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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亦师亦徒 
 

 

有一天晚上，当约翰从田地里回到家里来的时候，玛

丽亚显得特别兴奋。那一天，马内尔说出了他的第一句话！

约翰认识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意义，也显得很高兴。看到马

内尔很快便学会了其他一些词语及其含义，真是令人惊奇。

在父母的激励下，马内尔学会了识别一些物体、人和地方

的名称。很快，他展现出了把词语组成简单句子的能力。

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成长时期，约翰和玛丽亚经常会吃惊地

听到，马内尔重复一些他们所熟悉的单词和短语。不久，

他们发现小男孩醒着的时候，很多时间都会用来交流。他

有能力表达他的观点和在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上展开对

话，尤其是那些令他感兴趣的事情。 

“那并没有什么特别？”你会这样说吗？确实如此，

孩子们在人生的这个时期，培养说话的技能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重要的是，马内尔在长大，说着与家里人一样的语

言，而不是其他不同的语言。他还学会了吃他们所喜欢的

食物，他的行为方式也具有他们那个地方的典型特征。为

什么会这样呢？ 为合理的解释是，这是受了他父母的影

响，通过这种朝夕相处而形成了他的态度、情感和行为。 

耶稣说，“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路加福音 6：
40）。这就是说，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老师这个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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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影响。因而，非正式的教育，在基督徒的成长中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课中，你将会更多地学习到非正式

的基督徒教育，明白到通过与他人交往和以他人为榜样来

学习的重要性。还会发现在基督徒教育中谁是重要的榜样。 

 

课文大纲 
认识到信心的完全性 
社会生活的策略 
建立仿效关系 
识别适宜的榜样 

课文目的 

当你完成本课的学习后，应当能够： 
 列举教导圣经事实作为信心之基础的理由。 
 阐释社会生活与基督徒教育之间的关系。 
 阐述基督徒教育中的典范关系。 
 识别基督徒教育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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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领 

1、查阅你所不懂的关键词的含义。 
2、像往常那样学习课文进程。在你做习题的时候，一定要

在你查看我们所给出的答案之前，写出你自己的答案。

在完成课文的学习之后作自我测试，并检查你的答案。 

关键词 
密切关系      上下文          相互关系 
设想          不一致          反映 
群体          专横的          社会交往 
称职          加强            自愿的 
顺从          内在化 
相符          威胁的 

课文进程 

认识到信心的完全性 

目的 1、指出那些正确地阐释了我们如何认识到信心的完全

性的句子。 

还记得你的基督徒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吗？你难道不相

信福音、不接受救恩、不委身于基督吗？当然不是。我们

所有的人都是藉着信心通过那样的方式回应福音，而开始

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的。因此，我们经历了重生，这是得到

属灵生命的途径。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我们属灵的成长，

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像基督。因此，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也在

不断地发展和成熟，结果通过我们的生命而体现出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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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性格和价值观念。那起初回应福音的信心，使得我

们过上了以信心为根基的生活，这是一种新品质的生活，

其特点是完全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活在信心里所产生的这

种完全，可以称之为信心的完全。但是，我们如何才能通

过信心认识到这种完全？这种完全包括哪些因素？我们如

何才能活出基督的生命？ 

深入的研究表明，带来完全的信心，既包括知识也包

含生命（信心应用于日常生活情况）。神已经向我们阐述了

他的信息，作为真理，既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弃绝。这

一既揭示了神的本质和特性，也揭示了神对人类的旨意的

真理，已经作为圣经，被记载、保存和流传下来。圣经真

理是促使信心长大成熟的知识来源。 

有些圣经真理包含了对事实的阐述。例如，在十诫中，

我们明白到了神所喜欢的一些东西，神对他子民们的希望，

以及不顺服的后果。有些真理则以概念的形式出现，这些

概念是从有关事物的很多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般观念（例

如，橙子、香蕉和苹果被称为水果）。我们通过神在利未人

的律法中，所给出的区分圣洁与不圣洁之事物的很多细则

中，便可以明白到圣洁的概念。 后，还有些真理则以应

用于生活的原则而出现。例如，我们要全心全意地爱神的

命令，是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主要原则，而在实际应

用中，这条原则应该成为我们与他人关系的基础。因而，

事实、概念和原则是基于信心的知识的依据。只有有了这

种知识，才能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完全。没有这种知识，我

们便不可能懂得如何过真正讨神喜悦的信心生活。 

除了文字记载的见证之外，神还以活的形式通过耶稣

基督这个人来揭示他自己。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

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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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约翰福音 1：14）。而且，彼得也阐述说他亲眼见

过他的威荣、尊贵和荣耀（彼得后书 1：16-18），并进一步

强调说他来到地上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

踪行（彼得前书 2：20-25）。他向我们表明了如何过 丰盛

的生活，如何成为神所希望我们成为的人。他的生活是完

全讨神喜悦的信心生活的榜样。（顺服、谦恭、甘愿按天父

的旨意行，完全爱那些天父所要拯救的人，尽管他们敌视

他。） 

通过学习本课程，你可能已经发现学习不仅仅是获取

事实和信息。理解信息，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信仰中，并因

此而改变我们的行为，都是颇为重要的。 

在第一课和第二课中，你们已经学习到了神的话语在

属灵成长中的重要性。在第三课中，知道了使人作门徒和

做属灵成长的榜样的重要性。无论是圣经知识，还是如何

把这种知识实际应用于基督徒生活中的榜样，都有助于培

育基督徒的成长。 

在第一单元的结尾，我们已经认识到基督徒教育，既

需要非正式的方式也需要正式的方式。圣经信息：事实、

概念和原则，可以通过包括课堂教学活动这样的正式方式

来教授。但是，理解的重要性和适宜的基督徒行为，则是

通过亲密的相互交往和学生们以他人为榜样来表达的。明

白基于信心的完全，既需要正式和系统地学习神的话语，

也需要常常是没有计划的非正式的培育，这种培育产生于

一个人以非常个人的方式，与他的榜样交往和效仿他的榜

样的时候。 

习题 1、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信心的完全性，主要是通过参加特别的学习班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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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 圣经知识和适宜的基督徒生活的榜样，都是平衡的基督

徒教育计划所需要的。 
c) 基督徒教育既需要非正式的方式，也需要正式的方式。 
d) 一个人教育信心的完全性所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教导

圣经真理。 
e) 圣经知识可以通过正式的教学活动来讲授。 
f) 智慧、价值观念和行为，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培育技巧来

传达的。 

基督徒教育的非正式方式和正式方式，都是必不可少

的，因此，在本课中，将更加详细地来探讨正式方式。而

在第七课中，我们将专注于关于以正式方式教导神话语的

实际问题。 

社会生活的策略 

社会生活的定义 

目的 2、指出阐释了社会生活的定义的句子。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说，“某些东西得

到胜过受教”。他说的是专业人士所称的“社会生活”。在

我们能够接受“社会生活”作为基督徒教育的一个策略之

前，必须明白这个术语的含义。 

“社会生活”是一个人融入某个特定社会环境的过程

——预备他在某种特定的交往或人群中发挥有意义的作

用。这需要一个人充分地认识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和社会

秩序。这是学习某个特定群体所认同的语言、准则、价值

观念、态度和适当行为的过程。社会生活指的是学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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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关于接受我们的

环境影响这个意义上的学习。 

习题 2、根据上述的阐释，选出 为准确地定义了“社会生

活”这个术语的句子。社会生活指的是： 

a) 以正式的学校教育方式传授信息的过程。 
b) 有目的地认识一个人所处的社会，以便在某个特定的社

会环境中发挥良好的作用。 
c) 调整基督的福音，以适应特定人群的社会价值观念。 

社会生活之例证 

目的 3、引述社会生活过程的现实例子。 

你是如何吃东西的？用筷子还是用勺子？你可能会用

筷子吃东西，或者可能直接用手来吃东西。你吃东西的方

式就是通过社会生活而学到的。如果你习惯于以某种特别

的方式来吃东西，可能会觉得其他方式不舒服和不自然。

在你的文化中，通过观察他人和效仿他们的做法而学到了

吃东西的方式。如果发现这个世界上某些人吃东西的方式

与你的不同，你可能会相当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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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于吃东西的例子，是颇具文化性的一个行为方

式的例子。在某种文化中，为社会所接受的东西，可能会

在另一种文化中被视为不可接受的、无礼的，或者甚至于

可能会被视为粗鲁的。价值观念是通过社会生活而学到的。

你可能会已经注意到，不同文化的族群，其生活和行为方

式也不一样。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出生于某个族群

的孩子们长大后便懂得他们这个族群的方式和智慧，而出

生于另一个族群的孩子们，长大后的则有着不同的认知、

价值评价和行为方式。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每一个族群的

孩子们，都通过社会生活学到了属于他们文化的方式。 

你是如何学会讲你的母语的？或许你无法告诉我；可

能会感觉到你原本就知道如何讲你们的语言。或许，使用

你的母语的时候，你会感到比使用所学过的其他任何语言

更加舒服。虽然你感到原本就懂得你的母语，但是，实际

上我们知道即使是母语也是学会的。假如你一生下来，就

被带到世界上的另一个使用不同语言的地方生活，情况会

怎么样？你长大后毫无疑问地会懂得那种语言，而不是你

现在所使用的语言，因为我们是通过社会生活的过程来学

习语言的。 

习题 3、在你的笔记本上，列举出两个或三个关于社会生活

过程的例子。 

社会生活的定义 

目的 4、指出正确地阐释了社会生活的句子。 

社会生活产生于现实生活中，与他人共同经历的情况

下。我们的行为方式，会与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保持一

致。这些行为会受到我们周围的人的遵守，并且成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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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生活来学习的基础。由于这种关系的本质，通过

社会生活来学习，常常是没有组织、没有计划和没有系统

安排的。只有当生活中提供机会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学

习。 

通过社会生活来学习就是通过榜样来传授知识。人们

通过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来学习，正如我们在探讨师徒关系

时所看到的那样。支持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生活习俗、智

慧和价值观念，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传播的：他们能够为该

社会的成员们清楚地看到和明白到。当一个学习者实践他

从社会榜样中所学到的东西的时候，他渴望经历同样品质

的生活。 

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个人通常都会认识某个人，并希望效仿他的行为。这个

人成了学习者的榜样。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把榜样与学生

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称为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体现为

彼此相互关心、信任，承认他人的价值和重要性及相互依

赖感。 

社会生活需要学生效仿榜样的各种机会，生活中提供

了很多这样的机会。大多数卓有成效的榜样都产生于现实

生活中，因此，效仿榜样也应该发生于现实生活经历中。

学习者希望重复他所观察到的榜样的做法，他效仿榜样的

行为的努力就是一种学习。由于学习者的行动是自我行为，

因此，他希望榜样对它的回应做出赞许或不赞许的示意。 

习题 4、从前面四个段落的每一个中，选择 好地阐释了在

社会生活中，学习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什么的句子。然后

将其写在下面的空白处。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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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社会生活实践 

目的 5、指出那些表明了社会生活与基督徒教育的关系的句

子。 

我们学习基督生命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社会生活过程

来学习。我们以学习我们文化中的习俗和语言的同样方式，

来学习过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新生活。适合于基督生

命的价值观念、态度、动机、良知和行为，都通过与那些

模范地效法基督生命的人们，建立充满意义的亲密关系而

得到了吸收。 

学习过程的目标是要培育耶稣所赐予的新生命。它力

求帮助这个新生命长进和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得到

体现。这个目标借助社会生活的过程而更加容易达到。耶

稣在教导十二使徒的时候用来培训门徒的方式，在当今的

基督徒教育事工中也是需要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老师与学生之间仿效作用的巨大影响

力，而且我们还必须鼓励这种关系。你可以通过与人们建

立重要的亲密关系，来帮助他们在属灵上长大成熟，就像

某些帖撒罗尼迦信徒们所作的那样（帖撒罗尼迦前书 1：7）。 

习题 5、在圣经中找出并阅读下列经文：哥林多前书 11：1；
以弗所书 5：1；腓立比书 3：17；帖撒罗尼迦前书 1：6；
希伯来书 6：12。认真观察作者们如何强调应该效仿敬虔的

榜样和效法那些适合基督徒生活的行为方式。认真思考这

些经文的含义，以及如何把它们应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

把你们的观察和思考写在笔记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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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6、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我们要学会通过社会生活的过程来活出基督的生命。 
b) 虽然社会生活对一个人学习习俗很有用，但是它不适宜

于培育属灵成长。 
c) 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是基督徒教育事工中的重要因素。 
d) 新约圣经鼓励信徒们仿效敬虔的榜样。 
e) 耶稣在培训十二使徒的时候，避免利用社会生活过程，

而是选择使用各种属灵的途径。 

建立仿效关系 

目的 6、选出阐释了如何建立效仿关系的句子。 

当我们 初经历重生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并没有在我

们里面完全成长。那些参与基督徒教育事工的人们的任务，

就是要培育这一新生命，使之朝着属灵上长进的目标成长。

这一过程的结果是长成基督的样式：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长大成熟，这一样式是通过效仿关系来达到的。 

我们的特性之一就是努力做到能够胜任，做到令人满

意，无论是在我们自己，还是在他人看来都令人满意。在

某些社会中，很强调证明一个人能否胜任做一个学生。在

其他社会中，一个人可能会被迫证明，他能够胜任成为一

个运动员、一个养家糊口的人、父母、邻居或公民。无论

你是否已经注意到，基督徒也要能够胜任作见证和成为耶

稣基督卓有成效的仆人。例如，保罗阐释了他为了成为合

格的十字架战士所作的各种努力（哥林多前书 9：24-27）。
这个例子表明，渴望胜任的能力如何伸展到了属灵领域。

在努力获得胜任的能力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寻找那些我们

认为有能力和成熟的人，并努力效仿他们，吸收他们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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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值观念和品质。 

你可能会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过这一点。或许，你认

识的某个人拥有你所重视的某种技能，可能会希望你自己

能够像那个人一样。你曾经听过某个你认为非常好的音乐

家的演奏，而感到也希望像那个人一样演奏乐器吗？你可

能会努力培养那个人所具有的技术和风格。在某种程度上，

这就是一种效仿的关系。我们还努力寻找那样的人们，他

们的生活是理想的，是我们所渴望的。然后，我们努力效

仿他们的生活，变得像他们一样。效仿榜样是传播样式的

主要方式。 

效仿的关系是一种随机应变的关系。较为成熟的人为

不成熟的人提供支持和帮助，这是一种帮助的关系。这种

关系的目的是要扶持软弱者或不成熟的人，直到培养出能

够胜任的能力。在基督徒生活方面，这就意味着老师要给

予支持和帮助，直到学生长成属灵的身量和开始体现出基

督徒的样式。 

然而，效仿的关系不是一种专横的关系。榜样不应该

“窒息”他的门徒，不应该为他决定所有的事情。事实上，

在效仿的关系上，不应该存在任何义务，因为那有碍于长

大成熟。学生也不应该把这种关系视为一种威胁或恐吓。

相反，他应该非常尊重他的榜样，努力变得像他一样，因

为他真正体现出了基督样式的真实品质。学生还要明白到，

他的榜样如何应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在任何情

况下显示出基督的样式，以及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如何与

基督生命的本质保持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学生应该力求

变得像他一样。这是一种自愿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榜样

所过的和门徒所观察到的模范生活为基础的。榜样按照圣

经的要求，去培育较不成熟的属灵生命；门徒则为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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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的各种需要，而寻求忠告、教导、激励和亲密关

系。 

在建立效仿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努力使学生们做

出这样的回应，真心地称颂基督，更加专心地委身于他和

他的工作。事实上，对效仿的关系有着各种不同层次的反

应。 低的层次被称为“顺从”，在这个层次上，学生们只

简单地按照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去做主的工作。他们只是为

了合作，以及为我们和与我们有直接关系的基督徒群体所

接受而简单地服从。他们做被要求去做的事，而没有献身

于所做的事情。第二个层次的回应被称为“认同”。因为他

们非常尊重领袖以及渴望变得像他一样，学生们去做工作，

却对工作没有任何特别的献身精神。这种“认同”是由于

对榜样的真诚仰慕和希望讨他的喜悦而产生的，因此，不

可能真正地献身于他们所做的工作。 后， 高层次的回

应，是学生们把榜样的工作和基督徒目标，视为他们自己

的工作和目标，这个层次叫做“内在化”。工作的目的已经

融入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学生们把主的工作，视

为他们对神的爱的体现和展现他们自己的恩赐和忠心的机

会。他们乐于效仿他们的榜样，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

们达到了自己的基督徒目标，因为他们成就了去做主的工

作的更大的呼召。当学生们以 后这种方式来回应的时候，

我们便可以为效仿关系所结出的果子而欢欣鼓舞。 

总之，我们可以说，效仿关系的目标是“成为”而不

是“行为”。它更多地关系到这个学生是什么样的人，而不

是他做了什么。效仿关系所期望的结果，是门徒成为像榜

样那样的人，而不只是像榜样那样行事。 

在基督徒教育事工中，我们与人们建立了训导关系—

—开放我们的生活，让他们观察和效仿。这种关系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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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们与学生们一起，做如下的很多事情：把神的话语

应用于实际生活中，思考基督徒的特权和责任，努力明白

神的旨意，并按神的旨意行。总之，我们必须在言语、行

为、时间、才能和钱财的使用，以及各种关系上树立榜样，

体现出基督在我们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为了预备你自己发

挥作用，你应该“成为”那种他人渴望效仿的人，在现实

生活中体现出基督的生命，并且达到了长进的程度，使他

人认识到通过效仿你，他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也将会得到

培育而达到完全。这就意味着，你也要追求越来越像基督。 

人们对榜样这个角色的敬畏，应该使其谦卑。事实上，

他人追求变得像你一样，不应该使你变得骄傲。培育成长

中的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责任是巨大的，因此，雅各告诫

说，基督徒教师们要受到更重的判断（雅各书 3：1）。 

习题 7、在下面的练习中，把每一个句子所描述的情况（左

边），配上与其相宜的回应程度（右边）。 
….a “迪亚特似乎对他所做的事   
情，从来都不用心，只是简单地履

行我们的要求。” 

 1）内在化 

….b “由于他积极崇拜他的老师，

雷蒙德完成了与他的工作有关的

任务；但并没有真正地委身于主的

工作。” 

 2）认同 

….c “莫娜似乎成了她老师的影

子。她把老师所指定的各项任务视

为自己的工作，因为她认识到这是

主的工作。她很乐于做她的工作。

在履行她的榜样所分派的工作的

时候，她也在达到她自己个人的目

标。这给她带来了深深的满足感。”

 3）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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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个人说，‘我去，’但是，

他并没有去。然后，他悔改，而且

去了。” 

  

….e “在耶稣的事工期间，他的门

徒们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但是，他

们既不明白也不能鉴别他的事工

或这事工所付出的代价。” 
 

  

习题 8、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我们努力在灵里长大成熟的过程中，将从寻求与那些真

正地体现出了基督样式的人们，建立各种关系中得到帮

助。 
b) 从本质上说，效仿关系是一种永久的关系。 
c) 效仿关系旨在使那些不成熟的人，得到那些较为成熟的

人的帮助和支持。 
d) 效仿关系不是建立在榜样应该主导这种关系的假设之

上的；相反，这种关系的建立，是为了使学习者能够有

机会，效仿他所看到的榜样的各种行为。 
e) 学习者的主要目标，是要像他的榜样那样“行事”，因

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行动而不是本质。 
f) 随着一个人在基督徒经历中的长大成熟，他应该努力成

为人们希望把他作为榜样的那种人。他的生命应该体现

出基督的样式，使人们可以看到朝着真正完全的基督徒

成长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 

相处与相像 

目的 7、指出那些表明了效仿关系的四个重要因素的句子。 

我们如何才能很好地了解某个人，并培养出他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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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者说，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使得他人

能够很好地了解我们，并渴望真正地变得像我们一样？ 

效仿关系要求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与某个人在各种

情况下相处在一起。这种相处必须是在现实生活环境中形

成的。在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榜样要向学习者开放他

的内在生活。榜样必须在属灵长进的完美境界与他自己的

行为之间，保持一致，使他所“宣讲”的东西与他的“实

践”不至于不相符。学习者也应该有很多机会，去效仿他

所观察到的东西。在本课前面的学习中，你们可能已经注

意到了上述的这些重要因素。或许，我们可以把你们已经

注意到的这些内容，归纳为效仿关系中的四个重要因素：1）
相互影响，2）亲密关系，3）认同，4）效仿。 

“相互影响”指的是一个人的生活对另一个人的影响。

生活中有相交的地方就会有相互影响。当你的生活触及到

另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你们便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影响

表明了你们之间产生了某种形式的交流，这就意味着你们

中各自都对对方的生活产生了影响。相互影响可以被认为

是建立人际关系的第一步，它开始的时候，是表面的或者

说是浅层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不断地变得

深入和强烈。相互影响使我们处于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这

一过程使我们从我们自己或自我中心，转向了他人的生活

方向和角度。正是在我们与他人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我们

学会了重视他们的人格。当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既认

识到了他人的尊严和价值，也明白了我们的自我价值。 

具有相互影响这一特点的关系，常常会不断加深而变

成一种“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意味着密切和亲近，其特征

是具有温暖友谊的深厚感情纽带，而这种友谊是在相互交

往中培养起来的。亲密关系指的是具有这种关系的人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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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个人和私下的无拘无束和温情。在他们的交往中，各

自都有安全感和自由地向对方袒露他内心 深处的思想情

感，并在以同样的方式了解对方的过程中得到满足感。效

仿关系同时也是在关系亲密的时候， 为有效地建立的。

这种对他人的深入了解，使得一个人可以观察其榜样的真

实自我，在他身上看到自己所认为的标准，并渴望变得像

他一样。 

在基督徒社团方面，共同的生命会很自然地带来亲密

关系。两个活在基督生命里的人具有某些共同的东西，这

些共同的东西会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彼此关联，

同时又是一个肢体中的不同成员。这种在耶稣基督里的相

互关系是属灵之爱的基础，是亲密关系的 深入的体现。 

“认同”意味着一个人使他自己反映出另一个人的生

命。这指的是我们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了我们所仰慕的

特性。认同意味着一个人以这样的方式在情感上与另一个

人联系在一起，即他认为自己在一些重要方面都像那个人

一样。认同常常会间接地感受到对方的经历。这意味着彼

此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你努力地要变得像那个人

一样。我曾经认识一个小男孩，他非常认同一个体育明星，

因而要求他母亲用那个明星的名字来称呼他。 

“效仿”使你与另一个人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关系，使

得你努力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人。这是一种要变得与另一

个人相像的尝试。然而，这不仅仅只是努力像他人那样行

事或者是做他所做的事，而是要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这就意味着完全受了另一个人的影响，使得你反映出了他

的特性、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包括他的思想情感。你做

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了讨他的喜欢，而是使你自己喜悦，

因为你渴望变得像他一样。效仿的结果是把另一个人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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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内在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你开始

把它们作为你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来经历。相处带

来相像。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相互影响发展为亲

密关系，进而是认同，再深入成为效仿关系。 

在基督徒教育事工中，在什么地方其目标是为了帮助

他人成长为基督的样式，在那里这一概念就能得到特别的

应用。较为成熟的基督徒的 强烈的愿望，应该是让基督

的生命在他里面成长，直到他完全认同耶稣，并在他的生

命中鲜活地体现出耶稣的生命。这样，其他人就会在他身

上看见基督的本质。基督肢体的目标应该体现出基督的生

命，体现出基督生命的大能，使其他人深深地认可我们的

主为他们的楷模。正如所有的基督徒一样，你也是这个肢

体中的一员，因此，你的生命成了基督生命的一种活的体

现——其他人效仿的一个榜样。当他们效仿你的时候，便

开始成长为基督的样式。这是多大的一个挑战啊，然而奇

妙的是，这同时也是一个极大的责任和特权。 

习题 9、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在效仿关系中，一个人会变得像另一个人一样。 
b) 相互影响是 深层的人际关系。 
c) 相互影响指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对另一个人生命的影响。 
d) 亲密关系的特点是深厚的感情纽带。 
e) 亲密关系指的是一个人保护自己免受另一个人的攻击。 
f) 在效仿方面，认同指的是一个人除了人类关系之外，还

发现了他自己的自身身份。 
g) 认同就是一个人使他自己反映出另一个人的生命。 
h) 效仿就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关系，以

至于他变成了像另一个人那样的人。 
i) 效仿意味着一个人开始模仿另一个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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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效仿的概念很难应用于基督徒教育事工之中。 

识别适宜的榜样 

目的 8、指出那些确认了基督徒生活的适宜榜样的句子。 

效仿基督的生命是一种强有力的交通方式，这种方式

朝着基督的样式这个目标而培育属灵成长。新悔改归主的

人，可以向谁寻求一种充满意义的效仿关系？谁是基督生

命的适宜榜样？ 

父母与他们的孩子们处于一种效仿关系之中。稚嫩和

易受影响的孩子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自然存在的。效

仿关系中所具有的所有重要因素，都应该在正常的家庭关

系中体现出来：亲近、观察的机会、充满意义的相处和互

爱。这些特点应该在父母与孩子们的关系中得到体现。 

圣经承认了父母与他们的孩子们之间存在着这种自然

的效仿关系。事实上，神在律法中命令父母们，要通过顺

服他的法令、律例和审判而成为适宜的榜样。 

习题 10、认真阅读申命记 6：1-9。在你读完这些经文之后，

默想它们的重要意义，然后在笔记本上写出下列问题的答

案。 
a) 你对申命记这段经文信息有什么看法？ 
b) 这段经文信息是对谁说的？ 
c) 列举出第 5 至第 9 节经文中所作的具体指示。 
d) 这些具体的命令，对于那些起初已经接受了它们的人来

说有什么意义。 
e) 把以弗所书 5：1 与申命记 6：1-9 做比较，说明为什么

要做出这些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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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1、阅读士师记 2：10-15，然后根据这段经文信息，

选出下面问题的 佳补语。已经兴起，但又不认识主和他

的大能作为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主要表明了： 

a) 以色列人不能把那个地方的文化，与他们自己的价值体

系适当地融合起来。 
b) 以色列民族希望自由地诠释神的律法。 
c) 失败的家庭，那里曾经是传播属灵价值观念的地方。 
d) 公共教育体系的崩溃，这是负责传播属灵和道德价值观

念的组织。 

 

我希望你们通过申命记的这段经文信息和上述的问

题，能够更好地明白到，摩西为什么教导以色列国的父母

们，要在孩子们的面前过典范的生活。父母们要全心全意

地爱神，成为值得效仿的榜样。他们要记住神的诫命，重

视属灵的东西。要通过在他们的家庭关系中，把属灵的东

西放在首要地位来教导孩子们。他们的家庭要成为宗教教

导的中心。同样，基督徒父母们，也受命要成为基督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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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范。 

一般地说来，对个人的相互影响和亲密关系的另一个

层面，是一小群重要朋友。这个小群体可能会包括家庭成

员、邻居和家庭的朋友。这些人当中的很多人，可能会自

然地成为适当的榜样。你可能会想到那些你与他们保持了

这种关系的人们。如果他们在属灵上比你更加成熟的话，

可能会是你的榜样；如果他们在属灵上没有你那么成熟的

话，或者你可能会是他们的一个榜样。 

从本课程的学习中，你或许已经发现了神命定了一些

人，在教会中担任教师这项具体事工。所有与这项事工恩

赐有关的经文信息都特别提到了教师。在教会中担任教师

的人们，负有一种特别的责任来保持过一种值得效仿的生

活。教师们有一种出自圣经的责任来过这样的生活，就是

通过他们自己的行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态度，来教

导神话语的真理（提摩太前书 4：12）。 

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由于基督教会的本质，每一

个信徒都应该成为他人效仿的榜样。保罗曾经告诉哥林多

的基督徒们说，他们就是为周围的每一个人所念诵的活的

书信（哥林多后书 3：1-3）。他说，这就好比神的话语，写

在了他们的心版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生命，是每一个人

可以看见的基督样式的活的体现。由于基督肢体的亲密本

质，效仿关系是自然存在的。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会

从你身上看到属灵生命力的品质，并渴望经历这种品质，

努力变得像你一样，而你不一定会注意到他们的这种愿望。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你应该自觉地努力发展各种深层次

的关系，并以此来培育亲密、认同和效仿关系。 

习题 12、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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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家庭关系完美地包含了效仿关系中的各个重要因素。 
b) 因为基督徒们都要使他们的眼睛一直注视着耶稣，因

此，他们所树立的榜样对他人一点也不重要。 
c) 圣经要求父母们要为他们的孩子们树立属灵的榜样。 
d) 重要的朋友可以是效仿的适当榜样。 
e) 教会中的教师们应该更加关注他们的言语，而不是他们

应该如何生活。 
f) 教会中的教师们，具有特别的责任来保持过值得效仿的

生活。 
g) 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过体现出基督样式的生活，让每一

个人都得以看见基督的样式。 

我们对主耶稣下面的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凡学成了

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基督徒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们

朝着基督样式这个目标长大成熟，完成其通过交流来传播

生命的使命。这包括建立效仿关系，并达到一种亦师亦徒

的果效。基督肢体当中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效仿

培育属灵成长的现实经验的恰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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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选出正确的答案。 

1、下面所有句子除一句以外，都表明了我们教导圣经事实

作为信心基础的主要理由，请指出没有提到的句子？ 
a) 圣经事实是信心的知识的基础。 
b) 圣经事实是促使信心成长的知识根源。 
c) 圣经事实是作为事实来陈述的，也有一些陈述的是概念

和原则。 
d) 圣经事实都是通过记录启示的客观方式来阐述的。 

2、根据本课内容，一个人要把圣经事实作为信心的基础来

教导，因为： 
a) 一个人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用来揭示道德价值观念。 
b) 它们是神所传授给我们的真理，可能会被接受或被弃绝。 
c) 教会赋予了它们附加意义。 
d) 这是使徒们所确立的教导先例。 

3、关于圣经知识的事实和基督徒生活的适当榜样，都是一

个平衡的基督徒教育计划所需要的。通过什么可以 为有

效地教导这些？ 
a) 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 
b) 学习者自己。 
c) 教会的教育课程。 
d) 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4、根据本课内容，我们为什么运用“社交”作为基督徒教

育策略的一个原因是： 
a) 它是教导他人的 为容易的方式，而且不需要正式的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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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这意味着在付出同等努力的情况下，可以得到 为快速

的结果。 
c) 这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好的 为自然的事情，那就是效

仿基督的生命。 
d) 基督生命的价值观念、态度、动机和行为举止，都可以

通过与那些效仿基督生命的人们充满意义的关系而得

到吸收。 

5、关于社交，下面所有的句子除一句以外都是正确的。请

指出不正确的句子？ 
a) 我们通过社会交往，来学会活出基督的生命。 
b) 新约圣经鼓励信徒们效仿敬虔的榜样。 
c) 虽然社会交往在学习某个人的风俗习惯上颇为有用，但

是它并不适用于培育属灵成长。 
d) 耶稣在培训十二位门徒的时候，采用了社会交往的方

法。 

6、根据课文，效仿关系在基督徒教育中是很有作用的，因

为人们会很自然地努力做到称职，并尽力效仿能干的人；

因此，一个人： 
a) 会认为在某个人体现出了基督的样式之后，效仿他的属

灵生活是很自然的事。 
b) 会认为效仿关系使得他可以在日常生活经历中，自然地

成长。 
c) 会容易相信通过接受属灵榜样和效仿他人的行为，他将

会消除属灵成长经历中的许多困难。 
d) 会因为上述 a)、b)和 c)中的理由而效仿榜样。 
e) 会因为上述 a)和 b)中所描述的事情而建立一种效仿关

系。 

7、效仿关系是传播属灵成长的价值观念和策略的有效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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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请指出不是效仿关系的一个目标或理由的句子？ 
a) 效仿关系是随机应变的：坚固者帮助软弱者，扶持他们

直到培养出属灵能力为止。 
b) 效仿关系的目的，是要使那个榜样努力过一种赞美基督

的生活，这会使得学生们更深地委身于基督和他的事

工。 
c) 榜样必须完全掌控这种关系，直至学生在所有的属灵方

面，都完全体现出基督徒的成熟和称职为止。 
d) 效仿关系是一种自愿的关系，它是以榜样所过的生活和

学生的观察为基础的。 

8、如果效仿关系要取得成功，学生们必须： 
a) 能够完全做到像他们所接受的榜样那样。 
b) 永远保持这种关系，主动地效仿他们的榜样。 
c) 更加专注于行为，而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其他任何方面。 
d) 有机会应用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体现出他们在榜样身上

所观察到的各种行为。 

9、本课阐述了建立有效的效仿关系的四个重要因素，建立

这些关系的顺序是： 
a) 效仿、认同、亲密关系和相互影响。 
b) 相互影响、亲密关系、认同和效仿。 
c) 认同、相互影响、亲密关系和效仿。 
d) 亲密关系、相互影响、效仿和认同。 

10、根据本课，一个人应该努力效仿的合适榜样包括： 
a) 伟大的传道人、牧师、过去的使徒和圣经英雄。 
b) 那些为了属灵成长，把他们自己与社会分离出来而生活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的人。 
c) 重要的朋友、家庭成员、教师和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的基

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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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成功地胜过了邪恶力量的成熟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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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7、a   3）服从 
   b   2）认同 
   c   1）内在化 
   d   3）服从 
   e   2）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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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 正确 
   b) 错误 
   c) 正确 
   d) 正确 
   e) 错误 
   f) 正确 

2、b) 有目的地认识一个人所处的社会，以便在某个特定的

社会环境中发挥良好的作用。 

9、a) 正确 
   b) 错误 
   c) 正确 
   d) 正确 
   e) 错误 
   f)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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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正确 
   h) 正确 
   i) 正确 
   j) 错误 

3、你的答案。你可能会在其他很多事情当中列举出下面的

例子：哪些食物可以吃，哪些食物不可以吃；哪些行为

可以接受，哪些行为不可以接受；什么是合适的生活目

标，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是适宜的，以及一个人应该遵守

什么样的社会规则。 

10、你的答案。 
a) 这使我想到永活的神在向他的孩子们说话，以确保如

果他们保持与他的关系的话，将来就能够得到祝福。 
b) 这指的是以色列民族中的父母们。 
c) 全心全意地爱神、遵守神的诫命、按照这些命令来生

活、向孩子们教导这些诫命。当然，这也包含效仿的

意思。 
d) 他们把这些诫命，视为庄严和有约束力的责任。遵守

它们，才能得到将来的祝福。 
e) 这些教导是有条件的，也是为了促使以色列人紧密地

跟从主，从而得到他的祝福——包括长寿和物质上的

祝福。 

4、a） 社会交往产生于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共同经历。 
   b） 通过社会交往来学习，需要得到榜样的教导。 
   c） 与其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是社会交往中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 
   d） 社会交往应该让学习者有机会效仿榜样。 

11、c) 失败的家庭，那里曾经是传播属灵价值观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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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的答案 

12、a) 正确 
    b) 错误 
    c) 正确 
    d) 正确 
    e) 错误 
    f) 正确 
    g)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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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