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课  领导要制定计划和组织工作 
 
 
 
 
 
 “我对我们上周探访计划的结果感到失望。”阿威对他的小组说。另外，还

有一件让他感到失望的事情是整个小组只有六个人来开会。今天早上，在主日学

的课堂上，他已经对大家说过了，要大家在早上的敬拜结束之后留下来几分钟，

讨论一下这个计划。但是，有好几个人不是另有安排，就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没能

留下来。当然，他也能够理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事情，”他想道：“我必须

也要意识到他们的需要，不要对他们太苛刻了。” 
 
 “自从牧师要我负责这个探访计划以来，我就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

他对组员们解释说：“我们要支持我们的牧师，帮助他向这个社区传福音。我希

望你们每个人都表明你们对主的奉献，在下周更努力工作。复兴会马上就要开始

了，我们必须要让教会里面坐满了人。” 
 
 “交通问题怎么办？”翰林问：“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我们可能会想办法帮

那些住得太远，不能走路来这里的人解决交通的问题。我探访过一个有三个孩子

的母亲，她可能会来教会，但是他们的交通却很不方便。” 
 
 “是的。”阿威承认道：“我们正在考虑这一问题，我会看看该怎么办的。其

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圣经班里有两个年轻人想要跟我一起去探访。”莉莉说：“你认为我可

以同时把他们俩都带上吗？” 
 

 
 
      “⋯⋯我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 



 “可以。”阿威回答道：“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体验。” 
 
 “我也是这么想的。”莉莉说：“但我问牧师，牧师却说最好一次带一个去。” 
 
 “呃⋯⋯我不知道，或者这件事⋯⋯。” 
 

课文大纲 
 
大卫——能胜任的领袖 
领袖要制定计划和协调工作 
领袖要组织工作 
 

学习目标 
 
学完本课之后，你当能够： 

· 用大卫的故事来描述领导力的原则，认识并应用这些原则。 
· 制定某个具体项目的计划大纲，作好工作表。 
· 解释“组织”这一概念，阐述组织的一些形式和原则。 

 

学习活动 
 

1. 回顾圣经关于大卫的一生和工作的记载，结合本课程的阐述，找出大卫身

上的领导特质和领导行为。重要的经文段落是：撒母耳记上 16：1～22；
17：21～58；22～26 章；30 章；撒母耳记下 5：1～7；7：1～25；历代

志上 17～19 章和 22～29 章。这是一个很长的阅读任务，其中的大部分经

文你都可能已经很熟悉了。现在，你的目标就是一边阅读，一边看看大卫

是如何蒙神呼召，成为领袖去成就神的旨意的。如果你仔细地效法大卫的

榜样的话，你对领导力就会有更多的认识。 
 

2. 学习课文进程，根据往常的步骤回答课文习题的问题。 
 

3. 弄清楚关键词的意思。 
 

4. 请完成课文后面的自测题，然后仔细对照学习指导后面提供的答案。做错

的习题请重温一遍。 
 
 

关键词 
 
受奴役    策略     



课文进程 
 

大卫——能胜任的领袖 
目的 1：从圣经关于大卫的行为记载中看到胜任能力的重要性。 
 
 神计划要大卫来带领他的子民。但是，在我们探讨这一点之前，让我们先来

回顾一下阿威的故事。阿威最后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不是吗？他陷入了

困境，要么反对他的牧师，要么在他所希望带领和鼓励的人面前，重新审视自己

的意见。若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随着又有人提出了新的问题，阿威暂时忘记

了刚才的问题。 
 
 “书籍怎么办？我想多要些。我曾问过主日学的秘书，看她是否可以为我们

的探访计划多订些书，但她却说那不归她管。” 
 
 “还有一件事。”小杰打断说：“上周我们总共有三个人到同一个小区探访，

我怀疑究竟有没有人到城北区去探访。听说，我们应该邀请那里的好几个新家庭

到我们教会来的。” 
 
 “这个建议不错。”阿威微笑着表示赞同，热切地说：“就让我们把整个地区

都占领了吧！让我们都努力工作，下个星期天，我们教会就会坐满了人。” 
 
 “阿们！ 阿们！”委员们一致地说。 
 
 从这个委员会会议的简单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领导力原则。你

能说出他们中几个人的名字？你能从阿威的身上看到什么优秀的领导品质？你

认为从他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吗？他愿意接受领导职位的

同时，又顺服另一个领导的带领吗？他是否充满热情？他是否有目标并努力达成

这一目标？他体谅别的工人吗？ 
 
 为什么这些好的品质依然不足以令阿威成为一个有果效的领袖？这个委员

会要获得成功，还需要什么？我们将从大卫的生平和工作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

案。 
 
 在本课程的学习中，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强调的都是人——带领者和跟随者。

本单元，即第 2 单元，将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任务——即领导力所涉及的工作和技

巧上。我们所引用的圣经例子是大卫，他并不缺乏领导力所要求的任何品质。但

是，他最非凡的一面在于——他总是能够有效地、持之以恒地将他的才干和资源

结合在一起，获得卓越的成果。 
 
 圣经向我们展示了大卫的全貌：牧羊人、战士、诗人、情人、父亲和君王。

勇敢、负疚、悔改、饶恕和得胜，大卫向我们揭示了纷繁复杂的人生经历，使我

们看到神计划的深奥和奇妙。对于摆在前面的任务，大卫已经具备了必要的背景



和因素。在照料羊群，保护羊群脱离危险的过程中，他锻炼成为一个体魄强壮、

勇敢和自信的人。在独自放羊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独立思考，运用主动性和想象

力，通过充满力量和励志的话语，表达他的思想和情感。 
 
 我们知道，他起初是个地位卑微的人。他之所以领受了作领袖的呼召，是因

为神通过撒母耳拣选了他，以一种简单的、近乎秘密的方式，让他知道他有一天

要作王（撒上 16：1～22）。然后，“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接着，他回

去继续牧羊，把这些话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后来，在扫罗王的家里，他也只不过

是一个卑微的仆人。 
 
 和他的卑微地位似乎相反的是，当所有的人都害怕的时候，他居然勇敢地提

出要与巨人歌利亚争战。当大卫坚定地说，“我能完成任务”时，听起来一点儿

也不谦卑。他的哥哥也嘲讽他，说：“你太自负了！”（撒母耳记上 17：28～32）。 
 
 大卫很快就证实了所有的好领袖都知道的一个真理：行动中的谦卑和勇敢并

不是对立的，反而通常是并行的，就如大卫杀死巨人歌利亚时所体现的一样。 
 
 大卫当然知道，他行这一切凭的并不是自己的力气，耶和华的灵大能地临到

他，使他的话语里面充满了勇敢和自信。不管怎么说，大卫凭的不是激情的话语，

而是耶和华赐予他的实际才能和技巧。“我曾打死狮子和熊。” 他宣告说（撒母

耳记上 17：34～37）。 
 
 我们知道，神无需使用一刀一石就能击杀歌利亚。他也不需要大卫把石头给

甩出去，就可以运用一种神奇的力量，让石头从天而降。但是，当需要行动来成

就他的旨意时，我们发现，神通常借着已经发展出相应能力的人来做工。大卫已

经发展了技能。他以信心的话语服众，行事有策略、力量和能力。尽管他知道能

力来自于神，但他并没有粗心、鲁莽地行事，而是按照他所学的方式来完成了使

命。请注意，他并不是随意地捡起一块小石子来用的。他从小溪里挑选了 5 块光

滑的小石子，放进他随身带着的牧羊人用的袋子里。他的行为是有系统、有条理

的。 
 
思考题和自我分析题。阅读诗篇 144：1。在这节经文中，你是否认识到，大卫

发现了自己的能力，但却并没有把荣耀归给自己？他是如何获得胜任的能力的？

你有什么技巧和能力？主教导过你的手吗？他使你的手指有技巧吗？你是否觉

得，你可以使用你所发展起来的能力，为主的工作做特别的贡献？ 
 

他成了众人的领袖 
 
 在取得了戏剧性的胜利之后，荣誉和赞美随之而来。他本可以立即统领千万

民众，但是，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声望谋取私利，这说明他是一个谦卑和有着良

好的判断能力的人。他心甘情愿地听命于扫罗，使自己融入到组织和机构当中，

做一个听从命令的士兵，根据自己的技能和战绩一步步地晋升。他接受自己的民

族在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迈进的时候，所必须承担的任务。 



 旧约中有关大卫的历史描述很多，对大卫的领导方式也有详尽的描绘。大卫

成功的三个重要原则是： 
 
1. 他不断地寻求神的旨意。 
2. 他对上级和下属，都充满了诚意和体谅。 
3. 他认识到优秀和能干的必要性，也为自己能够拥有这些品质而归荣耀给神。 
 

我们知道，大卫最终得着了神所应许给他的冠冕。作为犹大和以色列全地的

君王，他能够征服周边的敌人，这也使他长期忙于战事，以勇气和技能率领民众。 
 
 在巩固了自己的王国之后，大卫最大的愿望——就是为神的约柜建一所房子

——即耶和华的殿宇。但是，主启示说，大卫不能参与圣殿的建造，他的职责是

提出计划和原材料（历代志上 22：1～4）。有关这些活动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

组织程序和结构的独特模式。 
 

大卫做了广泛的预备工作 
 
 根据历史的记载，我们看到，大卫相信，他闪亮的开拓行为还有另外一个主

要焦点，就是给圣殿提供了聚集材料的机会（历代志上 22：13～14）。历代志如

同一段激动人心的插曲，记录着神对人类的作为。这段插曲的主题既不是对正式

敬拜的庆贺，也不是神迹，而是计划、组织、工作描述和基金的募集。 
 
 大卫雇佣了石匠和其他的工匠，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石头、铁、铜和木材。

另外，他还任命了监工、官员、判官、守门人和乐师等，把具体明确的任务分配

给他们。经过大量的初期工作和祷告，大卫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他对他的儿子所

罗门说： 

“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 

“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 

“你有许多匠人。”（历代志上 22：11～15） 
 
 他把圣殿的计划、建造、府库、内殿和内院和外院等，都告诉了所罗门，还

指示所罗门关于圣殿内的一切事工和事工所使用的一切物品，正如他“被灵感动

所得的样式。”（历代志上 28：11～12）。 
 
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划出来使我明白的。”（历代

志上 28：19）。 
  

在多年的各种经历和环境中，大卫始终坚守他的目的。他的计划目标准确无

误，如同击中歌利亚巨大眉骨的石头一样。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为自己的罪悔改；

他因自己的能力而将荣耀归给神，并认识到神也赐能力给其他的人；他毫无怨言

地接受自己的角色，成为神所任命的其中一位领袖。 
 



 接着便进入了高潮时期。大卫决定挑战他的工人，正式将责任委任给所罗门。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在耶路撒冷把众人召聚在一起时的情景。在众官员和各级基

层领袖面前，他公开地、毫无遗漏地总结了之前的所有工作和将来的计划。一切

都明确无疑。会议结束之后，那些被大卫称为“弟兄”的人都明确了各自的职责、

彼此间的关系、有哪些资源可供利用、有什么宝贵的物件和祭物等。 
 
 大卫没有自夸，而是以分享信息的方式，解释了他的感受和行动。接着，他

做了一个具体的承诺，说：“（我）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

（历代志上 29：3）。 
 
 从大卫个人参与的立场而言，他完全可以挑战大家效法他的行为，献身于主

的工作并奉献自己和自己的财物。当然，人们回应了他的卓越领导，慷慨地把自

己和自己的财物奉献给了主。 
 
 大卫祷告并带领民众敬拜神：“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他热情地鼓

励大家，大家都一同赞美耶和华（历代志上 29：10-20）。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课的开头，重温阿威和他的委员们的例子。 
 
习题 1、请至少指出阿威效法大卫的 3 个例子。 
                                                                      
                                                                      
                                                                      
 
习题 2、请至少指出阿威没有效法大卫的 3 个例子。 
                                                                      
                                                                      
                                                                      
 
习题 3、大卫勇敢地宣告他必能击败巨人的事实表明，他                     
a) 很自负。 
b) 希望超越他的哥哥们。 
c) 天生就是个领袖。 
d) 相信神会使用他。 
 
习题 4、大卫讲述他如何对付狮子和熊，是为了                             
a) 用事实来表明他的观点。 
b) 表示他比他的哥哥们有信心。 
c) 证明他被拣选要作王。 
d) 证明他有力气。 
 
习题 5、大卫小心地选了 5 块小石子的行为似乎表明，                       
a) 他缺乏信心。 
b) 训练有素、胜任有余。 



c) 公开地证明他的能力。 
d) 拒绝扫罗的盔甲。 
 

领袖要制定计划和协调工作 

制定计划是进行思考和写作 
目标 2：明确计划背后的目的。 
 
 几乎所有好的计划都必须经过两道程序。首先是在领袖的头脑里酝酿，这个

思考要做什么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计划”。 
 
 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在下意识里做计划，在事情尚未做成之前，就在脑海

里想象它的样子，是人类的本质特性之一。我们总是在试图假设、预先制定出一

套行动程序，然后想象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下的反应。而那些做领袖的人，则养成

了比其他的人更擅长制定正式有效计划的能力。 
 
 大多有关领袖职能的研究都把“制定计划”列于靠前的位置。领袖必须制定

计划。领袖越善于制定计划，就越容易取得成功。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制定计划包

括哪些程序。 
 
 1、分析和预测。领袖会仔细观察目前的情况，然后预测或评估未来事情的

发展事态。 
 
 2、设定目标。领袖清楚自己行为背后的原因。他们知道每项工作的目的以

及所期望达到的结果——即目标。每一个好的计划都应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关于

这一点，我们稍后将会做更深入的学习。 
 
 3、提出具体行动程序纲要。套用领袖功能的术语，这叫“规划”，它包括列

出为达到预期结果而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步骤。 
 
 4、制定时间表。不论是对设定目标还是规划来说，安排好日程或时间界限

都是基本的要素。没有具体的时间界限，目标和规划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5、阐述所提出的方法和程序。计划必须是切实可行的。因此，领袖必须能

够事先阐述在他们所规划的纲要中，每一步所适用的方法。 
 
 6、财政上的考虑。在领袖功能的研究中，这叫做“做预算”。大多数的计划

都会提出，要对所涉及的开支给予某种程度的关注，如资金的募集、分配以及帐

目的记录等。即便领袖不负责做正式预算，也要考虑这些因素，才好制定切实可

行的计划。 
 
 7、人员上的考虑。领袖必须事先考虑，要完成这个项目或规划，究竟需要

多少工作人员，以及这些人必须具备哪些品质和技能。选拔人才是制定计划中极



其重要的一环。 
 
 8、遵守方针和准则。每一个计划都不会越过方针的框架，意思就是说，一

个组织必须得有既定的价值体系和标准来指导组织内部的的每一项行动。当然，

基督徒领袖在受到圣经原则指导的同时，还受到教会或机构高层领袖的领导。 
 
 许多领袖发现，以提问的方式来表达计划的过程大有助益。从对以下问题的

回答中，我们就能够看出计划的本质： 
 
1.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个问题能引发我们对现状的缜密分析和思考。 
2. 要通过这项工作成就什么？这个问题能指导我们制定目标。 
3. 如何完成这项工作？这个问题能指导我们制定程序。 
4. 什么时候完成？这个问题能指导我们制定日程和时间表。 
5. 做这项工作最好的可行方法是什么？这个问题能指导我们思考具体的方法。 
6. 用什么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个问题能指导我们做预算以及考虑所需要的设

施和材料。 
7. 谁来做？这个问题能指导我们选拔人才，并根据人员的技能和恩赐来分配具

体的工作。 
8. 工人们当遵守什么标准和方针？这个问题能引导我们思考现有的方针并制

定优良的标准。 
 

计划的种类 
 
 大多数的领袖都使用以下三种计划： 
 
1. 一段时期的总体计划，如制定年度活动日程表，或绘制组织结构图。 
2. 周期性重复出现的具体活动计划，如制定委员会会议程序以及工人训练方案

等。 
3. 独立项目的计划，如某个具体的会议，或某个具体日子的安排。 
 

我们之前说过，做计划是思考和写作两方面的工作。制定计划是一个过程，

通常需要变成书面的形式。有能力的领袖使用几样基本的工具，就能够制定长期

和日常的具体计划。 
 

计划工具 
 
1． 备忘录。每个领袖都必须有一份备忘录，提醒自己每天的计划和要做的工作。

这即可以是一张纸、一个便条本，也可以是自制的或买来的某种表格。每日备忘

的项目可以包括： 
 
 预约      要打的电话 
 要做的事     接到的电话 



 要做的安排     所需的材料 
 要写的信     财物和开支数据 
 
 关于备忘录表格的制作，请参考附录里的表格。 
 
2、日历。每位领袖都需要两本日历，其中一本是那种大本的留有很多空白来记

录每日事务和安排的日历。如果找不到这样的日历的话，自己也可以用便笺簿来

自制一个。另一本是那种小本的可以随身带着的。大日历中的重要日子也必须在

小日历中标出来，以作随时的参考。 
 
3、一个小的记事本。小日历要可以随身携带，它既可以是一张纸，也可以是一

个小记事本。一个好的领袖总是会随时做好准备，记录下当天的事件和随时出现

一些的想法。这个小记事本还可以用来记下需要记住的名字、电话号码和地址等。 
 
4、工作表。所有主要项目的计划都要详细地写出来。大多数领袖都会制作工作

表以适应不同的目的，这些表格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时间 
 领袖的名字 
 参与制定计划的其他人或委员的名字 
 项目的名称、阐述以及目标 
 需要完成的各项具体任务目录 
 各项任务的人员安排 
 完成各项任务所需要的材料和设备 
 各项任务的完工日期 
 
习题 6、请再读一遍你刚刚完成的计划工具部分，然后学习我们在附录部分所建

议的表格。在某个现实或想象的情况中，如果需要你来负责制定计划的话，你会

怎么做？请设计一份合适的工作表格，或者复印我们所提供的表格，然后填上相

应的内容。这是一个于你有益的练习，并非考试。 
 

协调工作 
 
 协调工作就是执行计划。在制定了计划之后，下一步就是以最有效的方式，

把所有的部分组织起来。进行协调是一个过程，目的是要确保让适当的人选适时

地配以适当的材料，把他们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使他们知道如何共同完成某项工

作。 
 
 回顾我们为了帮助你制定计划而提出的所有问题。请问，针对如何制定计划，

这些问题提出了那些组成部分或元素？ 
 
习题 7、请写出每个问题（左侧）所指向的计划组成部分（右侧）。 
____a 谁来做这项工作？                  1）时间 



____b 用什么来完成这项工作？            2）地点 
____c 将要达到什么目的？                3）人 
____d 什么时候完成这项工作？            4）方法 
____e 如何完成这项工作？                5）材料 
____f 在哪里完成这项工作？              6）目标 
 
 思考题。请回顾圣经中关于大卫领袖角色的记载。请问，大卫是一个优秀的

协调者吗？他是否会考虑到计划的所有组成部分？关于他建造圣殿的计划，你能

回答我们所建议的所有问题吗？ 
 
习题 8、以下的哪一个阐释最好说明了计划背后的目的？ 
a) 制定计划从根本而言是确立目标的一个过程。 
b) 制定计划是为了证明我们行动的合理性。 
c) 制定计划是为了预先确立我们的行动，以及如何回应在朝着目标努力的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 
d) 从本质上来说，制定计划是为了明确每个人的责任，以及如何适应整个体系

的需要。 
 

问题和障碍 
目的 3：请说出制定基督徒事工计划的三个障碍。 
 
 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领袖们说：“这有什么用呢？我把所有的计划都做好

了，结果⋯⋯” 
 
 “我的工人不按指示去做。” 
 
 “我的上司改变了主意。” 
 
 “我的助手病了。” 
 
 “整件事情跟我所期望的完全不同。” 
 
 这种挫败的事情你或许已经经历过，或许将要经历。你精心地制定好的计划，

却被人束之高阁；那似乎毫无计划的人，却在某个项目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千

万不要灰心，也不要因此而轻看做计划的价值。要记住，制定计划本身并不能带

来什么成功，而这也正是有的人不做计划的原因。 
 
 我们需要顾及的还有另外两个障碍。其一就是，在基督徒的事工中，有些人

可能会指责领袖过于依赖自己的计划而不依靠圣灵的带领。圣经的确告诉我们，

圣灵在我们制定计划的时候会引领我们，在我们的行动过程中也会引领我们。因

此，当别人批评教会的计划或安排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深受影响。 
 

或许，对于一个好的计划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要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思考和写作是两项最艰巨的人类活动。比较一下是站起来讲一次见证容易呢，还

是事先把它写下来容易，你就知道了。我们知道，神既能帮助我们写作，也能帮

助我们讲话；因此，说我们在教会里突然站起来发言是靠着圣灵的带领，而如果

我们事先把要讲的东西都写下来，就不是靠圣灵来行事了，那是不合逻辑的。如

果要成为有果效的领袖，就必须胜过这个误解。时间、辛劳以及圣灵的带领都是

必要的。 
 
习题 9、请说出制定基督徒事工计划的三个障碍。 
                                                                     
                                                                                                                                         
                                                                     
 
 以下的建议有助你避免障碍，从而更有效地制定计划： 
 

1．顺服圣灵来带领你的计划。要虔诚地为你的计划祷告。 

 

2．要保持良好的态度，认识到所有的计划都是有弹性的。计划既要做得具

体，又要有弹性，这是领导力当中最大的挑战之一。 

 

 3．别指望所有的计划都能实现。聪明的领袖知道，即使必须抛弃原始的计

划，制定计划这一行动本身也能够提高自己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在大多数情况下，

有计划的人会觉得自己更能胜任这项工作，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也更容易赢

得别人的尊重和合作。要知道，问题随时都会出现。因此，要有先见之明，预料

到可能出现的变化和对策。 

 

 4．制定多个小目标，以助你达到主要的目标。例如，如果你的主要目标是

为一次区域性的会议提供餐饮，那么小目标就可以是提供储物场地以及收集食

物。达到一个具体的小目标的计划可以保持弹性，然后在不对整体计划造成严重

影响的情况下做适当调整。有关主要目标和小目标的问题，我们将在另外一节课

中讲解。 

 

5.要确保所有负责执行计划的人明白并接受所制定的计划。请记住大卫是如

何阐释他的计划，并给人们机会来表达他们的个人承诺的。要向你的工作人员解

释你每一步计划的目的和重要性，让他们知道你感谢他们的贡献。像大卫那样，

让大家跟你一起祷告和赞美神，把计划交托给圣灵来带领。 
 

领袖要组织工作 
目的 4：认识各组织类型的描述，然后绘制一张组织结构示意图。 
 
 我们知道，“计划”这一概念既包括制定计划的过程，也包括书面形式的文

件或指导纲要。“组织”这一概念同样包含两个主要方面：第一，为了有效地执

行某项工作，把人们联系起来的过程；第二，就是结构或正式的计划，告诉人们

他们之间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组织类型 
 
 有几种正式的组织形式都是可行的，或许你最为熟悉的是直线型组织。 
 

直线型组织 

 执行领袖 
（牧师/主席） 

 

    

 二级领袖 
（助理牧师/副主席） 

 

    

   

 中层领袖 

（主日学主管） 
 中层领袖 

（如青少年指导或音乐总

监） 

 

   

           

                   

 

小教会可能会没有第二级的领袖，中层领袖直接由牧师来领导。 
 
 军事组织是这类组织最为典型的例子，其基本特征是：执行官拥有控制权，

而工作是由副官和中层领袖来完成的。每个人都直接受到顶头上司的监管，工人

只允许通过自己的主管向上汇报，而不能直接找执行官。 
 
 另一种组织叫列队型组织，这是大多数大型的现代化机构的组织形式。这种

组织有一个首席执行官，围绕首席执行官的，是一个由一批具有特殊知识和技能

的人组成的顾问团，来给首席执行官出谋划策。和直线型组织一样，首席执行官

监管中层领袖。 
 

 

 

 

 



列队型组织 

青少年牧师  
牧师  音乐总监 

  

   

非神职领导  
非神职领导  

非神职领导 

    

         

                 

 工人 工人 
 
 第三类的组织称为功能性的组织，在商业机构中，这就意味着，员工可能会

因为其不同的工作和职能，同时受到好几个主管的监督。领袖关注的主要是任务，

而不是人。 
 
 大多数的基督徒工作都是这几种类型的组合。牧师就是执行官，牧师的下面

可能会有副牧师或助理牧师。然后是中层领袖，如主日学负责人和音乐总监等。

在直线型组织中，一个工人，比如诗歌班的成员，就在诗歌指导的领导之下，而

诗歌指导又在音乐总监的领导之下，音乐总监则在助理牧师之下。这种真正的直

线型组织在教会中很少见。通常，所有的领袖都直接跟牧师联系，因此，这种模

式更接近列队型组织。另外，由于教会工作包括不同的分工，领袖们可能会发现，

自己跟其他的领袖和工人也有功能性的接触。 
 
 由于教会组织里面存在不同的工作和职能，因此，牧师在教会里的关系也是

非常复杂的。牧师是会众的属灵领袖，是组织机构中的执行官，因此也是其他人

的监督。另外，对于群羊中的个体而言，他是顾问和教师。我们必须明白牧师所

担任的不同的角色，教会组织才能够保持有效的运转。 
 

牧师的关系 

执行领袖——行政长官 

 
 

属灵领袖 教师 顾问 
 
 作为一名属灵领袖、教师和顾问，牧师与会众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发生直接的



关系。但是作为机构的执行领袖或行政长官，他的大部分工作又必须和其他的人

一起，通过他所委任承担不同职责的其他领袖来完成。 
 
 这种组合的关系能够使教会的工作变得十分有效。一方面，这可能带来一些

问题——尤其是那些缺乏安全感，或觉得自己无法胜任本职工作的中层领袖。还

记得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阿威吗？他的一个工人咨询他的意见，但是，当他说了自

己的意见之后，那个工人却告诉他这和牧师的意见相左。这种情况不但令中层领

袖感到尴尬，还会导致他失去众人的尊重，以致工作不能如期完成。 
 
 阿威没有把事情闹大，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他能和牧师明确自己的职责和

关系的话，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了。牧师和中层领袖们应当经常聚在一起

祷告并讨论工作，为具体的工作和职责达成一致的协议。这样，当一个工人向牧

师询问属于另一个领袖解答的问题时，牧师就当要么建议这个工人去找那个领

袖，要么邀请那个领袖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领袖千万不要试图单独处理本属于

牧师或另外一个领袖来处理的问题。 
 
 这是一种明智而有效的组织形式，使得事情对各方都更加容易。牧师可以信

任他的助手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中层领袖可以保持他的团队效率，工人们也因

为知道自己在整个组织机构中的位置，以及有问题时该用什么程序来反映，而倍

感安全。 
 

你与组织 
目的 5：请指出哪种阐述能够说明领袖和组织的关系。 
 
 大多数的领袖以两种方式和组织发生联系。首先，他们必须明白他们在某个

现存组织中的适当位置；其次，他们必须知道在他们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如何建

立和维护组织。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成功的领导力有赖于领袖的素质和组织结构。

再好的领袖在不良的组织结构里也会受到妨碍；反之，不良的领袖也会对优良的

组织结构造成妨碍。要完成任务、达成基督徒的目标，需要两者的合作。 
 
 因此，在接受某个领袖职位的时候，必须要了解整个组织结构。如有组织结

构示意图的话，必须好好研究。要向你的上司详细了解你的职位，确保你知道机

构对你的期待。你可能会获得一份书面的工作描述（列出你最低限度要履行的基

本职责）。最重要的是，你和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有清楚的认识。如果你还要负责

管理他人，机构还必须开会，向大家说明你的工作职责。 
 

如何组织 
 
 如果你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或对某个组织进行改组，你就要承担巨大的责

任。你可以遵循以下的一些建议： 
 
1. 制作一个工作分析表——列出所有分配给你的、为实现目标所必须完成的工



作。 
2. 看看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多少人或职位，然后把每个人或职位的具体工作列出

来。 
3. 制作一个示意图，标出每个职位互相间的关系、与你的关系以及与其他领袖

的关系。 
4. 指派人担任不同的职位、负责不同的工作（对于那些相对稳定的职位，在找

到合格的人选之前，最好先让它空着，以便招募或培训新人。） 
5. 给你的全体同仁提供直接的信息，并确保他们都得到了所需要的帮助和训

练。尽力让每一个人同时得到一样的信息，另外，还要允许人们提出问题。 
6. 制定明确的责任计划。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知道组织对他们的要求、

期待和限制。请使用制定计划的提问方式：什么时候？在哪里？怎么做？要

向工人们明确他们该如何记录和汇报他们的工作结果，定出时间限制。如果

组织的相关规定可能对工作造成影响，要向大家解释。要在原定的计划中插

入一套评估或测量结果的方法，这样，你和其他的人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习功

课，以便改善工作。 
 
习题 10、请根据你所熟悉的一种组织形式，绘制一张代表其组织结构的示意图。 
 
习题 11、请把组织类型（右侧）和相应的正确描述（左侧）配成对。

____a 执行官身边有一个为他出谋划策的特别顾问

团。 
____b 执行官有控制权，每个人都直接由各自的顶头

上司监管，工人只能通过自己的主管表达意

见。 
____c 执行官是机构的最高领袖，他不但要和其他的

领袖互为联系监管整个机构，还直接对机构里

的每一个个体负责。 

1) 直线型组织 
2) 列队型组织 
3) 牧师型组织 
 

 
习题 12、在他与组织的关系中，领袖必须明白                         

a) 如何适应该组织。 
b) 组织对他的期待。 
c) 如何适应该组织，以及如何在自己所领导的范围内建立和维护组织。 
d) 自己的权限，以及建立控制权的步骤。 

 
 
 
 
 
 
 
 
 
 
 



自测题 
 
判断题。请在正确陈述的题号面前写上“T”，在错误陈述的题号面前写上“F” 
     1 从大卫的经历中我们看到，当一个潜在的领袖展示了他天生的技能和才

干的时候，神的呼召就会临到他。 
     2 谦卑和勇气是天赋的品质。人之所以有勇气，是因为信实的神是勇气的

源泉；人之所以会谦卑，是因为所有的荣耀都属于神。 
     3 大卫战胜歌利亚的伟大胜利奠定了他的领袖根基，自此以后，他就可以

自由地追求个人的目标了。 
     4 大卫的领导方法体现了三个原则：1）他始终如一地寻求神的旨意；2）

他以忠诚和体贴对待上司和下属；3）他追求卓越和能力。 
     5 尽管神不允许大卫建造圣殿，但仍挑战他为施工做好准备。这种责任分

配体现了大卫无力做一个建设者。 
     6 初步的计划和组织是领导“思考”过程的一部分，真正重要的部分还是

“实施”计划。 
     7 从大卫做准备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位领袖其实都只是一系列领

袖中的一分子：一个预备、一个建造，但是，使事情成就的唯有神。 
     8 大卫在预备建造圣殿的过程中，体现了好领袖的一些原则：一致的计划、

给参与者适当的指示、为完成工作提供适当的材料。 
     9 只有被划为“失败计划”的工程，才要做两遍。 
     10 做计划是一项综合性的过程，涉及时间、精力和开支。因此，只有那些

要求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的大项工程，才需要做计划。 
     11 做计划主要是一个思考或脑力过程。 
     12 制定计划是取得某种成功的保证。 
     13 在基督徒事工中，“做计划”被当成一个绊脚石，因为有的人会指责领

袖依靠人的计划多过依靠圣灵。 
     14 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做计划的时候膏抹我们，正如在我们实施的

过程中膏抹我们一样。 
     15 灵活、有祷告和应变方案支持、获得所有人理解和接纳的计划，一定会

取得成功。 
     16 让人们因某一项目或计划进入有效的工作关系中，这就是组织。它体现

了人与人之间应该互为什么样的关系。 
     17 在一个组织中，如果人们的需要要得到满足、领袖的地位也要获得尊重

的话，各层的权柄都必须得到尊重。 
     18 经常的沟通可以削减领袖与领袖之间，以及领袖与百姓之间的潜在冲

突。 
     19 如果中层领袖的下属直接向高层领袖汇报，高层领袖就当自己处理这件

事，而不用征求中层领袖的意见。 
     20 要完成任务，达到基督徒事工的目标，就需要有好的组织和领袖。 



习题答案 
 
7、a  3）人。 
   b  5）材料。 
   c  6）目标。 
   d  1）时间。 
   e  4）方法。 
   f  2）地点。 
 
1、建议答案：他想为主的事工做一个项目；他要求人们要有献身精神；他要求

人们工作；他热切地谈到这项工作。 
 
8、c) 制定计划是为了预先确立我们的行动 
 
2、你当留意到：他没有预先做好计划；他没有给予清楚的指示；他没有提供材

料。 
 
9、制定基督徒事工计划的 3 个障碍：1）计划并非永远奏效；2）人们会对制定

计划的基督徒横加指责；3）制定计划费时费劲。 
 
3、d) 相信神会使用他。 
 
10、你的回答。 
 
4、a) 用事实来表明他的观点。 
 
11、a  2）列队型组织 
 b  1）直线型组织 
 c 3）牧师型组织 
 
5、b) 训练有素、胜任有余。 
 
12、c) 如何适应该组织，以及如何在自己所领导的范围内建立和维护组织。 
 
6、你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