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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新生活

                   四. 教会生活与服事 
1. 崇拜、团契小组 
2. 发掘属灵恩赐与服事 
3. 大诫命与大使命

一.  关于圣经 
1. 圣经介绍 
2. 圣经：旧约介绍 
3. 圣经：新约介绍

三. 关于生命成长 
1. 灵修和祷告 
2. 生命成长与见证 
3. 争战与得胜

二.   关于上帝 
1. 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 
2. 上帝的属性和救赎计划 
3. 基督：神与人的中保以及救

赎计划的中心





⽣命成⻓

⽣命成⻓

⽣命的⼏个阶段

⽣命成⻓的要素

⽣命成⻓的障碍

⽣命成熟的标志



生命的几个阶段

幼⼉期
发苗期

⻘少年期
⻓穗期

成熟期
果实期



特征

 情绪⾼涨、注重感觉

 对真理认识不⾜、易陷⼊纷争

 没有辨别能⼒、易被蒙骗

 表现/关注⾃⼰、不懂得体贴他⼈

 要⽴志爱慕灵奶/粮，渴望成⻓幼⼉期
发苗期

哥林多前书3:1-2,4 
1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
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2 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
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4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
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特征

 情绪⾼涨、注重感觉

 对真理认识不⾜、易陷⼊纷争

 没有辨别能⼒、易被蒙骗

 表现/关注⾃⼰、不懂得体贴他⼈

 要⽴志爱慕灵奶/粮，渴望成⻓

以弗所书4:14 
14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
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幼⼉期
发苗期



特征

 情绪⾼涨、注重感觉

 对真理认识不⾜、易陷⼊纷争

 没有辨别能⼒、易被蒙骗

 表现/关注⾃⼰、不懂得体贴他⼈

 要⽴志爱慕灵奶/粮，渴望成⻓

彼得前书2:1-2 
1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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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期
发苗期



特征

 开始依靠神⽽⾮感觉
 能看到⾃⼰的罪性
 寻求神的祝福⽽⾮神的旨意
 易反复、懊悔，甚⾄⼼灰意冷 - “为什么”
 真理知识增多，喜欢论断⼈

马太福音11:2-4,11 
2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 3 问他说：“那将要
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4 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
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11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
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少年期
⻓穗期



特征

 开始依靠神⽽⾮感觉
 能看到⾃⼰的罪性
 寻求神的祝福⽽⾮神的旨意
 易反复、懊悔，甚⾄⼼灰意冷 - “为什么”
 真理知识增多，喜欢论断⼈

创世记32:26,28-30 
26 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28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
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　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29 雅各问他
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
福。 30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
命仍得保全。”

⻘少年期
⻓穗期



特征

 开始依靠神⽽⾮感觉
 能看到⾃⼰的罪性
 寻求神的祝福⽽⾮神的旨意
 易反复、懊悔，甚⾄⼼灰意冷 - “为什么”
 真理知识增多，喜欢论断⼈

雅各书4:11  
11 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
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 
罗马书14:1,3,13  
1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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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期
⻓穗期



特征

 认识神、顺服神、以神为乐
 与神相交 - 结出圣灵的果⼦
 认识罪性的可怕和诡诈
 更谦卑、包容、接纳和建⽴他⼈
 竭⼒与他⼈合⼀

罗马书8:31,35,38-39 
31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35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38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
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39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成熟期
果实期



特征

 认识神、顺服神、以神为乐
 与神相交 - 结出圣灵的果⼦
 认识罪性的可怕和诡诈
 更谦卑、包容、接纳和建⽴他⼈
 竭⼒与他⼈合⼀

哈巴谷书3:17-18 
17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
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18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

成熟期
果实期



特征

 认识神、顺服神、以神为乐
 与神相交 - 结出圣灵的果⼦
 认识罪性的可怕和诡诈
 更谦卑、包容、接纳和建⽴他⼈
 竭⼒与他⼈合⼀

约伯记42:5-6 
5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6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成熟期
果实期



特征

 认识神、顺服神、以神为乐
 与神相交 - 结出圣灵的果⼦
 认识罪性的可怕和诡诈
 更谦卑、包容、接纳和建⽴他⼈
 竭⼒与他⼈合⼀

加拉太书5:22-24 
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23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24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
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〸字架上了。

成熟期
果实期



特征

 认识神、顺服神、以神为乐
 与神相交 - 结出圣灵的果⼦
 认识罪性的可怕和诡诈 
 更谦卑、包容、接纳和建⽴他⼈
 竭⼒与他⼈合⼀

提摩太前书6:10-11 
10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
刺透了。11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
忍耐、温柔。

成熟期
果实期



特征

 认识神、顺服神、以神为乐
 与神相交 - 结出圣灵的果⼦
 认识罪性的可怕和诡诈
 更谦卑、包容、接纳和建⽴他⼈
 竭⼒与他⼈合⼀

哥林多前书10:23-24 和合本 
23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24 无论何
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成熟期
果实期



特征

 认识神、顺服神、以神为乐
 与神相交 - 结出圣灵的果⼦
 认识罪性的可怕和诡诈
 更谦卑、包容、接纳和建⽴他⼈
 竭⼒与他⼈合⼀

以弗所书4:1-3 
1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2 凡事
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3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
赐合而为一的心。

成熟期
果实期



⽣命成⻓

⽣命的⼏个阶段

⽣命成⻓的要素

⽣命成⻓



生命成长的要素

向内 - 与神的关系
读经、祷告、灵修

向外 - 与⼈的关系
爱⼈、建⽴⼈、服事⼈



生命成长的要素

扎根

结果



⽣命成⻓

⽣命的⼏个阶段

⽣命成⻓的要素

⽣命成⻓的障碍

—> 不冷不热
—> 不真实
—> 不愿意/顺服

⽣命成⻓



⽣命成⻓

⽣命的⼏个阶段

⽣命成⻓的要素

⽣命成⻓的障碍

⽣命成熟的标志
—> 爱神
—> 爱⼈

荣神益⼈

⽣命成⻓



⻅证

每⽇灵修

我赐给你们⼀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
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众⼈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徒了。
                                                                                         约翰福⾳13:34-35

成⻓ ⻅证

爱神              爱⼈



成长是一个过程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
要⼼意更新⽽变化，叫
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
良、纯全、可喜悦的旨
意。
                    罗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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