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成長講座 (Ch15)

靈命成長 ：顺服与跟随

生命成長：与神合一的生命



失乐园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
简单

不要只看问题的表面

大局影响所及

园子的主人

恩典的神，

耶稣的好榜样，

圣灵的帮助

寻找最佳气候

神的A计划：人

提供开放的空间：接纳
感受赦免的温暖

成长的路径

生命的手册：圣经

痛苦和悲伤的角色

结出义的果实

修剪的价值

灵的饥渴

顺服与跟随

拔草

敢于面对现实

付诸行动

等待收成

全书的大纲



问题和思考



妻
子

婚姻状况 妻子解决问题的方法 结果 结果状况分析 共同点 不同点

Jackie

丈夫武断，从不
从妻子的角度考
虑问题。夫妻没
有交流的机会，
妻子不知道如何
跨越这道墙，常
常受伤。她爱她
的丈夫，也期望
被爱

• 对神和神的话语有深深的承诺，凭着信心实行属灵的操练（祷告，灵修，
悔改）

• 相信通过遵守圣经的教导和牧师及弟兄姐妹的帮助可以改善她的婚姻状况
• 进而，竭尽全力进入属灵的生活操练。
• 用更多的时间祷告，灵修，查经。把自己完全降伏在神面前，认罪，求神
监察她的一言一行，让神来掌控她的生活.

• 在丈夫面前学习顺服，爱丈夫，承认自己的过犯，为他们祷告，和丈夫分
享属灵的功课

• 婚姻依然存在，但，丈夫
认为她是宗教狂，她对他
的关心是他作为丈夫应得
的，觉得没有必要回应她

• 慢慢地，Jackie放弃她的努
力，全身心投入到教会和
宗教生活中。也确实感觉
到与神非常亲近，也体验
到他的爱，但感觉到她的
献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 因婚姻的空虚陷入忧郁

• Jackie 深深把自己献给神，
• 聚焦在她的属灵成长上和永恒的
盼望上

但是
• 她忘了如何将她所有属灵的生命

和她与丈夫的日常生活连在一起

婚姻失控
交流失控

善良的心
虔诚的基督徒
爱基督
向往一个成功
的婚姻
愿意顺服神
通过圣经的教
导去解决她们
的婚姻问题

不同的看见
• 顺服
• 顺服会

如何影
响她们
的婚姻

不同的结果

K
im 和 Jackie 类似的

婚姻状况

• 尝试了和 Jackie 类似的属灵操，在没有所期待的结果之后，否定了这个解
决问题的途径

• 她认为圣经的教导是死板的教条，不切实际。
• 她从圣经之外的帮助寻找途径
• 阅读很多关于婚姻和夫妻关系的书，参加了一些妇女婚姻辅助团体，分享
了她在婚姻上的挫折，寻求带领，也确实从那里得到一些可能有帮助的分
析和方式方法

• 征得丈夫的同意一起寻找婚姻咨询，状况也层有一些改善，可从他那儿得
到一些情感上的安慰，彼此的交流也有改善

• 慢慢地，丈夫厌倦了婚姻
咨询

• Kim很沮丧，认为不值得在
她地婚姻上浪费她的时间
和爱

• 因婚外恋结束了这段婚姻，
开始了新的婚姻，但又进
入新的婚姻问题的挑战

• Kim 慢慢地离开了她的信仰
• 她在信仰上的离开不是因为她的
不顺服和违抗，而是认为圣经的
基督教导对她而言缺乏真实，或
和她的成长和婚姻无关。她无法
理解慈爱的神如何将她置于空虚
婚姻的边缘

• 她相信她有神的平安，但对神的
认识产生了偏差，看不到神的本
性和他的超越

A
liso

n

和 Jackie 类似的
婚姻状况

• 尝试了 Jackie的方法
• 在顺服上更往前跨了一步，从内心检查问题：性格，成熟，弱点，伤痛等
等所有可能给婚姻带来弱点的内心问题

• 她祷告，阅读在圣经和其他书籍中有关婚姻和成长的内容
• 加入了一些属灵的团契，从中可以得着帮助。
• 像 Kim，找到她自己婚姻上的问题，讨人喜乐，害怕伤害人。承担自己的
责任，努力改善。

• 夫妻寻求婚姻咨询，丈夫也出现失去兴趣的状况
• 与前两位不同，她恒久地祷告，读经，认罪，
• 持续保持她的属灵成长伙伴
• 牢牢守住婚姻的关系，要让自己尽可能成为一个好妻子
• 学习深爱她的丈夫，提供时间，尊敬和支持，
• 在丈夫处于艰难的时候，知道如何安慰，设立底线，避免营救

• 她慢慢地，变成更独立，
诚实，有自由意志

• 争吵少了，丈夫感觉到了
她更多的爱和尊敬

• 他慢慢和Alison 一起在婚姻
中以不同的步伐进入更深
一步的成长

• 她的侍奉和日常生活达到
并保持平衡

• 她深深渴慕她的丈夫将来
成为她的属灵伙伴，如果
达不到，也有平安在心中。

她的生活不会以他为中心，而是以
神的旨意和神里面的生命为导向。
这个聚焦点让 Alison 每天的生活不
会因周围的环境而变化。
Alison 的顺服：
保持信心在传统的训诫和要求行走
照着圣经的教导改善个性和人际关
系
在生活中学习操练顺服
让她结出了好果子



从例子中看到的

External Internal

属灵团体的扶持

灵命的成长

聚焦点：神

专业的咨询

团体的帮助

婚姻书籍阅读



什么是顺服？
➢圣经中“順服”

申13:4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 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事奉他、专靠他。

➢顺服是灵命成长的必经之路：
✓顺服：

这意味着承认神比我们更知道如何引导我们的步伐，因为他就是生命。

✓ 人的生命在乎他：
申 30:20 且爱耶和华你的 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

✓顺服让我们照着神设计的路生活,可以让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得着很多益处：

生存和丰富取决于顺服，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就为人的生命设置了限制

申 6:24 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 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
日一样。

赛 1:19 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

赛 1:20 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敬畏”(to revere), “谨守”(to keep), “听从”(to hear and obey), “侍奉”(to serve), “专靠”（to hold fast)

To be God-directed To be self-directed



顺服的两大部分
➢完整的生命成长从内在的顺服开始（Internal)

✓圣经给出的教导和引导是关乎生命完整的带领，是我们的生命手册
❖恩赐

❖侍奉

❖财富

❖夫妻生活

❖爱，饶恕，忍耐

❖情感，

❖与神和人的关系

❖等等

➢完整的生命成长不能缺乏由内在的顺服而带出的外在的顺服 (External)
✓顺服包括全部的奉献给基督耶稣，包括价值、情感、内心

罗12: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

✓神要求的是
太 22:37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 神。

22:38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神要我们为得救先要献上自己的生命

可 8:35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内在和外在的同时顺服能帮助生命的成长
➢例子：亲密的关系 vs 受伤害

✓ 现状

o 对人缺乏信任感 =》不愿和人关系太近=》婚姻、工作、人际关系

o 生命的状况

❖他的一部分想要得到一些特殊的关怀和保护，但是害怕被伤害，或者被控制

❖他的另一部分想要远离，寻求安全，但导致他的孤独

❖他的一生在这两个极端点之间摇摆不定，这种状况扰乱了他的生活，并伤害了他周围的人

✓生命成长的操练
o 进入与合适属灵伙伴一种关系中

o 帮助他意识到潜伏于他心中的两个相对立的部分

o 两中类型的“顺服”学习和操练可以帮助治愈他的状况

❖当他因害怕逃避对他人的需要而感到孤独的时候，鼓励他给一个在团契中他信任的朋友打电话。这
是他愿意有一个外面顺服的行动，和人一直保持联系。这个愿意使他远离要封闭自己的感觉。

❖同时，他要从内心承认他害怕亲密的关系和期望不被控制（雅5：16）。这样，来自团契的理解和
安全感帮助他把他的生命中茅盾的两个部分融合在一起。

❖他学会了如何设置底线去避免被控制，同时能接受需要的关怀，和他人建立自由的关系

o 外在的顺服使他的情感紧张得到控制和容忍，而内在的顺服则治愈了他内心的冲突。



顺服能治愈我们属灵生命中的不成熟
➢顺服能帮助应付不成熟属灵生命的原因和结果

✓例子：如何帮助面临财务困境的夫妻，喜欢花钱的丈夫和竭力省钱的妻子
❖行为上建立财务计划（和他们的行为习惯发生强烈的冲突，计划常常被破坏）
❖内心的顺其自然：丈夫因花钱而麻痹他的怒气，妻子强烈省钱的愿望让她感到有掌控的能力（导致财务和婚
姻的困境）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解决内在的顺服之前，外在的任何计划都不可能有完美结果

o 什么时候需要建立和实行财务计划

o 什么时候不需要

❖内在的顺服：操练内心的一种顺服
o 承认需要帮助

o 敢于面对困境的根源

o 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o 知道设立一个行为上的控制线（财务计划）必要性，通过内心的顺服使他们的行为不致于失去控制

➢顺服的操练会随着属灵生命的成长状况而发生变化
✓灵命成长有不同的台阶和进步的步伐
✓灵命成长的过程不是一个持续上升的过程
✓灵命成长中必须面对的两个现实

❖失败是不可能避免的，
❖失败的原因在我们自己身上（与神的主权和我们的自由意志有关联）



灵命成长的四种教导模式 vs 圣经的教导
➢我们在基督里永远是得胜的，所以，你的失败是因为你没有完全顺服神。这种模
式忽略了我们是罪人的事实 (罗7：15-19）

➢罪的存在是灵命不成熟的记号,它不是顺服的问题,是成长的问题，不认为罪是失
败的根源

(提前1：15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
罪魁。）

➢灵命成长中的失败是因着罪和犯错自然而然发生的,轻看了罪的严重性

(罗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即使表面上是我们失败了，但是因为其他人和事、魔鬼导致的，甚至是神允许的。

（林后，5：10我们最终要为我们的决定和选择负责）

➢圣经的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和一个好消息
✓我们一定会失败

✓失败是我们的责任（accountable）

✓残酷的现实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里。
❖我们有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他的死为相信他的人提供了最终解决由罪带来的所有失败的途径。在他的里面，我
们成长，学习爱，宽恕，归荣耀给神。与神同行是我们经过失败结出胜利的果实



灵命成长必经的转折点–悔悟
➢成长中学习接受失败的出现，不要感到奇怪

➢解决失败的途径就是悔悟，这是对失败最合适的回应，可以促使我们继续成长，
结出更多的爱、责任心，从而达到成长的目的。

➢悔悟会导致生命中方向的改变，
✓从远离神的路回到神为人类设计的道路中

✓学习、操练谦卑，看到我们的罪、失败、软弱，远离神为人计划的道路，使我们能回到神的
道路上去

✓看到整个人的意识、内心、和行为需要改变的需要

➢悔悟是我们在经历神中的回应
✓神的自然特性（伯42：2-6）

✓神的圣洁和荣耀（赛6：1-5）

✓神的供应和爱（以西结书 36：24-31）

✓神的权威（路5：8）

➢例子：一个工作狂的完全悔悟



顺服的目标和源头

➢顺服需要一个目标 (what /  whom)
✓神藉着圣经发出的命令（查经、妍经）
✓圣灵的带领、管教（可13：11）
✓教会的带领和教导（牧者、主日学、、、）
✓弟兄姐妹的分享和建议 (属灵伙伴）
✓环境的带领（需要寻求有智慧的或属灵长者的帮助，分析）
✓在神面前寻求光照和指引

➢清楚地知道顺服对成长的重要性

➢顺服的日常操练离不开生命创造的源头
✓降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将自己献上当活祭（罗12：1）
✓每天检查自己顺服的进展，注意神藉着圣灵在每天的灵修时对你说的话
✓注意发现并应付你性格上问题，并藉着顺服去应付。比如：

❖认为顺服神就是灵命成长的必经之路
❖承认不安全感和自尊可以驱使顺服发生

❖在他人面前真诚地呈现自己的弱点，努力让自己的原貌被接受

❖为自己成为完全人的确信而忧伤，从而使你避免进入自我论断和谴责的状态
❖铲除由自我意识形成的思想，使一切都顺服在基督里（林后，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