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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事奉教程  
 

基督徒事奉教程，由 18 个课程（主题）

组成，本课是其中之一。左边是一个系列

教程的顺序标志。这个系列教程分三个单

元，每个单元六个课程。《建立新教会》是

第二单元中的第四个课程。按照正确的顺

序，学习这些课程，对你会很有帮助。  

基督徒事奉教程中的学习材料，是按自学形式设计

的，主要针对的是事工人员。这些课程，为学生提供了

事工所需要的圣经知识和技巧。学习本课的目的，也可

以是为获得证书，或为充实自己。  
 

注意  
请认真阅读课程简介。按其指导学习是十分重要的，

这样你才能实现本课的学习目标，为完成学业报告做好

准备。并把所有有关本课的信件给你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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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你知道自己也能积极参与到建立基督教会的工作中

去吗？这是基督在马太福音 16：18 中所陈述的旨意的意

思，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从五旬节教

会兴起的那一天起，基督的追随者们在世界各地不断地

建立了教会。  

在本课中，你将了解到在建立和发展新教会的过程

中，圣灵在策略方面的带领作用。圣经中有一些原则和

目的，可以指导人们在各种文化背景和民族中，建立教

会。  

新约圣经描述了教会的起始和发展，以及教会如何

扩展到当时的已知地区。通过了解圣灵对早期教会的带

领，你将学到许多沿用至今的原则和模式。你要认真思

考，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与基督身体里的其他肢体一同

工作，建立新的教会；还要分析一些能够激励其他信徒

参与到教会建立工作中来的方法。  

在学习本课的时候，让圣灵显明你在耶稣基督教会

的建立过程中所担负的责任。让圣灵向你显明，在更大

的、世界范围的基督身体里，你所在教会得到的祝福和

存在的价值。  

课程概述  

《建立新教会》是一本很实用的学习课程，它强调

了向世人传福音的方法，建立新教会的重要性，提供了

一些指导方针，以便任何地方教会都能参与建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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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教会的自我增长。  

本课旨在三个方面提供帮助：1）它将帮助人们理解

新约所描述的教会的目的和作用；2）它将帮助人们理解

自我管理、自我增长和自我供养这些概念的含义和重要

性；3）它将帮助人们明白在各种环境和各种文化背景中，

建立和扩展教会的方式。  

课程目的  

当你完成本课程的学习时，应该能够：  
1. 理解建立教会既是传福音的目标，也是传福音的手

段。  
2. 理解在普世教会的扩展事工中，地方教会工作的价

值。  
3. 解释“倍增的教会的概念”的含义。  
4. 描述在特定群体中，建立教会的实用策略。  
5. 陈述并评价你建立教会的计划。  
 
教材  

你将使用由拉里·裴德（Larry Pate）所著的《建立

新教会》，作为本课程的教材及学习指南。圣经是唯一需

要的另一本教材。本课所引用的经文和合本圣经。  

学时  

学习每节课实际需要花费的时间，一方面要看你对

课题的认识程度以及你开始学习本课程前对学习技能的

掌握程度，另一方面要看你自学时，遵循指导和改善技

能的程度。制定好你的学习时间表，好让你有足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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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达到本课作者以及你个人制定的目标。  

课文结构及学习方式  

每课包括：1）课文题目；2）引言；3）课文大纲；

4）学习目标； 5）学习要领； 6）关键词； 7）包含有习

题的课文进程；8）自测题（在课文进程的最后）；9）习

题答案。  

课文大纲和学习目标是对课题的概览，帮助你在学

习的过程中，把注意力集中在要点上，并告诉你应该了

解什么。  

课文进程中的大部分习题，都可以在本教材提供的

空处予以回答。较长的答案应该写在笔记本上。当你在

笔记本上回答问题时，一定要标明其题号及课文标题。

这将为你完成单元学业报告提供便利。  

在你回答问题之前，不要看参考答案。如果你能独

立回答问题，对所学内容将有更牢固的记忆。当你答完

习题之后，要与课后给出的参考答案进行核对。修改回

答错误的问题。答案不是按通常的数字顺序排列的，为

的是防止你不小心，提前看到下一题的答案。  

这些习题非常重要。它们将帮助你记住课文中的主

要观点，并把你学到的原则运用出来。  

答题方法  

本教材中有几种不同类型的习题和自测题。以下是

这几种类型习题的实例及答题方式。其它类型的问题，

将在其出现的时候做具体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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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选择题  要求你从多个选项中，选出一个作为答案。 

1 圣经总共有  
a) 100 卷。  
b) 66 卷。  
c) 27 卷。  

正确的答案是 b)66 卷。在你的课本上圈上 b)，如下所示： 

1 圣经总共有  
a) 100 卷。  
b) 66 卷。  
c) 27 卷。  
（有些多项选择题，可能不止一个答案是正确的。

这种情况下，选出所有正确的句子。）  

是非题：选出正确的句子。  

2 以下哪些句子是正确的？  
a) 圣经共有 120 卷书。  
b) 圣经是给当今信徒的信息。  
c) 所有圣经作者，都是用希伯来文进行书写的。  
d) 圣灵默示了圣经作者们。  

 
句子 b 和 d 是正确的，选出这两个句子。如上所示。 

配对题：要求你把相对应的选项放在一起，比如名词与

其描述，或圣经书卷与其作者。  

实例  
3 把领袖名字前的序号，写在每个描述其作为的句子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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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西乃山接受律法。  

. ....  b 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 ....  c 围绕耶利哥城行军。  

. ....  d 在法老的宫殿里生活过。  

1) 摩西  
2) 约书亚  

 
句子 a 和 b 指的是摩西，句子 b 和 c 指的是约书亚。

你要把 1 写在 a 和 b 的旁边，把 2 写在 b 和 c 的旁边，

如上所示。  

学习方式  

如果你以自学方式学习本课程，那么你的所有功课，

都可以通过邮寄信件来完成。尽管课程是按自学方式设

计的，你仍然可以在学习小组或学习班中学习它。如果

你以这种方式学习，教师可能会在本课程之外，为你增

加额外的指导。如果这样，一定要遵循教师的指导。  

你可能很想把本课程，用到家庭圣经学习小组、教

会的一个学习班或圣经学校中，你会发现，无论是其课

题内容还是其学习方式，都十分适用于这些场合的学习。 

单元学业报告  

你在本书最后，可以找到单元学业报告和答卷。请

按照课程和单元学业报告中的说明完成报告。完成答卷

并将其交给你的老师，请他批改并为你的功课提出建议。 

证书  

根据你成功完成本课程，以及你的老师对单元学业

报告的最后评分，你将获得一份正式证书。  

1 
2 
2 

1 



 

9 

本课程的作者  

为了寻求真理，拉里·裴德（Larry Pate）尝试几种

不同形式的宗教，在进入戴维斯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之前，

他归信了耶稣基督。学习两年之后，他顺服了神的事工

呼召，转学到加利福尼亚，Santa Cruz 的伯大尼圣经学院

（Bethany Bible College），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裴德先生在 1974 年做传教士之前，有八年时间从事

福音事工，担任副牧师以及牧师。他完成了 Santa Clara
大学和神召会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学习，获得了传教科学

的理学硕士学位；也完成了在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的

福勒神学院的国际传播学院（School of World Mission of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研究生进修。他在孟加拉

国了六年传教士，以后在加利福尼亚科斯拉梅萨的南加

利福尼亚大学，担任跨文化事工的讲师。裴德先生和他

的家人，目前在巴西传教。  

你的指导老师  

你的老师很愿意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为你提供帮助。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本课程或单元学业报告的问题，请随

意向他咨询。如果几个人想一起学习本课程，可以咨询

一些为小组学习准备的特别计划。  

当你开始学习《建立新教会》时，求神祝福你。愿

这个学习，能丰富你的生命和基督徒事奉，并帮助你更

有效的履行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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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材料  

其它可用于本自学教材的材料，包括辅助录音磁带、

录像带、一本教师指南和一本教师小读本（只限教师使

用）。还可参考传福音、门徒职事和培训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