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 课  领导要朝着目标努力 
 
  
 
 

麦克到离家很远的乡下看望他的姑妈。在跟姑妈一起逛市场的时候，他们遇

见了当地教会的牧师。 
 
 “我听说你是一个出色的讲员。”牧师说：“星期三晚上你能到我们教会来讲

一次道吗？” 
 
 麦可很高兴，但仍文雅而谦卑地说：“我并不是什么高明的讲员，但是，我

很愿意尽我的所能为主的荣耀而服事他。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讲的。” 
 
 麦可从姑妈家的书架上取下圣经和笔记本。他以前曾预备过一篇有关敬拜和

赞美的信息，大家的反应很好。他决定仍然使用这篇信息。当然，他必须学习和

祷告。他找来一些例证，做了一个新的大纲，然后还把要读的经文练习了一遍。

“这些观点都很有说服力，” 他自语道：“靠着主的帮助，我会讲的很好的。” 
 
 你对这类事情并不陌生，不是吗？它们已经常见到令我们习以为常了。然而，

麦可和牧师的做法中，可能有一个严重的错误，而这也是大多数有能力的基督徒

领袖最常犯的错误。你能说说是什么吗？ 
 
 在本课中，我们将探讨这一问题以及领袖如何设立目标并努力达到目标的问

题。我们所采用的圣经例子是使徒彼得，我们将从他身上学到许多有关基督徒领

导力的事情。 
 

    
     “你能来给我们讲一次道吗？” 
 



课文大纲 
 
彼得——有目标的领袖 
基督徒工作的体系 
目标管理 
 

学习目标 
学完本课之后，你当能够： 
l 通过彼得的事迹描述领导力的原则；识别并运用这些原则。 
l 解释在基督徒事工中，系统处理法的意思。 
l 制作一个确定目标的计划大纲，以及如何达到这些目标。 
 

学习活动 

1. 阅读路加福音 22：24～32；约翰福音 21：15～22；彼得前书 5：1～4。 
2. 学习课文进程，根据往常的步骤回答课文习题的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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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使永存    自责 



课文进程 
 

彼得——有目标的领袖 
目的 1：识别耶稣对彼得的指示的恰当解释。 
 
 本课程的中心真理是，基督徒的领导力是帮助人们成就神的旨意的一个过

程。这个真理在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的关系上，体现得最为清楚。耶稣对他的门

徒所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有两层意思。其一是针对门徒个人而言的；其二是帮

助他们教导其他的人，以使永存。路加福音 22 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

例子。 
 
 在十字架的笼罩下，耶稣和他的门徒经历了最为痛心的时刻，然而，耶稣所

想到的却是他的国度的未来。即便是在他以爱和柔情触摸彼得的时候，他仍然提

醒彼得作为一个领袖的呼召。在这神圣的时刻，最后的晚餐已经迫近，而门徒们

却在争论在这一呼召中，谁是老大。读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感到十分悲伤。另一

方面，我们也为神能够以他独特的方式，使用不同性情的人而感到高兴。我们感

谢耶稣以奇妙的方式，使用彼得作为基督徒领袖的榜样。 
 
 显然，彼得对自己的地位充满信心。他宣告自己对基督的忠心，或许还留下

一个他比任何人都爱主的印象。耶稣温柔而坚定地帮助彼得认识到，信心的宣告

不能等同于真正的力量。他让彼得认识到，他会面临失败，屈服于魔鬼的试探。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耶稣说，“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

的弟兄。”（路加福音 22：32）。在这几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了敬拜的两个伟大功

课。第一就是警告我们不要过分自信；第二就是个人的经验是用来帮助别人的。

如果我们能够从中有所领悟，学会以怜悯和智慧对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即

使是失败，也会成为我们的祝福。 
 
 正如耶稣所预见的一样，彼得确实掉进了撒但的陷进里。但是，尽管他有这

种人性的软弱，但他仍然将自己奉献给耶稣。他在羞愧和自责中学到了这一功课。

如今，他被信心和爱支配着，他的心一定渴望着有机会把它表达出来。耶稣利用

这一情况教导彼得更多有关他的呼召的本质，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约翰福音

21：15～17 节。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问。 
 “主啊，是的。”彼得回答：“你知道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说。 
 
 耶稣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三次，而彼得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而每当彼得宣

告他对主的爱的时候，耶稣都报以彼得一项工作任务：“你如果爱我，就喂养我

的小羊，牧羊他们。” 
 
 “我们必须留意爱给彼得带来了什么，”解经家巴克莱（Barklay）说：“爱给



他带来了任务。” 
 
 圣经每一个呼召人们做领袖的例子，都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或者某种特

别需要关注的情况下发生的，目的是要成就神的旨意。当耶稣告诉彼得要喂养群

羊的时候，也是如此。在整个救恩计划中，耶稣已经完成了他属地的那一部分。

正如我们在前面几课中所学的一样，神的计划是要通过人类为器皿，建立教会以

继续耶稣在地上的工作。 耶稣给彼得在这个伟大的计划中分配了任务，表达了

他对彼得的爱。而彼得也通过接受这一任务，表达了自己对耶稣的爱。 
 
 耶稣用比喻性的语言来说话，他用“小羊”、“羊”来代表人，用“喂养”来

代表教导和帮助人的工作。通过这些比喻性的语言，耶稣只用了寥寥数语，就道

出了他言辞中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耶稣这些话的意思。 
 
习题 1 至习题 4  请把下列问题的最佳选项前面的字母圈出来。 
 
习题 1、耶稣说：“喂养我的羊”是什么意思？ 
a) 照顾我的饥民。 
b) 教导和指引人们的属灵需要。 
c) 管理教会的所有活动。 
 
习题 2、耶稣为什么叫彼得喂养他的羊？ 
a) 人们需要喂养，如同饥饿的羊。 
b) 彼得比其他的门徒更了解主的道。 
c) 彼得比其他的门徒更爱主。 
 
习题 3、彼得为什么愿意喂养群羊？ 
a) 他希望证明自己的能力。 
b) 他希望将功补过。 
c) 他爱耶稣。 
 
习题 4、当耶稣叫彼得接受喂养群羊的任务时，耶稣心里的目标是什么？ 
a) 让他的门徒感到高兴而满足。 
b) 让彼得担任教会领袖。 
c) 执行神对教会的计划。 
 

彼得指教众长老 

目的 2：解释为什么说彼得对众长老的指教是以他从耶稣那里所学的为依据的。 
 
 在预习课文的时候，保证阅读我们所建议的经文的同时，请复习彼得前书 5：
1～4。 
 
 整卷彼得书信都散发着温柔的语气和对他人的深切关心，圣经学者认为，彼

得的这种风格非常“温暖”，就像一位理想的牧师一样。我们知道，彼得熟识自



己从耶稣那里学来的功课，因为他以许多惊人的方式，将这些功课化为自己事工

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个例证就是他对众长老的指教，几句话就表明了他对耶稣话

语的顺服和对基督徒领导力的理解。 
 
 1．个人的谦卑。彼得是个使徒，通常也被称为大使徒。然而，他毫不犹豫

地自称为“同作长老的人”，使自己和那些他所教导的人平齐，而不是在他们之

上。当他指教众长老作群羊的榜样时，话语中也包含了这一概念。作榜样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其他的人成为领袖那样的人。领袖希望别人成为怎样的人，自己就必

须先成为那样的人。这使得领袖和其他跟从他的人十分亲近。 
 
 2．明白其他人的需要。长老的功能，在希伯来和希腊社会里，都和其他人

的需要有关。长老是社会事务、司法和财政事务的监督，是管家和老师。这种职

能很早就被收编进了教会里，当彼得自称为长老的时候，就等于把自己归入了以

满足他人的需要为己任的行列里。我们知道，彼得生活在一个充满严峻逼迫、教

师缺乏的时代，需要具备牧师态度的领袖——勤劳、温柔。“务要牧养在你们中

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彼得指教众长老。 
 
 3．要明白群羊属于神。彼得蒙召，是要强调一个事实，既人们是神的群羊，

神把他们交给长老来照管。神似乎在对长老们说：“当你想到基督为他们而付出

了自己生命时，你对他们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柔情和责任了。”我们还要留意“交

托给你们的”一词，彼得的意思是，神将他的子民交托给众长老，让众长老来照

顾他们的需要。他希望众长老和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按照神的旨意照管群羊。

巴克莱说：“神给我们分配了一项任务，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做法来做。这就是基

督教会最完美的事工” 
 
 4．基督徒事工的动机或原因。接着，彼得就告诉长老们要甘心乐意地事奉，

还给了他们三条动机规则：首先，他们不能因为事工的迫切就回避它；其二，他

们不能一边事奉，一边觉得好像是被迫的，很不情愿的样子；其三，他们不能以

权谋利。 
 
 彼得的话表明，领袖绝不能贪恋钱财、权利、名望和特权。有时候，对于领

袖来说，贪图个人的成功比贪图钱财更危险。当领袖满脑子地想着获取他人的赞

同和个人声望的时候，就会忘了自己的目的是要满足百姓的需要。领袖的地位不

是为了个人的收获，也不是我们当受的荣誉或以权利赚来的。它是神所分配给我

们的，是爱的实际表现。 
 
 5．目标意识。彼得的整卷书信都贯穿着终极的目标意识——准备好等候基

督再来认领他的子民。“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他会从所交托的忠心工人手里，

把他的群羊认领回来。然后，“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习题 5、将领导力原则（右侧）和耶稣的教导（左侧）搭配起来。 
  a 耶稣叫彼得喂养他的羊。      1）个人的谦卑 
  b 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2）明白需要 
  c 耶稣说：“你们也要预备⋯          3）群羊属于神 



人子就要来了。”（太 24：44） 
  d 耶稣使用“我的羊”一词。      4）正确的动机 
  e 耶稣警告彼得他将跌倒。      5）目标意识 
 
习题 6、耶稣运用比喻性的语言，教导了彼得领导力的真正目的。他没有对彼得

说：“做一个伟大的领袖。”而是说： 
a）                                                                    
b）  彼得同样运用比喻性的语言来指教众长老：                           
 

基督徒工作的体系 
目的 3：请选择系统方法的正确表述。 
 
 我们在本课中多次见到目的、目标和需要等术语。通过对领导力的学习，我

们如今对它们的使用已经有所了解。现在，我们将进一步认识这些词汇，看看在

基督徒的整个事工活动或体系中，它们是如何互相关联的。我们在第 7 章中已经

探讨了目的的本质和重要性。在本课中，我们将探讨领袖如何制定目标，以及如

何在集体计划和工作中使用这些目标。 
 

系统方法 
 
 我们可能会以为，系统方法就是一套系统的、整齐的考查一个组织或领袖情

况的方法。这种观念是由于领袖渴望明白组织活动的整个过程而产生的。大多数

领袖都从事计划工作以及努力安排人们做不同的工作，因此，其中一些领袖就会

问：“我们究竟成就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我们的付出获得了最

大的回报？” 
 
 这些领袖知道，组织都忙于两个不同的工作：让机构运作下去；以及产生某

种结果。教会领袖有时会很困惑，因为他们很难说得清楚他们的哪一部分工作是

在维护组织的运作，哪一部分工作是在为人民服务。有的时候，他们会展开新的

项目，或为主日学定购新的书目，然而却发现这些事根本对教会毫无帮助。为什

么？他们的结论是，他们把每一项活动分开来看了，而没有问一下它们之间是否

配合，或完成这些工作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有的领袖开始觉得，如果他们能将教会的活动看成一个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完

整的体系，或许就会知道如何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加成功了。他们发现，这些称

为系统分析的研究，正在被商业机构、政府和教育部门所采用。这些研究的目的

是分析机构的各个部分，看看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和整体之间的关系。 
 
 最近，已经有几项这类针对基督徒机构所做的研究分析了，而每一项的结构

都非常的相似。主要的结论是，每一项活动都需要开始某件事情，或将某事付诸

行动。有时候，这叫做“投入”，或者从字面上说，就是所投入的东西。这种投

入要经过某种运作或处理，也就是“加工过程”，然后，就有产品——即加工的



“结果”出来了。从这种方法或观点而言，每一个机构都是一个基本上由投入、

加工过程和结果组成的体系。 
 

 
 

投入、加工过程、结果 
 
 当我们以这种简单的方式来看一个体系的时候，很容易马上就会得出这样一

个结论：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必须要有正确的投入和正确的程序。接着，下一

个结论可能是：领袖必须知道自己期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否则就不知道该怎么

管理投入和程序。 
 
 我们可以从一项日常活动中证明这一点。比如，烹饪。我们先将材料放入锅

里（投入），然后就开始搅拌或加热（程序），接着，就可以上菜了（结果）。显

然，厨师必须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菜，然后才能够进行选材和烹饪。面包和汤的

制作材料和过程都是不一样的。 
 
 大多数厨师都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菜，不论是面包还是汤，他们都是有目

标的，因此会根据这个目标选材和烹饪。然而，可悲的是，领袖有时候却不知道

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就更无从说该投入什么和运用什么过程了。他们投入了自己

的设想和计划，事前却并没有明确自己所期望的结果是什么。 
 
 看看本课引言里提到的麦可。他投入了很好的材料和学习，还制定了程序

——如何呈现他的信息。然而，关于具体的结果，他的脑子里却一片空白。他将

注意力放在他的信息上，然而却没有认真地考虑到听道者的情况。如果我们能把

基督徒活动设想为一个体系，就可以避免这一错误了。我们可以学习设立明确的

目标，然后选择能够达到这些目标的材料和途径。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查看基督徒的事工。我们可以用更好、更完整的方法来

描述这一体系。以下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 
 
 1．至高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教会来成就神的最终旨意。 
 
 2．关系。基督徒的领导力与人的关系密不可分。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促使我

们希望发展与其他领袖、信徒和我们的福音对象之间的关系，领袖必须建立并保

持他与会众之间的关系，以及会众彼此之间的关系。 
 
 3．需要。需要指的是我们目前的状况和我们所努力的目标之间的差距。领

袖在制定一项活动计划的时候，应该能够明确说明这个活动跟人们的需要之间的

关系。人们的需要是什么？这项活动如何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4．目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成就的是什么，它说明的是我们所期望的工作

结果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意图做什么。例如，开会不是目的，开会要取得的预期

结果才是我们的目的，如对某件事所作的决定。 
 
 5．任务。任务指的是我们为达到目的而做的工作，包括了制定计划在内的

整个过程。任务包括领袖的任务和领袖分配给其他人的任务。 
 
 6．评估。任何完整的体系都有一套测量结果的评估程序。目的达到了吗？

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是否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是否把工作分配给了适当的人

选？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做法？领袖会对这些问题一一解答，发现改进的方法。评

估可能会反过来导致关系的改进、确定所发现的新的需要、设立新的目标，以及

调整工作的分配等。 
6．评估 

5．任务 
4．目的 

3．需要 
2．关系 

1．至高目标 

                 基督徒领袖的工作体系 
 
 基督徒工作体系的大多数组成部分，我们都可以从耶稣和彼得的对话里找

到：至高目标就是要执行神的旨意；耶稣和彼得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充满爱的教

师和一个要回报老师之爱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当时人们灵里饥饿，需要喂养；目

的是使人们得到属灵的抚育；任务就是喂养他们——给他们提供属灵的食物，即

行动。 
 
习题 7、总结我们所学的系统方法，圈出每一个正确选项前的字母。 
a) 系统的方法就是以系统的方式看组织和领导力状况。 
b) 系统的主要特性是，它是由互为关联的不同部分组成的。 
c) 系统方法的意思是，组织的运作如同机器。 
d) 系统方法有助于领袖明白他们在整个组织中的位置，以及他们与其他的领袖

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e) 系统方法有助于领袖建立适当的目标。 
f) 我们学习使用系统方法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可以借此知道如何改善我们的

工作。 
 
习题 8、思考一下你自己或你所熟悉的组织和项目。用你在本课所讨论的方法，

你将如何分析它？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组织当中是否存在一些由于工人

和领袖间的误会而造成的问题？人们的一些具体需要是什么？记住，需要和年龄

段、属灵背景、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生活条件有关。你能阐述几个目的吗？为了

达到这些目的，有哪些工作要做？你将如何评估或测量结果？请将你的想法写在

笔记本里，以便将来参考之用。 



了解人们的需要 
目的 4：选择正确阐述需要评估的选项。 
 
 还记得我们说过，麦可和牧师的行为正是许多敬虔而有能力的基督徒领袖常

犯的严重错误吗？请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看看你是否能把这个错误找出来。 
 
习题 9、你认为，麦可和那个牧师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请把它写下来。写的时候

可以参考你的笔记。 
 
 你发现你的回答和我们关于沟通的学习有何关系吗？要让人们接纳我们的

信息，就必须对他们有所了解。然而，不论是牧师还是麦可，都没有提及听道者

的特点和需要。 
 
 和商业社会的沟通相比，基督徒事工的一个有利之处在于，我们有圣灵的带

领。他认识人们，会在我们的学习和祷告中引领我们。许多敬虔和有能力的领袖

完全依靠这个真理。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我们一方面认为我们需要花时间和精

力制定大纲、发表精彩的演讲，另一方面却又说我们不需要思考信息的目标或受

众的需要。 
 
 或许，基督徒事工体系中最被忽略的部分，就是“需要”。这是一个严重的

错误，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体系中的各个部分是互为关联的。如果我们

不了解会众的需要，就不可能建立适当的目标。 
 
 耶稣说话时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人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信息的需要出发。

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只是叫彼得要从失败中学习功课，而要把所学的教导给其他

的人；他没有叫彼得要作一个好老师，而是要喂养群羊。耶稣在他的事工中考虑

到不同年龄和情况的人的需要，他当然知道，他们都需要救恩。但是，他并没有

依靠一篇基本的“救恩信息”。他给口渴的人水喝、医治病人、给饥饿的人食物。

彼得效法耶稣的榜样，讲道的时候，也意识到了听众所受的苦难和逼迫。 
 
 我们之所以不重视发现别人的需要，或许是因为我们把基督的神性当作理所

当然的了。基督不需要作任何的调查，就可以知道人们的需要。我们唯一的不同，

就是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工具，正如耶稣也必须使用他当时所能有的工具一样。 
 

需要评估方法 
 
 除了以非正式的方式发现人们的需要以外，研究领导力和管理的学者们还设

计了许多对需要进行评估的正式方法，其中有的被利用在基督徒事工中，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了解其中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恰当

地应用到我们的情况中。在此，我们将简单地介绍四种需要评估方法。 
 
 1．初步活动。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例如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创办教



会、办班，或计划一系列的会议等，你对人们的需要一无所知。在事先未作任何

假设的情况下，领袖就要求大家阐述他们认为自己有什么需要。这可以通过调查

问卷或面议的方式来完成。领袖可能会觉得，人们不了解自身的需要——这或许

是真的。但这是需要评估的第一步，目的是要了解人们是如何察觉自己的需要的。

这是一种倾听，对帮助新领袖有效地工作并被集体所接受，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所察觉到的需要。这种方法一开始是管事的人察觉到了需要——领袖观

察到，或者从其他人那里得知，人们有某种需要。因此，就把所察觉到的需要列

出来，然后叫人们说明他们是否有这样的需要，或组织目前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满

足了这些需要。通过这种方法，领袖就能够知道人们是如何看待某一项活动或程

序的成功的。如果需要得不到满足的话，就需要进行改变。 
 
 3．已知的需要。或许大家没能完成目标，领袖必须面对现实并帮助集体面

对现实。领袖必须更准确地阐述需要，以确保大家都跟领袖一样了解这些需要。

在基督徒事工中，有的需要是普遍的、不容置疑的。领袖必须引导集体，清楚地

向大家阐述各项目标，并找出达到目标的方法。 
 
 4．各种需要的比较。对大多数组织而言，比较各项需要的重要性，然后定

出行动的优先次序，是十分重要的。领袖必须决定如何分配人员、时间以及资金

等来满足各项需要。要做到这一点，领袖就得要求大家根据各项需要的重要性分

成不同的等级。 
 
习题 10、总结我们所学的需要评估方法，把以下每一个正确的选项圈出来。 

a) 由于领袖的漠不关心，人们的需要被忽视了。 
b) 我们必须了解需要，才能知道恰当的目标。 
c) 需要评估的理念是合乎圣经的。 
d) 要求大家阐述自己的需要，是领袖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方式。 
e) 领袖必须了解需要，才能够为时间和资金的使用定出优先次序。 

 

目标管理 
目的 5：按照系统方法的使用定义“目标”一词，并解释如何进行目标管理。 
 
 我们已经看到，需要和目标是基督徒事工体系中两个互为关联的部分。我们

必须了解人们的需要，才能给他们以有效而恰当的服事。明确并清楚地阐述了人

们的需要之后，就可以设立目标了。我们把目标定义为我们事工所渴望达到的结

果。在第 7 课中，我们已经学习了目标的重要性。现在，当我们认识到目标是整

个系统的一部分，就可以更清楚地明白它的重要性了。 
 
 领袖有责任料理好工作并完成工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之意。目标管理

的意思，就是先明确目标，然后以能够引导我们达到目标的方式来工作。这或许

是处理任何工作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基督徒事工的大部分问题，都是由于领袖没

有设定目标，或不明白目标和活动之间的区别造成的。他们总是关注于会议和项

目，以为这些活动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做的，然而却不知道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取



得了该有的成功。 
 
 要进行目标管理，就要将工作或组织看作一个有宗旨，而你也了解其中之宗

旨的整体。这样，你和你的同工们就可以设立可达到、可衡量的目标了。 
 
 再看看以斯帖。她的目标是要拯救以色列百姓，因此，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

是为了救她的百姓脱离死亡。为了达到这一终极目标，她要先达到其他的一些目

的，如吸引王的注意，获得王的同意等。 
 
 再来看看一篇讲道信息的预备和演绎。比如，我们就把最终目标定为决志信

耶稣吧。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将目标设定为：有效的讲道。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有好的内容和演绎。因此，这两项就成了我们的目的。为了有好的内

容，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学习圣经。这或许意味着我们要学习如何使用串珠和圣经

注释等工具。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懂得阅读。为了有好的演绎，我们或许

可以上讲道课。我们需要懂得语法和词汇。因此我们看到，为了达到最终的目标，

我们必须达到一系列的目的。领袖不但必须明白到这一点，还必须能够向下属解

释清楚。这就是目标管理。 
 

如何进行目标管理 
 
 1．要考虑过去和目前的情况。认真了解你的组织过去的成就，然后诚实地

评估其目前的状况。你有多成功？哪一部分工作做得成功，哪一部分需要改进？

你为什么希望见到改进？ 
 
 2．设立切实的目标。你觉得，你可以完成什么来服侍你所带领的人的需要？

靠着圣灵的带领，看看你希望在一个时期以内看到什么样的结果。把你的目标定

高一点，但也不要害怕务实。你的百姓需要感到这种挑战和你在主里面的信心，

但是，如果你所定的目的看似遥不可及的话，就会令他们灰心。 
 

 决志信耶稣  

  

 有效的讲道  

  

    

 好的内容   好的阐释  

    

        

圣经知识  学习技巧  好的语法  讲话的技巧 

如何设定目标以达到更高的目标 



 
 3．要确保你的目标是可衡量的。必须预先定好期限和衡量成功的方法，否

则，是不可能知道是否达到了目标的。因此，要清楚地说明在什么时候该达到什

么目标。 
 
 4．要确保你的同仁们明白各项目标。领袖必须与百姓分享他的异象和他的

使命感。在下一节课中，我们将看到，如果百姓明确知道组织的目标，他们就会

受到挑战和激励，向着目标迈进。 
 
 5．制定达到目标的计划。告诉百姓你打算如何成就你所设定的目标，然后

给不同的人分配明确的任务和责任。要让百姓知道他们的重要性和在工作中他们

彼此间的关系，和他们分享你的看法、你的热情以及你的信心。 
 
 6．让活动一开始就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人们期待领袖起到发起者的作

用，因此光是讲和解释是不够的。你必须付诸行动并保证这些行动是合乎事态的。

如果作好了计划却迟迟不行动，人们很容易就会失去兴趣。一旦定好了计划，就

要当机立断地行动起来。 
 
 7．要让活动直奔目标。人们倾向于不断地做他们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却

忘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领袖不能宣布了一系列的目标之后，就把它们给全忘

了。他必须常常提醒百姓，鼓励他们向着目标迈进。激励和热情是不可或缺的。 
 
 8．要确保评估和记录每一个努力的结果。只有对结果进行评估，领袖才有

机会知道自己的程序是否得当、人员的任务分配是否合适，以及是否要调整目标

等。没有达到目标并不一定等于大家努力得不够或没有工作能力，领袖必须勇于

进行诚实的评估。只有这样，工作才能得到改进，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 
 
 9．认可并奖励对完成目标有贡献的人。对一个人的认可必须建立在完成目

标的基础上，而不是出于个人的因素。这样，人们才会看到目标的重要性，享受

朝着目标努力所带来的满足感，而不会贬低了他们贡献的意义。 
 
 10．要表明，个人的目标是通过努力实现组织的目的和最终目标来达到的。
在商业管理上，人们很注重让员工觉得，如果我们帮助公司或机构达到它们的目

标，个人也会受益并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基督徒事工中，问题并没有这么大，因

为所有真正的基督徒的基本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取悦神，有的人还渴望以某种

方式服事他。因此，领袖的责任就不是去向百姓证明，为组织的目标工作会使个

人得着好处，而是要告诉他们如何通过教会的活动完成这一工作。领袖需要给大

家提供工作的结构或计划，来引导大家做主的工作。目标管理的真正奇妙之处在

于，它能帮助领袖引导工人走到他们深切渴望走的道路上，使他们看到基督徒事

工的秩序、原因和宗旨。领袖最大的赏赐在于，他们能够看到当人们向着神的计

划和至高目标迈进时，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他们自己的属灵目标也得以实现。 
 
习题 11、按照系统方法，“目标”的精确定义为：                           
a) 我们打算要做的事。 



b) 我们所渴望达到的工作结果。 
c) 对完整的系统工作的有计划的评估。 
 
习题 12、请在你的笔记本上，写出两个能够适当阐述你所熟悉的某些情况的目

标。 
 
习题 13、请在你的笔记本上，写出当你为达到教会的目标而努力工作的时候，

所能够成就的两个个人目标。 
 
习题 14、请简要解释目标管理的意思。 
                                                                       
                                                                       
 



自测题 
 
1．彼得的话“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所体现的领导力

原则是：                                                             
a) 人在做重大的属灵委身时，应当三思。 
b) 人永远也不要公开表达自己的坚贞。 
c) 行动是重要的，言语却毫无意义。 
d) 人必须警惕不要过分自信。 
 
2．耶稣对彼得说：“撒但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你回头以后，

要坚固你的弟兄。”这句话体现了领导力的第二个主要原则，即              
a) 切勿用个人经验来说明圣经真理。 
b) 个人经验是用来帮助他人的。 
c) 个人经验总是令人的灵、魂和身体都软弱。 
d) 个人经验如果不能带来重大的属灵胜利的话，就是一种浪费。 
 
3．彼得对众长老的问候：“我这作长老⋯⋯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表现

了他对领导力哪一方面的重要品质的认识？ 
a) 明白他人的需要。 
b) 个人的谦卑。 
c) 目标意识。 
d) 基督徒事工的目标。 
 
4．彼得在劝勉众长老的时候，他说群羊是“那些托付给你们的（人）”。彼得的

这句话表达了一个重要的领导力原则，就是                                
a) 领袖所照管的百姓是神的百姓。 
b) 百姓就像羊一样，他们无法承担责任。 
c) 百姓就像孩子似的（不负责任）；因此，事情就得交给领袖来做。 
d) 领袖一旦承担了神圣的责任，就不能对它置之不理。 
 
5．彼得提到牧长的显现，向我们启示了基督徒领导力的另外一个原则：要保持

动力和果效，领袖必须                                                  
a) 关注如何取悦群羊。 
b) 惧怕，惟恐他的最大努力得不到认可。 
c) 制定更多的短期目标，因为时间很少。 
d) 时常记得最终的目标。 
 
6．根据你在本课所学的内容，以下哪一个选项是系统方法的最佳表述？ 
a) 将管理程序视为机械装置。 
b) 是一种审视组织运作的有序方式。 
c) 由于依靠电脑而非人，因此减少了大量的工作。 
d) 完全依赖两个方面：设置目标和评估目标。 
 



7．系统分析研究的发展，是为了分析组织的各个部分，并看它们如何        
a) 运作以及它们为什么不能更有效地运作。 
b) 处理投入、评估和反馈。 
c) 明确目标、评定需要以及选择活动。 
d) 互为联系以及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8．系统方法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                                    
a) 投入、过程和结果。 
b) 投入、评估和反馈。 
c) 明确目标、评定需要以及选择活动。 
d) 明确目标、选择活动以及进行评估。 
 
9．关于对需要进行评定，以下只有一个选项是错误的，请把错误选项前面的字

母圈出来。 
a) 要设定恰当的目标，就必须了解需要。 
b) 领袖要想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叫大家说明他们的需要。 
c) 领袖要想以一个合理的优先次序安排时间和金钱的使用，就必须了解大家的

需要。 
d) 由于领袖的漠不关心，人们的需要被疏忽了。 
 
10．如果要你写一个制定目标的计划大纲，你会选择以下的哪一种方法？ 
a) 制定最终目标，然后定下必要的小目标，以助达成最终目标。 
b) 制定目标、策划活动、检查活动、进行调整、进行评估。 
c) 陈述你希望达到的结果、收集信息、咨询人们的意见、策划活动、启动项目。 
d) 陈述你的目标、使你的目标和组织的目标相协调、策划一些能使大家忙活起

来的活动、检查计划的有效性、如有需要就调整计划。 
 
11．配搭题。 
   a 我们期望的工作结果。        1）至高目标 
   b 领袖与百姓之间，以及百姓与百姓之间的   2）关系 
     联系。            3）需要 
   c 对结果的测量。                             4）目的   
   d 神通过教会行使的最终旨意。                   5）任务 
   e 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所做的一切。                 6）评估 
   f 目前的状况和我们所努力的目标之间的差别。 
 
 
 
 



习题答案 
 
7  a  对。 
   b  对。 
   c  错。（这里所说的方法是一种帮助领袖了解自身工作的观点。工作并不是

以一种机械的方法来完成的，而是要经过细致的检验的。） 
 
1  b）教导和指引人们的属灵需要。 
 
8  你的回答。 
 
2  a）人们需要喂养，如同饥饿的羊。 
 
9   你的回答或许和我们的有少许出入。我们所建议的回答是：这两个弟兄所关

注的显然首先不是听众。牧师或许认为，他让麦可讲道是给麦可面子；也或

许，他想趁麦可讲道的时候息休一会儿。而麦可的全部心思都在信息的预备

和呈献上，因此除了考虑该如何讲之外，并没有别的目标——他没有考虑具

体的结果。 
 
3  c）他爱耶稣。 
 
10  a   错。（领袖或许很关心大家，但却并不知道在策划活动之前，了解大家

的需要的重要性。） 
    b   对。 
    c   对。 
    d   对。 
    e   对。 
 
4  c）执行神对教会的计划。 
 
11  b）我们所渴望达到的工作结果。 
 
5  a  2）明白需要 
   b  4）正确的动机 
   c  5）目标意识 
   d  3）群羊属于神 
   e  1）个人的谦卑 
 
12  你的回答。示例：我的目标是看到教会的会众对神的话语有一个良好的、总

体的认识。我的第一个目的是：第 1 阶段，设计和实施——为不同年龄段的

人设计一个课程，以便在未来的三年里所有的人都能深入学习旧约。这样，

在旧约知识测验中，每个人都至少能获得 70 分以上，以此证明他们已经掌

握了一定的旧约知识。我的第二个目的是启动第 2 阶段的课程，让每个年龄



段的人在未来两年里都深入学习新约，这样，在新约知识测验中，每个人都

至少能获得 70 分以上，以此证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新约知识。 
 
6  a） “喂养我的小羊（或羊）。” 
   b） “牧养神的群羊。” 
 
13  你的回答。在向着教会的目标努力的时候，我们能设立并达到的两个个人目

的可以是：1）把这视为为主作见证的机会，要对主的带领更加敏感；2）更

多地花时间学习圣经和祷告，培养跟主有更深的个人关系。 
 
14  你的回答。我已经注意到，为了达到最终的目标，我们必须达到一系列的目

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够跟我们的下属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