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靈 - 內在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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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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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耶穌：聖靈所恩膏的教師榜樣
路三22 祂受洗時，聖靈有如鴿子降臨在祂身上，
聖靈有 鴿 降 在 身
也有天父的聲音認證祂的身分。
接著耶穌被聖靈充滿，引導祂到曠野受試探，
就開始在加利利展開充滿聖靈能力的教導，
 在會堂講道時，受到人們的讚美
 閱讀 賽六十一 的經文「主的靈降在我身上」，
因著聖靈的同在，耶穌的教導事工
帶來窮人、瞎眼、受壓迫者的釋放（路四18-19）
聖靈的同在對許多基督徒而言，
往往意味著能力與恩賜，但很多人忽略了
味著
多
―
聖靈其實是三一神的第三位，
 具有位格性的存在，能與人對話
具有位格性的存在 能與 對話
 在神的救贖工作中扮演著非常主導性的地位

奧古斯丁：「沒有人能真正的成為教師，
我們不過是為聖靈預備道路。」
教師擁有再多的知識、經驗與才能，都不可能
帶來人心靈的改變，這是只有聖靈才能做的工作。
林前二14-16 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
教師或許能提供信仰的知識，理性的證據，
但只有聖靈才能光照人屬靈的理解 說服人接受真理。
但只有聖靈才能光照人屬靈的理解，說服人接受真理。
基督教教育學者羅依蘇克 Roy Zuck 說：「基督教教育
乃是神性教師、就是聖靈，與人間教師合作的過程，
靈
聖靈提供指引、能力、光照與洞見給人間教師。」
人間教師該如何與聖靈同工，完成教導的任務呢？

約翰福音耶穌的最後講論，
特別介紹聖靈是真理的聖靈，
特別介紹聖靈是真理的聖靈
 保惠師內住在門徒的心裡，
要引導他們進入一切真理
導
（約十四、十六），
聖靈的重要使命是為耶穌做見證，並且榮耀基督
 有了聖靈同在，門徒才能想起
耶穌所告訴他們的一切話，才有可能遵行主的道，
持續擔當耶穌差派他們的使命
在使徒行傳非常清楚的看見，
聖靈如何引導初代教會的使徒
藉著講道
藉著講道、教導，開展福音事工、建立教會，
導 開展 音事
建
會
就像路加所描述 ─ 藉著聖靈的同在，
門徒延續著耶穌的教導使命 使 從
門徒延續著耶穌的教導使命，使人從
屬靈的瞎眼、貧窮、受壓迫中，得到自由。

貳、韋賀特 James Wilhoit 提到聖靈在教學中有三個面向
一、在我們裡面的聖靈 Spirit within：
經歷重生的基督徒不難體會，雖然看不見聖靈，
 卻能清楚體驗聖靈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
祂使人重生、使我們擁有得救的確據、
使人體會神的愛、以致願意用心靈來回應神的愛
 就連內心經常面對有如 羅七 的掙扎時，
也可以看出這是聖靈在我們心中工作的痕跡 ―
藉著聖靈與情慾相爭、肉體與聖靈衝突，
祂要讓我們漸漸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讓我們的生命漸漸結出聖靈的果子
讓我
命漸漸
聖靈的果子 ((加五22))
當神的真理向我們發出挑戰時，往往要求我們檢視
原有的價值觀 對神的觀點與態度 真正想追求的
原有的價值觀、對神的觀點與態度、真正想追求的、
信仰與真正看為重要的事物有多大的差距？

1. 必須邀請聖靈住在我們心中
羅八9 當我們接受基督，聖靈就住在我們心裡，
當我 接 基督
就 在我
我們就是屬聖靈的人。
林前十二3 若不是聖靈感動，沒有人能稱基督為主。
你是否肯定你是屬聖靈的人呢？
2. 生活中對聖靈的感動與引導非常敏銳
聖靈是帶領我們天路歷程的嚮導，
 透過萬事互相效力，要讓愛神的人得益處
 工作的主要目的 ─ 塑造我們成為神兒子的模樣
如何分辨在我們心中的感動，是否出於聖靈？
究竟是讓我們更接近神兒子的模樣、還是更遠離？
竟 讓我
近神
樣 還
遠離
更願意倚靠聖靈行事、還是更順從肉體的情慾？
當我們長期與聖靈相交 就如朋友關係
當我們長期與聖靈相交，就如朋友關係，
相處越久，越能培養默契。

當耶穌在地上傳道時，
人們對祂所傳的真理有著各樣反應，
人們對祂所傳的真理有著各樣反應
 選擇逃避，像少年官憂憂愁愁的走了
 為自己找藉口，這道甚難，誰能聽呢
 選擇延遲順服，讓我先回去埋葬父親
就像救恩筵席的比喻所描述的
我們也可能會有類似的反應，保羅說；
我們有可能使聖靈擔憂、有可能消滅聖靈的感動。
如果長期的拒絕或忽視聖靈的聲音，
就會像在曠野的以色列人硬心，
對神 道有 何
以致無法對神的道有任何反應。
因此，想要成為屬靈的學習者，
不僅需要聖靈在我們裡面 提供教導的智慧與能力
不僅需要聖靈在我們裡面，提供教導的智慧與能力，
更需要與聖靈建立親密的夥伴關係。

3. 聖靈是真理的靈，
聖經就是祂用來培育信徒的資源
西一9-10 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
滿 知道神的旨意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你
事為 對 起主
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知道神。
保羅寫信的對象歌羅西教會正面對著一群教師的誘惑，
這群教師相信他們已經發現屬靈的奧祕，
可以教導信徒更高的智慧，勝過保羅所教導的。
這是個非常有吸引力的承諾，
讓渴望得到智慧的歌羅西人非常動心。
保羅在禱告中提到，聖靈所賜的智慧是什麼樣的智慧？
保羅在禱告中提到
所賜 智慧是什 樣 智慧
這樣的智慧會對他們的生命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透過聖經來表達的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透過聖經來表達的，
要明白神的旨意就必須熟悉聖經的內容。

「在一切智慧和悟性上」，
 智慧就是能分辨是非，做出好的判斷
智慧 是
是非
斷
 悟性則表示有能力看清楚事情的真實本質
讀經的目的要讓聖經和生活產生關連，
以致能運用聖經做出有智慧的判斷與選擇。
當了解聖經對生活的關係時，
需要對神的話做出信心的回應，
就讓我們的「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在每天的生活經驗中，都要思想回應主的教導，
就能「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
 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需要很努力去做到
自
事情 不需
努
 是聖靈在我們心中工作的結果
當能夠這樣的時候
當能夠這樣的時候，
就會「漸漸多知道神」，也就是更認識神。

在屬靈的成長過程，聖靈總是要求我們改變，
這樣
這樣的改變需要拆毀過往自以為是的
變需
自以為是
思想、態度、價值與信念，
我們的內心必然會產生掙扎與抗拒。
聖靈是溫柔而堅定的教師，既不會強迫我們改變，
也不放棄用神的應許鼓勵我們，更是用說不出來的
嘆息為人禱告，加深我們追求成聖的渴望。
這也是一個屬靈教師所需要學習的典範，
當陪伴他人行走天路，
 需要耐心聆聽學習者的想法與感受，
適時
適時的提供真理的挑戰
真
戰
 注意聖靈怎樣在學習者的心中工作，
讓他 道該 何去回應聖靈在他 中的感動
讓他知道該如何去回應聖靈在他心中的感動
 用禱告來支持成長過程所必經的掙扎與痛苦

知道關於神的事情，是一種客觀的認知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漸漸的多知道神
主觀的經歷 與神建立親密同行的關係
主觀的經歷，與神建立親密同行的關係
從知道神的旨意，到更認識神、知道神，
都是聖靈的工作，
 使我們明白神的旨意
我
神
意 ─ 聖經
 光照我們，開啟屬靈的智慧與悟性，
讓我們看出聖 與我們
讓我們看出聖經與我們生活的關係
的關係
 讓我們用信心來回應神，以致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讓我們能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
讓我們能在 切善事上結果子
讓我們產生行為與人格的改變
 最後讓我們漸漸多知道神
最後讓我們漸漸多知道神，
跟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二、聖靈在我們上面 Spirit upon：
 聖靈在我們之內，強調聖靈在我們裡面的轉變
聖靈在我們之內
靈在我
轉變
 聖靈在我們之上，強調聖靈所賜予的能力、權柄，
使我們能為主做見證
在使徒行傳，聖靈的能力有效的建立了有形的
教會群體，帶領教會的宣教大業，
當教會穩定成長，聖靈賜下各類的
教導恩賜，來裝備信徒的靈命成長，
像：傳福音的、教師、牧師、先知、勸戒人的。
保羅強調，教導是教會領袖首要的責任，
 在保羅的恩賜清單中，教導始終是前幾名
在 羅
清單中 教導
前幾
 雖然屬靈的恩賜是聖靈隨己意賜給個人的，
但保羅鼓勵信徒 要求先知講道的恩賜來造就教會
但保羅鼓勵信徒，要求先知講道的恩賜來造就教會
當然所有的恩賜需要根據愛的原則來使用。

2. 是否對靈魂的得救與成長有著強烈的負擔？
好的教師，需要看見教導的目的
是使人歸信基督、帶來人生命的改變，
而不是好為人師、站在人前分享自己的學習心得，
雅三1 好為人師者往往要受更重的審判。

4. 人們是否能從他的教導中在屬靈上獲得造就？
 雖然不能從成果論成敗，
雖然不能從成果論成敗
但一個與聖靈同工的教師必然會看見
人們從他的教導獲得造就
導
 在分享聖靈的喜樂之餘，
也要謙卑承認自己不過是聖靈的器皿，
願榮耀歸於神與坐在寶座上的羔羊

3. 是否有能力教導？渴望教導未必擁有教導的能力，
 屬靈教師乃是引導人在生命中經歷屬靈的轉變
 投入教會教導服事前，必須先經歷聖靈的指教，
以便能與聖靈有美好的配搭
 透過積極的學習與操練，觀摩有效的教師，
謙卑尋求他人的建議，可以逐步發展出教導的恩賜
努力備課，懷著敬畏的心與聖靈同工，是應有的態度。

5. 教師必須是個禱告的人
禱告能光照我們，使我們更加的渴慕聖潔，
接受聖靈在屬靈上的淨化、被聖靈充滿。
著名的奮興家陶瑞《何以神使用慕迪 》
著名的奮興家陶瑞《何以神使用慕迪？》
強調慕迪有七個特質使他的事工有效，
其中之 就是禱告
其中之一就是禱告。
在禱告中，講道能攪動人們的心順服聖靈的能力。

許多人會問，我如何才知道自己是否擁有教導的恩賜？
1 一個羨慕教導服事的人，應當是渴望學習神的話
1.
個羨慕教導服事的人 應當是渴望學習神的話

三、聖靈在我們當中 Spirit Among：
聖靈會透過群體關係來促使我們的生命改變。
靈會透 群體關 來
我
命 變
在課堂中，
 教師需要敏於聖靈的感動
 也要讓學生意識到學習需要倚靠聖靈
聖靈可以使課堂成為一個
開放、彼此對話、相互造就的群體，
共同進入真理的未知領域。
每次的課堂相遇都是聖靈賜予我們的獨特機會 ―
 每個人帶著各自的成長背景、人格特質、
思想、態度與價值信念、行為模式進入課堂
想 態度 價
念 行為 式
課
 透過課堂中的互動，使人看見聖靈
在不同的 身上 作的獨特性與多樣性
在不同的人身上工作的獨特性與多樣性，
因此就擴展我們的視野

每次的課堂相遇都是聖靈賜予我們的獨特機會 ―
有時候也考驗我們接納人的限度，
有時候也考驗我們接納人的限度
 可能不太喜歡有些同學老是搶先發言，
霸佔了其他同學的發言機會
 也可能不喜歡有些人直接挑戰教師的權威
這卻讓我們反省到底我內心的焦慮是什麼？
為什麼我因為他的挑戰感到不悅？
我所在意的是什麼？
如果能在當下向聖靈禱告、事後有一些反省，
 也許可以進到這些同學的處境，
為
為他們禱告，以致於能夠站在他的旁邊，
禱
夠 在
旁邊
而不是站在他的對立面
 也可以發現自己內心當中的陰影
也可 發現自己內 當中的陰影
是需要悔改的！

當預備實踐真理，會面對內心的衝突與屬靈爭戰，
課堂的信仰群體 就是與我們並肩作戰的夥伴
課堂的信仰群體，就是與我們並肩作戰的夥伴。
 無論是任何一種形式的群體關係 ─
屬靈師徒制、屬靈同伴、班級群體，
都是聖靈用來培育信徒靈命的關係處境
 藉由這種教師與學習者之間的關係處境，
聖靈會帶領我們進入三一神的合一關係中
作為人間教師，必須體會我們的教導
也是在三一神的團契相交中，
使我們更多尋求與神相遇，
倚靠聖靈的能力 聚焦在耶穌基督
倚靠聖靈的能力，聚焦在耶穌基督，
將看見神的愛，從三一神
流向師生所組成的學習群體
流向師生所組成的學習群體，
也流向需要經歷福音改變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