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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走向长进 
 

 

约翰和玛丽亚很快便适应了家里多了一个新成员，他

们感到很幸福，因为朋友和家人们，都来看望小马内尔。

“啊，他长得很像他的父亲，”人们都这么说，约翰感到特

别自豪。玛丽亚也看到了父亲与儿子长得很像。她和约翰

把马内尔的婴儿照片，与约翰母亲在他婴儿时期为他所拍

的相片作比较，父亲与儿子之间确实长得非常相像。 

你或许会有相似的经历，有人可能会说你与你的某个

家庭成员，长得多么相像。翻看旧相册，看看一个家庭中

不同成员之间，在长相上的相似之处甚至是跨越若干代成

员之间的相像之处，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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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本课中你将会看到，基督徒生命中也包含了某些

“相像之处”，这不应该让你感到惊讶。耶稣把他的生命赐

给了我们。难道你不期望随着悔改归主的人在属灵上的长

进，他们会越来越多地反映出耶稣的生命？在本课中你将

会看到，属灵成长的 终目标是培育基督的样式。你还将

会学习到圣经中所教导的，关于这一成长过程中所包含的

某些因素。在你帮助他人朝着属灵上长进的目标成长的时

候，将会证明你在本课中所学到的内容是多么的重要。 

课文大纲 

成为他的样式 
使人变得完全 
一步一步地长进 

课文目的 

在完成本课的学习之后，你应当能够： 

 阐释属灵成长的目标。 
 说明基督徒教育，在基督徒们成长为完全生命的过程中

的作用。 
 阐述一个人从属灵婴儿到属灵上长进的成长过程。 

学习要领 

1、按照第一课学习要领中的说明学习本课。一定要阅读所

指出的所有经文，并且要在查看我们在本课后面所给出

的答案之前，回答每一道习题。 

2、查阅你不懂的关键词的定义。必须明白这些词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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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才能理解课文内容。 

3、做自我测试，并对照我们在教材后面所给出的答案，检

查你自己的答案。 

关键词 
才能          道德的          熟悉情况 
观念          模范的          预定的 
遵守          不确切的        回应的 
成长的        天生的          转变 
有特色的      即时的          终的 
扭曲的        结合            价值观念 
造就          动机 

课文进程 

成为他的样式 

所期望的属灵成长 
目的 1、指出哪些句子正确地说明了基督徒成长为基督的样

式是自然的事情。 

所有的生命都具有其自身种类的特性，生命的特性是

通过繁衍过程来传承的。一粒种子是有生命的。一旦有了

适当的生长条件，这粒种子的生命特性便会显现出来。当

你种植一粒水稻、一粒玉米、一颗豆子或其他谷物的时候，

你知道它会长成什么。种子里面包含了其生命的特别本性。

在适当的条件下，该生命的特性将会破土而出，完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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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属灵生命的时候，认识到这一真理是很重要的。

神在耶稣里所赐给的新生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

也有其自己的特性。当新生命在适当的属灵环境下得到培

育的时候，它便会在我们里面成长，因而我们会变得越来

越像他。我们的责任是要对圣灵敏感，让他掌管我们，使

我们的新生命按照他的旨意来成为他的样式（罗马书 8：
5-11；加拉太书 5：25）。 

习题 1、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有了适当培育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将会成长为基督的

样式。 
b) 一个人的属灵生命一旦开始，便会自动成长。 
c) 我们在培育属灵生命中的责任，是要回应圣灵的动工。 
d) 基督的样式是对新生命的正常期待。 
e) 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种类，决定了它将长成什么。 

属灵成长是神的旨意 
目的 2、指出阐释了人堕落的后果和神拯救人的旨意的那些

句子。 

在创世记 1：26-27 中我们可以看到，人起初是按照神

的形象和样式被创造的。神创造了人，并且是按照他自己

的形象来创造的。神希望人成为 重要的被造物。当人堕

落犯罪的时候，神的样式就受到了严重损毁。人成了不圣

洁的造物，在他里面神的形象也受到了严重的扭曲。神的

拯救活动与他使人恢复其起初像他的形象的计划密切相

关。神告诫人，罪将带来死亡和与他分离。当人犯罪的时

候，他便在属灵上死亡。但是，在耶稣里，我们被赐予了

新的生命；我们便在灵里活着。当这一新生命在我们里面

成长的时候，我们便开始了变得越来越像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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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2-3、选出正确的答案。 

习题 2、人的堕落对人起初像神的样式有什么影响？ 

a) 它仍然保持完好。 
b) 它被罪所损毁。 
c) 它经过历世历代而得到了改善。 
d) 我们不知道。 

习题 3、神对于人的救恩的旨意是什么？ 

a) 听其自然。 
b) 使他因为他的罪而痛苦。 
c) 证明他是错误的。 
d) 使他恢复神的样式。 

属灵成长的目标 
目的 3、正确识别神对那些在耶稣里接受了新生命的人们的

决定是什么。 

圣经表明，神在他的永恒计划中已经预先定下了那些

接受他的新生命的人们的结果。神知道他在我们里面的工

作一旦完成，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样子。 

习题 4、阅读罗马书 8：28-29，并回答下面问题。对于那些

在耶稣里接受了新生命的人，预先定下了什么？ 
…………………………………………………………………. 

对此，你应该明白到那些接受了神的新生命的人将会

成长——这是神的旨意。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身上将会

显出神的特性，在他们的言语、行为和习惯中，也将会看

到基督的样式。彼得在劝诫那些得着了新生命的人，要“在

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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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成长过程。 

习题 5、神决定了那些在基督里接受了新生命的人，将会成

为： 
a) 在个性、特权和荣耀上与众天使相同。 
b) 一种在各个方面与神性相同的人性。 
c) 渐渐地成为神的儿子的样式。 
d) 因为在他们生命中某个时候的瞬间经历而变得完美。 

习题 6、圣经中所说的“变得长大成熟”指的是什么意思？ 

a) 完全达到基督的身量。 
b) 定期参加礼拜。 
c) 终止某些社会实践。 
d) 使自己与物质世界分别开来。 

我曾经听到过两个在一起玩耍的男孩，在争论他们两

个人中谁更高大。不久，他们便彼此背对背地站起来，各

自都尽量地挺直身子，然后他们把手划过头顶来测量哪个

人更高。一个男孩很高兴地证明他更高。但是，另一个男

孩也不愿意轻易放弃。他说，“等着吧，当你长得像你父亲

一样高大，我也长得像我父亲一样高大的时候，我将会高

过你。”这个男孩明白了一条重要真理，他看到了成长的前

景。他采用了他希望长得与其一样的榜样：他的父亲。这

个例子也说明了完全长成基督的身量意味着什么。 

我们也要定期好好地与耶稣背靠背地站着——列出属

灵清单。虽然他会比我们高大，但是我们每一次用这一标

准来测量自己，都应该看到我们有所长大。我们应该越来

越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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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教育的任务 
目的 4、阐释基督徒教育的任务。 

属灵成长中的基督徒们的目标，是要长大成熟而满有

耶稣的样式。当我们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完全成长

的时候，将会变得越来越像基督。因为耶稣的生命住在我

们里面，我们将长大成为他的样式，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

面变得完全。 

那些培育基督徒成长的人，他们的任务是要提供健康

的属灵成长所需要的东西。培育基督徒成长，涉及到帮助

基督徒们在基督的生命里成长，直至在他们的性格中显现

出耶稣的特性。 

成熟的基督徒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要人们精通圣经知

识和掌握属灵的深知卓识，而是要帮助他们像耶稣所希望

的那样，把新生命过得 为丰盛。基督徒教育的目的，在

于帮助人们以耶稣为榜样——带领他们保持节制，使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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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以耶稣为中心，在神里成长。 

无论什么时候，你在帮助人们在属灵上成长和培育基

督的样式，你便是在从事基督徒教育的工作。这是一种有

益的现实事工，这一事工深深地植根于神对人类的计划之

中。 

习题 7、根据本章节的阐释，选出下面 好地说明了基督徒

教育的任务的补充句。基督徒教育的任务是要帮助人们： 
a) 掌握一些基本的圣经知识。 
b) 在属灵上成长和过 丰盛的生活。 
c) 获得高深的属灵见解和成为律法专家。 
d) 辨别他们各自的文化中的正确和错误行为。 

使人变得完全 

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目的 5、阐述基督徒的生命以谁为中心。 

基督徒教育关系到生命，因为基督教是以生命为中心

的。基督教以基督为中心，基督是一个人，是一切生命来

源的永生神的儿子。他赐生命给那些接受他的人。对耶稣

基督的委身始于一种回应，就是对福音的单纯信心。这是

新生命开始的标志。然而，这种委身包含了一种门徒生活，

这就是朝着基督样式的成长过程。在属灵重生和成长的过

程中，耶稣更加成为基督徒全部生活经历的中心。通过基

督徒教育，成长中的基督徒，学会了如何把基督放在他们

生活中的首位，让基督成为中心。 

习题 8、基督徒生命的中心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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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是什么 
目的 6、阐释使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意味着什么。 

帮助人们以耶稣作为他们生命的中心，涉及到人类经

历的每一个方面。当我们考虑到人的时候，有时候会倾向

于把人分成若干个部分，或者是分成生命的若干个方面，

诸如心理方面，身体方面，情感方面，社会方面和属灵方

面。虽然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人的行为会颇有帮助，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人是完整的存在，我们不能把他分

成若干个小部分。生命中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影响到其他

方面，我们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对我们的环境做出反

应的。 

基督徒通过耶稣与神建立的关系，会影响到这个人的

每一个方面。基督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应该掌管每一个

方面。我们越是在属灵上成长和披戴他的样式，他就越多

地掌管我们的生命。 

以自我为中心 ；       以基督为中心；       基督掌权；信徒 
自己掌管自己          自我必须顺服他       不断地成长为更 
                      的掌管               有基督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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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9、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人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都独立于其他所有的方面。 
b) 基督徒与神的关系，会影响到生命的每一个方面。 
c) 帮助基督徒以耶稣为他们生命的中心，包含了人生命的

每一个部分。 
d) 基督徒们在属灵上越是成长，耶稣便越多地掌管他们的

生命。 
e) 随着基督徒们的长大成熟，他们的生命便越是分成若干

个不同的部分。 

基督徒教育在使人完全中的作用 
目的 7、指出描述了基督徒教育如何在耶稣里使人完全的句

子。 

基督徒教育的目的，是要培育完全的长大成熟的人：

人们通过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在智力上、情感上、属

灵上和社会上，都得到了改变。 

那些关注基督徒教育的人，能够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内

在价值，看到每一个人的潜能，并且力求为了神的荣耀，

而 大限度地发挥这种潜能。基督徒教育关注基督徒们的

整个生命，并努力帮助使他们的生命得以完全，过丰盛的

生活。 

这种在耶稣里使人完全的关注，带来了一种门徒职责，

这种职责体现在完全顺服耶稣所吩咐的一切。对于福音充

满信心的回应，带出了一种对主耶稣的积极和顺服的爱。

这是一种出自完全之人的爱：心意、理智和灵魂，整个生

命都顺服于他的掌管。 

习题 10、下面所有句子除一句以外，都正确地描述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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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教育如何力求在耶稣里使人完全。请指出哪一个句子是

不正确的？基督徒教育力求培育： 
a) 每一个信徒的智力潜能。 
b) 信徒们的情感能力和属灵能力。 
c) 每一个信徒的社会潜能。 
d) 信徒们的政治技巧和能力。 
e) 信徒们的属灵能力。 

习题 11、如果你同意基督徒教育的作用在于培育完全的人，

这将如何影响到你的基督徒教育事工？把你的答案写在笔

记本上。 

圣经在使人完全中的作用 
目的 8、阐释圣经在使人完全中如何起作用。 

在第一课中，我们向你们介绍了圣经帮助培育属灵成

长的方式。神在圣经中显明了他自己；因此，圣经是我们

研究和学习的内容。我们希望成为基督徒的样式，神已经

在他的话语中显明出来。我们学习圣经不仅仅是为了获取

圣经知识，我们学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通过某次考试而做

准备，而是为了预备好过一种完全的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 

神的真理真实地体现在耶稣基督里。基督的生命住在

我们的里面，神也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活的体现。基

督徒的整个性格，将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神而发生改变，

这样，基督徒的生命才能成为神的真理的一种忠实体现。

随着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成长，基督徒的性格、价值观念、

动机、态度和品行，也应该不断地改变，以符合在耶稣里

所体现出来的神的特性。基督徒们应该变得越来越有基督

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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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书 3：14-17 中指出了圣经的四种效用：教训、

督责、使人归正和教导人学义。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这四

种活动都有一个基本的目标：预备属神的人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在预备基督徒们经历神所希望他们的一切方面，都是

颇有帮助的；我们可以说圣经在使人完全上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你希望在属灵上成长，你就应该学习圣经；如果你想

帮助某个人在属灵上长大成熟，也应该帮助他学习圣经。 

习题 12、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圣经促使人变得完全，因为它为属灵成长提供了配方及

其用法。 
b) 圣经对属灵成长设立了明确的限制。 
c) 圣经启示了神对于属灵成长的旨意，并在如何使人完全

上做出了具体明确的教导。 
d) 圣经藉着耶稣，表明了一个真正完全之人的典范，他是

我们的榜样。 
e) 我们学习圣经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广博的知识基础，以

使我们能够向他人阐明我们的属灵情况。 

让我们来复习和总结在本课中所学过的内容。我们已

经明白，正在长大成熟的基督徒，就是正在成长为基督的

样式。那些在基督里接受了新生命的人要长大成熟，以使

耶稣的生命越来越多地在他们身上显现出来，这是神的旨

意。你们学到了在基督的生命里长进，关系到成为完全之

人，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顺服他的掌管。你学习到了

要帮助人们变得完全，那就是变得满有基督的样式，这是

基督徒长大成熟的主要任务。你们还学习到了圣经是帮助

人变得完全所必需的要素。如果你们还不明白这些概念，

在你继续学习下一章之前，请复习一遍你在本课中已经学

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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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步地走向长进 

基督徒教育的目标 
目的 9、区分基督徒教育的终极目标与中间目标之间的差

别。 

当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他便开始成长。我们期待这

种成长的 终结果：成为成年人——长进。我们认识到从

婴儿到成年人的成长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我们已经学

会识别成长的各个阶段和长进的各个层面。在每一个成长

阶段中，我们都期望成长中的人履行某些任务，诸如在幼

童阶段学习走路等。我们把所期望的在每一个成长阶段中

的表现，称为中间目标。这些中间目标是一个人朝着成年

人——长进这个终极目标的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小目标。每

一个中间目标都有其自身的意义，而当我们把每一个中间

目标，都视为走向终极目标中的一步时，它甚至会更加有

意义。理解了一个概念，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顾那些

成长中的人们的需要。如果每一个成长阶段中的各种需要，

都得到了满足，我们便是在帮助这个人，朝着长进的目标

成长。 

习题 13、阅读哥林多前书 3：1-4 和 1：10-12，把这些经文

与哥林多前书 1：2-9 作比较。根据前面课文章节的内容和

上述经文，在保罗谈到那些有着很多问题的人的时候，他

使用了“成圣”、“圣洁”和“恩典”这样的词语，我们如

何能够证明保罗使用这些词语是正确的？请把你的答案写

在笔记本上。 

属灵生命同样类似于生物生命的成长过程。长大成熟

的过程开始于属灵婴儿的重生。信徒属灵生命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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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变得满有基督的样式（罗马书 8：29；12：2；哥林多

后书 3：18）。在他开始他的属灵之旅的时候，需要能够带

来健康成长的营养食品。他必须爱慕灵奶（彼得前书 2：2）。
因此，他应该明白按照神的旨意在属灵上健康成长的基本

要求。他要学会履行职责，表现出他在 初成长阶段所期

望的行为。好比说，他要学习走路。当他培养出对神的话

语的渴慕和学会把圣经教导运用到他的日常生活中的时

候，他的信心便会长大。他应该通过阅读圣经（以弗所书 6：
10，18）和借助经历——通过个人与灵里的敌人的遭遇，

来明白属灵争战的本质。随着更多地与成熟的基督徒交往，

他会明白到属灵争战成功的秘诀在于祷告。因而，由于他

的旅程的继续，并在神的话语中成长，以及他与主和信徒

们的关系，他的身量将会渐渐地长成。随着不断地朝着他

的 终目标前进，他将渐渐地披戴上基督的形象。培养对

神话语的渴慕，不住地祷告，学会辨别真理与谬误，这些

都不是一次就能学会的。身量所得到的每一点成长都是一

个中间目标，但是，它也是培养基督样式的终极目标的一

部分。 

不断地重复阅读下面的扼要定义，直至把它背诵下来。

在自我测试题和学生成绩报告测试题中，都会要求你表达

出对这一定义的认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这一

定义，你将会清楚地明白到基督徒教育的终极目标。“基督

徒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培育属灵成长，直至在生活经历中

的所有方面，都长成基督徒的样式。” 

习题 14、在辨别基督徒教育的终极目标和中间目标的时候，

我们可以 为准确地说，中间目标是： 

a) 终极目标中相对不重要的部分。 
b) 其作为目标自身便很重要的目标。 



 56

c) 在实现终极目标过程中所要达到的小目标。 
d) 个人的目标；而机构则掌握终极目标。 

习题 15、指出下面练习中，哪些句子阐述了基督徒教育的

中间目标，并在该句子前面写上 1）；指出哪些句子阐述了

基督徒教育的终极目标，并在其前面写上 2）。 

…….a 教新信徒读圣经，并把圣经教导作为他生命的基础。 
…….b 教信徒们学习，能够改变他们生命中每一个方面而

渐渐地变得满有基督之形象的属灵成长原则。 
…….c 向有抱负的基督徒，教导有效祷告的原则以及它如

何帮助建立属灵身量。 
…….d 激励信徒们有志于属灵上的完全，以使他们站在基

督面前的时候，能够完全长大成熟，并在他里面毫

无亏欠。 
…….e 教导信徒们一起聚会、彼此个人相互造就和集体造

就肢体的重要性。 

属灵长进的阶段 
目的 10、列举在实现基督样式的终极目标的过程中，所要

满足的六种需要。 

阅读以弗所书 4：11-16，你曾经在本课的前面，读过

以弗所书 4：13 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表明成长中的基督徒

们，要长得满有基督徒长成的身量。它还教导说，长大成

熟的基督徒，将会恰当地把自己融入到基督的肢体之中，

融入到当地的信徒会众之中，并在该肢体的事工中发挥积

极的作用。心中有了这样的观念，什么样的步骤或需要才

能与之相一致呢？从接受基督里的新生命——属灵重生开

始，到朝着属灵上完全长进的目标不断成长，在这个过程

中必须完成哪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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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6、在你的笔记本上，列举出你认为一个悔改归主的

人，从属灵婴儿到属灵上长进之间，应该有哪些阶段？ 

在习题 16 中，我要求你把所认为的阶段列举出来，虽

然这些答案可能会无所谓错或对。下面是我所认为的，在

基督里接受了新生命之后的六个重要阶段： 

1、过新生活的方向。 
2、融入到某个信徒团契之中。 
3、属灵生命的成长。 
4、发现属灵事工的恩赐。 
5、为基督徒事奉做好准备。 
6、积极参加基督徒事奉。 

这使我想到这些阶段是自身不断重复的一个循环。当

你接受新生命，并成长到积极参与基督徒事奉的时候，又

有其他人将会得到带领而接受新生命，并再次开始这个过

程。下面的图示说明了这一循环： 

            福音传道的结果 

 
属灵生命的成长模式（基督徒教育事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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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7、在你的笔记本中抄写和复习这个列表，直至你能

够按照确定的顺序，列出这六个步骤为止。你可以利用这

个列表，作为一般的指导原则，来确定一个人处于什么样

的成长阶段。请记住：长大成熟的过程是不断进步的过程；

因此，各个阶段趋向于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相融合在

一起。这六个步骤都是现实的分类，将有助于你为那些你

正在帮助他们在属灵上成长的人们，明智地安排基督徒教

育活动。运用这些步骤，你便能够使人们从他们目前的成

长阶段，进入下一个更高层次的成长阶段，进而作为成熟

的基督徒，而继续积极地采用这些步骤。 

六个必要阶段 
目的 11、识别属灵成长的六个必要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 

要运用这六个成长阶段，来帮助某个人在属灵上成长，

你必须不仅能够列举出这些阶段，而且还要很好地理解和

描述它们。 

1、过新生活的方向。我们已经观察到了这一需要。婴

儿们必须得到牛奶的喂养，直到他们充分地成长而能够接

受更加坚硬的食物为止。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便经历了在

生活方式、态度和价值观念上的完全改变。通常情况下，

他需要救恩的确据，必须接受精心和基本的学习，使他开

始朝着属灵上长进的方向成长。这一方向常常会预备好一

个新基督徒，在受浸的时候宣告他的信心。 

2、融入到某个信徒团契之中。因为基督徒们是享有神

在耶稣里所赐予新生命的人，因此他们是彼此联系在一起

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同一个肢体中的一员——基督的

肢体。基督的肢体，在地上是由当地信徒们的团契体现出

来的。失去了与这个肢体的联系，信徒便不可能恰当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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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熟；因而，为了这个肢体得以完全，需要每一个人贡

献出他的力量和恩赐。 

3、属灵生命的成长。正如一个人在他整个一生中，都

必须吃东西一样，新生命也同样需要不断地培育。正如你

已经了解到的那样，这就需要越来越多地领受神的话语。

一个基督徒，永远都不会因为长得太大而不需要接受更多

的灵粮。然而，他确实会随着他的成长而发现自己，可以

接受更加坚硬的食物。到了这个阶段，信徒会发现个人读

经和祷告的价值所在。在他把经文与经文相对照，把他在

布道中所听到的教义与圣经标准相对照的时候，他的判段

开始敏锐起来。 

4、发现属灵事工的恩赐。神赐给了每一个基督徒事工

的某种恩赐或能力。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把他的恩赐运用到

事工中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有这样，基督徒本

人和他作为成员之一的肢体，才能成长而得以完全。有些

基督徒还没有发现他们的事工恩赐，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

以用来服侍他人的。这些人必须分析他们的活动，并确定

哪一项活动对于基督肢体中的其他人来说，是一种祝福和

帮助。他们应该检查自己的内心，看看哪些活动给他们带

来了满足感和喜乐。通过这样做，他们将会发现他们特别

的事工恩赐。 

5、为基督徒事奉做好准备。一个人一旦发现了他的事

工恩赐，他就应该发挥它。到了这一成长阶段，一个人应

该能够胜任根据肢体事工所需要的任何任务。就个人层面

来说，一个人也应该尽可能地学会如何培养和使用他的恩

赐，来为他的家庭、朋友、熟人和社区服务。接受基督徒

培训则表明了一种愿望，就是愿意按照神的旨意促进属灵

成长，这也表明了属灵上长进的一个较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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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积极参加基督徒事奉。接受基督徒事奉培训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只有把它用来积极地参与主的工

作，它才能产生果效。发现基督徒事奉的各种机会，并利

用这些机会实实在在地事奉神，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习题 18、把下面每一个必要阶段的名称（右边）配上与之

相应的描述（左边）。 

…….a 必须融入到信徒肢体之中；    1）新生活的方向 
受到肢体的坚固，并增添新    2）融入团契 
的理想和活力。              3）培养属灵生命          

…….b 必须要求认识到神所赐给他   4）发现恩赐 
的特别才能。                5）为事奉做好准备 

…….c 一定要受到激励去发现和利    6）参加事奉 
用为主工作的机会。   

…….d 一定要发挥神所赐予他作事 
奉的恩赐。           

…….e 一定要得到关于基督徒态度 
和价值观念的教导；需要救 
恩的确据。 

…….f 一定要受到激励去评价圣经真 
理、祷告，并培养属灵能力。 

基督徒的需要和属灵上的长进 
目的 12、指出阐释了朝向属灵上长进的六个阶段，怎样与

基督徒教育密切相关的句子。 

你已经知道了基督徒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要培育属灵成

长，在整个生命经历中，朝着基督的样式而成长。你还知

道了在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应该满足的六种需要。

基督徒教育应该考虑到这些不同阶段的需要，并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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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人们，从一个阶段成长到另一个阶段。无论是哪一个

成长阶段，这个终极目标都应该永远处于中心地位。因而，

我们可以把这六个阶段的需要，视为我们在基督徒教育过

程中的工作目标。 

习题 19、朝向属灵上长进的这六个阶段，在下面哪个方面

与基督徒教育密切相关： 

a) 它们是中心，是与终极目标一样的目标。 
b) 它们是在实现终极目标的过程中，所必须达到的一些中

间目标。 
c) 它们可以为那些没有什么恩赐或动力的人，用来取代终

极目标。 
d) 只要我们把终极目标置于中心地位，它们就是一些无需

实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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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多项选择题：选出正确的答案。 

1、属灵成长是以什么作为其终极目标的一个过程？ 
a) 在各自社区中成为模范公民。 
b) 在每一个信徒里面，逐渐地培育基督的样式。 
c) 培育信徒的社会良知。 
d) 通过武断的方式，来把信徒从属灵婴儿变为长进。 

2、属灵成长包括恢复人： 
a) 他起初的神的形象。 
b) 他 初的祖先所具有的成长潜能。 
c) 属灵上立刻变得完美的潜能。 
d) 能够更多地明白神的一种智能。 

3、下面哪一个句子， 为准确地描述了属灵上长进与基督

样式之间的关系？ 
a) 属灵上长进关系到时间；基督的样式则关系到永生。 
b) 属灵上的长进，先于基督样式，基督样式成长得更慢一

些。 
c) 属灵上的长进，指的是达到了基督样式长成的身量。 
d) 属灵上长进的特点是不完美；基督样式则等同于完美。 

4、基督徒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帮助人们： 
a) 建立适当的道德标准。 
b) 对各种各样蒙悦纳的敬拜感到敏感。 
c) 充分地理解圣经知识。 
d) 属灵上成长。 

5、基督徒教育在促使人完全的过程中的作用，可以 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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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为努力： 
a) 鼓励每一个人认识到它自身的价值。 
b) 激发人们行善，以表明他们的信心。 
c) 为了主的荣耀而完全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 
d) 造就每一个人积极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6、基督徒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帮助人们变得完全——

那就是说： 
a) 变成基督的样式。 
b) 作为自然人得到完全成长。 
c) 认识到他们的完美。 
d) 认识到他们潜能的有限性，但是也要 大限度地发挥这

一潜能。 

7、关于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向着属灵长进的成长过程，

我们要认识到： 
a) 成长过程难以界定，因为各个成长阶段是如此的不确定。 
b) 基督徒教育的任务是艰巨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属灵成长

对他来说都是独特的。 
c) 每一个成长阶段都需要某一固定数量的时间，如果这一

阶段的成长要得到完成的话。 
d) 有若干个成长阶段和若干个长进的层面。 

8、下面所有的句子除一句以外，都揭示了在达到基督样式

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一定要满足的各种需要。哪一个句

子没有阐述这些需要？ 
a) 新生活的方向和融入到某个信徒团契之中。 
b) 属灵生命的成长和发现属灵恩赐。 
c) 认识到属灵潜能和培育完整的自我观念。 
d) 为基督徒事奉做好准备和积极参与基督徒事奉。 

9、本课中所阐述的基督徒教育的终极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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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要培育新信徒，直至他长大到足以独立为止。 
b) 在一生的经历中，朝着体现出基督样式的长进而培育属

灵成长。 
c) 努力造就在思想和言行上无可指责的完全之人。 
d) 按照圣经中的吩咐去“教导万民”。 

10、本课中所指出的六个必要阶段被视为是： 
a) 用来帮助确定基督徒教育计划的机械方法。 
b) 描述属灵生命成长过程的或多或少是武断的说法。 
c) 可能代表某些人的终极目标的一些较低层次的目标。 
d) 帮助一个人，从婴儿走向属灵长进这个终极目标的过程

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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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10、d) 信徒们的政治技巧和能力。 

1、a) 正确 
   b) 错误 
   c) 正确 
   d) 正确 
   e) 正确 

11、你的答案。你或许已经注意到，应该扩大你的努力范

围，去辅助完全的人做事工。那些在耶稣里接受了新生命

的人，应该成为更好的公民、更好的邻居、更好的丈夫、

更好的妻子、更好的孩子或父母。根据具体的情况，他们

应该成为更好的雇员或雇主。当他们成长为主所希望他们

成为的完全之人的时候，将会更加开明和有同情心。到了

这个时候，他们将会比刚刚开始其新生命的时候，更加认

识到要履行他们的各种责任。 

2、b) 它被罪所损毁。 

12、a) 正确 
b) 错误 
c) 正确 
d) 正确 
e) 错误 

3、d) 使他恢复神的样式。 

13、你的答案应该包含我所提出的观点。保罗认识到哥林

多人被称为圣洁。重生使他们分别为圣，那就是说，把他

们分别出来归神。他们的行为表明，神的恩典如此大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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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他们（哥林多前书 6：9-11）。然而，他们并没有立

刻成为完美之人。在属灵婴儿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幼稚

行为。在这个吃奶的阶段，必须教导他们学习基本教义，

充满了关爱和耐心地对待他们。随着他们在恩典和知识里

成长，将会食用更加坚硬的食物，享用成人的饮食，使用

更多高深的知识。他们被称为圣人；使徒保罗鼓励他们，

成为他们所应该成为的人。 

4、那些接受了新生命的人，是注定要符合他的式样的。 

14、c) 在实现 终目标过程中所要达到的小目标。 

5、c) 渐渐地成为神的儿子的样式。 

15、a   1) 中间目标 
b   1) 中间目标 
c   1) 中间目标 
d   2) 终极目标 
e   2) 终极目标 

6、a) 完全达到基督的身量。 

16、你的答案。 

17、记住这些步骤，将使你能够更加有准备地做好随后的

应用。 

8、耶稣基督。 

18、a   2) 融入团契 
b   4) 发现恩赐 
c   6) 参加事奉 
d   5) 为事奉做好准备 
e   1) 新生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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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3) 属灵生命的成长。 

9、a) 错误 
   b) 正确 
   c) 正确 
   d) 正确 
   e) 错误 

19、b) 它们是在实现终极目标的过程中，所必须达到的一

些中间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