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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 101課程	

譚約珥牧師	

未經作者同意，請勿自行翻印。	

課程簡介：	

在事奉上沒有得著支援？在事奉上欠缺動力？在事奉上失去方面？在事奉上自覺不足及缺

乏技巧？	

「領袖訓練 101課程」是專為事奉人員度身訂造的課程，適合現職領袖及同工參與。藉著

重溫聖經重要的真理及學習事奉的技巧，並且通過互動式教學及分組討論，好讓參加者能

建立支持的系統及有持續的動力來事奉。	

課程大綱：	

1. 領袖的異象	

2. 領袖的觀點（價值觀）	

3. 領袖的自處（一）：時間	

4. 領袖的自處（二）：金錢	

5. 領袖的自處（三）：權力	

6. 領袖的自處（四）：追求	

7. 領袖的自處（五）：健康	

8. 領袖的技巧（一）：會議一	

9. 領袖的技巧（二）：會議二	

10. 領袖的品格（一）：忠心	

11. 領袖的品格（二）：謙卑	

12. 領袖的品格（三）：誠實 Integrity	

13. 領袖的品格（四）：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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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形式：	

1. 反思問題：懂得怎樣發問題是重要的，同樣曉得如何回應亦是要緊的。發問問題

及反思時間是學習及成長必經的過程。	

2. 重溫真理：領袖必須經常重溫重要的真理，這才可達致溫故知新的果效。	

3. 彼此交流：與組員分享我們在事奉的經歷及見解是重要的，這有助開廣我們的視

野。	

4. 彼此提醒：彼此提醒有助陷在軟弱或在事奉上迷失方向者，讓他們懂得怎樣重新

得著力量及獲取事奉的要訣。	

5. 彼此鼓勵：事奉難免遭到障礙，服事主所遇到的困難也會叫人灰心失意；故此，

事奉者必須互相鼓勵，如此才能叫我們不怕艱辛，繼續倚靠主來承擔工作。	

6. 彼此代禱：在課堂完結前，參加者必須分享自己的需要及感恩的地方。分享及代

禱的方向是：「掛念」的事情“Concern”及「讚美」的事項“Celebration”。	

7. 課餘相交：光是在課堂上學習及支援是不足夠的，課餘相交亦是得著支持及極有

效的學習方式。	

課程目標：	

1. 個人成長：藉著這課程的設計，為要提升事奉者的質素。事奉有四大元素，可以

以英文首字母縮略詞	“Acronym”「賽跑」（RACE）來代表：	

a. 「關係」Relationship：事奉人員及領袖要看重與神及人的關係。信徒應與

神保持美好的相交，並且進深認識我們的主。此外，信徒要與眾信徒和陸同

居，同心及齊心協力是非常重要的。	

b. 「技能」Ability：這是指事奉的技巧	“Ministry	skills”，適切使用事奉的技巧，

乃是換來更理想的果效。	

c. 「品格」Character：只懂得運用事奉的技巧，但卻沒有屬靈或屬神的品格

是毫無意義的；換言之，領袖的品格是頂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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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情緒」Emotion：領袖要保持健康的情緒，否則便很容易陷在屬靈的筋疲

力竭中	“emotional	or	spiritual	burnout”。了解靈裡筋疲力竭的成因，並且知

道預防之法，乃是確保健康的情緒之秘訣。	

2. 建立隊工：盼望藉著這個課程，帶給個人及社群新的動力；以下是五個方向：	

a. 新心志：學員在靈命得著建立，因而在事奉上有新的抱負。	

b. 新動力：讓參與者可重新得力，有持續的動力來事奉主。	

c. 新領袖：扶立具潛質的領袖是主要目的之一，也期待現職領袖在事奉的領

域上可更上一層樓。	

d. 新隊工：在事奉上，讓學員知道溝通及默契是重要的，並且我們有必要擴

闊事奉的網絡，這樣在事工方面才有突破及發展。	

e. 新進展：通過彼此代禱、交流事奉心得、重溫聖經真理及學習事奉的技巧

等，期望我們在事奉方面有所突破，於質與量上皆有增長。	

3. 支援系統：通過這個課程，讓學員可得著支援，並且在課餘後仍有彼此相交及代

禱，於教會內建立事奉的網絡及支持的系統。	

參考書目：	

1. 孫德生，《屬靈領袖》，福音證主協會	

2. 簫壽華，領袖本色─《聖靈領導的教會管理》精華篇，宣道	

3. 約翰麥斯威爾，《與巨人同行─請聖經偉人作我的人生顧問》，基石文化公司	

4. 約翰麥斯威爾，《凝聚你的團隊力─作一個團隊需要的人》，基石出版社	

5. 約翰麥斯威爾，《領導團隊 17法》，基石出版社	

6. 約翰麥斯威爾，《領導力 21法則》，基石出版社	

7. 約翰麥斯威爾，《領袖 21特質》，基石出版社	

8. 約翰麥斯威爾，《影響力的特質—開創你的人際影響力》，基石出版社	

9. 約翰麥斯威爾，《轉敗為勝—如何從逆境中萃練自己》，基石出版社	

10. 約翰麥斯威爾，《成功札根在每一天》，雙福基金會	

11. 約翰麥斯威爾，《態度－你的致勝關鍵》，基石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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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約翰麥斯威爾，《360°全方位領導》，英柏爾	

13. John	MacArthur,	The	Book	on	Leadership:	The	Power	of	a	Godly	Influence	(Nashville:	T.	

Nelson	Publishers,	2004).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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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領袖的異象	

1) 反思時間：	

a) 何謂異象？	

b) 為何你事奉呢？	

2) 重要的真理（箴 29：18）：「沒有異象、〔或作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

便為有福。」	

a) 視覺的溝通：這是神與人溝通的方法，其焦點放在視覺方面的溝通。i	

b) 異象的翻譯：在不同的直譯及意譯的譯本裡，「異象」 ii
是分別翻作

「話語」	

“word”、iii
「啟示」”	 “revelation”iv、「引導」 	 “guidance”	v及「預言性的啟示」	

“prophetic	revelation”。vi	

c) 沒有異象的原因：沒有神的說話及不能聽見神的聲音（撒上 3：1），乃是導致沒

有異象的元兇（摩 8：11，12）。vii	

d) 沒有異象的惡果（箴 29：18）：	

i) 惡果一：這裡的異象，通常是與先知的勸告有關。若沒有從神而來的啟示或教

導，會眾便會失去社群的和諧及失去異象所帶來的拘束力。

viii	

ii) 惡果二：沒有異象的群眾會變得不受約束，ix
意即不受管制（出 32：22，25），

x
並且最終落在神的審判裡。

xi	

iii) 惡果三：由於沒有神的說話，如此叫群眾失去異象。他們不會步向滅亡，但卻

叫他們繼續留在罪惡生活裡。

xii	

3) 聖經的異象：	

a) 視聽經歷：在舊約聖經裡，異象可以是一種視覺及聽覺的經歷，神藉此對人說話

（賽 6）。xiii
差不多已是三十年前的經歷了，那時我還在英國唸書。通過英國教會

衰落的光景，神讓我知道神家需要復興。藉著親眼目睹教會可憐的情況，神把復興

教會的決心及動力種植在我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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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超越數據：十二位探子前往迦南地探地，十位帶回惡訊，兩位卻帶回喜訊。雖然

十位帶回惡訊的人把該地某些實況帶回來，但卻叫會眾灰心失意。可是，兩位探子

帶回來的信息，決不是停留在數據上，而是叫會眾繼續向前邁進的動力。

xiv	

c) 具使命感：在尼希米記內，我們看見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決心或異象，乃是極

具使命感的。

xv	

d) 神的傳媒：在整本聖經裡，神通過異象把祂的真理及王權傳開。xvi
換言之，假若教

會不愛慕神的說話，或教會缺乏供應的話，會眾便難以認識祂及其旨意，對教會的

發展及成長換來負面的影響。	

e) 遵行異象	Submission	to	a	Vision：保羅見證說：「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

異象」（徒 26：19）。xvii
神把異象賜下，為要叫教會領袖遵行。由於忠於所得的

異象，不但改寫了保羅的一生，也改變了他所身處的世代及後世的人。總言之，保

羅的異象具有改寫歷史的能力！	

4) 現代人術語：神把其心意在聖經內向人啟示，通過書中所啟示的救恩，人不但可認識

神，並且可藉此成為神的兒女。自聖經成書後，神便沒有再把新的啟示賜給世人了。

在基督教圈子內，於信徒的詞彙裡，有些是與聖經談及的異象有關的；比方說：	

a) 領受：不少牧者及教會領袖常說，這是我個人的「領受」。在這些個人領受裡，

不少是源自聖靈的感動或帶領；故此，這些領受是與聖經的異象非常類同的。	

b) 感動：在整本聖經裡，不乏聖靈或神感動人的片段（參考代下 18：31）。在不少

時候，雖然現代基督徒所談及的異象是有別於聖經的定義，但信徒從神所得的領受，

亦是源自聖靈感動的。	

c) 負擔：「默示」，可解作「神託之⾔」（賽 13：1，呂振中譯本），有不少英文聖

經的翻譯是「負擔」	 “burden”。在舊約聖經內，神把這些「默示」賜給先知，其

內容多是與指責邪惡及宣告審判有關的。

xviii	

d) 看見：在殉道時，司提反看見神的榮耀、主耶穌站在父神的右邊及天開了的景象

（徒 7：55 至 56）。從神而來的異象及看見，不但把使命囑咐領受者，亦帶來足

夠的恩典及力量使他們完成使命。聖經不少的異象與司提反的看見，皆是極具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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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意即人可憑肉眼看見的。比方說，有牧者路經貧民窟時看見居民的苦況，因

而在那裡設立福音站，不但試圖幫助貧困者改善生活，並且把福音向他們宣講。	

5) 異象的語錄：	

a) 以撒牛頓“Isaac	Newton”（英國數學家及物理學家）說：他說：「假若我能望遠一

點的話，這是基於我站在巨人的肩頭上之故。」

xix
他謙卑的指出，其發現及領受是

有賴前人的功勞的。同樣地，現今基督徒領袖對教會工作的見解及看見，乃是建基

在古聖徒的根基上的。	

b) 喬治利德爾“George	Liddell”說：「給我一個屬神的人，一個忠於其異象的人，這

樣我便能夠重建破損的祭壇，並且使列國俯伏下拜。」

xx	a	 person	 is	 true	 to	 the	

vision	that	he	sees	from	God,	his	influence	will	be	very	extensive.	

c) 鮑勃洛根“Bob	Logan”說：「屬神的異象是適切時代、教會及人民的。屬神的異象

是建立信心，而不是恐懼。屬神的異象是推動人來行動的。屬神的異象是需要冒險

的。屬神的異象是榮耀神，而不是人。」

xxi	

6) 異象的凝造	The	Formation	of	Vision：屬神的異象是源自對神的認識及經歷；故此，

與神的關係及對神的追求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式。再者，從聖經、過去教會的歷史與

文獻及現代基督教領袖的著作，讓我們看見先賢及現今神僕的領受、感動、負擔及看

見，神藉此模造領袖心中的異象。	

7) 三大異象：	

a) 事奉主的異象（林後 5：14 至 15）：「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

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事奉的異象是源自愛主的心，如此便成為信徒一

生持續不變的動力。	

b) 建立教會的異象（弗 4：11 至 13）：「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在真

道上同歸於⼀、認識 神的兒⼦、得以長⼤成⼈、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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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咐信徒要彼此相愛；當領袖及全體信徒有同一的看見時，我們便會持之以恆的關

心別人，這便成為信徒建立教會極大的動力。	

c) 外展的異象（太 28：18 至 20）：「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

柄、都賜給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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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教會不但是彼此相愛的地方，亦是搶救人靈魂之發源地。簡言之，關愛罪人及搶救

失喪靈魂，便成為我們向外發展的動力。	

8) 事奉的技巧	Ministry	Skills：	

a) 要看見「大圖畫」“Big	Picture：「大圖畫」，乃是為著適切教會或事工於將來的

需要，所付出的等候及探索，因而定下具戰略性的策略。作為領袖，只忙於參予會

議及事奉，但卻看不見從神而來的「大圖畫」時，長遠來說，這非但不健康，也會

窒息事工的發展。總言之，近期的工作是重要的，但中期及遠期的計劃及發展，也

是同樣重要。	

b) 作首要的事：領袖的精力及時間是有限的，此外，教會的人力資源也是有極限的。

那麼，領袖要懂得作首要的事，果斷的把次要的事工暫時擱下。

xxii
簡言之，教會

領袖不應太過事工化，把全部精力用在處理事務，而應曉得把精力及時間留作傳遞

異象。	

c) 作個夢想者：事奉者應有夢想或理想，更重要的是，要曉得怎樣把從神而來的異

象與人溝通。

xxiii
如果領袖只有忠心的工作，但卻不知道如何把異象與人分享的話，

整間教會也容易變得事工化。	

d) 宣傳異象之法：宣傳異象有兩個主要的步驟：一，讓全會眾明白異象。二，讓他

們知道有需要來接受這個異象。

xxiv	

9) 彼此代禱：	

a) 在事奉上，有甚麼事情叫你感恩呢？	

b) 在事奉上，你掛慮甚麼東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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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領袖的觀點（價值觀）	

1) 反思問題：	

a) 有人把大衛擊殺歌利亞的故事加上以下的情節。當歌利亞迎戰以色列人時，以色

列軍說：「他那麼高大，我們決不可把他殺死。」可是，大衛望著這巨人，他心中

想：「他那麼高大，我一定不會打不中他。」

xxv
軍人與大衛的觀點有何不同之處呢？

這個新編的故事對你有何啟迪呢？	

b) 何謂觀點呢？	

c) 為甚麼事奉人員及領袖需要有觀點呢？	

2) 何謂觀點：	

a) 同義詞彙：「觀點」的同義詞甚多，它含有「看法」“perspective”、「見地」、

「見解」“point	of	view”、「意見」、「態度」“attitude”、「立場」“standpoint”及

「論點」“position”等。	

b) 世俗觀點：非基督徒所持對宗教、人生、道德及文化等，均有他們獨特的見解，

但不一定是完全與基督教對立的。故此，認識世俗觀點是有助我們捍衛基督教的信

仰，並且可更有效的向人傳揚福音。	

i) 後現代主義：何謂「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呢？若要知道甚麼是「後

現代主義」，我們必須先來認識何謂「前現代主義」及「現代主義」。	

(1) ｢前現代主義｣“premodernism”：在主後 1650 年之前，普遍西方人士是相

信有神的﹙或超自然的事物﹚，祂乃是道德標準、理性、人的尊嚴及真理的

基礎。如此的理念，學者稱它為「前現代主義」。	

(2) ｢現代主義｣“modernism”：「現代主義」是在主後 1650 年時才掘起的，那

時人已不再接受道德、人的尊嚴、真理及理性是建基在神身上的。這樣的思

想直接挑戰猶太教及基督教的世界觀。主後 1650 年至 1950 年代是「現代

主義」最為興盛的時代。	

(3)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後現代主義」在 1960 年代才興起，至

今仍影響全球。

xxvi
「後現代主義」有以下的特色：	

(a) 意義、道德及真理皆是客觀的。舉例說：對持「後現代主義」的人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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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多妻、同居、同性戀是沒有問題的。	

(b) 人是完全被其文化塑造的。換言之，各族各方的人均對人生或不同的事

物有不同的理解。	

(c) 他們拒絕接受超越物質的事物，並且也不相信有絕對的準則。如果接受

如此見解的人，他們是絕對不會相信聖經是具權威的經典。	

(d) 他們反對理智卻高舉情感。對這些人來說，查經是幾乎沒有意義的，因

為他們行事為人只憑直覺及感覺。	

(e) 新世界的秩序是多元文化的。我們所身處的加拿大，正是倡導多元文化

的國家。	

(f) 容忍是最高境界的德行。xxvii
昔日，拒絕或逼迫其他信仰的人為沒有容忍

的行為；現今，質疑別人信仰則被視為沒有容忍。

xxviii	

(4) 信徒的挑戰：	

(a) 客觀的挑戰：不少非信徒批評基督教太霸道；再者，在與人溝通信仰方

面，亦欠缺客觀。	

(b) 理解的挑戰：後現代人士認為人人有別，理解信仰或人生等，均有很大

的差異。基督徒應如何回應呢？	

(c) 標準的挑戰：現代人沒有絕對的標準，也不甘被所謂準則約束著。如果

你有機會與這類朋友對話時，你會怎樣回應他們的見解呢？	

(d) 情感的挑戰：這是高舉情感的一代，基督徒應怎樣回應呢？在傳福音方

面，信徒不應只講道理，而需要與他們分享自己信仰的歷程及感受。分

享見證及經歷，對身處後現代的世人是極為有效的。	

(e) 文化的挑戰：基督教或聖經的真理是為全人類設立的信仰，這信仰也是

適切我們現今多元文化的世代。	

(f) 容忍的挑戰：現今，不少人家指基督教的容忍度是極低的。其實不是基

督教的容忍度低，乃是基於神已把其標準啟示在聖經裡；可是，普遍人

卻是無法接受絕對標準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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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價值論“axiology”：	

(1) 世俗的定義：乃是西方哲學支派，研究道德價值、藝術價值、宗教價值及

真理價值等。簡言之，這門哲學家是根據道德的價值來決定正確及錯誤的行

動。

xxix	

(2) 信徒的挑戰：對基督徒來說，我們以甚麼標準或準則來評估道德及藝術呢？	

iii) 世界觀“worldview”：		

(1) 世界觀的定義：德文的「世界觀」，含有對世界及生命的見解之意。「世

界觀」是對現實的看法及解釋。如此的見解是重要的，因為它不但影響人的

思想，也能改變人生命的取向。

xxx
對不少非基督徒來說，他們的世界是沒有

窗戶的，意即是一關閉的系統，神是不會介入世界的活動的。

xxxi
換言之，

祈禱是絲毫沒有用處的，因為神是不會垂聽禱告的。	

(2) 基督徒的挑戰：對基督徒來說，信徒也應有自己源自聖經真理的「世界

觀」。當面對未認識基督群眾對基督教的質詢時，基督徒應作正面的回應，

對神、生命起源、邪惡、人性、價值觀及末世觀編寫註解，

xxxii
藉此向他們

見證真理。	

iv) 世俗主義“secularism”：	

(1) 世俗主義的歷史：這個詞彙源自十九世紀中葉，乃是建基在現今及肉眼能

見的世界，是沒有神及超自然的價值觀及信仰體系的。

xxxiii	

(2) 世俗主義的信念：簡單來說，世俗主義只接受今世的概念，信奉者完全不

相信有來世或永生的觀念。

xxxiv	

(3) 基督徒的挑戰：許多非信徒不相信永生及永死，當活在這些群眾中時，基

督徒可怎樣向他們講解福音真理呢？	

c) 人本主義“humanism”：	

i) 歷史：人本主義可追溯至古希臘智者派哲學家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主前

481至 411年？），他的訓言是「世人是一切事情的標準。」	

ii) 信念：人本主義認為世人是終極者及終極的權威，並且所有事實及生命皆是以

人為中心的。

xxxv
他們強調人的尊嚴、自由及自治，這是與基督教的信念十分相

似的。

x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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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挑戰：在基督教圈子內，不少自稱基督徒的人及其子女也十分自我；作為領袖，

我們有何回應及應變的行動呢？	

d) 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i) 存在主義的信念：尼采可算是存在主義之父，其著名的口號是「神死了。」這

位哲學家推斷說，如果只有世界是存在的話，那麼神便不存在了。假若沒有神，

生命便沒有意義了，並且人便被拘禁在這塵世裡，沒有來生可言了。

xxxvii	

ii) 基督徒的挑戰：現今不少的劇集、電影、書籍及音樂等，其共同的信息是沒有

神，並且生命是沒有甚麼意義的。作為基督徒，我們可怎樣回應如此的洪流呢？	

e) 相對主義“relativism”：	

i) 相對主義的信念：這派信奉者認為世上沒有甚麼是絕對的，那麼便沒有宗教或

道德絕對的標準。

xxxviii	

ii) 基督徒的挑戰：如果面對這些「甚麼皆是相對」的朋友，主日學老師、牧師及

查經組長應如何向他們講解聖經絕對的真理呢？	

f) 物質主義“materialism”：	

i) 物質主義的信念：物質主義這種哲理，推斷物質是唯一存在的東西。這是從世

俗主義演變過來的思想。對他們來說，人只為物質及金錢而活，這是他們生存

的意義及目標。

xxxix	

ii) 基督徒的挑戰：不少基督徒也不敵這個追求物質的世代，作為教會領袖，我們

應有甚麼對策呢？	

g) 實用主義“Pragmatism”：	

i) 實用主義的信念：實用主義者最關注的是實用及甚麼是行得通的方法。由於他

們不注重美善、真理及公義等原則，因此，這可導致很大的危機。

xl	

ii) 基督徒的挑戰：對某些只顧效率、甚麼只顧實用的基督徒來說，假若不小心的

話，這會叫他們只求成功而忽略神心意的。	

h) 唯科學主義“Scientism”：	

i) 唯科學主義的信念：唯科學主義者不但高舉科學，並且相信科學方法可為人類

找出每一個有意義問題的答案。

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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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基督徒的挑戰：基督徒應有科學頭腦，但卻不可迷信科學。假若領袖在事奉及

帶領上，只高舉科學方法，而忽視聖經的原則，這絕對不是神的心意。	

i) 享樂主義“hedonism”：	

i) 享樂主義的信念：享樂主義亦是一種哲學思想，其重點是以物質享受為人生目

的。	

ii) 基督徒的挑戰：基督徒可否有享受呢？對於物質享受，信徒應持有甚麼態度及

行為呢？	

j) 新異教主義“Neo-Paganism”：	

i) 新異教主義的信念：當福音未傳到之地，那地是充滿異教色彩的。新異教主義

是多種新興宗教運動的統稱，這類宗教可追溯自基督教開始盛行以前的非基督

宗教。其信念包括多神論、泛靈論與二神論等。美國、英國、北歐與烏克蘭等

地，可算是新異教主義發展得最為蓬勃的地方。其中一種信仰是「威卡教」

“wicca”，意即巫術。xlii	

ii) 基督徒的挑戰：在許多前基督教國家裡，新異教主義的勢力愈來愈大。兒童奇

幻小說《哈利波特》系列內所提及的巫術正是新異教主義的化身，其書中的內

容不但深受兒童及成人的喜歡，也被不少基督徒所接納。當面對新異教勢力入

侵教會之際，教會領袖有何立場呢？	

k) 敵基督主義“Antichristianity”：	

i) 敵基督主義的信念：「敵基督」這個詞彙，只有出現在約翰的書信裡（約壹 2：

18，22；4：3；約貮 7）。xliii
使徒約翰指出敵基督是不只是一位的，牠們偽裝

基督，並且以邪惡的行為來敵擋耶穌基督。

xliv
使徒又清楚說，任何人或信息不

承認耶穌是源自神的，這是出自敵基督的靈（約壹 4：3）。再者，任何以耶穌

基督沒有成為肉身的言論來教訓人的，皆是迷惑人的及敵基督的人。

xlv	

ii) 基督徒的挑戰：在現今的電影、音樂、書籍及文藝作品裡，有些是故意挑戰基

督教信仰的。作為基督徒領袖，我們應如何回應及抗衡這些思潮呢？	

3) 領袖的觀點：	

a) 發表觀點的態度：當發表言論時，作為事奉者及領袖，我們應有以下的態度。	



14 
 

i) 溫柔：「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

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彼前 3：15）在與人交往及溝通時，我們要緊

記一件事，溫柔的聲調是重要的。即使你所持的觀點是合乎聖經的教訓，但如

果說話粗聲粗氣或囂張的話，便會惹人反感。	

ii) 客觀：作為領袖，在處理問題時要保持客觀，切勿隨便作出評語或決定。	

iii) 冷靜：即使是迫在眉睫，但基督徒領袖也要學習保持冷靜。假若人不能克制自

己的情緒時，這樣是可以影響其觀點及決定的。	

iv) 無私：在事奉方面，比方在會議裡，領袖的言論應戒除私心。不偏私的事奉，

乃是基督徒一生追求的目標。	

v) 尊重：不論人家是持甚麼的觀點，即使與你的立場完全不同，我們也要尊重人

家的意見，切勿作人身攻擊。	

vi) 真誠：與人家分享信仰或自己的見解，真誠的態度是重要的。也許人家未必會

同意你的觀點，但卻可被你的真誠所打動。	

vii) 肯定：

在持守真理方面上，領袖應有自己的立場。在宣講及教導聖經真理

上，事奉者的態度要肯定。	

b) 正確觀點的源頭：	

i) 以父神的事為念：在世上活著為人時，主耶穌自幼便以天父的事為念（路 2：

49）。基督在世上發表的言論，並且所施行的神蹟異能，乃是為要見證在天上

的父神。事奉者應從聖經裡得著事奉的方向及啟迪，並且以遵行父神的旨意為

事奉的目標。	

ii) 以基督的心為心：使徒保羅勸勉腓立比教會要「以基督耶穌的⼼為⼼」（腓 2：

5）；某聖經學者指出基督的心有以下三種不同的特質：一，無私的；二，甘

願犧牲的；三，樂意服事的。

xlvi
存著無私、甘願犧牲及樂意服事的心態來事奉，

這乃是事奉人員應有的觀點及態度。	

iii) 體貼聖靈的引導：神的靈在五旬節降臨時，使彼得得著從上頭而來的觀點及能

力，藉此為基督作美好的見證，並且叫多人接受耶穌基督為彌賽亞（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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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凝造正確的觀點：	

i) 多閱讀：多讀基督教報刊及書籍，乃是基督徒應有的習慣。再者，信徒要嘗試

花點時間來了解世人的思想及問題，那麼唸世俗報刊也是有價值的。	

ii) 多反思：「為何他們持有這樣的見解？」這是我們需要發問的問題。再者，

「為甚麼我們有這樣的思想？」這也是我們必須了解的。要凝造正確的世界觀

及價值觀，基督徒要學習多作反省，如此是有助修正自己的觀點的。	

iii) 多發問：在與人溝通時，發問問題是其中一種方式。此外，在閱讀書籍時，多

發問問題亦是有助我們來建立自己思想的。	

iv) 多聆聽：在與人交往時，聆聽是有助我們從別人身上學習的。再者，當我們明

白對方的立場或見解時，才可有效地與他們溝通。	

v) 多禱告：在世上有不少的聲音及價值觀，乃是可把信徒的思想污染的。禱告可

以叫信徒安靜下來，把雜亂的東西除掉，並且在與主相交的過程裡，進深的認

識神自己。	

vi) 多奉獻：「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

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意更新⽽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1 至 2）使徒保羅提醒羅馬教會的信徒，要把自己獻上作活祭，如此信徒

的心靈便可得著更新，因而愈來愈明白父神的心意。	

d) 與人家分享觀點：	

i) 未信朋友：在與未信主的朋友分享福音時，最基本的態度是要真誠、客觀、冷

靜及溫柔。基督徒切勿強迫人聽福音，也決不可以專橫及傲慢的態度來評論人

家的信仰。	

ii) 自己子女：我們的子女深受西方思想及後現代的思潮影響；故此，我們要了解

及尊重他們的文化。如果要有效地把聖經的真理傳遞給下一代，單憑言教是不

足夠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以身作則，把基督教的真理活在他們面前，讓他

們可經歷福音的真實。	



16 
 

iii) 主內同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各人的觀點與角度是有差異的，在同工的過程

裡，事奉者應學習怎樣與別人磨合，於團隊裡事奉。彼此同心、彼此體諒、彼

此尊重是有助我們溝通自己的見解的。	

4) 分組討論：	

a) 假若要舉辦佈道會的話，為要適切在這個時代的需要，可以使用甚麼形式呢？	

b) 在這個後現代的時代裡，團契或小組可怎樣有效地吸納未信主的朋友呢？	

c) 事奉者及領袖怎樣才可了解普遍群眾的心聲，並且有效地與他們溝通呢？	

5) 彼此代禱：	

a) 在課堂的學習裡，有些甚麼地方是值得感謝神呢？	

b) 有沒有一些記掛的事情，你需要與別人一同禱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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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領袖的自處（一）：時間	

1) 反思問題：	

a) 亞伯蘭（創世記 16：15至 17：8）	

i) 亞伯蘭於僕妾替他生以撒瑪利時有多大呢？	

ii) 神向亞伯蘭顯現時，信心之父有多大呢？	

iii) 當神向亞伯蘭顯現時，祂的第一句說話是甚麼呢？為何祂要說這句話呢？	

iv) 為何神隔了十三年才再向亞伯蘭顯現呢？你認為亞伯蘭在這些年日作了甚麼呢？	

v) 你在這個聖經故事裡有甚麼啟迪呢？	

b) 所羅門（列王紀上 6：37至 7：8）	

i) 所羅門王為神的殿花了多少年日興建呢？他為自己的宮室又花了多少年日建造

呢？	

ii) 根據這段聖經的上文下理，你認為所羅門當時的靈性境況是如何呢？	

iii) 為何聖經作者要把所羅門建造聖殿及宮殿的時間放在一起呢？究竟有甚麼屬靈

含義呢？	

2) 真理教導：聖經留下一些方向及原則讓我們屬主的人去善用時間：	

a) 先決問題：「凡事都可⾏．但不都有益處。」（林前 10：23）	

i) 價值問題：可以借用哥林多前書 10：23 的教訓，當我們要作某些事，或要這

樣用時間以前，可先問自己一條問題：「我這樣作有沒有價值呢？神是否會喜

歡我這樣用時間呢？如此作有沒有永恆價值呢？」	

ii) 神的管家：另一方面，聖經明說我們是被主用重價買贖的人（林前 6：20），

並且聖徒成為主的受託人，是神的管家（林前 4：1至 2）；因此，我們應小心

運用時間。	

b) 數學問題：	

i) 摩西的心聲：「〔神⼈摩西的祈禱。〕主阿、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諸⼭

未曾⽣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你使⼈歸於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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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們世⼈要歸回。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更。你叫

他們如⽔沖去‧他們如睡⼀覺‧早晨他們如⽣長的草‧早晨發芽⽣長、晚上割

下枯乾。我們因你的怒氣⽽消滅、因你的忿怒⽽驚惶。你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

面前、將我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我們經過的日⼦、都在你震怒之下、我

們度盡的年歲、好像⼀聲歎息。我們⼀⽣的年日是七⼗歲‧若是強壯可到⼋⼗

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去。誰曉得

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

自⼰的日⼦、好叫我們得智慧的⼼。」（詩 90：1至 12）	

ii) 年日的計算：當你要作某些事情之前，你可先作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就是先

好好數算一下自己的日子（詩 90：12）。摩西寫詩篇九十篇時，我們很難確定

他當時實際的歲數，但他提到「我們⼀⽣的年日是七⼗歲；若是強壯可到⼋⼗

歲」，可見人可活到八十歲並不簡單。我們知道摩西一生共有一百二十歲（申

34：7），頭四十年是在埃及宮中生活（徒7：23），由於動了血氣殺人，起來

逃命（出 2：11至 12），之後有四十年在曠野牧養羊群（徒 7：30），最後四

十年則帶領神的選民，作神所揀選的領袖。頭四十年的生命可說是虛渡了，次

四十年的光陰，隱居作牧羊之工作，神雖在其中訓練他，但人生的三份之一似

乎也是白費了。八十歲是步入人生的最後階段，他才正式起來事奉神，活到風

燭殘年才被主用，難怪摩西提醒我們，要好好數算自己的日子，使我們得著智

慧的心。	

c) 心態問題：	

i) 所羅門的勸告：「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

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傳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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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保羅的勸告：「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弗 5：16）	

iii) 自我省察：你用時間之前，可省察一下自己的內心世界，究竟你是否珍惜神所

賜給我們的時間呢（弗 5：16）？你有沒有經常遲到的習慣，浪費別人及自己

的時間呢？	

d) 實際行動：經過頭三個小測試後（先決問題、數學問題、心態問題），可進到實

際運用時間的階段了！但若要有效地使用時間，有兩個要素是很重要的。	

i) 節制：「懶惰⼈哪、你要睡到幾時呢‧你何時睡醒呢。再睡片時、打盹片時、

抱著⼿躺臥片時、貧窮就必如強盜速來、你的缺乏彷彿拿兵器的⼈來到。」

（箴 6：9 至 11）「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你們也

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凡較⼒得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

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

⾾拳、不像打空氣的。我是攻克⼰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自⼰

反被棄絕了。」（林前 9：24至 27）為何我們會浪費了許多寶貴的光陰呢？有

一個非常主要的因素是，我們基督徒失了節制。人是需要鬆馳及適量的娛樂的，

人的問題是不能自律，以致失控，娛樂便成為我們放縱情慾的機會了。	

ii) 善用：如何可善用神給我們的寶貴歲月呢？有兩個要點或許是我們需要留意的。	

(1) 計劃：	

(a) 定下計劃：一個優良城市的必然條件是周詳的城市計劃。同樣的，一個

沒有好好計劃如何運用時間的基督徒，一定會白白讓珍貴的時間溜走。

我太太曾送給我一份很有意義的生日禮物，這裝飾物是一隻小小的挪亞

方舟，上面刻了幾個英文字，翻譯大概是：「在下雨前計劃。」意即我

們應好好計劃如何運用我們的時間。	

(b) 節省開支：多年前，我收聽基督教廣播電台的節目，剛巧節目主持人談

論有關如何可節省更多時間，以致可花更多時間實際的事奉主，例如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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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短期宣教等。美國一些基督徒開始過一些較簡僕的生活，例如駕駛較

便宜的汽車，把房子賣了，住較小的房子，一方面可減輕經濟的壓力；

另一方面，節省來的金錢，可奉獻在主的工作上。	

(c) 簡樸生活：一個老牧者教導一群神學生：「傳道人最好不燒飯，只吃麵

包。」意即不應花太多時間在弄飯菜上，以致可節省更多時間來事奉主。

比方說，平日每晚要煮兩三個菜式的，現為了節省時間，可減少菜式的

數目；並且可考慮減少娛樂的時間，寧願用更多時間親近主及事奉主。

在此總結以上的講論：	

(i) 定下時間分配表。	

(ii) 過較簡樸的生活。	

(iii) 改變生活的模式。	

(2) 檢討：定期檢討自己如何運用時間是十分重要的，若經常有這操練，我們

便不輕易讓寶貴的光陰白白溜走了！	

3) 領袖的毛病：	

a) 忽略遠景：在教會管理方面，有些領袖只顧忙碌的事奉，但忽略用時間來思想未

來的事工及發展。某學者指出說，這些領袖很少會花他們 5%的時間來問以下兩個

問題：「下次我可以找誰來作這事工呢？誰能比我辦得更好呢？」這位學者更指出

說，世俗專家以委派“delegation”來解決問題，在教會裡，委派是指門徒訓練，意

即有計劃及系統的訓練。

xlvii	

b) 太過忙碌：	

i) 領袖的困局：在教會裡，普遍領袖及事奉人員忙於工作，太過忙碌是他們的通

病。不少領袖忙於事奉，乃是為勢所迫的。基於事奉人手嚴重短缺，領袖便被

捲入這個使他們沒有選擇餘地的困局裡。	

ii) 錯誤價值觀：有些領袖是喜歡忙碌的。基於潛藏在他們生命裡的問題，便變成

工作狂熱者。由於自尊心低落，這些人便拼命地事奉，認為工作能帶給他們滿

足感，並且以工作成果來判別自己的價值。

xlviii
某人說得好，他說：「我反對更

多工作能使我成為更好的人之謊話。」

xlix	



21 
 

c) 行政問題：為何有些領袖在教會忙過不停的作工呢？基於不善行政，導致無止息

及沒有效率的會議，這是屢見不鮮的現象。	

d) 性格問題：基於事奉人員的性格，因而叫他們陷於忙碌的圈套中。以下兩種性格，

乃是構成領袖忙碌的原因。	

i) 不信任人：有些領袖對人沒有太大的信心，基於不信任人之故，叫他們凡事親

力親為，因而陷入不止息的工作裡。	

ii) 怕麻煩人：有些人是十分善心的，由於他們怕麻煩人，便不去求助別人或把工

作委派給人家。	

4) 領袖的出路：	

a) 爭取安息：	

i) 安息的目的：神囑咐以色列人要尊安息日為聖（出 20：8），為要叫子民得守

安息日的福氣：一，使人得著休息及恢復體力；二，讓人有機會可親近及敬拜

神；三，通過親近及敬拜神，屬神的人可得著靈性的餵養。	

ii) 安息的紀律：由於救主耶穌是在星期日復活的，因此，現今新約基督徒便不再

以星期六為安息日了。在不少信徒的眼中，星期日乃是我們敬拜神的安息日。

在時間管理方面，基督徒應定下休息的時間，更重要的是，我們應有安靜及與

神相交的紀律。

l	

iii) 安息的力量：不論多少，在心靈及身體方面，基督徒是需要安息的。在休息裡，

人可得新得力，並且在忙碌生活裡，再次調整自己的方向及目標。	

b) 清理書桌：把未完成的工作或計劃放在自己的書桌上，乃是經常叫人分心的，因

而花時間在這些事情上。如果要節省時間，便要有清理書桌的習慣。

li
當然有些是

重要的事情，總要把備忘錄放在當眼的地方，提醒自己盡快來處理。	

c) 鍛練體魄：忙碌的人沒有時間運動，因而導致短期及長期的問題。短期的是，欠

缺運動的人之體魄會變得愈來愈差，因而嚴重影響其工作的效率。假若人長期沒有

運動，這便會引發健康的問題。	

d) 了解自己：事奉者應了解自己甚麼時段是最具生產力的，那麼便抓緊機會在這段

時間工作。

lii
善用個人黃金的時段，不但可加速工作的進度，亦藉此讓事奉人員節

省不少時間及精力，如此是可改善忙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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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戒除醜習：人總是好奇的。好奇心有正面及負面的影響。liii
正面的好奇心可帶來重

大的發現及發明，藉此造福人群。相反的是，好奇心可消耗人不少的時間及精力。

比方說，與人交談時，基於好奇心的驅使，人便打破砂鍋問到底，因而浪費不少時

間。	

f) 改善行政：如要有效運用時間，領袖必須在行政方面有所改革，以下有三大類的

改革：	

i) 架構的改革；	

ii) 開會的態度；	

iii) 開會的方法。	

5) 意見交流：	

a) 你有沒有管理時間的心得與我們一起分享呢？	

b) 有沒有不懂得運用時間的問題，可怎樣改進呢？	

6) 彼此代禱：	

a) 在時間運用方面，有甚麼你可感謝神呢？	

b) 在忙錄的生活裡，你有甚麼掛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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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領袖的自處（二）：金錢	

1) 反思問題：	

回答以下問題時，請嘗試引用聖經的原則作答。	

a) 一位初信主的弟兄在教會還未聽過有關金錢的道。他剛開始在社會工作，取得人

生第一份的薪酬，聽聞團友談及十一奉獻，但卻不知這是否聖經明確的教訓，亦

不知是扣稅前或後的十一奉獻，因此感到困惑，又不好意思請教團友或導師。你

是成熟的基督徒，會怎樣教導這位年青人呢？	

b) 基督徒可否大富大貴呢？	

2) 信徒金錢觀：	

a) 正確的觀念：	

i) 不是邪惡：金錢本身是中性的，它絕對不是邪惡的。在舊約聖經裡，亞伯拉罕、

約伯及所羅門等，這些屬神的人皆是擁有財富的；

liv
甚至約翰加爾文及清教徒

皆不約而同的認同，金錢本身是美好的。

lv	

ii) 神的禮物：神賦予其子民財富，lvi
這是祂賜人福氣的記號（詩 112：3）；lvii

再

者，神把得財物的力量賜給以色列人，這亦是恩典（申 8：18）。那麼，基督

徒應存著感謝的心來享用神所賜予的恩典。清教徒認為財富是神賜福世人的記

號。另一方面，他們視貧窮亦是神施予世人福氣的方法之一；簡言之，他們認

為貧窮可叫人得著屬靈的福氣或教導。

lviii	

iii) 不是保障：信徒應該知道，金錢絕對不是我們在世上的倚靠（提前 6：17）。

在近十多年內，全球先後兩次被金融風暴吹襲，叫不少信徒及非信徒失去一切。

事實向世人證明，金錢決不可成為人的靠山。	

iv) 不為錢活：人需要金錢及物質，但決不可只為金錢而活（參太 6：33）。如果

追求金錢變成人生唯一目標的話，財富便變相地成為攔阻基督徒進深認識神的

障礙物。

lix	

v) 不能滿足：雖然錢財可有不少的用途，但決不能滿足人心靈的需要。著名美國

小說家海明威（1899 至 1961 年），其著作帶給他名利。為此，他過著奢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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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蕩不羈的生活，但卻得不到真正的滿足。可悲的是，這位大文豪最終以揀選

吞槍來了結自己的生命。

lx	

vi) 管家心態：「⼈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祕事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林前 4：1至 2）對於清教徒來說，擁有金錢不會叫他們有

罪疚感，賺取金錢乃是一種管家的職分。

lxi
基督徒是主用重價買贖的，我們的

身心靈及所有都應歸主為聖。聖徒所擁有的金錢，不應據為己有，這都是屬主

的，我們是祂的管家，替主耶穌管理地上的財富，將來要在祂面前交賬。	

vii) 切勿貪財（提前 6：6至 10）：保羅提醒他的接棒人提摩太要小心，作為神

的用人，要緊記切勿貪財，因為貪財是萬惡之根。我們承認人活在世上需要有

物質及金錢，但若貪愛世上的物質時，一定會有很厲害的跌倒！英國的牧者約

翰衛斯理，是一位樂於奉獻金錢的人，他曾說：「當我有金錢在手中時，我會

盡快把它除掉，免得它趁機進入我的心中。」

lxii
可見這位神僕認識到若不善用

金錢，可帶來不良的後果。我們使用金錢時應極之小心。	

viii) 知足常樂：使徒保羅提醒說：「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提前 6：8）

他又見證說：「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或飢餓，或

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量的，凡事都能

作。」（腓 4：12至 13）並且使徒教導我們應有知足的心，加上時常倚靠主時，

一定能常常喜樂（腓 4：4）。人經常會說，當我有足夠的財富時，我才考慮參

加聚會；甚至有基督徒也持類同的論調，待我有足夠的金錢，或說待我退休時，

必定會有更深的事奉。人實在很難有知足的心，怎樣才可知足呢？其實聖經常

教導屬神的人，不是以外在的因素而知足，乃是以主為滿足！	

ix) 多種用途：關乎運用金錢的原則，清教徒神學家威廉帕金斯“William	Perkins”

（1558至 1602年）lxiii
提出以下五個路向：	

(1) 金錢供應我們生活上的需用。	

(2) 錢財可成為別人的好處，尤其是我們的家人及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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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金錢來援助窮人。	

(4) 供應神家的需用及信仰的傳播。	

(5) 供應國家的需用。lxiv	

x) 錢的限制：世人視金錢是萬能的，我們屬神的人並不是說金錢沒有價值，我們

活在這物質的世界裡，也要依靠物質過活。我們所持的論調是，金錢是有限制

的，金錢實在不能買到心靈中真正的平安、喜樂及滿足！靈裡的滿溢，惟有主

耶穌基督才可賜給我們的。	

b) 正確的運用：	

i) 施比受更有福（太 19：29；提前 6：17；徒 20：35；參考太 10：8）：	

(1) 基督的教導：「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

弱的⼈、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有能

力施與是蒙福的，可以金錢支持神國度的拓展，這是蒙福的表記。正如求乞

者與施贈者，誰是更有福呢？當然是有能力幫助別人的人！	

(2) 生命的見證：「為主受苦」的作者作見證說，在獄中他每週只有一片麵包，

每天喝一些甚骯髒的湯水，但他仍立志有十一的奉獻，把第十週所得麵包送

給更軟弱的同伴，作為對主的奉獻！

lxv
新約聖經沒有教導信徒一定要履行強

迫性的十一奉獻，但卻明說全所有的奉獻（羅 12：1至 2），意即基督徒全

所有都是屬主的。	

ii) 多用在主身上（可 14：3至 9）：	

(1) 全力的奉獻：婦人把這極貴重的香膏奉獻給主時，即時有幾個人甚不喜悅。

根據學者研究，三十兩銀子是普遍人一年的工資，故此那幾個人才那麼生氣。

主耶穌沒有責備這位婦人，反之更表揚她的擺上，因為這女子把最好的獻在

祂身上，她甘願盡力獻最好的給基督。	

(2) 留力的奉獻：根據一個調查，在美國的教會內，百份之三十的會友是承擔了

教會百份之八十經濟上的開支，雖看見這百份之三十信徒十分落力奉獻，但

百份之七十的基督徒，還需加把勁呢！

l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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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多投資在天上（太 6：19至 21）：地上的財富是短暫的，主教導我們應積蓄天

上的財寶！許多基督徒在地上享有地上的豐富，但究竟他們有沒有盡力奉獻，

使神家中及教會機構有充足的資金，以致可更有效的推廣聖工呢？	

3) 錯誤的行為：持有錯誤金錢觀的人可導致他們陷於不同的危機裡，其中一種就是貪戀

錢財的陷阱。貪愛金錢的人皆有以下幾種表現：	

a) 只求賺取：貪愛金錢的人所看重的是數量。對他們來說，以誠實的心來賺取金錢

及慷慨解囊，乃是不要緊的態度及善行。

lxvii	

b) 毫不知足：貪錢的人會叫他們失去知足的心；lxviii
永遠不會滿足的心境是可悲的，

這亦可叫人失去喜樂。	

c) 炫耀財富：炫耀自己的衣著、汽車及物業等，乃是貪錢的人慣常的醜習。lxix	

d) 恨惡施惠：貪錢的人只求滿足自己的慾念，故此，很難要求他們用自己金錢來幫

助人。

lxx	

e) 不擇手段：為著金錢，有些貪愛金錢的人會試圖以不擇手段的方法來得著物質的

好處。

lxxi	

4) 領袖的條件：	

a) 不貪財：作為教會領袖眾多條件之一，就是不貪財（徒 20：33）。有註釋書的作

者指出，領袖決不可貪心、吝嗇及在處理財務上有野心。傑弗瑞威爾遜“Geoffery	B.	

Wilson”說：「源自貪心的世俗慾念常常把信心及愛心的翅膀剪掉。」lxxii	

b) 要專一：主耶穌指出信徒決不可事奉神又事奉瑪門（財利），意即是說，屬神的

人要專一的跟隨及服事主（太 6：24）。lxxiii	

c) 信靠神：哥林多前書所論的信心是神所賜的恩賜（12：9）。lxxiv
在過去的歷史裡，

神把信心的恩賜賜給信徒，好叫他們能堅固信靠主地成就人看來不能成就的工作。

舉例說，戴德生憑著單純的信心，在沒有差會的支持下，從英國來到中國，把福音

傳給為華人。慕勒憑著倚靠神的信心，相信神必供應他的需用來開設孤兒院。

lxxv

作為帶領信眾的領袖，單純信靠神的供應是必須的。	

5) 意見交流：	

a) 如何才能叫自己有一個更合乎聖經教導的金錢觀呢？	

b) 你對理財有沒有心得呢？可否分享一下你把所擁有的財物分別為聖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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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彼此代禱：	

a) 在理財方面，有甚麼你可感謝神呢？	

b) 在經濟需用方面，有甚麼地方叫你掛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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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領袖的自處（三）：權力	

1) 反思問題：	

a) 何謂權力？	

b) 權力重要嗎？你又怎樣看權力呢？	

c) 事奉與權力有甚麼關連呢？	

2) 權力的定義：	

a) 定義一：「權力是在不受干涉下，決定的自由或行動的權利。」lxxvi	

b) 定義二：「完成行動的權力、才能或本領。」lxxvii	

c) 定義三：「影響思想、意見及行為的能力。」（韋伯斯特字典）。lxxviii	

3) 權力的來源：	

a) 屬天的權柄：	

i) 聖經：聖經是源自神的聖言，因而是信徒信仰及行為最高的標準及指引（提後

3：15；羅 1：2）。lxxix
那麼忠心及專心講解神話語的信徒及領袖，便從神那裡

得著屬天的權柄。	

ii) 父神：父神自由的決定及行動，是完全不受其受造之物的干預。父神是掌管萬

有及歷史的主宰。祂不但有權把救恩賜給任何人，也有權模造信徒的生命（約

1：12；弗 1：4；羅 9：21）。lxxx	

iii) 基督：當活在世上時，主耶穌不但擁有趕鬼及管理大自然的能力，也有赦罪的

權柄，藉此表明祂就是神的兒子及彌賽亞。

lxxxi
換言之，耶穌基督是屬天權柄的

源頭。	

iv) 聖靈：在五旬節聖靈降臨時，使徒得著從天上的權柄及能力，因而能有效的為

耶穌基督作見證。

lxxxii
當活在世上時，基督徒不但可經歷聖靈的引領，並且可

從祂身上獲取屬天的權柄或能力。	

b) 屬地的權柄：	

i) 名聲：擁有名望或名聲的基督徒，叫他們得著人家在教會的認可及接納；可是，

表裡一致的行為及成熟的品格，乃是更為要緊，因為這才是信徒換取屬靈權柄

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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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經驗：對世人來說，工作經驗是重要的，也可換來人家的尊重。在教會圈子裡，

信徒也看重牧者或領袖的經驗，亦可得著人家的信任。	

iii) 知識：普遍世人看重專業知識及技能，這便讓專業者享有行內的權威。lxxxiii
基

督徒不可「不學無術」，必須靠主的恩典在知識及事奉技巧上進深。	

4) 權力的賦予：	

a) 家庭：在家庭制度裡，通過家庭生活的屬靈次序，神不但期望人能活出祂的心意，

亦能彰顯這權柄是源自祂的。神把權柄賦予世人，比方說，假若妻子順服丈夫的話，

表明她是願意接受神賦予其丈夫的權柄的。此外，基於信仰的緣故，子女若肯聽從

及孝敬父母的話，這便證明他們是樂意接受神是賦予其雙親權柄的（弗 5：22，6：

1）。	

b) 國家：基督徒清楚知道，世上的政權是從神而來的（參考約 19：11；羅 13：1）。

在不違背真理的教導及原則下，基督徒應尊重國家的法律及政制（參考徒 4：19）。	

c) 教會：耶穌基督是教會的頭及元首，並且是把權力賦予給教會的監督、長老或牧

師（帖前 5：13至 14；來 13：7，17）。lxxxiv	

5) 領袖與權柄：	

a) 名銜：牧師及執事不單是名銜，同時亦說明他們的任務。lxxxv
普遍在教會內，信徒

不但尊重擁有名銜的人，也接受他們是擁有權柄的。可是，領袖決不可只憑他們的

名銜來換取尊重及權柄。總言之，領袖的生命或品格應與他們的名銜相稱。	

b) 榜樣：某著名英國百貨公司的創辦人常常宣稱說，他的成功是因為他是領袖而不

是老闆。有人說：「老闆只說去，但領袖卻說我們一同去。」

lxxxvi
作為領袖，最有

效帶領會眾的方法之一，乃是通過他們的言行或生命。	

c) 不濫用：42 耶穌叫他們來、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外邦⼈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

有⼤臣操權管束他們。43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就必

作你們的用⼈．44 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的僕⼈。45 因為⼈⼦來、

並不是要受⼈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並且要捨命、作多⼈的贖價。主耶穌指出外

邦人的君王作威作福，在國民前稱王道霸，但祂卻把作屬靈領袖的原則放在門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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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可 10：42 至 45）此外，使徒保羅亦是現今領袖的典範，他雖擁有屬靈權

柄，但卻絕對不濫用從神而來的職權（參帖前 2：7至 11；林後 1：24）。	

6) 權力的等級：	

a) 從職位而來的權柄：人家稱約翰麥斯威爾為美國的領導專家。麥斯威爾是許多機

構的創辦人，其中包括「音久管理顧問公司」“Injoy	Stewardship	Services”與「極

限影響顧問公司」“Maximum	 Impact”，以及許多其他致力於幫助人們發展領導力

潛能的組織。他指出權力有五個不同的等級。

lxxxvii
第一等級的權力，乃是源自領袖

的職位或位分的。在一般教會內，會友是尊重牧者及長執的，而這種表面化或初淺

的尊重及接納，乃是源自領袖的職位而已。	

b) 從能力而來的權柄：擁有專業才能及辦事的能力，這是可換取到權柄的。為何有

些領袖得不到信徒的支持及信任呢？原因之一是，這些領袖缺乏辦事的能力。沒有

行政的才能不但可導致行政混亂，並且更嚴重的是，甚至可窒息教會事工的發展。	

c) 從個性而來的權柄：個性是指個人的特色，這包括個性、外表及魅力等。某些領

袖是極具魅力的，這便使他們從群眾中得著地位及權力。究竟何謂魅力？有人認為

它是一種吸引人的力量，也有人相信這是眾望所歸作領導的特殊本質。	

i) 刻意改變：假若人刻意改變其個人特色的話，這是有助人家對他的觀感的；例

如，領袖說話的方式、待人接物的態度及衣著打扮等，這是大大有效改變他們

的形象的。	

ii) 更深事奉：如果領袖只求改變自己的形象、打扮及談吐舉止，這仍有不足之處。

外表優勝的條件吸引群眾，因而有助領袖獲取跟隨者的認同及接納，但更為重

要的是，領袖要帶動信徒在主裡長進。使人成長及邁向成熟的靈命，乃是教會

領袖首要的任務。

lxxxviii	

d) 從正直而來的權柄：一口兩舌是假冒為善的表現，為此，使徒保羅便教導作執事

的，決不可「⼀⼝兩舌」（提前 3：8）。正直的人決不會在這人面前說某個版本，

而在另一個人面前有另外一個講法。

lxxxix
正直的行為是源自人內心的，表明這人是

擁有美好的品格。基於教會領袖擁有正直的品格，這便能叫跟隨者心悅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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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從靈性而來的權柄：屬靈權柄與靈性是息息相關的；故此，領袖應立志與神保持

恆常的相交及經歷，如此才可享有美好的靈性及屬靈的權柄。總言之，領袖用其地

位及身份來強迫人家接受其職權是沒有意思的。屬靈生命或品格，乃是領袖擁有屬

靈權柄最有效的印證。	

7) 權力的運用：究竟事奉人員及領袖應怎樣運用他們的職權呢？以下是一些要點：	

a) 心態方面：	

i) 謹慎：「治理」，可解釋作「領導的能力」“leadership	ability”，亦含有處理、

領導或管理等意思。在羅馬書 12：8，使徒保羅明說這是一種恩賜。xc
使徒保羅

提醒領袖要「殷勤」地運用他們領導的恩賜，有意譯本把它翻作「認真的執⾏

這個職責」。通過這節經文的提醒，作為領袖的要謹慎的運用從神而來的職權。

xci	

ii) 無私：美國州長莫里斯“Governor	Morris”說：「權力的運用是取決於個人品格

的。」

xcii
對於普遍世人來說，領袖是經常與野心、固執及財富扯在一起。

xciii
可

是，根據聖經來事奉的領袖是為眾人的益處作大前題的；換言之，他們是存無

私的心來帶領的。	

iii) 謙卑：不成熟的人行使權力時會感到沾沾自喜，但成熟的人不會如此。在運用

權力時，成熟的信徒不但是自己成長，其他的人也一定成長。

xciv
成熟的人深知

自己是僕人領袖，那麼存著謙卑的心來帶領是自然的事。

xcv	

b) 施行方面：教會領袖是怎樣施行他們的權柄呢？在實際施行權力方面，主要有以

下兩方面：	

i) 帶領：帶領是指領袖怎樣走在會眾面前，以言行來激發跟隨者。通過以身作則

的領導，領袖行使他們的職權。帶領者決不可濫用職權，以權媒私；反之，通

過從神而來的權柄，讓會眾能按照主的心意來事奉。	

ii) 管理：在會眾背後，領袖為教會處理文件、制定政策及方針、商議及計劃，這

也是神及會眾賦予他們的職權。

xcvi
既然神授權領袖管理教會的事務，作為事奉

者應忠心及小心來辦理，好讓事工能按照神的心意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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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意見交流：	

a) 對你來說，會友大會有何意義呢？	

b) 怎樣才不會濫用職權呢？	

8) 彼此代禱：	

a) 近日你有甚麼事情可感謝神呢？	

b) 有甚麼事情叫你十分憂心呢？你需要與我們一起禱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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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領袖的自處（四）：追求	

1) 反思問題：	

a) 有一位信了主二十多年的基督徒與你分享他靈修的近況，他每天皆有靈修及禱告，

聖經已讀了數遍，但卻感到靈修十分乏味，全是千篇一律，沒有任何新意，他渴

想有突破，現今請教你的意見，你會怎樣與他探討這問題呢？	

b) 請分享為何基督徒要閱讀屬靈書籍呢？屬靈書籍有甚麼好處呢？	

c) 請分享一下讀屬靈書籍最困難的地方。	

2) 靈俢的進深：	

a) 祈禱的真義：孫德生牧師（1902 至 1992），曾於 1954 至 1969 年出任海外基督

使團（中國內地會）的總主任，大力推動海外宣教工作。孫牧師把祈禱分為五大類

別，分別是「敬拜」“adoration”，「感恩」“thanksgiving”，「認罪」“confession”，

「祈求」“petition”及「代求」“intercession”。	

i) 禱告的方向：引述孫牧師所著的「屬靈生命」第 124 頁，他對五類禱告有以下

的註解：	

(1) 「敬拜」﹕是心靈傾注於對神的敬拜。	

(2) 「感恩」﹕是心中盈溢著對神諸般恩慈的感激。	

(3) 「認罪」﹕是用言語來表達衷誠的懺悔，自知有罪和感到不能達到神的標

準。	

(4) 「祈求」﹕是把個人的需要放在慈愛的天父面前。	

(5) 「代求」﹕是為別人而祈求。	

ii) 靈修式禱告：究竟在靈修時是否應有這五類的禱告呢？我個人認為在靈修時間

內，禱告應放重在敬拜、感恩、認罪及祈求上。靈修不是為別人代求的時間，

因為靈修是個人安靜的時間，西國基督徒稱靈修為“quiet	 time”或“devotion”，

我們應為別人代求，但最好放在靈修以外的時間，以致你可專心親近神；另外，

在靈修時間內，我們應為自己可在這段時間更深認識神而禱告，不宜為太多個

人的事務或需要祈求，否則靈修會演變成以個人為中心，而不是以神為中心，

否則便是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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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默想的真義：	

i) 舊約的溯源：在英王欽定本裡，共有四個不同字眼是譯作「默想」“meditation”

的。	

(1) 詩 5：1（原文編號 1901）：含有低聲說、沉思及低沉連續而極少高低變化

的模糊聲。	

(2) 詩 19：14（原文編號 1902）：有默想、回響的音樂及沉思的意思。	

(3) 詩 49：3（原文編號 1900）：含有默想、嘆息及沉思的意義。	

(4) 詩 104：34（原文編號 7879）：分別有默想、申訴及沉思的意思。	

(5) 詩 119：97，99（原文編號 7881）：共有默想、思考、祈禱、靈修、申訴

及沉思等意思。

xcvii
根據學者芬德堡“G.	B.	Funderburk”研究的心得，默想似

乎是一個希伯來人的傳統習慣過於基督徒的傳統。那麼若要更深入明白及學

習默想的藝術，信徒必須返回舊約聖經去探討這親近神的重要媒介了！

xcviii	

ii) 新約的溯源：「預先思慮」及「專心」（原文編號 3191），在原文同屬一字，

分別有專注及默想的意思（可 13：11；提前 4：15）。有學者認為這兩處可同

樣譯作默想。

xcix	

iii) 默想的實踐：	

(1) 敬拜至高主的行動（詩 5篇；119：97，34，164）：詩人在默想的過程中，

有祈禱，並且向神發出讚美，默念主的話語，總是離不開敬拜神的。	

(2) 靈性得更新的時刻（詩 42，43 篇）：詩人眼見前面的環境時，心靈裡十分

憂悶，心靈深處極之煩躁，但當思想轉向神並默念祂的作為時，靈性便有一

個很大的轉機及突破！	

(3) 心思得復甦的時刻（詩 19：7，8，14）：神全備的律法使人心可甦醒，聖

徒活在世上，有時會迷途，心思會變得呆滯。當我們默想主的話時，祂神聖

的話語在我們沉睡的心靈便會產生奇妙的功用。	

(4) 與神相交神聖時刻（詩 19：14；104：34；119：151）：詩人在主面前

默想時，實在享受與祂的相交，並且因神而歡喜。	

(5) 默想神話語的時刻（書 1：8；詩 119：97，99）：現今基督教圈子喜歡借

用天主教及印度教神祕主義式的靈修方法，某些教會領袖教導信徒面對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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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畫像默想，或以東方瑜珈打座方式進行靈修，明顯這些方法都不是源

自聖經的。聖經的作者留下一個美好的方向讓基督徒探討默想這神聖的功課，

乃是全人投入祂聖潔的話語中。默想不是胡思亂想，也不是冥想。正確的方

法是反覆思想主的聖言。	

(6) 默想神作為的時刻（詩 77：12；119：27；145：5）：默想聖經時，應多

去思想神奇妙的作為，並且試圖將祂的作為與自己拉上關係，把自己代入其

中，必然有新的感受。	

iv) 參照的方法：	

(1) 我今天學到甚麼新的東西？	

(2) 今天有甚麼新的命令要我順服呢？	

(3) 有沒有我所遵循的榜樣？	

(4) 有甚麼錯誤應當避免的？	

(5) 有那一樣罪需要棄絕的？	

(6) 有那些應許可以向主支取的？	

(7) 關於神自己有甚麼新的體驗沒有？以上七點是借用導航系統式的讀經方法

“Navigator”。c	

c) 唱詩的真義：	

i) 舊約的溯源：舊約時代以色列人把一些詩篇譜上音樂，作為唱頌之用；並且在

所羅門聖殿時期，一些詩篇更列入在聖歌集內，用作敬拜神。

ci
希伯來民族重視

音樂敬拜，這些例證滿佈在舊約聖經內。	

ii) 新約的溯源：新約基督徒也承襲了以色列人以音樂敬拜的優良傳統，在歌羅西

書及以弗所書皆提醒信徒詩歌的重要性（西 3：16；弗 5：19）。根據歌羅西

書的啟迪，聖詩可達到以下幾種的功用：	

(1) 存記主話：「道理」（原文編號 3056），意即基督的話或道“Logos”。通過

唱詩，可有效地把聖經的話或教訓存記在心中。有些詩歌是以聖經經文為歌

詞的，配上信徒喜愛唱頌的音樂，神的話便可銘刻在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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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訓之用：「教訓」（原文編號 1321）其中含有教導教義“Doctrine”的意思，

普遍信徒對系統神學或教義神學等學科不感興趣，但大多數基督徒都喜愛唱

詩，聖經真理的教訓便可藉這媒介進入聖徒的心思裡。	

(3) 勸戒之用：「勸戒」（原文編號 3560）含有勸勉、警告及勸戒的意思。若

信徒在靈修時多唱詩的話，聖詩便能成為我們的警戒及提醒了！	

(4) 心被恩感：許多時候，我們屬主的兒女不懂得如何操練感謝的功課。多唱

聖詩，會激發我們去感謝主的恩典。	

(5) 歌頌恩主：神對祂的兒女有極大的恩典，通過詩歌，藉著詩人個人的經歷

及感受，屬主的眾兒女便能齊心稱頌祂的名。	

iii) 唱詩的實踐：在靈修裡唱詩，有以下內容是需要留意的：	

(1) 選用一本有屬靈分量的詩集。	

(2) 揀選一些適用於靈修的詩歌。	

(3) 選唱一些熟悉的聖詩。	

d) 靈修的改進：	

i) 時間的改進：靈修時間的不固定，靈修時間太急促，都是聖徒有待改進的。若

信徒由於生活太忙而不能每天用較長的時間親近主，便應設法安排在假日抽較

長的時間親近主了！	

ii) 姿態的改進：太舒適的姿態，如坐在床上或安樂椅上，都不是最好的姿態。我

們靈修時是朝見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你認為以甚麼姿態來朝見祂是最合宜

呢？	

iii) 內容的改進：	

(1) 不是研經：有些信徒誤以為靈修是研經，故此在桌上放滿了釋經書，存著

非查明這段聖經不罷休的心態，以致錯失親近主的機會。	

(2) 不是速讀：另外一些信徒，把默想聖經的時間，進行速讀聖經，同樣失掉

聆聽主向你說話的機會。	

(3) 個人時間：靈修不是為教會、別人或自己的需要祈求的時間，靈修的重點

是親近主，來到主的寶座朝見祂的面。	



37 
 

iv) 方法的改進：不懂得如何默想，或只用靈修讀品作為靈修的用途，又或隨意翻

過某處聖經來默想，這都是有待改善的。	

v) 工具的改進：靈修時有沒有使用詩集及靈修讀品呢？在靈修時有沒有作靈修日

記呢？若在這方面改進的話，或許你的靈修會有所突破呢！	

vi) 地點的改進：你在那裡靈修呢？有沒有使用固定的地點呢？有否在家中設立一

間祈禱房，專作祈禱靈修之用呢？	

vii) 心態的改進：

某些信徒靈修並不間斷，但靈修質素卻十分差，在靈修裡未

能最享受與主的同在，靈修變為公式化、儀式化。某神僕曾說，當禱告時，應

進到與神同在，享受與祂的相交，甚至到一地步，不願意離開祂面的光景。你

會不會這樣立志，在每天靈修裡，藉親近主令生命有所改變，並且懇求祂每天

對你說話呢？	

viii) 應有的心態：	

(1) 存著甘願的心：你靈修親近主，是否存著被迫的心態呢？靈修親近主，若

只是在群眾壓力催逼下才作的話，我們的靈命便沒有突破了！	

(2) 存著羡慕的心：詩人在詩篇八十四篇留下極美的見證，看見他何等羡慕可

住在神的殿中。聖徒靈修時，應存著一個羡慕的心。記起昔日有時間要在主

日上班，雖然晚上可參與晚堂的崇拜，但心中十分羡慕弟兄姊妹可用清早最

寶貴的光陰親近主。	

(3) 存著愛慕的心：有些信徒以忙碌為藉口，說沒有時間靈修，但當他們一有

時間時，便寧願去遠足、旅行、作園藝等消磨時間。假若我們有愛慕親近主

的心，一有空閒必會首先去親近這位愛我們的主。	

e) 靈修的行動：	

i) 等候：在默想聖經的過程中，我們應存著等候的心，等待主對我們說話。	

ii) 聆聽：基督徒在靈修裡，應側耳聆聽主的話，許多時候神藉聖經，微聲對祂的

子民說話。一個不專心上課的學生，必然錯失老師許多寶貴的訓誨；同樣，在

靈修時不專心聆聽，必定得不到主的話語。	

iii) 順服：唸神的話時，你是否完全接受祂的教導呢？若沒有順服的心，你必定得

不到屬靈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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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牢記：當你聽到主的話時，雖然是存著順服的心去接受，但若不把神的話記下

來，牢記在心中，那麼你便會失掉屬靈更大的祝福了。	

v) 行道：靈修不是停留在當中時間的框框中，更重要的是把主對你的提醒或鼓勵，

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以致神的話能模造你的生命，使你成為多人的祝福！	

3) 閱讀的進深：	

a) 閱讀的目的：	

i) 增廣見聞：基督的教會在世上近二千年，主的僕人及使者把他們的屬靈心得、

研究精華及個人經歷以文字方式記錄下來；另一方面，個人的體會及經歷是非

常有限的，但通過閱讀別人的著作，便能增廣見聞了！	

ii) 真理裝備：基督徒應裝備自己成為合神使用的器皿，我們必須在以下幾方面有

所裝備。	

(1) 成為教師：在教會接受真理教導及牧養，故然是蒙福的；但一個基督徒成

長的過程，需要持一種態度，就是要裝備自己，成為別人的教師。	

(2) 防備偽師：世上充滿異端邪說，甚至一些言論毒害基督的教會，在末世裡

必有危險的日子，許多人必會起來假冒基督的工作，故此我們要多讀信仰純

正的作品，以致我們可分別假基督。	

(3) 防備異端：有許多披著基督教外殼的教派，骨子裡卻是明顯的背棄聖經的

教訓，否定聖經一貫的真理。藉著閱讀這些教派的錯謬時，我們便能知己知

彼，作更有效的防備；另一方面，更可對症下葯的向他們傳福音。	

(4) 傳揚救恩：在傳福音的過程中，有時候是有心無力，面對福音對象的質詢

及問題，真不知如何解答。若多讀有關的書籍，便可在真理及技巧方面改進

了！	

iii) 靈性激勵：事奉主是一條孤單的路，人生裡有不少辛酸及眼淚，需要主藉別人

的經歷激勵我們，使我們重新得力繼續走前面的道路。	

iv) 靈性補品：許多教會事奉人手不足，弟兄姊妹一身兼數職，事奉的層面只有付

出，甚至到一地步，靈裡十分枯乾貧乏，生命沒有突破及躍進；這時便需要靈

裡的滋潤或補充，否則便很容易成為虛有其表的基督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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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啟發思想：都市的生活太程式化及機械化，工作或上學後身心已十分疲倦，根

本不願多花時間動腦筋，只想呆坐電視機前，自娛一番！可悲的是在沒有刻意

的防衛下，思想被世俗化的傳媒所影響及教育，以致十分被動、呆滯、沒有新

意！可是一本精彩雋永的書籍，卻能啟發我們的思想，並且能刺激我們更火熱

的事奉主！	

vi) 資料存記：世上有許多書籍提供了十分豐富及寶貴的資料，如醫學、家居常識

等，若正確地運用，可幫助信徒及未信主的朋友。對信徒來說，可達成彼此扶

助的目的，而對未信主的朋友來說，這些福音預工，可成為美好的橋樑，引導

他們信主。另一方面，屬靈書籍所提供我們的資料，如宣教雜誌的信息，可讓

我們認識工場的需要，使我們更有效的支持宣教工場。	

vii) 高尚娛樂：

書是一種高尚及有品味的娛樂，消費不高，但對屬靈生命卻有

長久及深遠的影響。	

b) 閱讀的困難：	

i) 靈性軟弱：讀書其中的困難，是當人陷在靈性軟弱時，便不想接觸屬靈的事物，

以致不願閱讀屬靈書籍。	

ii) 天生惰性：某些人是天生懶惰，不喜歡讀書的，以致信主後也不會用心追求！	

iii) 沒有興趣：許多信徒表示對讀書沒有興趣；其實興趣是可培養的，這絕對不應

作為我們不讀書的藉口。	

iv) 無從入手：教會圖書館那麼多的書籍，該從那一本開始呢？無從入手是其中的

困難。	

v) 沒有恆心：某些人永遠不能成功地讀完一本書，原因是他們完全沒有恆心！	

vi) 沒有同伴：在教會內找人聊天、吃喝玩樂，實在不難，但找一群同心同路人，

同走信仰生命窄路的朋伴，卻是難上加難！	

vii) 即讀即忘：

有些基督徒讀書即讀即忘，便索性不讀罷了！其實記憶是可以

操練的，當人喜愛某些東西時，他必定會牢記！	

viii) 書籍太貴：一些基督徒認為書籍太貴，所以不願去購買。奇怪是他們卻不

會覺得旅遊的費用及一些娛樂的花費過份昂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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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工作太忙：現代都市人實在忙碌，但這不是成為一個絕對的籍口而讓我們不閱

讀；何況人可忙裡偷閒，善用時間便可抽時間閱讀了。	

c) 閱讀計劃：讀書要有週詳的計劃，以下提供一些方向，作為大家的參考。	

i) 由淺入深：書要由淺入深，若開始閱讀一些太深奧的書籍，由於不能理解及消

化，便會影響你日後的追求。	

ii) 首選書本：有些信仰純正及有屬靈分量的書籍，是基督徒必須開始看的；先打

好根基，按步就班的建造，便能有更大的收獲！	

iii) 同步進行：可於同一期間多讀幾類的書本，好處是除去呆板及沉悶；此外，亦

可同時得到不同類別書籍的好處。	

iv) 定下時間：何時是你讀書的時間呢？有規律的讀書，可使你在節奏緊迫的生活

中，多讀許多的書，甚至有時完成的速度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	

v) 分門別類：要把打算閱讀的書籍加以分類，有計劃地在某段時間內完成。	

vi) 閱讀夥伴：你的配偶、你的禱伴，可成為你的屬靈知己，同心進深追求認識主，

是極其美麗的事！	

vii) 閱讀筆記：

人的記憶實在有限，最好的辨法，是寫讀書筆記；日後可從筆

記重溫這書的好處，也可藉這些心得，向別人推介及分享。	

viii) 前往書室：定期逛書室比定期逛公司、商場更好，因為可從屬靈書籍中得

更大的祝福！	

ix) 私人書庫：有心事主的人，要立下決心儲蓄及預留金錢來建立個人的圖書庫。	

x) 閱讀雜誌：有許多教會的雜誌介紹教會的消息及宣教工場的需要。培養喜歡閱

讀雜誌的習慣，是優良的嗜好。	

d) 培育興趣：	

i) 求神賜下興趣：沒有興趣讀書的基督徒，應該迫切禱告，求主幫助，賜給你有

屬靈的胃口，免得你錯失數不盡的屬靈恩典。	

ii) 為自己的好處：當你思想到，讀書是叫自己得著益處時，就好比一人沒有胃口

吃飯，但為了身體的健康，便勉強自己；奇怪的是，起初是強迫，後來便會變

成甘心，因為在其中會發現讀書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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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為別人的好處：若我們緊記主的命令，信徒要彼此相愛時，我們在教會就不會

只求自己的好處了；為了供給肢體屬靈的好處，便立下決心讀書，以致可供應

弟兄姊妹在真理及屬靈方面的需要！	

e) 書籍介紹：基督徒應閱讀各類別的屬靈書籍，使自己的屬靈生命有根有基的成長，

成為基督的精兵。若只閱讀某類的書籍，這好比一個人有偏食的習慣，影響了他的

健康。聖徒應好好計劃，全面地閱讀屬靈書籍，以致真理知識及靈命有不斷的躍進。

根據學者的分類，神學可分為以下六個主要類別：系統神學，聖經神學，歷史神學，

護教神學，實踐神學及生活神學等。

cii	

i) 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系統神學可分為兩大類別，就是「教義性的

系統神學」“Doctrinal”或「主題性的系統神學」“Thematic	or	 topical”。「教義

性的系統神學」注重談論基督教主要的信念，如神論、罪論、天使論、末世論

等。「主題性的系統神學」則深入探討基要信念裡某些題目，如「千禧年前派

論」、「災前被提論」等。	

(1) 初階：	

(a) 馬有藻，基要信仰概論（中國信徒佈道會）：作者以簡易的文筆把深奧

難明的道理講解，是作為探討系統神學中不可少的書籍。	

(b) 任以撒，系統神學（基道）：雖然作者是持改革宗或長老宗的神學觀點，

但也可作為學習系統神學者參考的一本書。	

(2) 中級：	

(a) 史特朗，系統神學（浸會）：史特朗（1836—1936）是浸信會神學家及

牧師，若要了解浸信會的神學思想，這是一本必讀的書。	

(b) Charles	C.	Ryrie,	Basic	Theology	 (Victor)：作者曾是達拉斯神學院系統神

學院的教授，持守基要信仰者應細嚼書中的內容。	

(3) 進深：	

(a) James	 Oliver	 Buswell,	 A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Zondervan)：作者是持千禧年前派的加爾文主義者 ”Premillenial	

Calvinist”。	



42 
 

(b) Lewis	Sperry	Chafer,	Systematic	Theology	(Dallas	Seminary)：這位神學家

是創辦達拉斯神學院的學者（1871—1952），他是基要神學及時代論學

派”Dispensational	Premillenialism”的倡導者。這套書共有八冊。	

ii) 聖經神學“Biblical	Theology”：「聖經神學」主要以經文內容作為探討某些神

學課題的學科。	

(1) 威明頓，威明頓聖經輔讀（卷下）（種籽）：雖然這不是一本專為聖經神

學而著的書，但書中卻有以聖經的角度談論某些神學範疇，作者引用許多基

要派學者的言論，是一本極有參考價值的書。	

(2) 賴德，新約神學（上下）（華神）：作者自一九五零年已是美國加州福樂

神學院新約解經學及新約神學的教授，著作有關新約神學的書本甚多。	

(3) Charles	C.	Ryrie,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Moody)：作者

是達拉斯神學院系統神學院的教授，屬基要派學者中的一位表表者。	

iii) 歷史神學“Historical	Theology”：可分為「教會歷史」”Church	History”及「神

學思想史」“Christian	Thought”。	

(1) 初級：	

(a) 培克爾，基督教史略（浸會）：作者培克爾以拙要的方法，將基督教重

要的資料記敘下來，把主流歷史以外的內容，一概刪略，雖然不最詳盡，

但對初學教會歷史者，是最基本的參考。	

(b) 像一粒芥菜種—穆格新（道聲）：本書原名為「教會史略」，先後再版

有十多次，作者把基督教歷史中重要的五十多個人物及事件深入淺出的

簡介，是初探教會歷史的一本好書。	

(2) 中級：	

(a) 博饒本，走天路的教會（晨星）：作者博饒本 “Edmund	 Hamer	

Broadbent”（1861—1945），先後與一些在歐洲中部及東部的基督徒相

交近五十年，他們都是非主流基督教的聖徒，他本人因此也受到很大的

迫害，基於與這批信徒的交往，使他產生了追溯歷史淵源的念頭，這書

是作者多年研究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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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林治平主編，基督教入華百年七十年紀念集（宇宙光）：由不同作者編

寫不同的專題，探討影響基督教傳入中國舉足輕重的人物及事件。	

(c) 司徒焯正，近代神學七大路線（證主）	

(d) 馬有藻，基督教神學思想史導論（天道）：以上兩本著作，能有系統的

幫助我們認識神學思想的發展及其影響教會的深遠。	

(3) 進深：	

(a) Earle	E.	Cairns,	Christianity	Through	the	Centuries	(Zondervan)：自一九五

四年出版以來，經二十多年的修訂及增加篇幅，這書已成為研究教會歷

史的經典著作。	

(b) 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道聲）：湯清博士本打算分上下兩卷編寫這

書，但只寫了卷上即被主接去。本書是五十萬字的巨著，應是了解中國

教會歷史者必讀的書。	

iv) 護教神學 “Polemic 	 Theology”：「護教神學」主要分為「護教學」

“Apologetics”，又稱為「辯道學」、「衛道學」或「辯惑學」及宗教比較

“Comparative	Religions”。	

(1) 初階：	

(a) 張郁嵐，耶穌是神的兒子嗎（臺灣福音書房）：雖是一本薄薄的書，但

作為證明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方面，樹立了明確的證據。	

(b) 麥道衛，千載懸疑（天道）：作者試從理性的層面，證明耶穌基督及聖

經的可信性。	

(c) 魏司道，基督教與世界宗教（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作者嘗試以簡略

的手法，向讀者介紹世上一些普及的宗教。	

(d) 黎登，殊途同歸（中國主日學協會）：這是一本探討世上一些普及的異

端及異教的書本，當中以聖經的真理與這些信仰作一個對比。	

(e) 胡恩德，靈恩運動（宣道）：作者有數十年牧會的經驗，以扼要的手法

把靈恩運動的錯謬列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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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級：	

(a) 吳恩溥，吳懷珍，龔天民，孫克寬合著，世界五大宗教（聖文）：四位

學者分別是研究基督教、儒教、佛教、道教及回教的專家，這本書可使

讀者扼要明白世上五大主要宗教。	

(b) 麥道衛，鐵證待判（中華基督翻譯中心）：是麥道衛其中的一本鉅著，

成為護教一本不可錯失的經典。	

(c) 吳主光，靈恩運動全面研究（角聲）：這是作者對靈恩運動多年的研究

心得，是華人教會在這方面最有權威及最深入研究的書籍之一。	

(3) 進深：	

(a) Josh	 McDowell	 and	 Don	 Stewart,	 Concise	 Guide	 to	 Today’s	 religions	

(Scripture	Press)：兩位學者作成了一件艱辛的工作，把世上普及的異端、

異教及信念，集合在這書中，作為傳福音及護教者必備的書籍。	

(b) Anthony	A.	Hoekema,	The	Four	Major	Cults	(Patercoster)：作者是研究基

督教科學會、耶和華見證會、摩門教及安息日會的權威。	

(c) Josh	McDowell,	More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Campus	Crusade)：

不信聖經者和新派的學者，認為以科學的方法批判及否定聖經的可信性，

但麥道衛以理性及證據作答辯，證明聖經確實是神的話。	

(d) John	MacArthur,	The	Charismatics	(Zondervan)	

(e) John	MacArthur,	Charismatic	Chaos	(Zondervan)：以上兩本書的作者是基

要派神學院的院長，作者從真理及學術的角度來剖析靈恩問題。	

(f) Dave	 Hunt	 and	 T.A.	 McMahon,	 The	 Seduction	 of	 Christianity	 (Harvest	

House)：兩位作者深入研究「新時代運動」的根源及所帶來的禍害。	

(g) John	Eidsmoe,	Basic	Principles	of	New	Age	Thought	(New	Leaf	Press)：是

了解「新時代運動」的理念及神學思想的一本好書。	

(h) Loraine	Boettner,	Roman	Catholicism	(Presbyterian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作者對天主教的歷史及神學思想有深入研究，本書令基督徒

對天主教有更清楚及正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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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ave	Hunt,	A	Woman	Rides	the	Beast	(Harvest	House)：天主教在末世的日

子扮演了甚麼角色呢？此書大膽揭示天主教是聖經預言的「大淫婦」。	

(j) 潘柏滔，進化論─科學與聖經衝突嗎？（美國更新傳道會）：若沒有生

物學的背景，讀者會感到這書頗學術及難以消化的。	

v) 實踐神學“Practical	Theology”：「實踐神學」有兩個主要的範疇，第一類是

「教牧學」“Pastoral	Ministry”，當中涉及教會管理、教牧人員、教牧方法及技

巧，例如講道學、釋經學、教會管理學等；第二類是「宣教學」“Missiological	

Ministry”，主要是教會對外的福音外展工作，包括有差傳學、個人佈道等。	

(1) 初階：	

(a) 曾霖芳，釋經學（種籽）	

(b) 威廉史密夫，實用宣道法（天人）	

(c) 吳主光，佈道、陪談、栽培（種籽）	

(d) R.	A.	Torrey,	How	to	Study	the	Bible	(Whitaker	House)	

(e) George	Sweeting,	How	to	Witness	Successfully	(Moody)	

(f) R.A.	Torrey,	How	to	Witness	to	Anyone	(Whitaker	House)	

(2) 中級：	

(a) 陳終道，怎樣研讀聖經（中信）	

(b) 史伯誠，讀經方法與解經原則（美國見證出版社）	

(c) 黃忠，知己知彼（中信）	

(d) 梁斐生，常勝兵法（中信）	

(e) 施達雄，如何準備講道（中國主日學協會）	

(f) 曾霖芳，講道學（嘉種）	

(g) 盧家駇，那未完成的使命─差傳事工要論（宣道）	

(h) 鮑會園，海外宣教的聖經基礎（宣道）	

(i) 鄭果，差傳問答（中信）	

(j) 林安國，攀上高峰─差傳十三課（中信）	

(3) 進深：	

(a) 賴若瀚，實用釋經法（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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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余俊銓，實用個人佈道手冊（三福）	

(c) John	MacArthur,	Expository	Preaching	(Word)	

(d) Haddon	Robinson,	Biblical	Preaching	(Baker)	

(e) William	Evans,	How	to	Prepare	Sermons	(Moody)	

(f) Roy	B.	Zuck,	Basic	Bible	interpretation	(Victor)	

(g) J.	Herbert	Kane,	Understanding	Christian	Missions-Kane(Baker)	

vi) 生活神學“Personal	Theology”：這是有關基督徒自處及處世的觀念與探討，基

本來說，這類神學思想，可分為兩大方面﹕	

o （一）「基督徒生活」“Christian	Life”，在這範圍內，包括有靈修生活、禱

告生活、家庭生活及信徒見證等，這類別注重探討及分析聖徒的屬靈生命。	

o （二）「基督徒倫理學」“Christian	Ethics”，是基督徒的倫理觀，探討信徒

對倫理及道德方面應有的價值觀及根據。	

(1) 靈修生活：	

(a) 吳主光，靈修生活（種籽）：作者引用聖經，並且以實際的例子教導讀

者如何可享有美滿的靈修生活。	

(b) 蘇穎智，每日與主同行（證主）：是一本靈修日引，蘇穎智牧師有系統

的安排，讓讀者可在一年內默想全本聖經，書內清楚介紹每本書卷的特

色。若計劃在一年內有系統地默想主的話，這是一本非常好的參考書。	

(2) 禱告生活：	

(a) 邦茲，祈禱出來的能力（宣道）：邦茲“Edward	 McKendree	 Bounds”

（1835—1913）是循道會牧師及靈修書籍作家，這本書是他眾多有關祈

禱書籍的佳作。	

(b) 慕安得烈，信徒祈禱生活（更新）	

(c) 慕安得烈，代禱的秘訣（見證）：慕安得烈對禱告有個人獨特及深入的

認識，若要認真學習祈禱的功課，相信他所著作的書籍必能成為你美好

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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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徒事奉：	

(a) 滕近輝，生命的事奉（宣道）：書中有二十多篇文章，是作者多年來事

奉這位永活榮耀的主之心得。	

(b) 司布真，全面的事奉（證主）：這是司布真牧師事奉心得的結晶品，若

有心全面有效地事奉主，這書可成為他美好的借鏡。	

(c) 滕近輝，一份禮物—給事奉的人（宣道）：這書彙集了滕牧師在中國神

學研究院通訊的文章及一些講道的記錄。	

(d) 孫德生，屬靈領袖（證主）	

(e) 孫德生，屬靈門徒（證主）	

(f) 孫德生，屬靈模範生（證主）	

(g) 孫德生，屬靈生命（證主）：孫德生牧師一生著作許多書籍，他的著作

共有四十多本。人家以他著的「屬靈領袖」為代表作，廣泛受到神學院

的推崇。在 1980 年獲得英女王頒授勳章“O.B.E.”，表揚他在基督教服務

及神學著作上的卓越貢獻。	

(4) 信徒見證：	

(a) 史蒂亞，載德生—摯愛中華（證主）：為何一個英國人那麼愛中國人呢？

為何戴德生先生將他一生的精力及所有獻給中華民族呢？這是一本叫我

們華人基督徒向外國宣教士致敬的書，是華人信徒回應大使命呼召必讀

的書籍。	

(b) 韓寶璉，祂是—韓婆婆傳（校圍）：通過這本書，讓我們看見神的恩手

怎樣模造一個姊妹，使用她成為施福的器皿，在宣教工場上多結果子，

榮耀主名及造福多人。	

(c) 征途（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本書只有 117 頁，但精簡扼要的描述多位

神過去重用的宣教士。	

(d) 奚復禮，金綸叔（文宣）：這書論述威克理夫翻譯會創始人的見證。	

(e) 如根出於乾地(SIM)：記述三位青年人創辦「蘇丹內地會」的感人故事。	

(f) 王國顯，行過死蔭的幽谷（晨星）：當中國變色後，教會受到很大的迫

害，作者也是其中的一位，讓我們看見當時代基督徒為主所付上的代價。	



48 
 

(g) 鄭藍，馨香的事奉（天道）作者是記述林獻羔先生在內地為主受苦的見

證，林獻羔先生是廣州大馬站家庭教會的負責人，他不怕強權，為主坐

牢及受苦，提醒在安逸中的信徒要儆醒，要為主有受苦的心志。	

(h) 麥雅各，見與聞（以琳）：神能使用按人看來是低微的人為祂作美好的

見證，本書就是記述其中的一位。神在我國興起其中屬靈的偉人倪柝聲，

他也深受這書的激勵。	

(i) 王明道，五十年來（晨星）：是王明道先生的自傳，作者親述神在他人

生五十年的模造及雕琢，是有心事主者一本美好的參考書。	

(j) 劉翼淩，宋尚節傳（證主）：在中國教會史上，神興起許多祂重用的器

皿，宋尚節博士是眾多工人中的一位。從書中的內容，看見一位為主燃

燒的僕人，在世日子不長，但卻結出許多子粒來。	

(k) 賴恩融，中國教會三巨人（橄欖基金會）：作者從他慧眼的察看，發現

主在中國教會內興起三位獨特的傳道人，若要了解神使用這三人的原因，

必須閱讀這書。	

(l) 華倫魏斯比，與屬靈偉人同行（中華基督翻譯中心）：在歐美各地神興

起許多屬祂的子民，這都是英美歷史上屬靈的偉人，他們皆是昔日神所

重用的見證人。	

(5) 信徒生活：	

(a) 蘇穎智、蘇李嘉慧，盟誓之前（證主）	

(b) 王明道，基督徒與婚姻（宣道）	

(c) 休斯，幸福婚姻十要（校園）	

(d) 雷具特夫婦，如何避免離婚（橄欖）	

(e) 蘇穎睿，屋簷下（證主）	

(f) 巴特海斯夫婦，你的婚姻生活近況如何（中信）	

(g) 竹君，愛的雕琢─如何作成功父母（宣道）	

(h) 杜博生，管與教（證主）	

(i) 納蘭摩爾，教養孩童指南（大光）	

(j) 麗莎艾莉亞特，慈母短箋（中國主日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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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倫理基礎：	

(a) 蘇美靈，基督徒的生命倫理觀（天人）	

(b) 吳羅瑜，是非黑白（天道）	

4) 意見交流：	

a) 有沒有靈修的困難與大家一同分享呢？	

b) 可否分享影響你最深的書籍呢？	

5) 彼此代禱：	

a) 有甚麼事情值得感恩呢？	

b) 現今心中有何憂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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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領袖的自處（五）：健康	

1) 反思問題：	

a) 心靈健康與身體健康有何關連呢？	

b) 怎樣才可享有健康的身體及心靈呢？	

2) 全人健康：	

a) 「整全健康」“Holistic	Health”：	

i) 新紀元運動的信念：「整全健康」常常與新紀元運動扯在一起。ciii
新紀元運動

是源自上世紀的 1970至 80年代，其信念分別有以下十四個要點：	

(1) 非個人的神明（神只不過是力量）；	

(2) 永恆的宇宙；	

(3) 物質是幻覺；	

(4) 生命的循環性；	

(5) 輪迴的必要；	

(6) 人可變成神明；	

(7) 人從在這世界以外的生物或神明得著啟示；	

(8) 神與人的身份；	

(9) 冥想的需要；	

(10) 異教的行為，如占星術及靈媒等；	

(11) 素食及「整全健康」；	

(12) 和平主義及反戰行動；	

(13) 地球一體化；	

(14) )殊途同歸的宗教（信仰諸說混合論）。civ	

ii) 健康與新紀元運動：新紀元運動倡導人體是一個整全的個體，意即身體與心理

乃是一個整體，並且指出現代西方醫學太過偏面，有時在診治過程中忽略了人

的整體性。

cv
另類治療是新紀元運動經常鼓吹的治療方式之一，它包括有針

灸 ﹑ 冥想 ﹑ 同類 治療 “Homeopathy” ﹑骨 醫 “Osteopathy” 、催 眠 治療

“Hypnotherapy”、足部反射治療“Reflexology”﹑脊骨治療術“Chiropractics”﹑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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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治療﹑觀想﹑瑜伽，水晶治療﹑氣功﹑巫醫及浣腸水療“Colon	Cleansing”等。

cvi	

b) 現代西醫的信念：從現代西醫的角度來看，「健康」是身體及心靈健全並有效的

運作。

cvii
換言之，身體的狀況或健康與心靈的景況是息息相關、彼此不可分割的。	

c) 聖經的全人健康：對人的結構來說，希臘人與希伯來人的見解有很大的分歧。cviii

希臘思想把人分為物質及非物質兩大部分，而舊約希伯來思想則持有「整全的人

觀」；意即是說，人並不是由靈魂及肉身加在一起的，而物質及非物質是結合在一

起的。換言之，在希伯來人的思想裡，身體不單是人的一部分，而身體乃是人的同

義詞。

cix
「整全健康」與基督教對健康的見解，絕對不是彼此對立的，因為聖經亦

有談論「全人健康」。

cx
使徒保羅提醒信徒要把身體獻作活祭，這身體是指全人，

意即人的心靈及肉身（羅 12：1至 2）。cxi	

3) 身體健康：	

a) 作息有時：對人來說，作息有時是重要的。作為事奉人員及領袖，決不可輕忽這

個生活的原則，因為這是直接影響身心健康的。	

i) 睡眠習慣：憂慮、懶散或罪疚感可導致不固定的睡眠習慣，此外，不固定的睡

眠習慣亦可構成靈性問題。

cxii	

ii) 缺乏睡眠：史密斯博士“Dr.	Bob	Smith”指出，缺乏睡眠可引起人坐臥不安的疲

乏、急躁、失去專注力、退縮、失去判斷力、飄忽不定的行為、甚至削弱這人

的道德標準。

cxiii	

b) 均衡飲食：現代人愈來愈注重均衡飲食，因為飲食習慣是直接影響健康的。作為

基督徒領袖，若要有強健的體魄來事奉主，均衡飲食也是非常要緊的。	

c) 適量運動（提前 4：8）：使徒保羅說：「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

都有益處．因有今⽣和來⽣的應許．」借用使徒的教導，運動亦有一定價值的。學

者指出，缺乏運動可產生憂慮或提升憂慮的程度。每天的壓力叫人產生如腎上腺素

的化學物質，這不但叫我們的飢肉收緊，並且影響我們的情緒。

cxiv
運動不但可使

人減少壓力，也可增強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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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喜樂的心（箴 17：22）：「喜樂的⼼、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箴言

書的作者指出人的心境是影響健康的。

cxv
事奉人員會遇到困難或叫人喪志的事情，

這是難以避免的；可是，我們應學習處理自己心境。保持喜樂的心境，乃是享有健

康的秘訣。	

e) 社交活動：神視亞當獨居為不好，因而為男人預備配偶。再者，在聖經內，神讓

人有群居的生活。換言之，社交生活對人是重要的。	

f) 娛樂生活：如果要讓人享有健康的身體，適當的鬆弛是必要的，而娛樂生活扮演

一個重要的角色。這些娛樂可包括業餘愛好、嗜好或興趣等。當使徒約翰年老髮白

時，有獵人看見這位德高望重的領袖正忙於照顧他的鷓鴣，這位獵人便追問使徒如

此作背後的原因；約翰便反問他是否常常讓弓拉緊。獵人便指出如此作的話，一定

會使弓變為無用。使徒便說：「正如你把弓放鬆一樣，乃是為要防止它變成無用，

那麼為著同一個理由，我也放鬆思想。」

cxvi	

g) 節制生活：在希臘文裡，「操練」是用來形容運動員是怎樣以嚴格、勤奮及自我

犧牲的態度來進行操練的（提前 4：7）。英文的「體育館」、「健身房」

“gymnasium”或「體操」“gymnastics”，亦是源自這個希臘文詞彙的。使徒保羅勸

勉提摩太，為著過敬虔的生活，作為教會領的要「操練」自己的靈命。cxvii
在起居

飲食方面，克己及節制的態度是享有健康的秘訣之一。	

4) 靈性健康：清教徒自稱為「靈魂的醫生」。他們相信受教的良知是靈性健康的必備要

素；意即是說，神道德的標準在人良知裡，乃是讓人知道對與錯的準則。

cxviii
在個人

成長方面，有四個領域或元素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

「關係」Relationship，意

即與神及與人的關係。二，

「技能」Ability，這是事奉的技巧。三，「品格」

Character，這是指信徒的屬靈品格。四，「情緒」Emotion，這是指信徒的情緒。在

靈性健康方面，個人的情緒、與神的關係及人際關係乃是最好的指標。	

a) 與人的關係：	

i) 謙卑（西 3：12；弗 4：1至 2）：12所以你們既是 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

就要存〔原⽂作穿下同〕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西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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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甚麼地方可看見我們與人的關係呢？在與人相處時，於心態及措詞方面，我

們夠謙卑嗎？於群體生活裡，許多問題的出現是因為人過於傲慢或自我中心。

沒有謙卑或不夠謙卑，乃是構成惡劣人際關係眾多成因之一。作為領袖，應省

察自己與人不和或不協調的原因。	

ii) 合一：主耶穌重視教會的合一，在世上祂曾勸勉信徒要在主裡合一，並且為屬

祂的人的合一獻上禱告（約 17：11，21）。這不但是耶穌基督重視的真理，也

是使徒保羅所強調的教導（林前 12：12；弗 4：4 至 6）。假若在教會內，信

徒不但各自為政，並且更因為分門別類而導致結黨分爭的話，這顯示這教會的

靈性健康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iii) 愛心：主耶穌重視信徒彼此的關係，祂叮囑神的兒女要操練彼此相愛的功課，

因為這是基督徒生命的記號（約 13：35）。若信徒只顧工作，但卻忘記事奉背

後的目的及動力是源自愛神及愛人的話，那麼教會便會變得事工化及冰冷。簡

言之，愛心是測試靈性健康的指標之一。	

b) 與神的關係：	

i) 順服：22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聽從他的話呢‧聽

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的脂油。（撒上 15：22）有聖經學者指出說，在基

督徒眾多正確心態中，順服是最為首要的。

cxix
那麼，信徒是否願意順服神的帶

領或旨意，便顯出這人與主的關係了。	

ii) 甘心（參考林後 8：3 至 12）：事奉神應出自甘心，而不應出自勉強。自發的

事奉是甘心樂意服事神及人的表現，

cxx
亦顯出這人與神的關係或靈性健康。	

c) 情緒或心境：有人說情緒好像煙霧探測器一樣，它不是主要的問題，但卻是為主

要問題發出警號。

cxxi
以下三種的情緒或心境，乃是可以反映人的靈性健康的。	

i) 喜樂：使徒保羅教導信徒要靠主常常喜樂（腓 4：4）。換言之，喜樂是信徒生

命的特徵之一。不能喜樂或沒有喜樂的信徒，乃是不正常的，顯示他們的靈性

健康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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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平安：信徒能否經常享有平安的心境呢？經常禱告或不間斷的親近神，乃是享

有屬天平安的秘訣（腓 4：6至 7）。失去平安的人，不但會變得失去方向，也

會顯得不安及急躁。	

iii) 感恩：神的旨意之一，乃是期望信徒常常存著一個感恩的心靈（帖前 5：18）。

心中充滿苦毒的人，是沒有能力說出感謝的話的。同樣地，若信徒心存苦毒，

他們便會怨天尤人，難於向神獻上感謝。	

5) 健康之道：若要保持身心的健康，以下是七個要點：cxxii	

a) 每天的食物：在肉身方面，要注意你每天所吃的食物。在靈性方面，要有優質的

靈修生活。	

b) 新鮮的空氣：空氣的質素影響人的健康，故此，要留意室內空氣的情況。	

c) 經常的運動：運動是有益身心的，也能提升人的體魄。	

d) 充足的休息：現代人疲於奔命，因而缺乏休息，那麼爭取足夠的睡眠是必要的事。

此外，大多數基督徒是欠缺靈裡休息的，因此我們要在崇拜裡或個人與神親近時，

好好珍惜及享受其中的安息。	

e) 清潔的環境：清潔的環境直接影響我們個人的健康。在屬靈的層面，基督徒要避

免把自己陷在被試探的環境裡，免得犯罪跌倒。	

f) 愛心的團契：基督徒要與其他信徒相交，切勿把自己孤立起來。參加團契或小組，

乃是基督徒不可缺的生活。	

g) 定時的體檢：基督徒要抽時間作身體檢查，也要定時檢驗自己靈性的光景。	

6) 意見交流：	

a) 教會可怎樣幫助你享有身心的健康呢？	

b) 由於事工眾多，因而叫事奉人員疲於奔命；請提出改善的方法。	

7) 彼此代禱：	

a) 你有甚麼事情可感謝主呢？	

b) 需要為你或家人的健康獻上禱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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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領袖的技巧（一）：會議一	

1) 反思問題：	

a) 你喜歡參加會議嗎？請列舉喜歡或不喜歡的原因。	

b) 召開會議有何目的呢？	

2) 會議的目的：在新約聖經內，提及有關會議的內容實在不多；究竟為何基督徒要召開

會議呢？首先，我們要明白設立會議兩個非常主要的目的。	

a) 屬靈層面：	

i) 印證神的心意：	

(1) 普遍現象：召開會議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要一同印證神的心意，但可

悲的是，普遍神的兒女不明白開會的意義，在會議中只留於人言論的爭辯，

完全沒有體察到主的心意，叫聖徒們浪費太多時間在會議桌上，費時失事，

另一後遺症是叫事奉者懼怕開會，以致許多信徒不敢或不願意事奉主。	

(2) 重要守則：在印證神心意的過程裡，有幾件事是必須留意及小心的：	

(a) 少講說話，多體察聖靈在你內心的感動或提醒；若不清楚所說是否有聖

經的根據或聖靈的指引時，就應禁止自己胡亂發表不必要的竟見。	

(b) 留心聆聽別人發言，可能神藉這人顯示祂的心意；因此，切勿隨便否定

對方的意見。	

(c) 提醒自己要經常默禱，求主引導自己及眾同工。	

ii) 叫神的家得益：召開會議另一主要目的，是要叫神的家得著益處，若在會議中

有爭執而引致有嫌隙時，是沒有建設性的。	

iii) 榮耀神的名字：在會議所商討及安排的事工，是要叫神的名得著榮耀，使神的

工作在地上更有效的推廣。	

b) 理性層面：	

• 有些教會領袖可能會鑽了牛角尖，認為會議是不屬靈的，以致不大喜歡召開及

參與會議，使教會的行政落在混亂中，神的工作也受很大的虧損。	

• 在會議裡，我們可同心印證神的旨意，在適切安排下，更叫神家得著最大的益

處及榮耀。並且信徒可一同處理神家裡的事務及為教會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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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接納記錄：	

(1) 記錄的重要性：召開任何會議，最好每次都作會議記錄，因為人的記憶很

有限，並且會議可成為安排事工的依據，也可減少日後不必要的爭拗。	

(2) 切忌咬文嚼字：每次召開會議，必須通過上一次召開的會議記錄。參與會

議者應小心閱讀會議記錄，同意及接納會議記錄。但緊記千萬不要作為文士，

單單針對記錄裡的字句或文法，否則便白花時間在接納通過會議記錄上了。	

ii) 消息報告：	

(1) 溝通之法：阻礙教會事工向前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信徒與信徒之間缺少溝

通，以致產生很大的隔膜。教會或團契的部門之間應多一點溝通，彼此關心

及了解近況，使大家可彼此支持。	

(2) 守望之法：在會議裡應有報告這一環，使大家了解部門的工作、需要及近

況，讓大家一同禱告，達致有效地為教會作守望的工作。	

iii) 檢討往事：	

(1) 好處：若要工作有進步及改善，便要在會議裡彼此檢討過去某些事工，有

效的檢討才會知道昔日所犯的錯誤，提醒我們日後不要重蹈覆徹。若以往有

作得好、蒙主賜福的工作，便要繼續持守。	

(2) 原則：檢討事工時小心流於表面化。沒有真正檢討某方面的工作。怕得失

人、單單討好人或針對人，是極不要得的態度。事奉者應學習針對事，而不

是人本身。	

iv) 討論事工：在會議裡，少不免要討論事工。在討論的過程中，有三點是應留意

的：	

(1) 彼此溝通：在討論過程中，應盡量溝通我們的看法及感受，因為每人的理

解及表達能力不同，很多時問題及誤會是從沒有溝通或誤解對方真正意思而

引起的。	

(2) 交流意見：主持會議的，切勿獨裁，應當學習彼此交流心得及意見；這樣

便能同心印證神的心意。從不同的意見中，我們可互補不足，以致能作出更

完備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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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同策劃：教會的事工是應有策略的，適切的計劃及安排，可避免許多錯

誤，叫工作不會停留在靜止的地步或沒有突破又或落在沒有進步的惡性循環

裡。	

v) 分派事工：教會的工作是應由不同的弟兄姊妹分擔的；若事工只停留在會議桌

上，沒有委派同工去執行，這是不正確及浪費時間的。	

3) 理想的會議：一個理想的會議，是人人皆夢寢以求的，能達成一個理想的會議，每位

參與者是要付上責任的。	

a) 事前的準備：參與會議者在事前是要作準備功夫的，這叫會議有事半功倍的果效！	

i) 預早知會：負責召開會議者，應盡早知會有關人等，使每人皆能出席會議。太

急促或即興的會議，後果是極其不良的。	

ii) 自省禱告：罪阻隔神的靈自由運行在信徒的心中，我們應好好省察自己及禱告，

叫自己在會議裡減少血氣，免得影響神整體的工作。	

iii) 周詳計劃：最理想的是參與會議者可預先收到會議議程，使每人皆能好好禱告

及思考，以致思想得更週詳，並且可減短會議的時間。	

iv) 出席人數：	

(1) 不可隨便缺席：參與者切勿隨便缺席，因為會影響彼此的士氣；亦可能因

為人數不夠，以致會議不能如期召開。	

(2) 同工一律出席：除了在特殊情況下，同工應一律出席，這是事奉者非常基

本的事奉原則。	

v) 會議議程：編寫議程，要好好禱告。會議切勿流於事務或公式化。如有可能，

會議議程最好能事前交給參與者。	

b) 會議進行時：參與會議者最怕會議太長，叫人感到好像疲勞轟炸，使人透不過氣

來。	

i) 限制時間：	

(1) 會議的開始：會議應盡量在指定的時間召開，否則會叫人感到鬆散，也浪

費許多人寶貴的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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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議的結束：有行政專家指出，會議的時間不宜超過三小時，因為人普遍

的集中力都在三小時內。若會議要舉行超過三小時，主席應事先通知同工；

也應在適當的時間小息，讓同工有點竭息及緩衝的時間。	

(3) 發言的時間：有些人發表意見時，好像尼加拉瓜大瀑布一樣，說話湧流不

息；這樣叫整個會議演變成個人演講時間，這是極不合宜的。有學者認為，

在會議內發表意見時，絕不可超過三分鐘。	

ii) 以和為貴：弟兄姊妹在會議裡，應以和為貴，不應舌劍唇槍，因為我們是一家

人，不應以口舌傷害自己骨肉之親。	

iii) 彼此尊重：事奉主的人，應學習彼此尊重，在彼此尊重的操練中，有以下範籌

應要留心的：	

(1) 留心聆聽：留心聆聽對方的說話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學習。小心聆聽別人的

意見，可減少誤會及減短會議的時間。	

(2) 切勿談話：當人發表意見時，要緊記切勿隨便談話，這會打岔別人，也是

極之無禮的表現。	

(3) 示意離席：若有需要，應向主席示意離席，這是彼此尊重的操守。	

iv) 嚴禁自我：基督徒也會落在自我中心裡，叫人無法自拔，也叫旁人討厭；在會

議裡，切勿落在「自我」的陷阱裡。	

(1) 嚴禁自我表現：會議不是表彰我們個人閲歷的時間，只講自己的看法或個

人特殊的經驗，是自我的表現！	

(2) 嚴禁字句之爭：許多時候，由於同工為字句爭辯許久，到底也沒有結論；

這是血氣的表現。	

(3) 嚴禁意見之爭：彼此可有不同的意見，若只為了意見而花上許多時間在爭

論上，恐怕叫聖靈在我們心中憂傷！	

(4) 嚴禁人身攻擊：我們可發表不同的言論，也可否定別人的意見，但緊記切

勿作人身的攻擊。	

v) 經常默禱：怎樣一同體察神的旨意，或叫別人明白自己所得的感動或異象呢？

祕訣是常常默禱天上的主，求祂指引及幫助。	

vi) 同心印證：在一同等候及印證神心意的過程中，可用以下四點作為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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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真理的印證：比方說，若要推行某些工作時，聖經有沒有提及對這方面的

工作，這類的工作有沒有違反真理的教導呢？當然我們不能當聖經為百科全

書，也應小心切勿胡亂或牽強地引用聖經以作為我們得別人認同的藉口。	

(2) 聖靈的印證：聖靈是真理的靈，祂會引導信徒明白聖經、想起主的話及明

白神的旨意，我們應小心側耳聆聽聖靈微小的聲音。神的靈好像無形的聖經，

讓聖徒一同明白主的心意。若信徒能齊心降卑等候聖靈的引導及感動的話，

相信我們必能同感一靈，可明白神的旨意。	

(3) 環境的印證：在尋索神旨意的過程中，當信徒有所行動，試圖在環境尋找

神的引導時，神有時會在某些特殊環境中，指引信徒的腳步。比方說，教會

的聘牧小組物色同工時，神會藉環境讓教會接觸合適的同工。	

(4) 眾人的印證：保羅在羅馬書教導信徒，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羅 12：

17）。雖說要同心同行，但同心是要有屬靈原則的；基督徒不能單為了同

心，就放下聖經的原則而去遷就對方的。因為眾人以為美的事，並不一定是

美事，否則我們便與眾人同流合烏了！這故然是一個需要留意的真理；但神

也會藉信徒有同一的看見或感受，來表明這是出自祂的旨意。	

vii) 戒除陋習：	

(1) 戒除遲到早退的習慣：參與會議，切勿遲到，這會延誤及浪費別人的光陰；

沒有特別迫切的需要或理由，也不應提早離開，這同樣會對整體構成不便的。	

(2) 戒除打斷別人的發言：等待別人發表意見後才說話，是應有的態度及禮貌。

我們應求主給我們耐性來聆聽別人的講話。	

(3) 戒除隨便離席的習慣：切勿在會議裡隨便走動，這會影響發言人的集中力

或整個會議的氣氛。	

(4) 戒除隨便與同伴交談：盡量避免與旁邊的人談話；若有需要，可向主席示

意，讓你有機會向別人諮詢他個人的意見。	

(5) 戒除隨便在會議進食：為了重視會議及提高事奉的氣氛，參與者應盡量避

免在會議進行中進食；若有特別需要，寧可離開會議舉行的地方，往別處進

食後再返回會議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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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戒除在會議裡發脾氣：基督徒是非常軟弱，我們也會發脾氣；但切勿以壞

脾氣為藉口，在弟兄姊妹面前隨便發脾氣！	

(7) 戒除隨便發表意見：在會議裡應發表個人的意願及看見，但緊記一件事，

我們應在會議裡察驗神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因此，要極小心自己的言論，否

則會打岔我們明白神的旨意。	

c) 會議的結束：	

(1) 完成會議記錄：會議結束後，應盡快把會議記錄整理好，交給眾同工，作

為他辦事的依據。	

(2) 定期跟進事工：參與開會的同工，彼此有責任去跟進要辦理的事工之進度；

否則事工只會永遠停留在會議桌上而沒有人去跟進及執行。	

(3) 完成應作事務：在會議裡議決及委派給你的工作，應即時或盡早執行；若

不然，拖至下一次會議時事工也未曾處理。	

(4) 繼續付上禱告：勤力作工是必須的，但同樣重要的是禱告，我們應抓著神

施恩的手，把天上的福傾倒於我們的身上。	

4) 意見交流：	

a) 在過去的會議裡，你犯了甚麼毛病呢？	

b) 在會議裡學習同心最難的地方是甚麼呢？	

5) 彼此代禱：	

a) 在過去的一星期裡，你有甚麼事情可感謝主呢？	

b) 近日你要參加甚麼會議呢？我們可怎樣為你獻上禱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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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領袖的技巧（二）：會議二	

1) 反思問題：	

a) 一個理想帶領會議的主席應有甚麼條件呢？會議主席應有的條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若你是某個團契的團長，你要預備每月例行會議的議程，請把每月例行會議應有

的內容，按次序列舉下來。	

議程次序	 議程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主席的職責：	

a) 會前的職責：	

i) 準備會議議程：沒有事前好好的準備，草率或沒有週詳的計劃，開會的時間必

會相對增加。主席應把重要的事項放在前頭，讓參與者可以在精神最充沛的時

間完成這環節的內容。	

(1) 議程大綱：每次召開會議必須有議程大綱，方便讓組員預先思考。但是商

討的議事不宜太多，否則無法在一次會議內完成討論，或因要完成討論所有

議事，叫所議決及安排的事工太過草率！	

(2) 先後次序：所商討或需安排的事項應分先後次序，或許應按事情的重要性

排先後。我們應在最佳精神狀態下處理一些最重要的事情，那些一般性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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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可放在最後作安排，否則召開會議的目的則會本末倒置，叫會議冗長及費

時失事！	

(3) 運用時間：最好能在會議前定下目標，計劃每項議事所需的時間可讓組員

知道，使大家知道會議的進度，也提醒組員切勿浪費各人的光陰，集中精神

商討預先所定下的議事。	

ii) 預計時間運用：最好事前先定下每一環節所需的時間，加起來便可預計整個會

議所花的時間了。	

iii) 預先搜集資料：主席應事先搜集有關討論的資料及派發給各人，讓參與者可預

先思考。	

iv) 準備會議場地：舉行會議的地方應盡量寧靜、安舒；太過冷、熱、凌亂或嘈吵

等，也會打擾參與會議者。	

b) 會中的職責：	

i) 處理沉默：了解沉默的因由。究竟在會議中為何會沉默寡言呢？可能有以下幾

種原因：	

(1) 有些人受了先天及後天的影響，以致不多愛說話。	

(2) 有教牧長執在會議中，因此變得拘謹及客氣。	

(3) 毫不關心討論的問題。	

(4) 以無聲抗議，反對某人或整個組織。	

(5) 心中滿有掛慮，以致不多願說話。	

(6) 思想十分緩慢，追不上他人的速度。	

(7) 這類人深思熟慮，十分謹慎自己的言論及不輕易發表個人的意見。	

(8) 不懂得怎樣說話，對自己沒有太大的信心。	

(9) 害怕人家有不良的反應，因此閉口不言！	

(10) 自己沒有立場或個人的意願，倒不如不說為妙！	

ii) 啟發思想：作為帶領會議的主席，他應主動的帶動參與者，啟發他們發表意見。	

(1) 當了解沉默背後的原因後，作為會議的主席，應主動啟發讓他們不再保持

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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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讓他們回答「是」或「非」的問題，然後繼續「是」或「非」背後真正的

原因。	

(3) 邀請他們分享自己的感受或經驗談。	

(4) 在召開會議前，事前交給他們一些資料，作為參考及討論的內容。	

(5) 當沉默者發言後，可示意支持及接納，藉此提高他發表言論的意識。	

(6) 以投其所好的方法，藉此讓他多發表意見；意即以他的恩賜、才幹及特殊

技能作為問題的焦點或討論的中心，提高他個人的興趣。	

(7) 直接諮詢他個人的意願或意見。	

(8) 由於沉默與無聲的抗議有關，應詢問發表反對聲音者背後的因由。	

iii) 處理散漫：假若參加會議的人在事前沒有好好的準備，加上身心疲憊，人的思

想可變得雜亂無章，因而會議會變得極其散漫。	

(1) 了解原因：作為主席，應了解為何整個會議落在散漫的氣氛裡呢？是否組

員太餓、太飽、太疲倦呢？或是參與者失去屬靈的注視力，叫會議裹足不前

呢？	

(2) 嘗試收緊：	

(a) 提醒組員有關情況，以致可有所改善。	

(b) 有一段休息時間或禱告時間，可叫散漫的情況有所改善！	

iv) 處理多言：	

(1) 了解對方：有些人是極喜歡說話的，但背後卻有其個人獨特的原因。假若

有人在會議裡滔滔不絕地講話，作為主席的是有必要了解真正的原因。	

(a) 思想太敏捷：有些人思考力十分強，為人十分聰敏；因此，說話也比常

人多一點。	

(b) 驕傲的性格：有些人覺得他的看法很獨到，有眼光，論調非常大膽或前

衛，因為他們自覺了不起，輕視別人；因此經常發表他個人的偉論。	

(c) 自卑的表現：或許這種人是極其自卑，想惹人注意，叫人覺得他是有貢

獻的！	

(d) 喜歡作領袖：某些人很盼望能作領袖，在任何場合都好為首，不知不覺

或在潛意識裡，認為多說話就是作領袖的條件及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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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決辦法：	

(a) 辦法之一：正面的多謝他的言論，接著再諮詢別人的意見；不可即時或

直接否決他的看法，要讓眾人先作回應，否則他便會繼續不斷的發言。	

(b) 辦法之二：雖然打斷人的發言是極不禮貌的做法，但當人多次長時間發

言後，作為主席者，應讓對方知道誰才是會議的主持人，並應客氣的叫

這些人知道要給別人發言的機會。	

v) 處理喧嘩：	

(1) 基本成因：	

(a) 開始混亂：這是會議開始失去秩序和紀律的先兆，例如參與者爭先說話

及彼此交談等。	

(b) 冗長會議：會議過長，眾人已開始失去耐性，並且想及早完結，以致爭

先發表意見或談話。	

(c) 過激情緒：情緒太激動或緊張，也會產生喧嘩的場面。	

(2) 平息喧嘩：	

(a) 辦法之一：稍作小休，提早休會或延期再商討，是可行的辦法之一。	

(b) 辦法之二：平靜各人及緩和眾人的情緒，因為情緒過份緊張及激動，是

不宜繼續參與會議的。主席應客觀的提醒及勸導，並且應帶領眾人一起

禱告。	

vi) 處理紛爭：在會議裡，意見不合而導致紛爭是難免的，但主席應學習怎樣以正

面的方法來處理。	

(1) 探討紛爭的背景及成因：若要成功地處理紛爭，我們必須先探討爭論的背

景及成因，以致可有效及智慧地處理這些頭痛的問題。	

(a) 彼此的誤會：可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包袱，亦可能是在會議上由於表達

或接收信息錯誤而引發的問題。	

(b) 彼此的嫌隙：信徒之間的嫌隙不是一朝一夕產生出來的，這是由於誤會

沒有即時處理，或不善處理誤會所構成的。	

(c) 權力的鬥爭：若問題是基於權力鬥爭的話，這是人好為首，不體貼聖靈

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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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理應有的態度及手法：	

(a) 切勿拖延：即時的誤解要盡快以第一時間處理，否則彼此會結怨、互相

排斥，叫神的名受羞辱。	

(b) 清心靠神：結黨紛爭是主極之厭惡的，由於會議的成員已分為敵對兩派，

作為主席應小心，並應以屬神的方法來處理，否則兩派會產生決裂，後

果就不堪設想了！	

vii) 帶領會眾：	

(1) 尋求神旨：主席有一個重要責任，就是尋求神的旨意。揀選主席時，應留

意他是否有美好的靈性，並且有屬靈的洞察力，可了解整體的情況，以致可

引導參與者尋索神至高的旨意。	

(2) 彼此同心：作主席實在不易，因為普遍人常常各持己見，並且不易放下自

己的成見、意見及意願，以致難於同心。我們事奉主應同心同行，切勿自恃，

盡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3) 時間運用：會議過長，有一個主要原因，是主席沒有預先計算會議所需的

時間；另外的原因是主席在會中不能控制整個會議，以致會議變得太長！	

(4) 發表意見：主席應啟發及帶動參與者發言，但若人只多說自己的意見或意

願，而少體察聖靈的指引時，其中一個危機，是人只停留在言語之爭上；另

外也會傷感情，增加彼此之間的嫌隙，是有害而無益的。	

(5) 避免離題：會議的時間之所以過長，有一主因，是參與者的討論焦點含糊，

離了所定的範圍，主席有責任把眾人帶回討論的重點去，免得叫會議延誤。	

(6) 集中精神：太夜、太早或太長的會議皆會叫參與者沒精打彩，很難集中注

視力，產生閒談、不打緊的現象；因此，主席應提醒眾人，切勿掉進這陷阱

裡。	

(7) 暫停休會：可能雙方辯論太過激烈，正反兩方均動了血氣，主席應立令暫

時休會，讓雙方一同禱告，或作小休，使大家有一段冷靜的時間。	

(8) 歸納總結：主席應扼要及準確的把各組員的意見彙集及總結，讓所有人知

道彼此之間的看法，但總結時，要處於中立及客觀，這才是最好的歸納法。	

(9) 引導判決：作主席應盡量客觀，但有責任引導會員作一個明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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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會後的職責：	

i) 跟進會議記錄的完成：主席有另一重要職責，是跟進會議記錄的完成，讓會員

盡快獲得會議記錄，作為辦事的依據及準則。	

ii) 跟進會議議決的事工：事工的發展與及組員是否依照會議的議決案辦事，主席

也應當親力親為的跟進，鑑察事工的籌劃進程！	

3) 文書的職責：	

a) 會前的職責：	

i) 記錄的用具：文書應自備文具，作為記錄之用。或許可有會議記錄的專用簿，

方便作存案及尋找資料。	

ii) 出席的記錄：另外，可預備會議出席者的簽到簿，作為記錄的用途。	

b) 會中的職責：	

i) 記錄的編寫：	

(1) 務求扼要：詳盡把議決的東西記錄下來，卻該把與議決案無關的事情刪除，

這是文書應有的操守及技巧。會議記錄不應長篇大論，最重要是把所議決及

所商討的結論扼要的記錄下來，那些枝枝節節的內容，不應放在記錄內。	

(2) 務求準確：會議記錄最要緊的，是要忠於會議當日的議決案，在字眼上、

語氣上務求準確；因此，在會議作記錄的，要好好的作筆記，不應只憑記憶，

否則在記錄上可能會出亂子！	

ii) 宣讀議決案：最好能在會議結束前，把議決案重讀一次，因為有時記錄會有差

誤，或在字眼上再有商榷的餘地。	

c) 會後的職責：盡快完成會議的記錄，並於下次開會議前，交給各同工一份會議記

錄。	

4) 成員的職責：	

a) 同心的態度：會議成員的職責可參考「事奉者的會議之一」。學習事奉者須留意，

即使在會議中你個人的意見被否決，但作為一個成熟的事奉者，絕對不可持一個敵

對或消極抗議的態度。無論如何，我們應接納大家的看法，同心執行議決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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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名字的保密：在會議裡，應學習避免提論有關人家的名字或團體的名字；否則會

議會變成傳言的發源地，成為是是非非的始源地。會議應針對事，而不應針對人，

這是我們應緊記的！	

c) 內容的保密：在會議裡某些內容是應保密的：如個人的私隱或教會不方便公開的

內容，即是配偶或家人，也不應告知。	

5) 參考書書目：	

a) Henry	M.	Robert,	Robert’s	Rules	of	Ord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erseus	
Books	Group,	c1970,	1991,	1990,	2000).	

b) A	 Manual	 for	 Worship	 and	 Service	 (Mississauga,	 Ontario:	 Canadian	 Baptist	
Ministries,	1998).	

c) Norman	H.	Maring	and	Winthrop	Still	Hudson,	A	Baptist	Manuel	of	Polity	and	
Practice	(Judson	Press)	

d) Dean	Merrill	 and	Marshall	 Shelley,	Fresh	 Ideas	 for	 Administration	&	 Finance	
(Carol	Stream,	Ill.;	Waco,	Tex.:	Christianity	Today;	Word	Books,	1984).	

e) 蘇文隆，教會行政管理學（華神）	

f) 吳曉梅譯，會議術 101法則（道聲）	

6) 意見交流：	

a) 帶領開會有甚麼困難呢？	

b) 記錄會議的議決案有甚麼技術上的困難呢？	

7) 彼此代禱：	

a) 請列舉一件事來感謝神。	

b) 有何需要為你禱告呢？	



68 
 

第十課：領袖的品格（一）：忠心	

1) 反思問題：	

a) 何謂忠心呢？	

b) 忠心事奉主的人有甚麼表現呢？	

2) 忠心的定義：	

a) 神的屬性：在整本聖經裡，於神怎樣對待其跟隨者的事例上，我們看見祂可靠、

忠誠及堅定不移的本性。

cxxiii	

b) 人的忠心：在新舊兩約裡，於邏輯及語言學上，「信心」“Faith”與「忠實」

“Faithfulness”是一致的。cxxiv
舉例說，亞伯拉罕對神有信心，意即篤信祂的說話或

應許，那麼他便

「忠實」

的跟隨祂的腳蹤行。

cxxv
「忠實」

，即保持信心或效忠，

顯出這人強烈的責任感，或表明這人是真心實意的。

cxxvi
再者，它與穩固、恒心或

可靠聯繫在一起，這是忠心的表現。

cxxvii	

3) 忠心的表現：何謂忠心的僕人或使女呢？在處神、處人、處事及處己方面，忠僕的心

思、言語及行為，皆可證明他們是忠心的。	

a) 處神：在整本聖經裡，神把對其僕人的要求清楚列舉出來，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

條件是忠心。使徒保羅鄭重的指出，神所要求的管家是忠心（林前 4：2）。在但

以理的一生裡，我們也見證他是對神絕對的效忠。

cxxviii
我們怎能知道一個事奉者是

對神忠貞的呢？假若他是忠僕的話，在處人、處事及處己方面，亦可流露出他是擁

有忠誠的特質。	

b) 處人：	

i) 忠厚老實（箴 14：5）：5 誠實見證⼈、不說謊話‧假見證⼈、吐出謊⾔。在處

人方面，忠厚的人是絕對可信的，因為他們的言行是一致的，並且他們的見證

是不會被強權或財利而改變的。

cxxix
如此的表現，證明這些人是擁有崇高的品格

的。

cxxx 

ii) 保守秘密（箴 11：13）：13 往來傳舌的、洩漏密事‧⼼中誠實的、遮隱事情。

忠僕不會往來傳舌及洩漏密事的，保守秘密是他們的美德之一。

cxxxi「⼼中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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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明這人內裡的本質是忠實及值得信任的。cxxxii
如此的人，乃是忠心的

朋友。

cxxxiii	

iii) 盡忠職守（尼 13：13）：13 我派祭司示利米雅、⽂⼠撒督、和利未⼈毘⼤雅作

庫官管理庫房‧副官、是哈難、哈難是撒刻的兒⼦、撒刻是瑪他尼的兒⼦‧這

些⼈都是忠信的、他們的職分是將所供給的分給他們的弟兄。在重修聖殿的過

程裡，尼希米選用盡忠職守的領袖。在教會內有不同的崗位或職位，有賴有心

志的基督徒來承擔。神既然把事奉的機會及福氣賜下，作為承擔事奉者必須竭

盡忠誠及堅守崗位來服事神和人。舉例說，每一個崗位皆有其要求及職責，如

果不了解教會的期望及要求，便切勿隨便承擔。	

iv) 忠於訓斥（箴 27：6）：6 朋友加的傷痕、出於忠誠‧仇敵連連親嘴、卻是多餘。

俗語說：「忠言逆耳。」可是，箴言書的作者卻指出說：「朋友加的傷痕是忠

誠的」。cxxxiv
真正的朋友會以真誠的態度來對待其同伴，如此無偽的訓斥，乃

是世上難尋的。	

v) 接待客旅（約叄 5）：5 親愛的兄弟阿、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所⾏的、都是忠⼼

的．使徒約翰大大稱讚該猶，指他接待陌生的旅行佈道者，乃是忠心的行為。

cxxxv
當陌生的旅行佈道者所傳的信息與使徒約翰及主耶穌所教導的真理吻合時，

該猶便接待這些傳道人。也許忠僕該猶為陌生的傳道人提供食物、住宿、金錢、

鼓勵及在其他信徒面前表示支持；這是忠心教會領袖應有的善行。

cxxxvi	

c) 處事：	

i) 按時分糧（太：24：45）：45 誰是忠⼼有見識的僕⼈、為主⼈所派、管理家裏

的⼈、按時分糧給他們呢。 

(1) 三個重點：在馬太 24：36 至 51 的裡，這裡有三個主要的重點：一，主再

來的時間是沒有人可知曉的（太 24：36至 42）；二，關乎主的再來，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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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隨時作好預備（太 24：43 至 44）；三，門徒應忠心聽從主直至祂再來

（太 24：45至 51）。cxxxvii	

(2) 兩類僕人：在這個比喻裡（太 24：45至 51），主耶穌以忠僕與惡僕作比較。

惡僕有以下三個特點，就是放肆、以高壓手段來惡待同伴及放蕩（太 24：

49）。cxxxviii
在主人不在時，良善的僕人卻仍按時分糧給其家人；這是忠僕

的寫照。	

(3) 生活應用：比方說，假若你是查經組長或主日學教師的話，你便要好好的

備課，好叫組員或學員得著靈糧。	

ii) 傳講真理（提後 4：2）：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並用百般

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警戒⼈、勸勉⼈。「無論得時不得時」，意即

不論是順境或逆境，傳道人皆要傳道。

cxxxix
使徒保羅提醒後輩提摩太，作為神

僕，要忠心的傳道。單單在這節經文內，就有五個祈使語氣動詞（命令等語氣

的動詞），分別是「務要」、「傳道」、「責備」、「警戒」及「勸勉」。cxl	

iii) 忠於傳信（箴 25：13）：13 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裏舒暢、就如在收割時、

有冰雪的涼氣。若要我們正確解釋這節經文，必須對昔日的農業社會有基本的

認識。農民在炎熱天氣下收割，有人竟把高山的冰雪送給他們，叫他們可降溫，

這實在是賞心樂事；

cxli
通過以上的事例，指出忠心傳信的人，亦會使差派者快

樂。假若人家請求我們替他傳信，我們是否能忠於這人的意思，不節不扣的把

他的心意告訴人家呢？	

iv) 忠心作工（代下 34：12）：12 這些⼈辦事誠實‧督⼯的是利未⼈米拉利的⼦

孫雅哈、俄巴底‧督催的是哥轄的⼦孫撒迦利亞、米書蘭、還有善於作樂的利

未⼈。約西亞是敬虔的王，他帶領國民歸回真神，並且主動修葺聖殿。在選用

工人方面，他僱用忠心及有才能的人。只有工作的技能，但沒有忠誠的心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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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這是不足夠的。在選擇教會領袖方面，忠心或忠誠是極重要的條件，但他

們的才能也應吻合其事奉崗位的。	

v) 凡事忠心（路 16：10 至 12）：10 ⼈在最小的事上忠⼼、在⼤事上也忠⼼．在

最小的事上不義、在⼤事上也不義。在路加福音的比喻裡，主耶穌說出這句極

有深度及極具哲理的說話。當事奉者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這

乃是凡事忠心的表現。簡言之，不論大小事情，忠僕會全力以赴，為要辦理得

妥當。如果要挑選人作領袖時，可留意候選人怎樣處理日常的瑣事，便大概知

道這人為人如何了。	

d) 處己：13 但我們既有信⼼、正如經上記著說、『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我們也

信、所以也說話．在傳講福音方面，使徒保羅絕對不會妥協。他深知所信的是真實

的，便忠心來傳揚。

cxlii
在處己上，忠於自己的異象或信念，乃是忠僕生命的特點。	

4) 忠心的塑造：	

a) 聖徒的品格：1 奉 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就

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的⼈．（弗 1：1）2 寫信給歌羅西的聖徒、在基督裏有忠⼼

的弟兄．願恩惠平安、從 神我們的⽗、歸與你們。（西 1：2）在寫信給教會時，

使徒保羅先後稱讚以弗所及歌羅西的信徒，指他們是忠心的一群。忠心是基督徒的

特徵，這乃是源自他們的品格。

cxliii
究竟忠心的品格可怎樣塑造呢？	

i) 教會的教導：假若教會領袖看重忠心的品格及操練時，便會在講臺及其它教導

性的場合強調這個真理。久而久之，受教的信徒便會把這真理溶入思想裡，並

且以言行活出這教導。	

ii) 教會的文化：不少人指北美洲的信徒存消費者的心態來參加教會；意即是說，

他們以自己的喜好、利益為大前題，揀選合適自己的教會或聚會。如果要求存

這種心態的基督徒一生效忠教會，這實在是難過登天。反之，假若效忠或忠心

是教會的文化，如此不但有助塑造信徒的價值觀及生命，並且叫他們投入事奉

及愛護教會。	



72 
 

iii) 生命的感染：生命是彼此感染的；忠心的領袖不但可成為別人的祝福，亦可成

為別人效法的榜樣。	

b) 聖靈的果子：22 聖靈所結的果⼦、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實、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加 5：22至 23）這裡的「信實」，

意即值得人家信任的。

cxliv
忠心及可靠是源自聖靈的工作，即聖靈的果子之一種特

質。

cxlv	

5) 忠心與事奉：	

a) 培育同工：既然神要求管家要忠心，那麼，我們便要有計劃及策略來培植下一代。

求主恩待教會，在基督徒中興起更多忠心的教牧同工、宣教士及領袖。	

b) 挑選同工：在挑選合適領袖或同工時，忠心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不論甚

麼的環境，忠心的同工才會堅持幹下去，於其崗位裡盡忠職守；反之，沒有忠心的

事奉者一遇到困難，便很容易放棄了。	

6) 意見交流：	

a) 為何有些信徒那麼容易放棄會籍，隨便轉投別的教會呢？你有甚麼見解呢？	

b) 怎樣才可更忠心呢？	

7) 彼此代禱：	

a) 有甚麼事情可感謝神呢？	

b) 你的近況如何，有甚麼需要為你禱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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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領袖的品格（二）：謙卑	

1) 反思問題：	

a) 請給謙卑一個定義。	

b) 為何事奉人員需要謙卑呢？請列舉一些實際的例子。	

2) 謙卑的字義：在新約聖經內，有關謙卑的字眼，分別翻譯作「謙卑」、「卑賤」、

「卑微」、（原文編號 5011—形容詞）；「自卑」、「降為卑」、「處卑賤」（原文

編號 5014—動詞）；「卑微」、「卑賤」、「降卑」（原文編號 5014—名詞）。	

a) 形容詞（原文編號 5011）：可指地位的卑微（雅 1：9），或可解作心靈的謙卑

（太 11：29；林後 10：1）。	

b) 動詞（原文編號 5013）：有降低、削平、降卑的意思。	

3) 其它的定義：自我中心的人是不會謙卑的，自我的人有甚麼表現呢？驕傲或自卑也是

自我中心的表現之一。謙卑是以神的眼光看自己；換句話說，一個謙卑的基督徒應在

神的面前對自己有正確的評估，意即不會過份高估自己，也不會自覺無用，因為在主

面前，神的子民是極其寶貴及蒙神使用的。比方說，信徒不會覺得教會沒有他就不可

成事，但亦不會感到自己不中用，卑微到極以致不能蒙神使用！	

4) 謙卑的真理：	

a) 蒙福之途（彼前 5：5）:	

「但他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阻擋驕傲的⼈、賜恩給謙卑的⼈。』」

（雅 4：6）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

因為神阻擋驕傲的⼈、賜恩給謙卑的⼈。」（彼前 5：5）	

「敬畏耶和華⼼存謙卑、就得富有、尊榮、⽣命為賞賜。」（箴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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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蒙神的指引（詩 25：9）：「他必按公平引領謙卑⼈、將他的道教訓他們。」

（詩 25：9）自以為有經驗或有能力的人，面對大小事情，只靠自己的判斷及

能力去解決一切！基督徒不應如此，我們不是完全不靠自己或放棄處理問題，

乃是在主面前承認我們的前路需求主的介入及指引；主必引導聖徒的腳步！	

ii) 禱告蒙垂聽（詩 10：17）：「耶和華阿、謙卑⼈的⼼願、你早已知道‧〔原

⽂作聽見〕你必豫備他們的⼼、也必側耳聽他們的祈求。」（詩 10：17）為何

信徒的禱告不蒙垂聽呢？詩人見證謙卑者的心願，主早已知道，更美麗的是，

天上至高的主側耳垂聽我們的呼求！	

iii) 有神的同在（賽 57：15）：「因為那⾄⾼⾄上、永遠長存、〔原⽂作住在永

遠〕名為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聖的所在、也與⼼靈痛悔謙卑的⼈同居、

要使謙卑⼈的靈甦醒、也使痛悔⼈的⼼甦醒。」（賽 57：15）世上許多知識充

裕的地方，相對來說神學教育也非常普及化，教牧同工擁有很高學歷的也為數

不少，甚至信徒也接受了高等的神學教育，但奇怪是，教會對社會沒有很大的

影響，反過來教會被影響得很厲害，神的教會變成極其世俗化。神學及知識都

是重要，但知識若叫人自高自大的話，我們便失去神的同在，那麼便失去屬靈

的能力了！	

iv) 心靈蒙甦醒（賽 57：15）：「因為那⾄⾼⾄上、永遠長存、〔原⽂作住在永

遠〕名為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聖的所在、也與⼼靈痛悔謙卑的⼈同居、

要使謙卑⼈的靈甦醒、也使痛悔⼈的⼼甦醒。」（賽 57：15）罪叫人與神有阻

隔，使人迷途，沒有人生目標及方向，但信徒若存痛悔謙卑的心，神必樂意與

他親近，這人的心靈會蒙神甦醒！	

v) 蒙神的扶持（詩 147：6）：「耶和華扶持謙卑⼈、將惡⼈傾覆於地。」（詩

147：6）在知識水平高的國家，基督徒不最重視禱告；很少人熱衷參加祈禱會，

是基於自覺有學識、經驗，可靠己力面對大小事情，於是少操練禱告的功課。



75 
 

謙卑的人才會多禱告倚靠主，神喜歡看見祂的兒女就近祂，懇求祂的憐恤及幫

助，蒙主的扶持是必然的後果。	

vi) 喜樂的祕訣（詩 69：32；149：4）：「謙卑的⼈看見了、就喜樂‧尋求神的

⼈、願你們的⼼甦醒。」（詩 69：32）「因為耶和華喜愛他的百姓‧他要用救

恩當作謙卑⼈的妝飾。」（詩 149：4）	

(1) 神的救恩：根據經文上文下理（詩 69：28至 29），詩人論到謙卑的人可看

見神的救恩，尋求神者可得著拯救，因此心靈會喜樂。	

(2) 容易悔罪：謙卑的人容易悔罪，醒覺自己靈性的問題，求助於神以致得救，

這樣的人，神以救恩作他們的妝飾（詩 149：4）。沒有神救恩的人，是絕

對沒有真正快樂的！	

(3) 沒有喜樂：借用以上兩節經文，讓我們思考到：人之所以沒有喜樂，原因

之一是因為人不夠謙卑，由於人家一句的評語、提醒或意見，以致整天悶悶

不樂，皆因不夠謙卑地去接受別人的說話。	

b) 相愛之道（彼前 3：8）：「總⽽⾔之、你們都要同⼼、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

存慈憐謙卑的⼼．」（彼 3：8）為何在神家裡充滿不和及嫌隙呢？其中有一個主

要原因，是基督徒不夠謙卑；在會議內強持己見、強詞奪理、不尊重對方的感受、

兇言以對，是極其不謙卑的表現。基督徒若要體驗迦略山上的愛，要實踐主耶穌基

督彼此相愛的吩咐，首要第一步，就是要「存慈憐謙卑的心」。	

c) 活出新我（腓 2：1至 11）：舊有的生命是自我為中心的，耶穌基督降世，走上十

字架的道路，首要是要救贖人，並且盼望信徒不再活在自我裡。真正的謙卑是以主

為中心，並且把新人的本質活出來！	

5) 謙卑的表現：	

a) 沒有謙卑的表現：	

i) 自把自為：有些信徒，自以為是，不肯聽從任何人的意見，不願意遵守任何屬

靈的原則，這是不夠謙卑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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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硬著心腸：有些信徒十分硬心，無論怎樣的善勸、警告或責備，對他絲毫沒有

幫助，明顯的是這類人很硬心，其實這種人也非常驕傲，毫無謙卑可言。	

iii) 不聽勸告：有基督徒被人勸導，提醒他不要再犯同類的錯誤，但這信徒多次回

答：「我知道」；為何他知道又再重犯同類錯誤呢？這種不聽勸告的表現，也

是缺乏謙卑的特徵！	

b) 真正謙卑的表現：	

i) 被罵不還口（彼前 2：21至 25）：主耶穌在世上時，多次被人攻擊，在走上十

字架的道路時，受盡一切的凌辱，被罵不還口，說明祂擁有極其謙卑的本質。	

ii) 在神前降卑（啟 4：9 至 11）：二十四位長老在天上敬拜時，放下他們所得的

獎賞，把冠冕放在主寶座前，說出何謂真謙卑。在世上我們擁有的財富、地位、

學識、才幹，甚至信主後所得的恩賜，都是沒有甚麼可誇之處。讓我們真誠的

俯伏在祂腳前，同心稱揚主至尊的名！	

6) 謙卑的榜樣：	

a) 摩西的榜樣：「摩西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民 12：3）：摩西被自

己的親生兄姊攻擊，藉口是說他娶了古實的女子為妻，但其實米利暗及亞倫是不服

摩西的權柄（民 12：3），聖經作者提到摩西為人的屬靈品格是「極其謙和、勝過

世上的眾⼈」，讓我們看見他被人攻擊時，依乎沒有作一些不合宜的反擊；不以惡

報惡，實在是一個謙卑的美好榜樣！	

b) 保羅的榜樣：「服事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又因猶太⼈的謀害、經歷試煉。」

（徒 20：19）「我保羅、就是與你們見面的時候是謙卑的、不在你們那裏的時候

向你們是勇敢的、如今親自藉著基督的溫柔和平、勸你們。」（林後 10：1）保羅

為服事群羊經常流淚，甘心忍受苦難，這是謙卑的特質，也是服事主真情的流露。

弟兄姊妹，你曾否為主的群羊流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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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耶穌的榜樣：「我⼼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

⼼裏就必得享安息。」（太 1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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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3：14）普遍人不敢以謙卑自居，但主竟說自

己是心裡柔和謙卑，祂並不是大言不慚，這乃是真謙卑的表現，真正謙卑的人是可

自稱為謙卑的。主留下一美好的榜樣，學生服事老師是合理的，但主竟反過來，降

卑的服事祂的門徒。弟兄姊妹，你有沒有刻意降卑的來服事別人呢？	

7) 謙卑的功課：「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必有謙卑。」（箴 15：33）

「敗壞之先、⼈⼼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箴 18：12）「所以凡自⼰謙卑像

這小孩⼦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的。」（太 18：4）	

a) 先降卑後得尊榮（箴 15：33）：	

i) 舊約人物：神訓練祂的工人其中可看見的一種方法，就是先讓人降卑，到了合

適的時間，祂才把人升高、得著尊榮。在舊約裡，我們看見摩西、約瑟、但以

理等，神也以這方法訓練他們成材！	

ii) 中國牧者：王明道先生未正式出來傳道時，為了持守真理的緣故，以致失去教

師一職，結果他要留在家中作掃地、擦桌、燒飯、洗碗、洗衣等卑微的瑣事，

但他深知這是出自神的手，訓練他成為合用的器皿。王先生是中國教會屬靈偉

人之一，神也是先叫他降卑後得尊榮的。

cxlvi	

b) 天國裡最大的人（太 18：4）：門徒在跟從主的日子中，曾經多次爭論誰為大（太

18：1至 35；可 9：33至 50；路 46至 48；太20：20至 28；可 10：35至 45），

甚至主快上十字架，門徒又再次爭論，相信叫主的心十分傷痛（路 22：24至 30）。

主清楚表明，要有小孩子的樣式才可進天國（太 18：3），意即心態上要學效孩子

的純真，這類人才是天國最大的（太 18：4）。	

c) 要作眾人的奴僕（太 20：27）：屬靈的真理是，誰願為首的，首要的條件便是要

作眾人的奴僕；這道理是與世上的道理不相乎的！教會的領袖若真認識這真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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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謙卑甘心的服事，而不會以自己為教會的老闆了！在教會內並不是要呼風喚雨，

只懂得發號師令，反而是要親力親為去作卑微的事！	

8) 意見交流：	

a) 謙卑是否一個軟弱無能者的表現呢？學習謙卑會否很痛苦呢？	

b) 學習謙卑最大的功課是甚麼呢？你認為阻礙操練謙卑的學習是甚麼東西呢？	

c) 在教會事奉，少不免要發表個人的意見，發表意見時須留心甚麼呢？	

9) 彼此代禱：	

a) 有甚麼感恩的事情呢？	

b) 近日有沒有謙卑的功課需要為你禱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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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領袖的品格（三）：誠實 Integrity	

1) 反思問題：	

a) 請列舉一些誠實的同義詞。	

b) 請給誠實一個簡單的定義。	

c) 怎樣才可培育誠實的美德呢？	

2) 誠實的詞彙：誠實的同義詞，包括有老實、厚道、忠厚、忠實、誠篤、誠懇、誠摯。	

3) 誠實的定義：	

a) 中文辭典：誠懇實在，不虛假。（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b) 英文辭典：一，含有不易敗壞或廉潔的意思。二，健全之意，即未受損傷的狀態。

三，圓滿的特質。（韋伯斯特字典）。

cxlvii	

c) 聖經辭典：老實、真摯、單純的意向，乃是誠實的表現。在舊約聖經裡，約伯擁

有誠實的品格，他是一位極其代表性的人物（伯 1：1，8；2：3，9；4：6；27：

5；31：6）。cxlviii	

4) 誠實的測試：怎樣可判別人是否誠實呢？	

1〔⼤衛的詩。〕耶和華阿、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的聖⼭‧2 就是⾏為正直、

作事公義、⼼裏說實話的⼈‧3 他不以舌頭讒謗⼈、不惡待朋友、也不隨夥毀謗鄰里‧

4 他眼中藐視匪類、卻尊重那敬畏耶和華的⼈‧他發了誓、雖然自⼰喫虧、也不更改‧

5 他不放債取利、不受賄賂以害無辜。⾏這些事的⼈、必永不動搖。 （詩 15）	

a) 他行為是否正直？這是人的道德準則。	

b) 他辦事是否公義？從這人工作的表現或果子，便可知道他是否誠實了。	

c) 這人說誠實話嗎？經常說謊話的人，反映出他內心世界的光景。	

d) 他背後罵人嗎？背後罵人絕不是光明磊落的行為，亦表明這人不夠膽在當事人面

前表達自己對他不滿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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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他會惡待朋友嗎？有些人見利忘義，連朋友也竟然出賣，但一個誠實的人絕對不

會傷害自己的朋友。	

f) 他會不會侮辱自己身邊的人嗎？「鄰里」（詩 15：3），可譯作「靠近他的⼈」。

靠近誠實的人可以放心，因為這類同伴不會用言語侮辱他們。

cxlix	

g) 這等人藐視惡人嗎？誠實的人會嫉惡如仇，也絕不會與惡人同流合污。	

h) 他敬畏神嗎？敬虔者內裡的本質之一是正直，這類人必流露出誠實的言行。	

i) 他守諾言嗎？不加思索、隨便說話的人多是難守諾言的。誠實的人多是慎言的。	

j) 他貪財嗎？（貪財的表現之一是「放債取利」。）從處理錢財方面，我們便可大

概了解人的品格了。	

k) 賄賂可奪去他的心嗎？不肯接受賄賂，說明這人是有骨氣的，也證明他是正直的。	

5) 群眾與領袖：對一般人來說，他們不但期望他們的領袖有影響力，並且具備有以下的

條件：	

a) 專注力；	

b) 自發性；	

c) 有勇氣；	

d) 有知識；	

e) 堅強的；	

f) 積極的；	

g) 說服力；	

h) 肯冒險；	

i) 能溝通；	

j) 想像力；	

k) 獨立的；	

l) 誠實的。cl
最重要的是，領袖必須言行一致，以誠實及正直的態度來帶領其跟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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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誠實與領袖：	

a) 換來信任：誠實的領袖才換取人家的信任。羅伯茨“Cavett	Roberts”說：「如果我

的人民明白我，我便可得到他們的注意。如果我的人民信任我，我便能叫他們行

動。」

cli	

b) 能感染人：誠實的事奉者之生命力是極具感染力的，clii
他們的品格勝過千言萬語的

教導，因為他們就是活生生的教材。	

c) 更大責任：誠實的領袖應以比跟隨者更高的標準來過活。作為教會領袖，要學習

放下自己的權益，取而代之，乃是更大的責任。

cliii	

		 	 	 	 		

	

	

d) 人的本相：讓我把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的說話加以修飾一下：「人家認

為我們的形象為我們的本相，但其實正直才真正是我們的本相。」也許當活在群眾

面前時，不少領袖的形象皆是十分健康的，但在私底下，他們為人又是否誠實可靠

呢？

cliv	

e) 自我管理：作為領袖，要好好先管理自己的生活，然後才帶領跟隨者，這是對領

導人最基本的要求。

clv
一味只顧工作及帶領別人，但卻忘記小心管理自己的言行，

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現。教會領袖應表裡一致，這才是誠實、正直及誠信的表現。	

f) 不用自噓：真正誠實的事奉者不用自我吹噓，因為時間可證明一切，他們是值得

人家佩服、尊重及相信的人。

clvi	

領袖

事奉人員

非信徒

領袖

事奉人員

非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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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表裡一致：「完全⼈」（林後13：9），clvii
含有誠實的人之意。這種人的思想、信

念、言語及行為是完全和諧的。

clviii
對基督徒來說，這是成熟的表現。

clix	

h) 光明磊落：誠實的領袖但是成熟的，其行為亦是光明磊落的。他們的生命像一本

打開的書，把所持守的價值觀及原則活現在群眾面前，任由人家來評論。

clx	

i) 事奉原則：工人可以把工作完成，但他們不一定以誠實的心態來辦事。同樣地，

擁有技巧的技師，可以用巧妙的手工來完成工作，但在整個過程裡可以不誠實的心

來處事。可是，普羅大眾期望專業人士要持守純正，以誠實的態度來完成他們的工

作。

clxi
對教會領袖來說，誠信是極其重要的。會眾不但期望他們有辦事的能力及技

巧，並且要求他們要以誠實的心來處事及處人。	

7) 誠實的塑造：	

a) 活出教導：作為教會領袖及事奉人員，我們的教導與生活必須是一致的，否則便

變得假冒為善了。

clxii	

b) 一諾千金：信徒絕對不可輕諾寡信、信口開河、三反四覆及言而無信，我們必須

一諾千金，履行我們的承諾是極重要的。

clxiii	

c) 竭誠盡節：竭誠盡節，意即竭盡忠誠和氣節。在處人方面，我們要坦誠及真心，

這是塑造屬靈品格的要訣。

clxiv	

d) 捨己為人：讓我們學效主耶穌基督捨己為人的精神。為著別人的好處，事奉者應

嘗試放下自己的權益；這是塑造誠信竅門之一。

clxv	

e) 開放自己：在主的幫助下，事奉者應學開放自己，意思是提高自己的透明度。clxvi

讓人家知道自己的優點及弱點，我們才不會在人面前及背後戴上兩幅面具。	

f) 經常反省：人是軟弱的。為著尊嚴、保護自己及方便等緣故，我們可以變得假冒

為善，以虛假的態度及方法來處人及處事。在神面前經常反省、認罪及立志，乃是

有助我們作誠信的事奉者的。	

8) 意見交流：	

a) 要作正直人難嗎？請列舉你的論據。	

b) 你同意成熟基督徒必須是誠實的這種講法嗎？請把贊成及反對的原因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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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彼此代禱：	

a) 近日有甚麼感謝神的事情呢？	

b) 你近日有沒有誠信的功課需要為你禱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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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領袖的品格（四）：責任感	

1) 反思問題：	

a) 具責任感的人有甚麼表現呢？	

b) 責任感可如何塑造出來呢？	

2) 責任的定義：	

a) 定義一：「所應做的本分。」（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b) 定義二：「可靠的特質。」（韋伯斯特字典）clxvii	

3) 責任的層次：	

a) 跟從：在學習事奉裡，最基本的責任是跟從。在訓練初學事奉者中，要讓他們知

道最基本的要求是跟從。在責任的層次或等級方面，單純的心來接受領袖的帶領，

屬於第一級。	

b) 助理：領袖應懂得把事奉人員由跟從提升到助理的層次。信徒只懂得一味的跟從

是不足夠的，我們應培育他們成長，讓事奉者可漸漸進到助理的層面，協助主力同

工來處理事務。	

c) 應用：基督徒要從跟隨及協助領袖的過程中，學曉及掌握事奉主及服事人的基本

原則，並且懂得加以應用在事奉裡。	

d) 自存：領袖要刻意及有策略來培植下一代的領袖，其重點之一是要讓學徒有自存

的本能。這些事奉者不再需要依賴領袖來生存，並且他們懂得怎樣安排自己的事工、

定下目標、計劃及方向等。	

e) 顧問：在成長的過程裡，有些基督徒不但能自存，也可成為別人的幫助，向人家

提供建議。	

f) 啟動：單單把意見告訴人是不足夠的。領袖應曉得怎樣啟動初信者及沈寂的信徒，

讓他們可參與事奉。在責任方面，這是教會領袖另外一個層次。	

g) 動員：全民皆兵的目標及方向決不是口號，有決心及策略來推動信徒參與事奉，

乃是教會領袖的重任。在了解教會及神國的情況及需要時，領袖的職責不但要發動

全教會來加入事奉的行列，並且務求信徒能最有效發揮自己的才幹、恩賜、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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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及資源。以屬天智慧來要動員教會的人力﹑物力及財力，這是領袖應有的決心

及職責。	

4) 塑造責任感：	

a) 向人交待：責任感是怎樣塑造出來呢？作為基督徒，我們應為到自己的言語、行

為及決定負責。非信徒對基督教有甚麼評價，乃是間接及直接受到我們影響的。	

b) 向己交待：假若我們不想得失人，因而放下自己的立場，並在人面前阿諛奉承，

這是假冒為善的行徑。作為教會領袖，我們所作的是要向自己的良心交待。	

c) 向神交待：基督徒的一生，不論是好是歹，是要向神交待的。如果我們愛神的話，

便會願意為祂承擔責任。	

5) 聖經論責任：	

a) 始祖的責任：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動的活物。對個人來說，神把生養眾

多的責任交給始祖。再者，人亦有責任管理大自然。（創 1：28）	

b) 不肯負責任：自人類犯罪後，逃避責任及推卸責任便成為人自然的反應。自亞當

夏娃犯罪後，這些事例便遍滿了整本聖經（創 3：12；出 32：21 至 24；太 27：

24）。clxviii	

c) 個人的責任：使徒保羅對羅馬基督徒說：10 你這個⼈、為甚麼論斷弟兄呢．又為甚

麼輕看弟兄呢．因我們都要站在 神的臺前。（羅 14：10）他又對哥林多教會說

類同的話：

10 因為我們眾⼈、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按著本身所⾏的、

或善或惡受報。（林後 5：10）作為基督徒，我們要為到自己在世上所作的負責任，

向主交待我們一生。	

d) 整體的責任：在啟示錄內，主耶穌指出七教會的光景及問題。地方教會是由個別

信徒組成的，這是基督徒屬靈的大家庭。由於我們是所屬教會的一份子，那麼我們

亦需要為到大部分基督徒的問題或軟弱負責。舉例說，如果大部分信徒不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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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使命感，那麼我們便屬於一間不佈道的教會。如果我們從來沒有為他們的光景

難過、禱告及提醒他們，我們便要為到他們的軟弱負責。	

e) 僕人的責任：在主耶穌的比喻裡，祂多次提出僕人的責任是忠心（太 25：14至 30；

路 19：11至 27）。	

f) 按召命事奉：1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向希伯來⼈發怨⾔．因

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2 ⼗⼆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

下 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

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的⼈、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4 但我們要專⼼

以祈禱傳道為事。（徒 6：1 至 4）在主耶穌的時代，猶太人的寡婦是會接獲聖殿

的接濟的。基於信奉耶穌基督為彌賽亞的緣故，她們便喪失了這些福利，而這個擔

子便落在教會的身上。由於使徒沒有確保她們得著救濟，因而不少婦人便怨聲載道。

可是，使徒清楚知道自己的召命，乃是以祈禱傳道為事的。為著彌補他們不足之處，

便在信徒中選立執事，一方面可照顧寡婦的需要，另一方面好讓他們履行從神領受

的召命。	

g) 按需要事奉：初期教會的七位執事，按照那時教會的需要來服事，這是盡責的表

現。	

h) 按責任服事：基於設立執事的緣故，使徒能專心在祈禱及傳道的事情上，因而叫

教會大大得福。信徒人數不但大大的加添，最具震撼力的是，連許多祭司也成為信

徒（徒 6：7）。執事按照教會的需要服事，履行他們的職責，因而成為別人的祝

福。	

6) 名人論責任：	

a) 約翰甘乃迪：在演講中，已故美國總統約翰甘乃迪把路加福音 12：48 的話說意譯

過來說：「多給誰就向誰多要。」

clxix	

b) 邱吉爾首相：「偉大的代價是責任。」clxx
你同意邱吉爾首相的看法嗎？	

7) 事奉的責任：對於一般事奉人員來說，以下是一些關乎事奉責任的守則：	

a) 守則一：不隨便缺席會議，不遲到早退，乃是盡責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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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守則二：如果不能出席會議或承擔某個事工，要盡早通知負責人。	

c) 守則三：要養成覆電話及電郵的習慣，這是基本的禮貌及事奉方面的操守。	

d) 守則四：如果沒有時間及能力來應付，便切勿承諾人家來承擔，這是負責的表現。	

e) 守則五：在評論人或事時，要提出解決的方法。假若人只有批評而沒有解決問題

的決心及提出解決的方案，這乃是沒有責任的表現。	

f) 守則六：為自己的言論及決定負全責，因為這些說話及行動是會帶來正面或負面

的影響或後果的。在會議裡，要三思才發表言論，隨便說話是難免犯錯的。	

g) 守則七：即使你不認同別人的立場或見解，但一經在會議裡作出決定後，也要尊

重整體所作的決定。	

8) 意見交流：	

a) 為何具責任感的領袖可影響教會的工作及發展呢？請列舉你的原因。	

b) 怎樣才可培育出具責任感的事奉人員呢？請把步驟列舉出來。	

9) 彼此代禱：	

a) 在完結這個課程時，有甚麼事可為你感謝神呢？	

b) 有沒有事情需要為你禱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