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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每个人都能成为教师  

 

 

生命中一些最大的祝福，将临到那些乐意教

导别人的基督徒身上。当你看到某人因为接受耶

稣作救主而满有喜乐时，你也会有真喜乐。如果

那人因你的教导，成了基督徒并在主里长进时，

你的喜乐就更大了。  

在本课，你将看到，为什么所有人都能够也

应该教导人。我们不可以说自己不能教导人，这

是神的计划，他将帮助我们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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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愿意听从神的安排，那你将拥有神的

喜乐。生命中最大的喜乐，莫过于帮助另一个人

找到神对他生命的旨意。你能够做到！  

你将在本课学到… 

你的参与  

把自己献上  

利用一切机会  

培养你的恩赐  

本课将帮助你… 

■ 解释基督徒怎样才能参与到教导事工中

去。  

■ 描述一个基督徒教师要作的奉献。  

■ 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与教导相联系。  

■ 确定你在教导事工中的位置。  

你的参与  

目的 1：  解释基督徒怎样教导人，即使他们自己

还不完全。  

我们知道教导神话语的教师必须是基督徒，

有些人还没有接受耶稣作救主，就尝试去教导圣

经。这样的话，当然没有圣灵去帮助他们完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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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神的教训。保罗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

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

神的事。”（哥林多前书 2：11）  

在前面几课的学习中，我们对保惠师——圣

灵已有所了解，圣灵的部分工作就是帮助我们理

解圣经。  

我们在第一课，还学到耶稣命令所有的基督

徒都要出去教导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时，神也

希望我们去教导人。  

你可能会说：“可是，我不会教导人，我对圣

经的认识还不够。”神并不要求你在教导别人之前

必须认识所有事情。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完全了

解有关神话语的知识，神要我们把已经知道的教

导给人。当我们从罪中得救时，应该与我们的家

庭和朋友，分享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这就是

我们教导事工的开始。  

当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长进时，我们教导别人

的能力也随之长进。  

有些人说：“我不会教导，因为我还不完全。

我的基督徒生命还太弱小，我仍在犯罪。”这种情

形应该帮助你认识到，耶稣拣选的作为他门徒的

人都不完全。这些不完全的门徒，就是把耶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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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给其他人的那些人。  

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人，有三个与耶稣关

系最亲密的人是彼得、雅各和约翰，雅各和约翰

是兄弟，耶稣给他们起名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

思（马可福音 3：17），耶稣给这两个兄弟这个名

字有一个原因。  

有一次，雅各和约翰请自己的母亲为他们向

耶稣求情，他们不敢自己去说。他们想在耶稣将

来的国度里，占据最好的位置，他们的想法非常

自私。还有一次，他们对那些不准他们进入某个

村子的人发怒，请求耶稣从天国降下火，把这些

人都摧毁。雅各和约翰考虑的只是他们自己，但

是，耶稣仍然拣选他们，并让他们也去教导别人。 

彼得也有软弱的时候，他就是那个说愿意为

耶稣死的人。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对一个年

轻姑娘说他从来不认识耶稣。你还记得耶稣复活

后，要彼得跟随他吗？耶稣还是拣选了彼得，让

他做其他人的教师，尽管他还不完全。  

没有人是完全的，我们全都有罪。但是，耶

稣仍然要拣选我们，让我们用他的真理教导更多

人，就像他拣选那些时常犯罪的门徒一样。  

我们是不完全的，但我们可以在顺服他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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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变得更像耶稣。耶稣知道我们靠自己

是不可能成为完全的。但是，他要我们顺服他，

不再犯罪。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把圣灵派来帮助我

们的原因。  

当知道我们的罪已得赦免时，我们知道神爱

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把这个信息教导给别人，

神也能赦免他们和爱他们。  

你现在不能立刻对基督徒的生命有更多的了

解，但是你可以把所知道的一切教给别人。我们

将在以后的课程中，对有关教师的信息有更多的

学习。  

习题  

1 用“是”或“否”回答以下问题。  

a) 一个生命里没有圣灵的人，能理解圣经里

的教训吗？……… 

b) 所有基督徒都了解他们需要从圣经中学到

的所有内容吗？……… 

c) 门徒完全吗？……… 

d) 耶稣拣选完全的人，让他们用他的命令教

导人吗？……………… 

e) 我们要教导我们的朋友，让他们认识到神

爱他们吗？………………… 



 

 72 

2 用自己的话，把神救你时为你成就的一切写出

来。想一想，你该怎样向你的非基督徒朋友说

这件事。  

………………………………………………………… 

………………………………………………………… 

3 我可以通过对人的教导，让人认识耶稣，因为

我（不止一个正确选项）  

a) 是完全的。  

b) 是有罪的。  

c) 研究过他。  

d) 有圣灵作保惠师。  

把自己献上  

目的 2：  陈述一个人需要做的事情，以表明他献

身于教导事工。  

无论你是谁，神都能用你去教导别人。但是

在你顺服他的命令去教导人时，要把自己完全献

上。献上的意思是“专为某个目标而把某物分别

出来”。当一个人想成为牧师时，他要把自己的生

命献给这项事工。他作计划和学习都是为了要作

牧师，而不是农民、医生或商人。  

对于教导事工，我们都需要这种奉献。即使



 

 73 

你不会成为主日学的教师，也能帮助那些成了主

日学教师的人。帮助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做好学

的学生并顺服你所学到的真理，来支持教导事工。 

对于那些想成为主日学教师的人，教导并不

像牧养工作那样，是一项专职工作。但是，无论

我们做什么类型的教导事工，都需要为此作计划

和学习，我们都要献身。  

为什么成为一名教师要学习？一个教师需要

知道和做的几件事情：  

1.  教师必须相信每个人都需要教导。  

2.  他必须认识到：没有神，人类是失丧的。  

3.  他必须认识到基督徒要有属灵长进。  

4.  他必须了解他所教导的内容，这意味着他

必须学习圣经。  

5.  他必须在自己的生命中，行出他教给别人

的教训。  

这些事情都是每个基督徒应该知道和做到

的，日常生活中的教导事工都需要这些事。教导

可以是一个挑战。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基督徒教

师在主日学或教会里教导人，还有一样东西是需

要的，就是圣灵赐的教导恩赐。我们将在后面讨

论这个问题。但是已经具备其它恩赐而不是教导

恩赐的基督徒，仍然要顺服耶稣的命令，在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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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日常生活中教导人。  

当我们情愿把自己献给教导事工时，神将帮

助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诗篇作者写到：“当将你

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诗

篇 37：5）  

神从未忽略过任何一个全身心顺服基督命令

的人，他等候着要帮助你。  

习题  

4 选出最佳答案，并填空。  

a) 教师必须了解罪人什么？  

他们需要…………………。（成为完全  / 教导） 

b) 为某个目的把某物分别出来指的是………。

（把该物献上  / 了解它）  

c) 在我们能够把神的真理教导给别人之前，

我们应该……………………。  

（了解所有事情  / 顺服真理）  

5 选出能正确完成下面这个句子的选项  

不是主日学教师的基督徒，也可以通过……成

为那些主日学教师的最佳帮助。  

a) 请求他们的牧师给他们教导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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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一个顺服的学生。  

c) 学习成为一名牧师。  

利用一切机会  

目的 3：解释我们可以怎样效仿耶稣的样式，利用

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机会去教导别人。  

当我们想到教导的时候，通常都会想到主日

学，想到书本和课桌，或者讲台。其实，我们的

生活中处处都需要教导，家里的父母、工作中的

同事、老板、客户，所有人都可以找到一个方式

把某些东西教给某些人。  

一个基督徒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把耶稣

及他的真理教导给别人。书本和讲桌并不总是必

需品。  

当我们看耶稣的生平时，看到他在许多不同

的地方教导人。一天晚上，一个犹太人的官……

尼哥底母来找耶稣，耶稣抓住这个机会，教导他

怎样才能得救。  

还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路过撒马利亚地。

当门徒进城买食物的时候，耶稣在一口井旁休息。

过了一会儿，一个妇人来到井边打水，耶稣开始

与她交谈并借谈话的机会教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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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不仅在犹太教会里教导人，还在海边教

导人。当他和门徒走在路上的时候，也教导人。

他在家里教导人，在任何人们能够听到的地方教

导人。  

你曾经把神的话语与你周围的那些人分享

吗？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家人，也可能是你的朋友。

阅读几节经文，并和他们一起讨论是非常有益的，

这是教导的一种方式。  

通过交谈，你可以让你工作所在地的朋友，

或者你在任何地方遇见的朋友，一起分享神的真

理。大部分人都在生活中经历过一些困苦。当他

们把这些困苦告诉你时，你就可以把有关主的教

训教给他们，主能够回应祷告并帮助他们。  

我认识的一个妇人，总是这样向她的朋友打

招呼：“主今天为你成就了什么？”这个问候直接

引起了有关属灵事情的谈论。这样一来，基督徒

发现他们自己在互相教导神已经教给他们的事

情。  

我们将在下一课，学习在家庭小团契中教导

圣经。我们周围有很多教导人的机会，在你能找

到人的地方就能找到需要教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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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6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我们教导人之前，应该有一本书和一张讲

桌。  

b) 每个基督徒可以在任何地方教导人。  

c) 耶稣向我们表明，我们怎样在日常生活中

找到机会去教导人。  

d) 教导的一个方式是交流彼此的困苦。  

7 把你应用教导事工的各种机会列举出来。  

………………………………………………………… 

培养你的恩赐  

目的 4：  对教导的恩赐下一个定义，并解释它与

教导事工是怎样相关联的。  

保罗在新约对圣灵的恩赐提到了三次，每次

教导恩赐都是和其它恩赐一起被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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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

一教导。”（罗马书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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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以弗所书 4：11）。  

教导的恩赐是使徒时代建立教会所必需的，

对于当今时代，它同样是必需的。但是，通过对

这三段经文的了解，我们知道不是所有人都领受

了教导恩赐。  

为建立教会，还有其它恩赐被赐给了人。每

个基督徒都领受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恩赐，我们

不可能都领受同样的恩赐。有其它恩赐的人应该

做能从他们的恩赐所能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的

恩赐是作执事，那他就应该专心作执事，或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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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基督徒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也许，你应该立刻停下来，请求主让你明白

你的恩赐是什么。你还可以为某个具体的恩赐向

神求告。  

什么是教导恩赐？和其他恩赐一样，它也是

一种从神而得的能力，用来解释神的真理并显明

怎样把它们应用于我们的生命。基督徒教师并不

总是比别人更了解神的话语，但是他有教导别人

的恩赐，这些人因此就能够学到知识并得到长进。 

所有基督徒都确确实实能成为教师，保罗告

诉歌罗西教会的基督徒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

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歌罗西书 3：16）  

这种教导应该发生在我们的家里、工作中或

者任何其它人们常去的地方。但是，在教会事务

中，尤其需要那些领受了教导恩赐的教师。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属灵恩赐并培

养它，有些人可能有教导恩赐自己却不知道。如

果你希望去教导人，那么最好去试一试，这是证

明你是否具有这个恩赐的最好办法。如果你有这

个恩赐，将会看到神对你教导事工的祝福，其他

人也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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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知道已经有了教导恩赐，那么用它来

工作。保罗曾经跟提摩太谈到过应用他的恩赐，

我们不知道提摩太有什么恩赐，但是保罗对他说

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

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提

摩太后书 1：6）  

要让恩赐始终如火一般的最佳办法，就是在

你对教会的事工中运用它。彼得告诉我们：“各人

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

家。”（彼得前书 4：10）  

当我们运用教导恩赐，或者其它一些神给我

们的恩赐的时候，这个恩赐就会长进。当我们教

导并钻研如何教导的时候，我们将成为更好的教

师。  

习题  

8 应该选谁在教会里教导人？  

………………………………………………………… 

9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教导的恩赐在圣经里只提到过一次。  

b) 每个基督徒都接受了教导的恩赐。  

c) 主日学教师要有教导的恩赐，好向人解释

神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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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教导恩赐是一种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自然

能力。  

e) 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认识到我们是否

拥有教导恩赐。  

f) 如果你有教导的恩赐，你要用它让别人得

益处。  

10 建立…………都要用到教导恩赐和教导事工。  

 

 

你已经完成了前五课的学习，现在准备完成

学业报告的第一单元。复习第一至第五课，并按

学业报告的说明填写答卷。然后把你的答卷交给

你的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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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10 教会  

1 a 否  

b 否  

c 否  

d 否  

e 是  

2 我会这样说，他赦免了我的罪并向我显明他爱

我。  

8 那些有教导恩赐的人。神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每

个基督徒，好让他们建立教会。  

3 c) 研究过他  

d) 有圣灵作保惠师  

7 以下列举的只是少数，你还可以列出更多：  

当拜访朋友时。  

当和其他人一起工作时。  

在餐桌上。  

4 a 教导  

b 把该物献上  

c 顺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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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 作一个顺服的学生。  

6 a 错  

b 对  

c 对  

d 错  

9 a 错  

b 错  

c 对  

d 错  

e 错  

f 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