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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中的各种关系

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教会内外的人们每天都在大声呼吁着接纳他人。社

会科学家证实了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社会的生活中孤独盛行的怀疑：接近四分之一的

成年人活在孤独当中。这些人希望有人能关心他们。因此，我们的教会应该是满足

这些人需要的最佳地方，牧师需要教导会众以同情的目光看待这些有需要的人。

唯有我们自身的关系是健康的，孤独的人才会被吸引而且留在我们的教会里。

有人曾统计过，新约的使徒书信中接近44%的篇幅都是关于基督徒如何与他人相处的

教导。你可以亲自查证一下，看看“彼此”这个词在新约中出现了多少次。我们所

有关系的基础应该是基督与他的教会之间的关系。《罗马书》15章7节说：“所以你

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神。”

在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中，牧师与会众的关系是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典范，而且

牧师与会众都不想控制或操纵彼此。毋庸置疑，我们的愿望是在所有主任牧师、助

理牧师、工作人员、兼职带领人和会众之间的关系中都能展现出彼此深切的关爱与

尊重。若想在你的会众中体现出如耶稣一样对人的关怀，你必须在行事为人上做出

榜样。让关系建立成为你讲道的焦点，在你每天单独辅导的谈话以及任何讲话的机

会中谈论关系的建立。鼓励你的带领同工传扬建立关系的信息，不久会众就会认识

到这一点，并跟随你的带领。进而，那些教会之外的人就会为你的服侍所吸引。在

此，我们再次强调在上帝的家庭中合而为一所具有的力量、价值与意义。

第一节 热切的期望

学习目标：

5.1.1 说明为何必须将期望清晰地传达出来。

5.1.2 明确平信徒的期望。

第二节 与人相处的智慧

学习目标：

5.2.1 列出你的三个局限。

5.2.2 在《箴言》中找出指导人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经文。

第五章

第八章 在侍奉中建立信任感

第一节 责任关系

第二节 教会理事会

第三节 转变的过程

第四节 管理你的时间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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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说明为何必须将异象

清晰地传达出来。

1. 在传达异象时，为何必

须明确期望是什么？

2. 为何总能在圣经中找到

不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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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热切的期望

我很喜欢宾夕法尼亚州那个种苹果老人的故事。有人问他，在他看来天堂是什

么样子，“我不知道，”他答道，“但我的确希望在天国之门的另一边可以看到生

长着的树木。我不想要黄金铺成的街道，那里的太阳永远都不会落山。我不想要那

些！我希望天堂里有日落、绿色的草场、十月的霜冻、一月的冰柱，再加上少许三

月的大风就更惬意了。这些都是让苹果有好味道所必需的。”

同样，一个教会的风气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在这个时代，从领导层的观点

中，我们就能看出教会的状况，对牧师而言，与人建立和谐的关系，有技巧地与人

相处是十分重要的。不论是牧师还是教会，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共同的异象

各种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成分是：期望。在传达期望的信息时，通常需要有一个

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清楚异象。传达异象的一种方法是写下你的信念与目的。写下信

条或使命陈述，以此作为教会带领团队里每个人（看门人、引座员、教师、理事会

成员、助理牧师、主任牧师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行为指导。内容要具体，并切合实

际。作为牧师，不论有任何成功或失败，你都应以此信条或使命陈述价值标准，并

且不管事情的大小轻重，将它在教会内每个小组及各项事工中都贯彻执行。唯有教

会带领者向会众传达他们的信条和目标，并且会众将其视为自己的信条和目标，他

们的侍奉才会有果效。

小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曾在1952-1971年间担任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IBM）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依照三项基本原则

为IBM开创了惊人的成功，这三项基本原则是：尊重每个个体、为客户提供最大可能

的服务，追求产品质量的卓越（Watson，无出版日期）。IBM现在仍以这三项基本原

则为经营理念，我们的侍奉工作应该从这一有效的经营模式中得到启发。

有位牧师将教会带领人召集起来，让他们用几周时间为教会设立一套核心价值

标准。整个教会承担了这项任务，成员们分为不同的小组详尽地讨论了圣灵带领的

侍奉原则。下面是他们的讨论结果。

圣灵带领的侍奉基本原则

圣经

圣经是基石。我们的教会一向十分重视圣经。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唯一准则应是

上帝的话语而非人的惯例。在我们的教会中，圣经始终是侍奉工作的基础，是渗透

于教会所有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核心信仰。我们将会毫无顾虑地站在这基石上。

我们相信，上帝的寻求者们希望知道上帝说了些什么，而且我们也决意告诉他们这

信息。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在主日崇拜时教导和学习圣经，而且在小组服侍、青年

团契以及栽培门徒的事工中也应如此。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出深刻理解上帝话语的基

督徒。

祷告

祷告是必不可少的。每个基督徒都相信祷告的力量。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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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祷告不但是一种程序化的活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祷告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是

我们生活、前进和侍奉赖以进行的环境。祷告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生活的方式，是耶

稣引导我们事工方向的方式，是圣灵为我们微薄的努力增添力量的方式。我们切慕

一个属灵的团契，而不是一个宗教主题公园。我们期望培育出理解并实践属灵准则

的基督徒。

失丧的人

失丧的人对上帝和上帝的子民来说十分重要。圣经的核心是上帝拯救失丧的人

（路19:10）。耶稣花费时间最多的不是在宗教组织上，而是在普通人身上：贫穷的

人、有罪的人、软弱的人和破碎的人。我们发现信徒们都推崇福音的传播，并且我

们也愿意去传扬福音。这就意味着我们事工的所有决定都应将失丧者的需要置于圣

徒的舒适之前，意味着门徒造就的过程也是成为门徒传播信仰的过程。因为我们的

一个关键价值准则就是：投身于寻找拯救失丧之人的使命中。我们不仅期望成为一

个不断成长的教会，也期望成为一个差派的教会。我们渴望参与到世界性的大使命

当中，栽培出新一代的基督徒领导人。

安全之所

教会是一个安全之所。尽管上帝恨恶罪，但他爱罪人，而且上帝对我们有着令

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在耶稣的侍奉中我们看到上帝的耐心和接纳，我们希望自己也

将此彰显出来。这里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分享自己的故事，领导者们能够将自身的脆

弱与真实展示出来。我们对自身的破碎诚实无伪，就会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上帝施行

医治之所。我们将以会众目前的状态为起点向前迈进，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

加入到我们的教会，包括不同种族的人、身体有缺陷的人以及之前没有任何教会背

景的人。

敬拜是与上帝相遇。所有教会都有敬拜的服侍。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希望敬拜

超越程序化仪式的层面。我们会有意识地增加一种敬拜的体验，来帮助人们与耶稣

有个人的相遇。训练门徒包括培养信徒在敬拜中与上帝相遇的能力。即使第一次来

到教会中的人也应该感觉到他们站在圣所当中。

有益的关系

有益的关系最有利于灵性的建立。基督徒的信仰不仅局限于自我和耶稣。教会

是上帝亲自运作的。即使我们当中最好的教会也唯有在信徒积极参与、彼此鼓励、

各尽其责的情况下，才能经历到最理想的成长。因此，教会中的小组是我们事工策

略所关注的重点，是在爱的团契中开展门徒训练与关怀信徒的基础建设。

重视儿童

儿童很重要。我们的教会始终在强调一项盟约责任，就是将我们的信仰传递给

下一代。我们认为年青一代不仅是教会事工的接受者，也是我们教会事工的伙伴。

儿童和年轻人不仅是未来的教会，更是今天教会的重要部分。我们期望他们明天能

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正如我们希望他们今天能够谦虚受教一样。

3. 耶稣在什么人身上花的

时间最多？

4. 为何在我们的侍奉工作

中要有敬拜？

5. 儿童事工的两个方面是

什么？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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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

侍奉是对每个信徒的呼召。当我们找到服侍的位置时，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有

意义。我们或许靠着赚取的东西谋生，但是，我们借着给予而获得生命。上帝让每

个信徒都可以将他所赐予的属灵恩赐投入到对他的侍奉当中。我们愿意帮助信徒发

现他们的属灵恩赐，并帮助他们找到上帝呼召他们侍奉的位置。

尽好管家职分

尽好管家职分是一种生活，而不只是一种交托。生命中的一切都是上帝赋予

的。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为他管理生命。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会将生命中的一切视为

与主有关系的，并且在管理时间、金钱、关系、空闲时间和每日的工作时，将上帝

置于首位。我们希望栽培出的门徒能拥有一个全面的，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徒世界

观。唯有信徒的心切慕追求上帝，我们的事工远景才能得以实现。

平信徒的期望

一个星期一的上午，史密斯弟兄往牧师的办公室打电话。他看没人接听就留言

说：“牧师，你怎么没在办公室里接电话呢？今天可是工作日啊。我打电话是想跟

你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昨天的讲道时间太长了，大家觉得你在定他们的

罪。你应该在讲坛上表现得更友好一些。第二件事情是，我认为你看起来疲惫不

堪，你应该多休息一下。这样你才能更好地工作。”史密斯弟兄放下电话后，脸上

呈现出笑容，他确信自己尽了自己的责任来帮助牧师更出色地工作。

一小时后，牧师顺路来到办公室取皮夹克，他妻子在车子里等他。他妻子知道

如果她也进去，他就会在那里呆得更久，他们的休假也就泡汤了。当牧师看到电话

上的红灯信号时，他决定最好还是用几分钟查收一下留言。同时，他又查看了另外

两个留言。琼斯姊妹来电话，告诉他周日的讲道简直好极了，她还在回想着那些激

动的话语呢。她还想提醒他，她和其他两个姊妹打算带些新地毯的样品让他看看，

因为她们不喜欢理事会挑选的地毯颜色，她们想阻止一次后果会很严重的错误。最

后一条是他妻子的留言：“亲爱的，我在车里等你呢。”

你也会经历到这样的时候。始终有些牧师在诉说着他们的顾虑，就是会众对他

们有非常不切实际的期望。但实际上，教会中的大多数有着合理的期望。我认识另

一个教派的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他也是一位教会领袖，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弄清了

下述观点的意义。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一些平信徒，逐渐理解了他们对牧师的期

望，作为观察结果，我列出了平信徒对牧师的几点期望。我相信这些期望是符合圣

经原则的，而且具有可行性。

属灵上的正直

人们希望牧师具备属灵上的正直。他们期待的牧师是与上帝有联结的，在他们

个人生活与工作领域中所优先考虑的事情都是属灵的，并且在计划制定和讲道中敢

于将这些事情清楚地表达出来。一位平信徒曾对我说，“我需要知道我的牧师拥有

圣洁的属灵生命，并且对上帝有深刻的认识。”牧师应该将他所传讲的信息在生命

中活出来。

教会中的各种关系

学习目标：

明确平信徒的期望。

6. 他人如何能够看出我们

具备属灵上的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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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品德

人们期待牧师道德上的清白。如果牧师具备属灵上的正直，那么良好的品德就

会随之而来。然而，令宗教团体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有些人在这两者之间划上了一

道明显的分界线。平信徒对他们牧师具有良好的品德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他们

视牧师为榜样，不仅是他们自身道德生活的榜样，也是他们孩子道德生活的榜样。

积极主动

人们期待牧师有积极性，做事主动，勤于付出精力完成手头的任务，不用在旁

人的催促下行动。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在时间和其他一些责任因素的监控之下，

他们需要确知他们的牧师也是在工作上百分之百努力的人。

胜任工作

人们期待牧师能称职。平信徒们都知道，唯有他们接受的教育和培训符合工作

要求，他们才会被雇佣。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能够胜任获得薪水的那份工作，否则

只能另谋出路。牧师必须知道如何牧养会众，实现牧养目标。在平信徒身上，我体

会到一种沮丧的感觉，因为牧养他们的大多数牧师都是不称职的。

尽职尽责

牧师必须对工作尽职尽责。平信徒需要知道，他们的牧师对工作、对上帝的呼

召、对教会是完全尽职尽责的。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的牧师十分在意他们。最近，

一位平信徒对我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牧师是否在意我们或者我们的教会，作为

他的好朋友，我应该很了解他。”我能感受到这位坦言相告的平信徒的痛楚。

智慧充足

平信徒希望他们的牧师有充足的智慧，不一定非是个天才，至少要勤奋钻研、

头脑灵活。他们希望他们的牧师始终保持活跃的思维。他们希望牧师的讲道充满新

意、紧扣主题，贴近生活、鼓舞人心。他们希望他们的牧师乐于钻研、思维活跃、

并不断成长。

财物上诚实无伪

人们希望他们的牧师在财物上诚实无伪。平信徒希望他们的牧师知道如何管理

财物，并且可以付清账单，信守承诺，保持收支平衡。这些都是正当的期望。

擅于组织

平信徒希望他们的牧师善于组织，能够条理有序地完成任务。牧师最大的一个

弱点就是在管理时间上缺乏技巧。

讲道信息应与信徒的需要相关

人们希望牧师的讲道能够喂养他们的属灵生命，而且与他们的需要相关。特别

是在今天的社会，如此之多的事情与周日敬拜的时间竞争，牧师的讲道信息是否有

力量也就越来越重要了。坚定的圣经基础是会众与牧师关系最有力的根基。圣经告

诫牧师要努力钻研。“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提后2:15）

7. 牧师如何能够展现出积

极性？

8. 信仰事工之外的专业人

士如何保持他们的专业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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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象明确

人们希望牧师有明确的异象。平信徒希望他们的牧师宣布他的异象并制订计划

和工作框架，使教会的未来景象可以被逐渐展开。他们需要知道制图板上画着什么

激动人心的图片。圣经上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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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列出你的三个局限。

9. 讲述你在侍奉中的三个

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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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与人相处的智慧

你知道你对信徒们的期待是什么，你也很清楚信徒们对你的期待是什么。但

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自我保护的状态。这让我记起尼希米的圣

殿建造团队。当我们被呼召进入一些环境，在其中我们发现倒塌城墙的碎石和破裂

的关系时，他们的表现正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

作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尼4:17-18）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试探而忘记自身的价值，放下我们的武器。作

为牧师，会众无休止的要求敦促我们必须时刻以智慧为伴。在一周当中，我们必须

多次这样祷告：“上帝，帮助我。”

智慧与局限

智慧通常意味着了解我们自身的局限。骄傲会驱使我们将自我凌驾于他人之

上，不愿意冒被人看不起的风险。 

杂志《管理者的智慧》指出，假如你召集100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询问他们的

建议，他们或许不会谈到太多关于相互竞争价值模式或时间节奏的东西。你可能听

到最多的是如下一些建议：

1. 不要害怕承认“我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答案，就不要不懂装懂。如果你

犯下错误，就承担过失的责任。如果你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就去道歉。牧

师总是需要现场回答问题，如果你不知道答案，就不要随便乱说。

2. 不要散布流言飞语。如果有人想向你散布流言飞语，礼貌地告诉他，你不感

兴趣。在企业中有一则警句十分有道理：当某人散布流言飞语的时候，两个人

的声誉同时受到亏损——被说闲话的人和正散布流言飞语的人。牧师可以确信

无疑的是，如果你散布流言飞语，别人一定会引用你说的话。

3. 没有不值得你去做的工作。不要以为你可以不做艰苦的工作。你要成为一个

好榜样并且要卖力地去干，尤其是在某项工作没人愿意去做的时候。一位理事

会成员对我说，当他看到他的牧师在星期六穿着衬衫和牛仔裤与教会的其他信

徒一起工作时，他知道这个牧师是非常称职的。

4. 尽可能与他人分享荣誉。与人分享荣誉的人要比那些将荣誉都归在自己身上

的人更使人信服。一位年轻牧师告诉我，当他协助主任牧师时，他的积极性很

低，因为虽然他的意见被听取和采用了，但是无论在当众或私下他都没有获得

任何好评。他很苦闷地说：“如果他只是偶尔给我一丁点儿称赞也好啊。”

5. 寻求帮助。如果你感觉某件事让你束手无策，那有可能这件事确实超过了你

的能力范围。你可以在事情失控之前寻求他人的帮助，大多数人都很高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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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上忙。这样做不仅救自己脱离窘境，而且你还会交到一个支持你的朋友。

在每个教会中，都有一支不同凡响的军队，即便军队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也

在等待着回应你的召唤。召唤他们，他们就会过来！

6. 保密你的薪水。讨论薪水问题肯定会以失败告终；或者因为别人赚得比你

多，令你感到烦心；或者你令别人感到不快。炫耀或哀叹你的薪水都会侵蚀你

们的精神，伤害彼此的友谊。

7. 如果你不喜欢某个人，不要表现出来，特别是在你的地位比他们高的情况

下。在你前进的路上，不要拆毁任何一架桥梁或冒犯任何一个人。牧师拥有一

个大有能力的讲坛，让这个讲坛成为祝福、鼓励和提升之所。《腓立比书》4章

8节的原则总是有效的。“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

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8. 学会放下。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经常会发生：比如你没有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

职位，你被忽视。不愿意放下该放下的东西会阻碍你前行。苦毒会长时间萦绕

你，侵蚀你的心灵。正如基督徒作家弗雷德里克・毕克纳（Frederick Buechner）

所 言 ： “ 宴 会 上 的 骷 髅 总 会 是 你 自 己 ” （ 令 人 厌 烦 扫 兴 的 人 总 会 是 你 ）

（1973，第2页）。

9. 当你正确的时候，不要洋洋自得。使用“我告诉过你”这句话的唯一时刻

是：某人对你说“你是对的。我真的能够做到你认为我能够做到的事情”。

《箴言》中的原则

圣经记载了许多关于冲突的例子。不论冲突中牵涉的是哪位领袖，大卫王或某

个使徒，圣经从未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问题。下面是对《箴言》中有关人际交往

的教诲的回顾。

禁止嘴唇并避免口出谗谤（箴10:18-19）

说正直的话（箴16:13）

嘴上有恩言（箴22:11）

说话之前先思考（箴19:2）

要听劝教，受训诲（箴19:20）

抵制散布流言飞语的试探（箴16:28）

不说谄媚的言语（箴7:21）

专心仰赖耶和华（箴3:5）

•

•

•

•

•

•

•

•

学习目标：

在《箴言》中找出指

导人们如何处理人际

关系的经文。

�����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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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验

圈出最佳答案。

1. 在教会中传达一个共同异象的关键是什么？

a）宪法和章程

b）合作条款

c）使命陈述

d）录像放映机和屏幕

2. 指引一个教会前进的坚定信念被称为

a）政策声明。

b）核心价值观。

c）文化风俗。

d）合作条款。

3. 一个教会的异象的根基应当是

a）圣经。

b）教会传统。

c）教会传统和圣经的权威。

d）圣经、教会传统及当前文化。

4. 最有利于灵性成长的环境是

a）拥有坚定领导者的庞大群体。

b）独处和自我操练。

c）拥有有益关系的小组。

d）试探与苦难。

5. 管家职分适用于

a）财物。

b）时间。

c）关系。

d）以上选项都对。

6. 对牧师合理的期望包括

a）严格的财务支出说明和全时间随需随在。

b）每周走访不能出门的信徒，并让教会设施得到

良好的维护。

c）扶持教会中的年轻人并对每个有需要的信徒进

行辅导。

d）良好的品德、积极主动和异象明确。

7. 当一位牧师活出自己传讲的信息时，我们说他

a）属灵上正直。

b）善于组织。

c）异象明确。

d）有首创精神。

8. 牧师能够条理有序地完成任务被称为

a）组织能力。

b）操纵能力。

c）异象明确。

d）正直。

9. 牧师应当

a）永远不要说：“我不知道。”

b）学会在需要时寻求帮助。

c）永远不要着手做仆人的工作，因为那样做的

话，人们就会指着你去做了。

d）公开谈论自己的薪水。

10. 第五章推荐在哪卷书中找建立健康关系的原则？

a）《列王记上》

b）《约伯记》

c）《雅歌》

d）《箴言》

第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