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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每个人都需要教导  
 

 

你见过鸟妈妈把她的孩子推出鸟巢吗？她正

在进行一个教导过程，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鸟

宝宝能够独立照顾自己为止。我们对自己的孩子，

也要做同样的事情，从他们的幼年开始，我们就

要教导他们该如何在这个世上生活。  

我们已经看到知道，基督徒教导的三个目的：

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需要救恩；帮助他们有基督

徒生命的长进；引导他们参与基督徒事奉。现在，

我们要看一看人们是多么需要教导。神——人类

的创造者，他要世人都认识他并爱他。  

我们对基督徒教导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成为

好教师。我们的心愿应该是教导人，无论是儿童、

少年，或是成年人，让他们的生命改变。祷告主，

请求他帮助你了解你所认识的每个人的需要，这

是为主做教师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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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在本课学到… 

没有人被忽略  

耶稣的样式  

每个人的需要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儿童  

少年人  

成年人  

本课将帮助你… 

■ 解释基督徒教训为什么是针对每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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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不同的年龄群回应教导的方式。  

■ 理解从学到教的重要性。  

没有人被忽略  

耶稣的样式  

目的 1：解释耶稣怎样向我们表明我们应该教导每

个人。  

在第一课我们学习了耶稣有关教导万民的命

令。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马太福音 28：

19）这是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怎样去顺服它呢？

我们中间没有多少人能够环游世界，即使有人能

去很多地方，也不可能教导每个人。  

对你而言，顺服这个命令的方式，首先是愿

意被教导，然后是教导你认识的人。神要你教导

的人也许在教会里，也许在你的邻居中或在你工

作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你要把神的真理教给你

的家人，你的家人也需要被教导。  

如果所有基督徒都顺服神的带领，教导他们

所认识人，那么要不了多久，所有人都将听到神

的信息。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所传的福音是针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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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但是，他从未离开过犹太人居住的巴勒

斯坦地，他教导周围的所有人。有时，还特意请

他们来听他教导，我们在马可福音中读到：  

“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

我的话，也要明白。’”（马可福音 7：14）  

有时，他教导那些靠近他的人，约翰福音这

样说：  

“清晨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

他就坐下教训他们。”（约翰福音 8：2）  

我们在福音书里阅读耶稣生平的时候，从未

看到他让任何人空空的离开。他看顾他们的需要

并教导所有靠近他的人，从不忽略那些到他跟前

来的人。  

有时我们很容易认定，某人还没有重要到需

要我们去教导的地步，或者认为某人肯定不会接

受福音，所以就不想在他身上浪费时间。还有，

我们可能不敢教导比我们重要的人，比如我们的

领导。  

我们不能凭自己对某人的感觉来确定，要教

导哪些人，不教导哪些人。耶稣绝不放过每一次

教导人的机会，我们也应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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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 解释你如何顺服基督要你去教导“万民”的命

令？…………………………………………………… 

2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神有关教导的命令不是针对所有人的。  

b) 我们要去教导住在我们自己家里的人。  

c) 要我们去教导的命令，记载于马太福音 28：

19。  

d) 耶稣害怕教导那些人，让他们离开。  

e) 耶稣只教导作领袖的人。  

每个人的需要  

目的 2.：列举教导每个人的理由。  

保罗教导说，神的福音是给所有人的。当他

在雅典的时候，他教导人们有关耶稣和复活的事

情。当人们要求他再作解释时，他告诉他们，神

怎样造了世界和其中的万有。然后，他说：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

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使徒行转 17：30）  

当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时，他再次向众人解

释了有关神救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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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

主，他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

的，就必得救。’”（罗马书 10：11-13）  

每个人都需要接受教导，这只说说是不够的。

我们还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个人都需

要教导？非基督徒需要教导，因为他们需要了解

怎样才能成为基督徒。他们必须受教导，认识到

要想有内心的平安没有其它途径。永生之路要靠

相信耶稣基督。  

但是，对那些基督徒又怎么样呢？他们也需

要教导吗？是的，也需要受教导。没有人是完全

的，直到我们回到天国为止，我们要不停地学习。

这就是保罗教导他所事工的基督徒的原因：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个人、

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

面前。”（歌罗西书 1：28）  

保罗还就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教训，举出了

一个实例。阅读提摩太前书 4：1-6，当你阅读时，

请回答以下这些问题：魔鬼想要我们相信的两个

教训是什么？保罗就这两件事所作的正确教训是

什么？如果提摩太为他的基督徒弟兄这样做了，



 

 57 

会怎样？他对自己作了什么？  

魔鬼会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宣扬错误的教训，

他要人们认定结婚或吃某种食物是错误的。如果

魔鬼能够让我们对这些事情产生这样的看法，那

我们就不能思想神的真理了，这种想法将阻碍我

们的属灵长进。因此，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把神的

真理教导给人，所有人都需要认识真理。如果他

们不认识真理，魔鬼就会用谎言充满他们。  

习题  

选择正确的答案。  

3 你可以通过教导…………，而成为现代保罗。  

a) 罗马人。  

b) 那些认识耶稣的人。  

c) 每个需要耶稣的人。  

d) 雅典人。  

4 每个人都需要教导，好拥有……。  

a) 关于神的大量的知识。  

b) 智慧。  

c) 藉着耶稣基督得到的永生。  

5 为了胜过撒但的谎言，我们要教导……。  

a) 神的真理。  

b) 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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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诚实。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目的 3：  列出每个年龄群属灵认识的差异。  

我们都是独特的——不仅在属灵长进方面，

还在我们的理解程度方面。每个人都需要得到神

真理的教导，但是我们不能像教导一个成年人那

样去教导一个孩子。现在，我们来看看针对不同

的年龄群——儿童、少年和成年人，怎样的教导

才是最好的。  

儿童  

儿童对耶稣很重要，当他的门徒为他们中谁

在天国最大而发生争论时，他指着一个孩子对他

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

小的，他便为大。”（路加福音 9：48）  

从耶稣的这些话语中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教

导事工也必须看顾到儿童。我们应该从儿童的哪

个年龄段开始教导呢？父母应该在孩子的幼年期

就开始教导他们，并把他们带到教会，我们的主



 

 59 

日学课程，也为他们提供了所需要的教导。  

在我们的孩子能说话前就读经给他们，从他

们出生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向他们唱有关耶稣的

赞美诗。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一直都把耶稣当

作我们家里的一个朋友。  

孩子是在他们能够理解的生活氛围中长大

的，父母不会让他们两岁大的儿子去修房子，孩

子首先学会的是搭积木。以后，他将学会如何使

用榔头和锯子。  

孩子属灵生命的成长跟这个过程一样，一个

两岁大的孩子，不能理解有关耶稣的死和复活的

故事。但是，他能把耶稣当作他的朋友。  

 

下表表明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认识属灵真

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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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差异 

  2-3 岁 4-5 岁 

神 感到神是真的 把神当作父亲 

耶稣 感到耶稣是最好的

朋友 

感到耶稣的同在 

圣经 是一本特殊的书 是一本特殊的书 

祷告 作简单的祷告 作简单的祷告 

属灵长进   知道对错 

  6-8 岁 9-11 岁 

神 认为神是满了爱

的，是圣洁的 

认为神是大审判

官 

耶稣 回应耶稣并把耶稣

当作自己的救主 

对耶稣有更加深

入的认识 

圣经 开始阅读 养成了阅读习惯

并记忆经节 

祷告 祷告的时候有信心 逐渐养成了祷告

的习惯 

属灵长进 能够认识到神的帮

助 

关心别人的属灵

需要 

无论你是孩子的父母还是教师，都应该学习

这张表，它将帮助你了解哪个阶段的孩子需要哪

些真理的教导。   

习题  

6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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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耶稣的意思是孩子们还太小，不要教导他

们有关他的道理。  

b) 我们的教导事工，也应该包括儿童。  

c) 当孩子们满两岁时，他们已经预备好听有

关复活的教训了。  

d) 教导孩子们有关耶稣和他爱的教导，永远

不会太早。  

7 因为不能期望孩子们理解太困难的东西，我们

应该  

a) 等到他们足够大时，再把有关神的教训教给

他们。  

b) 尽早开始教导他们有关耶稣爱他们的简单

真理。  

少年  

当一个儿童成为少年时，他的变化会很大。

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他开始质疑他童年时所相信

的许多事情。因此，教师们帮助他们时，需要做

几件事情：  

1.  回答他的疑问：无论这个少年人问什么，

他都需要一个答复。有时，问题会很难，

但是靠神的帮助，我们就能找到答案并向

他显明神的方式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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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听他诉说：他的头脑非常繁忙，他正在探

索所有的生命问题，想要与人分享他所看

到和学到的，无论是对他所参加的学校的

学科测验，还是对朋友汽车的描述。他想

要告诉你他的想法，并且他需要倾听。  

3.  树立榜样：少年人需要看到基督徒真正的

工作。把你自己的需要，与得到回应的祷

告拿来与他分享。当他看到耶稣在你生命

中的作为时，就知道你所教导的是真理。  

4.  把神的真理运用于他的生命：和他一起祷

告和工作，好让他自己确实认识到神所应

许的真理。他需要看到神在他生命中的作

为，这将建立他的信心。  

习题  

8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少年人需要看到神在他自己生命中的作

为。  

b) 我们无须努力回答，一个少年人提出的所

有问题。  

c) 抽时间倾听少年人的讲述很重要。  

d) 教导少年人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成为一个

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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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个少年人的属灵长进是很独特的，因为他  

a) 从未真正理解过他所受到的教训。  

b) 不会听从成年人。  

c) 开始质疑他童年时所相信的事情。  

成年人  

成年人可以以一种儿童和少年都无法做到的

方式理解圣经，然而，他们仍然需要受教导，从

而把他们学到的真理活出来。如果他们不能以这

种方式生活，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将停滞不长。但

是，当他们做了神藉着他的话告诉他们要做的事

时，他们就能接受更深真理的教导并不断长进。

对神话语的教导，应该为一个成年人的生命带来

改变。  

成年人需要认识到耶稣基督应该是他们生命

的主和教会的头。即使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耶稣也能向我们每个人显明怎样为他而活。当我

们顺服时，他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主。  

作为成年人和信徒，我们都能成为神话语的

教师。教师要作神的同工，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

学生。我们对他们的需要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更

好地把他们所需要的教训教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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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每个人都得到教导，但因为我们以各种

不同的方式学习，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圣经，并且

学习各种方法，即怎样去教导各种认识程度的学

生，无论这些学生有什么样的需要。  

习题  

用括号中的正确答案补充下列句子。  

10 对成年人可以教导…………………………。  

（更快一些的  / 更深的真理）  

11 当一个成年人不能顺服来自神话语的真理时，

他……………。  

（属灵的生命将停滞不长  / 可以继续教导人）  

12 教师…………………………………………。  

（只能是成年人  / 是神的同工）  

13 现在，你对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年龄群之间的

不同已经有所认识，当你有机会教导某些人

时，你打算做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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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13 我要了解这个人。首先，我要了解他是不是基

督徒；其次，我将用他那个年龄阶段所能理解

的事情来教导他。  

1 通过教导你所认识的人。  

12 神的同工。  

2 a 错。  

b 对。  

c 对。  

d 错。  

e 错。  

11 属灵的生命将停滞不长。  

3 c) 每个需要耶稣的人。  

10 更深的真理。  

4 c) 藉着耶稣基督得到的永生。  

9 c) 开始质疑他童年时所相信的事情。  

5 a) 神的真理。  

6 a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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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  

c 错。  

d 对。  

8 a 对。  

b 错。  

c 对。  

d 对。  

7 b) 尽早开始教导他们有关耶稣爱他们的简单

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