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基督的身體

第二課：從嬰孩長大成人



上課要點: 「建立基督的身體」的呼召

● 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 普世教會。

● 重生得救和成為基督身體中的一員，兩者是不可分割的屬靈現實。

● 肢體的功用不同，但目標一致：建立門徒。

● 建立門徒正是大使命的實踐。

● 建立門徒必需 - 3G’s:
○ 有愛的環境              (God’s people)
○ 適切地傳送真理    (God’s word)
○ 配合神的工作         (God’s Spirit)

● 恩賜各有不同，但不可少的是愛和真理。









從嬰孩長大成人

新約聖經不同的作者(保羅，彼得，和希伯來書的作者)都利用「嬰孩長

大成人」的過程，來形容信徒成長的過程。從這些經文中，我們可以了

解：

● 「信徒成長」是一個怎樣的脱變？

● 屬靈的嬰孩或小孩有什麼特質？

● 屬靈的成人又有什麼特質？

● 如何能成為屬靈的成人?



從嬰孩長大成人

我們探討「屬靈的嬰孩」或「屬靈的成人」的課題，用意不是要標籤信徒的靈命

高低。就好像我們肉身成長，我們都曾經作過小孩子。作小孩子不是一件可恥

的事。作成年人也不是可誇耀的事。都只是必經的階段而已。

再者，在上一課「基督的身體」的課題上的學習，我們知道建立肢體是我們的責

任。若果我們身邊有些遲遲未成長的肢體，我們應反省我們是否一直莫視了神

的托付。

重點的是我們能確認自己的屬靈實况，並加以在適當的方面多下苦工。





「信徒成長」的目標

耶穌基督是我們量度「成熟」的唯一標準。「基督的豐盛」(fullness of Christ) 可以理

解為「滿有基督所具備的屬性」的意思。

他所賜的，有作使徒的，有作先知的，有作傳福音的，也有作牧養和教導的，

為的是要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體；直到我們眾人對　神的兒

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可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豐盛長成的身量；(ESV: 
the stat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以弗所書 4:11-13 



「信徒成長」的目標

耶穌基督是我們量度「成熟」的唯一標準。「基督的豐盛」(fullness of Christ) 可以理

解為「滿有基督所具備的屬性」的意思。

神使萬有服在他的腳下，又使他為了教會作萬有之首；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

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all things)。

以弗所書 1:23





以弗所書: 信徒全面的成長的藍本

知識

屬靈悟性

心志

品格

教會

配偶

家人

工作/社會
以弗所書 6:5-9

以弗所書 6:1-4

以弗所書 5:22-33

以弗所書 5:1-21

以弗所書 4:17-32





「信徒成長」的目標

保羅更提醒我們要小心提防那些不照着基督的教導。

既然你們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要靠着他而生活 (walk in him)， 照着你

們所領受的教導，在他裏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充滿着感謝的心。 

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用他的哲學和虛空的廢話，不照着基督，而是照

人間的傳統和世上粗淺的學說，把你們擄去。 

因為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

歌羅西書 2:6-9  



不照着基督

● 哲學和虛空的廢話

○ 以弗所書 5:6-11 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騙了，因這些事，上帝的憤怒必

臨到那些悖逆的人。... 總要察驗甚麼是主所喜悅的事。 那暗昧無益的

事 (unfruitful works of darkness)，不可參與，倒要把這種事揭發出

來。

● 傳統和世上粗淺的學說
○ 歌羅西書 2:20 - 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



創造：
人照神的形像被造

犯罪

死

學像主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

都居住在基督裏面)

救恩



間的傳統和世上粗淺的學說

● 聖經知識豐富

● 忙碌

● 事奉郊率高

≠ 成熟



人間的傳統的原意往往都是好的。問題是當我們將人的哲學或傳統的重

要性過份提升，以致反而忽略，甚至漠視了那些神叫我們絕對不能失卻的

東西。

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

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

以弗所書 5:1-2

「信徒成長」的目標



屬靈的嬰孩有什麼特質？

                       屬靈的嬰孩未知道基督道理的基礎。在此階段的信徒，我們需要着重在這些

知識上的裝備。所以有系統的門徒訓練課程是有需要的 (但隨著靈程增長，structure 的
必要性漸減)。

按時間說，你們早該作教師了，誰知還需要有人再將　神聖言基礎的要道教導你們

；你們成了那需要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就不熟練仁義的道理，

因為他是嬰孩。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因練習而靈活，能分辨善

惡了。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基礎，竭力進到成熟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懊悔致死的行為、信靠　神、 各樣洗禮、按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的審判等

的教導。

希伯來書 5:12 - 6:2   

無知 



屬靈的嬰孩有什麼特質？

                                                         

屬靈的嬰孩仍是屬肉體的 ()，所以屬靈的教導是聽不進耳的。

哥林多前書 3:1-2  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還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

只能把你們當作屬肉體的，你們在基督裏僅是嬰孩。 我用奶餵你們，沒有用

飯餵你們，因為那時你們不能吃。

解說屬靈的教導是需要的，但不要在短期內的期望過高，以至灰心失望。

門訓者除了教導屬靈真理之外，更需要作一些協助生命整理的工夫，並着意建立

一些良好的習慣。正如保羅給在哥林多的信徒，很多在教會生活上實際的指導。

體貼肉體的事



屬靈的嬰孩有什麼特質？

屬靈的小孩既是屬肉體的 (體貼肉體的事)，所以思想行為上都較自私，未懂得為

別人的益處着想。

若用舌頭說聽不懂的信息，怎能知道所說的是甚麼呢？你們就是向空氣說話

了。... 既然你們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追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弟兄們，

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但是，在惡事上要作嬰孩，而在心志上總要作大人。 

哥林多前書 14:9,12,20

自我中心



屬靈的嬰孩有什麼特質？

                                                        小孩子未能堅定尊心跟從神。世上各樣的追求，有趣好奇

的學說，不段地爭取初信者的注意力，導致他們對神的信心飄浮不定。

以弗所書 4:14-16  這樣，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 (human cunning) 
和欺騙的法術 (craftiness in deceitful schemes)，被一切邪說之風搖動 (every 
wind of doctrine)，飄來飄去。 我們反而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各方面向著基督長

進，連於元首基督， 靠著他全身都連接得緊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

用彼此相助，使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用愛心說誠實話」在這裡不是直言相勸那麼簡單，卻是用真理教導，叫人以那些

真實，永恆，屬天的事為念。

取向飄浮不定



屬靈的嬰孩有什麼特質？

● 對真理的無知

● 體貼肉體

● 自我中心

● 取向飄浮不定



屬靈的成人有什麼特質？

                                   以下經文起首「所以」一詞，是連接上文，建立基督體的呼召那

個「因為」。

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

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

以弗所書 5:1-2

成熟的人，是憑愛心行事的一群人。眾人應該因些就認出這些人是基督的門

徒了。

愛人像主



屬靈的成人有什麼特質？

                                                    腓立比書中，保羅邀請成熟的信徒和他有同一個心志

，為福音齊心努力，不惜肉身上受苦。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着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

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成熟的人，總

要存這樣的心；若在甚麼事上存別樣的心，　神也會把這些事指示你們。

腓立比書 3:14-15

成熟的人，是熱衷神的大使命的一群人。也是極有繁植力的基督徒。

人生取向清晰



屬靈的成人有什麼特質？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因練習而靈活，能分辨善

惡了 (for those who have their powers hof discernment trained by 
constant practice to distinguish good from evil)。

希伯來書 5:14 

例如保羅為哥林多教會解答了很多教會中的具爭議性問題(吃祭過偶像

之物，方言)，都是因他能以主的心分辨輕重，凡事以建立人為大前題。

有辨別善惡的能力 



屬靈的成人有什麼特質？

● 愛人像主

● 人生取向清晰

● 有辨別善惡的能力 



成長要素

父母的愛

食物，奶

生命



成長要素

神的子民
彼此相愛

神的話

神的靈



屬靈的嬰孩如何能成為屬靈的成人(3G’s)?

神的靈 (God’s Spirit)：

腓立比書 1:5-11 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

這工作。 …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不

斷增長， 使你們能分辨是非，在基督的日子作真誠無可指責的人， 更
靠着耶穌基督結滿仁義的果子，歸榮耀稱讚給　神。



屬靈的嬰孩如何能成為屬靈的成人 (3G’s)?

真理的知識 (God’s Word)：

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或譯：陰毒、詭詐，並假善、嫉妒，和

一切毀謗的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初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

好使你們藉着它成長，以致得救， 因為你們已經嘗過主恩的滋

味。

彼得前書 2:2-3 



屬靈的嬰孩如何能成為屬靈的成人(3G’s)?

有肢體互助 (God’s People)：

以弗所書 4:15-16 我們反而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各方面向着基督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 靠着他全身都連接得緊湊，百節各按各職，照着各

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本課要點

● 信徒成長的唯一目標是學像基督

● 整全的成長抱括:

○ 內在的價值觀成長

○ 對外與教會，家人及社會相處的領域上成長

● 屬靈的嬰孩特質

○ 對真理的無知

○ 體貼肉體

○ 自我中心

○ 取向飄浮不定

● 屬靈的成人特質

○ 愛人像主

○ 人生取向清晰

○ 有辨別善惡的能力 



行動

問卷: https://forms.gle/BgctJXUBFZc4L4xRA

● 你在家中或團契中，有沒有栽培學像基督的對象?
● 基督的價值觀，是否你在家中，或團契中的傾談中顯大？

○ 世界的哲學和空談

○ 人的傳統

● 你願意找一個助你學像基督的導師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