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课  

与领袖一起工作  

 

凯姆成为教会成员已经有一年多了。他学到了

很多东西，开始想到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教会领

袖，那些鼓励他培养并运用恩赐的领袖，那些把神

的话教导给他的领袖，那些带领他与其他信徒一起

唱赞美诗、敬拜神的领袖。他们都是主的工人的好

榜样。  

当凯姆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发现他想对教

会里这些类型的领袖有更多的了解，想知道神对每

个领袖的旨意。他从领袖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从

而激起了他想了解自己对领袖的责任。  

本课将帮助你更深入的了解，教会为什么需要

领袖。它将帮助你理解有哪些类型的领袖，以及你

怎样与他们一起工作，好让神对教会的奇妙计划得

以实现。  

你将在本课学到… 

领袖的工作  

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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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益处  

本课会帮助你… 

 理解为什么教会里需要领袖。  

 描述你对你的领袖负责的方式。  

 尊重神赐给你的领袖。  

 

领袖的工作  

目的 1：指出领袖的不同工作类型的实例。  

哪里有工作要作，哪里就需要领袖。神指定教

会里的一些人作领袖（以弗所书 4：11），在教会

里作领袖是一个重要的责任；领袖将来要向神交他

们的事奉的帐（希伯来书 13：17）。  

领袖的责任是，监督工作的进行，并与手下的

人一起工作，确保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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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  

除了神以外，教会的领袖是牧师。教会的牧师

作什么？他要带领、喂养、教导和守望。  

 

在带领方面。牧师通过榜样来带领。“总要在

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

样。”（提摩太前书 4：12）学习的最佳方式之一，

是观摩那些知道该怎样做事情的人。牧师要过公义

的生活并且要工作恰当，这非常重要。如果牧师不

是一个好榜样，那么，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整个

教会都被带上了歧途。牧师带领人们做教会的事工

并满足许多需要，引导年轻人、帮助软弱的人、进

行特别的教导、并解释救恩。他不可能亲自作所有

这些事，他要带领信徒参与到事工中。  

在喂养方面。牧师要花时间祷告和学习圣经，

好让自己准备好教会所需的灵粮。他把来自神的道

的灵粮喂给所有人——成熟的和新信徒。他所讲的

必须全是圣经真理；他不可以因为某些人不想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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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就只讲人们喜欢听的东西。  

请你完成  

1 以下哪节经文告诉我们，领袖将来必须交帐？  

a) 以弗所书 3：11。  

b) 提摩太前书 4：12。  

c) 希伯来书 13：17。  

在教导方面。提摩太后书 2：24 中，我们读到，

主的仆人必须“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

心忍耐。”牧师的教导是要把真理解释给众人听，

要把神话里的意思解释出来。那些接受教导的人可

以去教导别人，并且可以和牧师一起工作（提摩太

后书 2：2），教导是一个重大的责任（雅各书 3；1）。 

在守望方面。牧师的工作通常被比作牧羊人，

好的牧羊人关心每只羊。受雇佣的人在危险来临时

会逃跑，而好的牧羊人将和他的羊在一起。同样，

如果牧师只为薪水工作，他不会关心教会将发生什

么事情。然而，像好牧羊人的牧师会不断地守望，

保守信徒不遭受破坏。  

请你完成  

2 把每个句子（左栏）与其所描述的牧师的责任

相搭配（右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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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带领信徒开展他们的事工。  

....b 讲述神道里的所有真理。  

....c 确保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破坏

教会。  

....d 帮助别人理解圣经真理。  

....e 在信徒面前过公义的生活。  

....f 解释圣经所包含的真理。  

1）  带领  

2）  喂养  

3）  教导  

4）  守望  

长老和执事  

圣经还讲到了作为教会领袖的长老和执事。在

早期教会中，长老讲道，而执事负责教会的需要。

现在，长老要帮助牧师，有些人更像是劝勉者。雅

各书 5：14 中讲到有病的人，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为他们祷告。长老必须是成熟的、属灵的人。  

执事的工作可能不同于长老的，但是，他们也

是牧师的助手，可能要负责教会建筑，或者在物质

上帮助贫穷人。这份工作在各个教会都有所不同，

因此需要有各种才能的人。执事可能有许多先天的

能力。他要心甘情愿的服事，并让神膏抹他的生命，

这样，他的事工才对教会有益、有价值。  

请你完成  

3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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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了对教会有益，执事需要的不止是才能。 

b) 教会里所有领袖都需要作同一类事情的能

力。  

c) 执事和长老都必须是属灵的人，这很重要。 

我们的责任  

目的 2：  人们要对领袖承担自己的责任，选出这

样的实例。  

我们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对领袖负责：  

1.  顺服他们讲的道。  

2.  敬重他们。  

3.  支持他们。  

4.  和他们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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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他们讲的道。牧师有一份神圣的工作，就

是传讲神的道。作为教会成员，我们要把它放在我

们心里，并顺服它（罗马书 6：17，彼得前书 1：

22）。这道只在我们接受它、相信它并顺服它时，

才对我们有益（雅各书 1：22-25）。  

 

敬重他们。圣经教导我们要敬重领袖，帖撒罗

尼迦前书 5：12-13 告诉我们要“敬重那在你们中

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

又因他们所作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敬重牧师或领袖的一种方式是不去挑他们的

错误。如果一个领袖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责任

是直接跟他说，不应该敌视或说他的坏话。记住，

领袖是神所指定的，是神给教会的恩赐。当我们尊

重神赐给我们的领袖时，也就是尊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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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他们。支持领袖的一个方式是为他们祷

告。他们需要神的帮助来抵挡撒但的势力，使他们

的讲道更有果效。另一个支持他们的方式，是拿出

我们的财物和恩赐，这是神供应他工人的方式。旧

约里，在神殿里服事的人们（被称为利未人）得到

支持的方式，是所有神的子民分担要供给他们的酬

劳（民数记 18：21，申命记 18：1-5）。  

请你完成  

4 关于敬重领袖的一段经文是  

a) 民数记 18：21。  

b) 罗马书 6：17。  

c)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2-13。  

d) 雅各书 1：22-25。  

我们还可以通过坚持去教会，来表示我们对领

袖的支持。当牧师努力讲道、祷告和事奉时，他要

依靠教会的身体来支持他。希伯来书 10：25 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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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坚持聚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

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和他们一起工作。我们有义务顺从领袖的命

令，顺服他们（希伯来书 13：17）。如果我们这么

作了，神的工作就能继续下去。我们千万不要像以

色列人当年那样，抱怨自己的领袖摩西和亚伦（民

数记 14：1-4）。相反，我们应该像那些顺服约书

亚的命令，取得巨大胜利的人（约书亚记 6：1-21；

8：1-23）。  

请你完成  

5 把各个义务（右栏）与其实例（左栏）相搭配。 

....a 查理每天花时间为他的

牧师祷告。  

....b 简在决定她所教的圣经

儿童班的学习内容时，听

1）  顺服他们讲

的道。  

2）  敬重他们。  

3）  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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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牧师的指导。  

....c 特德以敬重的态度跟牧

师说话。  

....d 安迪努力按他的牧师传

讲的圣经信息生活。  

....e 鲍伯和他的家庭拿出钱，

来帮助支付他们牧师的

薪水。  

4）  和他们一起

工作。  

 

得到益处  

目的 3：  当信徒与他们的领袖一起工作时会有

什么结果，选出正确的陈述。  

荣耀神  

当神的子民与他们的领袖一起工作时，神就得

着荣耀。当所有人和谐一致时，身体合而为一，向

世界见证耶稣是神差来的（约翰福音 17：21），这

一点为神带来了更大的荣耀。在诗篇 133 篇中，我

们读到，有神所命定的福降临到那些和睦同居的人

身上。人们毫无冲突和分歧的生活和工作在一起，

是属神的标记。只要神是元首，就有平安与和谐，

这就是神被荣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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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被建立  

信徒的合一使神在基督的身体里工作。这些要

做的事情，需要整个教会的和谐工作。在以弗所书

4：16 中，我们读到“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

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

己。”其含义是各个部分必须与其它部分合作，每

个成员都必须和教会一起，分担他或她的事奉。当

以基督为元首时，“全身⋯⋯筋节得以相助联络，

就因神大得长进。”（歌罗西书 2：19）  

事工者得到坚固  

与全体教会和谐工作的能力是温柔的一个标

志。温柔的人不轻易发怒，他们有忍耐，并且顺服

那些领导他的人或与他一起工作的人。这个温柔是

有力量的标志，不是软弱，因为可以和领袖一起工

作的信徒，会变得更坚强。神把牧师这样的领袖赐

给教会，是要教会更坚固，并让每个人为他或她的

工作作好准备（以弗所书 4：11-12）。  

有些工人是教会最大的祝福，他们首先让自己

顺服神，再顺服领袖，然后顺服别人。当教会里的

工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将成为以弗所书 4：13-14

所描述的那些成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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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完成  

6 那一段经文说，信徒的合一向世人显明，耶稣

是从神而来？  

a) 约翰福音 17：21。  

b) 以弗所书 4：11-12。  

c) 以弗所书 4：13-14。  

d) 歌罗西书 2：19。  

7 以下是当信徒们与其领袖一起工作时，所带来

的三个结果的描述。哪个最完整？  

a) 每个人作为个体被启示。  

b) 神得到荣耀，世人看到耶稣是从神而来。  

c) 全体教会得到长进，每个信徒都变得更坚

强，以及神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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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4 c)帖撒罗尼迦前书 5：12-13。  

1 c)希伯来书 13：17。  

5 a 3）支持他们。  

b 4）和他们一起工作。  

c 2）敬重他们。  

d 1）顺服他们讲的道。  

e 3）支持他们。  

2 a 1）带领。  

b 2）喂养。  

c 4）守望。  

d 3）教导。  

e 1）带领。  

f 3）教导。  

6 a)约翰福音 17：21。  

3 a 对。  

b 错。  

C 对。  

7 c)全体教会得到长进，每个信徒都变得更坚强，

以及神得荣耀。  

（这是唯一包括了三个结果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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