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课

关 于我们 的教会

福音就是神通过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的信息。这是神交
托给教会的最大资产之一。作为教会的成员，我们有着不
可推卸的责任与那些还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分享福音。换
句话说就是，教会最大的任务——这一任务也被通称为大

使命——就是把福音传遍全世界。

作为主的工人，你或许会问自己，为了履行这一责任，
我应该做什么？本课的目的就是要回答你的这一问题。在
课文的前半部分中，你将会看到有关如何动员你们的教会

成员去履行大使命的建议；在后半部分中，将会向你阐述
如何改善你们教会的财务状况。改善了财务状况，才能满
足履行大使命所必需的花费。

课文大纲

动员教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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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财务状况

课文目的

当你完成了本课的学习后，你应当能够：

l 为众信徒安排好他们履行福音管家责任的途径。
l 描述可以用来成就神对于教会的财务计划的具体程

序。

学习要领

1. 认真学习课文中的每一个部分：课文大纲，课文目的，

关键词，图表，范例，习题，以及自我测试。
2. 当你学习课文中的程序和范例时，思考一下可以把它

们运用到你的实际情况中去的方式。课文中所指出的
程序，已被许多教会所采用，而且对那些教会颇有帮

助。这些程序也可能会对你们的教会有所帮助。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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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者 财产清单 例行的
委员会 范例 出纳
支出 程序 凭单

课文进程

动 员 教会成员

讲授福音管家之职责

目的 1. 识别福音管家之职责的含义。

有些教会似乎只满足于自身的某一信徒团体。这些教
会的成员并不关心如何致力于发展教会。他们认为自己唯
一的责任是参加聚会和支付金钱给牧师，以便他向他们讲
道。

这些教会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人教导他
们关于福音管家之职责。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必须有人着
手教导他们关于这一管家职责的基本事实。这些基本事实
是：

1. 神是福音的所有者。它是神的福音（罗马书 1：1）。
福音源于他（神）（提摩太前书 1：11）。

2. 我们是福音的管家。我们是一起为神工作的伙伴
（哥林多前书 3：9）。神让我们管理他的奥秘真理，即福

音的奥秘（哥林多前书 4：1，以弗所书 6：19）。神把分
享福音的使命交托给了我们（哥林多前书 9：17-18，马
太福音 10：7-8）。

3. 我们必须明白福音。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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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他人分享我们所不明白的东西。然而，这正是某些信
徒所存在的问题：他们不知道如何向他人说明福音，因为
他们自己并不明白它。

向信徒们教导福音的方法之一，是象福音传道人那样

向 他 们 讲 述 耶 稣 的 故 事 。 课 程 《 基 督 生 命 的 光 辉 》
（Highlights in the Life of Christ）非常适用于这一目的。
毕竟，门徒们所宣讲的福音的主要部分，是由耶稣生平中
的重要事件组成的（使徒行传 2：22-24，32-33；10：36-42；

13：23-32；哥林多前书 15：1-7）。即使今天，向人们讲
述耶稣的故事，在某些国家也是宣讲福音的最佳方式。

教导福音的另一个方法是阐述救恩的基本真理：a）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并被定罪（罗马书 3：10-12，23；6：

23）。b）人不可能自己拯救自己（耶利米书 2：22）。c）
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罪人（使徒行传 4：12，提摩太
前书 1：15）。d）人必须信靠基督才能得救（约翰福音 3：
16，使徒行传 16：31）。

4. 我们必须宣讲福音。我们必须这样做的理由有三
个：a）基督命令要这样做（马太福音 28：19-20，马可
福音 16：15，路加福音 24：47，使徒行传 1：8）。b）
宣讲福音是神用来拯救罪人的方式（罗马书 1：16）。c）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罪过会非常严重（哥林多前书
9：16）。

习题 1、福音管家之职责指的是教会：
a） 是福音的所有者。

b） 是福音的受托者。
c） 是福音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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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属灵的恩赐

目的 2. 指出阐述了受圣灵浸和属灵恩赐如何与教会的
使命密切相关。

神授予教会的使命既伟大又艰巨。但是，神也赐给信
徒们更加有效和轻松地履行这一使命的必要工具。这些工

具就是属灵恩赐。有些恩赐对证实所宣讲的信息颇为有用
（马可福音 16：17-18，20）。

或许，在你们教会中有许多信徒还没有接受圣灵的洗
礼。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邀请他们一起祷告和寻求圣灵

的洗礼，直到他们受到了圣灵浸为止（路加福音 24：49，
使徒行传 1：4-5）。如果一个信徒要去传福音却又没有祈
求圣灵的大能，那么，他将会成为一个失败的管理者。这
就好比他必须在一块很大的土地上耕种，为了帮助他更好

地完成这项工作，主人给他配上了拖拉机和播种机。但是，
他宁愿用手来耕作，却又抱怨这项工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
的！

如果信徒们接受了圣灵的洗礼，他们毫无疑问地会领

受一些圣灵的恩赐。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为了罪人的得救
和建立基督的肢体而使用这些恩赐（罗马书 12：4-8），
那么，他们就必须有效地使用这些恩赐而不要轻忽它们
（提摩太前书 4：14，提摩太后书 1：6）。正如福音是一

种信托，圣灵的恩赐也是这样。我们是这些恩赐的管家（彼
得前书 4：10-11）。

习题 2、圣灵浸和圣灵的恩赐是如何与教会的使命联系在
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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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它们是所宣讲的信息。
b） 它们是教会的目标。
c） 它们是事工的工具。

计划好各种活动

目的 3. 根据课文中所给出的程序，按顺序排列好安排一

项教会活动的各个步骤。

研究你们教会的情况．．． ．． ．． ．．

教会的所有活动都可以分为下面四个类别：

1. 敬拜 2. 事奉
敬拜礼拜

祷告聚会
静修
除夕礼拜
复兴聚会，等等

妇女事工小组，等等

传福音

访问
建筑物的建设和
保养维修
音乐活动

3. 教导 4. 团契活动
新信徒学习班
工人培训班
圣经研修班，等等

晚餐会
户外活动
娱乐活动，等等

在你设计任何活动计划之前，你必须首先研究你们
教会的情况。你需要根据上述四个类别对教会的活动加以
列表。问问你自己：有哪一类活动太过普遍或者是被完全
忽视了吗？教会似乎显得更象一个学校或社交俱乐部

吗？是不是敬拜多而事奉少？或者是正好与此相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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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那样的话，问问你自己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在往前
走呢，还是仅仅停留在某一个地方？在你开始计划各种活
动的时候，你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帮助你意识到自己
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在我看来，前面所列出的分类顺序，

也说明了每一类活动相应的重要性。它对你决定每一类活
动应该占多大的分量有指导作用。

习题 3、在你的笔记本中，把你们教会中的各项活动加以
列表，并按照前面的建议对它们评估。

召开计划会．．． ．．议．

在研究了教会的情况之后，牧师应该与其他事务领导
和部门负责人聚在一起召开计划会议。在会议上他们可以
完成下面内容：

1. 调整全国性和地方性计划，使之适应当地的情况。
人们不要以为这是要把这些计划搁起来或者放弃这些计
划。

2. 一起制定计划，或者是协调教会及其各个部门之

间不同的活动计划。这样你们将会避免各个部门之间工作
的不一致。

由于全国计划和地区计划通常都是年度性的，因此，
每年举行一次这样的会议，也应该是不错的主意。当然，

召开制定其他短期计划的计划会议也是必要的。根据当地
的情况，制定短期计划的会议，，可以每个月或每两个月
召开一次。

这些计划一旦制定，就必须把它们写在记录教会活动

的日程表上。对于特别的日子，年初就要预定好某些活动。
但是，在制定短期计划的时候，也可以加上这些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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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策略．．．．

在制定活动计划的时候，第三课中所提到的策略会颇
为有用。教会的年度目标已经确定，比方说，增加三十个
新成员或者开设其他远方处所或宣教点。各个目标之间的

优先次序也已经确定。当然，敬拜和传福音应该永远处于
最优先的位置。最后，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计划也已
经确定。例如，为了增加三十个新成员，预备工人、开展
一些传福音的活动、为新信徒上课、举行洗礼，都是必要

的。

习题 4、下面给出了可以用来制定教会某些活动计划的若
干步骤。通过给它们标上 1 到 7 的序号，把这些步骤按
照正确的顺序加以排列。你可以用课文中所指出的程序来

指导你的排序。
....a 决定找出一些能干的信徒，把他们培训成为教师。
....b 把所有的领袖都召集在一起开会。
....c 发现很少教导活动。

....d 把所有的教会活动加以分类。

....e 决定某一时间用于培训。

....f 把培训时间的日期写在日程表上。

....g 计划新开设三个圣经学习班。

扩展到全球

目的 4. 按照使徒行传 1：8 中所规定的传福音和发展教
会之计划，决定教会应该首先进行哪项活动。

教会一旦制定了它的计划，就应该执行这些计划。在
其主要目的是传福音的计划中，人们应该知道从哪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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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福音。主为早期教会留下了一份发展教会和传讲福音的
计划，这一计划对我们当今教会也颇为有用。你可以在使
徒行传 1：8 中看到这一计划。

正如你在图表上看到的那样，最好在教会的所在地开
始传福音，然后才一点一点地向更远的地方发展。对于这
一事工，可以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例如：a）在教会开
展传福音活动，b）在郊外开展传福音活动，c）开设新的

宣教点，d）开设空中聚会，e）挨家挨户地派发小册子，
f）探访医院里的病人，g）监狱事奉，h）个人见证， I）
广播节目。

在教会中，传福音的努力不应该只限于某一特别时

间，而在这一时间之后便停止这项活动。主的计划是要教
会不停地努力传播福音。早期教会的信徒们每天都传福音
（使徒行传 5：42）。因此，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
（使徒行传 2：47）。

新信徒们应该受到培训，使他们可以向他人传播福
音，而听了他们福音的人，又可以向其他人传福音，以此
类推（提摩太后书 2：2）。教会应该处于传福音和培训信

你们的所在地

附近的地方

你们省
更远的地方

地极

撒玛利亚

犹太地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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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之间不断循环的状态之中。

习题 5、假如某个教会要遵循使徒行传 1：8 中所指出的
计划把福音传遍全世界，最好从下面活动中的哪一项开
始？

a） 向教会附近的住家派发传播福音的小册子。
b） 派福音传道者和宣教士到邻国去传福音。
c） 在邻省城市举行传播福音的集会。

分派工作

目的 5. 运用分派教会工作的原则，为某一指定事工选择

解决方案。

为了在履行使命中取得最好的效果，教会应该把它的
所有成员都动员起来，不能象观众和演员之间那样把他们
截然分开——一些人做事，另一些人则观看他们做事。教

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成为工人。
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哥林多前书 12：27）。在一个肢

体中，每一个部分都有其特殊的功能。例如，眼睛对观看
很有用，但是不能用来走路。因此，某个成员可能是很好

的成人教师，但是，可能会是一个不怎么好的领唱。所以，
有必要根据神所赐给每一个成员的能力和天赋来分派教
会的工作。

有些人的才能和属灵恩赐非常显著；而有些人的才能

则是潜在的。在第一种情况中，把他们分派到合适的工作
中去，对聪明的领袖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在第二种情况
中，则必须弄明白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了做到这一点，
草拟出有关各种活动的列表，对你可能会有所帮助。然后，

你可以给每一个成员分发一份列表。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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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他乐意参加的活动。试试看，毫无疑问，这一方法是
颇为有效的！

习题 6、假如你是一位教会领袖，你需要一位青年圣经学
习班的老师。你首先应该怎么做？

a） 请那位做探访医院病人工作的人教这个学习班。
b） 自己亲自教这个学习班，虽然你还要负责其他若干事

情。
c） 给所有成员一个机会来指出他们的兴趣和才能。

改善财 务 状况

讲授神对教会的财务计划

目的 6. 把关于神对教会财务计划的圣经经文配上它们
所教导的真理。

讲授神对教会财务计划的必要性．．． ．． ．．．． ．． ．． ．

教会的财务计划与完成大使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正是为什么说不明白这一计划的教会，不可能完成神所
赋予它们的使命的原因所在。事实上，不对信徒们讲授神
的财务计划，会带来了三重伤害：

1. 给信徒们带来伤害，因为这剥夺了他们的祝福，

这一祝福是神对于那些参与他计划的人的祝福。
2. 给教会带来伤害，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履行

大使命。
3. 给牧师带来伤害，因为他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来满

足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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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财务计划．． ．．． ．

神的财务计划有六条基本真理。在你完成了下面的习
题之后，你将会明白这六条基本真理是什么。

习题 7、下面列出了六组经文（右边）和有关神对教会财

务计划的六条基本真理（左边）。阅读每一个经节或经文
段落，然后配上其所教导的真理。

....a 神 的 工 作 必 须 得 到 他
的 子 民 通 过十 一 奉 献

和奉献所提供的支持。

....b 同样，神的工人必须得
到神的子民的支持。

....c 神 的 工 人 也 必 须 支 持

神的工作。

....d 没 有 人 可 以 拒 绝 支 持
神的工作。

....e 神 祝 福 那 些 支 持 他 工

作和工人的人。

....f 神工作中的特别作为，
必 须 通 过 特 别 奉 献 来
募集资金。

1） 民数记 18：25-29。
2） 箴言 3：9-10；

玛拉基书 3：10；
哥林多后书 9：6-7，
10-11。

3） 利未记 27：30；

玛拉基书 3：8-10；
哥 林 多 前 书 16 ：
1-2。

4） 申命记 16：16-17。

5） 创世记 14：18-20；
民数记 18：1-24；
申命记 18：1-5；
哥 林 多 前 书 9 ：

11-14。
6） 出埃及记 25：1-9；

民数记 7：1-89；
以斯拉记 2：68-69；

罗马书 15：25-27；
哥林多后书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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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建议．． ．．

对新信徒们讲授关于基督徒管家职责的基本真理是
一个不错的主意。讲授这些基本真理，也可以作为预备他
们受洗的一个部分。这样，他们将会意识到奉献是基督徒

生活的一部分，正如祷告、读经、做礼拜那样。
其他信徒可以通过学习圣经来接受关于基督徒管家

职责的教导。这类学习可以是整个教会的学习，也可以是
教会中各个部门内部的学习。

所有这些教导的目的，是要使每一个信徒都成为十一
奉献的忠心捐献者。一个信徒可以不交十一奉献的唯一理
由是他没有任何收入。但是，如果他有收入，无论这收入
是多么少，它也是神所赐给他的一种祝福，他应该从这收

入中交纳十一奉献。

任命一个财务委员会

目的 7. 指出关于财务委员会的责任的例子。

使徒行传 6：1-6 向我们表明，教会选择了七位弟兄
来负责管理寡妇们的供给之事。这样，使徒们便可以专心

地以祈祷传道为事。同样，有些教会认为应该有一个财务
委员会与牧师一起负责教会的财务事务，这也是很好的。

财务委员会可以有教会的会计、出纳和一些顾问组
成，在这个委员会中通常由牧师担任主席职务。

财务委员会的功能是：1）安排和管理教会的预算，
2）制定募集资金的计划，3）在每次礼拜之后，计算和
记录所收到的十一奉献和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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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8、根据课文的阐述，财务委员会的具体功能之一是：
a） 决定如何使用教会的资金。
b） 向新信徒们作关于十一奉献的教导。
c） 计划如何分派教会的工作。

资金的管理

目的 8. 根据课文中所阐述的指导原则，指出管理教会资
金的步骤。

教会资金的管理包括资金的募集、保管和合理支出。
本章节（和接下来的几个章节）所阐述的实用建议，是智

利的很多教会，发现对管理教会资金颇为有用的一些方
法。你可能会发现，这些程序也适合于你们的环境。

资金的募集． ．． ．．

所收到的十一奉献和奉献资金，应该由一个委员会来

计数。这个委员会最少应该由两个人组成，最好是三个。
出纳应该是这个委员会中的一员。有些教会认为，把所收
到的奉献记在一个记账本上，把十一奉献款项记在另一个
记账本上，会更有利于管理。在十一奉献的记账本上，可

以把每一笔十一奉献金额写在其交纳者的名字的下面。如
果收到了大额的特别捐献，最好为每一位捐献者出具收
据。当捐献人承诺在某一段时间内捐献某个数额的金钱
时，出具收据是非常重要的事。每一次收到十一奉献和奉

献，都应该由委员会来统计，然后才交给出纳。

资金的保管． ．． ．．

如果教会有足够多的资金开立银行账户，那么，最好
还是利用这项服务。把资金存到银行里，可以免去被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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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纳房间起火之类的风险。银行账户应该以教会的名义开
立，并由牧师和出纳两个人签字，而且也必须有牧师和出
纳两个人签字才能取钱。

在有些地方不可能开立银行账户。在这种情况下，教

会应该为出纳提供安全的箱子或保险箱来保管资金。牧师
或财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保管钥匙。这样，必须有两个人
在场才能打开钱箱。

资金的开支． ．． ．．

所有资金的开支，应该用于教会或领导已经同意的用
途。在得到了牧师支持的情况下，行政领导可以长期授权
出纳支付一些费用。较小的开支或日常开支，如水电费、
清洁费等等，也可以采用这样的程序来支付。但是，大笔

的开支，最好要由行政官员们批准，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得
到教会的批准。

习题 9、资金支出时，意味着这些资金是：
……………………………………………………………………

如果教会开立了银行账户，应该用支票来支付各种费
用，但是小额花费可以现金支付。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
出纳员都应该要求对方对他所支付的费用开具凭单（发

票、账单、票据或收据）。

习题 10、指出下面哪个程序是以课文中所阐述的指导原
则为基础的，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a） 某个教会无法开立银行账户，于是牧师把教会的资金

保管在他家里的一个安全地方。
b） 某个教会的财务委员会长期授权出纳员支付水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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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气费和清洁费。
c） 在某个教会中，在收到十一奉献和奉献的时，都由出

纳员独自一人统计。

要持守忠心

目的 9. 指出那些阐述了一个忠心的财务委员会，在特定

情况下应该如何行事的句子。

牧师、行政官员们和财务委员会应该意识到，他们只
是教会资金的管家（哥林多后书 8：19-20）。这些财物实
际上都是神的。因为资金是主的，教会领袖们应该忠心地

管理这些资金（哥林多前书 4：2）。这就是说，他们应该
按照教会的决定来管理资金。

领袖们也应该忠心地行使他们自己的管家职责。如果
牧师自己本人没有交纳十一奉献，他就没有资格教导信徒

们应该交纳十一奉献（罗马书 2：21-22）。如果出纳没有
交纳十一奉献，他也不适合做管理主的财物工作，由一个
欺骗主的人来掌管他的财物，岂不是很荒谬吗？（玛拉基
书 3：8）。

教会领袖们忠实于他们的职责，预防了上述行为的发
生，会众就会对他们有信心，并乐意捐献钱物。教会的基
金将会不断增加。这样才能够履行大使命。诚然，忠心带
来信心，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习题 11、在下面哪个教会中对教会资金的管理是忠实
的？
a） 某个教会的信徒们捐献了钱用来传福音。这个教会的

财务委员会决定把这用来传福音的奉献中的一部分，

用来维修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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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某个教会中，有一个不交纳十一奉献的信徒提出，
他可以帮助教会做出纳。但是，在他开始交纳十一奉
献之前，他并没有被允许担任出纳。

如何使用账本

目的 10. 指出各种款项所适用的账本，并把每一个款项记

在上面。

账本是财务管理所必须的。教会需要的账本不象商业
公司所需要的那么多。通常由出纳员掌管一本现金账本就
足够了。现金账本是用来记录每个月的现金流动情况的。

账本的每两页纸都加以编号。
收入通常由十一奉献和奉献组成。偶尔也可能会有其

他款项收入，如出售东西或收回欠款。支出主要由牧师的
工资、教会的一般花费和购买各种东西组成。

十一奉献记录在十一奉献记账本上，每个月的月尾加
以合计，然后，记在现金记账本上。从远方站点或传教点
所收到的捐献，也以同样的方法加以记账。

习题 12、设立现金记账本的目的是什么？
……………………………………………………………………

有一些捐款是献给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例如，捐献
给某一访问讲道者的捐款，捐献给某一位有需要的信徒的

捐款，捐献给讲道团的捐款，捐献给圣经学院的捐款，捐
献给圣经协会的捐款。这些捐款的收支也应记入现金账本
上。这样，教会的记账本上就会对这些款项有记录。

下面你所看到的是现金记账本上记录收入款项的范

例。你可以对这加以调整，以适合你们国家所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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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月十九…… 1

1 奉献 6.50 3 牧师差旅费 5.10
4 `` 19.10 5 公共事业开支 15.60
8 `` 5.30 9 建筑物拨款 34.80

11 `` 11.40 11 给 Rev…… 25.30
11

``  给 Rev…… 25.30
31

牧师工资
260.0

0
15 `` 5.60 31 给圣经学院 30.00
18 `` 10.90 31 邮费 2.60
22 `` 5.90
25 `` 12.50
25 ``  给圣经学院 30.00
31 每月一次的奉

献: 远方站点… 14.50
31 每月一次的奉

献: 远方站点… 10.20
31 全月的十一奉献

款
462.0

0

全月收入
619.2

0 全月支出
373.4

0

五月份余额
58.40

结转七月份余额
304.2

0

总计
677.6

0 总计
677.6

0

在每个月的月末结出余额。收入和上月余额的总数，
永远都等于开支加结转下个月的余额。

每一个教会还应该有财产登记本。教会的所有家具
和财产都要记在这个本子上。某一样财产已经用坏了，就
要在登记本上把它画掉，并在登记本上保留其记录。购买
了什么，丢失了什么，或者是卖掉了什么，都应该记在登

记本上。
经常盘点财产然后重新登记是一种很好的做法。这样

做的目的是要查看所登记的财产是否仍然实际存在。为了
有利于自己的工作，教会的新牧师应该领取这个教会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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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登记本。

习题 13、把下面所列举的每一个选项（左手边）配上应

该记录它的本子或页面（右边）。
....a 给圣经学院的奉献 20.00

元。
....b 购买了三张新椅子。

....c 全月从远方站点收到的奉
献 15.34 元。

....d 支付牧师工资 275.00 元。

....e 交给圣经学院 20.00 元。

....f 汤姆斯密司交纳十一奉献
10.50 元。

....g 卖掉了两个乐谱架。

1） 十 一 奉 献 记 账
本。

2） 现 金 记 账 本 的

收入栏。
3） 现 金 记 账 本 的

支出栏。
4） 财产登记本。

如何交帐

目的 11. 指出出纳员的财务报告应该包括哪些账目。

在第二课中，你学到了一个管家应该对他的管家职责
交帐。同样，教会的出纳员每个月也应该向领袖们报告教
会的财务情况。通告教会也是一个好主意。通告的内容可
以是总结性的，除非会众要求详细报告。财务报告应该包

括：1）交纳十一奉献者的名单以及他们所交纳的金额；
2）教会的财务状况。

下面是基于上一个章节之例子的财务报告的一个范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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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

收入                             支出

一般奉献 77.20 特别奉献 55.30

特别奉献 55.30 一般开支 18.20

远 方 站 点 的
奉献

24.70 交通费 5.10

十一奉献 462.00 维修保养费 34.80

工资开支 260.00

收入总计 619.20 支出总计 373.40

五月份余额 58.40 结转七月份余额 304.20

合计 677.60 合计 677.60

教会的年度会议也可以使用类似的报告。把每个月财
务报告中的数额加到一起，便很容易得出全年的数额。

习题 14、根据课文中所给出的例子，指出出纳员每月的

财务报告应该包括下面的哪些选项，并圈上其前面的字
母。
a） 一般奉献的数额。
b） 教会的家具清单。

c） 一个月的总开支。
d） 特别奉献之收入。
e） 工资开支总计。

维持牧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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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2. 从所列举的数额中，选出一个在所指定的环境中
能够合理地维持牧师生活的金额。

维持牧师生活的各种不同方法．．． ．．．． ．．．．．．

在各种各样维持牧师生活的方式中，主要有下面几

种：1）信徒们所交纳的十一奉献，2）十一奉献和奉献
的某个百分率部分，3）酬金，4）工资，和 5）一些礼物。

合理的维持．．． ．．

有些教会很难决定对牧师的合理维持应该是什么。这

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首先考虑到牧师需要多少钱来维持
他的生活。当然，牧师没有必要过一种奢华的生活，但是，
他应该过上一种舒适的生活，足以使他事工的时候 “有快
乐 ”，而 “不至于忧愁 ”（希伯来书 13：17）。

信徒们应当考虑到这一事实，他们的牧师通常比他们
有更多的客人和更多的旅行。此外，他每天都需要象一个
职业人士那样穿着，需要不断地购买新书充实提高自己，
以便更好地教导会众。同样地，有着一个大家庭的牧师，

比那些只有一个小家庭的牧师的需要也要更多。
考虑到前面所提到的因素，决定维持牧师生活的工资

的公平指导原则应该是什么？你们国家的公务员的平均
工资，应该是一条很好的指导原则。

习题 15、在某个教会中，信徒们希望决定应该给予他们
的牧师以多大的工薪支持。基于课文中所给出的指导原
则，他们所给予的金额应该与谁所挣的工资相近：
a） 在他们政府机关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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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们教会中的普通信徒。
c） 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中的医生或律师。

编制预算

目的 13. 假定某一年的年度收入，然后基于课文中的范例
编制出教会的预算。

在第七课中，我们探讨了如何制定个人财务预算。预
算对保持教会的财务秩序也极其有用。

制定预算的第一个步骤，是要由有才干的信徒们建立
起一个委员会。他们制定预算，然后把预算提交给牧师和

委员会。当然，有时候牧师和委员会也可以作为预算委员
会。对预算作了审议之后，预算委员会就要把预算提交教
会审议通过。

预算委员会要研究教会所拥有的所有资源，以及短期

内它可能会接收到的资源。同样，预算委员会也要研究日
常的开支，以及新的开支、投资和用于预算外开支的储备
金。很自然，预算的支出不应该大于预算内的收入。

预算通常都是以年度为基础来制定的。但是，如果你

要把年度预算作为每个月的预算来用，那么，每个数字除
以 12 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通货膨胀使得预算无
法执行，就一定要对预算作必要的调整。但是，如果预算
是用百分率来制定的，就没有必要对它作过于频繁的改

变。

习题 16、如果某个教会每年预算内可操作的资金是 1200
元，这个教会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是多少才能与它的预算相
符？

a） 50 元 b）100 元 c）600 元   d）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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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预算的范例，你可以加以调整以适合你们
教会的需要和特点。

收入 年 月

十一奉献收入
登记成员的十一奉献
新成员的十一奉献
协作信徒的十一奉献

奉献收入
一般奉献
特别奉献

其他收入
出售收入
捐赠收入

总收入

支出 年 月

教派外开支
圣经协会
教会组织

教派内开支
布道团
国家基金
地区基金
圣经学院

地方教会层面的开支
一般开支
交通费
印刷品
传福音
房舍的建设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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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
家具和设备
应急支出
总开支

到了年底，教会必须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结果进行评
估。教会的收入有预算的那么多吗？必须剔除某些开支

吗？有没有哪些需要几乎没有得到资源上的支持？当这
些问题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得到回答的时候，下一个年度的
预算便得到了很好的预备。

习题 17、看一看课文中 “如何使用账本 ”这个章节关于六月

份 收 入 款 项 的 范 例 。 假 设 那 个 教 会 全 年 的 总 收 入 是
9,000.00 元（包括六月份所记录的 619.20 元）。运用前
面所给出的例子，在你的笔记本中编写出这个教会可行的
年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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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1 假如你要向某一个信徒小组阐释福音管家职责的含
义。把下面每节参考经文（左边）配上其有助于教导
或说明这一管家职责的那个方面（右边）。

....a 马太福音 10：7-8。

....b 马可福音 16：15。

....c 使徒行传 4：12。

....d 使 徒 行 传 10 ：
36-42。

....e 罗马书 1：1。

....f 哥林多前书 3：9。

....g 提摩太前书 1：11。

1） 神是福音的所有者。

2） 我们是福音的管家。
3） 我们必须明白福音。
4） 我们应该宣讲福音。

2 在你的笔记本中写出一系列活动，以帮助教会领袖意

识到如何在信徒们中间分派教会工作。你至少应该列
举出十项具体活动，诸如举行监狱礼拜、安排团契聚
会，等等。

3 假设你在教导一个新信徒小组关于神对教会的财务

计划。在你的笔记本中，列举出你将加以强调的六条
主要真理，和至少一节说明各条真理的参考经文。

4 假如你被要求担任某个教会的领袖，而这个教会的成
员们一直没有接受过关于十一奉献的教导。他们对资

金的管理毫无章法，也没有账本。在你的笔记本中，
列举出你将采用哪些步骤来帮助这个教会，使之成为
它的资源的忠实管家。



关于我们的教会 223

习题答案

9 被支付以满足各种不同的花费。
1 b）

10  b）。 （你能解释其他两个程序错在什么地方吗？）
2 c）

11  b）。（答案 a）所描述的财务委员会的做法为什么是
不忠实的？）

3 你的答案。你们教会的活动均衡吗？
12 现金记账本记录每个月的现金流动情况——现金收

入和现金支出的情况。
4 a  5

b  3
c  2
d  1
e  6
f  7
g  4

13 a  2）
b  4）
c  2）
d  3）

e  3）
f   1）
g  4）

5 a）

14 a）      c）      e）
6  c）。（如果你这样做，你或许会发现某个人对帮助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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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感兴趣，并可以培训成为这些青年人的教师。
这也是分派教会工作的一种方式。）

15  a）。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牧师的支持，应该
足以满足他的生活需要和由于他的特殊责任所带

来的额外开销。）
7  a   3）利未记 27：30；玛拉基书 3：8-10；哥林

多前书 16：1-2。
b   5）创世记 14：18-20；民数记 18：1-24；申

命记 18：1-5；哥林多前书 9：11-14。
c   1）民数记 18：25-29。
d   4）申命记 16：16-17。
e   2）箴言 3：9-10；玛拉基书 3：10；哥林多后

书 9：6-7，10-11。
f    6）出埃及记 25：1-9；民数记 7：1-89；以斯

拉记 2：68-69；罗马书 15：25-27；哥林多
后书 8：14。

16 b）
8 a）

17 你的答案。如果你是一位教会领袖，或许你会意识
到如何调整课文中所给出的预算以适应你的情况。

一份预算可以帮助你计划如何使用教会的资源，以
履行它作为福音之管家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