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队协作  
 
 
你是否曾停下来思考过，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小

了，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一件大事？想一想历史中曾发

生过的伟大的运动，神总是使用一群人同心协力地改

变这个世界。神通常不会呼召人去做独行侠，他总是

呼召基督身体的众肢体一起同心协力做他的工作。  
 
当俄亥俄州农家镇（ Farmerstown）韦恩·巴侯德

家的谷仓被闪电击中时，一下子就烧成了平地。两周

后从阿米什社区（Amish Community）来了七百人，帮

助他建新的谷仓，谷仓一下子又立了起来。这些人早

饭后乘着阿米什马车过来，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谷仓

的顶就已经盖好了。自然力在不到六个小时造成的破

坏，在经过不到六个小时的团队协作后就被重新建立起来（ Elmore 
2001， 78）。  

第 

12 

章 

 

 
同我们在美国的独立自主思想相比，这种做法听起来太陌生了。

但是神造我们并不是为了那些我们在美国常常歌颂的事物：自主精神，

反叛思想，个人主义和独行侠意识。我们有独自承担的心态，但事工

原本就不是让我们独自来做的事情。  
 
卓越的领导全都是有着梦想的人，但要使这梦想成为现实，每位

领导都需要参与进来。神并不是在真空中单独孤立地实现教会的领导。

要使这梦想成为现实，你需要团队协作。耶稣拣选了一个十二人的团

队。保罗的宣教旅程中有同工团队，包括路加、提摩太、巴拿巴、西

拉、马可、底马还有其他人。在旧约中，摩西也有长老队伍，大卫有

他的勇士，以利亚也有一群先知门徒。事奉原本就是要团队来完成，

我们要齐心协力做神的事工（Elmore 2001， 78）。  
 
设想一下如果只有韦恩自己来重建这个谷仓，这得花去他多少时

间。没有这个团队齐心协力帮助他做重建的工作，可能到现在这个谷

仓还是废墟一片。单枪匹马去做事，要想实现梦想会困难重重，当一

个团队在一起努力时，则能实现令人惊异的成就。团队协作不但比个

人努力更有效地完成工作，同时能够形成一个紧密的群体。人们在一

个团队当中不仅仅从实现目标的结果中发现自己的意义，在实现目标

过程中塑造的彼此关系也对他们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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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2. 1 圣经中有关团队协作的榜样  
本节目标  
12.1.1  找出并解释圣经上有关在事奉中团队协作的经文。  
  

课程  12.2 怎样造就一个高效团队？  
本节目标  
12.2.1  叙述并解释要成为高效团队的一员需要哪些内在潜质。  
 

课程  12.3 打造强有力的团队   
本节目标  
12.3.1  确定组建高效团队的方法，对当前或过去的团队经历做出总结

评估。   



 

圣经中有关团队协作的榜样  
 
 

尼希米书三到四章   
 
尼希米知道被拆毁的城墙并不荣耀神，但他也知

道单凭自己是没有办法重建这破败的城墙。尼希米必

须招募一队人来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读尼希米书三到

四章你就会发现为完成这项任务多少人付出了努力。

这些经文记载了许多宗族的名字，他们接受各样不同

的任务来重建城墙，有些人甚至拿起兵器护卫做工的

人，防止敌人阻挠他们重建城墙的工作。  

12．1 

课 
12.1.1 
本节目标  
找 出 并 解 释
圣 经 上 有 关
在 事 奉 中 团
队 协 作 的 经
文。  

 
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

甲（“穿”或作“拿”）。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

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

的人在我旁边。（尼 4:16-18）  
 
他们不但重建了耶路撒冷城墙，而且这个团队仅用了五十二天的

时间完成了这不可能的任务！但这团队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具体的任

务。有些做工程类的工作，铺设砖石；有些做防守类工作，手拿兵器。

每个人都在一段分好的城墙上工作，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要做好什么角

色。  
 

1  尼希米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需要一个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2  解释让一半人员守护城墙，另一半人员修造城墙的重要性。  

 
 

使徒行传二十七章  
 

在使徒行传的结束部分，保罗被囚，被装上船开往罗马，上告于

凯撒。在航行当中遇到狂风，船被毁坏。尽管保罗是囚徒，但他却站

出来引导船上的众人到达安全之地。  
 
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

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

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惟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

所事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

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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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

一个岛上。”（徒 27:21-26）  
 
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

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缆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

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但遇着两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

船头胶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

怕有凫水脱逃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

凫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

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徒 27:39-44）  
 

3  保罗站出来成为航程中 有影响力的人为什么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保罗本是囚徒，在风暴中却成了船上 有影响力的人。他给众人

明确的指示，使他们有信心达到他们的目标。  
 
 

怎样造就一个高效团队？  
 
 
我们已经浏览了要打造一个好的团队都需要哪些

内容，现在来进行更深的探讨。要实现目标，一个团

队必须要求有什么？当你把这些内容缩减到 基本的

因素时，就会得出造就一个高效团队所需的十大要素。

当我们一项一项地探讨时，请对自己目前的团队或曾

经参与过的团队进行总结评估，确定一下你自己的效

率究竟如何。  

12．2 

课 
12.2.1 
本节目标  
叙 述 并 解 释
要 成 为 高 效
团 队 的 一 员
需 要 哪 些 内
在潜质。  

 
 

一个高效的团队彼此关爱  
 

思考一下，是什么给你动力使你成为有团队精神的人？是什么激

励你，把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力量贡献给团队？是因为你觉得你有这样

的责任和义务吗？是因为你感到不得不做所以才有动力吗？通常答案

都是否定的，尽管这些原因也可能会把你带到你当前的阶段，但归根

结底到 后还是因为你同团队成员建立起的关系激励你把自己的所有

力量贡献出来。如果之间没有彼此关爱，团队成员会很快散去。以下

三个原则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关系对团队的成功至关重要，请仔细阅

读。  
 
4  为什么团队成员必须能够彼此关爱？  

 159



 
领导需要知道的关系三原则。   

  “行二里路”原则：人们走第一里路是出于他们的责任，他们

走第二里路是因为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译者注：“二里路”

参见太 5:41）  
  关联原则：领导在要求别人帮助前总是要先打动别人的心。如

果你通过关系同追随者联系，他们就会很高兴地与你一同做

工。  
  东道主原则：出色的领导在处理他们生活中的对话以及关系的

时候，总是承担东道主的角色。他们需要像主人一样去接待别

人，而不是作客人等别人来服事。  
 
杰克·鲁宾逊（ Jackie Robinson）是第一位参加大联盟棒球比赛的

非洲裔美国运动员，一九四七年四月他第一次为布鲁克林的道奇队出

赛。他有天份参加大联盟比赛，但第一个月对他来说简直糟糕透顶，

他的许多队友都不愿让他呆在队里。在他的球队还传有请愿书，队员

声称不愿意同一个黑人一起比赛。甚至在布鲁克林的主场球迷都对他

报以嘘声和嘲弄。在他们的旅行途中，杰克不得不单独呆在另外的旅

馆，因为当时白人和黑人的旅馆是分开的。他不能和道奇队的其他球

员一起在餐馆吃饭。他甚至不能和其他队员从同一个饮水器取水喝。

他是一位大联盟队员，但他却形单影只。杰克说如果没有皮·维·瑞斯

（ Pee Wee Reese），他是没有办法坚持过来的。  
 
皮·维·瑞斯在棒球队中是领队。在杰克在球队呆了一个月后，他

来到杰克的面前，握着杰克的手，为球队中其他队员向杰克道歉。从

那时候起，他就把杰克·鲁宾逊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样的帮助来

的正是时候。  
 
杰克·鲁宾逊后来写道去辛辛那提同红人队比赛那一次对他来说

为艰难。他在红人队的主场克劳斯利球场，面对着球迷的倒彩声，

嘲弄声和疯狂的叫喊。一位观众甚至把一只黑猫扔进球场侮辱杰克。

接下来发生一件事，击球员击出一个地面球，他伸手去接，但结果给

漏掉了。他无法全神贯注地比赛。愤怒的球迷顿时发狂，场上嘘声大

作，观众用下流的言语大声辱骂杰克。杰克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等

待下一次投掷。就在这个时候，皮·维·瑞斯决心必须要做出表示。他

走上投手土墩叫了一个暂停，然后他走向杰克，搂住杰克的肩膀盯着

观众群。杰克说后来喧闹声渐渐平息下来，就好像有人把收音机的音

量关小了。杰克告诉皮·维·瑞斯：“我想是放在我肩膀上的那只手臂

拯救了我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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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他们需要有只手臂搭在他们的肩膀

上。高效的团队需要成员彼此关爱（Elmore 2001， 82）。  
 

5  评估一下你的团队：在你的团队中成员彼此关爱吗？从一到十来评分，你的

分数会是多少？你通过哪些方式保证团队中成员感觉受到关爱？  
 
 

高效的团队懂得何为重要的并会将之实践出来  
 
一个高效的团队很清楚自己的异象，明白自己被呼召来做什么，

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团队做的每一样事情都和实现其异象这个目

标保持一致，不会将任何精力或时间浪费在同大局无关的事情上。而

一个效率低下的团队则不清楚其目的是什么，也就无法正确地设置重

点优先顺序。这样的团队或许 后也能达到其目标，但它走的路却是

曲曲折折的，浪费了时间、精力和金钱。如果团队的异象不清晰，不

知道何为重要的事，也不能将重点实践出来，那么团队的行动就无异

于瞎子领路。  
 
一位老妇人在川流不息的街口站着，不知道该不该过马路，因为

没有红绿灯。就在她等得时候，一位先生走过来说：“我跟你一起过去

好吗？”，老妇人松了一口气，谢过这位先生，然后拉住他的手臂。  
 
他们穿过马路的经历可谓惊险万分。这位先生在躲避过往车辆的

时候似乎不知所措，走得路线也是曲曲折折的。“你差点把咱们两人都

害死！”当他们终于走到对面时，妇人生气地对他喊道：“你走路就像

个瞎子一样！”“我本来就是，”这位先生回答道，“这就是我为什么问

能不能和你一起过马路的原因。”  
  
 

一个高效的团队会一同成长  
 

一个行事有效的团队不会总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团队如果不改变

成长，就会分崩离析。作为一位领导，你必须要照料，要服事，要活

在每日的长进当中，不能躺在昨天的功劳簿上。如果你今天停止长进，

你明天就会停止领导。伟大的团队从来都不会满足于现状。他们总是

在努力长进和发展，他们也欢迎变化。  
 
长进对团队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领导的长进决定了机构的发展。你自己的长进到达什么地步，

你所带领的机构 多也只能发展到那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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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和社会都在不停改变，如果你不能跟上社会变化的需要，

你的工作就没有意义了。  
  一个领导团队必须步调一致，需要向同一个方向前进。  
  领导必须要进步，走在前面，如果你没有进步，你就会落在后

面。  
 

在网上有无数关于成功团队真实经历的叙述，这些信息收集起来

非常容易，可以用来向你的员工或会众来讲解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例

如，在加利福尼亚有一个社区，那里的学校亟待修理。学校的房顶已

经漏了，还在使用有污染的石棉，教室也挤得要命。学生家长和关注

此事的居民见面后，一起把需要改善的方面都列了出来，并起草了一

项债券发行提案。他们还设立了一个运动总部，在那里安排电话联系，

大量寄发邮件，向社区宣传学校的具体需要。因为他们的努力，这项

债券发行的提案以百分之八十八的赞成表通过，筹资改善学校。这些

人在一起终于达到了目标，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简而

言之，团队协作的真理就是：个人的胜利赢得纪念品，而团队的胜利

却赢得冠军（备忘录二 Million Leaders Mandate2003， 22）。  
 

6  你知道你的团队异象是什么吗？用一两句话来叙述你的团队异象  
 
7  你的团队 重要的三个优先事项是什么？  

 
 

行事有效的团队拥有默契  
 
你有没有同别人一拍即合的经历？你遇到一个人，同他聊聊，发

现你们非常合得来。当一群人搭配得当的时候，团队里就会有这样的

默契，团队成员工作起来就会很协调。下面这个表列出一些要点，有

助于团队中这种默契的培养。   
 

牢固的关系  队员得到尊重   相似的愿望   

高昂的士气  实实在在的信任  常常成功  
明确的职责  单纯的动机  能力互相补足  

  人人得益  
 
8  进一步评估。你的整个团队是否一起成长？作为领导，你能够做什么使自己

得到长进？你能够做什么来鼓励团队发展？  
 
9  解释什么是团队的默契。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查尔斯·奥斯古德，曾讲过两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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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复中心的女士的故事。这两人都得了中风，丧失部分活动能力。

玛格丽特因为中风左边半身不遂，而露丝是右半身行动不便。这两位

女士都曾是卓有名望的钢琴家，但她们都放弃了再次演奏音乐的希望。 
 
康复中心的主任观察到这两位女士的苦闷，决定试着为她们做些

什么。他让这两位女士都坐在钢琴旁边，鼓励她们两个人联手弹独奏

曲。当玛格丽特用她完好的左手与露丝完好的右手一同弹奏时，一首

美妙的曲子就从琴键上流淌出来。一个人单独做不到的事情，在两个

人齐心协力时就能够实现。  
  

一个高效的团队把个人的权利放在团队 佳利益之下  
  
成为团队中的一员就意味着明白整体（团队）要大于其部分（个

人）。一个团队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有合作，合作时就会有个人利益

的牺牲。团队成员必须要经历一个心态的改变，从“我”的心态到“我

们”的心态（ Elmore 2001， 85）。  
 
约翰·伍顿（ John Wooden）是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NCAA）历

史上 伟大的篮球教练之一。作为洛杉矶加州大学熊队教练，他连续

夺得冠军的成绩无人能及。  
 
约翰靠价值观来带领他的队伍。他认为整个团队比任何一位队员

都更加重要。他会确保球队中不要出现某个球员一枝独秀。任何人都

不会享有特权。实际上他还定下一条规矩，就是所有人脸上都不得蓄

须。当留有髭须或络腮胡的优秀球员加入球队时，他的这条规矩就常

常会受到挑战，这样的情况出现不止一次了。  
 
当比尔·沃尔顿（Bill  Walton）作为新生加入球队时，他那时已经

是个明星了，从加州的拉米萨市海里克斯中学（Helix High School）毕

业。比尔后来进入 NBA 带领波特兰开拓者队拿到冠军。他是一个优秀

的球员，但他留有络腮胡子。当听到有关胡须的规矩时，他来到伍顿

教练面前说：“教练，我会留着我的胡子”。因为打球很有天分，比尔

期望受到特殊待遇。他觉得他可以是个例外。但对于伍顿教练来说，

球 队 的 价 值 观 更 为 重 要 。 他 笑 着 回 答 ：“ 比 尔 ， 我 们 会 想 念 你 的 。”

（Elmore  2001， 85）  
 
下表列出在一个高效的团队中，团队成员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着眼大局  

尊重其他的团队成员  放下自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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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他们的价值观  以团队原则为重  

想办法使别人的价值得到

增加  
在个人和公开的场合中彼

此肯定  

一起努力做出贡献  为团队的状况负责  
 
 

 

打造强有力的团队  
 
 

行事有效的团队懂得每位成员都是特殊的  
 
当你在一个团队中的时候就很容易开始与别人比

较，感觉到自己的角色同其他团队成员相比不太重要

或没有多少价值。  
 
思考一下这件事：一九八一年三月，约翰·欣克

利行刺里根总统，里根被送往医院治疗数周。尽管里

根是国家 高元首，但他住院对国家的各项活动并没

有什么影响，政府和民众的生活依旧。  
 

而另一方面，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的垃圾清运工罢工了，就像数年

前费城发生的那样。那么这个城市不但实实在在乱成一团糟，腐烂的

垃圾堆也很快对健康产生威胁。三个星期全国范围的垃圾清运罢工会

使整个美国瘫痪。  

12．3 

课 
12.3.1 
本节目标  
确 定 组 建 高
效 团 队 的 方
法 ， 对 当 前
或 过 去 的 团
队 经 历 做 出
总结评估。  

 
这个故事会让我们提出一个疑问：总统和垃圾清运工谁更重要？

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再问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基督

身体上看似 不重要的肢体，反而更是不可少的（读哥林多前书 12 章）。 
 
哥林多前书 12:18-26：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

体，身子在哪里呢？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

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

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

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

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

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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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个行事有效的团队怎样要求重视个人以及他们做出的贡献？  

 
 

行事有效的团队有牢固的长凳  
 

想一想在体育比赛时摆放的长凳。长凳并不是仅仅用来为不在场

上的队员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它还有一系列其他用途。它是一个制

定策略的地方。在叫暂停的时候，团队所有成员会围着长凳聚在一起，

商量在下面比赛中应当采用什么策略。它是一个提供休息的地方。当

场上的某个队员累了，他就会坐在长凳上喘口气，而另一位队员就会

上场替换他。它还是一个提供援助的地方，无论是教练向场上的队员

发出指令讯号还是提供紧急医疗救助，它都是一个队员可以寻求帮助

的地方。长凳是一个团结和力量的地方。  
 
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坐在长凳上，对一个团队来说，保持正确的态

度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团队想要达到高效率，则需要避免以下的态度：  
 

场上队员的错误态度   长凳上队员的错误态度   

我们更重要  我不是一定要准备好  

我们不需要他们  我不必注意场上队员  

我不想坐下来  我对团队没有做出贡献  

 
如果在一个团队中有这些态度，就会造成团队成员心态的变化，

从“我们”的心态转为“我们反对他们”的心态。懂得利用长凳的团

队不会把它拿来当作队员的分水岭。在团队中无所谓谁更好谁 好，

也不分场上队员和板凳队员。长凳不是一条分界线，而是一个提供支

持的地方，一个谋划策略的必要场所。  
  

11  作为一个团队，你理解并欣赏其他人的角色吗？你的团队成员都都扮演了

哪些独特的角色？  

 
 

一个行事有效的团队清楚自己的处在什么位置  
 
一个团队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因为每个人都能够看到有个记

分板。在比赛中队员时不时看一眼记分板，对于比赛进展如何心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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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了。比赛结束后， 起码他们知道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  
 
想象一下你在一场篮球比赛当中。球员们满场跑，投篮，盖帽，

偶尔一方从另一方手中断球。比赛中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只有一件

事例外：篮板上面没有篮筐。球员们投球，但我们只能猜测这个球是

否可以进入篮筐。中场休息时没有知道比分到底是多少，只能靠推测。 
 
听起来很荒诞是吗？如果队员们搞不清楚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这支队伍是不会将比赛在进行下去的。  
 
12  你的团队是否有牢固的长凳？你的团队怎样才能使长凳发挥更佳的作用？  

 
 

一个行事有效的团队需要付出代价  
 
任何一个成功的背后都需要有牺牲。如果我成功了却没有做出牺

牲，那是因为有人在我前面已经做出了牺牲。如果我作出了牺牲却没

有看到成功，那么我后面的人将会因着我的牺牲收获胜利的果实（备

忘录二：Million Leaders Mandate2003， 23）。  
 
对于团队中牺牲的必要，斯图·韦伯（ Stu Weber）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每天都在跑步，但这却是另外一回事。自破晓之前爬出睡袋

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流汗，不过到现在我们身上每个毛孔的汗都已经流

干了。不错，这就是美国陆军游骑兵学院（US Army Ranger School）
的体能训练，我们已经预料到一段艰苦甚至是筋疲力尽的过程，这可

不是一次穿着 T 恤，喊着口号的轻松晨练。  

  
我们身穿全套军服跑步前进。和平常一样，得到的命令是“你们

一起出去，一起团结，一起工作，一起回来。如果你们不能一起回来，

就干脆不要回来！”  
 
行军过程的某一段路上，在疼痛、干渴和疲乏中，我看到纵队中

有些不太对劲。我注意到在我前面两排的地方，有一个人和整个队伍

的行动不协调，他叫桑德森，一头红发，身形高大却瘦骨嶙峋。他也

在迈着步子跑，但步调却和其他人都不一致。然后他的脑袋耷拉下来，

一会摆向这边，一会儿摆向那边。这人在苦苦挣扎，快要挺不住了。  
 
这时他右边的一名突击队员取下桑德森的步枪，但自己脚下的步

子却没有乱。现在是一名队员背了两支步枪，一支自己的，一支是桑

德森的。这回红发大个子比刚才能好一点了。随着队伍继续前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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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阵，他的下巴垂了下来，目光开始变得呆滞，步子也变得机械起

来。很快他的头又开始左右摇摆。  
 
这一回，在他左边的突击队员伸出手摘下桑德森的头盔，夹在自

己的胳膊低下，队伍继续前进。我们的靴子在泥泞的地上撞击出一致

的节奏“嚓－嚓－嚓－嚓”。  
 
桑德森疼得很厉害，似乎快要倒下去了。但他后面的两名士兵取

下了他的背包，一人提一边的被带。桑德森打起精神，挺起胸来，队

伍又继续前进，直到终点。我们一起离开，我们又一起回来，所有人

都因此变的更坚强。齐心协力，效果更佳（Elmore 2001， 89）。  
  
 

行事有效的团队对正确的问题说“是”  
 

鉴别团队是否行事有效的 后一个要素就是看它能否对正确的问

题作出肯定的回答。下面列出每个团队都应当的十个问题。问问自己

这十个有关团队的问题，希望你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的回答是否

定的，请反思一下你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使你能够给出一个“是”

的回答。  
 
1．我们是否彼此信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工作组和品质圈的在美国还是一个新的概

念，有评论家说工作组这种方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个人都是倾向

于彼此竞争而不是彼此协作。你的团队是否通过彼此信任和同心协作

证明了这些评论家的观点是错误的？  
 
2．我们是否彼此关爱？  
 
3．团队成员是否觉得能够自由地公开交流？  
如果一个团队只能有一个基本准则，那么我会建议以鼓励成员彼

此自由公开地交流为基本准则。在这样的环境下，团队可以实现任何

事。  
 
4．我们是否明白我们的团队目标？  
如果没有对团队目标的关注，即使是 好的团队也只能是随波逐

流，无所建树。  
 
5．我们是否委身于这些目标？  
团队需要坚信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仅仅把它们看作是抽象的东西

或外界要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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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有没有好好利用每位成员的能力？  
团队成员是否感觉到他们在为团队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我们有没

有发掘出每位成员的 佳才干，并在团队中运用这些才干？  
 

 7．我们是否能成功地处理冲突？  
在任何一个群体中都会有冲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个团队作

为一个整体如何在内部处理这些冲突，这才是衡量成功的依据。处理

的方法是否有弥补性，是否有建设性？  
 
8．是否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一个团队开始没落的苗头就是一两位成员开始凌驾于众人之上，

而其他人也听之任之，因为他们已经变得不再关心这个团体。  
 
9．我们是否尊重我们的个人差异？  
团队里有些人你可能永远无法与他们的意见一致，但尽管这样，

你是否仍然尊重他们？正是这些个人差异使你的团队变得特别，与众

不同。  
 
10．作为这个团队的一员，我们是否感到高兴？  
想要成功，你你必须真正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这包括喜欢你自

己的团队，喜欢和你一同工作的人。  
 
几年前在太平洋西北地区举办了一次特殊奥运会。成百上千的家

庭带着自己有残疾的孩子来参加。这次的特奥会中有一场赛跑比赛给

所有人上了一堂实景教学课。这是 440 码短跑比赛，起跑线上共有九

人，他们都想拿金牌。发令枪响后，所有的运动员一起跑出。他们的

速度都差不多，不分先后，直到一位参赛选手摔倒在地。虽然受挫，

但他很快爬起来想要追上其他的选手。但匆忙中他绊了一下又跌倒了。

这次他意识到再没有机会赢得比赛了，甚至没有办法跟上其他的选手

了。他坐在那里哭了起来。  
 
其他跑步的选手一个一个都听见了他的哭声。片刻间，所有人都

停了下来，把注意力放在这位同伴的身上。突然，没有任何提示或鼓

励，他们都从赛场上跑向这位同伴，帮助他站了起来。每一个选手都

拥抱了他，然后他们一起做出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他们一起手拉手

向终点跑去。他们决定一起跨过终点线。  
 
观众都惊呆了。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想谁会是拿到奖牌的人。突

然从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意识到谁拿奖牌已经不重要了。

这些在身体上和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们给所有观众上了有关团队精神

的极为宝贵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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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的团队在哪方面有弱点？怎样才能使你的团队更有效率？



   自我测试   
请在 佳答案的前面画圈：  

1.   下列哪项关于尼希米团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a)  每个人都有机会保护其他人所做的工  
b)  对这项工程的记载把那些参与修造城墙的宗族的名字也加了进来。   
c)  尼希米把成功修造城墙的荣耀归到自己身上。   
d)  这项工程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2.  关于使徒行传 27 章中保罗的团队，下列哪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a)  保罗能够领导众人是因为在航程的一开始他就受到人们很高的尊

重。  
b)  当其他领导做出起航的错误决定时，保罗挺身而出，提出质疑。   
c)  保罗之所以能够领导成功因为他关心团队中每个人的益处。   
d)  保罗的成功很大程度归功于他对于自己的日程安排没有私心。  
 
3.  什么是“行二里路”原则？   
a)  领导在要求别人帮助前总是要先打动别人的心。    
b)   人们走第一里路是出于他们的责任，他们走第二里路是因为已经建

立起来的关系。   
c)  领导必须要求“行二里路”来建立忠诚度。   
d)  所有的团队努力都应当有两个目标：第一里路和第二里路。  
  
4.   下列哪一项叙述不是成长对团队重要性的原因？   
a)  领导的长进决定了机构的发展。   
b)  团队的环境不断在改变。   
c)  团队的成长允许团队成员追求独立的目标。   
d)  领导必须要成长才能走在前面。  
 
5.  下列哪一项不是默契的特征？   
a)  高昂的士气。   
b)   个人决定自己的角色。   
c)   能力相互补足。   
d)   常常成功。   
6.  下列哪一项是合作的特点？   
a)   尊重其他的团队成员。   
b)   着眼大局。   
c)   放下自我利益。   
d)   以上叙述皆正确。   
 
7.  下列哪一项反映出“场上队员”的错误态度？   
a)   “我们比那些坐在长凳上的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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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叫我上场的时候我不一定需要准备好。”  
c)  “我对团队没有做出贡献。”   
d)   “我不需要注意，因为我没有在场上比赛。”  
  
8.  下列哪一项是记分板的好处？  
a)  使团队可以知道是快要赢了还是快要输了。   
b)  使团队知道成功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c)  使团队可以知道要完成任务还需要多长时间。  
d)  以上三项皆正确。  
 
9.   下列哪一项不是有关高效团队牺牲精神的叙述？   
a)  任何一个成功的背后都需要有牺牲。   
b)  如果我作出了牺牲却没有看到成功，那么其他人会从我的牺牲中得

益。   
c)   如果我成功了却没有做出牺牲，那是因为有人在我前面已经做出了

牺牲。  
d)  以上三项皆正确。  
 
10.  一些“是”的问题可以用来鉴别团队是否行事有效，下列哪一项不

是这类问题？  
a)  当看到其他成员有令人担忧的表现时，团队成员是否保持沉默？  
b)  我们是否能成功地处理冲突？   
c)  作为这个团队的一员，我们是否感到高兴？   
d)  是否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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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进度评估三  
 

现在你已经学完了这一“自主式学习教材”的所有内容，请先复

习一遍本单元，然后回答学生资料中 后一部分单元进度评估中的问

题。回答完毕后，用学生资料中的答案表进行核对，如有不正确的答

案，请再次复习该内容。复习课程目的，课程目标，自我测试以及单

元进度评估，为期终考试做准备。如有不太熟悉的内容，请复习该部

分增进记忆。如果你认真复习并能够并能够完成相应目标，你应当会

很容易地通过期终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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