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团契中成长

第3课

你思考过一个人是如何长大的吗？当一个婴孩诞生时只会啼哭和
吃奶。不到一年或一年半，孩子就会走路了，也可以说话。这个变化是
怎样发生的呢？其实，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神迹，只是我们熟视无睹而
已。婴孩成长是因为他们从所吃的东西中获得能量；孩子能够学习，是
因为照看孩子的人教导了他许多东西。经过很多年以后，他的身体和心
智渐渐发育成熟，长大成人。当他成为一个成人以后，我们说他已经长
大成熟了。

在第2课，我们已经知道耶稣赐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作见
证。为了更加有效地为主做见证，我们的属灵生命必须要长大成熟。在
这一节课，你将会明白如何才能使属灵的生命长大成熟。有些基督徒
信主很多年之后仍然是属灵的婴孩，这不是上帝的心意，祂期望我们都
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希望我们都在属灵上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4:13），这样我们就能和他人一起在团契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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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将学习……

属灵成长的途径
	 明白圣经
	 思想主
	 被基督的爱掌管
	 与大家一起敬拜上帝
属灵成长的原则
	 分别出来，归向上帝
	 分别出来，远离罪恶
	 忍耐与节制

本课将帮助你……

·明白你的属灵生命怎样才能在基督里长进。
·明白在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分别为圣、忍耐和节制的重要性。

属灵成长的途径
明白圣经

目标1. 清楚读经和明白圣经所带来的结果。

有一天，撒都该人来到耶稣面前，用他们编造的一个故事来试探
耶稣。他们说，有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后来这个男人死了，这个女
人再嫁，她的第二个丈夫也死了，就是这样，她一共嫁了七次，撒都该
人问耶稣，当复活的时候，她是谁的妻子呢？（参马太福音22:28）

这是撒都该人编出来的一个故事，为要试探耶稣。因为撒都该人
不相信复活，他们想要引诱耶稣说一些与信心冲突的话，这样他们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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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弃绝耶稣的教导，并且为自己的诡计而洋洋得意。

但是耶稣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一针见血地说出问题的根
源。祂揭露了撒都该人对于圣经的无知：“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马太福音22:29），请注意耶稣回答撒都该人
所说的话的次序：祂首先提到的是明白圣经，第二才是上帝的大能。

	
这一点很值得深思。人们更渴慕上帝的大能，但是对圣经的渴慕

不像渴慕上帝的大能那样强烈。这就像把耕地的犁放在牛的前面一
样，那样的话是没用的。你愿意在你的生活中得着上帝的能力吗？那么
你必须明白圣经，并且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

使徒彼得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
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前书2:2）。婴孩要长大，要健
康，必须要吃奶，同样道理，我们要成为属灵生命成熟、健康的基督
徒，也必须用上帝的话来喂养自己。

诗篇119篇一共有176节经文，几乎在每一节中都提到了“祢的话”，
指的就是圣经上的话语。这些经文向我们显明一个真理：祂的话语是我
们抵挡罪恶的盾牌，是我们前行道路的指引，也是我们的喜乐。

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规律的读经习惯，那么你可以祈求主赐给你聪
明和智慧的灵，能够明白圣经。有时我们没有尽好读圣经的本分，只是
因为我们太懒惰了。有些事情只有上帝才能做，但是有些事情必须是我
们自己做。例如，到了每天读经和祷告的时间，我们必须攻克己身，使自
己的意志降服下来，从来没有人强迫我去读经和祷告，我必须自己愿意
这样做。当我每天读圣经的时候，我就会经历到灵里的喜乐和满足，属



37基督徒与团契

灵的生命就渐渐成长。
婴孩要长大，必须喝奶，或是吃父母预备的适当食物。基督徒属

灵生命的成长也是同样道理。如果你期望在主里生命长进，你必须让
主来喂养你，而祂就是藉着祂的话语来喂养你的。所以，为了达成灵命
增长的目的，你必须每天有固定的时间读圣经，就像你每天都会有固定
的时间吃饭一样。圣灵将会帮助你明白你所读的话语，这样你就会在主
里健康成长。

1.	 圈选正确的陈述。
	 a.		耶稣暴露了撒都该人不明白圣经的事实。
	 b.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就在属灵方面喂养我们。
	 c.	 耶稣说明白上帝的大能比明白圣经更重要。

2.	 如果每天坚持有规律地读圣经，结果会是什么呢？

基督徒属灵生命长进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祷告和默想，默想也
称作思想主。我们需要操练自己思想主，具体来说，就是思想祂的话
语，思想昨天的讲道内容，思想祂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使徒保罗在腓
立比书4:8告诉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这样的事情：“凡是真
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

思想上面的事情
目标2.  明白为什么祷告和默想，对于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进非常重要。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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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上帝也通过祂的话语应许我们，如
果我们持守自己的心思意念在祂的里面，祂必要保守我们全然平安（以
赛亚书26:3）。思想主，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在基督里增长。

我们也需要祷告，祈求祂向我们显明祂的道路，并引导我们前行的
方向。祂期望我们藉着祷告更加明白祂的话语。在腓立比书4:6，上帝
吩咐我们要为我们的需要向祂祷告祈求。在以弗所书6:18，我们看到，
上帝要我们“为众圣徒祈求”。当我们为众圣徒祈求的时候，我们就向
他们彰显了在主里的团契之爱。我们也应当为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祷
告，使他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为这些还不信的人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一个更广的层面上彰显了基督的团契之爱。

3.	 为什么祷告和默想对于基督徒非常重要呢？

4.	 请说出圣经吩咐我们需要祷告的两件事情。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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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把十诫作为最早的一系列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是为了使他们
能够拥有真实的团契之爱的生活（参出埃及记20章）。十诫涉及上帝
与人的关系，也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的行为必须与十诫相
符，不能违背其中的任何一条诫命，但是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很难完全遵
行这些诫命。

上帝看到领受这些诫命的子民不够刚强，无力完全遵行这些诫命，因
此就将耶稣基督差来。请读罗马书8:3和加拉太书4:4-5，这些经文显明了上
帝对祂的子民的怜悯，以及与他们建立完美的团契关系的渴望。当人与上帝
拥有了正确的关系之后，他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完全。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被分派和一位老专家一起工作，这位专家精
通这个领域的业务，只是不容易相处。我决定无论他怎样以恶待我，
我都要以善待他，当他发现他以恶待我并没有影响我对待他的态度，
他就开始改变了对待我的态度。他对我的爱作出了回应。从这件事，我
学到了非常宝贵的功课，直到今天仍然收益无穷。宝贵功课的其中一
点，就是没有人能够抗拒别人对自己的爱和关心。

当我们接受耶稣做自己的主，我们的生命就发生了改变，我们对于
上帝、圣经和他人的观点也发生了改变。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十诫和
其它律法无法做到的。当我们进入与基督崭新的团契关系之后，我们
成为新造的人（参哥林多后书5:17）。他将爱的律法写在人心上（林后
3:3）这意味着旧的律法已经被爱的律法所取代。我们愿意顺服祂，是
因为我们爱祂。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也被爱的律法所掌管。我们的良心
被洗净，我们的心意被更新。现在我们行事为人是按照新的律法的要
求，这的确是极其美好的生活方式。

被基督的爱掌管
目标3. 说明耶稣教导我们的新律法是什么。



40 第3课│在团契中成长

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有人以恶待你呢？你是不是里面感到
愤怒呢？如果你让上帝的爱充满你的心，就能够原谅那些恶待你的
人。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本性已经被上帝的大能完全改变了。祂
的爱的律法成为你每日生活和工作的指引，这就是拥有团契之爱的生
活方式！

5.	 填空，完成以下的句子。
	 a.		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一系列的律法，称作	 	 	 															。
	 b.	 耶稣教导我们的律法是		 	 	 						的律法。
	 c.	 我们遵行耶稣赐给我们的律法并不困难，因为我们	 					。
	 d.	 基督把祂的律法写在我们的	 	 	 	 				。

6.	 当别人恶待我的时候，我能够很容易地原谅他们，因为：：
	 a.	 旧约的律法告诉我，我必须要原谅他。
	 b.	 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的本性已经完全改变了。

与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需
要聚在一起研读上帝的话语。按时参加教会的聚会，领受上帝话语的
教导，能够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健康成长。与弟兄姊妹彼此分享所遇到
的问题和所得的喜乐，是极有助益的。团契的基本原则，就是我们彼此
需要，谁也离不开谁。所以我们需要与那些像我们一样认识主、爱主的

与人们一起敬拜上帝
目标4. 解释为什么与人们一起敬拜上帝能够帮助属灵生命的成长。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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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人花时间在一起。你与其他基督徒在一起聚会吗？你关心他们现在正
在做什么吗？当他们喜乐的时候，你和他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喜乐吗？当
他们忧伤的时候，你用言语鼓励他们了吗？如果你已经这样做的话，你
就丰丰满满地彰显了基督的团契之爱的精神。
7.	 以下的哪个陈述，最好地诠释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与人们一起敬	

							拜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a.		当我们分享弟兄姊妹的喜乐和忧伤时，我们就会明白，他们需要	
	 	 我们。
	 b.	 与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上帝、一起彼此分享，能够使我们重新得	
	 	 力，在主里得到建造。

当我们研读上帝的话语、殷勤祷告、思念上面的事情、敬拜上帝并
且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徒的道路中渐渐成熟，上帝带领我
们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圣经称之为“分别为圣”。新约谈到了两方
面的分别为圣：一个是分别出来，归向上帝；另一个是分别出来，远离
罪恶，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属灵成长的原则
目标5. 明白分别出来归向上帝和分别出来远离罪恶的属灵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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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出来，归向上帝

上帝呼召你分别出来，归向祂。祂期望你献上自己，分别出来为祂
使用。罗马书12:1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
悦的”，这是分别为圣积极的一面。让我们读使徒行传13:2：“要为我分
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我们再读一下罗马书1:1，在
钦定本中是这样译的：“保罗，……是特特地被分别出来，传上帝的福
音”。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分别出来，归向上帝”。

“分别出来，归向上帝”，要求我们完全献上自己，完全委身于上
帝，这样上帝才能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象基督那样的生活。

分别出来，远离罪恶

哥林多后书6:14写道：“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里的信息很清
楚地向我们显明一个真理，就是真正的伙伴关系（团契关系）是不可能
存在于一个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因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没有任
何团契关系的基础。请注意“同负一轭”、“相交”和“相通”这些词语
的含义。这些词语在本书的第一课中，指的是团契关系。这节经文告诉
我们，不要与不信的人进入这种类型的关系之中，即非常亲密的关系，
如婚姻、合伙作生意挣钱之类的关系，不是指日常生活中与世人的交往
关系。

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常常与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在一起。这是上帝的
美意，目的是让我们在他们中间，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要赢得的灵魂。在
这个邪恶的时代中做上帝儿女的秘诀，就是认识上帝，你必须让圣灵掌
管你的生活。你必须让圣灵充满你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每个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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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能看到，甚至你不必开口告诉他们。虽然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中，
但是你是属天的子民；虽然你生活在不信之人的中间，但是你和他们不
一样。

有一个叫乔治的人，看到他的新邻居与别人不一样，他就问这个新
邻居是什么原因，他告诉乔治，他已经请耶稣做他的主人。不久以后，
因为这个新邻居的见证，乔治也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乔治去另外一
个城镇去看望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问他，“你看上去不一样了，发生了
什么事？”他就告诉母亲，他已经接受了耶稣，他的母亲也很快就接受
了耶稣做自己的救主，并且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尽管乔治遇到的困难
没有改变，但是乔治的生命改变了！当他的母亲看到乔治生命的改变，
她也愿意象乔治那样改变，这样，因为乔治的新邻居分别为圣，归向上
帝，并且远离罪恶，结果两个生命被改变了！

8.	 请在那些符合分别为圣归向上帝和远离罪恶的选项前，填写“Y”。	
	 	 a.	每天有固定时间读圣经
	 	 b.	选择敬虔的基督徒朋友，在一起聚会
	 	 c.	参加你觉得上帝可能不喜悦的活动
	 	 d.	与非基督徒结婚
	 	 e.	太忙，以至于没有时间祷告
	 	 f.	祈求上帝带领你的下一步
	 	 g.	对那些有需要的人表示关爱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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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基督徒不知道应有的行事为人的标准。一些基督徒认
为，既然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行事为人，
而另外一些基督徒持更加律法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试图靠自己
做或不做某些事情来取悦上帝，他们竭力靠着遵行一系列的条规而使
上帝接纳他们，而不是靠着信靠基督而使上帝接纳他们。以上这两种
基督徒的属灵态度都是错误的。基督的律法不是要人去遵行一系列的
条规，而是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并且让祂来掌管我们的生活，
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耶稣自己曾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马太福音5:17）

当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时，我们就渴望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
我们不想做任何有损我们基督徒见证的事情。我们并没有被宗教规条
所捆绑，但是也不能以为，基督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而随
意行事。基督爱的律法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操练节制、平衡的行为准则。

上帝单独面对每一个人，祂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祂能够帮助我们
在生命中结出节制的果子，使我们各方面都平衡。

既然上帝要与我们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用自己的
标准评判别人。罗马书14章和15章谈到了这一点，就是关于吃某种食

忍耐和节制
目标6. 清楚基督徒生命中怎样才是适当的忍耐和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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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不吃某种食物，以及重看某一日或不重看某一日，但是无论如何，
在这两章中所讲的属灵原则适用于我们生活中有争议的任何领域，以
下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原则：
	 1.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意，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	
	 	 			脚跌人之物”（罗马书14:13）
	 2.	“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罗马书14:19）
	 3.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作才好。	
	 	 			你有信心，就当在上帝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	
	 	 		不自责，就有福了”（罗马书14:21-22）
	 4.	“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上帝”	
	 	 （罗马书15:17）

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向我们显明，我们应当包容那些行为标准与我
们不同的基督徒，宽容意味着忍耐，并且即使我们不完全认同他们的时
候，仍然接纳他们。

上帝知道如何与我们建立单独的个人关系，祂与每个人交往的方
式不尽相同。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与祂更加亲密的
个人关系之中。祂知道我们在什么方面需要帮助，祂可能要求某个人做
这件事情，但是让另外一个人做完全不同的事情。祂能感动我们去做某
些事情，但是祂也能感动我们不要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们不应当竭力使
别人也去做上帝感动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按照每个基督徒的本
来的情形而完全接纳他，并且期望上帝带领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必须
对别人有足够的宽容，给他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空间。

耶稣说：“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
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马太福音7:2）。所以，如果我们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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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量器判断别人，导致对别人的苛刻和指责，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宽
容别人是团契之爱的彰显，是活在基督爱的律法之中的实际行为表现，
哪里有宽容，哪里就有团契之爱的精神。

10.		罗马书14:19和罗马书15:7，告诉我们应当做哪两件事情呢？

11.		圈选正确的陈述。
	 a.		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遇到任何事情应当有什么样的行为。
	 b.		圣灵能够向我们显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c.		基督徒应当与那些持不同观点的基督徒分开。
	 d.		如果我们苛刻地批评别人，上帝也会严厉地责备我们。
	 e.		我们应当竭力使其他基督徒也按照我们的标准去生活。

9.		读以下陈述并检查自己，在符合自己的栏目标记“X”号。
a.		我能包容别人对某件事物的看法，即使他们的看法和我不同。

b.		我不是立刻去评判别人，而是竭力忍耐。

c.	 我总是竭力求主向我显明我该如何去做，
	 然后努力去做主让我去做的事。

d.		如果主让我停下我正在做的事，我会顺服祂。

e.		 如果别人去做主不允许我做的事，我不会感觉不安。

f.	我不会强迫别人接受我对于正确与错误的观点。

是	 		不是		有时

请你来做请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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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通过本课的学习，你在以下几方面学到了什么原则呢？
	 a.	基督徒的行为：

	 b.	律法主义：

	 c.	包容：

	

7.	 b.	与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上帝、一起彼此分享，能够使我们重新得力，在主里得到	
	 					建造。

1．	 a.		 正确。

	 b.		 正确。

	 c.		 错误。

8.	 a.	Y

	 b.	Y

	 c.	N

	 d.	N

	 e.	N

	 f.	Y

	 g.	Y

2.	 我们属灵的生命渐渐成长。

9.	 自己回答。你需要在以上这些方面改变自己吗？

3.	 他们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并且拥有更加真挚的团契精神。

10.	 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要彼此接纳。

请检查你的答案请检查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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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己回答。可以为以下的事项祷告：上帝的引领，明白上帝的话语，	 	

	 我们的需要，其他基督徒，还没有信主的人。

11.	 a.	 错误。

	 b.	 正确。

	 c.	 错误。

	 d.	 正确。

	 e.	 错误。

5.	 a.	 十诫。

	 b.	 爱。

	 c.	 爱祂，并且愿意讨祂的喜悦。

	 d.	 心里。

12.	 自己回答。以下是一些参考答案：

	 a.	圣经里面已经清楚指明的领域，我们要遵行圣经的引导，在那些没有指明的领	
	 				域，我们祈求圣灵来带领我们。

	 b. 我们应当让基督爱的律法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而不是去遵守一系	
	 				列的条规。

	 c.	我们应当接纳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肢体，并且祈求圣灵引导	他们。

6.	 b.	 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的本性已经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