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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教导的核心  

 

在上一课中，我们探讨了教导事工的两个理

由。我们已经注意到，新约教导成就了圣经命

令，其主要方向是为了使信徒们长进。现在，

我们将探讨使徒行传 20： 28-30 中，关于进行

全面教导事工的一条明确的新约命令，我们称

之为教导命令。我们要研究为了达到我们的各

项圣经目标而实行这一教导事工的方式。  

有人把我们的圣经比喻为技师们用来维护

和修理大巴的操作手册。他们的手册帮助查找

问题、提出修理方案，因此，可以避免不必要

的拆卸和可能带来损害的用法。我们的圣经为

我们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提供了指导，告诫我们

避免可能会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各种危险，

推荐了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长进的步骤，以

使我们的生活能在属灵上多结果子。因此，我

们必须把我们的教导和讲道事工，建立在圣经

的基础之上。  

在我们探讨圣经宝藏中的若干珍品的时候，

我祈祷你将会接受挑战，带着渴慕、希望和惊

喜，来面对你的教导事工。你花费几辈子时间，

也永远无法用完等待着你去发现、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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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限的教导材料。  

 

课文大纲  
教导命令  
带领羊群  
牧养羊群  
保护羊群  

课文目的  

当你完成本课学习的时候，应当能够：  
 阐述关于教导的圣经命令。  
 阐释基督教教义，分析其作用。  
 从圣经中找到并安排主题教导的材料。  
 表明如何用圣经研究方法，来学习较长的经

文信息的内容。  

学习要领  

1. 快速地浏览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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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温一遍这两卷书，记下保罗强调应

该进行的许多不同方面的教导。这些内容

会为你带来大量的讲道材料。  

2. 学习课文开场白的各个段落、课文大纲和

课文目的。然后，按照往常的程序学习课

文进程。在你完成本课的学习之后，请做

自我测试，并检查你的答案。  

关键词  

辨别力           策略         论题的  
阐释式讲道       研究         三部曲  
有条不紊地       神学的       助理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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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进程  

教导命令  
目的 1、列举出保罗向以弗所领袖们所倡议的关

于事工的三个要素，并阐释每一个要素的重要

性。  

作为一位牧者，你应该认识到圣经中有大量

的资料可以供你开发。记得若干年以前我曾经

听一位年轻人讲道，他感到自己必须到另一个

地方去事奉，他认为在三年的时间里，他已经

把圣经中的一切，向人们作了教导和宣讲。我

认识一些人，在同一个地方事奉了二十多年，

他们的事工有挑战性、有活力，显然在拯救人

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这两种人都回应了神的呼

召去做事奉，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一种人很少为了他的教导事工而做准备或

学习；而另一种人，则专心于学习、祷告、服

侍他人和与他的事奉一并成长。前者很快便用

完了那些雷同的材料，缺乏自律或必要的动力

去学习和预备，他很快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去把他所知道的东西再重复三年。后者是如此

深入地融入了人们的长进过程，他绝不会只在

礼拜的时候才喂养人们，而是依靠神的话语的

丰盛供应。他认识到自己的事工，必须为人们

的属灵成长指明方向。他还知道他的事工，应

该激发听众培育一种敏锐的属灵识别能力。他

们必须能够分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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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决心勤勉地预备自己，以使他的事工，

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属灵需要。  

保罗对以弗所长老们的要求（使徒行传 20：
18-35），表明了我们的教导和阐释式讲道事工，

应该包括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基本要素。在 28-30
节中，我们可以看到特别要求领袖们要像牧人

保护他的羊那样，保护羊群免受错误教义的毒

害。要做到这一点，他们的事工必须包括“带

领”、“喂养”和“保护”神的羊群。这三项职

责意味着要有取之不尽的讲道材料。  

习题 1、在你的笔记本上，列举出保罗向以弗所

领袖们所倡议的关于事工的三个要素，并阐释

每一个要素的重要性。  

带领羊群  
目的 2、识别教师所必须体现出来的领导职责的

特点。  

保罗要求以弗所的长老们，为自己和神所交

托给他们的群羊警醒守候。属灵领导职责包含

了很大的责任，教师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作为

一个领袖，教师必须具备属灵上的敏感性，他

应该有能力作出正确的决定，能够激励人们来

跟从，并且有明确的目标，有能力识别他在神

的计划中的职责。让我们来探讨保罗在他给提

摩太和提多的书信中，所指出的关于领袖职责

的一些品质。  

习题 2、阅读提多书 1： 7-8； 2： 6-7，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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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书 3：10；提摩太前书 4：16。作为他

人的教师，保罗向我们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教导方法。请描述这个方法是什么，把你的答

案写在笔记本上。  

其次，作为人们的领袖，教师必须是一个行

动决断的人。当基督肢体中的某些人，抵制圣

经教导而求诸于非圣经教导的时候，教师必须

为了他的羊群的益处而做出果断的行动（提摩

太后书 4：5；提多书 1：9；2：15）。当需要责

备或警戒的时候，领袖必须充满爱地采取行动

来纠正各种弊端；而在需要劝勉的时候，他必

须劝勉人（提摩太后书 4： 2）。  

教师的第三项职责，是认识神对自己和对他

所牧养的人们的旨意。为了认识神的旨意，他

必须确定各种目标，来帮助自己达到对神的旨

意的认识。如果神的旨意是基督肢体中的成员

们去做有效的见证，那么，其任务就是要培训

信徒们，使他们同样也成为见证人（提摩太后

书 2：2）。没有关于这一任务的总目标和有助于

帮助一个人达到这一目标的若干好的中间目

标，他的事工就可能会有不能满足各种属灵需

要的危险，那样就会把人们带入毫无果效的圈

子。保罗告诫提摩太，记住他的目标和圣经所

表明的生命旨意（提摩太后书 3： 14-17）。  

或许，你心中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如何

才能使人们分担神所交托给我的重担，并接受

以圣经为基础的各种目标？”引导人们属灵长

进的方法之一是运用主题讲课的方式。圣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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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重要的地方和事情，都可以在圣经学习中，

被用来教导基督教真理的原则和指导日常生

活，这样才能带领属灵上的长进，以至 终认

识到神的旨意。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有效地运

用“主题讲课”的每一个方面来带领神的羊群。 

圣经人物。你可以用许多不同的圣经人物作

为讲课的主题，这些主题讲课将会使人们感到

有趣、学到知识和受到鼓舞。  

方法之一是对照比较两个圣经人物的生活。

例如，雅各和以扫（创世记 25： 19—49： 33）。
你可以对照比较： 1）他们的早期生活， 2）他

们的成长岁月，3）他们的经验教训。通过认真

分析这些人物，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成功的地

方，也可以看到他们失败的地方，还可以明白

到掌管他们生命的原则是什么，以及这些生命

原则，如何导致属灵上的成功或失败。在可能

的情况下，你应该包括新约圣经对旧约人物的

评价。你希望学习的其他人物可能是：以撒和

以实玛利、大卫和扫罗、马利亚和马大等等。  

习题 3、我们可以通过关于圣经人物的主题讲

课，激励我们所牧养的那些人去认识和寻求神

对他们生命的旨意，因为这类讲课：  
a) 经过严密的组织安排，涵盖重要事件并且易

于学生学习。  
b) 从人们的生活中吸取营养，而这些人物对他

人是一种祝福和激励，他们的生活都是讨神

喜悦的。  
c) 其组织结构是为了全面地阐述圣经人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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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每一个方面。  

这类讲课是用爱来讲述的，而不只是列举什

么是基督徒生活中应该做的，什么是基督徒生

活中不应该做的。他们确立讨神喜悦的生活方

式，服侍他人，建立信心，确定基督徒长进的

途径。  

地点。城市、村庄、战场和地理特征——所

有这些都是有趣的学习内容。从新约圣经和旧

约圣经中引用材料，设计出一个大的系列课程，

阐述以色列人的旅程、人们宿营地的名称的重

要意义、对于神的本质和旨意以及他的领导方

式的深入洞察，以及关于以色列从哪里来、所

走过的路程和要到哪里去的重要意义。你还可

以探讨保罗在他的传道旅程中建立教会的各个

地方，他讲道旅程中的战略要地，以及他用简

单的计划来实现属灵目标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这样的学习，应该与学习保罗写给他所建立的

某个教会的书信，紧密结合起来。  

习题 4、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圣经中的地点可以用来教导和应用属灵真

理，因为这些地点的名称，常常反映了神的

子民在属灵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经历。  
b) 保罗事工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重要意

义，因为只要可以讲道或教导的地方，他都

会去讲道或教导。  
c) 研究保罗所服侍过的城市，例如哥林多，我

们可以了解到当地人文化和习俗，显明神的

旨意，以及在一个邪恶的社会中建立教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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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领导地位。  
 
一切事物。当你带领你的羊群，认识和经历

神的真理的时候，圣经中的很多事物，都可以

帮助你有效地交通。例如，你可以教导会幕中

每一件物品的重要意义，表明它如何预表了在

新约时期中更好和更长久的东西。或者，把希

伯来书作为学习指导书，你可以探讨基督永恒

的祭司职位对于旧约时期利未人的祭司职位的

优越性。圣经祷告文、神迹奇事、婚姻家庭、

比喻和筵席，都是你可以学习的其他一些事情，

学习这些事情，将会帮助你有效地带领人们走

向更加丰盛的属灵生活。  

后，你的带领应该激励他人跟从你事奉

主。彼得说耶稣是 优秀的教师，耶稣给我们

留下了榜样，叫我们跟从他的脚踪行（彼得前

书 2： 21）。保罗心中的渴望是效法他（腓立比

书 3： 10）。当你教导的时候，应当以耶稣的爱

充满你的教导，这样其他人才会希望把他们自

己，委身于你所事奉的主（提摩太前书 4：
15-16）。  

习题 5、识别教师所应该体现的领导职责的圣经

例子，在正确的例子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1，在那

些没有体现关于领导职责的圣经原则的句子前

面的空白处写上 2。  
…….a 卓有成效的教师，通过严格地遵守律例

来带领。  
…….b 卓有成效的教师，因为他自己的态度和

行为的缘故而鼓励他人去效法。  



 243

…….c 成功的教师，清楚地明白到他教导的目

标。  
…….d 成功的教师总是使学生们忙于做事（作

为他的主要目标）。  
…….e 聪明的教师是果断的，有能力做出决定，

而 他 的 决 定 将 影 响 到 他 作 为 牧 者 的 工

作。  
…….f 聪明的教师在选择教导内容的时候，主

要是顺从人们的意愿。  

牧养羊群  
目的 3、阐释牧养羊群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在基督徒事工中的目标，是要为我们的

听众提供学习和回应圣经真理的机会，以使他

们在属灵上长进和在信心里渐渐地长大成熟。

作为领袖，我们要以权威的圣经为基础，来开

展教导和讲道活动，把我们的听众带向长进。

我们要完整地宣讲神的话语，这一点颇为重要。

然而，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使人们明白神的话

语，而是要通过以圣经为基础的教导和讲道，

使他们经历耶稣基督——一种带来善行和敬虔

生活的经历。善行和敬虔生活，则是在属灵上

成熟和长进的体现。  

“牧养羊群”，你在教导事工方面被赋予的

职责，指的是向人们阐述生命中的重要主题（实

际的和属灵的，各种关系，行为举止等等），以

作为他们定期的属灵食粮的一部分。这些主题

是：圣经是怎么来的和本质，对神的信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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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圣灵、人、罪、灵界，教会的作用，审判

和 后的事情。个人的基督徒生活经历也应该

包括在内（例如，敬拜和事奉），还包括关于基

督徒家庭的观念，以及如何建立和保持家庭和

谐。你还应该教导基督徒如何回应各种社会问

题，以及基督徒对于社会和这个世界的责任。

你应该发挥基督徒的领袖职责。因此，你可以

看到，教导的信息涵盖了巨大的领域，几乎触

及了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  

 

纵览圣经的方法是你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的

需要，为他们提供全备的属灵食粮的有效途径。

这是一种对圣经的某一部分进行综合学习的方

法。圣经纵览可以包括完整地研究某部圣经书

卷或某段较长的经文信息，一章经文或几章经

文。请注意，这些研究中的每一种方法是如何

进行的。  

研究圣经的一个篇章。圣经中的篇章划分，

通常把关于同一主题的经节集合在一起。有一

些篇章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主题：约翰福音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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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我们主的祷告文；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

——爱；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身体的复活。

这些篇章中的每一章，都为圣经研究提供了很

好的材料。适合于系列讲课的其他篇章包括：

创世记第 3 章和第 22 章、出埃及记第 12 章和

第 20 章、申命记第 32 章、约书亚记第 1 章、

列王纪下第 5 章、诗篇第 51 章和第 90 章、以

赛亚书第 53 章，这些都出自旧约圣经；新约圣

经中的有：路加福音第 15 章、约翰福音第 11
章和第 15 章、以弗所书第 2 章、提摩太后书第

2 章、约翰一书第 1 章和启示录第 22 章。  

有些篇章可以归类集合在一起来学习。诗篇

第 22、 23 和第 24 章，可以组成一个三部曲，

这部三部曲可以这样加以标题：诗篇第 22 章

——救主；诗篇第 23 章——牧者；诗篇第 24
章——君王。马太福音第 5、6 和第 7 章可以用

来组成一个关于“登山宝训”的系列讲课。启

示录第 2 和第 3 章，包含了耶稣对亚细亚七个

教会的信息。  

下面这些材料和建议，会有助于你准备和教

导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爱的篇章。这一章的

结构非常简单，可以显而易见地分为三个部分。

这一章的简单大纲应该是这样的：  

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爱的篇章  
一   爱的重要性（ 1-3 节）  
二   爱的特性（ 4-7 节）  
三   爱的恒久性（ 8-13 节）  

可以加上你对与爱有关的其他圣经章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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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也可以列举圣经例子来说明其所包含的

真理。应该考虑其上下文，把这方面的学习置

于适当的环境之中。如果材料和时间许可的话，

你可以作为一课来教导这章经文，也可以把它

扩展为三课或更多课。  

你应该围绕中心主题——爱，提出由其内容

本身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例如：爱是什么？爱

的特性是什么？爱是如何体现出来的？爱与其

他属灵恩赐的关系是什么？爱的果效能持续多

长时间？爱会带来什么？如果你像这样来讲

课，那么，就不会偏离主题。  

你会明白如何把一个篇章进一步划分为若

干个部分，以便更好地学习和教导。要教导这

一信息，你和他人都应该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明白到你的讲课需要分成几个部分。当你计划

一个讲课系列来探讨某个圣经书卷的时候，你

准备和教导圣经篇章的经历，将会对你颇有帮

助。  

习题 6、阅读约翰福音 17： 1-26。这段经文分

为三组经节，请列举出每一组经节的中心主题。 
a)  经节 1-5………………………………………。 
b)  经节 6-19……………………………………。  
c)  经节 20-26…………………………………。  

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第 17 章有三个清晰

明确的部分，每一个部分可以很好地加以引申

发挥。每一个主要主题下面的分论点都有大量

资料的支持。通过这章经文，我们可以推断出

祷告在我们主的生活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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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们的大祭司曾经为我们祈求（希伯来书 7：
25），我们便可以从中支取力量和得到激励。  

研究圣经的一部书卷。系统地学习圣经的某

部书卷，将使你的听众受益和得到祝福。作这

样的系列讲课，可能需要花若干个月的时间，

甚至于花一年的时间，这取决于这部书卷的长

度和学习这部书卷的详细程度。你应该在开始

第一课学习之前，预先做好初步的计划。在准

备 初计划的时候，要考虑到以下几件事情。  

选择某部圣经书卷进行全面研究学习，要考

虑到你们班级的各种需要。另外，还要考虑到

可以提供的学习材料。在计划和预备课程的时

候，可以借助于解经书和串珠。没有的话，则

可以使用你的圣经和笔记本。  

在你开始系列讲课之前，要尽可能多地收集

材料。明确你的主要研究目标。当你分析自己

从研究学习中所搜集的材料的时候，要确定你

需要多少课来阐述这些材料，然后，你便可以

确定系列讲课的课时。在开始第一堂课的三个

或四个星期之前，就要宣布你开始讲课的时间。

为了达到系列讲课的预期，应要求你的听众阅

读将要学习的书卷（如果可能的话，要阅读几

遍）。要提前用足够多的时间来准备每一节课，

以使你有充裕的时间，来收集和编写材料、准

备教具和给学生布置必要的作业。  

四福音书的任何一卷，都是开始圣经纵览学

习的一个好选择。当你实际运用编写大纲程序

的时候，还可以组织安排其他圣经书卷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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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讲道）。准备和教导如何研究学习某部圣经

书卷是一项主要任务；但是，这样的努力是完

全值得的，因为研究学习对于你和你的听众都

颇为有益。  

你将会从教牧书信中找到大量的教学资料

（属灵食粮），促进基督徒的成长。在下列习题

中，我们将要学习使徒保罗就综合教导责任方

面，对同工们的指导。他有关这一教导内容方

面的详细指示，表明了这项任务的重要性。  

习题 7、阅读经文，然后回答与每一段经文相关

的问题。  
a) 提多书 1： 1-3， 9 表明保罗的教导使命，乃

是 凭 着 神 选 民 的 ……… 和 敬 虔 真 理

的………，这些都是根据对…………………的

盼望。  
b) 提多书 1： 2 和 3 节宣告了神在万古之先

所………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

夫把他的道………，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

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给了使徒保罗，以建立

信徒们的信心。  
c) 提 多 书 1 ： 9 宣 告 教 师 有 责 任 坚 守 所 教

的…………，将纯正的…….劝化人，又把争

辩的人…………。  

d) 提多书 1： 9 表明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必

须揭露那些反对已经显明的真理信息的人

的………………，提多书 1： 10-14 揭示了假

教师的目的是为了………………….。使徒保

罗认为假教师应该受到责备，以使他们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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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上 ……………… 或 恢 复 信 心 ， 而 不 要

听…………………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  

习题 8、阅读提摩太前书 2：3-6，4：10；提多

书 2：11。然后，选出正确的补充句。这些经节

所表明的使徒保罗的一个教导主题是：  
a) 神为全人类提供救恩。  
b) 救恩只局限于提供给所拣选的人。  
c) 基督的救赎工作，只对那些相信的人有效。 

习题 9、在提摩太前书 4： 1-7 中，保罗告诫在

末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建立在圣经之上的真

道，反而听从源于什么的道理？  
a) 那些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受过高等教育和依

靠哲学的人的道理。  
b) 充满无知和正规教育毫无影响力的方面。  
c) 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些道理歪曲福音教

导，使很多人偏离正道，听从他们的假教导。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

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使徒行传 20：28）

习题 10、把下列论题或主题（右边）配上与之

相应的经节（左边）。  
….a 提摩太前书 2：1-7     1）因为仁慈，即

使是 下等的

罪 人 也 能 得

救。  
….b 提摩太后书 3：10-17   2）祷告是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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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的基础。  
….c 提摩太前书 5： 3-16   3）因此你希望去

带领。  
….d 提摩太前书 6： 1-2    4）教会的社会福

利责任。  
….e 提摩太前书 1： 15-16  5）支持事工者：

圣经的命令。  
….f 提多书 2：1-10        6）奴仆的责任。 
….g 提摩太前书 5：17-18   7）门徒地位和基

督徒事奉的代

价。  
….h 提摩太前书 3：1-7    8）每一个基督徒，

必须怎样有效

地在社会上生

活。  
….i 提多书 3： 1-2         9）基督徒的公

民责任。  

习题 11、阐释“牧养羊群”的含义是什么。  
………………………………………………………
……………………………………………………… 

保护羊群  
目的 4、把描述属灵危险的经节，配上每一种情

况中产生麻烦的原因。  

正如牧羊人在敌对的环境中，放牧羊群会遇

到各种危险一样，属灵牧者也会面对各种可能

会破坏羊群合一的严重危险。有很多各种各样

的危害可能会使某个群体分裂，摧毁某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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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在听了假教师油嘴滑舌的说教之后，可

能会使某些人偏离正道。这也正是为什么你作

为一位助理牧师，有责任保护你的羊群的原因

所在。  

习题 12、再次阅读使徒行传 20： 28-30，选出

正确的句子。（这些经节，对你所面对的危险的

本质以及如何发现它提供了线索。）  
a) 当保罗告诫他的以弗所听众们，在他们当中

会出现凶暴的豺狼的时候，他指的是“外部

的危险”——来自他们群体之外的危险。  
b) 保罗的关切是不真实的。以弗所教会并没有

危险，因为有圣灵的掌管。  
c) 第 30 节中所提到的以弗所自己的群体当

中，会有人起来歪曲真理，带领某些信徒脱

离他们，这说的是“内在的危险”——以弗

所教会内部所产生的各种问题。  

你有办法预备你的羊群，过完全的基督徒生

活和应对他们所面对的各种危害，这个办法就

是：系统地教导纯正的教义。教导教义课程的

目的是要系统地向人们教导福音的真理。神学

教导的目标是要回答人们能够提出的 基本的

问题。例如，关于神的教义，回答了宇宙是否

是友善的问题，也回答了生命是否有意义有目

的的问题。关于人的教义则告诉我们，人是否

能够明白生命的意义，以及在相交和事奉中进

入神的同在。关于救恩的教义，回答了人们关

于生命可以如何从挫折和失败中得到拯救，以

及关于生命如何提升到 高层次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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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讲课的重点是圣经所揭示的真理，与此

同时，还应该把真理运用到基督徒生活之中。

教师讲课而不着眼于应用，就好比医生向他的

病人上健康课而忘了开处方一样。  

当你承担教义讲课的任务时，你可以专心致

志地研究学习某组圣经书卷中，或某一部圣经

书卷中，甚至于某部圣经书卷里某一段经文中

的某一条教义。例如，你可以在帖撒罗尼迦前

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中，学习关于主的再来的

教义，或者是在歌罗西书中学习关于基督的教

义，或者是在罗马书第 8 章中学习关于圣灵的

教义。这些经文信息都直接地阐述了教义。  

当你开始学习某一圣经教义的时候，应该收

集所有关于该教义的附注。你可能会希望在圣

经中，直接查找关于教义的经文，或者是如果

你有词汇索引的话，通过使用词汇索引来查找。

但是，当你查找圣经附注的时候，应该认真阐

释和比较所有的附注。如果可以找到其他书籍

的话，你还应该使用这些书籍。诸如圣经词典

或圣经百科全书，关于教义的附注应该与该教

义的经文上下文联系起来，而且还应该与圣经

真理的总体模式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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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你的 为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教导纯正

的教义。这对于帮助人们认识神对他们生命的

计划、建造他们的信心，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其次，这可以预备好他们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

属灵危害，这些危害既可能是教会内部的，也

可能是外部世界的。但是，在我们等待主再来

的时候，我们所强调的不仅仅是抵御敌人的攻

击。相反，当我们回应基督的命令去分享我们

的信心和履行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赐予

力量来抵御敌人的攻击。  

我们将会经历各种攻击，当我们进行激烈的

信心争战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试验和试探都会

临到我们，我们会遭遇到逼迫和艰难困苦（提

摩太后书 2：3；3：10-12；彼得前书 2：20-25）。
这些经历是那些跟从主的人的特权，但是耶稣

曾经得胜地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

界。”（约翰福音 16： 33）  

在此，耶稣阐述了一些对照显明的事情：在

世界里门徒们会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他们有

平安。得到了对于这些危害的预先告诫，我们

可以更好地准备好抵御这些外部的攻击，认识

和战胜内在的叛逆、假教义和自私自利，所有

这些都威胁到我们所牧养的人们的生命。  

习题 13、把下列每一段经文中所描述的假教导

或属灵问题，（左边）配上苦难的具体原因（右

边）。  
…….a 提摩太前书 1：3-7     1）内在的攻击  
…….b 提摩太前书 1：19-20   2）外在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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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摩太前书 4：1-7     3）个人的背教  
…….d 提摩太前书 6： 3-10 
…….e 提摩太前书 6： 20-21 
…….f 提摩太后书 2： 14-18， 23-26 
…….g 提摩太后书 3： 1-9， 10-13 
…….h 提摩太后书 4： 3-5 
…….i 提摩太后书 4： 10 
…….j 提摩太后书 4： 14-15 
…….k 提多书 1： 10-14 
…….l 提多书 3： 9-10 

至此，我们已经探讨了教导的必要性，对带

领羊群在属灵上走向长大成熟的人，作了全面

的描述。我们还认识到在圣经中有着大量的讲

课材料，还有各种各样安排讲课的方式。让我

们在所有的教导中，都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是

什么。我们希望去传授知识、激励人、使人归

正和恢复我们的属灵责任，使得他们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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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在正确句子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T，在错误句子

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F。  

…….1、教导的必要性，可以理解为维持和促进

人们的属灵生命的领导者的一系列责

任。  

…….2、有时候教师讲课激励人们效法著名圣经

人物的榜样来生活，这些榜样是卓有成

效的，因为他们活出了讨神喜悦的生

命。  

…….3、有时候教导基督教教义，主要是要说明

基督教教会，采纳什么作为其信条。  

…….4、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性，在于系统地教导

人们福音真理。  

…….5、教义讲课力求回答人们所关注的、 基

本的生命问题。  

…….6、诸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

书中，所看到的关于主再来的教导，可

以认为是 佳的主题讲课。  

…….7、运用对于圣经人物的主题研究，在这种

研究中，我们对照比较圣经人物的早期

生活、成长岁月和重要的生活经历，我

们可以使人们面向属灵上的长大成熟。 

…….8、圣经纵览的效果和我们所研究的主题关



 256

系甚微。  

…….9、本课文所阐述的可以用作圣经研究的材

料，一般都来自大量的篇章或书卷，而

不是出自一个篇章或几个篇章，因为圣

经主题通常都是相当长的。  

…….10、当我们运用圣经研究的时候，应该用

课文内容所生发的各种问题，来全面思

考我们的研究主题。  

…….11、如果你希望研究整部圣经，你只需要

预先做好计划，来准备你自己和你所需

要的资料。  

…….12、我们很容易在那些教牧书信中发现教

导的重要性，因为使徒保罗感受到了羊

群全面的属灵需要。在这些书信中，他

对那些担负此项责任的人们，详细地描

述了如何向神的子民，提供全面的属灵

需要。  

…….13、保护羊群的方法之一是教导纯正的教

义，因为纯正的教义提供了坚实的真理

基础，而我们则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

们的属灵生活。  

…….14、教牧书信表明，当人们抛弃纯正教义

的时候，他们会很容易为魔鬼的教义引

向歧途。  

…….15、教义讲课的重点是应用，而不是所揭

示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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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7、 a）  信心，知识，永生。  
   b）  应许，显明了。  
   c）  福音信息，劝化，驳倒了。  
   d）  谬误，贪不义之财，纯全无疵，犹太

人荒谬的言语。  

1、任何顺序。“带领”是事工的一个必要因素，

意思是要有目的地为一个人所服侍的人们提

供属灵方向。第二个因素是“喂养”，“喂养”

表示要提供能促进属灵长进的平衡饮食。第

三个因素是“保护”，包括预备好一个人所服

侍的人们辨别真理与谬误。  

8、 a)     c)  

2、你的答案。 有意义的教导方式就是榜样的

作用。教师的现实生活尤其引起他的听众们

的注意。对于听众和观众来说，只有教导的

信息，得到了与之一致的基督徒生活的支持，

才能很好地为人们所接受。  

9、 c)  

3、 b)  

10、 a  2）祷告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b  7）门徒地位和基督徒事奉的代价。  
c  4）教会的社会福利责任。  
d  6）奴仆的责任。  
e  1）因为仁慈，即使是 下等的罪人也



 258

能得救。  
f   8）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如何有效地在社会

上生活。  
g  5）支持事工者：圣经的命令。  
h  3）因此你希望去带领。  
i   9）基督徒的公民责任。  

4、 a）正确。  
   b）错误。（保罗得到了圣灵的带领，正如你

在使徒行传 16： 6-10 中所看到的那样。

他所事工的地方都是重要的战略中心，

福音可以从这些地方辐射到很多偏远地

区。）  
   c）正确。  

11、你的答案。我们指的是羊群必须得到那种

能够带来健康成长的属灵粮食的喂养。向

信徒们教导简单的真理（灵奶）是必不可

少的。但是，当他们吃固体灵粮的时候，

才能明白各种责任。而当他们把真理，应

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时候，便会在神的事

情上长进。我们所说的“牧养羊群”就是

向所有的羊提供属灵营养。  

5、 a  2）不正确。  
   b  1）正确。  
   c  1）正确。  
   d  2）不正确。  
   e  1）正确。  
   f   2）不正确。  

12、 a）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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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错误。圣灵膏抹人担当领袖职责，但是，

如果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工作总会

遭受困难。圣灵通过顺服的生命来掌管，

而不是直接掌管。这就是为什么领袖的资

格要如此严格的原因所在。神寻求那些能

够为了他向人们提供有效带领的人。（参

阅以西结书 22： 30）  
c）正确。  

6、 a）耶稣为他自己祷告。  
b）耶稣为他的门徒们祷告。  
c）耶稣为所有的信徒祷告。  

13、 a  1）内在的攻击  
    b  3）个人的背教  
    c  1）内在的攻击  
    d  1）内在的攻击  
    e  3）个人的背教  
    f   1）内在的攻击  
    g  2）外在的攻击  
    h  1）内在的攻击  
    i   3）个人的背教  
    j   2）外在的攻击  
    k  1）内在的攻击  
    l   1）内在的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