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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属灵变化的证据  

我确信，你会对即将结束本课程的学习而感到高兴；

因为当我们完成某项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

快乐的感觉。我也为能引导你学完本课程而感到高兴。本

课程的学习是一个愉快的旅程，这一旅程带领我们浏览了

圣经中的很多内容。基督徒的长进是与神的心意密切相关

的一个主题。  

我们已经一起学习了什么是基督徒的长进，以及基督

徒进一步长进的情况， 后我们还学习了基督徒长进的各

种证据。 后一个单元为我们提供一个标杆，这一标杆有

助于衡量我们的长进情况。那些正在长大成熟的信徒们将

开始变得像耶稣，像耶稣那样做事。他们将会在他们的生

活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耶稣基督的性格和事工。  

或许，当你明白到这一目标的时候，你会有点灰心。

这一目标显得那样艰难。我们只不过是人，用耶稣基督在

地上的生活所达到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生活，似乎太难

了。高兴起来吧！神不仅仅为我们制定了标准，他还会帮

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神 乐意带领软弱之人，并通过他

们的改变来彰显他的大能。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受召的

美好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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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软弱中的刚强  
神的荣耀  
神的大能  

对自我的谴责和怀疑  
怀疑我们的能力  
撒但的指控所导致的怀疑  

藉着圣灵而得以改变  

课文目的  

学完本课后，你应当能够：  
 说明为何通过人的软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  
 运用具体的例子来描述神改变人的大能所产生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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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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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复习那些你没有答对的试题内容。  

关键词  

指控  
成就  
态度  

自吹自擂  
谴责  
记载  

具体的  

课文进程  

软弱中的刚强  

目的 1、  识别信徒之刚强和软弱的出处。  

研究鸟类的人员告诉我们，鸟类要飞到远处去的时

候，比它们在近处飞行要飞得高得多。我们知道，它们有

三个理由要飞得更高。第一个理由是，它们会有更好的视

野，也更容易找到它们的方向。第二条理由是，它们可以

超出捕食它们的飞禽的捕食范围。第三条理由是，高空的

空气比较稀薄，有助于他们飞得更快。所有这些理由，都

有助于鸟类达到远处的目标。  
信徒可以从这里得到教训。当他充满了疑虑的时候，

他从一个很低的层面来审视他的生活，以至于看不到他的

方向，于是，撒但便试探他。只有当他提升到更为纯洁的

空气中，以神的观点来监察他的生活的时候，他才能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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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属灵的眼力和力量，来达到神为他所设定的目标。  
或许，你已经在说，“我不认为我能够达到属灵上的

长进。我是如此的软弱。我怎么可能变得像耶稣？”这种

态度正是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当一个人感

觉到自己的能力很强时，他便会倾向于依靠他的能力。承

认自己的软弱的信徒，才能够更好地认识到他应该寻求神

的帮助。  

1、请指出导致信徒刚强和软弱的原因。  
                                             

神的荣耀  

目的 2、  根据哥林多前书 1： 26-31，指出信徒要夸口什

么？  

我们已经看到，人离开了神，并试图通过他的反叛和

犯罪来表明他的独立性。人崇尚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

能力。这是每一种文明都存在的事。神选择了基督的献祭

和信心，来作为与他和好相处的途径，这羞辱了世人的思

想。  
在哥林多前书 1：21 中，保罗把福音信息称为“人所

当作愚拙的道理”。它是依靠神的信息，世人弃绝了这一

信息。这一信息所包含的真理与本课程的学习有着重要的

关系。在此，我们引述一段关于这一主题的重要经文信息。

请认真仔细地阅读这段经文：  
“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

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

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

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



 

 

195

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

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

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

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哥林多前书 1：26-31）  

2、根据哥林多前书 1：26-31，信徒的智慧来自：  
a）  耶稣基督。  
b）  圣经。  
c）  他的智力上的成长。  

3、根据哥林多前书 1：26-31，信徒要夸口什么？  
                                             

神希望人荣耀他——而不是荣耀他所使用的器皿。当

那器皿很强大很美好的时候，那会难以做到。这对我们大

多数人也是一种激励，因为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

什么也做不了。因此，神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

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  
使徒保罗的一生，就是神通过人的软弱来显示他的荣

耀的例子。虽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保罗也有许多软弱，

其中之一便是他要求神为他挪去身体上的痛苦疾病（哥林

多后书 12：7-8）。神曾经告诉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

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

书 12：9）。然后，这位使徒写道：“所以，我更喜欢夸自

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

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

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 12：9-10） 
神使我们如此，是为了我们可以荣耀他。让我们在一

切言行中，都力求荣耀我们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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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大能  

目的 3、  根据以西结书 2： 2，说明是什么使以西结在神

的面前站起来。  

神通过人的软弱来彰显他的能力的另一个例子，是旧

约中的先知以西结。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是一位三十岁

的教士。他的国家已经被打败和摧毁。他自己的生活目的

（作为教士）已经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他作为一名俘虏在

一个农庄上做工。在以西结书第 1-2 章中，我们可以看到

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呼召他的。他是在一场可怕的风暴

当中受召的（以西结书 1：4）。这正好体现了以西结在生

活中所感到的困惑。神在这场风暴中彰显了他的大能。让

我们来读一读在以西结书 2：1-3 中以西结自己所作的描

述：“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像。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

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

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

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

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  
神用“人子”来称呼以西结显得非常有趣。这个词强

有力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以西结的人性上。神常常提

醒以西结，神要通过他的人性来作工。“以西结”这个名

字的意思是“神将使之刚强的人”，或者是“他的性格是

神使他刚强的个人证据。”今天，我们用下面的话来描述

这样一个人：“如果这个人行了什么善事，那么，人们将

会知道那一定是出于神的大能！”无论是他的名字还是他

的作为，以西结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例子。  

4、阅读以西结书 2：2，回答下面问题：以西结为何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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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面前站起来？  
a）  以西结通过他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b）  神的命令本身使以西结站起来。  
c）  神的灵进入到以西结里面，使他站起来。  

以西结的个性因为神的大能而发生了变化。藉着这种

使人改变的大能，以前那个软弱和困惑的以西结便可以坚

定地说：“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以西结书 12：7）。
神从以西结长期和有果效的事工中得到了荣耀。  

对自我的谴责和怀疑  

神呼召来侍奉他的许多人，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这样

做。这样的感觉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有时候这样的感觉

则是对创造我们的神缺乏信心的表现；有时候这样的情况

会导致软弱的信徒谴责他自己（那就是，宣称他自己有

罪）。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他便赐

给了我们履行他的呼召的力量和能力。如果让我们对自身

的怀疑和谴责使我们不能成就神的旨意，我们就是对他缺

乏信心。  

怀疑我们的能力  

目的 4、  列举出提摩太被吩咐去做，以使众人都能看出他

的长进来的四件事。  

在出埃及记第 3 章中我们看到，神呼召摩西来侍奉

他。摩西怀疑他自己没有能力侍奉神。当神通过燃烧的荆

棘这一神迹向他说话时，摩西回答说，“我在这里”（3：
4）。神告诉摩西，他要派他到埃及王那里去，带领他的子

民离开埃及。但是，摩西立即回答说，“我是什么人，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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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3：11）。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

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3：
12）。然后，摩西找了一系列托词：“我要对他们说什么

呢？”（3：13）、“他们必不信我”（4：1）。 后，摩西说，

“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4：10）。主对他说，“谁

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

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

（4：11-12）。但是，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

打发谁去吧”（4：13）。至此，主便对摩西发怒了。  
这个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神对摩西的耐心颇为有趣。

神明白他的怀疑，并且愿意处理每一个问题。然而，当摩

西继续与神争论时，这便成为了一个缺乏信心的问题。

后，摩西去了埃及，而且他的信心每天都在增长，因为神

帮助他。他为了神而变成了一个伟大领袖。或许，在学习

本课程的过程中，你已经开始认识到你作为一个信徒的旨

意。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重要呼召。基督徒长进的目标显

然是艰难的。随着你在神里的成长，你会认识到你将会有

更多的责任。你或许会像摩西那样怀疑你的能力，但是，

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神应许帮助我们。我们的每一个部

分都是神创造的，神比我们更加明白我们自己。我们必须

通过信靠神来克服我们自己的无能。神是全能的神，而当

他使用软弱的人来做伟大的工作时，他的荣耀便得到了彰

显。  

5、阅读提摩太前书 4：11-16。根据第 12 节经文，提摩太

被告知不可叫人小看他，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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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英俊。  
b）  年轻。  
c）  软弱。  

6、在提摩太前书 4：13-15 中，提摩太被告知要做四件事，

以使众人都看出他的长进来。请按照经文中所提到的顺

序把它们列举出来。  
a)                                     
b)                                     
c)                                     
d)                                     

撒但的指控所导致的怀疑  

目的 5、  指出各种怀疑的主要原因，并阐述你可以如何克

服它们。  

很多时候，撒但会影响我们，使我们怀疑我们自己。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是信徒的敌对者。他的所作所

为是要使信徒陷入困惑之中。他指出和谴责人的软弱。有

些基督徒在撒但的攻击下变得灰心丧气。他们相信了撒但

的谎言。撒但向他们所说的话证实了他们对自己的感觉，

于是他们便谴责自己。  
在 70 年的奴役之后，神让他的子民回到他们的家园

耶路撒冷去成为可能。约书亚被拣选为属灵领袖。他是大

祭司。（请不要把这位约书亚与第一次带领以色列人进入

应许之地的那位约书亚混为一谈。）当神的子民回到耶路

撒冷的时候，他们便立即开始重建圣殿。那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他们很快便灰心丧气了。因为有人反对和抱怨此事。

在打好了地基之后，人们放弃了重修圣殿的工作达 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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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 后，神兴起了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来使他的子民

继续前进。在一次特别的异像中，神告诉了撒迦利亚其中

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什么。  

7、阅读撒迦利亚书第 3 章。准备好指控约书亚的是谁？  

                                              

8、请再次阅读撒迦利亚书 3：3。撒但可能会指控约书亚

什么？  
                                            

撒迦利亚看到的约书亚所穿的污秽衣服，似乎代表了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然而，主的使者回答了撒

但的指控：“撒但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

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撒迦利亚书 3：2）。第 4-5 节经文告诉我们，污秽的衣

服已经脱去，约书亚被穿上了新衣服，其中还包括了冠冕，

这冠冕是神的权柄的象征。在第 6-7 节经文中，约书亚被

告知要在与主的新关系中行。而本章的 后一节经文阐述

了神对这一新关系的祝福。  
这一经文向我们显示了撒但如何对待我们的软弱。他

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我们的软弱。他指控我们，这使得我

们怀疑我们自己，并由此变得灰心丧气。很多时候，信徒

们便轻易放弃了。然而，请注意，神已经把我们污秽的衣

服脱去，并给我们穿上了洁净的衣服。当我们不再听撒但

的指控的时候，神会看顾我们的软弱和疑惑。  
撒但在指控信徒们时的所作所为叫做“谴责”。“谴

责”指的是“宣告某人不合适或没有价值”，或者是“审

判和宣告某人有罪”。罗马书 8：1 这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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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约翰说，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

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 3：18）。撒但试图审判我

们，使我们的眼睛盯着我们的软弱之处，他用这样的方式

来使我们不能得胜。神将通过他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个

性，如果我们愿意让他这样做的话。  
启示录 12：10-11 是圣经向我们所做的关于神 终胜

过撒但的描述之一。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

重要话语：  
“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

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

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9、用铅笔在启示录 12：11 中（上述）所描述的使信徒们

胜过撒但的三件事前面标上（1）、（2）、（3）。  

今天，我们也可以获得这三种力量。请记住圣经中的

这一真理，“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

大。”（约翰一书 4：4）  

藉着圣灵而得以改变  
目的 6、  说明使徒行传 17：6 如何表明了信徒们属灵上的

改变。  

圣经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激励。神所拣选的通过他们

来做工的大多数人都与我们差不多。摩西、约书亚、以西

结、保罗、提摩太和其他很多人都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都

是人，都有着平常人的软弱，但是，神的灵进入到他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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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改变了他们。使徒行传便讲述了这样的改变。门徒们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被驱散，并受到了很大的挫

折。即使是耶稣的复活，也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

当圣灵像耶稣所应许的那样降临到他们身上时，情况便发

生了变化。他们有了事工和作见证的大能。  

10、阅读约翰福音 14：26。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天父

将会差遣圣灵来。耶稣把圣灵称为什么？  
a）  保惠师  
b）  医治者  
c）  能力  

在使徒行传 1：8 中，耶稣告诉门徒们，“但圣灵降临

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

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记

载了改变人的故事。门徒们都是平常之人，他们受召作门

徒之前也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都是些有着特别软

弱之处的人，然而，在圣灵的大能之下，他们“搅乱了天

下”。即使是在他们受磨难和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也表

现得很刚强。  

11、“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使徒行传 17：6），
这句话所讲述的是那些受到了圣灵帮助的信徒们。圣

经中的这句话如何表明了这些信徒在属灵上的变化？  
                                            

我们也有同样的机会藉着神圣保惠师的大能来为耶

稣基督作见证。我们明白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但是，

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会因为太软弱而达不到这一目

标。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便使我们里面变得刚强。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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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会使我们站起来，神的灵会使我们有能力完成他所交托

给我们的工作。神的灵把神的本质安置到了我们的里面。

这一本质，将驱使我们走向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的目标，

这一目标就是基督徒的真正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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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简答题：在试题下面所提供的空白栏中写出其正确答案。 

1 像神那样审视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益处？  

                                            

是非题：如果句子是正确的，请在其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T。如果句子是错误的，在其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F，然后

把错误的句子改为正确的句子。  

....2 信徒应该夸口主所做的事。  
信徒应该夸口                            。 

....3 摩西向神争辩说他不是一个能言的人。  
摩西向神争辩说他                        。  

....4 谴责指的是宣告某人合适和有价值。  
谴责指的是宣告某人         和             。 
谴责是判定某人                          。 

配搭题：下面你将会看到说明本课中几个基本概念的例

子。把每一个例子（ 5-9）配上其 合适的概念（ a-e），
并把该字母写在与之相配的例子前面的空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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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徒保罗有软弱，其中包

括他祈求神为他挪去的

身体上的病痛，但是，他

是基督的一位伟大工人。 
....6 在以西结书中神常常把

以西结称为“人子”。  
....7 虽然神耐心地听了摩西

的各种托词，但是，当摩

西一直拒绝神对他的计

划时，神发怒了。  
....8 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他

被告诫不要让人们因为

他的年轻而小看他。  
....9 当约书亚在主的使者面

前穿着污秽的衣服时，撒

但已经准备好指控约书

亚（以色列重建圣殿时期

的大祭司）。  

a）  神 明 白 我 们 的 软

弱，但是他希望我

们信靠他的大能，

按他的旨意行事。 
b）  神 希 望 提 醒 我 们

是人，以使我们可

以依靠他的大能。 
c）  因为信徒的错误，

撒 但 试 图 定 信 徒

的罪。  
d）  一 个 信 徒 属 灵 经

历 上 的 缺 点 不 应

该 使 他 不 为 其 他

信徒所接受。  
e）  当 信 徒 软 弱 的 时

候，神的能力便

强。  

多项选择题：下面题目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请指出哪个

答案是正确的，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10 撒但是作为什么站在神的面前，并攻击弟兄们的？  
a) 一个虚假的报告者。  
b) 一个控告者。  
c) 一条普通的蛇。  
d) 一位假先知。  

请你务必完成第三单元的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

试，并把你的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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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1 神是刚强的根源，人类则是软弱的根源。  
7 撒但。  
2 a）耶稣基督。  
8 他穿着污秽的衣服。  
3 夸口主所做的事。  
9 1）羔羊的血。  

2）他们所见证的道。  
3）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4 c）神的灵进入到以西结里面，使他站起来。  
10 a）保惠师。  
5 b）年轻。  

11 所引述的这节经文表明，这些信徒已经藉着圣灵有

了属灵上的变化。  
6 a) 宣读。  

b) 劝勉。  
c) 教导。  
d) 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