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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基督徒教导的重要性  

 

 

在第一课中，我们谈到基督徒的教导是一项

事工，讨论了教导、讲道和作见证之间的区别。

我们还认识到，耶稣命令我们去教导，他赐给我

们一部教科书和一位保惠师，还告诉我们应该教

导谁。  

我们将在本课浏览圣经中有关的教导历史，

教导在旧约时代人们的生命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教导事工也贯穿于整部旧约。  

今天，我们和圣经时代的人一样，需要接受

神的道的教导。人的心是有罪性的，唯有听神的

话语，人才有希望。通过学习这个信息，我们可

以成为其他人的榜样，然后，我们必须愿意教导

别人。  

你将在本课学到… 

律法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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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神的方式教导  

伟大的教师  

按神的道教导  

本课将帮助你… 

■ 追溯圣经中有关教导的历史。  

■ 解释教导在圣经时代的价值。  

■ 认识到教导在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中有多么

重要。  

 

律法的教师  

目的 1：说明为什么教导律法对以色列人很重要。 

教导是被命定的  

当神拣选以色列做他的子民时，属灵教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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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开始了。以色列人应该有别于住在他们周围

的那些不信神的民族。神告诉他们：“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 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利未记

20：24）  

像我们一样，那时他们也需要知道该如何生

活。没有规矩或律法，就没有人能活下来。它们

帮助我们了解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神赐给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律法。我们在第一

课中学到，摩西怎样接受了刻有神律法的两个石

版，你还记得有关这些律法，神向摩西说了什么

吗？  

再次阅读出埃及记 24：12，当你读这节经文

的时候，注意神所说的有关赐律法的缘由。神指

出，这些律法是要引导或教训百姓，摩西应该把

律法教给百姓。  

摩西顺服了神，在申命记 4：1 中，他告诉以

色列人：“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

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

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摩西还

告诉他们，不要在这些律法之上添加或删减什么，

应该顺服他从神那里领受又传给他们的命令。  

同时，摩西告诉他们要把这些律法，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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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子孙。通过这种方式，神的律法将一代一代

传下去。  

摩西在申命记 6：1 中再次告诉人们：“这是

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

章。”当摩西顺服这些命令时，他开始了旧约里的

属灵教导事工，这个事工一直持续到今天。当你

学习旧约时，你将学到神通过摩西，教给以色列

人的这些真理。  

 

教导是受祝福的  

当祭司们效法摩西的样式时，神祝福了以色

列民族。律法表明了人们应该怎样活出圣洁无罪

的生命来，律法还向他们说明了怎样为他们的罪

献祭，怎样敬拜神以及怎样彼此相处，所有这些

事情都关乎他们的喜乐。  

摩西告诉人们，如果他们遵守这个律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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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的人就知道他们是有智慧的。在申命记 4：

7-8 中，摩西说：  

“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象耶和华

我们的 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

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象我

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

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

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

给你的子子孙孙。”  

当约沙法成为犹大王的时候，他努力要废掉

偶像及对其的敬拜。阅读历代志下 17：7-9，看一

看他对偶像敬拜都作了些什么。约沙法把一组人

派往哪里？他们到了那里，要作什么？  

你曾尝试通过向人读圣经来让他们敬拜真神

吗？那些人把神的律法教给了犹大人。当他们这

么做的时候，对主的敬畏降临到了他们周围的国

家。这些国家不再与约沙法打仗，而是向他献礼

物。  

神保守了他的应许，当他的百姓教导并顺服

他的律法时，神祝福了他们，并保守他们生活在

自己的土地上，也帮助他们抵挡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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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 选出最佳答案，把它们写在空格里。  

a) 哪些人是以色列人？  

……………………………………………………… 

（不信神的民族  / 神拣选的子民）  

b) 神所颁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内容是什么？  

……………………………………………………… 

（怎样效仿其他民族  / 怎样为神而活）  

c) 只要祭司教导律法，以色列就会怎样？  

……………………………………………………… 

（他们就免受仇敌的伤害  / 他们忘记了神）  

d) 当你学习旧约的时候，要关注什么？  

……………………………………………………… 

（神的律法  / 怎样成为一名教师）  

按神的方式教导  

目的 2：  请描述当以色列人悖逆神的律法时，产

生了怎样的后果。  

受教导的需要  

以色列民非常需要受教导，那时的人同今天

的人一样，很难从始至终做公义的事。可能我们

想要做公义的事，但却发现自己顺服了罪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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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刚强的时候，却往往很软弱。  

撒母耳了解这是以色列人的真实情况，他为

他们作了很多年的士师和先知。可是，这些人却

决定要像别国一样，立一个王来统治他们。撒母

耳不想这样做，但是他还是立扫罗作了王。  

撒母耳知道以色列人需要更多的教导，好让

他们按神的旨意生活。扫罗被立为王之后，撒母

耳告诉他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

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撒

母耳记上 12：23）  

像以色列人一样，盼望得到那些神不要给我

们的是犯罪。我们必须记住，学习神的律法将帮

助我们不做悖逆神的事。大卫说：“我将你的话藏

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 119：11）  

教导遭弃绝  

以色列人并不一直都顺服神，很多时候，他

们弃绝或背离了神的律法，不听祭司教导的律法。

他们悖逆的时候，神的祝福便离开了他们。  

约阿施就是这样一个弃绝神律法的例子。当

他成为犹大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约阿施在

祭司耶何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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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的事”（列王纪下 12：2）。但是，他没有一直

顺服这位好祭司的教训。  

阅读历代志下 24：17-22，注意了解约阿施的

改变。他为什么让百姓停止敬拜神，而去拜偶像？

神做了什么？  

约阿施听信了百姓的话，而没有听祭司的话。

因为神爱这百姓，所以他派先知去警告他们，可

是，约阿施和这百姓却杀了祭司。  

 

祭司和先知都是神派来帮助人们的教师，但

是约阿施却拒绝听从。神因为他们的罪惩罚了他

们，任由他们在一场战役中失败，任由约阿施被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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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神的道的教导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按神

的旨意生活，就必须认识他的道；如果我们弃绝

他的道，就将失去他的祝福。  

习题  

2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撒母耳想为以色列立王。  

b) 撒母耳认为以色列不需要任何教导。  

c) 教导神的道，将帮助我们不做得罪神的  

d) 以色列一直都很听从祭司教导的律法。  

e) 约阿施被杀是因为他弃绝了神的律法。  

3 如果我们想按神的旨意生活，那什么是重要

的？  

a) 按照律法生活。  

b) 听从神的道的教导。  

c) 做别人做的事。  

伟大的教师  

目的 3：  描述耶稣——伟大的教师，怎样教导他

的门徒去教导。  

教导是已经计划好的  

耶稣把自己当作一名教师，他总是很乐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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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堂（犹太人教会）和其它许多地方教导人，四

卷福音书都讲到了耶稣的教训。  

习题  

4 阅读马太福音 4：23，路加福音 6：6，约翰福

音 7：14，并回答以下问题。  

a) 这些经文指出耶稣在哪里教导人？  

……………………………………………………… 

b) 你认为这四卷福音书为什么要讲述有关耶

稣的这些事情？  

………………………………………………………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是教师。在他死前与

他们的最后一次交谈中，他说：“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你们说得不错，我本来是。”（约翰福

音 13：13）  

耶稣也让其他人称他老师。一天夜里，尼哥

底母找到耶稣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 

神那里来作师傅的。”（约翰福音 3：2）耶稣并未

讲尼哥底母说的话是错的，相反，他说：“我实实

在在地告诉你。”（约翰福音 3：3）耶稣告诉尼哥

底母，作为教师，他说的话是真理。  

在耶稣的事工中，耶稣对教导十分重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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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在他的事工中占有重要地位。耶稣有计划地教

导，他的话不是脱口而出的。一天，当耶稣正在

跟犹太人说话时，他说：“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

我就传给世人。”（约翰福音 8：26）耶稣是说，他

的话来自父，他顺服神的计划进行教导。  

听到耶稣教导的人知道，耶稣的教导有些与

众不同。登山宝训结束时，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

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

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马太福音 7：28-29）  

他教训的方式，以及他谈到有关自己的内容

都表明，耶稣把自己看作是教师，然而，他远不

止是教师。他是神子——世界的救主。  

如果教导对耶稣很重要，那么对你我也必须

一样重要，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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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受教导  

跟随耶稣的十二个人被称为门徒，门徒的意

思是“学生”。当行走在满是灰尘的巴勒斯坦道路

上时，他们在向耶稣学习。当看到耶稣行神迹，

以及听到耶稣向跟随他的一大群人演讲时，他们

在学习。无论耶稣什么时候教训，门徒们都在认

真地听，他们不断地学习他的信息和他的方法。  

耶稣对这些门徒的事工主要是教导事工。每

当耶稣行了一个神迹，或者向人群讲了一个故事，

他总要把门徒带到另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他

们可以安静地交谈。  

一天，耶稣治愈了一个被鬼附的男孩。当耶

稣与门徒单独相处时，门徒问他，他们要怎样才

能把鬼赶出去。“‘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

出来。’”（马可福音 9：29）耶稣借门徒提问的机

会，教导他们。  

以后，马可福音又告诉我们：“他们离开那地

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

门徒……”（马可福音 9：30-31）  

耶稣知道教训这些人是何等重要。很快，他

就要把他正在做的这些工作，留给他们来继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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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他们需要学习很多东西。  

这是福音信息留传给我们的方式，一个人把

神的道通过教导传给了另一些人。现在，轮到我

们去教导其他人了。但是，在我们能够教导其他

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是学生。  

我们有他的话——圣经，可以学习，还有教

会里的牧师和教师来教训我们。你对教导的价值

了解得越多，你从圣经和牧师那里学到得就越多。 

习题  

5 为什么那些认识耶稣的人都把他当作教师，请

列出三个理由。  

a) ………………………………………………… 

b)  ……………………………………………… 

c)  ………………………………………………… 

6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跟随耶稣的十二个人被称为门徒。  

b) 作为门徒，他们学习他的信息和方法。  

c) 作门徒意味着作讲道人。  

d) 我们必须成为门徒。  

按神的道教导  

目的 4：  解释教导在使徒时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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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在继续  

使徒相信耶稣，他们听从了他教导的命令，

效仿他的样式。因为他们的作为，使徒行传中的

教会成了教导人的教会。  

即使使徒们遭到犹太教领袖的鞭打，并要求

他们再也不能讲论耶稣，他们仍然没有停止教训

人。使徒行传说：“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

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使徒行传 5：42） 

保罗建立了许多教会，也教导许多人。他和

巴拿巴一起在安提阿住了一年，在那里的教会里

教训人。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把神的道教

给那里的人。他还在以弗所住了三年，在当地人

的家里和公共场合教训人。  

早期教会是建立在教导和讲道之上的，使徒

们知道对于一个新信徒，认识耶稣和他的命令是

何等重要。  

教导是有奖赏的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神在教会所设立

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哥

林多前书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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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7 再读以弗所书 4：11-12，回答以下问题。  

a) 教导被列在各种事工之中了吗？  

……………………………………………………… 

b) 保罗说谁拥有教导事工？  

……………………………………………………… 

c) 为什么要赐给人这些事工？  

……………………………………………………… 

教师在圣经中与牧师列在一起，你的牧师就

是你的教师，这是神所安排的。当你向牧师学习

时，神将祝福你。  

教导是有奖赏的，它带来的结果是坚固的教

会，以及认识并理解神的道的基督徒，这样的基

督徒将使教会变得丰满。在使徒行传中，使徒不

住地讲道和教导有关耶稣的知识的同时，许多基

督徒也在不断地长进。更多的人在听到所教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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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道时，就成了基督徒。  

你希望你的教会成长吗？你希望你的朋友和

亲戚都成为基督徒吗？教导神的道将帮助你实现

这一切，神的道把人们带到耶稣面前。这是我们

能为别人做的最重要的事——把耶稣介绍给他

们。  

习题  

8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耶稣升天后，使徒们继续教训人。  

b) 当使徒们遭到鞭打并被要求停止教训时，

他们就停了下来。  

c) 保罗只在他建立的教会里教训人。  

d) 神把教导的事工赐给了教会。  

e) 牧师不应该教训人。  

9 神对教导事工的计划，会怎样影响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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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9 你我要向基督徒教师学习，神要你去教导其他

人。  

1 a 神拣选的子民。  

b 怎样为神而活。  

c 他们就免受仇敌的伤害。  

d 神的律法。  

8 a 对    b 错   c 错    d 对   e 错  

2 a 错    b 错   c 对    d 错   e 对  

7 a 是的。  

b 所有的信徒。  

c 赐给基督徒事奉的工作，是为了建立基督的

身体。  

3 b) 听从神的道的教导。  

6 a 对    b 对    c 错    d 对  

4 a 在会堂里。  

b 为表明教导对耶稣而言有多重要。  

5 a 他在会堂里教训人。  

b 他说他是教师。  

c 他教训人的时候带有权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