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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耶稣所用的方法  

 

 

有时，伐木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伐木工人

在得到雇主的允许和认可后，才能从事这份工作。

然后，他就会设定这棵树倒地的方向、位置。用

正确的方法砍倒树木，能确保树木将按他设定的

方向、位置倒下去，而不会砸在一栋房子上。  

耶稣有教导神真理的权柄，他教导的时候显

明了这个权柄。同时，他也有一个目标，而且有

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这些都是他留给我们去效

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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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习这最后一课时，请求耶稣帮助你向他

学习。在这一周中，让耶稣带领你去教导那些你

可以教导的人，而且用最好的方法教导他。  

你将在本课学到 ... 

耶稣的教导带有权柄  

耶稣有一个目标  

耶稣所用的方法  

本课将帮助你… 

■ 效仿耶稣作为教导大师的样式，向其他人

传福音。  

■ 描述和效仿耶稣的样式，为你的教导事工

设定目标。  

■ 指出耶稣是怎样运用各种教导方法的。  

耶稣的教导带有权柄  

目的 1：描述耶稣的教导与那些文士的教导有什么

区别。  

在耶稣时代，祭司是律法的教师，这对他们

很重要。但是当耶稣教导的时候，人们立刻看出，

他的教导与众不同。  

“众人很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



 

 134 

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马可福音 1：22） 

耶稣的教导表明他有权柄或能力，这些都是

祭司们希望自己拥有的。他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

他知道所教导的是真理，听他的人都看到了这一

点，因而他们都愿意听从他的。  

被派去抓他的差役，独自回到他们的领袖那

里，他们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约翰

福音 7：46）  

耶稣不像祭司那样教导人，祭司教导的只是

过去的教师教导过的。耶稣教给人们是：神的律

法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神对他们的

计划是怎样的。还帮助他们认识到他有多爱他们，

而他们应该同样地彼此相爱。  

耶稣拥有这个权柄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当

犹太人问耶稣是谁时，他告诉了他们。有父在天

国里赐给他的话：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 [译注：

今日英文版圣经原文是“you will know that ‘I am 

Who I am’”,意思是“你必知道我是自有永有的”]，

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我说这

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约翰福音 8：28） 

当耶稣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根据今日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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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圣经直译）”时，他用到的称呼同于出埃及记 3：

14 中神对自己的称呼，当时神在燃烧的荆棘里对

摩西说话，顺服他的犹太人知道，那就是他权柄

的来源。  

习题  

1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文士的教导和耶稣的一样。  

b) 即使那些不相信他是神子的人，也认为他

的教导带有权柄。  

c) 耶稣想要在教导人的时候，有祭司们的权

柄。  

d) 耶稣教导的都是在天上的天父要他教导

的。  

e) 耶稣教导神的真理，是要让人们的生命改

变。  

2 列出耶稣的教导与众不同的三个方面，并把它

们与你教导时的方法作比较。  

………………………………………………………… 

耶稣有一个目标  

目的 2：  解释为什么说耶稣的目标是他生命和事

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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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事工有一个目标，就是带领人们认识

并接受神的真理。他告诉跟随他的众人说：“因为

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

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

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

他复活。”（约翰福音 6：38，40）  

耶稣一生的生命与事工，都在从事教导、传

道和行神迹。所有这些作为都是要引导人们信靠

他，并让他作他们的救主。  

无论他去哪里，他都要讲道和教导福音。马

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

音。”（马可福音 1：14）  

 



 

 137 

不多久，我们看到耶稣又告诉门徒，要去另

一个地方讲道。当他来到加利利的海边时，众人

都跟了来，“他便教训他们”（马可福音 2：13）。

在我们追溯四福音书中的耶稣生平时，看到无论

他到哪里，都要传福音和教导真理。  

习题  

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3 耶稣想要人们认识什么？如何  

a) 拥有权柄。  

b) 认识他的天父。  

c) 成为一个追随者。  

4 耶稣在世的时候，想用一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a) 与追随他的众人说话。  

b) 跟掌权者说话。  

c) 将神的福音告诉世人。  

耶稣用过的方法  

目的 3：  描述耶稣怎样运用教导的各种方法。  

耶稣不仅知道教导什么，也知道该如何教导，

他也用我们上节课所讲到的方法。你还记得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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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什么吗？我们再来看一遍。不过，这次我们

还要看看耶稣是怎样使用这些方法的。  

1.  耶稣演讲。福音书中有好几个这种演讲的

好实例，其中之一是山上宝训，出自马太

福音 5-7（请立刻阅读）。你能明白耶稣是

怎样谈论这些事情的吗？  

还要注意马太福音 7：28，当耶稣讲完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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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知道怎样用这个

方法教导人。  

2.  耶稣讲故事。他的故事被称为比喻，福音

书中记载了耶稣讲的 61 个这种比喻，他们

都是关于事物、植物、动物或人的。这些

故事讲到的情形，几乎会发生在日常生活

中的每个人身上。用比喻是为了教导真理，

而且每个比喻都确实教导了一个真理。  

路加福音 10：30-36 中，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

人的比喻，这个故事回答了一个意在陷害耶稣的

律法师的问题。比喻教导了一个属灵真理，而不

会引起争论。  

3.  耶稣在他的教导中多次用到问答方法，在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他同时也用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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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法，还在山上宝训时用到这个方法。

通过这样作，他让听众理解了他教训的完

整含义。当告诉他们不要为食物和衣着担

忧时，他问道：“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

不胜于衣裳吗？”（马太福音 6：25）  

耶稣提问是要让所有听众思考，因为他要他

们明白他所教导的事。  

还有一次，耶稣想教导门徒纳税的事，他问

了他们几个问题。一开始，他说：“西门，你的意

思如何？”（马太福音 17：25）。关于纳税，耶稣

并不需要彼得的意见或想法，但是他要彼得思考

这个问题。他知道，这是学习的一个重要部分。  

4.  耶稣还运用了讨论的方法。一个最好的实

例就是在撒玛利亚的一口井边，他和一个

妇人的讨论（约翰福音 4）。耶稣一开始请

这个妇人为他打水喝，当她试图拒绝这个

要求时，耶稣温柔的引导她，直到她认识

到他是谁以及他要教导的道理。  

当耶稣的门徒回来，看见他正和一个撒玛利

亚妇人交谈时，他告诉他们：“我的食物就是遵行

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约翰福音 4：34） 

耶稣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也知道他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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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讲和教导的信息。他还知道如何传讲这信息，

好让那些听的人都相信他。当你研究耶稣的生平

时，要看一看他如何用不同的教导方法，向对不

同的人传福音。  

习题  

写出正确的答案。  

5 a）  当你教导的时候，为什么要知道你权柄的

来源？  

……………………………………………………… 

……………………………………………………… 

b）  你为什么要知道自己的目标？  

……………………………………………………… 

c）  你为什么要有一个好的教导方法？  

……………………………………………………… 

6 通过说出和运用你所获得的知识，把你从耶稣

那里学到的教导方法应用出来。预备神的信

息，好带领人们认识并接受他的真理。  

耶稣还告诉门徒：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

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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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 4：35）  

耶稣跟他们谈论的是灵魂的收割。那并不遥

远，只是，如果有人教导他们，他们就会立刻相

信耶稣。  

住在你家隔壁的是谁？他听到过耶稣吗？当

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什么？他知道你是

基督徒吗？用你从这个课程中学到的东西，去教

导他和其他人。有许多灵魂要收割，为什么不用

你的教导事工，为神作收割的工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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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即将结束教导事工的学习了，也

许，你应该好好想一想，如何让教导事工成为你

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为你提供了一些要你思考的

事情，如下表，用 X 画在表明你回答的空格里。  

 

 是  否  

我喜欢接受教导。    

我感到我需要接受基督徒的教导。    

当某人把基督介绍给我之后，我就

逐渐认识了他。  

  

我想把耶稣介绍给我认识的人。    

我和人分享过经文的意思。    

我考虑过该对那些需要接受耶稣作

救主的人说什么。  

  

因为我接受了基督徒的教导，我的

生命被改变了。  

  

我向人讲过故事，好帮助他们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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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帮助你找到事奉他的工作，心甘情愿地

作他要你作的事。你将在与别人分享你生命的时

候找到喜乐。  

 

现在，你要为填写针对第六至第九课的学业

报告的最后一个单元作好准备。把这些课文复习

一遍，然后按照学业报告上的说明做题。当你把

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时，向他询问有关其它课

程的情况。  

教训。  

我用问答的方式和人讨论过一个教

训。  

  

我曾求神帮助我去教导别人。    

这个课程帮助我看到了基督徒教导

事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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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6 你自己的实践。  

1 a 错  

b 对  

c 错  

d 对  

e 对  

5 a 因为当知道我们身后有神的权柄时，对自己

所做的事就会很有把握。  

b 这样，才知道我们想从自己的教导中看到什

么结果。  

c 这样，学生才能有真正的认识。  

2 耶稣的教导带有神的权柄，你教导的时候，也

可以带有同样的权柄。他教导神的真理，你也

应该教导这些真理。他把这些真理用到了他们

的日常生活中，你也可以向人们表明，如何把

神的真理运用于他们的生命。  

4 c) 将神的福音告诉世人。  

3 b) 认识他的天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