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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目標：教師在三一神教學計畫的角色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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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堂課：效法基督
是基督教教育與靈命塑造的最終目標。
耶穌基督不但是我們生命成長的典範，
也是所有教育者的榜樣 ―
 耶穌在地上，正是以教師的身分來生活
 耶穌基督的教導
是初代門徒學習的主要內容
耶穌基督作為教師的角色，
祂帶領門徒、教導門徒的態度與方法，
也提供基督徒教師豐富的靈感泉源。

開始播放

壹、有關耶穌作為教師的統計數字：
一、許多人統計福音書中
關於耶穌作為教師的經文，
 儘管耶穌行神蹟、醫病趕鬼
 但祂主要被視為教師，在福音書提到
耶穌作為教師的經文至少五十次
二、「教導
「教導 didaskein」常用來描述耶穌的事工，
常
描述耶穌的事
 共 47 次，馬太 9 次、
馬可 15 次、路加 15 次、約翰 8 次
 還有一些用詞，顯然是屬於教導性質的，
如：祂說、祂開口說，
後面就是很值得人紀念的教訓

三、福音書中，說話內容用「教訓 didache」
這個名詞的有十次之多。
這個名詞的有十次之多
1. 登山寶訓一開始「祂開口教訓他們」，
結尾「這就是祂的教訓」
「
2. 馬可提到「耶穌在會堂教訓人」，
傳道後期「耶穌每天在殿裡教訓人」，
教導經常伴隨宣道與佈道
3. 符類福音中關於耶穌是「教師」的稱呼，
也間接說明在耶穌傳道後期，教導的重要性
也間接說明在耶穌傳道後期
教導的重要性 ―
有 26 次稱耶穌為「老師」，
 在彼得認信之前有 4 次
次，認信之後有
認信之後有 22 次
 說明耶穌越靠近十架準備受難之前，
教導工作就越發重要
教導工作就越發重要、
對門徒獻身與忠誠的要求也變得越高

貳、耶穌和傳統猶太拉比比較
一、相似之處：
相似之處
 耶穌擁有傳統拉比的思想，宣講以
神的律法為來源（可十二21-28、三1-6)
 主動聚集門徒（可一16-20、三13-19)
 與文士辯論、處理律法上的爭辯
 坐下教導
 引用聖經支持祂的教導
耶穌就像拉比一樣，分享祂的智慧與屬靈洞見，
當時拉比視祂為同儕，用拉比的標準來要求祂，
甚 質
甚至質疑祂的行為表現。
行為表
耶穌擅長使用拉比所用的技巧，
包括 容易記憶的類
包括：容易記憶的類比、警句、雋語、吊詭、
警句 雋語 吊詭
誇張修辭、幽默、質問、辯駁

2. 耶穌教導的對象不限男性，
也教導女性、稅吏、罪人、兒童，是與拉比最不同的地方
教導
吏 罪
童 是與
最
地
3. 耶穌教學方法是非正式的，經常在戶外、
透過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來進行教導。
導
4. 所處教學環境是在加利利多元文化的背景，
人口混雜，有著不同的種族環繞在周遭，
這就使得祂的教導更符合神的全體子民，
讓不同文化的群體都經歷教育平等的學習環境。
5. 拉比的學生 主要是訓練書寫聖經、演講、
討論困難的經文與個案，
耶穌所訓練的門徒 不
不但有理論，是教義的老師，
有
義
師
也是能按照耶穌所作去行，有如工廠學徒。
拉比與門徒都要尋求超越在他們之上的知識
拉比與門徒都要尋求超越在他們之上的知識，
耶穌就是門徒所要尋找的真理。

二、耶穌的創新之處
1 在當時要成為拉比，需要由年長的拉比主持按立，
1.
在當時要成為拉比 需要由年長的拉比主持按立
藉此表明新拉比領受的能力，乃是從摩西而來。
耶穌的教導不像文士，卻有拉比的權威，
到底是經由誰的手按立？
一直是祭司長、長老向所祂發出的挑戰。
耶穌清楚指出，祂的權柄乃是由神而來，
尼哥底母的觀察是正確的：
他說：「你是從神而來的教師。」
 耶穌不只是拉比，祂有權柄重新解釋聖經，
太五 你們聽見有話說，只是我告訴你們…
聽
是我 訴
 聽眾也認定祂的教導有權柄，
太七29 因為祂教導
太七
因為祂教導他們，
們
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

小結：
耶穌不僅是傳統的拉比，
耶穌不僅是傳統的拉比
也為拉比的傳統帶來更新的典範，
 具體表現出
教學乃是忠於希伯來信仰的精神
 又是獨特的，
突破了某些群體的約束，
使得婦女、兒童、罪人、外邦人
都可以領受新的生命
那些坐在祂腳前聆聽的，
會發現耶穌將新的生命
帶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叁、門徒眼中的耶穌教師
一、馬太福音：將架構分為五篇講論，交叉在敘事中，
馬太福音 將架構分為五篇講論 交叉在敘事中
 這五篇講論強調了耶穌的教導、作為教師的角色，
 每篇講論開始與結束，都有提到教導的公式，
導
像是：門徒來到耶穌面前，耶穌就坐下教導他們。
（五1-2、十1、十一1、十三10、十八1、廿三1、廿四1、廿六1）

最後的大使命，耶穌顯然也把教導的大使命交給門徒 ―
凡我所教訓的都教導他們遵守。
勉勵門徒看重傳統與創新 ─ 就像文士
在天國受教，就從庫中拿出新舊的東西，
不須廢棄摩西的律法 但須保有耶穌的新啟示
不須廢棄摩西的律法，但須保有耶穌的新啟示。
當門徒能遵守耶穌的教導，
神將會 直與他們同在，
神將會一直與他們同在，
也會一直與這個群體同在。

馬可福音經常用「雙重敘事」描述耶穌所作的事情，
 五餅二魚讓五千人吃飽、七個餅讓四千人吃飽
魚讓 千
讓 千
 門徒就像是在伯賽大村莊外的瞎子，
需要耶穌用兩次的動作來使他的眼睛復明
耶穌需要一再對門徒重複祂的教導。
耶穌的教導從一開始就帶來衝突，
最後也導致祂的受難，
說明教導者需要為著他所傳的信息而殉道，
正如基督為祂的見證而殉道。
在祂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不斷強調門徒必須
效法基督為福音的緣故的受苦與捨己 ―
可十45 正如基督來，不是為了受人服事，

乃是服事人，並且捨命做多人的贖價。
是 事
並 捨命做多 的贖價

二、馬可福音：耶穌是有權威的教師，
一22 耶穌到了迦百農，就在安息日進了會堂教訓人，
耶穌到 迦百農 就在安息 進 會堂教訓
眾人很稀奇祂的教訓，因為祂教訓他們，
正像有權柄的人 不像文士
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文士。
一27 耶穌的權柄可以吩咐污鬼，連污鬼都聽從祂
二10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
十一27-33 祭司長、文士、長老質疑祂的權柄，
耶穌就反問他們 「那約翰的權柄是從哪裡來的？
耶穌就反問他們：「那約翰的權柄是從哪裡來的？」
卻描述門徒對耶穌所作的事情和教導似乎經常不能明白，
以致到最後耶穌要問他們說：
「你們還不明白嗎？你們的心還是愚頑嗎？
你們有眼睛看不見嗎？
有耳朵聽不見麼，也不記得嗎？」
甚至這些門徒經常是隨眾的。

三、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本身就是善於教導的作者，
是為 教育
是為了教育的目的
─ 寫給正在學道的提阿腓羅。
寫
在學道
羅
描述耶穌的傳道事工就是從會堂的教導開始，
當時的會堂就是教育機構，會堂的教導
讀舊約聖經，然後有一段宣講就是教導。
也描述耶穌是歡迎所有人的老師，有教無類，
分享團契的生活 接受祂無條件的愛與接納
分享團契的生活，接受祂無條件的愛與接納。
 有類似馬太登山寶訓的教導，
稱為 平原寶訓」
稱為「平原寶訓」
 九-十九章 路上記事，
耶穌往耶路撒冷路上 對門徒密集教導
耶穌往耶路撒冷路上，對門徒密集教導
 廿四章 復活主對兩個往以馬忤斯門徒的特別教導
顯示人的生命旅程是耶穌向門徒啟示神旨意的地點，
透過生命的旅程，帶領門徒經歷生命轉化的過程。

四、約翰福音
描述耶穌是個人化與親密的教師，
描述耶穌是個人化與親密的教師
 耶穌對於跟從者的心靈非常敏銳，
與每個人建立特殊的關係
 對門徒而言，耶穌是溫柔的牧者，
將牧養教導的職分托付給彼得，也就是祂的門徒，
在 彼得前書 看見彼得把這牧養的職分，
傳遞給當時的長老
耶穌不僅為門徒洗腳，立下榜樣，
也邀請門徒住在祂裡面，當門徒奉差進入世界，
 顯明神與教會的相互內住，就是讓門徒
顯 神
會
讓門
可以結果子，使人知道神的愛
 這也是耶穌向所有像祂一樣
這也是耶穌向所有像祂 樣
擔任教導者所發出的呼召

十三-十七章

從福音書的記載提供了許多
耶穌教導的祕訣。
如果我們渴望成為像耶穌那樣的教師
如果我們渴望成為像耶穌那樣的教師，
可以禱告求神
透過福音書的內容來塑造我們，
透過福音書的內容來塑造我們
使我們也能像跟從耶穌的門徒一樣 ―


成為能結合傳統與創新的老師



成為願意為福音受苦、捨己的老師



成為與學生在生命旅程同行的老師



能與學生建立親密關係的牧者教師
學
者 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