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如何教导？



1）基督教导的冲击力

⬧马太福音4：23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
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
病症。”

⬧马太福音7：28-29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
都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
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保罗对于圣经的教导

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
备行各样的善事。。



以人子的身份来教导

耶稣基督以人子的身份，诠释旧约，应验旧约，把生命、恩典、真理、
盼望活活地诠释出来，福音因此而生，新约就被诞生了。

我们需要接受基督作为神的儿子，对于旧约的诠释拥有最高权柄。

⬧ 路加福音 4： 15-22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

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
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
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
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众人
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



二）提纲挈领 、画龙点睛

有圣经学者David H. Phillips 做了一个研究，把

四本福音书中耶稣引用的旧约经文对应起来，
发现耶稣引用的旧约之处仅有四十五处而已！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旧约

1 太4:4 路4:4
申8:3

2 太4:7 路4:12
申6:16

3 太4:10 路4:8
申 6:13

4 太5:21
出20:13 申5:17

5 太5:27
出20:14 申5:18

6 太5:31
申24:1

7 太5:33
利19:12 民30:2 申

23:21

8 太5:38
出21:24 利

24:20
申
19:12



9 太5:43
利19:18

10 太7:23
诗6:8

11 太9:13
何6:6

12
太10:35-

36
路12:53

弥7:6

13 太11:10 路7:27
玛3:1

14 太12:7
何6:6

15
太13:14-

15
可4:12 路8:10

赛6:9-10

16 太15:4 可7:10

出20:12 申5：
16

出21：
17

利20：
9



17
太15：8-

9
可7：6-7

赛29:13

18 太18:16
申19:15

19 太19:4 可10:6
创 1：27 创 5：

2

20 太19：5
可10：7-

8

创2：24

21
太19：

18-19
可10：19 路18：20

出 20：
12-16

申5：
16-20

未 19：
18

22 太21：13 可11：17 路19：46
赛56：7

23 太21：16
诗 8：2

24
太21：

42

可12：10-

11
路20：17

诗118：
22-23



25
太22：

32
可12：26 路20：37

出3：6 出3：
15-16

26
太22：

37

申6：5

27
太22：

39
可12：31

利 19：
18

28
太22：

44
可12：36

路20：42-

43

诗110：1

29
太23：

39
路13：35

诗118：
26

30
太24：

15
可13：14

但9：27

31
太26：

31
可14：27

亚13：7

32
太26：

64
可14：62

诗110：1 但7：
13



33
太 27：

48

可 15：

34

诗22：1

34 可8：18
耶5：21 结12：

2

35
可9：44-

46

赛66：
24

36 可9：49

利2：16 结 43：
24

37
可 12：

30

申 6：4-
5

书 22：
5

38
路4：18-

19

赛61：1-
2

39 路22：37
赛53：12

40 路 23：30

何 10：8



41 路23：46

诗 31：5

42 约 6：45

赛 54：
13

43 约10：34

诗 82：6

44 约13：18

诗 41：9

45 约15：25

诗 69：4



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引用旧约经文次数 33

耶稣在《马可福音》中引用旧约经文次数 16

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引用旧约经文次数 16

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引用旧约经文次数 4

耶稣在符类福音（起码两部）引用的旧约经文次

数

21

耶稣在三部符类福音中引用的旧约经文经文次数 6

耶稣在福音书直接引用旧约出处共45处，加上
旧约内部重复的经文，计 63处。



耶稣在与当时的社会激烈的交流之
中，他直接引用的旧约经文集中在

⬧ 神的律法的本质

⬧ 神的本性

⬧ 基督论：最重要的是神差遣自己的儿子为基督，成为人和神之间
的桥梁，人们可以遵循上帝的律法。

就在这45处旧约经文中，耶稣开展出神对于人类的拯救！



使徒们引用的旧约经文

徒2：1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2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3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
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 4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
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5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6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
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 7 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
加利利人吗？ 8 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 9

我们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
家、本都、亚细亚、 10 弗吕家、旁非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

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
太教的人， 11 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
神的大作为！” 12 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
呢？” 13 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https://cnbible.com/acts/2-1.htm
https://cnbible.com/acts/2-2.htm
https://cnbible.com/acts/2-3.htm
https://cnbible.com/acts/2-4.htm
https://cnbible.com/acts/2-5.htm
https://cnbible.com/acts/2-6.htm
https://cnbible.com/acts/2-7.htm
https://cnbible.com/acts/2-8.htm
https://cnbible.com/acts/2-9.htm
https://cnbible.com/acts/2-10.htm
https://cnbible.com/acts/2-11.htm
https://cnbible.com/acts/2-12.htm
https://cnbible.com/acts/2-13.htm


14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
的人哪，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15 你们想这些
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巳初。 16 这正是先知约
珥所说的： 17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

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
异梦。 18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
就要说预言。 19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
血，有火，有烟雾。 20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
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 21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
得救。’ 22 以色列人哪，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

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
的。 23 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
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24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
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https://cnbible.com/acts/2-14.htm
https://cnbible.com/acts/2-15.htm
https://cnbible.com/acts/2-16.htm
https://cnbible.com/acts/2-17.htm
https://cnbible.com/acts/2-18.htm
https://cnbible.com/acts/2-19.htm
https://cnbible.com/acts/2-20.htm
https://cnbible.com/acts/2-21.htm
https://cnbible.com/acts/2-22.htm
https://cnbible.com/acts/2-23.htm
https://cnbible.com/acts/2-24.htm


25 【诗篇16】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
叫我不至于摇动。 26 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 a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
安居在指望中； 27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
朽坏。 28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
乐。’ 29 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
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30 大卫既是先知，
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31 就

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
见朽坏。 32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 33 他
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c，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
听见的浇灌下来。 34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35 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诗篇
110】’ 36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
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https://cnbible.com/acts/2-25.htm
https://cnbible.com/acts/2-26.htm
https://cnbible.com/cuvmps/acts/2.htm#footnotes
https://cnbible.com/acts/2-27.htm
https://cnbible.com/acts/2-28.htm
https://cnbible.com/acts/2-29.htm
https://cnbible.com/acts/2-30.htm
https://cnbible.com/acts/2-31.htm
https://cnbible.com/acts/2-32.htm
https://cnbible.com/acts/2-33.htm
https://cnbible.com/cuvmps/acts/2.htm#footnotes
https://cnbible.com/acts/2-34.htm
https://cnbible.com/acts/2-35.htm
https://cnbible.com/acts/2-36.htm


耶稣引用了诗篇110道出基督论

太 22：41法利賽人聚集的時候，耶穌問他們說： 42「論到基督，你

們的意見如何？他是誰的子孫呢？」他們回答說：「是大衛的子

孫。」 43耶穌說（诗篇110）「這樣，大衛被聖靈感動，怎麼

還稱他為主說： 44『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

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 45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

是大衛的子孫呢？」 46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言。從那日以後，

也沒有人敢再問他什麼。

https://cnbible.com/matthew/22-41.htm
https://cnbible.com/matthew/22-42.htm
https://cnbible.com/matthew/22-43.htm
https://cnbible.com/matthew/22-44.htm
https://cnbible.com/matthew/22-45.htm
https://cnbible.com/matthew/22-46.htm


诗篇 16：1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2我的心哪，你曾對耶

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3論到世上的聖民，

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4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

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5耶和

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6用繩量給我的

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7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

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8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

右邊，我便不致搖動。9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

要安然居住。10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

朽壞。11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

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https://cnbible.com/psalms/16-1.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6-2.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6-3.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6-4.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6-5.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6-6.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6-7.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6-8.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6-9.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6-10.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6-11.htm


诗篇110

⬧ 1耶和華(Jehovah) 對我主（Adonay) 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做你的腳
凳。」

⬧ 2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能力的杖來，你要在你仇敵中掌權。3當

你掌權的日子 a，你的民要以聖潔的裝飾為衣 b，甘心犧牲自己，你

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c。4耶和華起了誓，決不後悔，說：「你是照

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5在你右邊的主，當他發怒的日子，

必打傷列王。6他要在列邦中刑罰惡人，屍首就遍滿各處；他要在許

多國中打破仇敵的頭。7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頭來。

https://cnbible.com/psalms/110-1.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10-2.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10-3.htm
https://cnbible.com/cuvmpt/psalms/110.htm#footnotes
https://cnbible.com/cuvmpt/psalms/110.htm#footnotes
https://cnbible.com/cuvmpt/psalms/110.htm#footnotes
https://cnbible.com/psalms/110-4.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10-5.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10-6.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10-7.htm


三）耶稣妙用比喻

⬧ 基督的讲道风格是极其独特的，生活实践性很强。他常常以
比喻传讲圣经！

⬧ 耶稣基督在世时，常常用比喻来传讲他所想表达的
讯息。福音书裡记载的比喻大概有三十多个，其中
路加福音最多，约翰福音最少，所以比喻其实是佔
了福音书很大的比重。在路加福音耶稣说完了第一
个比喻之后「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由此可见比喻以及其解释的重要性。他的目的也是
让人们能够和生活结合起来！



四）有效地应用

基督的教导方法与文士不同。耶稣从生
活出发，进行概念的提升，然后及时地
应用在生活处境中。所以他的讲道是带
着权柄的。

具象 –抽象 –具象



⬧耶稣的教导方法对于我们的启示：

⬧不是详细精致地描述为目的

⬧目的是改变生命的行动，归荣耀给神。

⬧耶稣颁布大使命，马太福音 28：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五）聚焦保罗对于提慕太的教导

提摩太后书3：15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
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16圣经都是神

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17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 信耶稣基督，才会获得得救的智慧。（信耶稣基督而重生的新
人，胜过肉体的罪的过程，乃是得救的过程）

⬧ 我们被圣灵充满时，方能接受圣灵呼入圣经的生命气息。

⬧ 这个智慧使我们学习到自己不知道的

⬧ 这个智慧警示我们，当我们做错的时候。

⬧ 这个智慧带领我们悔改，归回正道。

⬧ 这个智慧教导我们学习律法，更是学习义者 –耶稣基督- 也就是
效法基督。

⬧ 这个智慧使得我们成为以基督为楷模的完全人。

⬧ 这个智慧带领我们行全备的善事，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六）错误读经的例子
1）文牍主义

哥林多后书 3：6  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

2）被私欲引诱

提摩太后书 3：6-7 。。。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
诱，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3）强解经书

彼得后书 3：15-16 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

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
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
沉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