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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课. 基础福音点 

第 5 点—成长, 第一部分, 成长的地方 

 

引言：  

我们将会在这一课学习到第五个基础福音点—成长。. 
 

重要性： 

一个人认识主耶稣基督后，能继续在基督里成长是很重要的。当一个人相信且受洗，

就是一个开始，开始亲近三位一体的上帝，在祂里成长，也亲近人与爱人。 

 

目标： 

通过这一课的学习，学生将会： 

1. 能够列出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要成长的地方。 

2. 至少确认一个要在基督里成长的地方并且祷告，然后藉着圣灵的能力决定采取什么

步骤，在那方面得以成长。 
 

大纲： 

介绍 

在基督里成长的七个方面 

1. 定期去教会 

2. 个人读经 

3. 祷告 

4. 亲密朋友的选择 

5. 爱人如已的生活方式 

6. 传福音 

7. 信靠上帝 

结论 

 

     课堂： 

  

作业讨论： 

1. 关于作业填空和你划线的词有任何问题吗?谁愿意读出你的答案？ 

2. 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在基督里哪方面需要成长？”[教学笔记：在用这课

的教材教学生前，让我们表达一个人在基督里成长的不同方面。] 

 

介绍 

 

1. 我们在基督里不断地成长  ╬约 15:5   

1) 这段信息是谁说的? [耶稣] 

2) 谁是葡萄树?  [耶稣]  谁是枝子? [我们] 

3) 如果枝子是葡萄树的一部分, 枝子自然会做什么?  [成长结果] 

4) 这意思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很自然地在基督里成长。 

5)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断成长的过程吗?  [是] 

2. ╬ 西:11 上  ╬腓 4:13  谁能够使我们在基督里藉着上帝的话语与圣礼成长?  [基督祂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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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了第 6, 7, 8 课外, 我们不会在这个实用布道学里学习关于在基督里成长。但在将来

的“初信者栽培”课程里会学到。 

1) 每一次都提及成长要点，但不是七个点都需要分享到。 

2) 通常只需要与初信者分享在基督里成长的一至两个点。因为新信徒通常只是由一
至两个方面开始成长。 

 

在基督里成长的七个方面 

 

[教学笔记：当你教到七处在基督里成长的每一处地方时，将它写在黑板上。] 

 
1. 教会生活  

     ╬来 10:25 按照这节经文，一个人在基督里成长的一处地方是什么?  [教会生活] 

1) 当我们去教会，更加与上帝和信徒同伴亲近，从而在以后的日子得到力量和指
引。看课本的图画。►在基督里成长的七个方面  (一个壁炉的图画—第__页) 

a. 从壁炉掉出来的那块炭发生什么事了?  [炭变冷了] 

b. 当一个人远离教会与基督徒同伴时，他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个人在基督

里的生命会冷却]  

c. 这种冷却如何在一个人的生活里表现出来?  [可能答案：他或许失去读圣经
的兴趣，失去祷告的兴趣，失去为基督原故赢得别人的渴望] 

                  

2) 我们在教会做什么?   

a. ╬加 3:27 [受洗] 

b. ╬徒2:46 [一起领受圣餐] 

c. ╬徒 3:19, 约1 1:9 [确信罪得到赦免] 

d. ╬徒 16:32 [听主的道] 

e. ╬诗 100:2 [乐意侍奉主] 

f. ╬徒 12:12 [一起祷告] 

g. ╬西 3:16上 [用各样智慧互相劝告、教导] 

h. ╬诗 75:1 [感恩] 

i. ╬诗 95:1 [歌唱]   

j. [赞美主]  [教学笔记：在给答案前,找五个学生，每个学生都要找出以下的经文]  

a) ╬诗 146:1 

b) ╬诗147:1 

c) ╬诗148:1 

d) ╬诗149:1 

e) ╬诗150:1 
 

[教学笔记：当五个学生都找到了经文，让他们数出每节经文的第一节的8个

特点。接下来让他们一起读出这8个特点。这8个特点在诗146到150的开头的

第一节都是一样的。全部都说“赞美主”。学生读的时候都是同声读出“赞

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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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找六个学生看 ╬诗 146:10,  ╬诗 147:20,  ╬诗 148:14,  ╬诗 149:9, 和

╬诗 150:6。每段最后一节的最后8个特点。这次让他们一起读出这几节诗的
最后8个特点。这8个特点从诗篇146至150章，每段的最后一节的经文都是一

样的。都说，“赞美主”。当学生读出经文时，他们都是同声地读出“赞美

主”。在教会里我们一起赞美主。] 

 

2. 个人读经   

╬西 3:16 上—按照这节经文，一个人在基督里成长的另一处地方是什么?  [个人读经
] 

1) 初信者应从圣经哪里开始读?  [教学笔记：继续上课前让学生表达不同的意见。] 

 

2) 如果听福音的人从来没听过基督，你可能想他读的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比其他

的福音书易懂。对初信者来说，由简单开始，不用一下子就读难懂且深的神学。 

 

3) 让一个从来没读过圣经的人，由创世纪开始按顺序读完整本圣经为什么是不明智

的?  [可能答案：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当他读到旧约律法他不明白。在出埃及

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等等会很混淆] 

 

4) 什么原因说明随便打开圣经任何一处，指出一节经文就相信是上帝用那节经文来

指示他要做的事的这种做法不明智?  [教学笔记：用以下的资料继续上课前，让

学生给出任何的答案] 

a. ╬提后 2:15  我们教导圣经应该要小心地运用什么?  [真理的道] 

a) 随便抽取一节经文使用是正确吗?  [不正确] 

b) 使用圣经像是打开神秘的魔术书般，指出任何一节经文就是指引，这种做

法正确吗?  [不正确] 

b. 如果一个人是用这种方法使用上帝的话，他或许会做些错误的事。例子： 

a)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人想知道如何解决他的问题。他决定打开圣经学习圣经

中的人物是如何解决困难的。他就闭上眼睛，打开圣经，指出经文。他指

的是 ╬太  27:5 最后一节。 

b) 这节经文最后一节说的是什么?  [“他出去吊死了。”] 

c) 那个人心想他必定是指错了经文，因为经文是说犹大自杀上杀的事。他再

次闭上眼，打开圣经，指出另一处经文，经文是╬路 10:37。 

d) 这节经文的最后一节说的是什么?  [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e) 的确，靠像这样的方法寻找上帝的指引是不可靠的。 

 

3. 祷告   

╬贴前 5:17 按照这节经文，一个人在基督里成长的另一处地方是什么?  [祷告]  在我

们的祷告里也许包括以下列出的事。读出各段信息后，说出当我们祷告时或许包括

的事。 

1) ╬诗 51:1-4  [悔改和请求赦免] 

a. ╬约壹 1:8-9  我们相信且洗礼后，还会犯罪吗?  [会]  当我们犯罪，应该做什

么?  [请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 

b. 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不断悔改的人生。我们不断求上帝的赦免。 

2) ╬弗 5:20  [感恩]  注意感恩 与赞美的不同。要感谢上帝些什么?  [物质与灵里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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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诗 150:1-6  [赞美] 要赞美上帝些什么?  [赞美祂是上帝—祂是永恒的、不可改

变的、全能的、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无罪的、公义的、信实的、良善
的、仁慈的、珍贵的、可爱的等待。] 

4) ╬贴后 3:1 上 [代求—为他人祷告] 

5) ╬彼前 5:7  [祈求—为自己所需的祷告] 

 

4. 亲密朋友的选择 

1) ╬林后 6:14 与不信的“不相配” 这个术语意思是什么?  [可能答案：与不相信者

结婚] 

2) 初信者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朋友?  [那些能够帮助他走基督徒之路的人]  

3) ╬林后 6:17 上  这节经文告诉一个初信者对于引诱他的非基督徒该做些什么?  

[与他们分离，直到他信心足够不被他们诱惑，且能够向他们传福音] 

4) 按照林后 2 这节经文，一个基督徒应该慎重选择亲密朋友并且与他们交往吗? [

是的!!!] 

5) 我们的“亲密朋友或交往的朋友”或许包括什么人? [可能答案：配偶，生意合
伙人，最好的朋友] 

6) ╬林前 7:12-13  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后应该与他的配偶分离吗?  [不应该—他当然

要与他配偶保持这段婚姻。] 

 

5. 爱人如已的生活方式 

1) ╬罗 13:8  我们如何成全律法?  [藉着爱邻居] 

2) ╬罗 5:5 下  爱从哪里来?  [上帝]  是上帝自己用祂的爱充满人的心，并且使人能

够爱别人。 

3) 不要给初信者一张长的清单“不能做的事”, 如：不赌博, 不 说闲话, 不 犯奸淫

等等。 当他在基督里成长，他会不想去做得罪上帝或其他人的事。藉着圣灵的

大能，他想向人表示他的爱。 

 

6. 传福音 

1) ╬ 太 4:19  这节经文里谁在说话?  [耶稣]   

2) 得人如得鱼是什么意思?  [就如渔夫捉鱼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想得到更多人认

识主耶稣基督。] 

3) 按照这节经文，在基督里另一处成长的地方是什么?  [作见证] 

4) 举个例子说明一个初信者如何能主动地向他的非基督徒朋友传福音。[可能答

案： 

a. [邀请他们出席教会活动] 

b. [送圣经给他们] 

c. [向他们传扬基督] 

 

7. 信靠上帝  

╬罗 8:28  按照这节经文，在基督里成长的另一处地方是什么?  [信靠上帝祂能使万

物互相效力] 

1) 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后，是否就意味着他的人生不会遇到任何困难，事事都顺

利?  [不是] 

2) 一个基督徒面对困难时会有什么不同?  [可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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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督徒知道无论在任何环境中，真上帝会指引他，坚固他，使万事互相效

力。] 

b. [基督徒即使在困难中也会有平安] 

 

结论 

 

1. 在基督里成长的七个方面是什么?  [教会生活，个人读经，祷告，亲密朋友的选择，

带有基督的爱的生活方式，传福音，信靠上帝] 
 

2. 我们不应该有这样错误的想法，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祂要我们在祂里面成长做

以下所列出的事情，作为“补偿”。祂为我们遭受的永死是我们无办法补偿的。 

1) 祂 没有 如作曲家那样说， 

I gave my life for you, what have you done for Me? 

我舍我命为你, 你舍何事为我? 
I left it all for thee, Hast thou left aught for Me? 

我弃诸福为你, 你弃何福为你? 

I suffered much for thee, what canst thou bear for Me? 

我受多苦为你, 你受何苦为我? 

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痛，因为祂想我们在天堂永远与祂一起，并不因为祂想从

我们身上得到什么。我们在基督里成长是使我们得益处，得喜乐。 

2) ╬来 12:2  耶稣预先看见什么喜乐而使祂甘愿忍受痛苦且死在十字架上?  [看见

我们得救的喜乐] 

a. ╬诗 116:15  为什么在上帝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因为见到人能与祂一

起进入永生的喜乐] 

b. ╬路 15:10  当人悔改，在天堂能经历什么?  [喜乐] 

 

3. 虽然我们真的无办法补偿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但同时，在基督徒的成长过程

里，因为爱上帝，自然地想做些能讨主喜悦的事。 

1) 我们成长回应 上帝的爱。╬林后 5:14-15  按照这节经文，是什么激励我们为主

基督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  [基督的爱]   

2) 因为 在祂里面我们成长。╬约 15:5  耶稣用了什么例子来说明我们成长是因为

在祂里面?  [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 
 

4. 与基督亲近，在祂里面成长的结果是经历爱与喜乐。 

1) ╬约 15:9-10  因为我们与祂的关系亲密常在祂的爱里。藉着遵守什么来表现出

我们为祂而活?  [祂的诫命]   

2) ╬约 15:11   遵守祂诫命，常在祂的爱里，结果我们能经历什么?  [满足的喜乐]  

╬诗 16:11  这节经文也说了些什么是我们亲近上帝的时候能经历到的?  [满足的

喜乐和永远的福乐] 

 

作业： 

让我们一起来读出作业，, ►第 6 课, 作业 1和 2 (第__页)。 

[教学笔记：不需要交作业 2, 但应该准备好与任何一位想讨论这个话题的学生讨论。] 
 

第 6 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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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第__页) 

 

在基督里七处成长的地方 （第         页）  

 

       1.   
 
   

 
  
 

2. 
 

   3.  

 
4.      

 
5.   

 
6.        
 

7.   
       

 

结论（第         页） 

 

 
   

1) 受洗 2) 一起领受圣餐 3) 确信罪得到赦免  4)  听主的道 5) 乐意侍奉主   6) 一
起祷告 7) 用各样智慧互相劝告、教导    8) 感恩 9) 歌唱 10) 赞美主 

马可福音，不，经文
Mark, not, verse 

葡萄树，成长 

死，罪人，上帝 

joy 

教会，耶稣，基督

教 
基督徒，上帝，益处 

爱，“不”，改变
hange 

悔改和请求赦免，祈求，感恩 

生意，配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