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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教導使命教會的教導使命

上一堂課，基督教教育的三個重要的目標：

提供啟示的知識、塑造敬虔的靈命、帶來更新與轉化。提供啟示的知識、塑造敬虔的靈命、帶來更新與轉化。

這一堂要來看看，在新約中，

這個三個教育目標如何實現在教會中。這個三個教育目標如何實現在教會中。

壹、大使命的教育意義（太廿八19-20）

經常被用做提倡個 佈道 你們要去經常被用做提倡個人佈道 ─ 你們要去

主要動詞「使萬民作主的門徒」，重在門徒訓練，

門徒是指學生的身分 成為主的門徒門徒是指學生的身分，成為主的門徒

不僅能在受洗時準確回答出信仰教義

導還要將主所教導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就是必須順服所教導的

主就應許與這些門徒、他們所要成立的教會同在。

使徒行傳中，第一代的門徒在聖靈的帶領下

實踐主的大使命 在各地建立教會實踐主的大使命，在各地建立教會，

當基督徒聚在一處時，他們做些什麼？

 徒二42-43、四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

擘餅、祈禱，以財物照顧有需要的人

當福音傳到安提阿，門徒首先被稱為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

基督教信仰不單只是指頭腦的知識，而是指

基督徒的身分與生活方式是具有識別性的，

並且對當時的社會文化產生衝擊與影響。

當他們這麼做，主也照著所應許的「與他們同在」─當他們這麼做 照著所應許的 與他們同在」

得救的人加給他們、行神蹟奇事、拯救當中的領袖

帶來各地教會增長，也改變城市的風氣 (徒八8、十九20)帶來各 教會增長 也改變城市的風氣 (徒八 十九 )

受福音影響的城市大得歡喜，神的道不受限制的傳揚。

貳、以弗所書的教會教導藍圖 ― 

羅 教會 教導藍 教導手保羅提供給教會的教導藍圖、教導手冊。

弗一4-14 神在基督裡為蒙救贖的人預備了各樣屬靈的福氣。

以弗所書告訴我們的教育策略是什麼呢？

1. 教會需要告知真理的福音：

蒙救贖的第一步是因為聽見真理的道，

以致相信基督，領受聖靈的印記。

教會需要持續把使人得救的福音告訴人，使人蒙恩得救

2. 教會需要形塑屬靈的生命：信徒能夠得救，乃是因為

經歷神使基督復活的能力，也讓他能與基督一同復活

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也成為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 成為新 成為神手中 作

聖靈內住，所有得救的人被放在神的家中 ─ 教會

生命在教會當中，藉著彼此的服事長大成熟，生命在教會當中 藉著彼此的服事長大成熟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讓神的豐富、榮耀充滿教會。



3. 轉化世界：教會存在的最終目的是要讓天上地下所有人

在 而都能明白神旨意的奧祕、都在基督裡合而為一，

教會需要成為屬靈的軍隊，來對抗敵對神的權勢，

直到神所有的子民都蒙救贖，

成為神在聖徒中所得的榮耀基業。

本都省長普里尼曾寫一封信給當時羅馬皇帝圖拉真，

在信中請示該如何處理非法集會的基督徒：

他們並沒有什麼犯罪的行為，只是這些基督徒

在城市、在鄉村滲透，使偶像神廟日漸荒廢。在 市 在鄉 滲透 像神廟 漸 廢

初代的基督教會不是憑藉大型佈道會、商業行銷的手段，

而是透過生活的見證，對羅馬帝國逐漸滲透擴散，而是透過生活的見證，對羅馬帝國逐漸滲透擴散，

直到基督教信仰成為影響整個帝國的主要信仰。

今日的教會是否也渴望對社會產生這樣的影響力呢？今日的教會是否也渴望對社會產生這樣的影響力呢？

就不能輕看教會的教導所產生的威力！

叁、初代教會的教導事工

1 首批教師就是曾經跟從過耶穌1. 首批教師就是曾經跟從過耶穌、

見證耶穌復活的使徒和門徒，

隨著福音向各地推展、

各地教會建立之後，聖靈在教會賜下各類恩賜 ― 

 弗四11 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

教會組織漸漸穩定，監督與長老

這些教會領袖的條件之一就是善於教導

 提後二2 保羅勸提摩太要將所領受的教訓，

交託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2. 基督徒家庭教育：督徒家庭教育

初代教會也繼承了猶太教家庭教育的模式，

弗六1-4 作父親的要按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兒女，弗六 作父親的要按著主的教訓和警戒 養育兒

兒女也要在主裡聽從父母。

3. 世代間的信仰傳承：不同世代之間也有教導的責任，

老年婦人 善道教 教 年 多二老年婦人要用善道教訓人，好指教少年婦人

愛丈夫、愛兒女、謹守貞節，料理家務

初代教會就是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

互相勸戒的學習型群體（西三16b、弗五19、帖前五11）

4. 巡迴教師：從保羅、約翰書信的線索來看，

當時有一些傳道者與教師，

是在各教會中巡迴教導（約貳9、加一7）

可見教會在初期的發展中，可見教會在初期的發展中

不但有活躍的教導事工，

也有許多人參與在正式與非正式的教導服事中也有許多人參與在正式與非正式的教導服事中

教育事工並非教會諸多事工中的一項活動而已，

而是整個教會就是一個活的教育課程，而是整個教會就是 個活的教育課程，

向人們傳遞著基督復活的信息

肆、那些人是教會的教導者？

1 教會領袖應當善於教導1. 教會領袖應當善於教導：

很容易想到主日學老師、團契輔導是教師

導根據聖經的教導，教會的領袖無論頭銜是

監督、長老、牧師，都應當是首要的教育者

提後二24 主的僕人善於教導，用溫柔來勸戒。

可能有些牧師認為教導不是他所擅長的，

弗四牧師與教師乃是連結在一起的。

基於牧師的職分，必須積極投入教導的事工，

不僅指主日講台的講道、成人主日學的教導

牧者要留意教會是否健康的成長、牧者要留 教會是否健康的成長

在屬靈知識、靈命的形塑上成長，

越來越符合耶穌基督的樣式越來越符合耶穌基督的樣式

不斷更新轉化，對社會文化帶來影響力



善於教導未必是指具備教導的口才、教導的技巧，

是 有教導者 生命影響力 體會更是擁有教導者的生命影響力、深深體會

教育事工在神救恩計畫的重要性

導教導事工關係著教會的健康成長、

能否在這個時代中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

因此，無論牧者是否具備教導的恩賜，

都必須看重並且監督教會教育的事工，

不斷為教會培養教導的人才，

在教會歷史中，許多帶來教會復興的牧師，

本身都是卓越的教師。

著名牧者畢德生《建造生命的牧養真諦》強調：著名牧者畢德 《建造 命的牧養真諦》強調

當代牧者應當回歸到傳統牧者的三方面服事：

教導、禱告、屬靈指引，教導 禱告 屬靈指引

這三者可以說是教會教導事工的核心。

2. 有教導恩賜的人：

使徒行傳特別提到有些人是有教導恩賜的使徒行傳特別提到有些人是有教導恩賜的，

像亞波羅、亞居拉、百基拉，

他們未必是帶領教會的領袖，

但具備教導的恩賜，

可以用神的話來造就信徒。

今日我們也要向神求 ―

把更多具有教導恩賜的人賜給我們，

除了禱告外，更重要的是，教導恩賜

必須培育與操練，才能逐漸發展

如果期望教會有更多教導的人才，如果期 教會有更多教導的人才

必須使人看重教導的重要性

呼召有心人投入教導的使命，呼召有 投 教導的使命

提供願意學習的人裝備、操練的機會

3. 教會中的家庭教育：

由於教會分齡事工 父母就把屬靈教養由於教會分齡事工，父母就把屬靈教養

的責任，委託給主日學老師或團契輔導，

可是影響年輕人的靈命、人格成長，其實是父母

父母常以開明為藉口，不願把信仰強加在兒女身上，

看似尊重兒女，實際任由孩子接受世俗影響

越來越多父母覺得應當承擔起屬靈教育的責任，

同心為兒女禱告、彼此學習、規劃家庭的屬靈教育，

讓兒女從小就在敬虔父母的言教、身教中認識神

坦白的把自己信仰的掙扎、軟弱，活在兒女面前

就像以色列的家庭有如聖所，就像以色列的家庭有如聖所

所有基督徒家庭也應該是小型教會，

讓兒女自幼在這個家庭教會中接受屬靈教導、讓兒女自幼在這個家庭教會中接受屬靈教導

彼此團契分享、發展恩賜、服事有需要的人。

當代的教育學者 Steve Kang 提到，

父母在教養兒女時 也在教養自己父母在教養兒女時，也在教養自己 ―

會想到自己年幼時某些片段經驗，

這些記憶可能是喜樂或痛苦，

都讓他有機會體會可能自己對父母

有一些的扭曲、不完全的理解，

以致回顧時能帶來神的赦免與醫治

當在這過程中原諒父母或請求父母的原諒，

都能讓神的赦免滲透到我們的靈魂深處

整個教會也是延伸家庭，

教會中的成年人就像是延伸家庭的父母，教會中的成年人就像是延伸家庭的父母

無論是已婚或單身，都要有屬靈收養的責任

就像約瑟接納耶穌進入他的家庭與譜系中，就像約瑟接納耶穌進 他的家庭與譜系中

也像神收納我們成為祂屬靈的兒女



4. 在信仰群體中的世代傳承：

無 是希 來或早期基督 群體無論是希伯來或早期基督徒群體，

世代的信仰傳承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就像新舊約都很看重家譜，

代表家族歷史的重要性，透過家族歷史的記憶，

可以建立個人的身分認同

紀念神在歷史中的作為，提供未來的盼望

今日的社會，世代之間的割裂，情況日益嚴重，

每個世代都活在自己的時代處境中，

有著自己的價值、信念，

上一代的歷史傳統、經驗智慧未能傳承給下一代代 傳 智慧未 傳 代

年輕一代創新的思想與眼光，不為上一代所理解

這使得世代之間的關係越發疏離，這使得世代之間的關係越發疏離

同樣影響教會屬靈生命的傳承與更新。

詩一四五13 神的國是永遠的國，神所執掌的權柄存到萬代。

說明神的國度需要每一世代的人投入，

每個世代都能帶來那個世代獨特的每個世代都能帶來那個世代獨特的

知識、價值、態度、感性、技能

今日的教會需要讓世代之間有更多交流，今日的教會需要讓世代之間有更多交流

才能夠彼此教導與塑造

年輕一代不能靠著網路只建立水平的關係，年輕一代不能靠著網路只建立水平的關係，

也需要與前一世代有人際面對面的接觸；

年長的世代除了把神在歷史的作為傳遞給下 代年長的世代除了把神在歷史的作為傳遞給下一代，

也可以向年輕人學習新的觀念與視野，

用聆聽來支持他們 鼓勵他們用聆聽來支持他們、鼓勵他們。

C.S.Lewis：成長需要延續與改變，穩定與創新。

傳統與創新就像是教會的左右腳，帶領我們穩步向前。

結論：

神透過教師建造教會 也透過教會來培育教師神透過教師建造教會，也透過教會來培育教師。

在教會中，人人都是學習者，人人也都是教導者，

盼望我們在教會中更多發現自己可以

在教會中用以造就別人的恩賜

承認自己並非全能教師，是整個身體的一份子，

需要與其他人共同來完成整個教會的教導使命，

讓整個教會成為活的教育課程

盼望教會所編織綿密的教導網路，盼望教會所編織綿密的教導網路

可以讓各肢體的發展更加健康有活力，

讓信仰可以代代傳承，讓信仰可以代代傳承

有能力對抗世俗的影響力，轉變我們的

社會、文化、國家、所處的世界，社會 文化 國家 所處的世界，

也轉變我們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