血气、基督徒性格或缺乏基督徒性格、他所做的

影响到神和他自己的各种事情、教义、钱财的使用、对财

物和时间的管家职责、言谈、习惯、动机和他对同工们的

基督徒侍奉的品质，等等所组成的。  
上述的列举似乎可以没有穷尽。每一天我们都在选择

材料，并把所选择的材料添加到这座建筑上去。但是，试

验我们建筑物的时刻一定会到来。对于我们所建造的房屋

的试验，将是如此的严厉，以致于使徒保罗把它比作为火

的试验。  
无用的、粗心大意的、没有基督样式的、自私的和肉

欲横流的建筑，将会瞬间化为灰烬。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

打发他们的生活的，当他们的建筑受到试验时，没有一样

东西存留得住，他们的工作将得不到奖赏。其他人的建筑

在受试验的时候，也会有所损失，但是，你会发现这火并

不能烧掉余下的真正属基督的建筑，这些人将得到奖赏。

而更好的奖赏是，我们智慧地在神圣的主以他生命的代价

为我们提供的根基上所建造的房屋。  
实际上，说明了神要信徒如何生活的每一节经文，都

将成为基督审判台前的依据之一。歌罗西书第 3 章、罗马

书第 14 章和哥林多前书 4：1-5 都表明了这一点。或许，

你 现 在 会 问 ，“ 这 会 把 我 置 于 何 地 ？ 我 现 在 应 该 怎 么

办？”下面几点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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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交托在人们手中的如此宝贵的救恩是要交帐

的，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惊讶。请想一想或读一读我们主

的各种比喻。这些比喻当中有多少是关于这样的仆人，他

们被委以某种责任，而 后被带到他们主人面前来交帐

的？问问你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圣经中对于基督审判台的

这一阐述，使我更加认识到接受了如此之大的救恩所应肩

负的责任吗？  
其次，这些经文有一个明确的含义，就是那些认识到

了将来之审判的信徒，会改变他的生活和优先次序，而这

将使他更加成功地通过“试验”。例如，请认真地思考哥

林多前书 11：31-32 中的信息：“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

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为了预备将来的审判，我们现在就要分辨我们的生

活。我们可以改变态度，检讨我们的动机，把我们的精力

重新运用到在神看来更加重要的事情上。总之，我们要一

直保持向圣灵开放自己，圣灵将带领我们进入一种满有果

效的、属灵的基督徒生活和侍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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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是非题：如果句子是正确的，在其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T。
如果是错误的，则在其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F，然后将其改

为正确的句子。  

....1 激励是阻止或妨碍我们行动的某样东西。  

激励是                                 。  

....2 不会长大的信徒常常是受了奸诈之人的不实教导。  

不会长大的信徒常常是                    。  

....3 希伯来书表明，希伯来基督徒们不能接受重要信息，

因为他们对神的话漠然视之。  

希伯来书表明，希伯来人基督徒们不能接受重要信

息，因为                               。  

....4 神把信徒分别出来，是要信徒变得像他的儿子。  

神把信徒分别出来，是要                    。 

....5 一个信徒的救恩将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到审判。  

一个信徒的     将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到审判。 

是非题：当基督再来和基督徒的事工受到试验时，那些

永恒的东西将存留得住，而那些只属于现世的东西将被毁

灭。在那些属于永恒的东西前面写上字母 E，在那些属于

现世的东西前面写上字母 T。  

....6 渴望长大而不停留在属灵上的童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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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判断某个基督徒弟兄或姊妹。  

....8 喜欢别人赞美。  

....9 终满有基督的模样。  

....10 按照神的道来生活。  

....11 把财宝储存在地上。  

简答题：把下列试题的正确答案写在其下面所提供的空

白行里。  

12 对一个信徒的事工进行审判和奖赏的地方，其名称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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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1 你个人的自我反省。  
11 c）终点线  
2 d）成熟的人  

12 他的肉身  
3 c）分辨好歹  

13 c）各样的善事  
4 通过他们所发明的骗术，把他人引入歧途。  

14 这里是一个参考答案：  
神已经计划好他预先所知道的那些人，将会变得像

他的儿子，使他儿子在众弟兄中做长子。  
5 神的信息的初级课程。  

15 成为主的样式  
6 c）他的心  

16 a）基督  
7 a  他的恩召的指望。  

b 神对他的丰盛祝福。  
c 神在他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17 一个人种什么，便收什么。  
8 因为只有这样，一个侍奉神的人才能得以完全，预

备行各样的善事。  
18 a）少种的人  
9 a）得胜的奖赏  

19 c）主  
10 诸事节制，严格训练。  
20 他将得到奖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