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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事奉教程 

我们的基督徒事奉系列教程由 18 个课程组

成，本课是其中的一个课程。左边的标志表明的

是一个系列教程的顺序。这个系列教程分三个单

元，每个单元有六个课程。《如何帮助基督徒成长》

是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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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自学形式预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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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通过学习本课，获得一个证

书，或者是为了充实自己。 

注意 

请认真阅读课程简介。重要的是按它的指导学习，这

样你才能达到本课的学习目标，并为完成学业报告做好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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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你曾经对“教会为什么在其事工中包含了教育计划”

或“教育与教会力求达到的目标之间有什么关系”感到诧

异吗？培育基督徒对于教会的事工颇为重要。教育事工能

够帮助我们在基督的信心里长大成熟，预备和培训我们，

对参与外出向他人传播福音的事工颇有帮助。本课程的学

习，将有助于你朝着属灵成熟的方向成长，认识到你自己

也需要更多的基督教教育。它还有助于培训和装备你，使

你自己能够利用各种机会，向他人教导基督教信仰。 

基督徒们认识到圣经是基督徒信心和实践方面的 高

权威，他们力求把各项事工建立在圣经的观念和原则之上。

在本课程中，通过直接学习圣经和研究有关教育的一些实

际问题，你将会对基督徒的教育事工有更好的认识。 

你居住地的教育方法与我们所熟悉的教育方法，可能

会有所不同。然而，圣经向我们阐明了指导各项事工的一

些基本原则，我们就可以按照需要以不同的方法来运用这

些原则。在我们研究属灵生命本质和基督徒成长原则的时

候，要分析评价有关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些圣经指导方针。

此外，我们还要探讨培育其他基督徒成长的圣经原则，以

及为了满足人们的属灵需要，而正确地运用这些原则的各

种方式。 

课程描述 

《如何帮助基督徒成长——基督徒的教育》是研究教

育事工的圣经基础及教育在当今教会中的实际应用的一门

课程。本课程强调了学生在各个不同成长阶段的需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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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当地教会的事工计划、分享小组

和基督徒家庭进行基督徒的教育。 

课程目的 

完成本课程的学习之后，你应当能够： 

1、明白关于基督徒教育的圣经基本原则。 
2、说明基督徒教育与教学理论和教学过程有什么关系。 
3、认识并利用你所得到的各种机会，培育他人的属灵生

命。 
4、把教育与属灵生命和自然生命的成长过程联系起来。 
5、明白到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在基督徒教育中的重要

性和效用。 
6、阐述基督徒教育在家庭关系中的作用。 

关于教材 

你将使用杜安·E·特纳（ Dwayne E. Turner ）编写

的《如何帮助基督徒成长——基督徒的教育》作为本课程

的教材和学习指导书。圣经是唯一需要的其他课本。本课

程中的经文引自合和本圣经。 

学习时间 

学习每一篇课文实际上需要多长时间，在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你开始学习本课程之前，对这一主题的了解和你的

学习能力。你的学习时间，还取决于你接受自修学习所必

要的指导和推进技巧的程度。安排好你的学习时间表，使

得你有足够的时间，来达到本课程作者所指定的学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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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自己的学习目的。 

课文结构和学习方式 

每一篇课文都包括：1）课文标题，2）引言，3）课文

大纲，4）课文目的，5）学习要领，6）关键词，7）课文

进程，包括习题，8）自我测试（在课文进程的后面），9）
习题答案。 

课文大纲和课文目的，将使你对该课文的主题有一个

大概的认识，帮助你在学习的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

重要的观点上，并告诉你应该学习哪些内容。 

课文进程中的大部分习题，都可以在教材中的空白处

作答。较长的答案应该写在笔记本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一定要记下课文标题和该习题的序号，这将有助于你在准

备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时的复习。 

在你完成答案之前，请不要查看教材后所给出的参考

答案。如果你自己独立完成习题，将会更好地记住你所学

过的内容。之后，请对照课文后所给出的答案，检查你的

答案。然后，纠正那些你没有答对的习题。为了使你避免

看到下一道题的答案，习题答案是没有按照通常的数字顺

序排列的。 

这些习题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你记住课文中所阐述

的主要观点，也有助于你运用所学到的原理。 

关于怎样答题 

本课程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习题和自我测试题。下面是

关于几种题目类型以及如何作答的例子。如果出现其他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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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类型，我们将会加以具体说明。 

多项选择题：要求你从所给出的答案中，选出一个答案。 

例子： 

1、圣经总共有： 
a）100 卷书。 
b）66 卷书。 
c）27 卷书。 

正确答案是 b）66 卷书。在你的课本中，如下面所表

明的那样圈上字母 b）： 

1、圣经总共有： 
a） 100 卷书。 

○b  66 卷书。 

c） 27 卷书。 

（有些多项选择题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选出每一个

正确答案。） 

错对选择题：要求你从几个句子中，选出哪些是正确的。 

例子： 

2、下面哪些句子是正确的？ 
a） 圣经总共有 120 卷书。 

○b  圣经是为当今信徒们所提供的信息。 

c）圣经的所有作者都是使用希伯来文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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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圣灵默示了圣经的作者们。 

句子 b 和 d 是正确的。你应该像上述例子中所看到的

那样，选出这两个字母。 

配搭题：要求你把联系在一起的选项配搭起来，如名

称与相对应的描述，或者是圣经书卷与它们的作者。 

例子： 

3、把下面领袖名字前面的数字，填写到描述了该领袖做了

某件事情的短句前面。 
…1…a 在西奈山领受了律法。             1）摩西 
…2…b 带领以色列人越过了约旦河。       2）约书亚 
…2…c 环绕耶利哥城行走。 
…1…d 曾经生活在法老的宫廷里。 

短句 a 和 d 指的是摩西，短句 b 和 c 指的是约书亚。

你应该像上述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在 a和 d 的前面写上 1，
在 b 和 c 的前面写上 2。 

学习本课程的方法 

如果你是自学本课程，你所有的功课都可以通过邮寄

的方式来完成。虽然本课程采用的是自修方式，但你也可

以参加某一小组或学习班来学习本课程。如果你是在某一

个小组或学习班里学习本课程，老师可能会在本课程的要

求之外，再加上一些指导。如果这样的话，请你务必听从

他的指导。 

或许，你会有兴趣在家庭圣经学习小组中，在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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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班或圣经学院中使用本课程。你会发现，无论是本课

程的主题内容，还是本课程的学习方法，都很适用于上述

方面的学习。 

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 

在教材的后面，附有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及其答

案。你要根据教材中以及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卷中的说

明来答题。完成答卷，并把它交给你的指导老师，以便你

的老师修改和对你的学习提出建议。如果你没有参加指导

机构的学习，你仍然会从回答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中

受益匪浅。 

关于文凭 

鉴于你成功地完成了本课程的学习，依据指导老师对

你的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答卷的 终评分，如果你需

要，你将会领取到一份文凭。 

关于本课程的作者 

杜安·E·特纳的写作，是以广阔的培训背景和基督徒

教育方面的经验为基础的。他曾经在多个教会担任过牧师、

助理牧师和教牧，在各个不同方面的事工都颇有经验。他

于 1970 年被立为牧师。 

从 1968 到 1974 年，特纳先生在华盛顿柯克兰德的西

北学院（Northwest College，Kirkland，Washington）担任教

职工作。1975 年他来到了菲律宾共和国的宿务市，开始了

他的传教士生涯，他还在宿务市的以马内利圣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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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anuel Bible College）担任了三年的行政主任。作为一

位传教士教育家，特纳先生参与了菲律宾共和国基督教教

育的课程设置。他还在设在斐济苏瓦的南太平洋圣经学院

(South Pacific Bible College)担任过校长。1986 年，他重回

西北学院担任教职工作。特纳先生到过很多地方，从事布

道和基督徒教育事工。 

特纳先生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北圣经学

院，(North Central College)取得了圣经和神学学士学位，在

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浸礼会神学院（Conservative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取得了 M.R.E 硕士学位。他还在密

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布道联合会神学院，取得了布道硕

士学位，在浸礼会神学院取得了事工博士学位。特纳先生

已婚，有两个儿子。 

关于你的指导老师 

在任何情况下，你的指导老师都很乐意帮助你。如果

你对本课程或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有任何问题，可请

教你的指导老师。如果有几个人要一起学习本课程，可以

要求为小组学习作特别的安排。 

在你开始学习《如何帮助基督徒成长——基督徒的教

育》这一课程的时候，愿神祝福你。但愿本课程能够丰富

你的生活，丰富你的基督徒事奉，并帮助你在基督的肢体

里，更加有效地完成你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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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属灵成长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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