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与服事--耶稣的榜样 
 
概观陈述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的成长同时覆盖身体、灵性、社会以及智慧四个方面。祂照着神的

心意成为一个完全顺服的仆人。祂是我们个人生命成长和服事他人，并帮助他人照着神对

他们的心意而成长的典范。 
 
基本概念 

1.   耶稣在智慧、身体、灵性以及社会这四个层面有所成长。这也是我们生命整全成长

的一个好榜样。 

2.   尽管环境不甚理想，但祂仍然完美地成长。 

3.   耶稣成长的目的是为了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仆人，照着神的计划而行，并且逐步成就

神全面的旨意。 

4.   人类理想的成长是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上都逐渐步向神的心意。 

5.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照着神的计划而行，包括帮助他人在生命各层面向着神对他们

的心意而成长。 

 
预期效果 

1.   目前： 
a.   能够领会并且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课程的主要内容。 

b.   回应这个课程主要内容，计划并踏出新的一步，以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能

够成长，并成长为一个仆人。 

2.   将来： 
a.   认识到耶稣生命的整全成长是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并且委身努力在个人

生命的这四个方面有所成长。 

b.   委身服事他人，帮助他们象耶稣那样，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有所成长，活

出仆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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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与服事--耶稣的榜样 
学员纲要 

 
I. 回顾 
 
 
 
 
 
 
II.    简介 
 
 
 
 
 
 
III.   主题经文：路加福音 2:52 节 
 

A.         谁是发展最完全的人？ 
 
 

B.         耶稣成长过程中的一般生活条件怎么样？ 
 
 

C.         神是否关注我们在这些层面上的成长？ 
 
 

D.         耶稣的成长是瞬间发生的还是一个过程？ 
 
 

E.         耶稣的成长对于教会的意义是什么？ 
 
 
  
IV. 耶稣成长的环境 
 
            A.        政治上 
 
            B.        经济上 
 

C.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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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教育上 
 
            E.         社会地位 
 
            F.         家庭上 
 
            G．     灵性上 
 
 
V.    成长的基本要求 
 
 
 
 
 
 
 
VI.    人类发展的定义 
 
 
 
 
 
 
 
VII.   耶稣成长的目的 
 
      约翰福音 12:49-50; 14:31    路加福音 4:18-19   马太福音 4:23-24;  9:35-36; 20:25-28  
 

• 耶稣生命和服事的目标或目的是什么？是谁设立的？ 
 
 
• 耶稣的个人成长过程（路加福音 2:52）如何为祂的服事做预备？ 
 
 
• 耶稣如何步向神对祂的生命的心意？ 
 
 
• 为什么做一个仆人对于耶稣和我们的生命都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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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耶稣门徒成长的目的 
 
马太福音 10:5-8    马可福音 9:35   约翰福音 14:15, 21, 23, 24   约翰福音 13:34-35 
 

• 耶稣差派祂的门徒去做什么？ 
 
 
 
• 耶稣是如何描述门徒为大的途径？ 

 
 
 

• 根据约翰福音 14 章，我们愈成长，就必须要更多地去_______________ 
 
 
 

• 哪些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诫命？ 
 
 
 
 
IX.   成长始于我自己 
 
 
 
 
 
 
X.   重点内容巩固 
 
 
 
 
 
 
 
 
 
 
XI.    应用计划 
 

A.        个人思考 
• 参考路加福音 2:52 节中耶稣成长的范例，思考你将如何开始一小步、一小

步地在各方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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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行动计划部分 
 

我个人成长与发展上的想法 
在以下每个层面中，列出一项你在该层面中可以成长的一步。 

智慧层面  
 

身体层面  
 

属灵层面  
 

社会层面  
 

 
我个人行动计划和委身 

圈选出一个层面，并制定一个具体的计划，使自己在本周内能在四个层面中的一个上有所成长。 

智慧层面 

身体层面 

属灵层面 

社会层面 

 

何时： 
 

何人： 
 

何时： 
 

何处： 

 
我个人家庭成长的需要 

在以下的每一个层面中，以祷告的心来确认一个你家庭成长的需要。 

四个发展的层面 智慧层面 身体层面 属灵层面 社会层面 

在家庭中 

 
 
 
 
 

   

 
服事他人成长的计划和委身 

圈选出一个层面，并制定一个具体的计划 ，以帮助一位家庭成员在四个层面之一有所成长（步向

神对他们的心意）。 

智慧层面 

身体层面 

属灵层面 

社会层面 

何事： 
 

何人： 
 

何时： 
 

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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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与服事--耶稣的榜样 
课程叙述 

 
 

耶稣在地上的生平为我们的成长做出了榜样，这榜样完全异于人类发展的世俗观念。祂的生平也

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清楚合乎圣经的模式。世俗社会对成长的观念是什么呢？世俗社会是以

教育和物质的观点来定义发展的。教育、科学，和技术如今被视为缓解贫困，满足人们需求以及

实现和平幸福的主要机制。 
 
高等教育、先进技术、工业生产、国家经济增长，以及高额国内生产总值，都是现今社会所嘉许

的。教育、技术或是其他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好处，固然时常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知识生活品

质，可是却不是向着神的心意而成长的基本要求。 
 
令人遗憾的是，很多第三世界中的基督徒都在物质主义的引诱下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世俗的观念。

他们相信了这一个谎言，认为西方式的教育和科技是带领他们和他们的人民驶向幸福港湾的船

只。这不是他们的错。是他们那些西方弟兄姐妹先入了迷惑，接着那些从西方国家来的宣教士就

传这些常经西方物质主义包装过、吸引人的信息。第三世界的信徒常常“陷在”物质主义的开发观

念中。 
 
宣教士以及基督徒救灾和发展同工也不知不觉地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推广了物质主义的发展观

念。若有贫穷的人来到基督跟前是因为一个“有钱”人（有手表、照相机、电脑、汽车，或是好衣

服）跟他做见证，那么这个穷人对成为一个基督徒和拥有物质的东西会有什么看法？若一个基督

教发展机构在某一社区所使用的科技花费超过当地居民的年收入的总和，那些居民会如何理解基

督教信仰和高科技以及开发之间的关系？ 
 
路加福音 2:52 节 

基督徒需要将他们对成长的信念跟圣经对照。路加福音 2:52 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

喜爱祂的心，都一齐增长。” 我们看到这是圣经中关于人成长的最为清晰简明的范例。耶稣是第

一个完美地表达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的本意。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受造时

完美。如今从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反映出神的形象的完美的人身范例。自从神创造之后，我们第

一次看到了我们该有的本象。因为耶稣是完美的，祂是我们的典范，祂的成长是我们各人成长的

榜样。 

 
仔细想想路加福音 2:52 节中惊人的含义。首先，它指出了神对全人成长的关注。路加医生描述了

耶稣成长的四个层面。耶稣的智慧和祂的身量、灵性和人际关系一并增长。大多数基督徒都同意

耶稣是人类有史以来成长最完全的人。圣经记载了耶稣的身量、人际关系，和灵命的成长。很明

显地，神很关注耶稣在每一个层面的成长，以完成祂来到这世界的目的。若耶稣的成长对我们是

一个榜样，我们就可以假定神也同样地关心我们在这四个层面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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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耶稣是我们成长的典范，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一点。“成长”这个词意指耶稣的成长同样也是一

个过程。祂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有所增长。试想，耶稣，神的儿子经历了成长的过程。神对我们的

计划同样也是成长、增长。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仍然处于一个成长的过程中。思考一下以上的想

法，路加福音 2:52 节对于你个人成长和整个教会有哪些启示？ 
 
我们可以将人的成长的大部分或者说所有的层面都归结在路加福音中这四个层面中的一个或者多

个之中。这是一个各个层面的特质都全备的奇才，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方式，可以用来全面

地观察一个人及其服事他人的功用。这些层面已经成为“丰禾基金会”(Harvest) 所有事工工具的基

础，同时也成为帮助世界各地社区发展的一个新模式。在 1980 年代早期，当孟博(Bob)在洪都拉

斯走访期间，途经一个新规划的社区。有个人朝走来，对他说：“耶稣在智慧、身体、灵性和社会

层面都有所成长，我们也应该如此成长。”他说他曾在两年多前上了一门课程，学习到了这一真

理。这个人是我们所接触的许多人中的一个，这些人让我们确认了路加福音中的成长模式将是一

个有用的工具。 
 
耶稣的成长环境 

耶稣在物质相对贫穷的景况中，在这四个生命的层面达到了祂做为人的完全潜能。祂出生在马槽

里。祂是在埃及的政治难民。祂在拿撒勒的一个技术劳工的家庭中长大，而拿撒勒是个被罗马压

制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祂的一家品行端正，但是由于耶稣不同寻常的受孕，祂的家庭因此遭

受一些怀疑和论断。因为在耶稣全家到耶路撒冷之后，圣经中再没有提到约瑟，所以约瑟很可能

是早逝，耶稣就很有可能当木匠，家计主要由祂支撑。耶稣没有受过正式的高等教育，但祂所受

教育就当地的水平而言是足够了，祂可以读书写字，并且祂很熟悉圣经。在耶稣家里，没有自来

水、抽水马桶、电、或是电视。祂没有手表，汽车或者电脑。 
 
耶稣在没有丰富的物质，高等的教育和先进的科技的情况下，却达到了完全的成长。祂告诉祂的

门徒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 12:15）以我们的标准看来，耶稣可能是很贫穷

的，但祂却并不缺乏。缺乏不是神的心意。耶稣拥有足够的爱、支持、受教育的机会和必要的物

质生活来摸着神的心意。神为耶稣成长所提供的物质环境既不富裕，也不缺乏，而是足够。足够

表示满足基本需要的资源是充分的。在箴言 30:8-9 节中对足够有很美妙的描述：“…使我也不贫

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祢，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

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耶稣成长时的物质环境为全世界的很多人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因为他们恐怕永远都得不到现代物

质便利的祝福。这表明了虽然没有丰富的“东西”，如：自来水、电、高收入的工作、科技或高等

教育，人们仍可以触及到神对他们生命的每个层面的心意。而相信生活富裕是人成长的必要条

件，实则就是偶像崇拜，西方许多的基督徒正是因为这样而灵命活力残缺。这种世界观常常认为

幸福和满足是依赖于“东西”，但是合乎圣经的世界观表达的则是信靠神。“东西”对于发展而言，

可以是很大的帮助。但若视其为成长与发展的唯一途径，我们的焦点和期望就错了。神是我们的

源头和供应者，正象祂是耶稣的源头和供应者那样。那些像耶稣一样，有足够的物质但仍贫穷的

人们，是能够在他们生命的每个层面上有所成长并且达到神对于他们完全的心意，正如耶稣那

样。再次提醒大家，高等教育或物质上的事物可以是好的，但是它们却不是成长最基本的要求。

这个合乎圣经的观点可以叫人得释放！倘若人们所有的足够，但缺乏西方国家所拥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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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成为合上帝心意的样式，是不会受到拦阻的。圣经的成长观念可以帮助人们步向成就神的

心意，而人的精力可以导向成为神要他们成为的样式，而不是致力于拥有更多 “东西 ”。 
 
对于教会的意义 

耶稣成长的模式指出，那些关注发展的基督徒必须努力建立一个物质足够的环境，使人可以在其

中成长。它同时也指出，教会有责任使信徒所需足够。我们相信，神有心让所有的人都拥有迈向

成熟所需的必要资源。这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不尽可能，但神的渴望是当人向着神造他们的本意

而成长时，他们所需不致被剥夺。我们注意到耶稣拥有爱神和敬畏神的父母，可能祂其他的亲戚

也是如此。像大多犹太男孩一样，耶稣很可能也上犹太教的学校，在那里祂学会了阅读和背诵大

量的律法和先知书的经节。祂也做有意义的工作，对社区以及祂的家庭有所贡献。祂有住所、食

物和衣服。就我们所知，祂所拥有的虽然简朴，却是足够的。 
 
倘若这些耶稣生平的例子代表神对于全人类的关注，那么就该反映在教会的关注和事工上。物质

的缺乏显然不是神的心意，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努力摆脱贫乏，并要记得神会以自然和超自然的

方式供应我们。对于保障我们教会和社区中的人所需足够，得以成长，我们的教会做了些什么？

那些生活上有余的基督徒有责任要为他们那些有需要弟兄姐妹提供帮助，但即使是那些贫穷的教

会也不能免于圣经的要求。物质上贫穷的教会需要明白缺乏并不是神的心意，并且神应许祂会供

应，使我们可以照祂的呼召过生活。神几乎总是呼召我们参与我们自己的医治。因此，在物质上

缺乏的教会需要做他们力所能及的，而同时要相信神会介入，并且提供他们所需以回应他们的顺

服。 
 
成长与发展是有目的的 

成长不单单只是为了要成长。成长是有一个目的的。耶稣的成长有其目的，祂向着神为祂所设的

目的而成长。圣经在几个方面描述了耶稣成长的目的：“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

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约翰福音 6:38）“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

神悦纳人的禧年。”（路加福音 4:18-19）“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
（路加福音 4:43）“因为神差祂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约

翰福音 3:17）“…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

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 20: 25-28） 
 
有一个词语能够恰如其分地总结耶稣的目的，那就是服事。耶稣成长，或说是发展，为的是要服

事。由于我们受造是为了反映基督的品性，即神的形象，我们被安放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要服

事。服事是伟大，成熟和人类真正成长的标记。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服事。

一种是不情愿的，或说是奴隶的。在有奴隶制度历史的文化中，要以积极的观点来看待服事恐怕

有些困难。然而，圣经中所描述的仆人的样式是完全不同的。那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中所提到的甘

心乐意的服事。这是一种甘愿顺服的态度，反映出神的心意，把其他人放在首位，对待他们正如

我们想要他人如何对待我们那样。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人们正在向着合乎圣经的观念成长呢？就是当我们看到他们愿意放下自我在他

们的环境中服事，正如基督在祂所在的环境中服事一样。但让我们更进一步。如果我们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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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服事，那么我们服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他人步向着神对他们的心意。神的心意

又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更象基督，去服事。当神的子民作仆人时，祂就因此得了荣耀。而这正

是所有基督徒的终极目标：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 
 
圣经中成长发展的定义 

由于我们是以路加福音 2:52 节来看人们成长的典范，我们可以将理想的成长定义为我们从目前所

在的光景，步向神对于我们现在和将来的旨意。步向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一个一生的过程！不是一

蹴而就的，甚至我们一生都不能够完成，直到我们与基督面对面。但在那之前，我们应当一直处

于这个过程中，即步向神的心意。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包括服事，服事他

人。 
 
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基督徒们应该反映出他们的主的品格。因此，我们要帮助别人向着神对于他

们的心意而成长。然而，在我们能够鼓励别人成长之前，有一步是我们自己必须先踏出的，那就

是我们个人的成长。耶稣告诉我们在天国里被称为大的，就是那些遵行诫命，然后教导人遵守的

人。（马太福音 5:19）一个有果效的门徒，他如何鼓励别人成长，必先自己立下榜样。我们不可

能在我们鼓励并且帮助他人步向神为他们所定的目标之前完全地完成我们的个人成长。但是，在

我们能够真正有效地鼓励或帮助他人成长之前，我们自己必须要处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有一句话：“成长从我开始。”让我们求圣灵指示我们哪些方面是祂要我们成长的。当祂光照

我们某一个层面的需要时，我们需要决定步向祂的心意。每个人所需要改变的方面和速度都不

同。然而，成长的趋势必定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即向着基督为我们立的榜样。 
 
愿神赐给我们恩典和能力步向祂的心意，尤其是在服事他人上。但我们需格外留意，在服事他人

的同时，我们自己必须在生命的每一层面也持续地步向祂对我们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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