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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堂课：效法基督
是基督教教育与灵命塑造的最终目标。
是基督教教育与灵命塑造的最终目标
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典范，
也是所有教育者的榜样 ─
 耶稣在地上，正是以教师的身分来生活
 耶稣基督的教导
是初代门徒学习的主要内容
耶稣基督作为教师的角色，
他带领门徒、教导门徒的态度与方法，
也提供基督徒教师丰富的灵感泉源。

开始播放

壹、有关耶稣作为教师的统计数字：
一、许多人统计福音书中
关于耶稣作为教师的经文，
 尽管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
 但他主要被视为教师，在福音书提到
耶稣作为教师的经文至少五十次
二、「教导
「教导 didaskein」常用来描述耶稣的事工，
」常用来描述耶稣的事
 共 47 次，马太 9 次、
马可 15 次、路加 15 次、约翰 8 次
 还有一些用词，显然是属于教导性质的，
如：他说、他开口说，
后面就是很值得人纪念的教训

三、福音书中，说话内容用「教训 didache」
这个名词的有十次之多。
这个名词的有十次之多
1. 登山宝训一开始「他开口教训他们」，
结尾「这就 他的教训」
结尾「这就是他的教训」
2. 马可提到「耶稣在会堂教训人」，
传道后期「耶稣每天在殿里教训人」，
教导经常伴随宣道与布道
3. 符类福音中关于耶稣是「教师」的称呼，
也间接说明在耶稣传道后期，教导的重要性 ─
有 26 次称耶稣为「老师」，
 在彼得认信之前有 4 次，认信之后有 22 次
 说明耶稣越靠近十架准备受难之前，
教导工作就越发重要、
教导工作就越发重要
对门徒献身与忠诚的要求也变得越高

贰、耶稣和传统犹太拉比比较
一、相似之处：
相似之处
 耶稣拥有传统拉比的思想，宣讲以
神 律法 来 （可十二21-28、三1-6)
神的律法为来源
 主动聚集门徒（可一16-20、三13-19)
 与文士辩论、处理律法上的争辩
 坐下教导
 引用圣经支持他的教导
耶稣就像拉比一样，分享他的智慧与属灵洞见，
当时拉比视他为同侪，用拉比的标准来要求他，
甚至质疑他的行为表现。
耶稣擅长使用拉比所用的技巧，
容易
类 、警句、隽 、吊 、
包括：容易记忆的类比、警句、隽语、吊诡、
夸张修辞、幽默、质问、辩驳

2. 耶稣教导的对象不限男性，
也教导女性 税吏 罪人 儿童 是与拉比最 同的地方
也教导女性、税吏、罪人、儿童，是与拉比最不同的地方
3. 耶稣教学方法是非正式的，经常在户外、
透
透过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来进行教导。
中
事情来进 教导
4. 所处教学环境是在加利利多元文化的背景，
人口混杂，有着不同的种族环绕在周遭，
族
这就使得他的教导更符合神的全体子民，
让不同文化的群体都经历教育平等的学习环境。
5. 拉比的学生 主要是训练书写圣经、演讲、
讨论困难的经文与个案，
耶稣所训练的门徒 不但有理论，是教义的老师，
也是能按照耶稣所作去行，有如工厂学徒。
拉比 门徒都要寻求
拉比与门徒都要寻求超越在他们之上的知识，
在他们之 的知 ，
耶稣就是门徒所要寻找的真理。

二、耶稣的创新之处
1 在当时要成为拉比，需要由年长的拉比主持按立，
1.
在当时要成为拉比 需要由年长的拉比主持按立
藉此表明新拉比领受的能力，乃是从摩西而来。
耶稣的教导不像文士 却有拉比的权威
耶稣的教导不像文士，却有拉比的权威，
到底是经由谁的手按立？
一直是祭司长、长老向所他发出的挑战。
耶稣清楚指出，他的权柄乃是由神而来，
尼哥底母的观察是正确的：
他说：「你是从神而来的教师。」
 耶稣不只是拉比，他有权柄重新解释圣经，
太五 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
 听众也认定他的教导有权柄，
太七29 因为他教导他们，
为 教
，
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小结：
耶稣不仅是传统的拉比，
耶稣不仅是传统的拉比
也为拉比的传统带来更新的典范，
 具体表现出
表 出
教学乃是忠于希伯来信仰的精神
 又是独特的，
突破了某些群体的约束，
使得妇女、儿童、罪人、外邦人
都可以领受新的生命
那些坐在他脚前聆听的，
会发现耶稣将新的生命
带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叁、门徒眼中的耶稣教师
一、马太福音：将架构分为五篇讲论，交叉在叙事中，
马太福音 将架构分为五篇讲论 交叉在叙事中
 这五篇讲论强调了耶稣的教导、作为教师的角色，
 每篇讲论开始与结束，都有提到教导的公式，
每篇
束 都有 到教导
像是：门徒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坐下教导他们。
（五1-2、十1、十一1、十三10、十八1、廿三1、廿四1、廿六1）

最后的大使命，耶稣显然也把教导的大使命交给门徒 ─
凡我所教训的都教导他们遵守。
勉励门徒看重传统与创新 ─ 就像文士
在天国受教，就从库中拿出新旧的东西，
不须废弃摩西的律法，但须保有耶稣的新启示。
当门徒能遵守耶稣的教导，
神将会 直与他们同在，
神将会一直与他们同在
也会一直与这个群体同在。

马可福音经常用「双重叙事」描述耶稣所作的事情，
 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七个饼让四千人吃饱
饼 鱼让 千人吃饱 七个饼让 千人吃饱
 门徒就像是在伯赛大村庄外的瞎子，
需要耶稣用两次的动作来使他的眼睛复明
作来使
睛复
耶稣需要一再对门徒重复他的教导。
耶稣的教导从一开始就带来冲突，
最后也导致他的受难，
说明教导者需要为着他所传的信息而殉道，
正如基督为他的见证而殉道。
在他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不断强调门徒必须
效法基督为福音的缘故的受苦与舍己 ─
可十45 正如基督来，不是为了受人服事，

乃是服事人 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乃是服事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二、马可福音：耶稣是有权威的教师，
一22 耶稣到了迦百农，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
耶稣到了迦百农 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
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文士
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一27 耶稣的权柄可以吩咐污鬼，连污鬼都听从他
二10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十一27-33 祭司长、文士、长老质疑他的权柄，
耶稣就反问他们 「那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就反问他们：「那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
却描述门徒对耶稣所作的事情和教导似乎经常不能明白，
以致到最后耶稣要问他们说：
「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
有耳朵听不见么，也不记得吗？」
甚至这些门徒经常是随众的。

三、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本身就是善于教导的作者，
是为了教育的 的 ─ 写给正在学道的提阿腓罗。
是为了教育的目的
写给 在学道的提阿腓罗
描述耶稣的传道事工就是从会堂的教导开始，
当时的会堂就是教育机构，会堂的教导
读旧约圣经，然后有一段宣讲就是教导。
也描述耶稣是欢迎所有人的老师，有教无类，
分享团契的生活，接受他无条件的爱与接纳。
 有类似马太登山宝训的教导，
称为「平原宝训」
 九 - 十九章 路上记事，
耶稣往耶路撒冷路上，对门徒密集教导
 廿四章复活主对两个往以马忤斯门徒的特别教导
显示人的生命旅程是耶稣向门徒启示神旨意的地点，
显示人的生命旅程是耶稣向门徒启示神旨意的地点
透过生命的旅程，带领门徒经历生命转化的过程。

四、约翰福音
描述耶稣是个人化与亲密的教师，
描述耶稣是个人化与亲密的教师
 耶稣对于跟从者的心灵非常敏锐，
与每个人建立特殊的关系
每个 建 特殊 关系
 对门徒而言，耶稣是温柔的牧者，
将牧养教导的职分托付给彼得，也就是他的门徒，
在 彼得前书 看见彼得把这牧养的职分，
传递给当时的长老
十三 - 十七章 耶稣不仅为门徒洗脚，立下榜样，

也邀请门徒住在他里面，当门徒奉差进入世界，
 显明神与教会的相互内住，就是让门徒
可以结果子，使人知道神的爱
 这也是耶稣向所有像他一样
是耶稣 所有像
样
担任教导者所发出的呼召

从福音书的记载提供了许多
耶稣教导的秘诀。
如果我们渴望成为像耶稣那样的教师
如果我们渴望成为像耶稣那样的教师，
可以祷告求神
透过福音书的内容来塑造我们，
透过福音书的内容来塑造我们
使我们也能像跟从耶稣的门徒一样 ─


成为能结合传统与创新的老师
为
新



成为愿意为福音受苦、舍己的老师



成为与学生在生命旅程同行的老师



能与学生建立亲密关系的牧者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