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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与社区

篮球正朝我这边飞来，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比赛上。所有人都在观看比赛，

我很想有出色的表现。但是，当我亲身参与在一场比赛中，我很快发现，打好比赛

要比表面上看起来困难得多。在场外或者电视上观看比赛，你可以在心里想“这很

容易，我也能做到”，但参加到比赛当中，保证打好比赛不失球是另一回事。

向那些局外人解释比赛的细节、压力和现场表现的优劣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

是比赛看来好像一件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观众能看到整个比赛现场，并且往往会

判断下一步应当怎么做。所以，如果你那队没得分，观众很容易情绪激动，并且开

始指责球员、球队队长和组织者。

侍奉与比赛很类似。你是站在聚光灯下的领袖，众目睽睽之下，你的一举一动

被坐在看台上的人所监视。你希望讲道出色、带领有果效、与人相处融洽、在说话

做事上有大的改善。对于需要做什么、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做，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看法。如果只做属灵的旁观者，人们很容易就能指出别人的成功与失败。但实际

上，具体的侍奉工作却十分艰苦，没有圣灵的帮助，侍奉将无法进行下去。

第一节 核心使命

学习目标：

9.1.1 说明是什么吸引人归向基督。

9.1.2 找出使教会可识别的特征。

9.1.3 说明在侍奉中保持光亮的基础是什么。

第二节 教会与真理

学习目标：

9.2.1 说明教会在今天的世界宣扬真理所担负的责任。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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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说明是什么吸引人归

向基督。

1. 既然大多数人都是被基

督的爱和怜悯所吸引，

那么牧师必须做好哪些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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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核心使命

我们的使命是将人们引向耶稣——赐予我们生命并背负我们的重担的那一位。

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

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救恩属乎耶和华，愿

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诗3:3-4、8）

吸引你与耶稣建立关系的是什么？什么原因、时间或人物使你相信耶稣、进入

上帝的大家庭？原因可能是你感觉到被爱和关心，并且找到一个归属的地方吗？人

的本性渴望一种归属的感觉。吸引你相信耶稣、进入上帝大家庭的原因同时也正是

吸引别人的原因。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

有时，我们倾向于挥着鞭子让人顺从。我们期待会众的委身和顺服。我们摆出

心照不宣的条件，就是我们只接纳那些正直的、身心洁净、遵守规定的人。但是，

尽管委身与顺服是重要的，你也需要顾及在你社区中不来教会的人，考虑如何与他

们建立关系。

将你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同耶稣与他周围人的关系做个比较。耶稣充满了怜

悯与温柔，即使他在警告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约翰福音》3章17节告诉我们，耶

稣带来的不是定罪的信息。“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

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传讲的是与人和好的信息，他带来了归属于上帝的方法，

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定罪不能使人转向耶稣。爱、怜悯与温柔才会吸引人来到教

会爱的团契中。

我记得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California）温德尔・文森

（Wendell Vinson）牧师到我们在俄勒冈州波特兰（Portland，Oregon）的神召会总理

事会（Assemblies of God General Council）面试时的情景。他引用了一位民意调查专家

的报告，报告上说在南美有3500万人不去教会，但是，如果在下一个星期日有人邀

请他们，他们会愿意去教会。文森牧师将此观点称作“邀请效应”（bringer-ism）。

文森牧师指出，有三个根本原因导致人不愿意去教会：

1. 教会里的人他们一个都不认识。

2. 他们认为教会里的人不愿意联系他们或者和他们说话。

3. 他们担心人们会对他们产生不好的看法。

民意调查显示，初次到教会的人都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这里有像我这样

的人吗？”

正如汤姆・雷纳（Thom Rainer，2005）所言：

很明显，有些教会在他们寻求与所服侍的社区建立关系时，抛弃了许

多信仰的基本真理。甚至还有很多的教会根本不了解周围人的实际生活状

态，他们的期待与痛苦，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对基督教信仰教义的偏

离会导致人们在信仰上迷失。不了解我们生活与服侍的世界将会导致关系

的脱节。

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为他们每日生活中的挣扎和问题寻找答案。保罗就人们



104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的属灵饥渴问题，通过给新约时代教会的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然而，当我们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时，会发生什么呢？上帝会将恩赐注入我们

的生活中，就像在果园中生长出各样的果子一样：

1． 对他人的爱 [仁爱]

2． 对生活的热情 [喜乐]

3． 平静 [和平]

4． 愿意坚持完成事情 [忍耐]

5． 怜悯 [恩慈]

6． 根本的圣洁 [良善]

7． 忠诚 [信实]

8． 在生活中不将我们自己的方式强加给别人 [温柔]

9． 有智慧地运用和释放我们的精力 [节制]（加5:22-23）

认出教会

有一天，我送妻子朱蒂到橘子郡机场赶乘早班飞机。帮她安顿好行李，与她吻

别后，我坐在路边观看周围的人，他们多数是夫妻，在送妻子或丈夫方赶乘飞机。

他们在迅速把行李拖出车后坐和车尾部的行李箱，在路边拥抱吻别，他们道别

时的情感投入各不相同。一位妇女迈下车，从一个男人（很可能是她的丈夫）手里

猛地拽过她的行李，连看都没看那个男人一眼就甩上车门，头也不会地径直走了。

另一对夫妻简短地给对方一个吻别，还有一对夫妻快速拥抱了一下。但是，我

注意到一个女人发狂地拥抱着一个男人，亲吻了他好几下，放他离开之后，又把他

拉回来亲了一下。我打量着他们。那个男人有45岁上下，穿着一双网球鞋，一条肥

大的裤子，领带歪到了一边。他身材有些胖，带着眼镜，圆润的面庞，一脸的笑

容。我并不认识这对男女，但我很容易推断出他们是一对相爱的人在充满深情地道

别。一个念头闪现在我的脑海里：“看看他们彼此是多么的相爱啊！”

教会领袖在布道、准备讲章、研读经文、默想和祷告时，可以将此情景作为一

个正面而又激励人心的信息。我们需要扪心自问，在我们的社区中，那些站在路边

的人是否能看到我们彼此相爱？他们在我们的讲道中能看出我们彼此相爱吗？他们

能够通过我们教会侍奉的优先次序看出我们如何彼此相爱吗？我们的品行是否为与

他人建立荣耀主的关系架起一座桥梁，使讲道信息能够像好果子一样被触摸、品尝

和体验吗？彼此相爱将会对生命产生永恒的影响。

耶稣说过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约

13:35）。我们这些被上帝呼召带领会众和教会事工的牧师若想成为带来改变的基

督的仆人，就必须将这节经文彰显出来。这节关于爱的信息将会帮助人们实现他们

无法实现的梦想，修复他们破碎的生活，重新燃起他们破灭的希望。这节经文也

会告诉人们，父亲已经准备好戒指、袍子、鞋子和筵席在等待着儿子的归来（路

15）。我们的讲道信息必须清楚地宣讲：受伤与孤独的人们需要“醒悟过来”（路

15:17），返回家中。

在浪子的比喻中（路15），小儿子离开家，往远方去了，在那里恣意放荡，浪

费资财。在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的时候，他想起了他

学习目标：

明确使教会可识别的

特征。

2. 根据耶稣的教导，使人

们认出我们属于耶稣的

关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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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于是，他返回家中，向他的父亲承认自己做了蠢事。

父亲没有说：“那好，儿子，如果我让你回来，我们俩得把一些事情讲清楚。

你必须遵守几点规定：头发梳理修剪好，除掉文身，把鼻环摘下来！晚上你必须在

规定时间内回家！现在，在这里签字保证永远不再令我失望！你要是再犯一次错

误，就得离开家——听明白了吧？”父亲并没有这样做。然而，教会有时却在不明

智地进行着这样的宣告。

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

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

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

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路

15:20-24）

多么好的一位父亲！没有指责，唯有庆祝！那正是我们的天父在激励着那些生

活破碎、梦想破灭之人的心灵，使他们能够抬起头来，天父赦免了我们，救赎了我

们，他在说：“欢迎你回家！”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父亲！而且，你有特权成

为这个震撼人心的好消息的传播者。

失丧的人

最吸引人的教会和最有成效的带领者愿意接纳失丧的人、接纳偏行己路的人、

接纳支离破碎的人，接纳困惑烦恼的人。这样的教会可以告诉失丧的人们，有一位

正在等待着你的父亲，他的慈爱和救赎将会完善你的生命。失丧、困惑的人们在他

们的灵魂深处有着与生俱来的饥渴。与所有饥渴的人一样，他们在寻找食物。上帝

期待着重建那些在“远方”（路15:13）忍饥挨饿的浪子的生活。

作为上帝所呼召的领袖，在我们的社区开展事工的第一步是：更充分地认识上

帝的视角。当我们以上帝的视角看待别人时，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引导已经属于我们

教会的信徒们以上帝的视角去看待别人。上帝已准备好欢庆他的孩子回家。理清上

帝呼召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和做什么样的工作。做到这一点需要洞察力和耐心。

接力赛是地峡运动大会（Isthmian Games）的一项著名比赛项目，比赛场地设在

古代的科林斯。设想一下每个赛跑者手里都拿着一把火炬，并排站在起跑线上，在

一定距离之外另一排赛跑者在等待着，再远一些还有一些赛跑者等着轮到他们传递

火炬的情景。

当信号发出时，赛跑者手持点燃的火炬开始奔跑。赛跑者到达下一个起跑线的

队友那里后，将火炬递给他。这样一个接续一个的传递，直至最后的队友到达终

点。胜利者是那些穿过终点线，并且手中的火炬仍然燃烧着的赛跑者。因着这一著

名接力赛，希腊人酝酿出这句名言：“让那些手中有光的人，将光传递下去。”

今天，现代希腊人在复活节那天会欢庆教会“传递光明”的这项职责。每年在

耶路撒冷的希腊东正教教堂点燃一把火炬。然后，将火炬用飞机运到雅典，主教们

在机场等待火炬，他们每个人手中的火炬都用这把火炬点燃。手中的火炬被点燃

学习目标：

说明在侍奉中保持光

亮的基础是什么。

3. 教会领袖将会众引向他

们的使命，即：赢得失

丧的人，应采取的第一

步是什么？

4.  说明故事“火炬接力

赛”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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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们立即返回各自负责的区域，当地教会的领袖手中也举着火炬等待着他的传

递光明。当钟声在复活节一个新的主日到来的时刻敲响时，聚集在一起的附近居民

已经各就各位，等待着火炬传递到他们那里，将他们手中的蜡烛点燃，一个点燃一

个，依此类推，直到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手中的蜡烛都被点燃。仪式到此结束，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人们开始往家走。通常教会在一座小山上，所以从远处可以看

到一片美丽的光之列队在小山上行进。

但是，更有趣的是人们在从教堂往家走的途中发生的事情。一阵微风可能在人

不经意的时候吹过，将某个人的蜡烛突然吹灭。那个人不会浪费一点时间在沮丧或

愤怒上，而是立即借助旁边人的火把蜡烛重新点燃。孩子们通常跑在前面，但是，

没有人担心他们，因为当他们的烛火忽闪忽现最后熄灭时，他们会跑回来寻求帮

助。最终的目标是让蜡烛燃烧着到达家中。如果参与者想要独断独行，就很容易迷

失在黑暗中。

耶稣说：

我来告诉你们为何让你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们在世上是为了做

盐，将上帝的味道融入这个世界。如果你们失去了咸味，世人如何品尝到

上帝的味道呢？你们没了用处，最终成为废物。还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说

明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原因：你们在世上是为了做光，将上帝的亮光照向

这个世界。上帝不是遮掩的秘密。我们需要将光照在明处，就像山上的城

一样明显。如果我让你们成为光的传播者，难道会将你们藏在斗底下吗？

我要将你们放在灯台上。现在，我已经把你们放在山顶的灯台上，你们

要绽放光芒！将你们的房门向众人开放，慷慨给予。将你的心门向众人敞

开，他们会在你的激励下将心门向上帝敞开，向我们慷慨给予的天父敞

开。（太5:13-15，《信息版圣经》）

耶稣讲述的是牧师应具备的一个最伟大的品质，也是成为一个带来积极影响的

牧师应具有的能力。光明可以照亮黑暗之地，你的社区居民在寻找属灵的领袖带领

他们走出黑暗之地。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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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说明教会在今天的世

界宣扬真理所担负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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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教会与真理

几年前，作为一名观众我观看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候选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克

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的

法律教授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进行听证的报道，目的是找出希尔声言托马斯

对其施行性骚扰的真相。

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以一种对道德现状深感惋惜的语调说：“他们两个都发

誓讲真话，但是，他们讲述的故事却截然不同。”他指出：“所有了解这一事件目

前情况的人都知道他们将会听到有冲突的证词。然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他们供述

证词听起来又都是那么有说服力。希尔小姐在周密的质问下镇静自若，而法官托马

斯说：“我根本没有做过她所说的事情。”《洛杉矶时报》以标题为“谁在撒谎”

刊登出这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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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成为我们家的教育素材，充满好奇心的12岁女儿不停地问：“爸爸，

他们谁说的是真话啊？”我对她讲了诚实的道德含义，并告诉她诚实是一种美德，

以及谎言和说谎的后果。尽管如此，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带给我们家庭的仍然

是一个关于正直与信任的混乱例子。总部设在洛杉矶的道德促进协会（Institute of 

Advancement of Ethics）的主席迈克尔・约瑟夫森（Michael Josephson）说道：“做一

个诚实的人真是越来越不容易了。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为获取成功都在走捷径，你

不随波逐流就会感觉自己像个傻瓜”（Josephson，引自Lim 2001）。

约瑟夫森向政治家和首席执行官所做的关于正直的价值演讲中说：“现今，各

种各样的欺骗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不单是糟糕二字就能形容的，简直是世风日

下……人们也变得只顾自己。这个世界充斥着‘我想要’。我想要的就是我需要

的，我需要的就是我应得的，我应得的就是我有权拥有的。”

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伦理学教授西斯勒・博克（Sissela Bok）著

有一部关于诚实的经典之作。她评述说：“我们刚刚经过了一段个人主义盛行，道

德上令人堪忧的时期。商界、政府和宗教团体的表现是如此糟糕。”（1999）

真理去哪儿了？

对美国的社会趋势，《今日基督教》做出评论：

美国人在宗教和传统上仍旧是西方科技社会中最为开放的，这是来自欧洲的访

问者深有体会的事实。让人惊讶的不仅是他们对宗教信仰的公开宣告，而且他们的

信仰竟然影响到他们的生活（1979年12月号，第7页）。

盖洛普与波林（Gallup and Poling，1980）补充说：“另两个明显而具煽动性的

趋势是：人们对教会和有组织的宗教团体的信心比起美国人生活中的其他九个重要

体系来依然十分稳固；多数美国人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宗教信仰”（第11页）。

对此，退休牧师大卫・里德（David Read）给出了他精辟的见解：

“我们面临一项紧迫的任务……表明我们信仰所认定的对与错不是基于个人的

喜好或偏见，而应依靠创造我们的上帝的旨意，并且除非我们因为对上帝的热情而

变得不再那么自私与贪婪、说谎与欺骗，而是更关心穷苦与饥饿的人，在男女关系

上不再那么混乱不清而是更为忠贞，否则，我们的信仰根本没有办法阻止道德的沦

丧，否则，我们的信仰就像“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在我还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时，一位有影响力的五旬节教派领袖来到佛罗里达州

布道，题目是“真理被扭曲” 。他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以赛亚书》59章14节的经

文，“诚实在街上仆倒，”并且对这节经文作了详细的解释：“真理”就像一个东

倒西歪的醉汉，无法在一个是非黑白模糊不清的世界中找到平衡，于是，跌倒在我

们这个世界中，躺在那里，直至被拉起来扶正。这是衡量你在社区中的事工是否有

成效的有力标准。让我们读一读整节经文：“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

诚实在街上仆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赛59:14）

当你借助真理改变世界时，请将下述原则存记在心里。

医治我们现今世界最有效的方法是看到真理站起来。

你需要走诚实的道路。

你需要采取行动，将公平和公义带入我们的社区生活。

•

•

•

5. 人为何回避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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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社区居民交往的方方面面，你都需要廉洁正直、尽心尽意。

不可轻信狡诈的商人和道德骗子的游说之言，他们将真理大打折扣。

你需要通过建造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来彰显教会，并且使教会的成长彰显上帝

的国度。

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当我们看到真理在运行并且完全被高举起来时，我们

并不会轻蔑它，而是给它掌声。真理总是有最后发言权，这是一个不变的事

实。“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对属灵领袖来说，最重要的是持守真理，成为真正的天国公民，并且有必要明

确，公义、诚实和纯全是可感知的道德工具，可以向“诚实在街上仆倒”的社会做

出见证。“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

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6:8）上帝的真理永远长存。我们

是改变世界的参与者。因此，我们必须每天都有所更新，每天向光明迈进一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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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验

圈出最佳答案。

1. 人们一般不愿意去教会的原因是

a）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b）交通不方便。

c）他们想在周日早上睡懒觉。

d）他们担心人们对他们的看法不好。

2. 教会传递关爱、同情和亲切的最佳方式是通过

a）广告。

b）电话推销。

c）服侍社区居民。

d）支搭帐篷的圣战运动。

3. 下列哪种圣灵的果子代表着生机勃勃的生命？

a）仁爱。

b）喜乐。

c）和平。

d）温柔。

4. 下列哪种圣灵的果子可以让我们有智慧地运用和

释放精力？

a）仁爱。

b）温柔。

c）信实。

d）节制。

5. 下列哪种果子圣灵的果子代表平静？

a）仁爱。

b）喜乐。

c）和平。

d）信实。

6. 根据《约翰福音》13节35节，不去教会的人通过

什么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a）不轻易发怒。

b）致力于遵守法律。

c）愿意交十一奉献。

d）彼此相爱。

7. 浪子的比喻的关键点是

a）听命胜于献祭。

b）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c）无条件的爱。

d）义人必承受地土。

8. 火炬传递比赛说明《马太福音》5章13-16节的什

么观点？

a）获胜者不会刻意监视对手的进步。

b）想要试图独自到达目的地的人将会迷失在黑暗

中。

c）准备最充分的人将会最先到达目的地。

d）未做好准备的参与者将会给队友带来耻辱。

9. 通常人们回避真理的原因是

a）他们像小孩一样被虐待。

b）他们变得自私。

c）没有人教导他们道德规范。

d）他们不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

10. 为说明在一个是非黑白模糊不清的世界发生了什

么，《以赛亚书》59章14节用的一个形象化的比

喻是

a）变为黑暗的星宿。

b）猪践踏珍珠。

c）一个东倒西歪的醉汉。

d）一个哭泣的国王。

�第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