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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培训领袖 

 
 
 

大卫和约翰来拜访以奥弟兄时，显得有些沮丧。

“我有些难过，现在该尼的教会，成长得不像开始的

时候那样快了，”大卫说：“这个月，又增加了三个年

轻人，但却没有新家庭的加入。新信徒需要我们投入

越来越多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能

花很多时间去寻找新人。”  

“我想回答你的问题，可以用一个词——领袖，”

以奥弟兄回答说：“我们已经谈到如何组建教会，以及

如何建立一个可自我管理的教会。没有哪个教会能够

只依靠一两个领袖的带领。现在，你们必须开始训练

信徒承担教会内的领导职责。他们在学习如何帮助教

会内肢体的同时，也将学习如何影响教会外的人们。

这将有助于保持教会的成长。”  

如果你正致力于一个正在成长的教会，或计划将

来要建立这样一个教会，那么这节课将帮助你了解培

养领袖的方法，这些领袖将承担起教会内的职责。你

还将学到一些来自圣经的原则，这些原则将指导你选

择和训练地方教会中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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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培训领袖的理由  
领袖的资格  
预备领袖  
 
学习目标  

当你完成本课时，应该能够：  

  解释训练教会内部领袖的意义。  
  指出新约中选拔教会领袖的原则。  
  指出有果效的教会领导必须具备的基督徒品质。  
  指出通过哪些方法可以培养出有功效的领袖。  
 
学习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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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学习课文大纲和学习目标。一定要阅读文中引用的

所有经文，回答所有习题。独立回答各习题后再核

对答案。  
2 .  完成课后自测题并核对答案。  
 
关键词  

函授班  
寄宿学校  
研讨会  

短训学校  
温和  

 
课文进程  

培训领袖的理由  

目的 1：为什么需要来自地方教会内部的领袖，把陈

述其理由的句子挑选出来。  
 
来自圣经的理由  
 

一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后，其栽培者可能要去一

个新地区建立另一个教会。教会要继续成长并扩展它

的事工，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教会内本地领袖的手中。

圣经中的实例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原则。  

耶稣早期传道的几年里，他向成千上万的人讲道，

医治了成百上千的人，但他只选择和训练了几个门徒

（十二个），要他们去领导新教会，并训练其他人成为

领袖。耶稣十分关心天下百姓。他怜悯地为他们哀哭

（路加福音 19： 41）。虽然他想亲自赢得他们，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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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最好通过几个受到纯正训练的门徒来影响众人。

而这些门徒和那些被他们带到主面前的人一起，确实

影响了许多人。他们的影响力遍布“天下”。（使徒行

传 17： 6）  

当耶稣向门徒做最后的指示时，他并没有要求他们

去找一大群人，向他们传道，而是要求他们“使万民作

我的门徒”。他知道，能让他们把福音带到全世界的关键

在于此（马太福音 28：19-20）。  

使徒保罗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在提摩太后书 2：2 中，

他写道：“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

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早期教会的领袖们，全身心

地致力于训练“忠心的人”，好让他们也能继续教导别人。

通过训练忠心的工人，教会栽培者能够更有效地扩大他

的工作成果。  

1. 根据提摩太后书 2：2，教会培栽者怎样帮助教会成长

和扩展其事工？（选择最正确的答案。）  
a) 他可以系统地教导神的道并为教会祷告。  
b) 他可以训练本地教会的领袖，让他们明白如何教导别

人。  
 
实际理由  
 

无论按常理，还是出于属灵因素的考虑，很明显，

领袖一定要来自教会内部。教会里的人，通常对熟悉他

们生活方式的人很有认同感。例如，生活在一个小村庄

里的人们，可能觉得很难接受一个来自国际大都市的人，

做他们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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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教会总是依靠一个外部资助方的领导，从

属灵方面看，这个教会有很严重的问题。这并不是说本

地教会的工人不能离开本地区，而是指教会的一项重要

事工是培养本地领袖。教会内领袖的培养，是自我管理

的合理结果。教会要为自己的稳固承担责任，也有义务

把福音带到周围社区。通常，这会自然导致属灵成长和

人数的增加。如果某个牧师，有像保罗训练提摩太和提

多一样的远见，去培养教会内的领袖，那真是全体教会

的福分。这样的牧师知道如何激励别人，如何分配责任，

而不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威。这些牧师知道，那些投入事

工的肢体们，将建立一个合一、快乐、健康的教会。一

个牧师，如果事必躬亲，一定要自己控制所有的事情，

那么他将不得不为预防不满情绪而努力。此外，他还会

抑制教会的成长。他必须让其他合格的信徒承担责任，

好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 4：12）。 
 

2. 在笔记本上，列出三个实际理由，说明为什么应该培

养教会内部的领袖。  

3. 关于培养教会内领袖的必要性，以下哪些陈述是正确

的？  
a) 当传福音的责任掌握在本地教会领袖的手中时，本社

区的传福音工作可能进展得更好。  
b) 因为早期教会还不成熟，未做好准备，所以保罗一个

人承担了教导新信徒的所有责任。  
c) 一个牧师把领导责任分派给教会内的其他人时，就坚

固了自己的事工。  
d) 培养地方教会内的领袖也是顺服主的命令，使万民作

他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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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的资格  

目的 2：指出作为教会监督（领袖），所必须具备的资格。 
 

在第三课中，我们学习了教会管理以及教会里某些

领袖和委员会的必要性这些对于教会的坚固和有效事工

都是必要的。还学到要为教会的官方理事会选拔领袖。

这些都是对牧师教会工作的支持。他们的工作不是管辖

教会或牧师，而是和牧师一起服侍教会。  
 
属灵标准  

在提摩太前书 3：1 中，我们读到：“人若想要得监

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那么，我们对它的认识应该

毫无问题了，监督或执事的资格如下所示。（提摩太前书

3：2-10；提多书 1：5-9）  

1. 他必须无可指责：也就是说，没有人能找出理由

控诉他有不端的行为。  
2. 他必须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对于男人可以频繁

地与多个妇人同住的社会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保罗

清楚地阐明了基督徒的婚姻标准，即：一个男人只能有

一个妻子，而且他应该对她且只对她忠心。  
3. 他要有节制：他在任何行为上都不应该有极端表

现。在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都应该有自制力，都应

该适度。  
4. 他要自守：他不会轻易发怒，不能屈服于过度的

欲望，也不能自我捆绑。  
5. 他要品行端正：他的生活应该是有序的，熟悉他

的人都很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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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要好客：也就是说，他要和别人分享自己的家

和时间。  
7. 他要善于教导：他必须能够把福音传讲给别人，

并把基督徒的生活教导给他们。  
8. 他不嗜酒。  
9. 他很温和，不争竞。  

10. 他不贪财。  
11. 他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家庭。他使自己的儿女凡

事端庄、顺服。  
12. 他不是新信徒。  
13. 他在教会外有好名声。  
14. 他决不能暴躁。  
15. 他一定要好善。  
16. 他一定要用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

驳倒。  

4. 再阅读提摩太前书 3：2-7。这一系列资格所强调的是

什么。  
…………………………………………………………………… 
…………………………………………………………………… 

当我们读到新约教会对领导层的要求时，我们注意

到，被强调是品质而非行为。这一点在我们刚刚读过的

那段经文中是事实，而且在属灵领袖被推选的事件中也

是事实。当保罗需要一个旅途同伴时，他选择了提摩太，

这个人“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使徒行传 16：
2）。在耶路撒冷被选出来管理饭食的那些人，都是“被

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使徒行传 6：3）。当保罗写

信给提摩太和提多，教导他们有关地方教会的领袖的事



 165 

165 

情时，他强调的是品质，而不是任务。  

保罗知道任务是会变的，而且随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而改变。他知道一个人如果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就能

鼓励和引导教会这个家庭。在各种文化背景和时代中，

人们都需要得到代祷、教导和鼓励。具备这些事工能力，

要比讲论如何完成任务重要得多。  

保罗没有给领导层固定什么模式。在以弗所书和腓

立比书中，他谈论了监督和执事；在给提多的信中，他

提到了监督（或长老），但没有提到执事。他这样做可能

是为了确保有新的创造。他知道为实现同一个属灵目的，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需要多种多样的方式。 

在各个新约教会中有一个事实很清楚：那就是它们

始终有众多的领袖。没有哪个个人独自一人事工，尽管

有些人，比另一些人肩负了更多的责任。保罗指出“那

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

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摩太前书 5：17）  
 
5. 试想，在你的教会里或者你认识的基督徒里，有人具

备新约领袖的品质吗？在笔记本上写出三、四个理

由，说明你为什么认为他们具备这些品质。  

6. 阅读提摩太前书 3：2-6 和提多书 1：7-9。在各个陈

述旁边写出其所描述的品质。  

 品质  

a 约翰很有条理地工作、也有适当的

娱乐时间、饮食很温和、很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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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威廉已经和撒拉结婚十年了，她是

他唯一的妻子。他对她很忠诚，也

很爱她。  

 

c 海勒姆很乐意邀请穷人吃饭或来自

己家作客。  

 

d 马太定期奉献，也为自己的家庭挣

来足够花销的钱，没有制定“快速

致富”计划。  

 

e 詹姆斯受到邻居的冤枉，但他给予

了友善地辩解，没有生气。  

 

f 当大卫的车间出现偷窃行为时，他

的老板知道大卫不会犯这样的罪。  

 

g 罗伯特已经忠心服侍教会五年了，

他还是个优秀的圣经教师。  

 

h 彼得的孩子们会找他咨询和提供属

灵建议。他们定期和他一起去教会。 

 

7. 把在你自己的生命中还需要培养的品质找出来，在其

旁边划 X。请求圣灵帮助你获得这些品质。  
 
明确得到公认的领袖  

目的 3：指出公认的领袖所具备的哪些品性，对做教会领

袖是有益的。  

在各个村庄和城镇的各个地区，都有人被大家公认

为领袖。这些人可能富有，可能贫寒，也可能居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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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所以被公认为领袖，是因为人们看重他们的观点，

重视他们的判断。当地出现纷争时，人们会来找领袖解

决问题。当需要派代表与官方对话时，人们会请求这个

公认的领袖为自己代言。当本地出现什么新鲜事物时，

人们会来找这些领袖，了解他们的看法。  

使徒保罗知道公认的领袖，通常会成为最出色的属

灵领袖。他知道，如果这些领袖能够真的归正，并把自

己献给主的话，能够影响整个地区的人成为信徒。这就

是为什么保罗要利用一切机会，向这样的领袖作见证，

比如马耳他岛首领、巡抚腓力斯和非斯都、亚基帕王，

甚至罗马皇帝的家人（使徒行传 24-26，28；腓立比书 4：
22）。  

应该建议教会栽培者同样采取保罗用过的原则。他

应该大胆地向所有人宣讲福音，但要确保让各个社区中

的本地领袖，能有机会成为信徒。当一个地方的信徒越

来越多时，教会栽培者就应该从新信徒中仔细发掘，找

到大家公认的领袖。新信徒们将尊重并顺服他们的领导。

非信徒也将更敬重福音，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公认的领袖，

都变成了信徒。  

当保罗把他的门徒提多留在克里特岛工作时，他要

他在各个教会中设立“长老”。这些人都是成熟的信徒，

有很高的道德品质（提多书 1：5-9）。保罗告诉提多“在

各城”都要有这样的领袖（5 节）。教会栽培者一定要小

心，不要仅仅因为某人比自己年长或年轻，就忽视任何

一个有领袖潜质的人。一个成熟的信徒可能很年轻，而

一个年长的人可能灵里并不成熟。重要的是：一个有潜

力的领袖，应该受到社区大众的尊重，在属灵生命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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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都很成熟。  

8. 得到大家公认的领袖的哪些品质，表明他们有成为属

灵领袖的潜质？关于这个问题，以下哪些陈述是正确

的？  
a) 社区大众重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  
b) 他们通常是城镇里的富人。  
c) 他们对社区的利益有影响。  
d) 社区大众认为他们处理问题很公平。  
e) 他们一定是社区内的长者。  
f) 他们因为自己高尚的品德而受人尊敬。  

 

预备领袖  

新约方法  

目的 4：列出训练教会领袖的三个新约原则。  
 
属灵预备  

要接受向失丧的人传福音的挑战，我们可以向新约

方法学习。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传福音

和训练教会领袖的方法都很灵活。不同的方法用于不同

的情况。这个现象告诉我们新约教会的领袖们，都接受

了圣灵的带领。这也表明训练领袖继续教会工作，要把

重点首先放在属灵预备上而不是知识的预备上。使徒们

都信靠圣灵带领新领袖。  

耶稣对门徒的预备首先是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马可福音 3：14），然后，他们才出去传道治病。耶稣

经常花时间单独和门徒们在一起，把属灵的教训教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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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马可福音 4：10；6：31；路加福音 11：1-13；以及

约翰福音 3：22）。属灵预备对于门徒们的训练如此重要，

以致于在他们和耶稣一起经历了他的事工，一起在客西

马尼园和骷髅地之后，他告诉他们还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受圣灵的洗”（使徒行传 1：5）。  

要做好属灵预备，就要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如何在

祷告中祈求神的赦免。通过深入而非肤浅地学习和祷告，

信徒将学会依靠圣灵的教导和带领。这个学习过程，从

人把生命交托给基督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要贯穿于基

督徒的一切经历。  

经历上的预备  

通过承担事工任务，耶稣帮助他的门徒们学习事工。

他的方法可以称为“在职训练”。教会栽培者或牧师，应

该像耶稣那样训练领袖。给传教士们机会在教会里事工。

他们可以带领传福音小组、探望病人并为其祷告、承担

圣经学习班的教学，以及带领祷告聚会。我们在马太福

音 17：17-20 中读到，有个人的儿子患癫痫病，门徒们没

能医治好，于是耶稣把他们带到一边，进一步地教导他

们。保罗曾在以弗所的会堂里，教导辩论两年（使徒行

传 19：9-10），但并不仅仅都是演讲。许多传教士从那个

课堂里出去事工，因为我们读到，在那两年里“一切住

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使徒行传 19：10）。这可不是一个小任务。很明显，保

罗并没有亲自去许多地方。显然有其他传教士在歌罗西、

希拉波立和老底嘉建立了教会（歌罗西书 2：1；4：13）。
福音在这个省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以后的许多年，它都

是基督教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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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传教士的参与  

耶稣把十二个门徒派出去传道，然后又“设立七十

个人”（路加福音 10：1）。这些传教士出去传讲他们从耶

稣那里学来的教训，回来时都欢欢喜喜（10：17）。在同

一章里，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10：2）。
大丰收需要的工人很多，每个信徒都应该参与到收割庄

稼的工作中去。不是所有人都被叫做传道人或教师，但

是基督教会的所有肢体，都是作见证队伍中的一员，有

责任传福音。新信徒可以向未得救的人作见证，老信徒

可以帮助新信徒，牧师可以教导执事，而执事可以成为

非神职传教士，并建立子教会。新约里，司提反死后，

逼迫使得信徒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地（使徒行传 8：
1）。只有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而分散出去的信徒们，

则在所到之处传遍了神的道。同样的原则，一样适用于

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非神职传教士的参与，

教会扩展得越来越广泛。  

9. 用你自己的话，把早期教会训练传教士所遵循的三个

原则列出来。写在笔记本上。  
 
通过榜样的作用训练领袖  

目的 5：哪个句子说明了个人的榜样作用所教导的真理，

把这些句子挑选出来。  

要表现出对服事的渴望  

耶稣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约翰福音 13：16）。
教会栽培者不要期望他所培养出来的领袖，具有的献身

精神、洞察力以及属灵成熟度，会超过自己生命所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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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身教胜于言传。“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

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得前书 5：2-3）  

主耶稣自己是渴望服事的最伟大的榜样。对此，使

徒保罗总结得非常精辟：“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像……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自

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腓立比书 2：5-8）在

路加福音 22：14-30 中，描述了一个事件，让我们看到门

徒中出现了一种错误态度。约翰福音 13：1-17 记载了当

天晚上继续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通过

自己的榜样作用教导门徒的。请全面和敬虔地阅读这些

经文。如果一个教会栽培者能够遵循服事人的原则，服

事他所带领的人，那么某些人肯定会听从他的教导，顺

服他的领导。他所带领的人，将在他的生命里看到耶稣。 

10. 再读一遍路加福音 22：14-30 和约翰福音 13：4-17。
什么事件促使耶稣采取了约翰福音 13： 4-5 里的行

动？  
…….…………………………………………………………… 
…………………………………………………………………… 
11. 简要解释耶稣在约翰福音 13：12-17 中的教导。  
…………………………………………………………………… 
…………………………………………………………………… 
12. 为什么这些经文中的教导，至今仍然如此重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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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忠心和信心的榜样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

上也忠心”（路加福音 16：10）。作为一个正在从事神工

作的基督徒，尤其教会栽培者或牧师，没有什么工作是

无关紧要的。通过关注细小的工作细节，信徒能够表现

出自己的忠心。如果你无法确认能否到场参加聚会，能

否准时，那就不要做承诺。如果你承诺了要在某个时间

做某个事情，那你一定要做到。如果你在这些小事上都

很忠心，你所带领的那些人将对你充满信任。他们将通

过你的榜样作用，明白为什么要忠心。  

有关信心的重要性，在希伯来书 11：6 中有所教导：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说在事奉神的事

情上取得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信心。一个人来

到一个地方，看到那里没有一个信徒，便说要在那里建

立教会是不可能的。另一个人却认为那个地方需要教会。

他把它当作一个极大的机会。信靠神的大能，意味着我

们相信自己，能够完成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要帮助别

人学会信靠神的大能，最有效的方法，是在问题和困难

中所彰显出来的信心。  

13. 选出正确的句子。  
a) 通过给门徒洗脚，耶稣显明了事工的含意。  
b) 耶稣说掌权的人，同时也是服侍人的人。  
c) 教会栽培者最重大的任务，是把有关愿意事奉的

真理教导给人。  
d) 打扫教堂对教会而言，是一项有用的事工。  
e) 一个牧师能牧养教会，他认为主要是因为自己一

定具有端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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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要学会信靠神的大能，最好的方式是在非常困难

的情况下去信靠神。  
 
高级培训  

目的 6：关于“训练教会领袖”的目的和方式，哪些句子

表达得最准确，选出这些句子。  

有时有些牧师总想把优秀的领袖们，长时间的留在

本地教会里。确实是本地教会培养和建立了这些领袖。

然而，在本地教会中训练领袖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

了培养本地领袖，也是为了给普世教会的各样事工培养

领袖。必须培养的人有传教士、教师、牧师、以及教会

组织的管理者。神赐给我们管理的恩赐，向教会里的信

徒，说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的恩赐（罗马书 12：8；
哥林多前书 12：28）。要想让新教会得以建立、发展，要

想让教会的事工向外扩展，牧师一定要有眼光，识别并

鼓励那些蒙召做全职事奉的人。  

使徒保罗看到了提摩太内心的无伪之信和神的恩赐

（提摩太后书 1：5-6）。有证据表明，提摩太只和保罗同

工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大概只有几个月（使徒行传 16：
2-4），此后，他就被派到以弗所和其它教会，担当牧师兼

教师的事工。提多、推基古、亚提马等等这些人，都和

使徒们关系密切，但是，他们都派出去，在亚西亚的各

教会中承担自己的事工。保罗在歌罗西书、以弗所书和

腓立比书中，称他们为“同工”，而不是“学徒”。  

短期或函授圣经学校在当今这个时代很有效，可以

在当地教会的中心或附近训练信徒。这些学校提供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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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课程，学程可能从一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一个班级

的同学，有可能在周末的强化讨论课上集中，也有可能

持续几个星期在晚上集中上课。这种方法使那些担任了

教会职务或有工作的人，无须放下手头工作，就可以从

高级圣经培训中受益。学校采用的材料可以来自寄宿学

校。有些学校的教学采用国际函授教程课程，以研讨会

的方式，让一些有经验的教师或牧师授课。这些学校都

是很成功的中等圣经培训体系，因为它们能让更多的人

获得训练。这些培训增强了本地教会的事工。  

寄宿圣经学院为培养未来的教师、牧师、和教会管

理人才，以及为教会发展提供这些必须的领袖人才，提

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这些学校针对的是那些已经证明

自己是领袖，并在生命中显明了神的呼召的人。  

在圣经大学或学院的几年时间里，学生要接触到由

许多经验丰富的合格教师提供的各种事工。这些年是值

得珍视的，它让你全时间学习神的道，让自己的生活更

加敬虔，再从与其他蒙召作福音事工的人一起工作的经

历中受益。  

14. 选出有关培训教会领袖的目的和方法的正确句子。  
a) 对于一个渴望成为牧师的人而言，地方教会是他

证明自己具备事奉和领导潜能的最佳地点。  
b) 保罗训练领袖的方法表明，有潜质的领袖，应该

作为学徒事奉许多年。  
c) 与正规寄宿学校相比，短期或函授圣经学校的灵

活性，能使更多的人学习圣经课程。  
d) 鉴别可能的教会领袖，寄宿圣经学院是最佳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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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圣经学院，在让学员接触到经验丰富的合格教师

的教导方面很有优势。  

要想对领袖培养有更全面的了解，你还可以学习

《人、任务和目标》这门课程，它也是该系列的课程之

一。  

每个地方教会都应该像一个温床。当植物从温床中

发芽、生长、越来越高大后，温床上不再有它们生长的

空间了。农民小心地把它们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在那里，

它们将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并产出丰盛的庄稼来。  

一个优秀的教会栽培者，将在新教会里培训人。当

他们在灵里不断长大，成为合格的领袖时，栽培者不要

试图让他们把全部工作都放在同一个本地教会里。属灵

领袖在广阔的田地里，会比在温床里结出更多的果子来。

今天，在世界许多地方，仍然是“要收的庄稼多，作工

的人少”（路加福音 10：2）。一个智慧的领袖，会帮助新

领袖们发展，然后把他们派到有庄稼要收的新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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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多项选择题：选出正确的句子。  

1 地方教会的肢体中需要领袖  
a) 给他们以归属感。  
b) 以确保教会事工的稳固、持续和扩展。  
c) 因为有肢体们的鼓励。  
d) 因为这是使徒保罗所教导的原则。  

2 一个教会栽培者试图事必躬亲，  
a) 将确保工作按正确的方式完成。  
b) 将通过自己的榜样作用教导新信徒。  
c) 将引起不满并限制教会的成长。  
d) 应该从邻近的老教会带一个助手来。  

3 教会领袖的资格  
a) 根据地方社区的需要和标准而变化。  
b) 在圣经中有具体的陈述，而且适用于各个时代

和文化背景。  
c) 对于新信徒太难了，无法接受。  
d) 在圣经中有具体的陈述，而且还陈述了该如何

完成各项职份。  

4 在职事工培训可以这样描述  
a) 工人可以在事工的过程中学习。  
b) 观察经验丰富的讲道人的事工。  
c) 阅读关于如何成功赢得心灵的书籍。  
d) 这种方式，只适用于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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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下哪个句子，最准确地描述了基督身体所承担的把

福音带到全世界的责任？  
a) 每个信徒都有责任，把基督的福音带给失丧的

人。  
b) 某些信徒得到呼召，向失丧的人作见证。  

6 新约中训练教会领袖的第一个原则是  
a) 知识上的预备。  
b) 在讲道方面的广泛训练。  
c) 在教会管理方面的训练。  
d) 属灵预备。  

7 耶稣教导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这个教导的重要内涵是  
a) 几乎没有人能在大事上忠心。  
b) 忠心是一种品质，是在各种环境里都看得到的

品质。  
c) 某人可能表现得很正直，却不值得信任。  

8 使徒保罗训练教会领袖的方式是  
a) 给他们非常具体的指导，并不时地监督他们。  
b) 鼓励他们施行自己的事工恩赐，并让他们有机

会这样做。  
c) 让他们长时间地处在密切的监督之下，并不断

地写信加以指导。  

9 以下有关短期圣经学校的优势的句子都正确，除了： 
a) 不能放下工作的人，可以更方便地参加短期学

校的学习。  
b) 它们比大部分寄宿学校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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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短期学校可以花较少的时间，获得圣经学习

学位。  
d) 这种学校让更多的人，有可能学到圣经培训课

程。  

10 把一个执事应有的品质（右栏）与这种品质的外在证

据（左栏）搭配。  
.. .. a 他 的 老 板 让 他 全 权 负 责 商

店。  
.. .. b 尽管有不公平的批评，但他

仍然坚持教导一个学习班。  
.. .. c 他温和的回应了一个人愤怒

的指控。  
.. .. d 即使没有人感谢他为教会作

的工作，他仍然很满足。  
.. .. e 即使很忙碌和疲倦，他仍然

邀请单身的人们来自己家。  
.. .. f 他很愿意节制自己，好能拿

出额外的奉献。  

1) 自制。  
2) 好客  
3) 不贪财  
4) 有好名声  
5) 成熟的基督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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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8 a 正确  

b 错误  
c 正确  
d 正确  
e 错误  
f 正确  

1 b) 他可以训练本地教会的领袖，让他们明白如何教

导别人。  

9 你的答案中应该包括：1）传教士要有属灵的预备；

2）要有经历上的预备；3）要有许多传教士得到培

训。  

2 以下任何三项或相似的答案：  
1) 一个当地领袖更能得到该教会的认可。  
2) 培养领袖是教会的一项事工。  
3) 是坚固教会的一种方式。  
4) 肢体们一同工作时，教会内将满有喜乐与合一。 

10 在路加福音 22：24 中，门徒们正在争论谁在他们

中间最大。  

3 a 正确  
b 错误  
c 正确  
d 正确  

11 门徒们当时想要的是高举自己。耶稣向他们显明，

要事奉或教导，就必须承担仆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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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调的是这个人是怎样的人，而不是这个人作了什

么。强调了如果这个人具有基督徒的品质，那他的

行为肯定会有基督的样式。  

12 如果我们要成功地传福音给人，就必须像耶稣。如

果我们要承担事工和带领的责任，就必须在爱里事

奉。  

5 你自己的回答。例如，你认识一个人，他有好名声，

也很受人尊敬，因为镇里的人喜欢请教他。很显然，

由他来照管人们拿给教会的奉献，大家都很放心。  

13 a 正确  
b 正确  
c 错误，做一个仆人是最重要的。  
d 正确  
e 错误，他应该做牧师，是因为他愿意。  
f 正确  

6 你的回答与我的回答可能不完全一样，有些可能相

似。我的回答如下：  
a 温和。  
b 一个妻子的丈夫。  
c 好客。  
d 不贪财。  
e 不争竞，节制。  
f 有好名声。  
g 不是新信徒。  
h 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受人尊敬。  

14 a 正确  
b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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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确  
d 错误，地方教会是最好的地方。  
e 正确  

7 你自己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