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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教會主題： 

恢復五重職事的團隊事奉(一)——活出你的命定與呼召 
恢復五重職事的團隊事奉(二)——才幹、恩賜與職事 
恢復五重職事的團隊事奉(三)——使徒 
恢復五重職事的團隊事奉(四)——先知 
恢復五重職事的團隊事奉(五)——傳福音的 
恢復五重職事的團隊事奉(六)——牧師 
恢復五重職事的團隊事奉(七)——教師 
…… 



【弗4:11-13】11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

教師。12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13直等到我

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于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 



一、教師的定義： 

◆教師＝didaskalos(G1320) 
◆源于動詞didasko(G1321) ＝教導、教訓 
【太9:35】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G1321)人，宣講天
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癥。 
【太28: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G1321)他們遵守，我就常
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教師＝教導別人的人，老師，Teacher 

◆聖經中的教師，特指“教導聖經、 

    教導神話語”的人。 



【弗4:11】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G1320)。 
【林前12:28-29】28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師(G1320)，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
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的。29豈都是使徒嗎？豈都是先知嗎？豈都
是教師(G1320)嗎？豈都是行異能的嗎？ 
【路2:46】過了三天，就遇見他（耶穌）在殿裏，坐在教師(G1320)
中間，一面聽，一面問。 
【徒13:1】在安提阿的教會中 
有幾位先知和教師(G1320)…… 

◆教師＝didaskalos(G1320)在聖經中出現59次。 
① 5次翻譯為“教師”： 



【約3:2】這人(尼哥底母)夜裏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
是由神那裏來作師傅(G1320)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跡，若沒有神同在
，無人能行。” 
【提后1:11】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G1320) 。 

② 6次翻譯為“師傅”： 

【太9:11】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先生
(G1320)為什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飯呢？” 
【太17:24】有收丁稅的人來見彼得說：“你們的 
先生(G1320)不納丁稅嗎？” 

③ 9次翻譯為“先生”： 



【路18:18】有一個官問耶穌說：“良善的夫子(G1320)，我該做什
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可4:38】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
夫子(G1320)，我們喪命，你不顧嗎？” 

④ 39次翻譯為“夫子”： 

◆didaskalos(G1320)＝教師、先生、師傅、夫子＝Teacher 
◆中文聖經和合本(1919年) 



【可9:5】彼得對耶穌說：“拉比(就是“夫子”)，我
們在這裏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
摩西，一座為以利亞。” 
【約1:38】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著，就問他
們說：“你們要什麼？”他們說：“拉比(“拉比”翻
出來就是“夫子”)，在哪里住？” 

⑤ 拉比(Rabbi)＝我的老師 

⑥ 拉波尼(Rabboni)＝我尊貴的老師 
【可10:51】耶穌說：“要我為你作什麼？”瞎子說：“
拉波尼(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見！” 
【約20:16】耶穌說：“馬利亞！”馬利亞就轉過來，用
希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二、從聖經中看教師： 

1. 耶穌 
◆教師——出現59次，42次是用來稱呼耶穌的。 
◆拉比——出現15次，12次是用來稱呼耶穌的。 
◆拉波尼——出現2次，2次都是用來稱呼耶穌的。 
◆耶穌在世上最公認和重要的身份——教師。 



①門徒： 
【可4:38】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
夫子(G1320)！我們喪命，你不顧嗎？”  
【可10:35】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進前來，對耶穌說：“夫子
(G1320) ，我們無論求你什么，愿你給我們做。” 
②旁人： 
【太17:24】有收丁稅的人來見彼得說：“你們的先生(G1320)不納
丁稅嗎？” 
【路12:13】眾人中有一個人對耶穌說：“夫子(G1320)，請你吩咐
我的兄長和我分開家業。” 

◆耶穌在世上很重要的一個身份——教師： 



③尊敬耶穌的人： 
【約3:2】這人(尼哥底母)夜裏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
由神那裏來作師傅(G1320)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跡，若沒有神同在，無
人能行。”  
【約11:28】馬大說了這話，就回去暗暗地叫她妹子馬利亞說：“夫子
(G1320)來了，叫你。” 
④敵對耶穌的人： 
【太9:11】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先生(G1320)
為什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飯呢？”  
【路10:25】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G1320)，我該
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約13:13】你們稱呼我夫子(G1320)，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
本來是。 

⑤耶穌承認自己教師的身份： 

◆耶穌——教師中的教師、拉比中的拉比。 



2. 初代教會的教師： 

【提后1:11】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G1320)。 
【徒18:11】保羅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個月，將神的道教訓(G1321)
他們。 

①保羅： 

②巴拿巴： 
【徒13:1】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G1320)，就是巴
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
念，并掃羅。 
【徒15:35】但保羅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許多別
人一同教訓(G1321)人，傳主的道。 



【徒18:24-25】24有一個猶太人，名叫亞波羅，……他生在亞歷山大
，是有學問的，最能講解聖經。25這人已經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訓，心
裡火熱，將耶穌的事詳細講論教訓(G1321)人，只是他單曉得約翰的
洗禮……百基拉、亞居拉聽見，就接他來，將神的道給他講解更加
詳細。 

③亞波羅： 

④提摩太： 

【提前4:11-13】11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導

(G1321)人。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

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多2:1、7-8】1但你所講的，總要合乎那純正的道理。……7你自

己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在教訓(G1319)上要正直端莊，8言語

純全，無可指責，叫那反對的人，既無處可說我們的不是，便自

覺羞愧。 

⑤提多： 



3.大使命： 
【太28:19-20】19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G1321)他們遵
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大使命＝使萬民做主的門徒(Making disciples) 
    1.去 (By going) 
    2.施洗 (By baptizing) 
    3.教訓 (By teaching) 
 
◆教師的服事，是大使命的一個部分！ 



◆禱告的教會 
◆平衡的教會 
◆小組的教會 
◆關懷的教會 
◆宣道的教會 
◆QT和門訓的教會 

成人主日學 
(1983年) 

裝備站 
(1998年) 

裝備中心
(2000年) 

門訓學院
(2009年) 



1.基礎必修類：標竿人生、基要真理、新約概論、舊約概論…… 
2.聖經書卷類：創世紀、羅馬書、約翰福音、詩篇、啟示錄…… 
3.生活應用類：聖經財務觀、夫妻、親子、職場、領導力…… 
4.事奉訓練類：五重職事、拉法團隊訓練、個人布道、如何探訪…… 
5.門徒訓練類：PRE-DT、DT、LT 

◆五大類課程： 2017年 



1251人次 



2018年 



2018年 

第1年：受浸班、標竿人生、豐盛的生命/(基要真理)、遇見神營會； 
第2年：豐盛的恩光/(新約概論、舊約概論)； (PRE-DT)、落實QT 
第3年：DT、彩虹營會； 
第4年：聖經書卷類(羅馬書、約翰福音、創世紀、啟示錄……) 
              生活應用類(聖經財務觀、夫妻、親子、職場、領導力……) 
              夫妻營會；參與服事 
第5年：LT； 
第6年之後：恩賜發掘，事奉訓練類（拉法醫治、五重職事……） 
                      基督生平(6冊)、保羅生平(3冊)、摩西五經(2冊) 

◆“GCCI 靈命成長規劃 



三、恢復教師的恩賜與服事： 

【拉7:10】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

以色列人。 

◆文士(scribes)，源于動詞“計數”(saphar) 

【太22:35-36】35內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an expert in the law)，要試探
耶穌，就問他說：36“夫子，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的呢？” 

【徒5:34】但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迦瑪列，是眾百姓
所敬重的教法師(a teacher of the law)…… 

【拉7:11】祭司以斯拉是通達耶和華誡命和賜以色

列之律例的文士。 



①考究(Study)： 

【約7:14-16】14到了節期，耶穌上殿里去教訓人。15猶太人就希奇說
：“這個人沒有學過，怎么明白書呢？”16耶穌說：“我的教訓不
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來者的。” 
【路2:41-46】41每年到逾越節，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42當他十二
歲的時候，他們按著節期的規矩上去。43守滿了節期，他們回去，
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就回耶路撒冷
去找他。46過了三天，就遇見他在殿里，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
一面問。 



【路6:39】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瞎子豈能領瞎子，兩個人不是都
要掉在坑里嗎？ 

◆葛理奇《教學的七大定律》 
◆定律一：“教师必需瞭解他所要教的事情。” 
“無中當然不能生有，黑暗當然不能發出光來。一
個人自己不知道的，不能拿來教授別人。……許多
教師在做教導工作時，不是預備得不充分，就倒是
完全沒有預備，他們如同沒有信息的使者。” 葛理奇 

(John Milton Gregory) 



先知性的話語服事 
①階段性、個別性的，基於神特定的說話。
上帝的話臨到一個人，聖靈感動一個人，
這個人才會有先知性的話語的服事。(神
感動先知以賽亞寫下《以賽亞書》) 
②不需要與人討論、辯論、推理、解釋，
而是宣告、傳達神的話。說和聽的人有可
能不懂其中的意思。 
③與一個人事先的預備，努力無關。 
④偏向聖靈即時性的感動。 

教師性的話語服事 
①而教師性的話語服事是一種常態性、
普遍性的服事，是基於神說好的話—
聖經。(許多人教導、解釋《以賽亞
書》) 
②需要透過推理、解釋、舉例、討論
各種方法，讓聽的的人明白他講的內
容。 
③是需要人事先認真的預備。 
④偏向事先與聖靈的互動。 

◆教師教導需要人事先的準備，這並不意味的教師的服事完
全是人努力的結果，不需要聖靈的工作。教師在預備自己的
教導時需要聖靈幫助他明白神的話，需要聖靈教導他如何更
好的傳達；甚至在教導的現場，聖靈也會感動教導者講出一
些他事先沒有預備好的信息。 



②遵行(Observe)： 

【太23:1-4】1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論，2說：“文士和法利
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3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
；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4他們把難擔的
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 
【約13:12-15】12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
他們說：“我向你們所做的，你們明白嗎？13你們稱呼我夫子，稱
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14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
，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15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
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 



③教導/教訓(Teach)： 
【太9:35】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里教訓人，宣講天國
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癥。 
【路19:47】耶穌天天在殿里教訓人。 
【太5:1-2】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他就開
口教訓他們。 
【可4:1】耶穌又在海邊教訓人。…… 
【可10:1】耶穌從那里起身，來到猶太的境界并約旦河外。
眾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訓他們。 
【路24:27-32】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
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
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不見了。他們彼此說：“在路上，他
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
熱的嗎？” 



【西1:28】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教師教導不是為了表明自己懂的很多。而是： 
    ①看重神的話——知道神話語的寶貴。 
    ②看重人的生命——知道神的話語可以改變人的生命。 

【約6:63】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
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結語：蒙福的呼召 

【拉7:10】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

訓以色列人。(For Ezra had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and 
observance of the Law of the Lord, and to teaching its decrees and 
laws in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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