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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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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二2）



长大成人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
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
的。（太十三8）



长大成人

建立以教导为重（四11～12）

建立以像基督为目的（四13）

建立使我们不受欺骗（四14）

我们在爱中得建立（四15～16）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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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成人 – 以教导为重（四11～12）

四11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
牧师和教师，
四12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五重
职事

使徒

先知

传福音 牧师

教师



长大成人 – 以教导为重（四11～12）

使
徒

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
兄弟安得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
和达太，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太十1～4）



长大成人 – 以教导为重（四11～12）

使
徒

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
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
徒同列。（徒一24～26）



长大成人 – 以教导为重（四11～12）

使徒 ἀπόστολος apóstolos

 原意是担负使命的人、传递信息的人、受派遣出
去的人。

 狭义的“使徒”是指耶稣亲自拣选的12位门徒。
后来再加上保罗（徒九）。

 从使徒的“被差派”、宣扬基督的角度来看，当
代的宣教士具有使徒的功能。



长大成人 – 以教导为重（四11～12）

先知 προφήτης prophētēs ；于《七十士译本》中用
来翻译 ָנִביא nābi

 在旧约中，先知向神的百姓一字一句宣扬祂的
话，多与未来、责备有关；“耶和华的话临到耶
利米说”（耶七1）。

 新约中主要以领受神的心意并向神的百姓宣讲；
“更愿意你们作先知讲道”（林前十四5）。



长大成人 – 以教导为重（四11～12）

传福音的 εὐαγγελιστής euangelistēs

 这等人神特别加恩典给他们，让他们向失丧的罪
人宣布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罪而死，
后又复活，且祂愿意并能够拯救所有那些从罪恶
中回转并信靠祂为主为救主的人。

 当代的例子，如葛培礼牧师（Billy Graham）及
他的公子葛福临牧师（Franklin Graham）。



长大成人 – 以教导为重（四11～12）

牧师和教师 ποιμήν poimēn、διδάσκαλος didáskalos 

 这两者依据个人的恩赐不同、所赋予的权柄不同来
宣扬神的话语。

 以当代而言，地方性教会的牧师、传道兼具这里所
说的职事。



长大成人 – 以教导为重（四11～12）

神的
话语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詩一〇九105）



长大成人 – 以教导为重（四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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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成人 – 以教导为重（四11～12）

我们应当

…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
告，保守自己常在 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猶20～21）



长大成人 – 以像基督为目的（四13）

四13 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的儿子
To the unity of the faith an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得以长大成人
To mature manhood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To the measure of 
the stat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长大成人 – 以像基督为目的（四13）

四13 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的儿子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
望。

一主，一信，一洗，
一 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

住在众人之内。
（弗四4～6）



长大成人 – 以像基督为目的（四13）

四13 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的儿子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使徒信经》



长大成人 – 以像基督为目的（四13）

四13 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的儿子



长大成人 – 以像基督为目的（四13）

四13 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的儿子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
我 — 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
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
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
督，是永生 神的儿子。”（太十六13～16）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
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一29）



长大成人 – 以像基督为目的（四13）

四13 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的儿子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
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
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
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腓三10～12）



长大成人 – 以像基督为目的（四13）

四13 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雅一22



长大成人 – 以像基督为目的（四13）

我们应当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
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弗四2～3）



长大成人–不受欺骗（四14）

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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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动，
飘来飘
去”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 夫
子！ 我们丧命啦！”耶稣醒了，斥责
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
（路八24）



长大成人–不受欺骗（四14）

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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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成人–不受欺骗（四14）

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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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成人–不受欺骗（四14）

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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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常受（“常受主”）



长大成人–不受欺骗（四14）

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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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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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成人–不受欺骗（四14）

我们应当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
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
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腓三8）



长大成人 – 在爱中得建立（四15～16）

四15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四16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
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
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
中建立自己。

成
长

五重
职事



长大成人 – 在爱中得建立（四15～16）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
“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属
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
子，”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
哪里听声呢？ 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
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
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
子却是一个。（林前十二14～21）



长大成人 – 在爱中得建立（四15～16）

“爱”是人使用恩赐，发
挥其恩赐的主要元素；以
爱运用恩赐，其效果乃是
使人得益。

http://www.fisher
manofchrist.org/
?q=node/4524



长大成人 – 
在爱中得建立
（四15～16）



长大成人 – 
在爱中得建立
（四15～16）



长大成人 – 在爱中得建立（四15～16）



长大成人 – 在爱中得建立（四15～16）

我们应当求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
助疲乏的人。

主每早晨提醒，
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赛五十4）



长大成人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竭力在圣灵中的合一

 竭力认识、得着基督

 求主叫我们有受教的舌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