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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教导是一项事工  

 

你知道神要你做一名教师吗？通过本课的学

习，你将认识到神希望你成为教导他话语的教师。

你会学到神为什么要你去教导，以及怎样把教导

当作一项事工。我肯定，你很愿意了解基督徒的

教导，并愿在学习的同时把新的观点实践出来。  

先阅读一些重要的圣经经文，我们在第一课

阅读马太福音 28：19-20。这段经文向我们讲述了

一些有关教导的事情。  

我们将在本课看到基督徒的教导是神为让人

认识他自己而设计的方法之一。最重要的真理是

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的，神要我们与所有人一起

分享它们。神将帮助我们成为一名基督徒教师，

好让我们帮助其他人找到真理。  

你将在本课学到…. 

基督徒的教导是特别的  

与其它教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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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讲道和作见证不同  

基督徒的教导是属灵的  

命令  

教科书  

保惠师  

学生  

 

本课将帮助你… 

■ 阐明普通的教导与基督徒的教导有什么不

同。  

■ 解释教导与讲道和作见证有何不同。  

■ 说明为什么基督徒的教导是一项属灵事工。 

基督徒的教导是特别的  

目的 1：  描述普通的教导与基督徒教导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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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教导不同  

这个世界上，所有类型的事情都受到人的教

导，教导工作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当我们听

到教导或教师时，通常都会想到学校，但更多的

教导是在课堂以外发生的。  

为什么教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承担了如此

重要的角色？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对教导作一

个概括性的定义：教导就是帮助其他人学习某事，

学习的内容可以是信息、知识或技能。为在这个

世上生活，我们需要学习许多东西，因此教导很

重要。  

习题  

在每个“习题”的部分中，各种习题将帮助

你复习并应用你刚刚学到的知识。请你在完成每

个部分的练习后，核对答案，答案在每课的最后

给出。  

1 解释为什么需要教导。………………………… 

2 选出能够正确补充下面这个句子的选项：通过

与别人分享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我们  

a) 逐渐变得熟练。  

b) 变得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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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教导别人。  

因此，基督徒的教导，是同别人分享和解释

有关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知识。它是神赐给人

的事工，以帮助其他人学习如何靠神得生命并使

生命长进。  

但是，只有知识是不够的。在这个人的生命

里结出相应的果子来，也有重要的属灵意义。  

基督徒的教导不仅仅是陈述事实。它还要在

向学生讲明神的道的同时，引导学生顺服神的道。

当我们顺服时，就与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参阅

约翰福音 8：31，雅各书 1：22-25。）  

一个基督徒教师教导的目的是要在学生的生

命中产生果效。如果学生的行为没有显明他所接

受到的教导内容，那么他就没有学到东西。耶稣

也不仅仅是教授知识，他看到通过他的教导，许

多人的生命都改变了。  

基督徒的教导是帮助其他人认识神，好让这

些人的生命可以靠着神而改变。  

习题  

3 从每个问题下的括号内，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填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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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督徒的教导事工是谁给的？  

…………………………………（神 /人）  

b) 基督徒的教导将帮助我们和其他人  

………………………（获取知识 /得到属灵长进） 

c) 基督徒的教导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教导，

因为它帮助我们认识  

………………………………（世上的事物 /神）  

与讲道和作见证不同  

目的 2：  讲道和作见证的定义。  

使徒们用三种方式传福音，你可能听说过或

用过这些方式，它们是：  

讲道  

作见证  

教导  

在路加福音 20：1 中，耶稣既教导也讲道。

使徒行传 5：42 告诉我们，使徒们“不住地教训

人，传耶稣是基督。”  

教导的意思是什么？回想一下你最近听到的

很吸引你的讲道。你的情绪是否激动到一个程度，

以至于你决定要通过一些方法改变自己，而且你

也凭着这个感觉行动了？  



 

 11 

讲道是以某种方式传讲、宣扬福音信息，使

听众接受这个信息，并有相应的行为。讲道人要

尽力把他从神那里领受的信息向众人讲明白。有

时，在讲道中也有教导，二者都是为着让听众有

一些改变。但是，教导重在解释，而讲道则宣告

信息并要求悔改和奉献。  

使徒行传 10：34-43，彼得向聚集在哥尼流家

里的人讲述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在 39 节，他告

诉他们，他和其他使徒或见证或看见了耶稣所做

的事。他们看到了耶稣的死，又看到了复活后的

耶稣。然后，彼得告诉听众，神吩咐他们传讲并

见证耶稣。  

作见证是讲述你看到或经历过的事情。使徒

看到许多发生在耶稣生命中的事情，当他们向别

人讲述所看到的一切时，就是在作见证。  

如果你把主为你所作的事情告诉给他人，你

就是在作见证。主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一切都是

事实，你已经经历了它。  

习题  

4 配搭题：在每个定义的前面填写相应事工的序

号。  

....a 宣告福音。  1）  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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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讲 述 神 为 你 做 的

事情。  

....c 解释一个真理。  

2）  讲道  

3）  作见证  

5 想一想主在你生命里所做的事情。选择一件你

感受最深的，写一个简短的见证。  

…………………………………………………………

…………………………………………………………

………………………………………………………… 

教导和讲道、作见证一样重要。我们可以用

这三种方式传福音。教导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当

你觉得有困难想放弃时，请记得其奖赏也是很美

好的。现在就开始祷告吧，求神带领你的教导事

工。  

基督徒的教导是属灵的  

在耶稣向门徒说的最后一些话里，他指出，

他们的一部分工作是教导。他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

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马太福音 28：19-20）  

这些经文向我们说明了基督徒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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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目的 3：  请指出是谁命令门徒要去教导人。  

耶稣命令我们基督徒去教导人，命令的意思

是“有权柄指挥；有权柄控制”，这个命令和他的

其它命令一样重要。但是，他没有让我们去做以

前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  

在旧约摩西五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生平

的教导。在出埃及记 24：12 中，主对摩西说：“你

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版并我所

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教训是表达教导的另一个词，摩西要把神给

他的律法教给以色列人。当我们在民数记、利未

记和申命记中追溯摩西的生平时，我们看到他这

样做了。  

旧约的许多祭司和先知也是教师，我们将在

下一课，对其中的一些人物作更详细的了解。  

耶稣既教导人，也讲道，他说自己的教导来

自神。现在，请抽时间阅读约翰福音 17：6-8。耶

稣讲道是神所计划的，因此当耶稣命令我们要去

教导人的时候，他是在向我们传达一种方法，这

个方法在神的计划之中，为要把他的信息赐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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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阅读以弗所书 4：11-12，这段经文

告诉我们神赐给人教师的目的是要帮助教会：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

基督的身体。”  

在帮助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工作中，

教师是必需的。从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时代，教

导事工始终都在神的计划之中。神命令我们要把

教导作为教会工作的一部分坚持下去。  

习题  

6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去教导其他人。  

b) 耶稣是圣经中的第一个教师。  

c) 摩西承担了教导事工。  

d) 我们应该像耶稣那样教训人是神的计划。  

e) 教导是一项事工。  

7 假设你的几个邻居马上要来拜访你，你怎样运

用那作为神计划中一部分的教导事工？  

………………………………………………………… 

教科书  

目的 4：指出在基督徒的教导中要用到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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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一遍马太福音 28：20，耶稣说，

我们应该教训人们顺服他所吩咐的事，即我们自

己已经接受的福音。这福音源于圣经，圣经就是

神的话。  

阅读马太福音 5：17-20，耶稣在这里告诉我

们，他来不是要废掉摩西所传于以色列人的律法

或先知的教训，它们是他事工中的一部分。他讲

论了摩西和先知所教导的事情，并指出，如果我

们也教导这些内容，我们将在天国被称为大。  

我们研究过许多学科，这些学科为我们的日

常生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帮助。对历史的研究帮

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了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在

数学、科学以及其它重要学科领域里的研究，都

是非常有益的。但是神的话让我们的学生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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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不仅是关于今生的，也是关于永恒生命

的。  

神的话向人启示了有关他的计划。如果我们

打算为了人们的生命，把神和他的计划教导给人，

我们必须用他的书，这本书就是圣经。圣经涵盖

了所有我们需要认识的、有关今生和永生的事。  

8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耶稣说我们应该教导神的话。  

b) 神的话教导我们怎样拥有永生。  

c) 我们在圣经里学习神的计划。  

保惠师  

目的 5：说出谁将帮助基督徒从事教导事工。  

马太福音 28：20 告诉我们，我们不必独自承

担教导的工作。耶稣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无须为顺服他去做教导而担忧，他将与你

同在。耶稣返回天父身边之前，应许给我们另一

个保惠师，他说：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或作‘训慰师’。下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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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

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 14：16-17）  

耶稣称呼圣灵为保惠师，这在你的教导事工

中意味着什么？  

在约翰福音 14：26 中，耶稣再次解释了圣灵

怎样帮助我们事奉神。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

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

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话。”  

耶稣说我们应该把他所吩咐的一切事教导人

遵行。我们并没有亲耳听见耶稣所说的那些事，

但是，我们在圣经里看见了它们。如果我们已经

学习了它们，圣灵将帮助我们记住，好让我们把

人们需要的事都教导给他们。  

你曾经跟某个人谈论过他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并且，你的头脑中会闪现出一段相关经文吗？

圣灵帮助我们记忆，他是我们的保惠师。  

神从未要求你做一件他不向你提供帮助的事

情。当你顺服他的命令去教导的时候，圣灵将与

你同在，帮助你把教导事工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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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9 神把谁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按耶稣所教导的方

式教导人？  

………………………………………………………… 

10 当你教导人的时候，描述圣灵通过哪一种方

式，可以成为你的保惠师。  

………………………………………………………… 

学生  

目的 6：描述受教导的人。  

耶稣想要我们教导所有人。在马太福音 28：

19-20 中，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这里的

意思是指需要受教导顺服他命令的，是所有的男

女老少。  

有时我们认为只需要去教导那些属于我们教

会和主日学的人，但是耶稣说的是“万民”。无论

是哪里的人，只要我们遇见了，就要准备教导。  

我们有邻居、朋友和亲戚，他们都需要受教

认识神对他们生命的计划。作为父母，我们可以

教导我们的孩子。当你行动起来，教导别人之前

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教会里作教师。我们都有教导

别人的使命，以及受教导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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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所述，我们教导了某些人，这些人又

会行动起来去教导另一些人。就像池塘里被投入

一颗石头时所荡起的水波，一圈一圈，越来越大

的向外荡去。我们的教导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

传递到我们周围的人群中去。  

11 你能想到有谁不需要基督徒的教导吗？  

要帮助你所认识的人得到基督徒生命的长

进，就需要有教导事工。神已经计划了你应该参

与到这个奇妙的事工中去。他将帮助你，但你必

须开始学习圣经并想想你所认识的人，为他们祷

告。求神帮助你，为了他们的生命，用神的道教

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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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习题的参考答案不是按正常顺序排列的，请

不要提前看答案。  

11 不，我不能。  

1 它能帮助我们掌握，活在这个世上所需要认识

的事。  

10 当你在教导中需要某些经文时，圣灵能把经文

放进你的头脑中，帮助你记忆。  

2 c) 在教导别人  

9 圣灵。  

3 a）神  

b）得到属灵长进  

c）神  

4 a  2)讲道。  

b  3)作见证。  

c  1)教导。  

8 a 对      b 对      c 对  

6 a 对      b 错      c 对    d 对    e 对  

7 你的回答，你可以把有关救恩的计划告诉他

们，并让他们知道神爱他们。  

5 你的回答，主可能以某种方式，医治过你或祝

福了你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