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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教会彰显神的儿子，这就是教会带领至关重要的原因。教会体

现出那伟大盼望，就是在基督里与神永远在一起。在基督升天和再

来这段时间里，基督徒彼此立约——历经多年彼此相爱和关顾，鼓

励和分享，纠正和担当——以此呈现出这世界所能见的对神的爱最

清楚的写照。

主的教会，祂的新妇，不仅仅是由名单上那些已经得救并在成

圣中的个体组成的。而是在圣徒的群体内，有一些事情比这群体外

的生活更具人性。而且我们的共同生活应发出这群体的闪耀光芒。

这就是神从一开始就制定的计划。亘古以来，神既享受与祂自

己在父、子和圣灵之间完美的团契。祂用完全的爱造了这世界，然

后亲自来救赎这世界。那些从这个堕落的世界中被救赎出来的人最

终要与神永远在一起。① 在那场盛大的聚集中，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要经历新的深度、丰富和长久，将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闪烁耀眼、

光热齐发，充满热情和知识。

讲到教会，更确切地说是地方教会带领的时候，该由谁带领教

会以及如何带领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费尔·牛顿（Phil Newton）是

写书论述这题目的恰当人选。他是一位谦卑、充满喜乐的基督徒，

明白与基督联合的意义。不仅如此，身为一位丈夫和父亲，以及在

孟菲斯市他自己所在地方教会的牧师，他还有几十年的带领经验。

他对神话语的认识，甚至要比他的声音更深沉——如果你曾与他交

谈，或听他讲道，就知道这句话不容小视！他经历过作为单独一位

长老 - 牧师带领一间教会，带领其过渡到多位长老带领。我也是带

领教会并经历过这种过渡的一位牧师。为此，我要向费尔致敬，并

且向你推荐这本书。

   
①　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 5 章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 2 章，保罗在早期对这
伟大现实说的一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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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对教会带领心存疑问。也许你是一位执事，对你的牧师

一直在分享的观念感到担忧。也许你是一位多年的教会成员，不知

道该如何评价你所在教会的架构。也许你是一位牧师，通过查考圣

经，根据你自己的经验，或者通过观察其他教会，你在质疑教会的

带领方式。你会从这本集合了圣经智慧和教牧热情的书中得到帮助。

它提出的答案和建议带有大量圣经和个人经历的实例。

很多人反对在教会中设立长老，这本书出色地回应了其中三种

反对意见。

这符合浸信会的传统吗？你可能会想，设立长老这整件事就“不

像浸信会的风格！” 当我们的教会考虑做出这一改变的时候，一位

年长的成员就当着主日学全班的面对我说了那样的话。如果你有同

样的担忧，费尔写的第一章会让你感兴趣。它考察了历史上英格兰

和美国的浸信会人士，尤其关注在一间地方教会设立多位长老这一

问题上。费尔引用第一手资料让读者看到，从一开始浸信会人士就

已承认牧师是长老（在这种意义上，浸信会人士总是有长老），而且，

浸信会人士常常通过讲道、教导和著书以支持在地方教会设立多位

长老的做法。因此，当其他群体——长老会、荷兰改革宗、圣经教会、

基督的教会等等——确实在倡导设立长老时，浸信会也同样相信和

教导这一点。虽然可以肯定的是，这在浸信会人士当中已成为少数

派立场（费尔甚至调查了这一有趣的事实），但这一立场总归还是

一直被保留的，并且今天似乎在经历一场复兴。对读完这本书之后，

你会明白设立长老确实“符合浸信会的传统”。

这符合圣经吗？其他读者可能根本不在乎长老带领是否合乎浸

信会传统。也许你在一间福音派的自由教会（“自由教会”指非国

教教会，而非“自由派教会”之意。——编注），一间独立教会或

是别的类型的教会，并且你正在重新思考教会的架构问题。对你来说，

长久以来关注的并不是宗派身份的问题，而是是否忠实于圣经的问

题。这其实是最好的浸信会人士关注的问题——也是最好的长老会、

循道会、公理会、圣公会和路德宗人士关注的问题！基督徒明白圣

经是神关于祂自己以及祂对我们的旨意的启示，因此，圣经就是我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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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信心和行为的试金石。圣经讲的是我们如何作为个人，以及在教

会当中来到神面前。圣经告诉我们如何过我们的人生，圣经告诉我

们神的教会应当如何安排次序。所以如果你关注长老带领是否合乎

圣经，你会发现这本书是极大的帮助。

《教会生活中的长老》这本书充满对圣经认真、平衡和深入的

思考。第三章通过查考用在教会领袖身上的各种称谓，以及着手解

释在单个地方教会中设立众位长老的问题，考究了新约圣经中的证

据。第五章查考了使徒行传中的实例。整个第二部分聚焦四处中心

经文——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与以弗所教会长老见面的记载；提

摩太前书第三章，保罗列举了担任长老职分的人的资格；希伯来书

第十三章对教会领袖说的话；还有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关于作基

督手下牧养羊群的牧者的论述。在这三部分中，圣经常常被引用，

并且被作为标准。费尔不仅认识圣经，而且还要顺服圣经。他自己

身为一位牧师，已经历了带领一间教会改变的艰难过程。他为什么

要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圣经是全备的，并且，他坚持在自己如何

来到神面前，以及他如何带领教会来到神面前这两方面都要接受圣

经管理。读了本书之后，你会认同费尔的观点，也会明白多位长老

的设立实际上是符合圣经的。

这是最好的吗？最后，你的顾虑可能是更实际。你可能不太在

乎你的宗派身份，或者对圣经具体经文的深入辩论。也许你认为，

设立多位长老的确看起来是最合乎圣经的教会带领方式，但你在想，

这真的是最好的吗？这是当下对你的教会最有利的吗？你如何做成

这件事？也许你的牧师现在就在推广这一想法。也许他给了你这本

书让你去读（难道你不喜欢牧师的这种做法吗，他给你一本书去读，

就好像你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也许你是教会带领团队的成员

之一，而你们正在一起查考这一主题。也许你是一位牧师，深信在

你的教会应该设立长老，但不知道具体应该如何做。我的朋友们，

打起精神来，你已经找到了一本正确的书。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书，对过渡到多位长老进行如此具体和

实际的思考。整个第三部分，“从理论到实践”，对于在教会中评

                                    前言



估、引荐和起用长老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指导。从这些章节中大量的

信息来看，很明显费尔已经经历了这个过程，并愿意分享自己的经

验——无论好坏——为要帮助我们在教会中做得更好。如果你读这

本书，就会明白设立长老无疑是带领教会的最佳方式。

再说一说见证：我极力推荐本书，是因为一想到设立长老对我

这位主任牧师意味着什么，我就十分兴奋。自 1994 年以来，我有幸

服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浸信会。这间教会成立于 1878 年，在

二十世纪初成长为一家大型教会，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人数有所

减少。在我一开始牧养这间非常传统（而且年龄层偏高）的浸信会

教会的初期，我就公开教导教会应设立长老——我指的并不仅仅是

要有更多专职职员； 我指的是认识到基督已赐给祂的教会教师，当

中一些人可以接受教会金钱支持，其他人则不是。我坚信这与浸信

会历史一致，是合乎圣经的，也最有利于我们向多位长老的方向发展。

我教导会众，这些长老会帮助我引导羊群。我根据提摩太前

书和提多书，根据彼得前书，根据使徒行传二十章，根据希伯来书

十三章和以弗所书第四章进行教导。一有机会就教导他们。 也会使

用约翰·麦克阿瑟论述长老的小册子，② 向会众大量分发。我们有

幸邀请到唐纳·卡森（D.A. Carson）来到我们教会，教导的就是这题目。

我引用了其他著名浸信会牧师的例子，从司布真到约翰·派博，这

些人的教会中都有长老。

最后，经过两年的认真考虑和召开委员会商讨之后，会众投票

通过采用一份新章程，这份章程规定教会要有多位长老。只有一位

成员投票反对；六年之后，在我写这份序言的时候，他仍是一个快

乐的成员，稳定参与教会。这带来什么结果？六年来，牧养关怀得

到改善，决策过程更有智慧，患难时得帮助，而且当我看到成熟敬

虔的弟兄愿意牺牲他们的时间和生命，带领起神托付给他们的会众，

我心中就充满喜乐。这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②   John MacArthur, Jr., Answering the Key Questions about Elders (Panorama 
City, CA: Grace to You,1984).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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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祈求神使用这本书帮助你，并且你可

以像我一样经历神的良善和护理，是借着祂在教会中设立的次序而

有的。如果神已刻意教导了我们，就让我们专心聆听并留意祂在每

一点上的教导——直到教会中有长老被确认为止。

权柄是神给我们的美好恩赐。我们通过行使和服从权柄都能更

好地认识神。特别是因为人对这权柄的恩赐知之甚少，它在教会中

又常常被滥用，我就祈求神通过本书帮助你和你所在的教会。

狄马可（Mark Dever）

华盛顿特区国会山浸信会主任牧师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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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dows 和 Chris Wilbanks 也加入到长老团契当中，和其他已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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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主赐我们每一个人有更多热情去遵从祂对教会的设计模式！

费尔·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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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Curtis, Scott Gurley, Susan Gwilliam, Brooke Santamaria, Zach 
Moore, Tosan Ogharaerumi 和 Samuel Jindoyan 都用这样或那样的方

式贡献心力与智慧，促成通过九标志事工建立健康教会的事业。我

要特别感谢新上任的九标志事工执行主任 Ryan Townsend 支持该项

目。我祈求主祝福你们的一切计划。

自从 1994 年以来，狄马可一直做我的朋友、牧师、隔壁邻居

和长老同事。我们在一起为亲爱的朋友主持葬礼，见过其他朋友离

弃信仰，努力保护羊群不受攻击，目睹许多人受洗，参加了似乎有

一千多场的婚礼。狄马克愿意没有理由地信任我，并且用他的言语

和恩赐作慷慨的榜样，以身作则帮助我相信有天堂，相信坐在宝座

上的那一位值得我去等候祂。按本性来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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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经历，我已变得稍微有一点乐观，这主要因为我与狄马可友情

的缘故。

1987 年 8 月，我请求一位成熟、忠诚、忠心又美丽的金发女

孩爱丽嫁给我，她说“当然愿意！”虽然我弄出不少乱子，她的坚

定、委身和爱在 25 年的婚姻中却没有动摇过。当在我亲爱的孩子

Chelsea, Jason, Lauren, Katie 和 Joanna 身上看到同样的品质时，我并

不觉得奇怪。我宁愿与你们所有人一起坐在我们厨房的桌边，也不

愿意去这世界任何别的地方！如果我有资格写一本讲长老的书，这

是因为你们六个人已经支持我“管理自己的家”，用基督的馨香和

爱充满我们的家庭。

马太·舒马克

2012 年 9 月 19 日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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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为什么要有长老？” 我们的教会过渡转型到长老带领时有

人向我提出这一问题。在那时候，长老看起来与我所在宗派的思维

版本冲突。认真查考圣经、教会历史和现实意义，改变了我们的思

维方式。但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自从《会众生活中的长老》（2005）第一次出版以来，人们对

这一题目的讨论不断深入。马太·舒马克和我已经收到数不清的电话、

电邮，接待数不清的访客，新上任的且富有经验的牧师和教会领袖

询问我们，如何向他们的教会介绍长老这个话题。一些人问改变他

们教会体制的圣经根据是什么。其他人问如何把他们教会的治理方

式与教会历史协调起来。大多数人似乎很关心想要知道，一群长老

怎么带领一间教会。他们怎样让教会过渡到健康的众长老带领模式？

他们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又不分裂教会？他们如何能识别出有资格做

长老的人？很多人仍然在问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写了这本书。

但在我们讲到众长老制的更多细节之前，先来讲一讲我所经历

的过渡到长老带领的故事。

有三个主要因素促使我朝众长老带领教会的方向前进：圣经、

浸信会历史和教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当讲道遇到教导众长老带领

教会的圣经经文时，我经历了极多让我局促不安的时刻——不安是

因我为了迁就我自己的牧养处境而弱化或忽略这一教导。提到长老

的经文有许多，贯穿整本新约圣经，因此当连续按着圣经书卷讲道

时，我不可能遇不到这些经文。我采用了一种肤浅的解释，把初期

教会的长老等同于今天的教牧专职人员。我的听众对此很满意，但

我清楚地知道，我是把一种现代观点强加在古代经文之上。在继续

向会众进行这种解释之前，我必须确定这种通常的解释是忠于圣经

文本的。如果自己查考圣经之后，都不确信这种解释是合乎圣经的，

我又怎么可以说服我的会众？我越查考圣经经文，就发现把长老简

单等同于现代教会专职人员的做法越没有圣经支持。对圣经的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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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呼吁我改变处理这些经文的方式。

历史也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想法。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发现，我

自己的母会在早期就已经有选立的长老。最早的几位牧师就是吉布

森（Gibson）长老、贺德生（Hudson）长老和詹宁斯（Jennings）

长老。如果他们确实是牧师，为什么在十九世纪人称他们为长老？

多年之后我对这问题有了答案，因着朋友送我的 W.B. 约翰逊 (W.B. 

Johnson) 的一篇演讲：《一间基督的教会的长老》，收录在他写的《福

音在耶稣基督众教会的治理与秩序的建立中发展》（1846 年）一书

当中。约翰逊是美南浸信会首任主席，他清楚地从圣经和实际两个

方面陈明，浸信会的生活需要有多位长老。约翰逊作为美南浸信会

早期的一位领袖，他的恶名并不影响那篇演讲在推动教会生活中实

行长老治理的历史性作用。如果有一些甚至许多十八和十九世纪的

浸信会教会生活实行了长老带领这种做法，那么为什么十九和二十

世纪的浸信会变成了只有单独一位牧师、多位专职人员和执事的领

导架构？ 

最后，现实的考量也让人很有理由质疑浸信会教会通常的权柄

结构。我经历过那样的教会冲突，让人灰心的事务性会议，不符合

资格的执事，以及教会生活中的权力斗争。我亲眼见证了在牧师和

执事之间的不和，这影响了教会的合一和活力。如果你是一位浸信

会人士，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吗？许多人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然

而如果我默许了教会带领中的冲突和混乱，我要如何向教会的主交

账？ 

我知道自己要为着我如何带领我服侍的教会向主交帐，也知道

我需要走一条更高要求的道路，即使代价再高仍要如此。是否存在

着一种更好的方法，一种更符合圣经的方法来引导教会生活？这是

我在 1980 年代后期面对的问题，也是许多人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

必须要改变，这一点不可忽视，但采用的方法却无需引发膝跳反射

式的反应，以至于打破教会的平衡。只是教会领袖和会众必须努力

明白神在圣经中已经启示的旨意，并忠心顺服。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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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生活中的长老》这本书同样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众长老的

治理：历史的角度、圣经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虽然马太和我已经

撰文讲述我们身为浸信会人士过渡到长老带领的经历，但我们两个

人也都和许多非浸信会人士讨论过建立健康教会体制的需要。尽管

我们举的大部分例子都是出自浸信会的背景，我们也相信有着其他

传统的教会会从历史、圣经和现实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对促进教

会朝着一种健康的治理方式发展同样有用。

第一部分就是历史部分，是三个部分中最简短的，但特别可

以帮助有浸信会背景（我自己宗派传承）的人，认识到浸信会的教

会中出现众长老带领并不奇怪。在浸信会中设立长老的历史方面， 

我曾被人问到的最大问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浸信会放弃了众

长老带领的模式。为什么浸信会人士在十七、十八世纪，一直到了

十九世纪还在实行众长老的治理模式，但到了二十世纪就放弃了这

种做法，至少在美国是如此？我认为讲述历史的这一部分会帮助回

答那个重要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证明了设立长老非常适合浸信会。

第二部分是看圣经。我查看了四处关键圣经经文，对它们进行

全面解经，表明圣经对长老带领的教导。这同一批经文在我开始服

侍的时候让我不安，因为担心我服侍的教会不打算接受这些经文，

然而我却有责任仔细解释这些经文。如果长老体制不符合圣经，那

么我们肯定无需经历过渡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麻烦！但如果这是符

合圣经的，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治理的方式，在神话语的光

照下带领我们的教会。这种重新考量最终会带来改变。

第三部分带领我们从理论去到实践：我们如何可以从圣经经文

走向众长老带领的实际中去？这如何重塑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方式？

在这里我要告诫教会领袖，要缓慢、深思熟虑和温柔地采取行动。

带领教会的人不应读了一本论述众长老带领的书，就突然向会众宣

告要进行这种改变！这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他要谨慎地

开始教导、培训和指导教会朝着一种更健康的教会带领方式发展。

我把过往年间从牧师、领袖和神学生听到的问题安插在这一部分的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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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当中，至少我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我已尝试思考在教会体制过

渡这过程中的许多陷阱和反对意见。我鼓励你认真读这些章节，然

后才在你的教会发起大的改变。

无论教会的规模和所处位置如何，教会带领都十分重要。所以

我加上第 21 章，“在艰难的地方培养领袖：宣教士、新教会和长老”。

与宣教领袖和当地人的一些讨论让我有一些严肃反思，如何在宣教

士只有短暂机会的情况下确立长老带领，尤其在那些常常有逼迫的

地方。参与跨文化宣教工作的人会发现这一章特别有帮助。这也可

以帮助参与宣教工作的教会更敏感于宣教士面对的挑战。

本书最好的改变，是增加了马太·舒马克坦诚分享的几章内容！

从 90 年代中开始，马太就一直是我的朋友，我们当时在一次会议上

见面。那次之后，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家庭、运动、福音、教会体制

和生活的问题。我们一起祷告，一同流泪。我爱他的直率，对基督

教会流露的激情！你会在他写的章节中看到这方面极多的例子。他

对国会山浸信会恢复活泼健康的叙述会给你带来盼望和鼓励，也让

你对自己的处境有新的看见。

我们两人都祈求这本书可以服侍到基督的教会和那些努力牧养

用基督的血买赎回来的群羊的忠心领袖（徒 20:28）。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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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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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为什么“浸信会长老”并不是

一个矛盾的说法

一些老人的旧照片在我这年轻人的脑海里引发出一些问题。都

是十九世纪在我的母会服侍过的牧师们的画像。每次我走过大厅看

到这些照片时，它们都会激起我这青少年的好奇心。每一张照片在

人名的下面都注明了“长老”。

我知道长老会和“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有“长老”

的这一职分，但我从未听过一间浸信会教会也有长老。

但这些照片不会说谎。我的教会，阿拉巴马州罗斯维尔市第一

浸信会教会曾经按立过长老。1867 年，这间教会由来自附近城镇的

会众建立，“当时 R.J. 詹宁斯和麦克·芬尼长老组成了长老团。”① 

我的教会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之前的几个世纪，浸信会教会常常

称他们的牧师为长老。不仅如此，教会还常常拥有众数的长老，包括并

不是由教会支付薪水的人。一些教会甚至称没有经过按立的长老为“治

理长老”。② 例如，格莱姆斯（J.H. Grimes）在二十世纪初写作时，常常

把牧师称为长老。他指出，在斯蒂斯维尔这个地方的约翰·邦德（John 
Bond）长老是“这时唯一一位有执照的牧师，但在公元 1820 年照例由联

合教会，通过约书亚·莱斯特长老和大卫·戈登长老组成的长老团按立

他为牧师。”③ 邦德后来担任牧师，但在此之前被称为“长老”。格莱

姆斯把田纳西州浸信会教会中参与教牧带领工作但不受薪的人称为 “平 信

①   Boyce Broadus, Baptists of Russellville, Alabama, 1867-1967 (Birmingham, AL.: 
Banner Press, 1967),3. 布鲁达斯女士是著名的美南浸信会神学家约翰·布鲁达

斯的孙女。　
②    Gregory A. Wills, Democratic Religion : Freedom, Authority, and Church 
Discipline in the Baptist South, 1785-19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51, 155 n 4. 威尔斯是根据几份十八和十九世纪乔治亚州浸信会历史记

录得出这结论的。　
③　J.H. Grimes, History of Middle Tennessee Baptist (Nashville: Baptist and 
Reflector,1902),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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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长老”。④

美国浸信会当中的众长老带领

美国许多浸信会教会是由众长老带领，他们既有受薪，也有不

受薪的长老。

例如，大卫·丁世礼（David Tinsley），十八世纪后期在佐治亚

州服侍的一位著名浸信会人士，与杰西·默瑟（Jessie Mercer ）的 ⑤

父亲西拉·默瑟（Silas Mercer ）一起被按立了四次：第一次被按立为

执事，然后被按立为治理长老，再之后被按立为福音传道人，最后被

按立为传道人。⑥ 作为一位非受薪的兼职长老，他是教会中众长老中

的一员。他与那位著名的领袖西拉·摩斯一道服侍，这表明浸信会人

士重视多位长老带领。⑦

殖民地时期主要的浸信会联会——费城浸信会联会的会议纪要

中可以找到已存在众长老带领制的足够证据。例如在 1738 年，联会

在考虑一位已通过按手分别出来的治理长老。后来若是因着他的恩

赐，被一家教会呼召担任教导神话语和圣经教训的工作（即担任牧

师），是否必须再次接受按手礼的按立？答案很简单：“一定是的。”⑧

确实，费城联会似乎一直把治理长老和定期在神话语方面侍奉的人分别

④　 同上。我们需要承认，治理长老和平信徒长老，并不是新约圣经的
称谓。但这些称谓的特征与现代教会使用的一些常见称谓相似，例如主任
牧师，副牧师，教育牧师和执行牧师。所有这些人都被看作是担任牧师的
角色进行服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地方教会的处境中发挥同样作用。这
些形容词限定了角色，就像从前限定治理长老和平信徒长老这些称谓一样。
我要感谢 Daniel Akin 博士，他提出了关于这重要特色的问题（个人通信，
2003 年 7 月 24 日）。
⑤　 杰西•摩斯（Jesse Mercer）也是一位出名的浸信会牧师，他创办了摩斯大学。
⑥      David Benedict, General History of the Baptist Denomination in Americ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Boston: Manning and Loring, 1813), 176.
⑦　 Wills, Democratic Religion, 31, 指出乔治亚州的西拉 •摩斯和马萨诸塞
州的以撒 •巴库斯（Isaac Backus）是浸信会人士当中“美国革命战争时期的
领袖”。丁世礼也是在一家出名的教会作为多位长老之一做服侍的工作。
⑧　A. D. Gillette, ed., Minutes of the Philadelphia Baptist Association 1707-
1807: Being the First One Hundred Years of its Existence (1851; repr.; Springfield, 
MO:Particular Baptist Pre 2002), 39.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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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为什么“浸信会长老”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说法

开来。⑨ 众长老带领正是他们的做法。

肯 塔 基 州 的 埃 尔 克 霍 恩 浸 信 会 联 会（Elkhorn Baptist 
Association）也采用同样做法。1790 年会议的纪要记载了库帕牧场

教会（Cooper’s Run Church）提出的问题：“有别于牧师职分的长老

职分，是否是一种福音制度？”联会回应说：“联会的意见就是，

这是福音的制度。”这些十八世纪的浸信会人士承认兼职长老是地

方教会里众长老中的一部分。⑩

查尔斯顿联会（Charleston Association）也把牧师称为“长老”，

言下之意是教会要由众数的“牧师”和“长老”组成的“长老会”

带领。⑪

简而言之，这种做法并非普遍，但十八和十九世纪许多浸信会

教会采用众长老带领的方式。浸信会历史学家威尔斯（Greg Wills）

观察到：“这些长老协助牧师完成讲道以及施行浸礼和主餐方面必

要的工作。因其智慧、敬虔、知识和经验，他们成为教会的领袖。

这些教会认出他们当中所有长老的恩赐和呼召。”⑫ 有一段时间，

许多浸信会人士把“治理长老”和“教导长老”区分开来。治理长

老专注于教会生活中的行政和治理问题，而教导长老履行牧养的责

任，包括施行圣礼。到了 1820 年，“治理长老”这种称谓已渐渐消失。

一些人主张，牧师和执事构成了长老职分。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

反对的人包括美南浸信会首任主席 W.B. 约翰逊，他教导说：“基督

严格要求每间教会都要有多位长老”。⑬

⑨  同上，102 页。
⑩  Basil Manly Jr., “History of the Elkhorn Association,”accessed February 9, 2011;http://
baptisthistory. page.comelkhorn.assoc.his1.manly.htm 1.
⑪　In “A Summary of Church Discipline,” in Mark Dever, ed, Polity, 120, and 
plural reference to ministers on 125.
⑫　Greg Wills,” The Church: Baptists and Their Churche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Polity：Biblical Arguments on How to Conduct Church 
Life, ed. Mark Dever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Church Reform, 2001), 33-35.
⑬  同上，34 页。威尔斯总结了约翰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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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浸信会在众长老带领制方面的衰落

人经常会问，为什么浸信会人士放弃了众长老带领教会的做

法？已故神学家葛伦斯 (Stanley Grenz) 指出，以撒·巴库斯（Isaac 
Backus,1724-1806）是造成这方面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巴库斯是

十八世纪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浸信会领袖，他在今天最为人知的就是

在政治方面的工作，他甚至与北美大陆会议的与会者会晤。但巴库

斯也通过开展大型巡回布道会和协助建立新教会以广泛促进传福音

和植堂工作。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和极具天赋的演说家，他对那一

代及后来的人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在公理会的背景下长大，从 1748

年开始，在马萨诸塞州提提科特的一间新光教会担任牧师，直到

1756 年接受了浸信会的立场。之后，他在马萨诸塞州的米德尔伯勒

第一浸信会教会担任牧师 52 年，直到去世。

巴库斯一家人在殖民地宗教当局手中受苦，因此他正确地反对

任何种类的宗教暴政或等级高压手段。他强烈反对一切轻看教会中

普通个体的教会治理模式。在那时候，许多浸信会教会实行众长老

带领制，这很有可能是受费城联会的影响。但巴库斯强调个人主义，

连同他的极端会众制的做法，导致在他的影响之下，在众教会当中

众长老带领制遭到诋毁。葛伦斯解释说：“巴库斯喜欢一种非常‘弱’

的神职人员带领，真正的权力则掌握在教会成员自己手中。”⑭ 结

果就是，巴库斯在他协助建立的教会当中限制长老人数只能是一位。⑮

随后，浸信会牧师约翰·利兰（John Leland，1754-1841）在自

己的著作和演讲中，继承了巴库斯在宗教自由和教会治理方面的精

神。这两位都受到了当时不断发展的殖民地文化中强调个人的影响，

并把教会贬低到次于个人的位置上。⑯ 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巴库斯

⑭　Stanley Grenz, Isaac Backus —Puritan and Baptist : His Place in History, 
His Though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Modern Baptist Theology (NABPR 
Dissertation Series, 4;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83), 278-279.
⑮　 同上，279 页。
⑯    Edwin S. Gaustad,"The Backus-Leland Tradition,” in Baptist Concepts of the 
Church: 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Issues Which Have Produced 
Changes in Church Order, Winthrop S. Hudson, ed. (Chicago Judson Press, 1959),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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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采纳一种最符合个人主义精神的“彻底的会众制模式”，而利

兰“把会众制、教会治理和基督教信仰等同起来”，他很有可能更

倾向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而非圣经来强化他的观

点。⑰ 这两位浸信会领袖都惧怕任何可能剥夺会众权力的教会架

构，这导致他们攻击众长老带领的理念，即使这些长老是在会众最

终权柄之下带领（就像费城浸信会联会的教会）。

伴随着弗朗西斯·韦兰（Francis Wayland）大量著书，这种对

个人主义的强调以及众长老带领制的衰落，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

中期。韦兰连同爱德华·西斯克斯（Edward Hiscox）和约翰·牛顿·布

朗（John Newton Brown），为以后几代人塑造了那被称为浸信会正统

信仰的观念。⑱ 韦兰把不同的教会治理模式看作是历史的偶然发展。

他认为新约圣经并不存在一种限定性的组织结构，因此论证说，关

于教会治理的决定可以因教会而异，每一间教会都可以采用自己认

为最有帮助的教会治理形式。他虽然支持会众制教会治理模式，却

没有大力倡导，而是强调个人自由。这种对个人主义的不断强调既

削弱了地方教会的集体性质，也削弱了众长老带领的治理架构。⑲

在同一个时期出现的地界主义（Landmarkism）迎合了这日益

发展壮大的个人主义。它强调教会应当严格施行民主，这就进一步

削弱了新约圣经确立的领导模式。⑳ 因此，地界主义者潘德顿（J.M. 
Pendleton）在他 1893 年发表的《浸信会教会手册》中论证说，“牧

师和执事是唯一固定的合乎圣经的教会职员。”21

 虽然存在这些多样观点，努力接受众长老带领制的现代浸信会

人士却有一种富有活力的传承作为其根基。22 这种传承在早期浸信

⑰　同上，122-123 页。
⑱   Norman H. Maring, “The Individualism of Francis Wayland,” in Baptist 
Concepts, Hudson,135.
⑲　同上，152-158 页，165-166 页。
⑳  见 Robert G. Torbet,"Landmarkism”, in Baptist Concepts, Hudson, 170-195 ，这
对早期地界主义影响的纵览对人很有帮助。
21　 J. M. Pendleton, Baptist Church Manual (Nashville: Broadman Press, 1966), 24, 32.
22　我得到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美南浸信会神学院 Shawn Wright 的帮助进
行研究工作，他的评论有助澄清这一点（个人通信，2003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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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人士的一些教会治理文件中已清楚地表现出来。我最后举两个例

子：首先，本杰明·格里菲斯（Benjamin Griffith）在“一篇论真正

和有序的福音教会的简短论述”（1743）中清楚地教导了众长老带

领的模式，指出治理长老是那些有恩赐“协助牧师或教师治理教会”

的人。23 他进一步解释说：“教导和治理的工作都是牧师的工作，

但万一他不能，或治理的工作对他而言过于沉重，神就供应了这样

的人来协助他，他们被称为治理长老。”24 格里菲斯把长老看作是

与进行神话语侍奉的牧师并肩一道，坚固牧师的手，满足基督教侍奉的

要求。他们应帮助“减轻牧师或教师的重担，维护侍奉的荣誉”。25

费城浸信会联会于 1798 年委托撒母耳·琼斯（Samuel Jones, 
1735-1814），一位在中部殖民地地区富有影响力的牧师和学者修订

费城公认信条的条例。他后来在 1805 年完成修订工作。琼斯在他的

作品中承认，对于“治理长老”的合法性，浸信会人士多有争论。

他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由地方教会自行决定是否把这具体职分包

括在他们各自的教会当中，因此他提出了支持和反对这种做法的论

证。在支持方面，他主张治理长老就如执事一样，可以帮助“减轻

牧师的部分重担”。他说这可以转移教会成员当中因带领的决定而

出现的“一些对立想法和恶意”。他进一步解释说，并非所有牧师

都有带领处理教会事务的恩赐，其他人可能更好地履行这些职责。

因此，教会需要向这样的人分派权柄，使他们按这种职能开展服侍。26

虽然我并不支持在长老会圈子里常有的做法，把“治理长老”当作是一

种不同职分，但琼斯的论证确实表明，早期浸信会人士将众长老带领制

当作教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3    Benjamin Griffith, “A Short Treatise Concerning a True and Orderly Gospel 
Church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Baptist Association, 1743), in Mark Dever, 
ed., Polity: Biblical Arguments on How to Conduct Church Lif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Church Reform, 2001),98.　
24　同上。

25　同上。

26　Samuel Jones, “a Treaties of Church Discipline and a Directory (1798),” in 
Dever, Polity,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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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浸信会人士

浸信会生活中包括有长老的这种做法并非始于美国。在十七和

十八世纪的时候，众长老带领在英格兰是常见做法。根据浸信会教会中

有平信徒长老的几个例子，27 历史学家安德伍德（A.C. Underwood）指

出早期浸信会人士不仅认可众长老带领的模式，也在地方教会之内就长

老发挥的功能作出区分。他提到十七世纪在布里斯托尔的布罗德梅德教

会，该教会有一位牧师，多位治理长老、执事和女执事。28

但是浸信会的长老与长老会的长老有所不同。对于一间教会的

长老同时在另一间教会发挥长老的作用，浸信会的长老“想到这点

就觉得不安”。因此他们绝不会考虑在地方教会以外还可以有教会

会议或长老会的这种想法。权柄属于地方教会。唯一的例外，就是

一间教会的长老出于必要的缘故，帮助按立另一间教会的职员，或

在另一间教会施行命礼。在这种情况下，长老发挥着福音工人的作用，

但在另一间教会并没有教牧权柄。29

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英格兰浸信会人士和长老会人士不一样，

他们拒绝“治理长老”有别于“教导长老”这一观念。威廉·吉芬

（William Kiffin）担任牧师的伦敦德文郡广场教会，承认“长老内部

平等”，每一位长老都在教会内承担责任和行使权柄。同样，1688

年在贝德福德郡康斯沃斯的一间教会，“有三人一同被平等地挑选

出来主持……掰饼和施行其他命礼，教会与此同时同意供养这三

位。”30 著名的便雅悯·基兹（Benjamin Keach）也拒绝接受治理长

27　我在解释历史上多位长老带领这种做法时用到了平信徒长老这种说
法，但这并不表明我认同现代对这术语的用法。一种更好的区别，可能就
是非专职长老这种说法，这样的人与长老一道服侍，构成教会的职员。这
种说法认定，非专职长老与专职长老不一样，并不从教会接受服侍的酬劳。
28　 A. C. Underwood,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aptists (London: Carey Kingsgate 
Press, 1947),130-31.
29　In James M. Renihan, “The Practical Ecclesiology of the English Particular 
Baptists, 1675-1705: The Doctrine of the Church in the Second London Baptist 
Confession as implemented in the Subscribing Churches” (Ph.D. diss.,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1997), 196.
30　同上，201 页。

       第一章  为什么“浸信会长老”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说法



24

老是一种不同职分的观念，但允许教会可以“挑选一些有能力和慎

重的弟兄帮助治理”，大概要么是一个单独存在的联盟，要么更像

是众长老中的成员。31 然而，一些浸信会教会确实把教导长老和治

理长老区别开来。在这样的情形里，“牧师是你所在教会的众长老

的头，”而治理长老与他共同照管教会。32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时期并非所有的英格兰浸信会教会都

实行众长老带领的模式，但“大多数特救浸信会人士（Particular 
Baptists）坚持在他们教会应有多位且彼此平等的长老”，认为“一

间完善的教会需要有众数的长老”。33

长老绝不可擅用职权来辖制教会。他们是“向主人负责的管

家，是他们会众的仆人”。按照尼希米·科克斯（Nehemiah Cox）

在 1681 年的一篇按立讲道中所讲的，他们的本分是“祷告（带领敬

拜），讲道和施行教会纪律；他们私下的本分是探访群羊，鼓励、

劝勉和责备他们。” 十七世纪英格兰浸信会人士当中另一位杰出领

袖 34 汉山·诺里斯（Hanserd Knollys），是这样形容众长老带领的本分的：

   神教会的牧师、监督和长老的职分，就是嘱咐、督理和看

顾主耶稣基督已交给他们之人的灵魂，喂养神的群羊；为他们

的灵魂守望，按照律法、教会章程和福音的命礼……管理、引

导和治理他们。
35

浸信会公认信条

英格兰和美国初期浸信会的认信文件和教会治理的声明为众长

老带领的做法提供了支持。1644 年伦敦公认信条申明：

31　Benjamin Keach, The Glory of a True Church and Its Discipline Display’d 
(London n. p., 1697).15-16 (emphasis Keach), quoted in Renihan,”Practical 
Ecclesiology 202.
32　同上。
33  同上，205 页。
34　同上，210 页，概括 Coxe 的评论。
35 同 上，210 页， 引 用 Hanserd Knollys，The Word That Now Is (London: 
Tho. Snowden, 168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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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间教会都拥有基督赋予他们的权柄，为其更好的福祉

而自行拣选符合圣经要求的人担任牧师、教师、长老、执事的

职分，就像基督在祂的约中所命定拣选的那些人一样，为要喂

养、治理、服侍和建造祂的教会。没有任何人有权柄来强迫他

们做什么，谁都不行。
36

与这份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类似的是 1658 年的萨伏伊宣言，

它是一份公理会的公认信条，包含有后期浸信会公认信条大部分的

实质内容。它指出“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是“基督设立的职员，

由教会选立并被分别出来”。37

1688 年的浸信会公认信条（费城公认信条）沿用了萨伏伊宣

言的用词，只是在职分的说法方面有改变，称之为“监督或长老

及执事”。38

1833 年的新罕布什尔公认信条，这是美南浸信会 1925 年《浸

信会信仰和信息》的基础文献，指出了地方教会唯一符合圣经的职

员是“监督，或牧师及执事，他们的资格、权柄和责任在使徒给提

摩太和提多的书信中被确定”。39

《信仰原则》（1858，Abstract of Principles），这份依然被美

南浸信会神学院和东南浸信会神学院使用的公认信条是这样声明的：

“一间教会固定的职员是监督或长老，以及执事。”

虽然 1925 年的美南浸信会的《浸信会信仰和信息》说明了长

老的职分，但 1963 年和 2000 年的《浸信会信仰和信息》修订版都

删除了监督和长老的称谓：“符合圣经的职员是牧师和执事。”

36　 John Piper,” Biblical Eldership: Shepherd the Flock of God Among 
You”, app.1; accessed March 29,2003; www.desiringgod.org/resource-
library/seminars/biblical-eldership-part-1a. 也 见 John Piper, Biblical 
Eldership (Minneapolis: Desiring God Ministries, 1999).
37　CrChr,3:725.
38　同上，3:739.
39　同上，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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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改变表明众长老带领这做法如何不再被浸信会采用。40

我们需要承认，这些公认信条的陈述多少比较含糊，为那些确

定应由众长老带领的人和反对这一做法的人同时留有余地。并非所

有在英格兰和北美殖民地的浸信会教会都采用众长老带领的模式。

根据某些记载，只有少数教会这么做。然而，有名的领袖和强大的

教会践行多位长老带领，这就驳斥了这种观念，即长老职分在浸信

会人士当中是一种反常做法。 

W.B. 约翰逊和美南浸信会人士

美南浸信会的创办人和首任宗派主席 W.B. 约翰逊，留下了一份

忠于圣经和为福音发热心的遗产。他论述教会治理的著作《福音通

过耶稣基督众教会的治理与秩序发展》（1846），依然是一份大体

可靠的指引，鼓励浸信会教会向神的道忠心。在概述了初世纪教会

中已经存在众长老带领的模式的圣经依据之后，威尔逊解释说每一

位长老（或按他对他们的称呼叫“监督”）都为满足教会的需要提

供“一种特别的才能”。他还说：“对于每一间教会而言，有体现

出各样服侍恩赐的监督职分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这也是耶稣降世

的重要目的之一，当祂升上高天的时候，祂为人们领受了这些恩赐”

（见弗 4:7-16）。41 在众数的长老中，每一位都具备一套不同的恩赐

40　Paul Burleson 在一篇题为《浸信会长老历史研究 ——< 彼得前书 >5:1-
4》的讲道中（发表在 Trinity Baptist Church in Norman, Oklahoma ; accessed 
November 21, 2002; http//www. hhbc.com/webpages/baptist1. htm） 提出了
三个原因，说明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长老在浸信会生活衰落的原因。
第一，浸信会教会向西部扩张时，单独一位的牧师 / 植堂者常常是巡回工
人，在早期处理大部分的教会责任，在这过程中，多位长老带领淡出教会。
比较肯定的是，在早期，合乎资格的男性领袖稀少。第二，地界主义兴起。
连同它强调 “ 民主治理，不要长老治理 ”，对浸信会生活和实践产生了深
远影响。第三，“ 基督门徒会的兴起 ”，现在被称为基督的教会，“ 只使用
长老这说法，” 这让浸信会人士做出反应，拒绝使用长老这说法，只使用
牧师一词形容参与教会侍奉和带领的人。
41　 W.B. Johnson, "The Gospel Developed through the Government and 
Order of the Churches of Jesus Christ"(Richmond: H. K. Ellyson, 1846); in Dever, 
Polity,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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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让整个身体从他们共同的服侍中获得益处。约翰逊陈述说：

“多位监督对于相互劝告和彼此协作而言非常重要，可以按最好的

方式促进对群羊的治理和造就。”42 约翰逊在回顾圣经对长老的教

导时解释说：“这些管理的人在等极和权柄方面都是平等的，没有

一个人超越其余的人。这也是因为圣经要求所有这些人都要符合同

样的资格，因此，虽然一些人在神的道和教训方面服侍，其他人没有，

他们之间的分别却不在于等级，而在于他们服侍内容的特点。”43

他指出，无论长老在教会中发挥怎样的具体功用或角色，他们都是

平等的。 

约翰逊也面对现实。他虽然承认圣经要求有多位长老，却指

出一些教会可能不能马上确立多位长老：“在一间暂时无法设立

多于一位长老的教会，可以考虑这一原则，就是一旦有另一位长

老，教会就应马上实行众长老制。”44 而且，约翰逊在长老和执

事之间作出区分。长老的职分是关乎属灵的事，执事的职分是关

乎现世的事。“教会的利益无论要求有哪一种现世的照顾工作，

这照顾工作是落在身为教会仆人的执事身上。45 当然，执事也按

多位发挥作用。

过去所有的浸信会教会都拥有众数的长老吗？很明显不是。但

许多人相信这是新约圣经的模式。约翰·派博牧师在纵览了历史上

的浸信会公认信条之后得出同样的结论：“根据对浸信会公认信条

的历史纵览，至少我们可以说，那种认为长老职分不符合浸信会传

统的说法是错误的。相反，有长老比没有长老更符合浸信会传统。

长老职分的消失是现代才出现的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伴随

着教会在其他教义上的衰落，所以我们最好对长老职分的消失提出

质疑而不是赞赏。” 46

42　同上，192-193 页。
43　同上，191 页。
44　同上，194 页。
45　同上，196-197 页。
46　Piper,” Biblical Eldership,” ap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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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众长老带领日益消亡

    人们在过去两百年见证了在浸信会人士当中众长老带领的模式在

渐趋消亡。牧师开始变得像执行总裁，而不是新约圣经中谦卑的牧者。

教会的专职职员被雇佣是按照他们的业务水平，而他们的教会则是

按大型企业的模式运作，需要具备一家成功公司的企业架构。

看到如今教会治理的大体现状，就使我们对于自己是否努力跟

从圣经产生了疑问。具体来说，西方基督徒在与他们身边的世界分

别开来这方面做得如何？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社区中作光作盐？我们

的“家庭价值观”是否明显与我们邻舍的价值观不同？与这些关于

教会圣洁的问题相关的，是教会治理的问题：我们的会众是像与他

们对应的新约圣经会众一样得到喂养和接受教会纪律？我们的教会

成员名单是否泛滥膨胀，这是否促使我们变得世俗化？除了对他们

自己以外，牧师和教会专职职员还和其他人建立互相督责的关系吗？

在牧师当中不道德行为的比率令人担忧，这是否与教会的专职职员

和多位敬虔长老（无论是平信徒还是专职长老）关系疏离有关？诚

实地讲，我相信最近的一些经验告诉我，圣经至少有说明一间教会

的圣洁与其治理是密切相关的，正如信心与教会次序是密切相关的

一样。

浸信会的先辈们努力把他们的教会架构和实践扎根在圣经教导

之上。这些坚定的拥护者并没有让他们的教会迎合今日的风俗，而

是应用圣经真理，为他们的后代开创出一条道路。说到底，浸信会

在历史上是否实行众长老治理的模式还是一个次要问题。今天教会

领袖首要的关注点，必须是明白神的话语有何教导，并据此来安排

他们教会的秩序。历史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确认圣经的真实性而已。

反思

●          历史在一个人认识现代教会生活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

●          是否所有初期浸信会教会都实行众长老带领的模式？

●         本杰明·格里菲斯、撒母耳·琼斯和 W.B. 约翰逊在众长老带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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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这方面持什么立场？

●          以撒·巴库斯、约翰·利兰和弗朗西斯·韦兰对浸信会教会

的治理模式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       为什么十九和二十世纪浸信会人士当中出现了逐渐放弃众长老

带领的运动？

       第一章  为什么“浸信会长老”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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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没有牧者的羊

我敢肯定这个地方已经废弃不用了。那是在 1990 年的 11 月。

我和我的妻子带着两个小孩试图寻找为她的祖母玛德琳·邓美尔

(Madeline Dunmire) 举办葬礼的地方。我们站在国会山大都会浸信

会的门前，邓美尔婆婆从 1924 年到她去世一直就是这间教会的成员。

但这幢建筑物看起来已经人去楼空。 

没有什么外面的标记让人可以辨认这幢建筑，早已在多年前脱

落殆尽。彩色玻璃窗一半的镶边，最后一次涂色可能已经是十年前

的事了，另一半也在剥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无人问津了。教

会场地被锁链一样的围栏围着，一些已经倒塌了。围栏前面种上了

长满刺的灌木，为的是“把流浪汉挡在外面”。实际上，这些灌木

周围堆了一堆啤酒罐和其他垃圾，可能也吓走了一些打算要来教会

的访客。

我们把自己的小货车开到旁边的停车场，停在了追尾之后剩下

的一半小轿车旁边。从大街上可以看得到的教会的四道门都锁上了。

看不到有人在这黑暗建筑物里面走动。外面天寒地冻，我与妻子站

在那里开始了以下对话：

“这里没有人啊。”

“肯定有的。”

“这地方已经废弃不用了。”

“不可能。”

“你肯定我们来对了地方吗？”

“我记得我小时候来这里参加过母女宴会。”

“亲爱的，这地方看起来是关门结业了。”

最后，一位带南方口音的中年女士来到我们尝试的最后一道门

边。她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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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证明这就是婆婆所在的教会，而当时正在举行一场葬礼。

南希，这位给我们开门的好心人来自乔治亚州，她把我们带到了托

儿间。这地方看起来就像是二十世纪初战争时期的东欧医院，比那

个还要再脏一点。环绕房间四周摆放着涂色很糟糕的白色金属的婴

儿床，高高耸立在肮脏、铺了亚麻油地毯的瓷砖地板上。整个房间

就靠三个悬空的光秃秃的灯泡照明。在这个托儿间工作的人并不会

讲英语。

我们决定把孩子留在身边，然后穿行通过一系列门厅，进到“圣

所”。坐在后排的老年妇女头上灰蓝相间的发色，和她们身上羊毛

和皮衣外套散发的樟脑丸气味一样让人感到震撼。

葬礼开始了，令人有点惊讶的是，过程当中没出任何问题。

身着诗袍的诗班唱了浸信会赞美诗集里面的歌，而且在那个可容纳

一千人的昏暗的房间里，有几百位老年人当场听到了福音。

后来的交谈让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家人看到的是一群余民，

经过之前的“光辉岁月”之后留下来的一群人。从 1930 年代直到

1950 年代，这幢建筑物尽是年轻退伍军人和他们的父母。现在他们

都已老去，快要死了。老年组的一小部分人被称为“3L 团”，意思

是享受长寿。他们在地下室有自己的专用房间，就在团契厅对面，

这里之前被叫作下堂。另外一部分人被称为 “灰豹党”，他们在

1980 年代赶走一位年轻牧师的时候取了这名号。那位牧师要采用一

种当代、以慕道友为中心的教会增长模式，但是灰豹党赢了，那位

年轻的牧师离开去做了别的辅导事工。

这是我们第一次到访国会山大都会浸信会，使我们完全不想再

回到那里。几年后他们去掉了“大都会”这几个字。（因为教会现

在的名字是国会山浸信会，我觉得是进步了，或者简称为 CHBC）。

但我的妻子和我最近搬家到了华盛顿特区，所以我们决定加入这间

教会。也许我们可以贡献点什么，更重要的是，福音已经在这里被

清楚地传讲。

谁会知道神为将来准备了什么。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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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次在神的护理之下却也在计划外的约谈之后，1991 年夏

天我被教会聘请去做清理教会运作事务性方面的工作。我的计划就

是用九十天来帮忙，然后开始去读研究生。

我见了教会的秘书，她实在被她的 IBM 286 电脑吓坏了，就在

背后放了一个灭火筒，以防电脑起火。她也在办公桌下放了五双鞋子，

每一双都比前一双稍微大一点，好让她全天不断发胀的脚可以找到

合适的鞋穿。

我也见了九十六岁的迪克斯夫人，她是负责财务的秘书，仍在

用一台大小像小型微波炉的老式桌面计算器，还带有手柄和卷纸筒。

她帮忙监管分散在六家银行里的十六个账户。（“我们不要任何人

碰所有这些钱！”）两位年老的男士要用整整一个早上一直到吃午

饭的时间来计算奉献金额，并把钱存进不同的银行账户里。

我还见了乔治，这是一位热心肠的退休宣教士，从前在巴基斯

坦宣教。他会去医院探访，并为星期天挑选赞美诗。

我见到了比尔，这位六十岁的维修工，他对修东西一窍不通，

但本来可以成为一位了不起的牧师。

我了解到这间教会普遍不受邻里欢迎。这是有一些原因的，但

大部分原因在于它曾经拆掉了历史悠久的房屋用来建停车场。这些

停车场使得从前住在城里的会众可以从在郊区的家开车上教会，但

却在社区里造成了一些“空洞”，那里曾经是令人骄傲的建筑物所

在的地方。

这间教会中的人群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一方面我们有年长的卡

尔·亨利（Carl F.H. Henry），他是《今日基督教》杂志的创办人，被《时

代周刊》称为“思想者的葛培理”。亨利博士喜欢坐在最脆弱的那

部分天花板底下的那一排位置。我一直在等石膏天花板坠落在他身

上。另一方面，有一个有名的犯奸淫的人，在高高的诗班位置上独唱，

戴着一顶带流苏的墨西哥阔边帽。 

我们也有乔博士，他会在早上聚会的时候剪手指甲。他坐在艾

                                                         第二章  没有牧者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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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旁边，艾德是一位退休政府公务员，大多数星期天都会戴一条国

旗图案的领带，只开大型的凯迪拉克车。他如此拥护美国，以至于

你可以肯定，耶稣必然是出生在美国中西部，而不是在中东。

在我们前门迎宾的那一位缺了大拇指，而在后门迎宾的是八十

高龄的艾文·迈曲（Alvin Minetree），他系着颜色鲜艳的腰带来配

他的高帽，还穿着白西装。他是这样跟大多数女士打招呼的——“美

女来啦。”

像这样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个星期天早上聚集在一起，只是沉

浸在音乐当中。弹管风琴的人发型蓬松，非常大声地弹奏三排键盘

的艾伦牌管风琴，以至于地板都在震动。那位来自英国的唱诗班指

挥好像对自己的英国身份有一种罪疚情结，因为她总有唱不完的爱

国歌曲，提醒我们神如何祝福了美利坚合众国。我们有儿童唱诗

班、独唱和钢琴连弹。但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铜管乐队。每一个在

初中时候尝试用嘴唇接触金属制乐器的人，都被要求爬上阁楼的楼

梯，重新拿起他们沉睡已久的号角。请想象一下，吹得脸面发红的

小号手和长号手对着有听觉障碍的会众大声吹奏着《美哉主耶稣》

（“Fairest Lord Jesus”）和《到各山岭去传扬》（“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让他们高兴不已，这是怎样一种情形。

人对讲道人的判断大多是根据讲道的长度。如果祝福祷告可以

赶在正午之前，他就可以得到高分。这让那些老年人可以在那些“神

圣打滚”的五旬宗教会散会之前抢先一步，奔向 Hot Shoppe 咖啡厅

占位。会众非常喜欢儿童聚会的讲道：讲道简短、要点明确，而孩

子们总是机灵可爱。

我作为教会行政管理人员参加执事会议。会议是在“3L”房间

举行，让我想起 1960 年代去敬老院看望祖母时的情形。查理，这位

非常可爱而且活到了 103 岁的执事，会一早来占位，坐在那里可以

让他把头靠在一根柱子上休息。如果会议时间超过晚上八点半，查

理很可能就在这里睡着了。 

友好的弗兰克从来不喜欢小题大做，也不太理会那些小题大做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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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八十岁的布兰德并不在乎我们在教会后门的照明，但他喜欢让

人可以挡雨的西尔斯牌白色金属雨棚。

每一年讨论预算的时候，戴国旗图案领带的艾德总是尝试拦阻

教会支持本地的意外怀孕中心，因为“堕胎是一个政治问题” ！

有好几个很好、安静和敬虔的人，他们常常可以鼓舞人心。但似

乎几乎没有人有能力查考神的话语，留心圣经的教训，进而向教会传

达。不作为的风气已在多年前渗透进了教会。对将来的不确定让教会

领袖和会众停滞不前。人们反复告诉我：“我们有地但没钱”，教会

怎么都凑不齐 30 万美金的预算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而大部分的预算

都花在了教会这幢建筑上面。简单来说，这一代人的大半生都在经历

这个城市和这间教会的衰落，而他们自己似乎也因此变得萎靡不振。

然而，并不是每一间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城市中心的教会都遭遇

像这间教会一样的命运。这个时候大多数写作有关教会增长的书籍

的作者都会说，这间教会有四大缺点：

1. 它归属一个宗派（美南浸信会）。

2. 它坐落在城市中心区（在美国国会山的五个街区后面，当时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社区）。

3. 建筑物老旧。

4. 停车位置有限。

但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每一次执事们或不同的委员会聚集开会的

时候，都没有一群强有力且敬虔的领袖来带领。为数很少能发挥这

种作用的男性，要不是太老，要不就是经过几十年吃力的教会生活

之后已经变得太疲倦。

结果就是，这间教会的存在几乎没有目的性，而它吸引了各种

各样用心不良的人，披着羊皮的狼。他们是没有一群没有牧者的羊。

有许多年长的人，却没有长老。

                                                         第二章  没有牧者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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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约圣经中的长老

现代教会面对的危机，就是我们把二十一世纪对教会治理的认

识强加在圣经上。我们已经加添了大量花俏的内容：大众媒体导演、

消遣娱乐的牧师、主日学委员会、董事会，更不用说那些教导教会“该

怎么做“的研讨会和书籍了。

加速教会增长和扩展事工的驱动力，让教会架构变得复杂起来。

这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第一，教会已经将事奉的特权和负担转移

给了“专业的”教会职员，却忽略了神放在他们成员当中有恩赐的

领袖。第二，教会已经迷失在在大型活动和节目编排演的忙乱中，

忽略了其培养、装备和门训信徒在世上做光做盐的呼召。教会和属

灵上穷乏的世界都因此而遭殃。这就是认识长老的圣经依据，对建

立有生命力、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来说至关重要的原因。①

新约圣经没有明确的经文指出有关一间地方教会的架构的全部

细节。但是把讲到教会的带领、架构和决策的各种经文综合起来，

我们就能建立起一个教会生活的框架。也许可以根据教会内的文化

影响、不同的个性、当前的需要，以及恩赐，采用不同方法来充实

这一框架。虽然如此，仍有几个元素对每一间地方教会来说都是必

不可少，其中包括了长老和执事的职分。

这两种职分是在使徒时代的新约圣经教会中确立起来的。

在使徒时代之后，最早期的教会沿用了设立多位长老和执事的模

式，人可以从《十二使徒遗训》（约公元后 80-150 年）中看到这

一 点。② 罗 马 的 格 利 免（ 公 元 后 95 年） 指 出“ 监 督 和 执 事”

是教会设立的职员，并且监督和长老之间并无分别。③ 直 到 第

二 世 纪 初 伊 格 纳 丢 的 时 候， 监 督 的 职 分 才 变 得 与 长 老 职 分 有

①  John Piper, Brothers, We Are Not Professionals! (Nashville: Broadman and 
Holman, 2002). 
②　Simon Kistemaker, Act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Baker, 
1990), 525, citing The Apostolic Fathers, vol. 1, Did. 15. 1 (Loeb Classical Library).
③      1 Clem., 42. 5-7, 44. 3; ANF, 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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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别，开启了朝着如君主一般的主教制发展的历史进程。④

然而即使在主教制兴起的年代，早期教会仍然实行众长老带领的模

式。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对教会架构的强调开始危及到了福音本身。

宗教改革纠正了这一点。路德和加尔文都把教会治理放在次于传讲

福音这一首要任务的位置。后来的福音派公认信条确认了多位长老

和执事的模式。长老首要处理教会的灵命需要，执事处理现实的需要。

三种称谓

长老（Prebuteros）

长老（Prebuteros）这一用词，以及与它的同根词，在新约圣

经中出现过六十六次。⑤ 在福音书出现的二十多次用法，大部分

用来指那些因着年龄和地位的原因，参与到犹太人群体带领架构当

中的人。通常来说，福音书并没有用正面角度描述这些长老，因为

他们与犹太人群体的属灵领袖一同拒绝了弥赛亚（例如太 15:2；
16:12；21:23；可 8:31；路 22:52）。在福音书的其他地方，这个词

只是传递更年长的意思（约 8:9）。⑥

但是，在新约圣经基督徒群体当中的长老发挥着教会代表的作

用。⑦ 例如，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长老接受了保罗和巴拿巴带来的

安提阿信徒的捐献（徒 11:30）。后来，当保罗和巴拿巴走了一圈，

重新回到他们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建立的教会时，他们“在各教会

中选立了长老”（14:23）。在小亚细亚刚刚建立起来的每一间教会

④       Ign. Magn.. 6.1; ANF, 1:16-17.
⑤     Benjamin L. Merkle, The Elder and Overseer: One Office in the Early 
Church (Studies in Biblical Literature 57 Hemchand Gossai, gen. ed. ; New York 
Peter Lang, 2003), 43.　
⑥      在新约圣经时期，长老遍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古代斯巴达
人用这词形容管理他们的群体，以及在学术圈子里的决策者们。希腊人和犹
太人不同，在使用这一说法时并非必然要考虑年龄因素。在古代以色列被
认为是长老的人，在政治、军事、甚至司法事务上承担责任。但是当王的
时候来到，长老就被君王的官僚机构取而代之。G. Bornkamm,"Presbuteros,” 
in TDNT, 6:652-57. 　
⑦　 见 Merkle, The Elders and Overseers, 44-56 对在旧约圣经、会堂和古代
文化中 presbuteros 一词用法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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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选出了多位的长老，使得会众可以得到喂养，接受纯正教义的教导，

这样就明确地建立起了众长老带领的模式。这第一批长老的权柄，

不是由年龄或在教会成为成员的时间长短确立；他们是从宣教的使徒那

里领受了责任重大的事工。⑧ 在这些宣教士离开之后，传讲福音、坚

固门徒和鼓励他们面对患难的工作就落在了长老身上（徒 14:21-23）。

长老也和使徒一道，接待保罗和巴拿巴，听取他们对宣教工作

的汇报（15:2,4）。长老与使徒一道处理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企图搅扰

新信徒的问题（徒 15:22）。然后他们与使徒一道写了一封信，并

把这信送到刚成立的教会，这就证明了耶路撒冷教会这些代表特有

的权柄（徒 15:23）。长老在教义问题上的权柄就变得明确，则是

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中传递这一决定的时候，（徒 16:4）。保

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到达米利都的时候，他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

们会面，为要在被囚于罗马遭受漫长煎熬之前最后一次劝勉他们（徒

20:17）。在这整个过程之中，早期的教会架构可能在慢慢演变，但

从一开始，众长老带领制就是教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实际上，如果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过程当中停下笔来，专门宣

告长老的形成，这也不足为奇。但正如路加只是很简单描述植堂的

开始，并没有说明使徒命令人要这样做，同样他描述设立长老，却

没有提到使徒在这方面的明确命令。这就是说，历史记载清楚地证

明了新约圣经教会的规范性做法，而众长老带领制则是这一切的核

心。使徒行传这卷书的余下部分证明了长老是初期教会带领架构的

一部分。

初期教会中长老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们非常普通。新约圣经

书卷中关于长老的每一个例子所呈现出的都是他们是在各个教会中

多位的长老一起服事（提到某一位具体长老或监督的地方除外，如

彼前 5:1；约贰 1；约叁 1）。

⑧         G. Bornkamm, "Presbuteros,” in TDNT, 6: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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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Episkopos）

与“长老”这个称谓一同出现的，还有“监督”和“牧师”这

些称谓。监督（希腊文 episkopos）的概念，就像长老的概念一样，

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十分普遍。希腊人使用这说法来定义一种职分，

这种职分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宗教领域都有监督功能。⑨ 它表达了

一种“察看、考虑、注意某件事或某人”的意思。因此它隐含有照

顾其他人、为其他人守望，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意思。⑩ 在公

元前第四和第五世纪，雅典使用 episkopoi 这个词作为国家官员的称

谓，他们起到监督者的作用， 常常通过行使司法权维持公共秩序。⑪

使徒书信把“监督”一词与“长老”一词互换使用。⑫ 保罗在

克里特岛开展事工之后，指示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多 1:5；请

再次留意，在克里特岛的各个小城市，每一个城单独一家教会有多

位长老）。使徒转过来描述他们的资格时，把他们称为“监督”（第

7 节；也见提前 3:1-7）。保罗在给腓立比人的信中，亲自专门对监

督和执事说话（腓 1:1）。彼得使用了监督的动词形式（episkopeø）

来解释长老的本分（彼前 5:1-3）。路加也使用了“长老”和“监督”

这两个说法描述以弗所教会长老的职分和职能（徒 20:17,28）。所

有这些经文都认定在教会带领当中设立监督。那么长老看来就是初

期教会带领以及持续稳定的一个根本部分。

监督发挥的带领作用应当反映出基督的带领，彼得描写基督是

“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episkopon）”（彼前 2:25）。彼得使用

监督这说法来讲基督十字架上的死具有充分性，使得相信的人可以

“在义上活”（彼前 2:24）。因着福音，相信的人现在得救脱离“迷

路的羊”一样的光景（彼前 2:24-25）。基督被称为“你们灵魂的监

督”，暗示他为那些属于他自己的人守望，为要保守他们脱离罪的

⑨        BDAG,379-380.　
⑩        H. Beyer, ”Episkopos”, in TDNT, 6:486.　
⑪     同上，610-611 页。　
⑫  见 Merkle, The Elders and Overseers, 1-161，他很有说服力地论证说，

长老和监督这些称谓代表的是同一个新约圣经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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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指引他们进入公义的生活。因此，一位监督就像基督一样，

要为在他负责之下的人的属灵生命守望，努力保护他们脱离假教训

的危险和罪的欺骗，好让教会可以作光作盐，荣耀基督。

牧师（Poimen）

虽然希腊文 poimen 一词只有一次以名词形式译为“牧师”，

这称谓却是与长老和监督的称谓一并使用，深化描述这一个教会职

分的不同色彩（弗 4:11）。这个词的意思是“牧羊人”，贯穿福音书，

以及在两份书信中都是这样翻译的（例如太 9:36；25:32；26:31；

约 10:2,11-12,16；来 13:20；彼前 2:25；大部分指基督是他的羊群的

大牧人）。它在古代东方的统治者当中也是一种常见的称号。⑬

诗篇 23 篇和约翰福音第 10 章好牧人的主题，都为牧羊人这画

面提供了丰富内涵，这位牧羊人带领、挽回、引导、保护、供应群羊，

按名字呼叫每一只羊，为他们舍命。保罗描写升天的耶稣赐给教会的

恩赐时，把“牧师和教师”这两种用词连在一起使用（弗 4:11），

这更好的翻译就是“教导性的牧者”或“牧师式的教师”。这种用

词的性质表明了保护、治理、引导、养育和照顾羊群的意思。⑭

基督在他复活之后嘱咐彼得“你牧养我的羊”（约 21:16），在这句

话当中用了这词的动词形式（poimainø）。这动词也与“长老”和“监督”

合用，来解释长老牧养神的羊群的职能（徒 20:28；彼前 5:2）。保

罗也按比喻的用法使用这词，描写他和巴拿巴在哥林多人当中的工

作（林前 9:7）。

     

         虽然涉及地方教会的属灵需要时，提到教会职分长老似乎是首

要的，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那样，监督和牧师被作为长老的同义词

⑬         J. Jeremias, "Poimane,” in TDNT, 6:486.　
⑭　 BDAG, 842.

长老——强调这职分所需的灵命成熟度

监督——强调这职分的目的是带领教会、指引教会

牧师——强调这职分的工作是喂养、养育和保护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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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使用。每一种说法都呈现了一幅更清晰的画面，表明在教会生

活中长老的尊贵和功用：长老强调担任这职分要求的灵命成熟；监督暗

示对教会的带领和指导；牧师表明对羊群的喂养、养育和保护。⑮  

新约圣经中每一间教会多样的文化背景，可能决定了使用哪一

种称谓来描述这种多位敬虔领袖带领。虽然我们不可能做出非

常 明 确 的 区 分， 但 看 起 来 犹 太 基 督 徒 喜 欢 使 用 长 老， 而 外 邦 基

督 徒 则 更 经 常 使 用 监 督； 每 一 个 说 法 都 指 向 同 一 个 职 分。⑯  

只有在以弗所书用到了牧师这个名词，然而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每

一间教会都发现，牧师这个称谓很好地描述了他们属灵领袖发挥的

作用。

多位带领

人们很难使用圣经的论证反对初期教会当中的多位长老带领。

新约圣经学者比尔·穆雷（Bill Murray）指出：“圣经说腓立比和

以弗所的教会都有多位‘长老’。这些人不可能是在腓立比或以弗

所地区‘几间教会的牧师’。”他解释了当中的原因：“首先，

圣经都是用单数形式提到每一间教会。第二，圣经用的是长老们

（复数）。”然后他推论说，“在每一间教会都有多位长老。”⑰

而 且， 除 非 讲 到 的 是 一 位 具 体 的 长 老， 其 他 时 候 长 老 这 个 词，

还有监督和牧师，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例如徒 11:30；14:23；

15:2,4,22-23；16:4；20:17，28； 弗 4:11； 提 前 5:17； 多 1:5； 雅

5:14；彼前 5:1）。神学家古德恩（Wayne Grudem）在纵览了新约

圣经讲到长老的经文之后也得出类似结论：

    首先，没有一处经文指出任何一间教会，无论规模多么小，

只有一位长老。新约圣经一贯的模式，就是“在各教会”（徒

14:23）和“各城”（多 1:5）都有多位长老。第二，我们在新

约圣经的教会看不到有多样教会治理模式，而只有一种统一且

⑮　Merkle, The Elders and Overseers, 156，他解释说，长老这说法更多是

描写品格，而监督这说法更多是描述功能。
⑯　 同上。
⑰      田纳西州日耳曼敦的 Bill Murray 的个人通信，2002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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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贯的模式，就是每间教会都有多位的长老治理，并为教会守

望（徒 20:28；来 13:17；彼前 5:2-3）。
⑱

初期教会中的这些长老是怎样的人呢？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现代

的一位主任牧师，以及他的教会专职职员这些概念强加到新约圣经的

模式当中。但第一世纪并没有专业的神学学校培养“牧师”。初期教

会从他们成员内部选择男性作为长老进行服侍。当保罗和巴拿巴回到

路司得、以哥念和安提阿的时候，“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徒

14:23）。选立的这些人并不是进行侍奉的实习生，甚至不是富有经验

的牧师。保罗和巴拿巴而是在这当中的每一间教会里都选了一些人，

让他们在各自的教会担任长老进行服侍。在这些经文或是整本新约圣

经中，都找不到证据证明长老职分演化成为现代的全职侍奉。相反，

那些表现出基督徒的品格和领袖特质的敬虔男性，被分别出来服侍他

们所在的教会，但他们可能常常是继续在做自己平常的工作。或许不是

所有人都有讲道的恩赐，但他们肯定都“善于教导”（提前 3:2）。⑲

提多在克里特岛担任使徒代表时，遵照同样的模式来设立长老。

保罗指示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然后列出在教会进行属灵服侍

所需的资格（多 1：5-9）。在当中并没有看到设立那些按现代说法

所说的“蒙召讲道”的人。我并不否认蒙召讲道这件事——我非常

强烈相信有这种呼召。⑳ 但圣经从来没有规定，要把讲道的恩赐作

为担任长老服侍的要求。他必须“善于教导”，能“将纯正的教训

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没有要求他应当被神授予讲道

的恩赐。21 一些长老可能有，但并不是所有长老都需要如此。长老

必须明白圣经的教训，在教导其他人，或与其他人交谈时能挥动“圣

灵的宝剑”；但神并没有把能在讲台上侍奉的要求加在他们身上。

⑱　 Wayne Grudem, Systematic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Doctrine 
(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4), 100-120.
⑲　见第 11 章，那里讨论了在宣教处境，特别是在福音未接触到的人群

中培养领袖这主题。
⑳　 见 Tony Sargent, The Sacred Anointing: The Preaching of Dr. Martyn Lloyd-
Jones (Wheaton, IL; Crossway,1994),17-38. 
21       见提摩太前书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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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是在这里看到新约圣经中众长老带领模式的智慧之处。

没有一个人具有带领一间教会所需的全部恩赐。神赋予一些人很强

的讲台恩赐，但缺乏有效的牧养技巧。其他人在探访和辅导这些牧

养工作方面非常优秀，但在讲台解经方面却不强。一些人有非同寻

常的能力，能做好组织和管理教会的事工，但在讲台和辅导技巧方

面不稳。也有一些人确实有多方面恩赐，能做不同事情。但要照顾

到教会全部侍奉的需要，这带来的压力甚至会很快榨干那个最有恩

赐的人。

所面对的困境就是，每一间教会都需要由兼具讲道、牧养和行

政管理能力的人来带领。当然，许多教会并没有财力聘请受过训练

的牧师来满足所有的需要，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教会迟迟不去解

决这些需要。但新约圣经的长老模式让教会无需这样耽延。当教会

耐心地致力于把敬虔、有恩赐的男性招聚在一起，为教会属灵健康

和宣教使命而平等服侍时，教会的需要就会得到满足，教会也会被

坚固。当中的一些人会成为全职或兼职的受薪牧师，而其他人则无

偿服侍。

多位敬虔的男性共同带领，他们之间彼此交账，这就减少了一

个人过度行使权柄，或利用教会满足自我的试探。一个长老身上的

弱点可以被其他长老的优点补足。想一想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的

警告（徒 20:17-38）。保罗并不是只让一个人留心他们教会所要面

对的危险，他是让一群人都要留心。一个人可能在逼迫的压力下屈服。

一个人可能被假师傅掳去。一个人可能被各种各样的难题压垮。相反，

多人带领加强了教会无论遇到怎样的信仰拦阻都能站立得稳的能力。

华盛顿特区国会山浸信会主任牧师狄马可，也是这家教会的长老之

一，倡导在地方教会内选立长老。他对多位长老带领的评论清楚见

证了这种圣经模式的果效：

    对我在教会的教牧服事最有帮助的一件事，很有可能就是

确立了其他长老（他们大多数并没有从教会领薪）。其他长老

与我一道服侍，这已经带来极大益处。多位长老应该通过让牧

师的恩赐得到充分发挥，弥补他的一些缺陷，补充他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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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中为他的决定创造支持，尽可能减少领袖们遭受不公平

的批评，从而帮助这间教会。这种多人带领也使得教会的带领

更加稳固和持久，并能带来更加成熟的持续发展。它鼓励教会

为自己成员的灵命成长担负起更多责任，让教会对雇员的依赖

减少。因着神赐下长老的恩赐，我们自己在华盛顿的教会已经

享受到了这些益处，并且越来越多。
22

主任牧师和复数长老

我并不是在暗示，教会要撤掉他们的牧师，把重担分摊给长老。

实际上，每一家教会都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要参与到每周宣讲事

工的人，让自己全时间投入侍奉工作，这常常是更好。这看来是提

摩太前书 5:17 明确的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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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强调的黑点

为作者所加）。“加倍的敬奉”指的是报酬。23 例如，我自己每周

的日程表排满了努力学习预备教导和讲道，辅导，与专职职员开会，

教牧探访和其他教牧责任。要做到这一切，再加上从事一份世俗职业，

同时还要充分照顾到我的家人，即便有可能也会非常困难。长老并

没有取代对于牧师话语上的教导和统筹教会带领上的需要。长老们

与牧师一起同工，填补牧师弱点带来的缺口，打比方说，在他讲道

时托着他的胳膊，以及共同承担满足教会中牧养需要的重担。

一些人把复数的长老看作是新约圣经中在牧师和执事的职分

以外的第三种职分。确实，加尔文相信教会有四种职分：牧师、教

师、长老和执事。24 但新约圣经教导，多位平信徒长老是和主任

牧师及任何其他教牧职员一样的职分。本杰明·默克尔（Benjamin 
Merkle）正确解释说，“牧师”这个用词在新约圣经中仅出现了几次，

22　 狄马克 ,《神荣耀的彰显：会众制教会治理》(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Church Reform, 2001), 24.
23     　LKGNT, 631. 
24　 见加尔文，《基督教要义》（ed. John T. McNeil;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0), 4. 3. 也见 Paul Avis, The Church 
in the Theology of Reformers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2002 from 1981 
Marshall. Morgan, and Scott publication), 1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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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是牧养和教导神的群羊的双重角色，而这正是与长老 / 监督

一样的角色。因此“牧师”并不是与监督 / 长老有别的另一种职分。

另外，新约书信中并没有单独为牧师的资格提出要求，因为牧师的

资格与长老或监督的资格是一致的。25

与我同为长老的人保护我，让我可以完成我的呼召和事工。例

如，我在 2002 年夏天的日程安排与平常不一样，安排得满满的。我

带领一次宣教旅行，有一周时间不在本地，为一份网上杂志写文章，

有一个星期在青年营中与六百个孩子分享，参加一个会议，指导夏

天的实习牧师计划，与家人度假，还有完成常规的侍奉要求。与此

同时，一位朋友邀请我在秋天的时候在他教会带领一次宣教大会。

我把这请求交给长老们。他们是曾经与我共事过的人当中最支持我

的一群人，他们鼓励我参与我们教会之外的服事。但在这情况下，

他们知道我的负荷过重，因此告诉我，接受这次讲道的任务并不是

一个好决定。虽然我很想服事这次大会，特别是这主题是我喜爱的，

但我同意他们的决定，认为这是最有智慧的选择。其中一位长老对

我说：“牧师，我们要保护你，不被你自己伤害。”他完全正确。

在神的护理之下，我最后发现，正好就是在宣教大会的那一段时间，

我要离开本地去服侍我的岳父，在这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那些日

子总是深深印记在我脑海里，帮助一位临终老人的那段时间非常宝

贵。主使用与我同作长老的人，让我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使我

可以最好完成我的侍奉工作。更重要的是，让我保持优先服侍家人

的正确次序。

长老的本分

我与其他教会领袖讨论长老这话题的时候，有人会提出这样的

问题：“在浸信会的教会里，长老难道不就是在做执事的工作吗？”

确实，一些教会已经提高了对执事资格的要求，让他们发挥长老的

作用，虽然他们的称谓并不反映出这一点。似乎大多数执事被看作

是一个管理委员会。他们处理热水器的问题，决定是否要重新给停

25　Benjamin L. Merkle, 40 Questions about Elders and Deacons (Grand Rapids: 
Kregel Academic & Professional, 2008), 56.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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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场划线安排停车位，批准教会的青年外出活动，等等。

事实上，这些任务既不卑贱，也不是没有必要。它们相当重要。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当一间教会的带领者们被现世的事情团

团包围时，他们可能会无法顾及深层的属灵需要。

所以根据圣经，执事确实要处理教会现世的事务，让长老可以

有时间专注在属灵的事上。执事把亟需的智慧和精力用来满足教会

大量的实际需要，常常利用这些机会也服侍其他人灵命方面的需要。

但长老有不一样的关注点。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约翰·派博牧师

用两大点概括了长老的职能：教导和治理。他观察到：“（长老）

在教义方面引导群羊，监督教会的生活，为着喂养、看顾和侍奉会

众向神交账。”26 古德恩同意这说法：“那么，在新约的教会中，

长老有责任治理和教导。”27 虽然加入这些分类看起来很恰当，但

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更好地来看长老的责任：教义、教会纪律、指引

和作基督徒生活的好榜样。

教义。区分长老与执事的首要圣经资格，就是长老必须善于教

导，能在教义方面与他们对话，甚至是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提前

3:2；多 1:9）。长老们对教义的关注使群羊确信，他们的属灵领袖

会保护他们免受那些要攻击他们、败坏他们信心的“凶暴的豺狼”

的伤害（徒 20:28-30）。但长老们并不仅仅是护卫，他们也是教导

真理的教师。牧养神的群羊需要用神话语中丰富的真理喂养教会（彼

前 5:2）。

我所在教会的长老会定期讨论讲台和课室教导的内容。我可以

自由与他们讨论我的讲道日程安排，这样他们就可以提出想法帮助

我在讲台上传递“神全备的旨意”（徒 20:27）。我们也会一起制定

持续性的培训计划，教会提供的这些培训涉及范围较广的基督徒生

26     John Piper, “Biblical Eldership: Shepherd the Flock of God Among You,” sec.6; 
accessed March 25,2003; http//:www.desiringgod. org/resource-library/seminars/
biblical-eldership-part-la. 也 见 John Piper, Biblical Eldership (Minneapolis: Desiring 
God Ministries, 1999).  　
27　 Grudem, Systematic Theology, 15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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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操练和服事，并且还有造就教会和社区的大会及讲座。我们也为

教会支持的其他事工制定不同的教导课程，

包括历史和神学方面的学习；主题涉及家庭

生活、传福音、护教学以及个人问题，预备

宣教旅行，教导如何查经，学习属灵操练，

这些都是经我们的长老推荐，通常也由

他们教导的课程。我们的长老希望会众

把握住圣经文学的每一种体裁，在广泛

的属灵操练方面有所装备。因此他们帮忙为教会制定安排教义学习

的计划。 

教会纪律。与教义联系在一起的，是教会纪律的问题。这一个

词传递的是训练、告诫、鼓励、纠正，有时要把一个人从教会成员

名册上除名的这些概念。教会纪律在大多数圈子里已经不再受人欢

迎，但对于维护健康的教会来说至关重要。28 虽然教会纪律是全教

会的工作（太 18:15-20；加 6:1-2），但长老必须肩负重任，带领实

行教会纪律以确保教会的健康。再说，这属于牧养和守望会众的灵

魂（来 13:17）。如果一位牧师单独一人把教会纪律的问题带到会众

面前，反对他的人就有可能会猛烈攻击他。但教会里敬虔的领袖们

团结一致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产生的力量会敦促全教会认识到教会纪

律的严肃性。若我与众长老把一个人的情况提交给教会考虑将其除

名，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为这人的灵命光景祷告和流泪哭泣。

我记得与一位牧师同僚交谈，他哀叹说，有一对来他的教会的

夫妻，不断地挑起事端，制造分裂。他告诉我，他不确定如何处理

这局面，但他知道要尽早采取一些行动，否则他就要面对更大的难题。

感恩的是，这位牧师在他的教会有其他长老。我建议他指示长老把

这对夫妻叫来做辅导并给出警告，这样长老们就可以作为一个群体

承担重担，而不是让牧师一人负担。长老们可以决定采取行动保护

28       见狄马可所著《健康教会九标志》，rev. ed. (Wheaton, IL: Crossway,2004), 
167-194; Jonathan Leeman, The Church and the Surprising Offense of God’s Love: 
Reintroducing the Doctrines of Church Membership and Discipline （9 Marks;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

长老的四种本份：

●            教义

●            教会纪律

●            引导

●            作榜样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49

长老的四种本份：

●            教义

●            教会纪律

●            引导

●            作榜样

教会免遭分裂，也保护他们的牧师免得陷在争论当中。

引导。引导涉及到决策、计划、管理、授权，甚至处理教会生

活中的细节问题。这就体现出牧养工作不仅包括喂养，也包括引导

群羊（彼前 5:2）。也许就是牧养和喂养的缘故，圣经会把监督与长

老互换使用，因为古代的监督就是要引导他们所治理的人。保罗劝

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要敬重“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人（帖

前 5:12-13）的时候，似乎指向的也是引导的任务。“治理”这说法具

体指的是带领和引导教会。29 保罗也讲到长老“管理”（提前 5:17），

这表明他们要“行使带领地位的职能，管理，引导，作头”。30 一些

人滥用了“管理”的概念，窥探他们成员生活的每一方面。但属灵的领

袖没有理由操纵或控制属于一位更大牧者的羊群。31 滥用在教会的地

位和权柄辖制人，是圣经明令禁止的（彼前 5:3）。不过，希伯来书作

者把这些属灵领袖称为“引导你们”的人，让人清楚看到这是在侍奉中

固定做引导的工作（来 13:17）。引导群羊并不是一件陈腐或刻板的工作，

而是要求固定与会众交往，了解他们。这就是雅各指示分散的圣徒“请

教会的长老们来”为生病的教会成员祷告的原因（雅 5:14）。长老们必

须努力了解群羊的需要，明白群羊的长处和弱点，同时认出群羊的属灵

恩赐和侍奉意愿。

作榜样。长老最重大的责任就是在生活中作榜样，或者示范基

督徒生活的样式。长老应当作群羊的榜样，这就是长老公开犯罪时

要马上接受当众责备的原因（提前 5:19-21）。彼得要长老“作群羊

的榜样”（彼前 5:3）。希伯来书作者提醒落在挣扎中的信徒，要思

想那些曾经带领他们的人，“效法他们的信心。”（来 13:7）

正是因为长老要树立榜样，保罗才如此详细描述他们的品格应

当如何（提前 3:2-7；多 1:6-9）。除了“善于教导”和不可是“初入教”

29       LKGNT, 602.　
30       BGAD, 870; 加粗加黑字为原作者所加。　
31     这是使徒行传 20:28 清楚讲的：“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
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还有彼得前书 5:2：“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加粗加黑字为本
人所加）　

                                                  第三章  新约圣经中的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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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外，所有基督徒都应能在原则上效法一位长老的为人。长老应

当作无可指责的榜样，而这是所有认识基督的人应有的品格（提前

3:2；多 1:6）。

长老能在教会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一间教会有一群敬虔

的属灵领袖，他们与基督同行，帮助基督的身体充分地活出基督徒

生活的细节，用心教导会众，保持对教会成员进行教会纪律，规律

地引导教会，那么教会就会准备好在属灵方面长进和开展侍奉。

反思

●          在神话语的光照下来看，现代教会的治理面对着怎样的挑战？ 

●         用来指众长老制的三种称谓是什么？每一种称谓如何细致表

明这职分的含义？

●           新约圣经对多位长老带领有怎样的教导？

●          在地方教会中有多位长老带领，这有什么好处？

●           长老的四重本份是什么？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第三章  新约圣经中的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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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其实不是一种新观念

“让我告诉你们两件事，如果你们知道了，可能就不会喜欢我了。

第一，我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第二，我相信长老是合乎圣经的，

应当由长老带领教会。”

狄马可就是这样尝试激发国会山浸信会聘牧委员会与他展开神

学互动。教会在 1993 年 1 月一次短得令人难过的牧师侍奉结束后，

开始物色一位新的主任牧师。狄马可刚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明白如果双方都要知道是否彼此合拍，这场对话就需要变得更具

体。他们一边吃中餐一边聊天有好几个小时，还没有一个人问到任

何重要问题，了解这位年轻候选人信什么。几年之后，我听狄马可

把美南浸信会人士比作是一个人开车，与别的车迎头相撞，这人从

昏迷中苏醒过来，只记得一件事，就是传福音。受伤之后，神学和

教会论看来已从这位美南浸信会人士的思想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遴选候选人的那个周末，狄马可讲了两次道，安排了一次全

教会范围的问答时间，与教会不同的小组，以及教会专职人员会面。

星期一早上，在上飞机之前，教会两位年长的成员与狄马可又开了

一次会。这两位教会的教父级人物要谈什么？他们周末听到的所有

内容当中，只有一件事令他们不安：狄马可讲到关于长老的事情。

为什么这主题让这两人觉得如鲠在喉 , 不吐不快？我怀疑有五

个原因。首先，他们不熟悉这话题。他们一辈子都是浸信会人士，

对大多数二十世纪的浸信会人士提“长老”，这就像说天主教的“枢

机团”一样。这是人们不熟悉的一件事，甚至觉得是秘密，因此值

得怀疑。

第二，有一段缺失的历史。尼克松的电话录音磁带有一段著名

的 18.5 分钟的缺失部分，但与国会山浸信会的历史缺失相比就根本

算不得什么。教会在过去几十年有大量圣经知识，大量可回忆起的（地

方）教会历史，但存在着 1900 年的时间间隔，在此期间教会历史完

全是看不见的。这就仿佛没有人曾经说过或写过从使徒保罗到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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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这段时期关于教会的任何事情。 

第三，这闻起来有长老会的味道。逻辑是这样的：长老会有长老，

我们不是长老会，所以我们没有长老。我们不确定我们为什么不是

长老会，但知道我们不是。

第四，保守。“不要改变任何事情，只要恢复原样。”教会曾

经靠着这种不可能、无法达到和不会有错的智慧过日子。讽刺的是，

另外一位敬虔的女士，她来国会山浸信会聚会几十年，但从来没有

加入教会，她在教会职员当中于事无补地传播着一篇标题是“教会

为什么不改变”的文章。教众已经非常擅长不作为。像“勇敢”和“勇

气”这样的词已经从他们的词汇当中消失。

第五，他们害怕权力斗争。这确实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虽然这

些教父级人物说不清楚，但他们肯定，增加长老会涉及重新分配权力，

把权柄给少数人，而他们对权柄不落在任何人手里觉得非常舒服。

当时国会山浸信会有一层层的委员会。有执事委员会、女执事委员会、

财务委员会、建筑委员会、房屋委员会、宣教委员会、讲台委员会、

教会会议、鲜花（没错，是鲜花）委员会、以及各委员会的委员会。

对教会里许多人来说，把权柄放在一群男人身上闻起来有麻烦的味

道。

对狄马可来说，长老这观念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外来的。他在

1980 年代已接触过有忠心长老的浸信会教会，甚至协助建立了一间

这样的教会。在一封 1991 年写的信中，他指示马萨诸塞州一间年轻

教会的长老们，在找牧师时要留意什么，并且列出了九样不同的事情。

关于教会带领，他写了以下这些文字：

第七，也许在你们的处境当中一开始是最困难的，我会

要求这人能理解并坚信新约圣经中设立多位长老的做法（见徒

14:23；保罗提到任何一间地方教会有几位长老的惯常做法）。

我完全相信这是新约圣经的做法，而且在当时和现在没有使徒

的教会中也特别需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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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这并不意味着牧师没有独特的作用（请查一查圣经经文汇

编中提到讲道和讲道人的地方），但他在根本上是长老带领的

一部分。这意味着关乎教会的决定，还没有提交全教会关注的

时候，不应只是停留在牧师那里，而是应当带到全体长老面前。

虽然有时候这会很麻烦（我肯定你们非常清楚），但却有

极大益处，能帮助牧师发挥他的恩赐，让他在教会中得到很好

的支持，还有太多其他方面，我现在没有时间提到。

无论如何，呼召一位牧师的时候，应当把这一点讲得非常

清楚。如果他是一位典型的美南浸信会人士，他会认定长老要

么就是执事，要么就是协助牧师做他想要做的事。他很有可能

没有理解到，本质上你是在邀请他在作众长老中的一位，在你

们当中，作牧师或首要的教导长老。

我深信，如果大多数牧师明白这观念，他们听到的时候就

会欢喜跳跃，因为这要除去他们肩头的重担。我也担心这些人

当中有许多人不愿这样做，他们不愿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自

己的角色有不符合圣经的理解，或更糟的是，他们有未得成圣

改变的自我中心。
①

为了纾缓群羊的恐惧，狄马可就让他们知道，他可以在没有长

老的情况下开开心心担任牧师四十年——他不想因为这个问题而分

裂教会。但不管是有还是没有长老，一些事情必须改变。考虑到会

众的年龄、奉献的规律，以及城市人口结构，是无法继续维持现状的。

但是，鉴于会众不愿改变，改变教会就不会是一件易事。

感恩的是，国会山浸信会确实呼召了狄马可担任牧师，在 1994

年秋天，他开始在这群宝贵又多少有一些倔强的余民当中服事。我

自己有 90 天时间担任教会理事这份临时工作，后来不知怎样变成了

工作好几年，那年秋天，他和我作为牧师与理事一起尽力服事。

现在，二十年后回过头看，我可以很有信心地对国会山浸信会

①      这封信被轻微编辑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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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刻的改变前景，具体来说，就是采用众长老带领的改变。说

四点：

第一，教会需要改变。我们一直在看着我们社区许多古老教会

建筑物被卖掉，所以我们对于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再清楚不过

了，一些建筑物被拆，其他被改造（恩典浸信会被改名为恩典公寓）。

为了激发起一些运动，我从前为我们教会的周报写了一篇文章，标

题是《我们五年的机会窗口》。这“窗口”正快速关闭。

第 二， 改 变 将 会 是 孤 单 的。 当 时 教 会 没 有 统 一 的 异 象， 这

种 状 态 会 一 直 持 续， 直 到 事 情 发 展 到 一 个 地 步： 那 些 倔 强 的 余

民 变 成 了 少 数 派。 钟 马 田 医 生 的 女 婿 弗 雷 德· 卡 特 伍 德（Fred 
Catherwood），和狄马可在英格兰剑桥是同一间教会的成员，他在

狄马可离开英格兰的时候对他说：“马可，请你记住，教会可能在

五年后是你的，但一定不是在你刚到的时候。”对一位新牧师来说，

一间老教会积累了许多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年代，来的原因各不

相同，曾接受不同的人服侍。狄马可的名字可能印在告示板、信头

和周报上，但他必须要很努力去赢得他们的心，甚至要更努力才能

把他们塑造成同心合意的一群人。没有多位长老协作同工，会让人

感觉很孤单。

第三，改变将会是渐进的。为了改变一间缺少理解和信任的教

会，大多情况下牧师会诉诸政治手段和操纵。毫无疑问，许多这样

的牧师强行推动改变，超过了教会所能承受的。但我看到狄马可却

是缓慢和谨慎地前进。例如：

•   他在正常的一周接一周释经讲道过程当中讲述长老这话题。

•  他带领聚会时亲身示范长老在众人面前该有的样式，也在牧

养家人时亲身示范长老私下为人的榜样。

•  他慢慢让会众进入角色，在每周三晚上查经和每周日晚教会

祷告会时向会众分发好书。（1990 年代只有很少几本很好

的论述长老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但它们都在会众当中传开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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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邀请他的朋友卡森在路过华盛顿特区时，在主日学的时候

讲述长老这话题。

在这一切当中，他从未急于或强求改变。

几年后，到了要处理过时的教会章程的时候。教会又用了两年

时间，通过多重的个人和小组重写了章程。一位邻居打趣说：“开

国元勋写美国宪法的时间比这还要短！”到了对这份把长老写入其

中的新文件进行投票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反对 . 只有一个人！我认

为这种反对不多的情况，表明了神的恩典，是狄马可采取渐进、不

急于求成的改变方式的结果。自从 1947 年以来就是国会山浸信会成

员的卡尔森（Herb Carlson），在狄马可担任牧师十周年的时候发言：

“我不记得有任何一天是有一些事情改变的，但是现在每一件事都

不一样了！”这是步调合适的标志。

这份新的章程是完全按狄马可希望的那样写成的吗？并非如

此。狄马可和我写了初稿，让它朝着一个具体方向走，主要是把长

老和执事的职分都包括在其中。但经过两年由其他人编辑之后，这

份文件写得更好，也与原稿偏离了几分，但没有任何根本改变。学

到的教训就是：年轻的牧师常常太过计较细枝末节的问题，但我们

更应关注大局。只要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我们就很高兴满足了。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改变是值得的。你宁可一个人牧养，还

是希望在你纠结于教义、教会纪律和方向的问题时，有一群敬虔、

合格的长老帮助你？萨拉离婚之后，按圣经能否再婚？是否应当把

犯奸淫的阿本逐出教会？我们是要翻修培训侧厅，还是把更多钱奉

献给宣教事工？当一位牧师就要承担重担。你要承担向神的百姓忠

心传讲神话语的重担。你要承担犯罪的羊的重担。你要承担哀伤之

人的重担。感谢神，在祂的设计当中，一切重担是由多人、而非一

人承担。问一问身边有敬虔的长老支持和托起他的牧师，他会告诉你，

改变是值得的。

                                                  第四章  其实不是一种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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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品格和会众制教会治理

我们的教会为什么需要有那称为长老和执事的属灵领袖？教会

成员常常有很高的教育水平，经验丰富，各有不同的能力。还有，

大多数教会的成员不到 100 人。难道一个人带领教会不是更容易吗？

实际上，一个人不能关顾到任何侍奉的每一个需要。一些教会

期望他能照顾到每一个需要，因为这是他们聘请他的原因。但那称

为地方教会的生命有机体有太多的服侍和成长需要及机会，一个人

无法满足这一切。他可能在讲道方面极其擅长，但在服侍陷入危机

的人方面有欠缺。他可能持续地花固定的时间进行辅导，但忽略了

为教会制订计划，指引和装备教会。牧师经常因为一个人不能掰成

几个人用以满足教会的需要（有时是教会一时的古怪想法），就首

当其冲受到批评。教会可能对单独一位牧师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而

牧师可能因着感到能力不足，无法满足教会的期望而烦恼。但有一

种更好的办法。

教会面对的每一个处境都呼吁人来留意神的话语。在一些领域，

神的话语并不是直接讲到要面对的问题，但有原则足以处理这问题。

在其他领域，神的话语给人清楚的答案。肯定的是，长老和执事的

问题就是属于后面这种情形。

概览使徒行传

通过概览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并没有一开始就用长

老和执事这种正式称谓。当时没有遴选委员会，或宣告确立这些

职分，我们而是看到在使徒行传第 6 章，“七个”人由教会呼召

出来分发饭食，他们被称为“执事雏形”；我们也看到在神的话

语和祷告方面努力工作的“十二”使徒，他们是长老侍奉的雏形（徒

6:4）。前一组人专注在教会现世的需要，而后一组人努力教导和

治理教会。

使徒行传开篇的几章提到使徒，却没有提到长老。然后 11 章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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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长老”（徒 11:30）。但直到使徒行传 14:23，初期教会才正式

设立“长老”：“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

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小亚细亚的这些刚刚建立、小规模的教会需

要圣经方面的教导，固定的教会纪律，属灵带领和信心的榜样。因

此使徒保罗要确保教会在灵命方面持续长进，就在各教会（单数）

选立了长老（复数）。在使徒行传 15:2，长老们与使徒们一道作耶

路撒冷的属灵领袖。从这时开始，长老就成了这卷书中的常态（见

徒 15:4,6,22-23；16:4；20:17；21:18）。所有这一切都提供了一种

极佳的模式。

虽然使徒行传并没有提到执事，但保罗给腓立比刚刚建立的教

会写的信中，把执事与多位监督一道看作是教会正式带领的一部分

（腓 1:1）。他写给提摩太写的第一封信，也把执事看作是在提摩太

教牧服侍之下，以弗所属灵侍奉的重要部分（提前 3:8-13）。在保罗、

彼得、雅各和约翰的书信中，以及希伯来书和启示录中，都出现了

讲到教会的属灵领袖的重要经文（见提前 3:1-7；来 13:7,17-19；雅

5:14-15；彼前 5:1-5；约叁 12；启 2-3）圣经没有一部分讲到关于这

些属灵领袖的每一件事，但结合在一起，这些经文构成了真正的、

新约圣经的教会生活奇妙且行之有效的架构。

为什么要有长老和执事？

虽然执事并不是本书要讲的主题，但稍留片刻思想这两种职分

也是有帮助的。

1.     长老和执事是初期教会教导我们的模式。初期教会在架构和带

领方面是当今教会的榜样。今天的教会不应简单地用一种看似

聪明，但不符合圣经的方式安排架构，而是应当坚持圣经显明

的教会治理模式。这对于相信圣经对生活和实践是充分的福音

派人士来说是有道理的。

2.      长老和执事向教会保证，“全人”都要得到有效服侍。有一

些时候，长老和执事的责任肯定是重叠的——执事确实发现要

做大量以灵命为导向的工作，而长老偶然也要处理现世的问题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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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种职分在根本职责上是区分开来的。

3.     圣经并没有明确讲到当在教会设立多少位长老和执事，但圣经

用复数形式来讲这两种职分（两人或以上）。如果各种不一样

的教会，像更成熟和更大型的耶路撒冷教会，以及较弱和较小

的路司得教会都需要长老，那么很明显，各种不同规模和在不

同地方的教会也需要长老。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教会在属灵

或现世方面的需要并不会降低。简而言之，新约圣经认为，一

间教会是否需要长老和执事，这与教会的地点、规模或成熟度

无关。

4.      长老和执事使得教会可以在神授予的权柄之下发挥功用，这就

保守教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加强合一，提高事工效率。

长老和执事有效地开展事工，教会就在灵命方面得益。因此，

教会负有重大责任，设立合乎资格的候选人担任这些职分。

看来初期教会并不只有一种方式选立长老。正如学者丹尼尔·华

莱士（Daniel Wallace）所指出的：“在教会秩序方面极多的教训，

是关于特例，而非普遍原则。”①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有什么事

情要服从原则，有什么可以灵活处理。使徒行传 14 章说保罗和巴拿

巴在小亚细亚年轻的教会“选立”第一批长老（23 节）。然而，正

如解经家基斯特梅特（Simon Kistemaker）所说：“‘选立’这说法

①      Daniel Wallace, “ Who Should Run the Church? A Case for the Plurality of 
Elders，”7；accessed March 25, 2003; http://www.bible.org/docs/soapbox/
caseform.htm.

我们为什么需要长老和执事？

●               这是新约圣经教会的模式。

●               这种模式确保教会有发挥所长、平衡的侍奉。

●               这种模式通过众人发挥作用，满足教会多样的需要。

●               这种模式帮助教会加强合一和提高效率。

                                              第五章  品格和会众制教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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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指在教会会议上举手表示赞同，”② 表明保罗和巴拿巴

以某种方式让会众参与到他们所做的决定当中。在之前《使徒行传》

第 6 章执事原型的例子里，所用的说法也表明会众参与了这决定过

程。他们被告知“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人”（徒 6:3），这意味着他

们应当审查或检验被选出来担任这一职分的人。③ 会众然后提出七

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得到使徒批准。经文并没有解释他们具体的做法。

提多书也是如此。在克里特岛建立教会的过程中，保罗告诉提

多要“在各城设立长老”（多 1:5）。提多是不是挑选出那些人，没

有让会众参与？还是他让他们参与其中？这其中含糊的说法使人很

难得出肯定的结论，但“设立”这词再次暗示，最好是认为提多接

受了会众的意见，肯定的是，会众赞成他设立的人。

在教会应如何选立长老和执事的问题上，也许最好是把这过程

中精确的细节留给个别、独立的教会自行决定。看来事情存在着一

定的灵活性。但至少会众应当参与提名忠心的人，或确立由现任长

老提名的人。当然，被提名的人应接受长老团的审核，以便他们能

排除任何不符合资格担任这职分的人。要在会众层面排除候选人，

这是很难的事，因为这需要深入的和针对个人的考察。

长老和品格

在教牧书信中，监督的职分是一个人可以“羡慕”担任的工作

（提前 3:1）。但他仅仅是自告奋勇要担任长老吗？这份品格特征的

清单无疑意味着教会应当以某种方式考察那些羡慕作长老服侍的人，

否则在灵里是狼的人，就会轻易进入教会的领导层。未能持守这职

分所需品格和行为举止的人，应在全教会面前公开受责备，但必须

至少要有两三个见证人，免得有人无端控告他们（提前 5:19-21）。

一个人要合乎怎样的资格才能在一间地方教会担任长老职分？

根据我的观察，在考虑长老这个问题的教会当中，甚至那些有执事

②     Simon Kistemaker, Act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Baker, 1990), 525.　
③　BDAG, episkeptomai, 378.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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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长老作用的教会中，人们最大的疏忽就是忽略了圣经的标准。

必须要提高对那些长老和执事们的要求，以使他们在各自的教会做

他们本应做的服事。事实上，最要紧的就是按提摩太前书第 3 章和

提多书第 1 章列出的资格要求考察这些人，然后期望他们继续忠心

地保持这些品质。对于朝着长老带领转变的一些教会，这可能带来

不必要的冲突，我会建议至少提高所有领袖属灵资格的标准。没有

认真考虑候选人资格，就让人填补空缺领导的教会，会留下更大的

隐患。正如约翰·派博牧师所说：“绝不可为了技术方面的专业知

识而牺牲属灵的资格。”④ 柯文（Gerald Cowen）补充说：“教会要

对社会产生道德冲击，就应持守最高标准。”⑤ 设立公开演讲专家、

会计师、法律专家、项目管理、银行执行官，以及广告界大师担任

长老，都无助于属灵方面的带领。合乎圣经资格担任这些职分的个人，

可能有这些类型的额外专业知识，但这些必须总是次要的。

   这些职员若要按理当那样服侍他们各自的教会，就必须提升资格要求。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

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

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

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

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提摩太前书 3:1-7

每次从一方面认真思想这些特征是值得的。⑥ 一位长老首要的

特征就是无可指责。保罗这样要求：“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强

调为本人所加）⑦ 无可指责就好像一把撑开的伞，其余的资格都要

④　John Piper, “Biblical Eldership: Shepherd the Flock of God Among You,” 
sec.4; accessed March 25,2003; http//:www.desiringgod. 
⑤　Gerald Cowen. Who Rules the Church? Examining Congregational Leadership 
and Church Government (Nashville: Broadman and Holman. 2003), 63.
⑥　见第 9 章的例子，一位牧师可以如何通过解经来看这经文，作出合适
的教牧应用。
⑦　加黑加粗字，表明必须意味着一种道德方面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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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于它之下。约翰·麦克阿瑟写道：“这不是指一个人必须完美。

若是这样，我们都会不合资格！这指的是他的生活绝不可有任何严

重污点 ，让人可以对此指手画脚。”⑧ 派博补充说：“这看来是一

个广义的说法，指的是生活方式不会让其他人对教会、信仰或主有

不良想法……这里的焦点并不是一个人与主的关系，而是其他人如

何看他。”⑨ 一个让其他人看得出是脾气暴躁，或勾引女性，生意

手法令人生疑，或管不住口舌的人，他不可能成为长老。

过去的几年，就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人们写了很多文章。许多

解经家进行详细论证，说明它的意思，因此我无需在此把关于这素

质的全部问题再讲一遍。简单来说，这短语按字面意思就是“一个

女人的男人”，指的是忠诚，以及继续委身婚姻关系。在教会领导

层内部道德败坏的时代，长老在忠心和委身婚姻方面以身作则是至

关重要的。是否有理由怀疑一位长老候选人对他妻子的委身？如果

有，就不应把他安排在带领的位置上。⑩

节制这词指的是一位长老对他的嗜好有自控能力，以至于这些

嗜好，无论是酒（这是原来的意思），还是更广泛的肉体方面的愿望，

都不能支配他的生活。因此长老要在所有事情上保持清醒的头脑。

自守意味着一位长老的思想保持专注，即使在困难时候也能发

挥良好的判断力。 

端正意味着长老的个人生活，包括他与其他人的关系都井井有

条。他并不伪装，而是认真保守他内在的生命，以至于他外在的行

事为人可以尊荣基督和福音。

一位长老应当乐意接待远人，这词指的是爱客旅。他的家必须

对其他人开放作事工中心，超越教会建筑物的围墙之外。

⑧     John MacArthur，Shepherdology: A Master Plan for Church Leadership 
(Panorama City, CA: Master’s Fellowship, 1989), 72.
⑨       Piper, "Biblical Eldership,” sec. 7.
⑩      见 Andreas J. Köstenberger, God, Marriage, and Family (2nd ed.;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 239-248, 他用心纵览了对“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 这说
法的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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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要善于教导（提前 3:2；多 1:9），这对他的工作来说至关

重要。一些人根据提摩太前书 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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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长老

分成治理长老和教导长老这两大类。毫无疑问，所有长老都应参与

教会的管理或治理。但他们所有人也应参与教会的教导事工。如今，

一些长老更擅长教导，而其他人更擅长治理，但把这种分别变成两

种类型的长老职分，这看来是人为的做法，超越了这节经文的原意。

教导和治理必须平衡，这让整个长老团专注于圣经。这也要求长老

在神学方面机敏，能清楚说明圣经，有需要时能随时准备好教导个

人或群体。一位长老只知道如何“治理”，但缺乏教导所需的对圣

经的精准认识，很有可能会在长老当中制造不和谐。没有什么能比

保证我们这些负责教导教会的人认真研读圣经更磨练我教会里的长

老们。

一位长老不应因酒滋事。约翰·派博这样说：“人应如此重视

脱离奴役的自由，以至于人不落在任何捆绑之下。”⑪ 换言之，一

位长老绝不可“酗酒”，或作“酒精的奴隶”，他也必须在可能受

到被奴役的试探的其他生活领域保持警醒。⑫

节制也应显明在长老的脾性当中。因此，他要不打人，只要温和，

这就是说，不欺负人，而要仁慈忍耐。

一个长老不争竞，竭尽全力避免教会当中出现不必要的冲突。

他也要不贪财，这提醒我们，物质的事情本质是属于现世，物

质主义有奴役人的能力。慷慨、知足，以及在个人财务方面有节制，

这些都有助于医治贪财的病。

一位长老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保

罗解释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换言之，一位长老必须在家庭中树立属灵带领的榜样，因为正如约

翰·派博观察的：

⑪         Piper, “Biblical Eldership,” sec.7.　
⑫         LKGNT,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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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检验事工的试验场。（长老的）儿女应当顺服。

这并不意味完美，但这确实意味着受到好的管教，不至于公

然和经常无视父母的教训。儿女应当敬重父亲（meta pases 
semnotetos）。他在家中应当是一位充满爱心和负责任的属灵

领袖。他应尊重，温柔地爱他的妻子。他们的关系应在众人面

前令人羡慕。
⑬

一个人在一个领域的能力，并不是与他在其他领域的能力毫无

相干。

因灵命成熟是一位长老生命的核心，一位长老绝不可是初入教

的人。为什么？保罗解释说：“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

的刑罚里。”没有什么比头衔是更能让一个不成熟的人自高自大。

教会成员的眼睛一直看向长老，要寻找榜样式的行为举止和教导。

把一个初信的人放在如此高要求的位置上，会让他很容易滑入魔鬼

所设的骄傲网罗。⑭

因一位长老代表他所在的教会（因此也代表基督），他就必须

在教外有好名声。同样的，为什么呢？保罗回答说：“恐怕被人毁谤，

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这并不意味着要由世人为教会领袖设立标准，

但可以肯定的是，教会的领袖绝不可低于世界对品格、尊严和正派

所设的标准（除非世界的标准违背神的话语，例如，当代对宽容的

观念）。基督徒生命和品格的高标准，必须让世界没有理由控告教

会领袖假冒为善。

保罗写给提多的品格素质清单，与他写给提摩太的清单相似，

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作一

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

⑬        Piper, “Biblical Eldership,” sec.7.
⑭　 保罗在提多书并没有提出同样的要求，本书后面在 21 章会讨论这问
题。“初入教的人”与处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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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

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

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

——提多书 1:5-9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这两封书信都让人看到一个基督徒敬虔度

日的样本。

和写给提摩太的信一样，提多书中无可指责的品质起到守卫其

余品格要求的作用。

虽然提多书中关于家庭的说法与提摩太书信稍有不同，其用意

仍是一样。长老应树立榜样，有智慧地安排他自家的秩序。他必须

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

约束的。约翰·派博给出有益的注释，解释了保罗论到关于长老儿

女的话的意思：

在这里，焦点不仅是儿女与父亲的关系，也在于他们总体

的行为表现。他们不可被人控告有“放荡”或不受控制的行为表

现，他们不应“不服约束”。

从诚实可信的意义上讲，pista 的意思是“相信”（RSV 译

本），还是忠心？在提摩太前书 3:11 的用法中会倾向于后者，

在那里，女人（女执事或执事的妻子）应 pistas en pasin，凡事忠

心。教牧书信中其他地方用到这词，类似这个意思的是在提摩太

前书 1:12,15；3:1；4:9；提摩太后书 2:11,13；提多书 1:9；3:8。
因此意思看来就是儿女受到良好教养，守规矩，总体是顺服的，

负责任和可靠的。
⑮

换言之，一位长老不能保证他的儿女是基督徒，但他有责任确

保儿女还在他看顾之下时行为表现良好。

保罗继续重复讲到一位长老需要无可指责，但这里列出的原因

⑮      Piper, “Biblical Eldership,” se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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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老是神的管家。这一说法指的是长老持续有责任管理教会事务。

如果因着有该受责备的地方，或需要把自己的行为隐藏起来而受拖

累，他就不能作为一个属灵身体的管理者很好发挥作用。

保罗在提多书补充说，一位长老不应任性，也就是说，绝不可

固执己见，以至于不受教、不愿让步，或只考虑自己。⑯

他也不应暴躁，或者有只要有人反对他就言语火爆的习惯，反

而应当有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的记号。他优先要关注在

重要的事情上：关系、公义、纯洁和对主强烈委身。这清单的最高

潮地方是“自持”，意思是“完全自控，控制所有激情的冲动，让

自己的意思忠于神的意思”。⑰

保罗对提摩太说长老必须善于教导，而他在提多书扩充说明了

这一点，说长老也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这就是说，一个

人不仅必须明白圣经的教义，也要殷勤地把这教义应用在自己的生

命和实践当中。一位长老必须是学习圣经的人，忠心于读经和学习

圣经的教义，固定地深深扎进神的话语当中，以此为教会树立榜样。

一个人对神的话语忠心，这使他 “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一

对一或对群体做教导、劝诫和教训的工作——“又能把争辩的人驳

倒了”。这就是说，他快快处理错误和虚假的教导，并纠正出于自

私或律法主义动机的错误应用神话语的人。

一些人为了避免自我反省，就说人不可能达到这些品格素质的

要求，没有人能满足这些要求。但我认为更准确的应该是保罗在这

两处经文当中呼吁长老行事为人像真正的基督徒。除了有教导能力

之外，这些品格中没有一样在基督徒当中是非同寻常的——每一个

相信的人都应追求“无可指责”。卡森曾说过：“这些特征最特别

的地方，就是它们丝毫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⑱ 长老以这种方式

生活，这就证明他是认真看待福音的目的，就是神要使一群人分别

为圣，特作自己的选民（多 2:14）。

⑯       LKGNT, 652.　
⑰　 同上。
⑱　 在国会山浸信会“亨利论坛”上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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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不仅带领会众，也必须彼此同工。因此对于多位长老带领

而言，要生活合一，谦卑同工，这些品格素质就至关重要。亚历山

大·斯特劳（Alexander Strauch）清楚地表达出这种需要：

共同带领正确发挥作用的时候，要比单独一人带领更需要

操练谦卑的仆人精神。为了让长老职分有效发挥作用，众长老

就必须显出互相尊重，彼此顺服，彼此耐心等候，真心考虑彼

此的利益和观点，彼此谦让。这样，长老职分就提升了兄弟之爱、

谦卑、互相的精神、忍耐以及带着爱的互相依靠——这些素质

应成为仆人式教会的标志。
⑲

           一个人应能证明他能顺服众长老，然后才接受邀请与众长老一

道带领。

任何教会努力过渡到长老带领时，智慧的做法就是带领者在教

导这话题时，要强调这些品格，甚至超过强调长老发挥的功能。功

能多少会因教会而异，但品格不会。一种圣洁、谦卑的仆人生活，

总应当是被分别出来担任长老之人的记号。长老、执事和其他教会

职员若未能展现出属灵领袖应有的品格会对教会有很大的损害。因

此我们必须表明神的标准，确保我们建立的标准合乎圣经教导。当

长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本质上，这就是这些资格所描述的——

就连那些不清楚长老是要来做什么的会众，也很有可能会效法他们。

在今天基督徒的品格常常看起来与世界没有分别的这时候，长老应

当成为做忠心门徒的榜样。一间教会的目标，不应是不惜一切代价

确立众长老带领的模式，而是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提升属灵领袖的标

准。

⑲     Alexander Strauch, Biblical Eldership: An Urgent Call to Restore Biblical 
Church Leadership, rev. and exp. (Littleton, CO: Lewis and Roth,1995), 114.　

这些特征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们丝毫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 D.A. 卡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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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众制框架下的众长老带领

教会在提升属灵领袖带领的过程中，必须追求合乎圣经的模式，

包括多位长老带领。但一些教会领袖害怕使用长老这个说法。一位

美南浸信会领袖表明了他的强烈反对意见：“我不支持在我所属的

美南浸信会教会施行长老治理，确实，如果我所属的教会设立长老

治理，我就会离开。”⑳

在过去二十年，许多浸信会教会已经采纳了一种或另一种形式

的众长老带领的模式，但并不是所有教会都能平稳过渡。一些教会

在这问题上产生分裂，因为人们担心采用众长老带领模式意味着抛

弃了浸信会看重的会众制治理的做法。一些牧师甚至因着长老带领

的问题被排斥在他们本地联会的团契之外。 

我在一间美南浸信会的教会长大，观察到长老职分对我们的教

会治理来说是陌生的。另一方面，在基督的教会（Church of Christ）

这一宗派的本地教会当中，长老看来如此坚定治理，以至于他们看

上去像是随自己心愿地在服事。这样一幅长老“极权治理”的画面，

让许多浸信会人士心里产生惧怕。在其他教会，长老则缺乏这一职

分的属灵尊严。还有，在其他教会，软弱的长老似乎缺乏那本应成

为他们属灵带领标志的激情。 

所有这些关于长老的画面都不是出于圣经，但它们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人有时会害怕长老职分。许多浸信会人士担心这会丢弃了会

众制治理，而许多牧师则担心会失去权柄。

这些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正如任何让人担心的处境一样，向

后退一步，放下偏见地先来看事实，这可以舒缓人的焦虑。我可能

怕在我前面路上的那条蛇。但如果我停下来，意识到这不是一条毒蛇，

我便能轻松地绕过它，我就无需吓得发抖。事实改变了我的整个看法。

因此让我们来看这更大的画面。

⑳      摘录自 Robert Wring, “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Elder Rule in 
Selected Southern Baptist Churches in the Light of New Testament Teaching” (Ph.
D. diss., Mid-America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2),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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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长老带领不应取消会众制治理。确实，某些形式的多位长

老带领完全绕过了会众。但在初期教会，会众参与做决定。耶稣和

保罗都说教会在教会纪律的问题上有最终权柄（太 18:15-17；林前 5）。

耶路撒冷教会根据使徒的劝告挑选了那些是执事原型的人，就这样

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让会众参与推荐管理属灵和现世事务的领

袖（徒 6:1-5）。在使徒和长老确定了教会针对犹太主义者引发的难

题采取的立场之后，会众参与，批准了向小亚细亚众教会派使者，

作耶路撒冷教会官方发言人的建议。会众作为整体，并没有参与这

场讨论或争辩，但他们后来被告知情况，确认会议的结果：“那时，

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意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

巴同往安提阿去。”（徒 15:22）“定意”这说法在希腊世界是一个

政治术语，意思是“投票”，或“在集会中通过一项决议”。21

没有证据表明初期教会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投票决定。而是在多

位长老的带领下，有能力和有效地处理日常事务。教会尊重和顺服

这种带领，知道这些值得信赖的人是通过神的计划站在他们面前。

有时教会需要被提醒去顺服多位长老的带领；但长老并非暴君——

会众在教会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帖前 5:12-13；来 13:17）。换言

之，会众制治理确实存在过，但并没有到会众集会管理教会的程度。

绝对的会众制治理在实践中很难实行。在我开始侍奉的前几年，

一位神学院院长对一群年轻、渴慕参与侍奉的牧师说，如果一家教

会投票呼召你作牧师，你最好就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当时他说

话的语气，以及他坚持说可以通过会众投票无误地明白神的旨意，

这一切令我震惊（我现在仍感到震惊）。只要稍稍阅读教会历史就

能驳斥这种观念。正如人是败坏的，教会的投票也受到人败坏的影响，

很难保证可以显明神的心意。会众必须努力认识圣经的教导，而不

是简单认定教会每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说话都是无误的。

一家教会并不只是直接的民主制，因为在教会中，人通常

认识到我们堕落的光景和犯错的倾向；另一方面，人会认识到

神的话语是无误的。因此，也许只是在作为教会的会众一起努

21     LKGNT, 29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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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认识神的话语这种意义上，他们才是民主制。
22
　

长老应当带领教会的治理和认识神的话语。长老作为专心以传

道和祷告为念的人，赢得了会众信任，提升了他们作为教会属灵带

领的权威。领袖在教会中的权威是必不可少的，就好像在任何一种

类型的政府机构中那样。 国家、州和地方政府按着民众的心意做事

的同时，民众在日常事务上也依靠他们选举出来的官员来带领、引

导和保护他们。民众顺服这种权柄，因为这让他们的生活井然有序。

类似的，顺服长老带领的会众可以更有秩序和目的地发挥作用，同

时会众也要监督长老，使得他们在主耶稣基督之下忠心履行他们的

责任。约翰·派博写道：“教会的服事首要是成员的工作，这服事

在于敬拜神、彼此服侍，以及向世人作见证。教会治理的内部架构

并不是教会的主要事工，但对于装备和推动圣徒参与服事来说是必

不可少的。”23 因此，全体会众必须把焦点放在动员人来服事上，

而不是花许多时间担心教会治理的问题。这责任是委托给了更小一

群的长老。约翰·派博补充说：“为此目的，治理架构应当简单有效，

不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担任职务，而是要释放和安置尽可能多

的人去服事。”24

多位长老带领遭到极力反对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牧师害怕失

去他们在教会中的权柄。虽然许多浸信会教会宣称实行会众制， 而

实际的架构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君主式的主教制——单独一个人治理

整个会众。早期的浸信会人士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和英格兰教会中实

行的君主式的主教制。他们反对的声音呼应了十七世纪其他的福音

派人士，他们对一人在教会之上单独治理带来的滥权深感忧虑。因此，

浸信会人士赋予会众在教会生活问题上的最终权柄，但也认识到教

会需要有秩序，而这种秩序只能通过属灵带领才能建立。《费城公

认信条》（1742 年）提供了一个极佳例子，既有会众发声，也有长

老发挥属灵权柄：

22　 狄马可，《健康教会九标志》 (Wheaton, IL: Crossway,2000), 212.
23　 Piper, "Biblical Eldership,” sec. 4，principle 2.
24       同上，sec. 4，princip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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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 按照基督的心意所召集和完全组织的一间具体

地方教会，由职员和成员组成；基督所委任的职员，就是监督

或长老和执事们，当由（如此召集的）教会选立，并分别出来，

其目的是施行命礼，执行基督所托付并呼召他们去行使的权柄

或职务；此职分要延续到世界的末了。

[第九条 ] 呼召一个蒙圣灵恩赐和有资格的人在一个地方

教会中担任监督或长老职分，基督所设立的方式乃是：他为此

职分，当由教会本身通过共同投票而选拔出来；以禁食和祷告，

和教会领袖们按手（若之前已设立有教会领袖）严肃地把此人

分别出来。要呼召一个人担任教会执事，方式同样是通过教会

共同投票选立，并以祷告、按手分别出来。
25

教会的职员，就是长老和执事，是由基督委任，由教会选立。他

们有“基督所托付并呼召他们去行使的权柄或职务”，服侍基督的教会。

每一位长老都“由教会本身通过共同投票而选拔出来”。因此牧师并

不缺乏权柄，但他是与由教会选拔的众位属灵领袖分享这权柄。 

一位已经蒙召全职在教会服侍的牧师应当惧怕这种权柄分享

吗？如果长老坚守圣经对品格和实践的要求，他就不应惧怕。一位

牧师反而应当欢迎这种架构，看它是神赐下的保护他自身以及提升

教会的侍奉的渠道。不符合资格的人担任长老服侍，这确实会带来

大问题。但这是教会在基督再来之前都要面对的持续争战的一部分。

牧师必须努力讲道、教导、训练和祷告，直到主洁净教会带领的基础，

让牧师可以欢喜地与众长老分享权柄。

这种惧怕因子的另一个元素与“治理”这个概念有关。如果治

理指的是像独裁一样控制教会成员的生活——窥探日常的私人决定，

在教会事工范围之外对成员施加要求——那么这样的治理是应该会

让人惧怕。确实，这种治理已经给多位长老带领带来坏名声，扭曲

了圣经所描绘的治理画面。长老绝不可以一种“辖制”的方式治理；

相反，他们应当谦卑服侍教会，反映出有基督所示范的牧者式治理。

25　 Timothy and Denise George, eds., John A. Broadus: Baptist Confessions, 
Covenants, and Catechisms (Nashville: Broadman and Holman, 1996),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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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养神的羊群，这确实要求治理，但长老必须以要向那位牧长交账

的态度来治理（彼前 5:2-5；来 13:17）。

多位长老带领所起的作用，就是防止一个人落入辖制会众的试

探。共享的权柄磨练长老的专注性和灵性。一位由教会呼召进行全

职侍奉的牧师，因委托给他责任的缘故，肯定要比其他长老负有更

大责任。这种情况下，牧师在有平等权柄的人当中居首——是因着

教会的呼召，他受到的训练和恩赐居首，但他与其他人平等，就是

说他并不是在教会带领中作一个“独行游侠”式的人物。丹尼尔·华

莱士解释说，“负责交账，以及我们的罪性”，给出了其中一个最

明显的理由，要求多位长老分享权柄。他继续说道：

每一位领袖都知道他缺乏完全的平衡，有一些事情是他一

直在挣扎的。另外，除罪性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个性因素。一

些牧师讲求细节，其他人则关注大画面。一些人爱音乐，其他

人对音乐没有什么想法……我们所有人在一起贡献力量，让基

督的身体发挥作用。但一间紧跟着一个人的个性和弱点前进的

教会总是无法平衡的。

……教会里牧师的权柄超过其他人的权柄（因此在功用方

面是君王式的主教制），那在最高层的领袖出现道德失败的比

例会高出往常很多。换言之，一位牧师如果是 primus inter parus
（“在平等中居首”，指的是在受到的关注和训练方面，而不

是在灵性方面居首），相比于他被抬高超过其他领袖，他陷入

罪中的几率可能更小。
26

 

26      Wallace, “Who Should Run the Church? ” 6; 粗黑字为原作者所加。　

多位长老带领

●               鼓励领袖共同承担事奉重担。

●               开展事工时有更大的精准度。

●               抑制教会中的暴政和极权主义作风。

●               提供一个实验场所，彰显教会的合一。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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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众位长老带领，这既保护牧师，也保护他的会众。

培养多位长老带领，这是一件高要求的事。所以一些人会问：

“为什么要惹这样的麻烦？”多位长老带领，这给每一位长老带来

某种程度的鼓励，因为一群长老或一群执事代表他们具体的会众一

同做工。每一个人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工作，无论何时，当一个人面

对压力，或需要安慰的话，他们都能彼此拉对方一把。我有很多次

看到我们的长老彼此帮助背负艰难重担，或一起努力祷告。 

按照我自己的经历，我知道在教会当中单独一个人工作滋味如

何——实际上每一位牧师都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追求神的话语，

却看不到众人和你一起奔跑，这会让人难以接受。但有同心合意的

弟兄与你并肩一道，这是何等奇妙和令人振奋，这给每一位基督徒

领袖心里带来鼓励。

多人带领提供了一种更严格地开展事工的机会。在一群长老或

执事当中，每一个人都为整体工作贡献出他自己的恩赐和力量，使

用他的恩赐使众人得益处。不再需要一个人独自背负教会的重担。

多人带领也抑制暴政或独裁的企图。手握太多的权柄而没有督

责会败坏人，在属灵领域尤为如此。当某人灵命尚不成熟，担任领

袖就会使他有机会抬高自我或争夺权力。因为领袖之间要彼此督责，

多人带领就可以防止这种权力的滥用。在长老当中有同等的权柄，

这能抑制一个人独占教会带领权的企图。

多人带领也可以作为一个验证合一的实验室。任何一群人一同

工作一段时间，这就必然考验这群人的合一。长老的品格，或缺乏

品格就会在试验和逆境的时候浮现。最美的莫过于看到基督徒弟兄

同心合意经历这样的时候。

反思

●          我们为什么既需要长老也需要执事？  

●         初期教会如何选立长老？是否为我们今天选立长老提供了模

版？

                                              第五章  品格和会众制教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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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让一个人有资格担任长老？指出主要的特征。

●          为什么一些教会领袖惧怕多位长老带领？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第五章  品格和会众制教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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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真理中合一

这是火车站和博物馆的分别。我就是这样描写费城第十长老会

和同城的第一浸信会之间的对比。一个充满了奔忙和动感生活，而

另一个教会美观、静止不动、死一般沉寂。这差别令人震惊。

那是 1990 年代中期的事。狄马可和我前往费城，要找一家位

于内城的模范教会，使我们努力重建国会山浸信会时可以向这模范

学习。我们收到博爱思 (James Montgomery Boice) 发出的邀请——

这只是在他去世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决定花上一天与这位长时间

任职的牧师及他的职员在一起。

我们早早就到了，在市里散步，不经意来到费城第一浸信会，

那时他们正值建堂三百周年纪念。反复按门铃敲门之后，我们几乎

放弃了。最后，一位长者打开大门，他看起来是归属兰开斯特县阿

米什人开的一家农场，而不是一家坐落在内城的浸信会教会。身为

历史学家的狄马可马上开始来了解这家教会的历史，想努力弄清楚

这位表明自己是牧师的“阿米什人”到底信什么。看着这两人对话，

仿佛就是在看这两条狗彼此嗅着对方，直到最后狄马可意识到这位

牧师认为，你想信什么就可以信什么。狄马可感觉到走进了死胡同，

就问能否看一看聚会的圣所。

我们被带进我曾见过的其中一处装潢最考究的抗罗宗圣所。从

地板到天花板，一座很大的木制讲台正上方由巨型黄金叶子装饰的

穹顶，一切都得到精心维护。牧师告诉我们，他们刚刚完成了重修

工作。狄马可问：“这肯定花了一笔不少的钱吧。你肯定有许多人

来上教会吧？”这位牧师说：“有好几十人。”狄马可问：“好几

十人怎么可以负担得起这一切？”这位牧师告诉我们，这笔钱由安

迪·沃霍尔（Andy Warhol）基金会支付，这家基金会支持由沃霍尔

本人资助的视觉艺术创作（安迪·沃霍尔是 60 和 70 年代波普艺术

运动的一位主要人物， 一位同性恋人士，参加鲁塞尼亚礼的天主教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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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你可以这样概括我们在第一浸信会看到的：没有传

神的道，没有人来，建筑物很华丽。

因此我们抄直路沿着第十七大街前往第十长老会，这间教会于

1829 创立。惊人的对比：大门敞开，里面人头涌涌。“地下墓场”

（教会的地下室）有一家为住在内城的孩子开设的古典教育学校。

认信福音派联盟（The Alliance of Confession Evangelicals）正在分发

大量书籍和录音带。一个艾滋病项目关怀“弟兄中一个最小的”。

一个触及广泛听众的电台扩展了教会强有力的释经讲道的讲台事工，

主会堂里每周日都坐满了人。职员人数众多，对人热情。建筑物怎样？

虽然吸引人，但从楼梯磨得很旧的地毯，以及沿着扶手的脏脏的墙

壁可以清楚看出人流量之大。

你可以这样概括我们在第十长老会看到的：有传神的道，有人

来，建筑物略显破旧。

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异？不是地点，不是人口分布，不是教会

的历史长短。两间教会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很类似。但费城第一浸信

会从过去某个时间开始向现代主义屈服，接受了众多妥协的神学立

场去迎合现代主义。在此期间的某个时候，第一浸信会作了第十长

老会没有作出的决定。从实际方面来讲，这种决定通常是由教会领

袖作出。在某一点上，第一浸信会的领袖屈服，然后崩溃。毫无疑问，

这是渐渐积累的，也许一开始很难留意得到。毫无疑问，对这种改

变的解释包括了像“有爱心”、“公平”、“开放”这样的字眼。

概括这种差别的一种方法，就是说其中一间教会受到了保罗告

诉提多要设立的那种牧者的精心保护，而另一间教会则没有。保罗

指示提多，一位长老应“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

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多 1:9）。第十长老会的长老自

从 1829 年以来已经持守那真实的道理，把争辩的人驳倒。如果我要

根据如此多其他类似教会的情况作出猜测，第一浸信会的牧师就是

在某处多多少少弱化了他们的许多立场。

我们在费城的这一天结束时，这两间教会的故事就变得再清楚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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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了：当领袖充满着惧怕，迁就文化的时候，教会就失去了生命。

当长老传讲神的道，用爱和真理捍卫羊群的时候，教会就有生命。

充满信心、敬畏神、爱慕圣经、恨恶罪、爱罪人、抵制文化漂移的

领袖是关键。但你如何能找到这种教会里的人来牧养神的羊群？

不幸的是，狄马可那个阶段在国会山浸信会的生活，就是以一

种尴尬、希望绝不再重复出现的方式背负着那重任。国会山浸信会

新的章程要求长老提名潜在的长老，由会众确认。鉴于他作为主任

牧师的地位，在那时候狄马可是唯一得到认可的长老，所以他负担

的任务，就是提出第一批候选人。基本上就归结为衡量教会里每一

位成年男性的灵命状况、是否符合圣经阐述的资格这样一个不讨人

喜欢的任务。

为了把这项任务的孤独感和尴尬降低到最低程度，狄马可给每

一位教会成员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不要提名（这是他的任务），

而是推荐每一位他们认为符合提摩太前书第 3 章和提多书第 1 章定

义的长老资格的男性。效果是双重的：第一，这让每一个人都参与

到这过程当中；第二，会众向狄马可推荐了已经像长老一样在发挥

作用的具体的人。结果就是，至少有两个狄马可之前从未考虑过的人，

最后在第一批名单中得到提名。 

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不应提名哪些人？第二，应提名哪些

人？ ① 第一个问题最令人痛苦，因为会众中有一些人看起来合乎

资格，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面谈的时候，一个人表明在洗礼的问题

上不认同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这是一个问题，对一家浸信会教会

来说尤为如此。另一个人结果是平权主义者，相信女人可以担任长

老服侍。这人是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位从政人士，因此当他说，他想

成为一位长老，因为“长老团是权力所在的地方”，我们就不感到

惊奇了。另一个人除了星期天早上聚会，几乎不参加任何教会会议。

对我们来说，这表明他对要蒙召来牧养的羊群不感兴趣，也缺乏对

羊群的认识。 

①  狄马可和亚保罗在《深思熟虑的教会》（Wheaton, IL: Crossway,2005）
的第三部分深入讨论了这些问题。

                                                             第六章  在真理中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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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我说过的，他们看起来都合乎资格。以上描述的三个

人都是领袖，甚至是在他们各自领域的领袖。他们是充满活力的教师，

他们的年龄正好——不太年轻，也不太老。他们都认同福音。

但教会不应由生意人、政治家或医生来带领。教会是由牧者

——有纯正神学思想，过往经历表明是为人忠心的牧者来带领。经常，

不纯正和不忠心的思想并不是通过直接攻击福音进入教会。不纯正

的思想常常是通过次要的教义潜入到一代人当中，到了下一代才颠

覆首要的教义，因为次要的教义，如教会论，是要保护像福音这样

的首要教义。因此我们需要在这些人信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生活这

两方面保持警觉。

换言之，我们根本上是在寻找那些谨慎他们的生命和教训的人

（提前 4:16）。我们不要只讲求真理的人，或只讲求爱与合一的人，

而是要以爱心在真理上合一的人。我们要愿意为群羊的缘故费心劳

力，努力要认识群羊，好使他们能认真和个别引导群羊更深认识神

话语的人。

另外，我们不是像一些人提议的那样去寻找“平衡”。有人认为，

需要用对立的观点让主任牧师的观点变得成熟和平稳。他们认为我

们需要有某一个人可以对狄马可说“不”。你当然需要能独立思考，

仰望神的话语超过看重人的想法的人。但请相信我，我说你并不想

要反向行事的人作长老。反向行事的人将进步的车轮卡住，并在这

过程当中夺去这群人的喜乐（见来 13:17）。

那么从正面来看，应当提名谁？关键不在于他们对主任牧师说

“是”或说“不”，而在于这人是否委身圣经的真理和教会的益处。

他对这一点总是说“是”。有时候我喜欢说，教会应当提名总是说

“是”的人？我知道，“说是的人”是那些没有行动力，只是为了

得过且过而认同的人，并不为任何事情挺身而出，不冒任何风险的人。

但使徒保罗看来非常看重“说是的人”，虽然这和人们通常以为的

属于不同类型。请思想这两处经文带来的挑战和发出的呼吁：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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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

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腓 2:1-2）

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

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林前 1:10）

保罗在这两处经文都指出顺服与合一，但并不是随便哪一种顺

服或合一。这是顺服在基督里的合一，顺服与基督同样的心思意念。

好莱坞的电影推崇反向行事的人，孤身行事的人，被排斥的人，

与制度争战的人。我们很喜欢这种观念，就是一个人选择逆流而上，

或远离人群。好莱坞的英雄或许可以让电影卖座，但从圣经角度来讲，

他的品格是有缺陷的。他倾向于孤立、自私和不合一。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如此多的教会强调爱与合一，但那是一种

很奇怪，而且是悲剧性的没有真理的爱与合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需要教会中的领袖能抛开他们的

偏好，为要保持在爱和真理上的合一。我们需要那些为了会众的利

益愿意牺牲他们个人利益的长老。我们需要努力理解他们的弟兄，

同时也认真留心听从圣经的话的人，而不是划出界线坚持一种不明

事理的立场，又不愿学习的人。我们需要爱神爱教会超过爱自己的人，

他因此愿意直面错误和犯罪，不管别人会怎么看他。 

当提名一个人担任长老服侍时，你不可能让人人都满意。我记

得有一位女士抱怨说，一开始得到提名的人，她一个也不喜欢。当

我们查看她交上来的推荐人名单时，我们发现她不愿下功夫推荐任

何人。简单来说，大家一致赞同在章程中提出长老的观念，但要找

到实际提名人，这几乎让我们崩溃。回头看，一位前教会成员把提

名长老程序说成是“教会实际分裂”的开始。他说得对。一群长老

代表着一间教会的方向，有五个最终得到提名和确立的人，意味着

教会将要朝着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前进，而这导致教会实

际分裂——虽然是非常小的分裂。那些不喜欢新长老和他们的方向

的成员离开了教会，喜欢的则留了下来。

                                                             第六章  在真理中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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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谁牧养教会，这是最重要的。错误的领袖可能带来更多短

期担任牧师工作的人，这些人会搞出最新的教会增长潮流小把戏。

长远来说很有可能带来教义上的妥协。另一方面，忠心的长老要恢

复人对圣经的忠心，以及一个用实际生活证明认信为真的共同体。

我们会成为费城第一浸信会，还是第十长老会那样的教会？我们是

否要出售我们的物业，变成附近国会图书馆的一个仓库，还是要变

成一家充满活力、讲真理的跟从基督之人的共同体？

第一部分：为何设立长老？ 第六章  在真理中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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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们的时代当效法的榜样

使徒行传 20:17-31
17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18

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

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19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20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

教导你们。21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

耶稣基督。22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

要遇见什么事。23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

患难等待我。24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

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25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

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26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

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27 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

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28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

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　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

己血所买来的。29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

中间，不爱惜羊群。30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

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31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记念我三

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戒你们各人。

为什么要在教会设立长老和执事作属灵领袖？我在一间浸信会教

会长大，我在青少年的时候去过两间非常传统的浸信会教会。他们有

主任牧师、执事和其他的教会职员，但长老在其他教会里才有。按我

所知道的，每一个有浸信会背景的人都毫无疑问承认有执事这种职分，

但讲到长老职分时，他们有时会犹豫不决，虽然十七到十九世纪的伦敦、

费城和新罕布什尔公认信条都指出教会存在着这两种职分。①

①　 CrChr, 3:738-4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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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现在在孟菲斯市牧养的教会开始查考圣经对教会带领，包

括长老的教导时，一位成员突然停止来教会，我去他家中探访，询

问他离开的理由。他很快提到关于长老的教导。他说：“这完全不

合浸信会的传统！”我引用历史上浸信会教会有长老的例子，还有

圣经的教导，但他甚至不愿查究这问题。

但神的道总要求我们用心查考，包括查考长老如何保护和带领

教会，执事如何并肩服侍的教导。

通常认为，圣经讲到长老的地方等同于是指专职牧师的职分或

现代的教会专职人员。但这种解释意味着把我们现代的做法强加到

古代的文本上了。这正是一位反对长老带领的人所做的事，他宣称“所

有的长老 / 监督都是以事工为导向，完全排斥平信徒”。② 虽然牧

师确实是长老，但长老只是“受薪的专业人士”，这却不是必然的事实。

当我们忽略了从会众当中辨认出合乎资格的人担任长老，教会就失

去了一些最宝贵的领袖资产。事实上，如果非专职职员的领袖被排

斥在担任长老的人之外，那么大批的小型教会——许多被禁止公开

聚会而只能在家聚会的教会，就会完全缺乏属灵带领。最终来说，

认为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担任属灵领袖服侍是很傲慢的想法。

在众长老带领这件事上越符合圣经，就越可以强化教会的教

牧事工。约翰·麦克阿瑟在解释多位长老——包括专职和非专职

长老带领的益处时说：“他们综合在一起的谋划和智慧，有助于

确保人并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做决定，或服务单独一个人的个人利

益（参见箴 11:14）。”他断言说：“实际上，一人带领是异教组织、

而不是教会的特征。”③

使徒保罗认识到教会亟需敬虔的领袖。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

行中，他来到亚细亚著名的城市以弗所，“这省份主要的城市”， 他

②    Robert Wr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Elder Rule in Selected 
Southern Baptist Churches in the Light of New Testament Teaching” (Ph.D. diss., 
Mid-America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2), 52.　
③     John MacArthur，The Master Plan for the Church (Chicago: Moody, 1991),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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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这城开始向小亚细亚传福音（徒 19:10）。④ 以弗所是罗马帝

国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也是一个重要的异教崇拜的中心城

市，其中有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⑤ 的狄安娜神庙。保

罗在那里传道，还发生了一场骚乱，但神让他的工作结出果子，在

这城中建立起了一间教会。这位使徒在那里住了三年，传讲和教导

神的道。在这时期，他显然是设立了长老来服侍教会。

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时来到以弗所附近的地方，但因他已定

意要前往耶路撒冷，就没有在以弗所上岸，而是乘船经过以弗所，

在米利都上岸。他在那里请以弗所的长老来见他。路加在使徒行传

20:17-31 记载了保罗与这些人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是一次充满了爱

和热情的见面，这位使徒最后一次教导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保罗的

信息强调了长老明确需要执行牧养教会的工作，显然所有教会都有

这需要。如果长老在以弗所这座大都市的教会发挥如此至关重要的

作用，我们今天岂不有同样的需要吗？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的劝

勉回答了这问题：“为什么教会需要有长老？”

教会共同的需要（徒 20:17,28-31）

我们在使徒行传 20 章保罗的劝勉中首先要留意的，就是他用来

描述这一群以弗所教会领袖的用词。首先，他称他们是“教会的长老”

（17 节）。一些人争辩说，以弗所教会分成了各个家庭式的聚会，而

长老只是各个家庭小组的领袖。但这样看待经文显然是不公平的。在

这里的“长老”用的是复数形式，“教会”用的是单数形式。

④    Curtis Vaughan, Founders Study Guide Commentary: Ephesians (Cape 
Coral, FL: Founders Press,2002), 15.　
⑤     同上，15 页。

                    使徒行传 20:17-31

●               教会共同的需要（徒 20:17,28-31）。

●               群羊的牧者（徒 20:28,31）。

●             不可忘记的根基（徒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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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保罗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28 节）。这里

的监督与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3:1 使用的是同一个词，这个词英王钦

定本圣经翻译作 bishop，新美国标准译本翻译作 overseers。在希

腊文中是 episkopos，而我们把 prebuteros 这个希腊文单词翻译为

“长老”。

第三，保罗使用了“牧养”这一个动词（28 节），指的是喂养

和看顾羊群。⑥ 这里的希腊文是 poimainø ，以弗所书 4:11 使用的“牧

师”这个名词的词根就是由此而来。 

要点就是，所有这三个说法都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它们不是指

教会当中不同的等级制度或多层职分，而是指地方教会内同样的职

分或功能。彼得在彼得前书 5:1-2 也互换使用了这些词。⑦

正如我们在第 3 章看到的，长老一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指向人

的品格，用来指在犹太群体中非常成熟的男性。监督是指他作为属

灵领袖发挥的功能，这些词在希腊文化中用来指城市的长官或行政

官员。而牧师强调了这人的事工——牧养一群羊的概念，这在世界

的那一部分地区人们是容易联想到的。

为什么需要有长老在教会中服事？一直到大约四世纪之前，初

期教会一直生活在外在攻击的压力之下。教会遭受了 300 年的反对、

攻击和逼迫，一直到罗马帝国君士坦丁掌权的时候。这些攻击出现

在不同的时期，企图让教会措手不及。皇帝尼禄、多米田、图拉真

以及哈德良都曾指挥对教会发起严厉逼迫。但伴随着这些外在逼迫，

教义、名人和领袖层的变质也让教会受创伤 ⑧ ：“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徒 20:29）

只要保罗还与以弗所的群羊在一起，他就能轻易辨认出敌人的

攻击，并加以处理。他有勇气和权柄对抗攻击教会的一切势力。但

⑥ 　BDAG, 842，解释了这个词象征着牧者带领、引导、治理，在这情形
里是指“对一群会众的治理”。
⑦　见 13 章对这经文的详细查考。
⑧　见胡斯托 • 冈萨雷斯（Justo L. Gonzalez）,《基督教史》（Peabody: 
MA: Price Press,2001）,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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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罗留在他们中间的日子即将结束。现在没有这位伟大的使徒为

他们抵挡攻击，他们要自己面对新的反对。因此保罗嘱咐以弗所教

会的长老们，以及所有效法他们榜样的人，要肩负起保护羊群免受

来自教会里外攻击的任务。 

保罗描写这些进攻的时候用词很强烈。他把这些作恶的人称为

“凶暴的豺狼”，把以弗所教会描述成一群无助的羊（徒 20:29）。

耶稣曾用过同样的比喻：“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太 7:15）在这种情况下，

狼会披上羊皮，用诡计颠覆教会。

书信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警惕假教师。一些人宣称自

己是“基督”，其他人则宣称自己有新的启示，还有其他人教导一

种虚假的福音。一个让人难过的事实，就是假教师甚至欺骗了新约

教会的许多人。以弗所教会是主在启示录第 2 和第 3 章对其说话的

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之一。这些教会大多数已经在属灵上非常懈怠，

一些已经向假教师妥协。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明显地意识到需

要再次警告以弗所教会提防假教师（提前 4:1-3；6:3-5；提后 3）。

当我们思想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的主，以及保罗、约翰、彼得

和犹大都警告人要提防假教师，这就应当让我们警觉，晓得虚假的

教导仍是一个严重威胁。教会和个别基督徒会成为这种或来自内部

或来自外部攻击的牺牲品。如果以弗所教会需要人保护他们防备虚

假教导，肯定在孟菲斯和孟买的教会，在芝加哥和开普敦的教会也

会有同样需要。在这些具体警告中，个性冲突根本不是使徒所考虑

的事情。他担心的是偏离圣经，扭曲信仰的教导。他嘱咐以弗所教

会的长老“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

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徒 20:28）。牧养的过程要求人有认出狼的能力。

是什么构成“豺狼神学”？

•   在任何方面否认基督的神性，或三一真神位格同等的教导。

•  用任何事情取代基督赎罪之死全备性的教导。

                                           第七章  我们的时代当效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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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认罪人要得救，神的公义就需要得到满足的教导。

•   抢夺神的荣耀，并坚持救恩并不完全是神恩典作为的教导。

•   否认基督身体复活的教导。

•  宣称在旧约和新约圣经正典之外还有权威性启示的教导。

•  坚持要有某种行为、舍己或苦行的做法，而不是单纯依靠基

督功德来提升人在神面前地位的教导。

今天还有人教导豺狼神学吗？还真是有！我从一位牧师朋友那

里收到一条信息，告诉我美国南方一家浸信会大学的院长写了一本

书，否认圣经权威、基督为童贞女所生、基督的神性、十字架对赎

罪必不可少，以及人需要拯救。更让人不安的就是，一些浸信会教

会竟容许此人在他们的讲台上讲道，只是因为他宣称自己是浸信会

人士。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长老有责任拦阻外面看上去道貌岸然

的豺狼欺骗羊群。

辨认出虚假教导，然后采取行动清除，这重大责任是落在长

老身上。教会长老肩负任务，要不断审视“一切异教之风”（弗
4:14）。他们应当警惕，认出虚假教导，警告教会，保护羊群免得

受害（来 13:17）。

保罗不仅关注来自教会以外的进攻，还关注出于教会内部的欺

骗：“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

从他们。”（徒 20:30）正如十二使徒当中有一位犹大，今天教会里

也有“犹大”。这样的人带着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加入教会这个身体，

利用教会抬高自己，增强他们的权力感，或让自己在物质方面获益，

诱使门徒离开真理。

保罗把他们的模式描写为“说悖谬的话”，都是带着这目的，

就是让一些相信的人与教会其余的人疏远，或吸引他们离开。“悖谬”

这一词很好抓住了要点。希腊文的说法指的是“转离、扭曲、颠倒、

歪曲”。⑨ 这些教师说的一些事，就连小孩子也会认出是不道德的。

⑨       LKGNT,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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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悖谬”的话，这包括颠倒、或暗暗改动真理。这涉及到把本来

是真的东西拿过来，改其本义或加上错误的应用，或者捏造出本来

没有的意思。虽然这些“凶暴的豺狼”的教导是相当厚颜无耻地呈

现在人面前 ，很容易被认出，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说”却是欺骗人的，

难以认出。需要有一定的分辨力才能看到它偏离神的道的微妙之处。

一旦一位基督徒被这种扭曲圣经真理的观念吸引，这人就很容易受

害，被教唆与教会其余的人疏远。他 / 她可能认为教会其他人没有

得到光照，然后跟从错误的教导，以至于让自己蒙羞。

几年前，一个人和妻子开始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查经和聚会。我

去他们家，作了一次非同寻常的长时间家访，这人非常详细讲到他

关注的一个具体神学领域。他用通常的圣经语言把他的教义隐藏起

来，但他言语之间有一些事情看起来是不平衡的。另外一位长老正

好和我一起在教导这人参加的查经班。有一天他在课堂上狡猾地否

认耶稣基督与父一同永存，企图以此来破坏教会。作为长老，我们

把这虚假教导的有毒空气消灭在萌芽状态，联合起来反对他错误的

神学。他看到这统一阵线，很快就离开了我们的教会，羊群得到了

保护。

对教会身体发动的攻击，以及教会内部的欺骗提醒我们，有一

种需要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教会需要保护脱离假师傅和骗子，而

这是长老的工作。如果一千九百多年前的教会需要长老， 今天肯定

也需要。

群羊的牧者（徒 20:28,31）

使徒行传 20:28 和 31 节直观地概括了长老的本分。长老应当为

教会谨慎，为教会守望，牧养教会。敌人想分裂和摧毁教会。罪和

虚假的教导不断威胁教会。因此长老必须一直为教会警醒守望。

保罗说：“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徒 20:28）。

谨慎意味着留意或关注所教导的、文化倾向，以及教会内的行为表现，

好使教会可以执行使命不受拦阻。保罗具体对长老说要为两件事情

谨慎：

                                           第七章  我们的时代当效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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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长老必须为自己的灵命谨慎。长老个人以及这个群体需

要留心他们自己如何与基督同行。他们不应只是作为专业服事的人

——擅长告诉别人做什么，但自己并不践行所传讲的。约翰·派博

说，他们是先知，而不是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心态，并不是先

知的心态……我们越盼望变得专业，我们身后就会留下越多灵命的

死亡。”⑩ 正如约翰· 斯托得（John Stott）提醒我们的那样：“因

他们若疏忽看顾和培养自己的灵魂，就不能充分地看顾其他人。”⑪

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经典著作《新牧人》中

有一章，标题是“自我督理”。这一章指出长老必须为自己谨慎守

望的一些事。用现代的说法改写巴克斯特的话，我们必须：

1. 为我们自己谨慎，免得我们向其他人传讲神拯救的恩典，自    

己却失去了这恩典。

2. 为我们自己谨慎，免得我们对其他人身上的罪讲道，自己却

活在这些实际的罪中。让我们看清楚自己没有在每天谴责的

事情上犯罪。

3. 为我们自己谨慎，免得我们不适合完成我们已经承担要完成

的重大任务。因我们要教导人真理极大的奥秘，就绝不可在

我们对神话语和对此实践的认识方面无知。

4. 为我们自己谨慎，免得我们成了所教导之事的反面教材。要

小心，免得我们在瞎子的路上放了绊脚石，以至于败坏了他们。

要警惕，免得我们用我们的生活拆毁我们舌头所说的。要小心，

免得我们成为妨碍我们自己工作成功的最大拦阻。⑫

第二，长老必须为全群谨慎。保罗使用牧羊的属于来传达谨慎

⑩     John Piper, Brothers, We Are Not Professionals! A Plea to Pastors for 
Radical Ministry (Nashville: Broadman and Holman, 2002), 1.　
⑪     John Stott, The Spirit,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The Message of Act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0), 327. 　
⑫　Richard Baxter, The Reformed Pastor: A Pattern for Personal Growth and 
Ministry (Portland, OR: Multnomah, 1982, from 1830 edition), 27-32. 

第二部分：四处关键的经文



91

的内涵。最好的诠释就是想象一群牧羊人带着羊群，聚集在犹大山

区一座山的背后。羊优哉游哉地在山上吃草，而牧羊人一直在守望，

防备有贼偷羊，防备有狼吞吃羊，以及威胁羊群的其他危险。牧羊

人的工作不会停止。他不断守望，不断检查羊群的健康，不断确保

它们得到喂养，是安全的。他认识他的羊，认得它们的需要。长老

的工作也类似。他也向群羊提问，确保他们能正确地把握和应用律

法和福音，明白称义和成圣。弗雷德·马龙（Fred Malone）在这方

面提了一些有帮助的问题：

	 基督的生命和救赎工作如何帮助你活出丈夫、妻子、父母、

儿女和教会成员的生活？

	 你认为神为你生命制定的伟大目标是什么？

	 天堂在今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犯罪的时候，基督怎样看你，对你有何感受？

	 你认为神喜悦你吗？ ⑬

努力教导、传道、教训、劝勉和告诫群羊的长老履行了他的本

分。他们必须时不时责备犯罪的人。他们必须告诫那些对妥协信仰

感到无所谓的人。他们必须教导和劝勉教会在纯正教义中行事为人。

他们必须能分辨出错误，而且不惧怕面对和处理错误。一位十九世

纪的牧师查尔斯·毕列治（Charles Bridges）提醒我们，并非教会里

的每一样需要都可以“在讲台上得到完全处理”。⑭ 需要关注个人，

而只有多位牧者才能有效做到这一点。毕列治举例讲了一些需要这

种特别关注的情形。

懒惰的人在沉睡，依靠自我的人在退步，热心的人受属灵

骄傲的影响，恳切的人变得自以为义，稳当的人落入形式主义。

然后还有慕道的人寻求指引，受试探和困惑的人寻求支持，遭

⑬    Fred Malone, “Do Personal Work”, in Dear Timothy: Letters on Pastoral 
Ministry, ed. Thomas K. Ascol (Cape Coral, FL: Founders Press, 2004), 179. 　
⑭     Charles Bridges, The Christian Ministry: with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 of 
its Inefficiency (1830; repr., Carlisle, PA: Banner of Truth, 1991), 344.  

                                           第七章  我们的时代当效法的榜样



92

遇患难的人盼望得到福音鼓励人心的安慰，知罪的罪人因着轻

轻忽忽的医治而落入虚假的平安，口头认信的人“按名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这些情形有各样细微多样的表现，并不能都在

讲台上得到完全处理。
⑮

长老即使在执行艰难决定时                                                  

也必须顺服主。他们绝不能为了

得到人的认可而迎合广为流行的

基督教信仰。他们而是应当分辨

何为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并毫不妥协地带领群羊行在当中。只
追求受人欢迎的长老不会看顾群羊。

尽心带领群羊的本分还体现在这一条命令当中：“谨慎……牧

养神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今天我们对牧羊人有一

种相当浪漫的看法，特别是圣诞颂歌讲到他们的时候充满着溢美之

词。但是当保罗选择使用这比喻时，他指的是一种在社会上没有地

位的工作。当时人把牧羊看作是社会上“低下的生活”，这对我们

说明的要点是很清楚的：牧养的工作并不是为了个人声誉和名望，

而是要谦卑，作基督手下的牧者，以爱心服侍。  

牧养是属灵的工作。桑德斯（J. Oswald Sanders）提醒我们：“属

灵的目的，只能通过属灵的人使用属灵的方法实现。”⑯ 今天很

多教会领袖追求要讨好人，但真正属灵的人只关注要讨好一位，就

是主神。

牧养是艰辛的工作。在圣经时代，保护羊群对抗危险，意味着

在精神和情感方面备受压力。牧羊人经常遭遇危险。大卫牧羊的时

候曾遭遇一头熊和一只狮子。牧羊人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翻山越岭，

走过崎岖的地方。 

⑮　 同上。
⑯     J. Oswald Sanders，Spiritual Leadership（Chicago: Moody,1980）, 40, 
quoted in John MacArthur, Shepherdology: A Master Plan for Church Leadership 
(Panorama City, CA: Master’s  Fellowship, 1989), 134.　

●            牧养是属灵的工作

●            牧养是艰辛的工作

●            牧养是需要交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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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长老的工作也是在各种条件和处境当中进行。长老不

会在离开教会那栋楼之后就不再需要工作。一位长老必须关顾自己

的灵命，守卫自己的家庭免受属灵的攻击。他必须为教会其余的人

树立一个敬虔榜样。其他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继续劳苦工作，学习、

祷告、侍奉、辅导、探访和守望。

牧养是需要交账的工作。在使徒保罗的时候，牧羊人一般来说

是为其他人工作。他们有责任在羊群的主人面前为每一只羊交账。

保罗提醒以弗所的长老，他们需要有这种交账，对他们说：“牧养

神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长老必须被提醒的是教会

不是属于我们的。教会因被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而属于神。我们这

些服侍的人，只不过是基督手下的牧者，有一天要为我们的本分交

账（来 13:17）。

约翰·慕理（John Murray）提出一个四重挑战，让人以此思想

何谓“牧养神的教会”：

1. 一位牧者不让羊群走偏路。在实践当中，这意味着教训和警

告……

2. 一位牧者在羊走偏路的时候出去把羊寻回。在实践当中这意

味着   责备和纠正，在许多情况下就是执行教会纪律……

3. 一位牧者保护羊群不受敌人伤害……也许没有什么比教会成

员缺乏分辨力了更糟糕的了……在这方面，长老看顾羊群时，

必须为自己培养对真理和正确之事的敏感度，并在这方面反

复教导教会成员，使他们和会众能觉察出仇敌的声音……

4. 一位牧者带领羊群进入羊圈 ; 他把油涂在他们的伤口上，给

他们纯净的水解渴。我希望在这里强调安慰事工的必要性和

它带来的祝福。⑰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记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戒

⑰    John Murray,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urray: The Claims of Truth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76),1:265-66. 　

                                           第七章  我们的时代当效法的榜样



94

你们各人。”（徒 20:31）长老投身在属灵争战当中，而教会就是战场。

他们蒙召要不断警醒。因此，神的话语命令长老要保持清醒，不断

警醒防备可能会伤害羊群的事。我们一直在面对仇敌的攻击，牠是

一个机会主义者，伺机寻找我们放松警惕，对罪容忍提升的时候。

那时牠便会发动进攻。因此长老必须坚守岗位，不断为神的群羊警醒。

保罗服事以弗所人的三年时间里亲身示范了这种警醒，常常为

他们流泪守望，劝戒他们（徒 20:31）。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这是

主交给他的一项事工或使命，他对此的态度非常认真， 而这也是对

所有长老的呼召。他们必须意识到神已把照顾祂的羊群的任务赐给

他们。

需要指出的是，保罗花时间“劝诫各人”。劝诫可以是从教训

圣经的命令和原则，到警告某人他们正走在犯罪道路上。⑱ 劝诫

这词的意思是“抓住人的心思”（nouthetøn），或警告教训某个已

经走偏了的人。这就是长老要在原则上和实践中影响教会的地方。

当长老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让其他人看到他们需要每日与基督同行，

教会就会被影响。当他们宣告神的真理，让其他人在认识和践行基

督教信仰方面有长进的时候，教会就会被影响。当长老劝诫的时候，

他们表现出对灵魂的关心超过讨好人，教会就感受到冲击。

不可忘记的根基（徒 20:28）

这段圣经经文最后值得我们注意的提醒是：“圣灵立你们作全

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用于强调的

黑点为作者所加）保罗和他的宣教同工可能已经选立了一些长老，

会众可能已经认同了这些长老，但是是圣灵立他们作监督。祂是他

们得权柄的根基。长老服侍教会身体的能力源自于圣灵清楚的呼召，

以及将他们分别出来的工作。斯托得就此得出在长老问题上的结论，

“所以这监督也是他的工作，他不能将此授权给其他人。”⑲

⑱       BDAG, 679. 　
⑲       Stott, The Spirit,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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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立长老这整件事上，这确实是一个充满奥秘的元素。一群

会众寻求要设立敬虔的人，这些人符合神话语中列出的资格。长老

团 20 审查这些人，将他们呈交给会众批准，然后全教会通过庄严

的按立仪式把他们分别出来。然而在这一切背后是圣灵无形的工作。

祂是最终设立他们在教会担任这职分的那一位。再一次，斯托得写道：

这奇妙的三一真神的确认，即教会的教牧监督属于神（父、

子、圣灵），应给牧师带来深远影响。记住教会不是我们的，

而是神的，这应该使我们降卑下来，也应该鼓励我们忠心。
21

我承认，我并不完全明白圣灵一切的作为，但我因着这事

实降卑，就是圣灵与教会同在（弗 2:22），将人分别出来做长

老这一崇高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工作，教会就必须留意，教会

本身的事工，以及对长老带领的回应的重要性。

圣灵使这些人作“监督”，而不是“辖制的主”。圣灵并没有

让他们担当独裁者的角色，而是在教会当中作谦卑、有爱心的仆人

式领袖。他们应依靠将他们分别出来，同样认识到他们不可能满足

神百姓生命一切所需的的同一位圣灵来履行他们的本分。他们必须

信靠圣灵在人心思的隐秘处动工，才能完成神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

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面对的危险，与我们在第一世纪的同

袍面对的危险性质是一样的。指引使徒在初期教会设立属灵领袖的

同一位主，也指引我们在现代教会做同样的工作。选择这些领袖的

时候，必须将名气放在一旁，而要强调圣经要求的资格。每一个被

教会考虑担任长老服侍的人，都必须在神话语的光照下自我反省，

然后才接受这项任命。

反思

●         以弗所教会在哪些方面与你自己所在的教会相似？ 

●         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负有哪些首要责任？

20　有时也称为长老会，指的是长老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群体。
21      Stott, The Spirit,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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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老的属灵生命在他们工作整体的功效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

用？

●          保罗说保卫和牧养神的教会，这是什么意思？在你自己教会

的处境当中，这些需要如何得到满足？

第二部分：四处关键的经文  第七章  我们的时代当效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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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失败，然后成功

成员大会主持人说：“五位候选人全部没有通过。”那是 1998

年秋天。狄马可提名五个人担任长老，因为教会全新的章程要求教

会要有长老。在这一刻之前，成员大会还是开得相当顺利。没有人

会料到第一批长老候选人集体落选，但他们确实未能通过。

失败了吗？

但是新章程本身接受投票表决时，只有一人反对。加上我们在

这个过程没有特别赶，花了超过两年时间来预备。然而情况就是：“五

位候选人全部没有通过。”

教会章程要求长老候选人要得到 75% 的会众认可，我是未能达

到这 75% 标准的候选人之一。我们五个人都得到了 65% 到 73% 的

赞成票。教会成员蜂拥退场时情绪都很激动，一些人觉得自己赢了，

其他人感觉灰心。但大部分人看起来都很困惑：现在该怎么办？

狄马可和我以及其他四位未能通过的候选人开会，这些是他最

信任，可以按照圣经智慧地思考问题的人。他与我们开会评估，听

取意见。我们是否应当提名另一群长老候选人？我们是否应当重新

提名得票最多的两个人？我们是否需要回过头来修改章程，把标准

降低到 65% ？这些想法会不会分裂甚至毁了教会？我们新的章程要

求教会至少有三位长老，大多数长老不可由教会聘用。如果我们选

不出长老，那要如何发挥作用？ 

在这些时候，讲求便利和实用主义就咆哮出场，你会想要把宝

贵的神学原则抛诸脑后。感谢神，并不是所有试探都能站得住脚。

在我们的情形里，圣经和教会近期的历史——按商业模式进行的项

目和根基不牢的牧师的糟糕记录——联合起来驱使我们坚持走下去。

我们决心查考圣经寻找指引。

对于我们而言，使徒行传 20:17-35 已经归纳了我们对长老的要

求，也应该决定我们对这次失败的选举作出怎样的回应。保罗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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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经文中让人具体留意三件事。

第一，一位长老必须生活在会众当中。保罗写道：“你们知

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

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徒

20:18-19）在保罗写的多封书信中，他都以自己的生活作为范例：“你

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 11:1）正如一个人曾经

说过的：“我们要长老有羊的气味，而不是高尔夫球场的气味。”

为什么？我们学习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观察其他人的榜样。门徒

训练是由同等的教导和模仿两部分组成的。除非你看到和感受到另

一个人的爱，否则爱仍旧是纸上谈兵。当你看到那位穷寡妇把她最

后两个小钱投到奉献箱里时，牺牲的概念就变活了。因此，我们需

要长老活出敬虔生活的榜样，这就要求长老与会众近距离相处。

举一个例子，这其实可以非常简单。我曾答应与一位年轻人早

上在我家碰头，然后走路去附近一家咖啡馆喝咖啡。我邀请他走进

我们家厨房，等我把东西收拾好，与我妻子和孩子亲吻道别。这位

年轻人在我家里呆的时间不够三分钟，走到屋外，他对我说：“你

不知道，我看到的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我说：“你看到了什么？”

他说：“你是怎样爱你家人的。”这位年轻人是在一种糟糕的“带

领”之下成长，他的父亲虐待他，并且酗酒。他从未见过亲吻面庞，

以此表现温柔或单纯的情感。这给我们什么功课？我们要长老完全

活在一个充满了需要、不断被注视的世界里。这就是我们在狄马可

来教会之前已经投票决定，要把四十分钟车程以外，教会在弗吉尼

亚州北部拥有的牧师住宅出售的理由之一。我们要教会领袖住在国

会山这宣教禾场上，住在国会山浸信会的会众当中。

第二，长老必须教导会众。全部教会都是按“创意”或“新潮“以

及求新的理念在建造。这正确吗？神是创造主，我们通过创造和再

创造效法祂，以此荣耀祂，难道不是这样吗？是的。但我认为对长

老而言，我们实际上需要总体上可预测可效法的人，而不是富有创

意的人。特别是在教导圣经方面，我们并不想任何人创意性地处理

信息。圣经也没有命令我们要娱乐人。圣经要我们教导会众神的话

第二部分：四处关键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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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就是这样。请再听保罗说的话：“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

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

教导你们。”（徒 20:27）保罗并没有传讲他的想法，他想象出来会

对人有帮助的想法；他传讲福音，传讲整本圣经！“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27 节）

第三，一位长老蒙神呼召保护会众。讲到属灵争战时，保罗说：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29-30 节）旧约圣经充满了糟糕牧者的例子，他们未能遵守神的律法，

给以色列民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例如结 34:1-10）。忠心的长老是保

护神的群羊的牧者。

长老可以从几方面做到这一点。首先，长老能正式地保护羊群。

这方面的一种关键部分，就是督理你的教会成员制的实际做法。考

察每一个进入教会的人，确保他们是“有信心”的（林后 13:5）。

一个谨慎接纳人成为教会成员的过程，能保护群羊脱离那些相信和

践行假信仰的人。长老在这方面应当做带领工作。接纳教会成员流

程的另一端，就是需要把一些人逐出教会，这些人口头说自己是基

督徒，实际的生活却与他们宣称的相矛盾。耶稣在马太福音 18:15-
17 对教会说，要恳求犯罪的人，为的是带领他们悔改，若有必要，

要把那些不悔改的人逐出教会。长老忠心地带领羊群走过这让人难

过，却是有爱心的清理过程，以此来保护羊群。

第二，长老也能非正式性地保护羊群。长老通常以规律地教导

和传讲神的道保护羊群。这仍是相当正式的。但一间健康的教会接

受长老的正式看顾和保护，并转向教会内看顾、责备、纠正、训练

和门训的工作（见弗 4:15-16）。这种非正式的保护发生在一对受到

良好教导的夫妇警告一位想要和不信之人约会的年轻女生的时候。

也发生在一位弟兄帮助督责另一位弟兄对抗罪的时候。而长老也通

过与教会成员建立个人关系带领这种非正式的保护。对群羊正式和

非正式的保护应成为长老工作内容的核心部分。

                                                         第八章  失败，然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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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可想到这些经文，就撤销了原本提出的候选人，提名五个

新人。我是开玩笑的，实际上他没有这样做。他坚信他提名的这第

一批五个人已经一直生活在群羊当中，不断在教导和保护群羊。因

此他写了一份四页的文件，提出各样论证要再次提名原来的五位候

选人。并且他在一次主日早上聚会结束后，把文件交给大概四十个

对此感兴趣的教会成员。以下是从这份文件摘录的一些内容：

	 我这位提名人可能错了，我肯定不相信牧师无误。

	 章程在要求的比例方面可能错了，我从来没有说过现在采

用的章程无误。圣经没有一处地方要求 75% 投票通过。

	 当场 65% 到 73% 的会众实际上支持了候选人，我不确定

会众是否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 

	 我认为约拿单·爱德华滋所在教会的绝大多数会众投票支

持开除他，这是错的。

	 我在 1993 年 11 月对这间教会的会众说。如果我来，他们

需要知道我最终不是为了会众，而是为了神工作。

	 我为什么觉得应当提名同一批的这五个人？因为在持续为

此事祷告后，我看不出此时要提名任何其他人……我也看

不到有什么理由不向教会提名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看到这些未能通过提名的候选人尽管未被认可担任长老，

仍决心服侍教会，我备受鼓励。

	 这些未能通过提名的候选人以谦卑的精神和态度讨论该怎

么办，这就鼓励我再次提名他们。

	 投票反对这五个人的人并没有一个一致的备选方案。

	 我再次提名相同的五个人，这是否傲慢？教会大多数人认

同我的提议，我已经收到了大量建议要如此行。我根本不

是轻率行事。我的首要考虑是：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傲慢

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诚实的问题。

第二部分：四处关键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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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有不值得信赖的领袖，或不能信赖领袖的教会成员，

它在灵命方面就有了严重缺陷。

	 我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进入一个缺乏信任

的地方。

	 信任最终绝不是赚得的，而是被给予的。

	 我的确把这看作是在教会未来方向上的一次集体投票。 

如果第二次投票未能通过，狄马可会怎么办？在投票之前，狄

马可写道：“最后，如果我不能提名人担任长老进行服侍，得到你

们当中足够多的人认可，那么你们大可以有权利去寻找另外一位牧

师，是你们能认定他能够找到那些候选人的。我会把这看作是在某

种程度上神对我的释放。”

1998 年 11 月，相同的五位候选人再次得到提名担任长老服侍。

这一次他们由成员选举出来，所有人都通过了章程规定的 75% 的确

认标准。

这一次他们为什么可以通过？当然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旨意。从

人的角度来看，一些人完全被说服来相信狄马可的带领。其他人被

说服，不要因着一个人相对较为年轻，或另一个人工作日程安排忙

碌就反对他们担任长老。还有一些人没有出席第二次投票（3L 老年

团，第一次投票时他们占了反对票的很大一部分，这次很明显已经

放弃反对）。

随着这次投票成功，我们的教会就从一位牧者带领转变为六位

牧者带领。

                                                         第八章  失败，然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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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地方教会的长老

提摩太前书 3:1-7
1“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2 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

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3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

不争竞、不贪财，4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或

作“端端庄庄地使儿女顺服”）。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

照管神的教会呢？ 6 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

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7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

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新约圣经中的教会保持一种简单的治理形式。这种形式在基督

教信仰出现的前几十年里渐渐成型，就如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中启

示的那样，而它的发展常常是回应一间地方教会出现的某种需要。

例如在使徒行传第 6 章，因着为寡妇分发食物而出现的争议。使徒

的回应就是提议教会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

的人”（徒 6:3），他们安排这些人负责这方面的服侍。这样使徒就

能继续通过祷告和神话语的服事来带领教会。这件事给我们开了一

扇小小的窗户，来看由使徒和宣教士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上下建立

的教会是如何开始形成他们的制度或治理模式。有两群人担任教会

领袖的角色在服事：一群人关注灵命的需要，另一群人关注现世的

需要。

在早期的某个时候，长老职分出现，如使徒行传 11:30 所提

到的。后来路加提到，保罗和巴拿巴回到他们第一次宣教旅行中

建立的教会，设立长老（徒 14:23）。路加的说法——“二人在各

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复数）”——清楚表明，每一间教会设立的

长老不止一位。地方教会有多位长老的做法贯穿了初期教会并带

入了下一个世纪。

但是，第二世纪发生了一些事情，继续影响着今天教会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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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阿的一位主教伊格纳修（Ignatius）给生活在现代土耳其这地方

的玛格乃散人（Magnesians）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提到有单

独一位的主教，他的权柄是在教会之上。① 这是最早记载的评论。

以此作为开始，产生了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一位

主教统辖一座城市的属灵事务。在这之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那样，

主教（或监督）、长老和牧师的称谓是互换使用的。现在单独一位监督

治理开始成型，这被称为君主式主教制。接下来主要有两种发展形态。

第一，最终被称为教皇的罗马主教，在所有其他主教之上掌权。

按现代对教皇的这说法，第一位教皇是第五世纪的大利奥（Leo the 
Great）。② 教皇制度在之后十几个世纪继续延续，其中一个人被

授予在天主教教会之上的主权。在抗罗宗宗教改革之后，君主式主

教制演变成为不同的宗派，无论是安利甘教会，还是在许多五旬宗

和灵恩派的宗派中均是如此。历史清楚地表明，君主式主教制的错

误造成了数不尽的悲剧。③

第二，在当代成千上万的浸信会教会和独立教会中也实行这

同样的君主式主教制，其中只是设立单独一位牧师作为地方教会

之上唯一的权威。这种君主式主教制通常不及教皇制度或主教制

下的一位主教权柄大，但它确实忽略了新约圣经为地方教会安排的一

个重要模式，就是由多位敬虔的男性带领每一群会众。④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回归到圣经对教会教义和生活发挥的权

威，也为地方教会带来改变。正如我们在第 1 章看到的，一些人认

为教会有四种职分。一些人看到教会有长老和执事，但把长老区分

①    Magnesians 6.1；ANF,1:61,” 有你们的主教代表神主持事务，你们的长
老，连同我最亲爱、被赋予耶稣基督事工的执事代表使徒的总会主持事务，
我就劝勉你们尽力以神的和谐办理万事。”
②  胡斯托•冈萨雷斯,《基督教史》（Peabody: MA: Price Press,1984），1:242-413
③　例如见冈萨雷斯 ,《基督教史》；布鲁斯 •雪莱（Bruce Shelley）,《基
督教会史》（Nashville, Thomas Nelson,2008）;S.M. Houghton, Sketches from 
Church Histor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80). 这些著作提供了大量证据，
证明教皇制度腐败和不符圣经的做法塑造了现代天主教会。
④    冈萨雷斯 ,《基督教史》英文版 242 页指出，一些学者认为初期罗马
教会由“主教团”，即多位做服侍工作的监督组成的一群人治理。

第二部分：四处关键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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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导长老和治理长老。还有一些人在功能方面保持这同样的区分，

与此同时只承认有长老和执事这两种职分。

我们在第 1 章也看到，虽然并不是所有美国初期的浸信会教

会都持守多位长老带领的做法，但许多教会确实这样做了。然而，

在跨越美洲大陆向西部推进的过程中，由于能作带领的男性有限，

一位牧师常常要服侍超过一间的教会。出于需要，他常常是教会唯

一一位长老。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巴库斯（Isaac Backus）强

调会众制，以及一种民主的个人主义，这就意味他把“非常少的实

权给予长老”。受巴库斯影响的植堂者并没有权柄设立更多的长老，

这就把自己限制为每一间教会只有一位长老。⑤

感谢神的是，我们今天正在见证浸信会教会回归到多位长老带

领。虽然尚未普及，但已有足够影响力，以至于不同圈子的人都经

常撰文反对教会有长老。实际上，过去十年我听闻的每一间新教会

中大部分都在践行某种形式的多位长老带领。这种回归圣经的做法

纠正了几样明显的错误：

1. 未能设立合乎资格的人担任合乎圣经的长老和执事职分。

2. 把执事变成教会属灵领袖的做法。

3. 把单独一位牧师安排在一个位置上，让他在关于教义，教会     

     纪律或带领的难题上得不到支持的做法。

4. 把全部带领权错误地交给一个男人，或一群常常不符合资格

     的男人（和女人），或除了会众以外就不交给任何人的做法。

这篇较长的介绍为我们作了铺垫，让我们来思想新约圣经所设

⑤　Stanley Grenz, Isaac Backus —Puritan and Baptist, His Place in History, 
His Though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Modern Baptist Theology (NABPR 
Dissertation Series, 4;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83), 278-279. 正如
Grenz 指出那样，因巴库斯著述甚丰，影响了十九世纪的浸信会人士，后来
几代人就“超越巴库斯”，削弱了多位长老带领。按照我的观察，巴库斯
受启蒙运动和约翰 • 洛克（John Locke）的作品影响，强调个人主义和一种
严格的会众制治理，而不是新约圣经如此明显阐述的，与多位长老带领一
道发挥作用的健康的会众制治理。

                                                         第九章  地方教会的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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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简明的教会带领模式。保罗强调品格多于功能，这是因为在以

弗所假教师的为人败坏和削弱了教会。

地方教会必须认真留意新约圣经中属灵领袖的样式。但这与现

代教会有什么关系？本章要尽力认识长老职分的特点和功能。

羡慕担任长老职分

保罗看长老职分是“善工”。但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看保罗

的背景。他写信过去的教会并没有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历史；

他们并没有培养敬虔领袖的悠久历史。这些教会常常是新的教会，

因着异教崇拜的背景而有许多缺点。有时候他们持续面对一些攻击。

他们的成员当中可能只有少数几位男性。选立长老和执事并不是一

项简单的任务。特别是在逼迫变得剧烈的地方，长老很有可能是在

一波接一波加给教会的压力之下首先遭遇逼迫的人。要了解这压力，

我们可以来看 2011 年北京守望教会遭受的逼迫，这间教会从租用的

聚会场所被赶出去之后，试图在公园里公开聚会，从此受到政府攻击。

教会领袖依然是中国警察对付的首要目标。在古代背景中，这样的

逼迫让人在羡慕担任长老职分之前要三思而后行。

虽然如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开始讨论长老时仍从人的志向说

起。“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他使用了一种教训的模式，就是“这话是可信的”，以此呼吁人特

别留意这教导。换言之，一个人可以完全相信这说法。

我们有着对人的骄傲和自大合理的担忧，但这很容易让我们退

缩而不去考虑一个人羡慕担任监督职分这件事。但是保罗提到羡慕

是在说，某人带着真诚乐意服侍神子民的心而争取作监督。为了避

免有人只是为了头衔而觊觎这一职分，我们应当快快看一看关于品

格的资格要求，这会击破不纯的动机。

出于同样考虑，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是被哄劝来担任长老，他

就不应该做长老。人若羡慕善工，就表明这人热切渴慕服侍和牧

养会众，因为作为众长老当中的一员进行服侍，这就是在照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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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会（提前 3:15）。

就算像安提阿的伊格纳修等一些作者把长老和监督分别开

来，⑥ 但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 3 章仍再次看到长老和监督是对等的。

保罗让提多留在克里特，“在各城设立长老，”然后在下一句提到

这样的人是“监督”（多 1:5-7）。正如我们曾经看过的，这两个说

法在古代群体中都带着重大意义，前者强调与这样的仆人相称的尊

贵荣耀的品格，后者强调带领的功能。保罗在新约圣经教会的用法

中把这两个说法结合起来解释一种职分，更不用说还有第三种说法，

就是牧师（见徒 20:28；参见彼前 5:2）。⑦ 我们在用所有这种三

种说法讲值得羡慕的同一个“善工”。

与这种职分相称的品格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 3 章列举品格特征的目的，并不是要培养

出一种“超级基督徒”，让这样的人凌驾于普通基督徒之上。相反，

他指出这些品格特征应该是基督徒们的基本特征 。除了“善于教导”

之外，实际上长老要求具备的品格，其中任何一项对地方教会的每

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正常的要求。

“无可指责”，这是概括性的品格特征，讲的是无可责备的行

为举止，这对任何一个基督徒来说是过分的要求吗？

或者“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在婚姻中保持忠心和委身，

难道这只是对属灵领袖的要求吗？

还是我们会认为，要求一个平常的基督徒“有节制”或头脑清醒；

“自守”或自制；在生活和当尽的本分当中“端正”或井然有条；“乐

于接待远人”，或愿意开放自己的家服侍他人，这是奇怪的想法？

难道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警惕不要“因酒滋事”或醉酒，“打

人”或暴力欺凌吗？

⑥　见以上脚注 1。
⑦　见第 3 章更详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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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里信徒应当“温和”或友善和忍耐，“不争竞”或与人和睦，

还有“不贪财”，这不都是正常的要求吗？

我们难道不是希望每一位基督徒父亲都要“好好管理自己的

家”？我们岂不是期望他应努力“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事实上，

我们相信所有的基督徒弟兄都应在他们家中担任属灵领袖，爱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养育儿女，按主的教训管教他们，不行事粗

暴惹儿女的气（见弗 5:22-6:4）。我们并不认为只有长老和执事才

应这样带领他们的家庭，而我们其余的人则把看顾家庭的责任抛到

九霄云外。

只有长老才应留意“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

在魔鬼的网罗里”吗？这在以弗所是一个大问题。假教师已经让教

会名声扫地，但他们就像我们一样，需要有长老稳定大局，让领袖

和成员都能在教会之外活出一种以福音为导向的生活。

圣经学者孟恩斯（William Mounce）论证说，保罗要求以弗所

的长老和执事要具备的特质很好地反击了假教师在基督徒品格方面

的缺失。假教师禁止人结婚，也许还禁止人生儿育女，同时却引诱

那些不警惕的妇女（提前 4:3；2:15；提后 3:6），但一位长老应“只

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假教师“不能自约”（提后 3:3），而长老应

当“自守”。假教师不爱其他人（提前 1:5），长老却应“温和”。

换言之，保罗要求长老具备的大部分品格特征，在他对假教师的相

关论述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反面对比。这就是保罗希望忠心的平信

徒要活出领袖生活中该有的样式的一个重要原因。⑧

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缺乏圣洁，一些人就认为这些素质实际

上是不可能达到，这些只是对精英基督徒的要求。然而没有什么是

比这更与真理背道而驰。保罗的要求就是地方教会要认真地过基督

徒生活，而这就需要设立领袖，作基督徒行为表现的典范。这是否

意味着我们只是拣选在这些品格要求方面达到完美的人？我认为不

是。没有一个人在这些方面已经完全。我们而是挑选那些在生活中

基本表现出这些品格的人。

⑧     Wm. Mounce, WBC: Pastorals (WBC 46; Nashville: Nelson, 2000), 15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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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职分相应的本分

虽然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并没有面面俱到描述出监督的本分，但

它确实让我们多少看到了监督应当为教会做什么。如果我们根据提

摩太前书 5:17 概括出长老的责任是“管理”和“传道教导”，那么

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 3 章也能看到这两点。首先，保罗把管理比作

是父亲满有爱心和智慧管理他的家。“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第 5 节）“管理”一词指的是“发挥领

导作用，治理，指导，作头”。⑨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2 使用了同

一个词，指在灵里作带领，翻译为“在主里面治理你们”，暗示为

了表明对人关心而对其产生强烈的兴趣。⑩ 换言之，管理一间教

会并不是向人发号施令，而是监督他们（因此有 episkopos 或监督这

说法），以关怀的态度带领，为了人的益处努力。正如任何类型的

管理或治理一样，做决定是为了教会的好处，制定方向必须是为了

进一步推动教会的使命。

不应在这种治理或管理的带领上实行专制，而是应在健康的会

众制这一框架内进行。长老（以及执事）必须得到教会确认。例如，

耶路撒冷教会的会众参与拣选七个人以满足现世需要方面的服侍；

古代的《十二使徒遗训》（公元后 80-150 年）提到了监督和执事由

会众举手设立；⑪ 改革宗和浸信会的先辈也有同样做法。⑫ 与

此同时，长老确实在教义、方向引导和教会纪律这些领域带领教会。

第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 3 章讲到长老最突出的本分，就是

传道教导。他并不是说长老一定要讲道，但他确实要求长老“善于

教导”（第 2 节）。后来，他鼓励以弗所教会要好好报偿“那劳苦

传道教导人的”长老（提前 5:17）。他也告诉提多，长老应当“坚

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

⑨　BDAG, 870.
⑩　同上。
⑪　Simon Kistemaker, NTC: Acts, 525, citing The Apostolic Fathers, vol. 1, Did. 
15.1. (Loeb Classical Library).
⑫　See CrChr, 3:725, 739 所举的例子，1658 年的《萨伏伊宣言》和 1688
年的《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都要求教会投票确定这些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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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了”（多 1:9）。虚假的教导已经削弱了以弗所教会的根基，因此

教会不容再忽略教义的教导。长老应当首先通过固定教导圣经来带

领教会。

保罗确实提出了一个限制条件： “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

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由于长老做带领和教导

的工作，人们就会特别关注他们，长老就必须保守自己的心，对抗

那固有的骄傲和自欺倾向。有时刚归正的人若被授予带领的地位就

会更高看自己。长老必须带着谦卑的心任职，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罪

性和软弱，要依靠基督救赎和保守的工作。

长老绝不可放弃教导的本分，仍要以教导圣经为优先要务。因

此他们必须查考神的话语，努力操练对圣经经文的查考，理解它的

意思和进行应用。

如果每一间教会都有多位敬虔的人带领，这些人委身于查考、

认识、教导和应用神全备的旨意，基督教信仰的局面会有怎样的改

变？例如，美南浸信会（我自己所在宗派）的教会生活会多么不一样。

现在在任何一个主日，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南浸信会教会成员来教会。

但如果有了这样的领袖，教会成员制就会恢复当有的样式。如果正

确应用神的话语，如果长老牧养的责任成为优先要务，教会更有可

能认真看待教会成员制度。 

但请容我快快补充一句，即便有长老也不能保证一间教会就会

健康。首先，教会必须只认可那些已明显活出福音，并委身于忠心

教导神全备旨意的人担任长老。第二，教会必须承认并忠心地回应

基督所设立的教会带领和教导架构。最后，地方教会必须不断培养

更年轻的人，预备他们将来成为长老，挑战他们殷勤地造就门徒和

查考神的话语 。

教会并不是为职分的缘故设立长老，而是为了忠心尊荣耶稣基

督的福音。一间教会若能顺服神为新约教会治理制订的模式，就能

最好地完成这项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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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         古代和更近代的历史如何影响地方教会实行多位长老带领的

模式？ 

●         羡慕长老的职分，这是一种正面还是负面的品格特征？请解

释你的回答。

●          圣经要求长老应具备的品格特征，在哪些方面反映出一个普

通基督徒的生活？

●          保罗有多看重教会中长老的教导工作？你所在教会的带领如

何践行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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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弟兄不和

我在国会山一家餐厅边吃着汉堡包，边对一位与我同作长老的

弟兄谈起另外一位长老的事：“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合乎资格。”

与我同是长老，也是我值得信赖的这位朋友回答说：“你不会

这样想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解释说：“我很感恩，你是一个正直人。如果你真的认为他

不符合资格，你就不能和他共事。情况不是这样的。我认为你与他

个人之间出了问题。”

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我知道我的朋友是对的。从我的肉体来看，

把我与这一位长老产生的问题归咎于他资格的问题似乎更容易，这

就意味着问题是他的问题，我就无需谦卑自己，处理这段受到伤害

的关系。

让我向你坦白交代：我并不能很自然地和所有与我同作长老的

人建立起友谊。我在基督里爱他们，这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与

他们所有人都是推心置腹的好伙伴。好消息就是，即使不能很自然

地建立起友谊，我们仍能一起同工，特别是如果我们敬重他们也是

正直的人。

除了费尔在长老必须具备的品格那一章提到的理由以外，还有

另一个理由，说明所有围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共同担任长老的人，都

要符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 3 章和提多书第 1 章列出的资格，这一

点为何如此重要。长老的工作有时让人感觉就像与你一排的战友共

同冒着敌人炮火冲锋陷阵。你需要能信任他们是可靠的并且愿意为

你打掩护的人。当长老团要解决一个棘手的教会纪律问题，或思考

一个棘手又复杂的虚假教导案例的时候，或者要作出一个可能会众

不太乐意接受的艰难决定的时候，你就需要了解与你同坐的其他人

是“无可指责”的。你需要能信赖他们是正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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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另一种说法，当你为福音作出牺牲的时候，因为你爱基督胜

过爱一切，你就要知道，其他每一位带领教会的弟兄的生命同样也

在高举福音，不会妥协。

这就是在提名新长老这件事上，我们自己的长老团不允许有任

何反对票的原因。大多数问题都能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得到解决，但

是在提名新长老的问题上，我们要求一致（最多可以允许有两张弃

权票，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这人）。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要

采取更高标准？再说一次，因为你需要能信任这些与你共同处理所

有其他问题的人。

那么，当你与另一位长老关系紧张时该怎么办？首先你需要分

清，这些纠结是教义、品格还是个人的问题？毫无疑问，前两类问

题是属于资格的问题。通常来说，如果是归到这两类中的某一类问题，

显然不会只有你一个人看出了这个问题。几位或所有长老需要一起

来处理这样的局面。 

但在我看来，我们值得用本章余下的篇幅反思，当问题可能是

属于个人问题时，又该如何处理长老之间的分歧或争论。此时你该

怎么办？你当然应该一开始就祷告，切切求神击退撒但。撒但喜爱

制造分裂，又常常在两位领袖之间制造分裂。牠要抓住牠能抓住的

任何问题，甚至个性这简单的问题来制造分裂。

接着要努力与这位弟兄建立关系，关系紧张的根源常常是无知。

努力去认识这位弟兄。要记住，你常常了解得太少。

最后，要谦卑。即使到最后，你仍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会是现

在的样子，神也已经大大地容忍了你。而且你要相信神已把这人赐

给教会这身体，带着他身上特有的优劣组合，以你所不能的方式建

造教会。认真学习哥林多前书 12 章和罗马书 12 章，以及其他讲到

身体的经文，要知道即使在我们堕落的光景当中，神仍要通过这样

的差异做成美好的结果，这些差异可能包括缺乏战友关系。 

在过往年间，我需要与上面提到的那位弟兄一同操练以上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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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事情。确实，他也是在面对我进行同样的操练。落在险境当

中的，远远不只是我自己个人喜好与尚未成圣的抢地盘的问题。教

会的健康落在危险当中，这意味着神的荣耀这件事本身也落在危险

当中（当然这是从人的责任这角度来说的）。

通常，与另一位长老个人之间产生纠结的原因，就是开会时他

否决了你的提议。因此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我要把我的想法与

我的身份分别开来（我已经在基督里称义了）。这样，拒绝我的想

法就不是在拒绝我这个人。按这样的思路，除了长老开会之外，还

要培养个人关系，这就更容易展开长老的工作。

毫无疑问，在一间不断增长的教会和一座忙碌的城市当中，培

养与其他长老的关系绝非易事。我们的长老解决这问题的一部分方

法，就是在每一次会议开始时，我们都彼此牧养，然后才牧养教会。

我们分享忧虑、认罪、赞美，然后为彼此祷告。基本上我们就是互

相了解大家生命中发生的事。我们开会的时候能花上长达一小时的

时间来做这件事。除此以外，我们努力时不时地单独约见吃午饭和

晚饭。

但即使这些都做到了，长老之间——在正直的人，正式来说，

他们的生命是无可指责的人之间，仍确实会产生真实的分歧。你又

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退让而不去强调你所坚信的，什么时候该坚持

你的立场？

我认为简单的回答，就是圣经对这问题讲得越清楚，你就应当

越坚守你的立场。一方面，即使其他十二位长老在基督神性这问题

上让步，我也不会作出让步。另一方面，我个人对避孕有强烈确信，

但在圣经中并没有清楚说明，而且并不是所有与我同作长老的人都

共同持有这些确信。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会更谨慎。不久前我确实

遇见一个涉及避孕的状况。我从圣经和实际方面强有力地论证了我

的立场。但那时我需要顺服其他长老——喜乐地顺服——他们可能

同情我的立场，但最终投了反对票。

我记得有一次我过了一个安息年，没有活跃的服事，然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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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弟兄们问我在这休息期间学到了什么功课。我意识到即使教

会没有我积极参与，以及作为一位长老提意见，依然继续兴旺。这

让我有了一种健康的认识，就是我不应太过坚持自己的意见。

鉴于长老之间的合一和成熟非常重要，一些有潜质成为长老的

人，他们若有某些突出的品格特征，这就应当亮起黄灯警示。这些

明显的品格特征包括反复无常、不稳定、在社区名声不佳、儿女不

服管教，等等。这把我们带回到这人是否满足保罗确立的品格要求。

但请让我指出几个不是那么明显的黄灯警示信号。一个就是唱

反调。你知道我讲的是哪种人。如果你说“黑”，他会说“白”。

不管你说什么，你都会收到反对的回应。这种不断找“另一方面”，

或等等“看会不会有别的情况”的精神，对于建造教会并无帮助。例如，

在使徒行传第 6 章，彼得指示教会要设立执事，不仅是因着他们擅

长服侍，也因为这些人要促成讲希腊文和讲希伯来文的寡妇合一。

那么长老就更应成为建立合一，努力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仅仅提

出反对意见的人了。

另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警示信号，就是一个弟兄在他身边的人生

命中结属灵果子的问题。从正面来讲，例如 1998 年我们留意到一个

现象，一位名叫安迪·约翰逊的教会成员，他一直在默默地固定门

训其他单身弟兄，给他们的生命带来确实的属灵成长。那么从反面

来讲，即使世人认为一个人是“成功的”，但他不结属灵的果子，

这就是一个警示信号。 

最后，妻子若不支持，这也是一个警示信号。做好长老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这需要花时间祷告，花时间预备教导，花时间进行门训，

花时间接待人。所有这些都会给家庭带来冲击，也对妻子提出一定

的要求。她怎么看待接待别人？对于每隔一周星期四晚上丈夫要开

长老会议而不在家，她会有何感受？她是否欢迎带着需要随时上门

的不速之客？

我们常常用世界的成功标准去衡量一个人。我们必须教导我们

的教会，要寻找专注在神话语中的人——根据他们对神话语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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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以及他们宣讲神话语的能力来衡量这些人。我喜欢狄马可说

的这句话：一位长老“善于教导”，这意味着当狼挨近羊群的时候，

羊知道他们可以信靠这位牧人可以揭露狼的真面目，还可以保护他

们。这就是长老的重大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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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长老与会众齐心协力

希伯来书 13:17-19
17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

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

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18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

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19 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

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我听过很多教会冲突的故事。虽然这些冲突各有不同，但最终

根源都在于领袖未能带领和 / 或会众未能跟从。有时领袖努力带领，

但会众拒绝跟从。其他时候，因领袖未能进行合乎圣经带领，愿意

跟从的会众就落在灵命消沉的挣扎中。两样情形都会带来冲突。

教会领袖（长老、执事、牧师、专职人员、教师）和会众都必

须努力遵从合乎圣经的教会生活模式，包括他们彼此的关系在内。

毕竟这种关系设定了基督徒长进和发展的基调，希伯来书清楚地说

明了这一教训。

希伯来书是一封教义丰富的书信。就深入、完全、清晰和有力

地阐释基督与福音方面，希伯来书远超过圣经中其他任何书卷。希

伯来书虽然在教义方面极有深度，它却也是圣经中最讲求实际的书

卷之一。这封书信通篇清楚地呈现出教牧方面的结论。新约圣经解

经家休斯（Philip E. Hughes）提到那些满足于“与基督教信仰保持一

种轻松且流于表面的联系”的人，他解释说希伯来书“正是为了唤

醒这些人脱离妥协和自满的懒惰状态，激励他们在基督徒争战中全

心坚忍。”他补充说：“希伯来书是给灵命虚弱之人的一剂补药。”①

希伯来书的作者“明显是一位有牧者心肠的讲道人”② ，无意在

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纠结，而是努力带领一群相信的人稳定瞄准目标，

①    Philip Edgcumbe Hughes,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7), 1.　
②     Andrew H. Trotter Jr., Guides to New Testament Exegesis: Interpreting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Grand Rapids: Baker, 1997),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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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忍与耶稣基督同行。圣经学者小特洛特（Andrew Trotter Jr）说，“希

伯来书的作者让人看到，在服事中，刚柔并进是多么重要。即使当

他发出像新约圣经中其它那些严肃的警告时，也仍确保要鼓励那些

他相信是走在正道上的人。”③

那么在一封教义性措辞如此强烈的书信中，这位身为牧者的作

者会讲到会众和领袖之间这至关要紧的关系，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双方关系若是脱节，就会让这封书信以基督为中心的论证变得没有

说服力，而这种论证正是教会领袖努力要应用在会众生活当中的。

因“这位作者非常熟悉他的读者”，④ 他就掘地三尺，不放过任

何会拦阻把基督的教义应用在他们生活当中的问题，而不跟从他们

的属灵领袖，正是拦阻之一。

希伯来书中没有任何一处表明这间教会的长老和教师玩忽职

守。然而确实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们虽然忠心，教会成员却拒绝跟

从他们。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会众要记念那些已经退出历

史舞台的属灵领袖，效法他们的信心（来 13:7），并嘱咐他们要服

从他们现在的领袖（来 13:7）。这两个劝勉（7,17 节）都表明，信

中陈明的教义与这教义在日常行事为人中的应用密切相关。

特洛特（Trotter）猜测说，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一小群从前

在教会作领袖的人，他们很难顺服现在的领袖”。⑤ 也许他们遭

受了公元后 49 年革老丢发动的那场不流血逼迫，以及几年后尼禄发

动的流血逼迫。经历了这些创伤之后，一旦他们再次出现并回归积

极的教会生活，就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对教义的敏感度变得迟钝，

他们对目前带领教会之人的忠诚也变得迟钝。因此，希伯来书这位

充满教牧心肠的作者坚定地纠正了他们的神学错误，警告他们回到

犹太律法主义的危险，并命令他们跟从教会领袖。⑥

③      同上。

④　同上，47 页。

⑤　同上，37-38 页。

⑥　同上，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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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最后一章一连串针对性的应用强调了教义总是要

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一间

教会的属灵领袖都应专心帮助教

会应用神的道。领袖带领教会把

真理应用在生活当中，会众就应

跟从。但这如何在持续的教会生活中实行出来呢？希伯来书 13:17 回

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两大点加以查考：

带领的领袖（来 13:17-18）

确实，希伯来书 13:7-8 没有提到长老、监督或牧师这样的称谓。

不过，用来指“领袖”的词是一个分词，可以译为“引导你们的人”，

而且看上去说的是多位长老。⑦ 不管这间具体的教会称“领袖”

为长老、监督还是牧师，他们实际上是参与治理、教导和牧养教会

的工作，而这些正是多位长老带领发挥的功能。

虽然今天我们在领袖带领方面并不缺乏书籍、原则和讲座的

教导，但我们确实缺乏敬虔的领袖。每一间教会都需要有多位弟

兄来忠心地示范基督徒的生活样式，并清楚地解释圣经。领袖应

当做什么？希伯来书没有详尽回答这问题，但也给出了领袖如何

带领的指导。

警醒

希伯来书 13:17 提醒属灵领袖，他们肩负着要为教会守望的巨

大责任，“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⑦　需要留意路加福音 22:26，使徒行传 14:12 和使徒行传 15:22 是怎样使
用表示领袖这个意思的说法。也见 BDAG, 434. hegeomai 这词按现在分词
使用时要翻译为“管理者”或“领袖”，由上下文决定所指具体类型的领
袖。与保罗、巴拿巴一同带着耶路撒冷会议信件出去的那称呼巴撒巴的犹
大和西拉，在使徒行传 15:22 被称为“在弟兄中是作首领的”。使徒行传
14:12 用同一个词来形容保罗，这分词是按名词形式使用，按照 LKGNT ,296 
页的说法，是“说话的领袖”。看来 hegeomai 的现在分词的意思几乎是专
门指说话或某种类型讲论的带领。我认为，这是希伯来书 13:7,17 的用法，
因为是在说这些领袖“对你们讲论神的话”，为会众的灵魂警醒——表明
hegeomai 是一个明显的教牧术语，包括教导、教训和讲道。

         希伯来书 13:17-19

●            带领的领袖（17-18 节）

●            跟从的会众（17-1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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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成“时刻警醒”的是一个语气强烈的词，⑧ 描绘的是一位牧

羊人谨慎又舍己地为羊群守望。他要保护他们脱离狼群，可以废寝

忘食地弄清楚任何引发麻烦的原因。警醒也有一种军事方面的含义，

讲的是士兵站岗，保持警戒，免得敌人溜进来造成破坏。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这些领袖应当为“为你们的灵魂”警醒，

这是另一种说法，表明领袖关注是全人，或是为着“超越属世生命

的那真正的生命中心”。⑨

属灵领袖必须在看顾教会上保持警醒和敏锐。他们的本分主要

是关注组成教会的人，而不是建筑物或教会预算。他们要代表教会

警醒（“为”这说法最好是译为“代表”）什么呢？

首先，他们要警惕防备危险的教义和虚假的教导。一个清楚的

例子就在使徒保罗给以弗所教会长老的教导中：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

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

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

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徒 20:28-31）

属灵的领袖需要一直为教会接收到的教义和教导把关。异端邪

说、似是而非的道理，以及虚假的教义会扮作真理混入教会，超过

我们所能想象到的。

几年前，我们一家人走访亲戚时去了亚特兰大的一间浸信会教

会聚会。那位牧师读经后说：“愿神祝福圣灵默示的话语，好使它

变成今天神要对我们说的话”（粗黑字为我所加）。这种措辞完全

出于二十世纪新正统神学的作品，它否认圣经的绝对权威。但圣经

并不是变成了神的话语，它本身就是神的话语。会众被讲台上这个

极富人格魅力的人欺骗，他们需要多位的属灵领袖来分辨如此狡猾

⑧　按 LKGNT, 720，希腊文 agrupnousin 的意思是“不能睡觉，想要睡觉，
警醒”，按 BDAG,16。它的意思是“警惕关注，留意，在意”。

⑨     BDAG, psuche, 1098-1100.　

第二部分：四处关键的经文



123

的教导，并按圣经之道予以回应。

也许更危险的，就是神学从福音派教会当中消失了。大卫·韦

尔斯（David Wells）指出，没有人像绑架孩子那样“绑架了神学”，

而是：

这种消失更像家里发生的事，孩子被忽视，其实基本上是

被抛弃。他们还留在家里，但在家中没有任何地位。神学在教

会中也是如此。神学继续处于福音派生活的边缘，但早已被挤

出了中心位置。
⑩

为教会警醒就要留意教会对神学的认识。忽略神学会让教会的

根基出现裂痕，最终影响教会的生活实践。在我们今天这时候，伴

随对神学的忽略而来的是实用主义的兴起，致使教会离开以圣经为

中心的侍奉，去效法这个世界，而不是新约圣经中的教会架构和个

人主义生活模式。⑪ 大卫·韦尔斯（David Wells）补充说：“暴露

出这种改变的是福音派的做法，而不是福音派的认信。”⑫ 作为

福音派人士，我们依然宣称相信教会的信仰宣言和信条，但我们的

生活实践表明，我们常常并不理解自己所认信的内容的神学意义。

属灵领袖必须要警醒留意这种疏忽。

除此以外，还有数不尽的假教师通过媒体传播他们的教义，

还有装扮成基督徒的异端群体，属灵领袖显然需要随时保持警醒。

“凶暴的豺狼”不只是第一世纪才有的现象，凶残的狼群在继续

残害教会，属灵领袖必须站在破口当中，对抗这种偷偷溜入教会

的错谬。

⑩    David F. Wells, No Placer Truth Or Whatever happened to Evangel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3), 106.　
⑪   见我的文章 "The Pastor and Church Growth：How to Deal with the Modem 
Problem of Pragmatism”， 收 录 于 Reforming Pastoral Ministry: Challenges for 
Ministry in Postmodern Times, ed. John Armstrong (Wheaton, IL. Crossway, 2001), 
263ff.; and John MacArthur Jr., Ashamed of the Gospel: When the Church Becomes 
Like the World (Wheaton, IL. Crossway, 1993).　
⑫     Wells, No Place for Truth, 108; 加粗加黑字为原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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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属灵领袖必须不断警醒，防备教会内部欺骗的行为。安

插在约翰三书这封短短书信当中的是关于丢特腓的警告，这人夺取

了教会的领导权，把它变成独裁者统治一样。新约圣经教授赫伯特

（D. Edmund Hiebert）描写丢特腓是“野心勃勃、追求自我、醉心

于权力的人，积极寻求在各样事上作头，管治他人”。⑬ 虽然他

可能用信仰正统的说法掩盖他的动机，却是以自我为中心，充满骄傲，

企图利用教会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使徒约翰揭露了他的欺骗行为，

呼吁教会抵制这恶行（约叁 1:9-10）。约翰做了教会长老应做的事：

他们必须在欺骗行为破坏教会之前将它揭露出来。

之前有一段时间，我服侍一位同为牧师的弟兄，他的教会有几

个像丢特腓的人。虽然他努力用宽宏的心，按圣经解决这些问题，

他却看到教会的其他属灵领袖未能揭露那些欺骗、争夺教会权力的

人。教会的其他领袖疏忽职守，容许豺狼随意蹂躏教会，破坏这位

牧师的事工。这家教会未能在群体中反映出基督的美，这种失败必

然最终要追溯回这些领袖放弃了保持警醒的责任。 

第三，属灵领袖必须警惕分裂的行为。如果我们可以许个愿，然

后看着教会里面一切的分裂都被吹得一干二净，这岂不是太奇妙不过了

吗？但现实并非如此。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我们总要面对那种争战。 

属灵领袖必须坚守立场反对分裂。领袖必须通过责备、告诫、

和带领执行教会纪律，阻止这些分裂教会的行为。保罗指示提多：“分

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道，

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作。”（多 3:10-11）这些措施没有

一样在教会受人欢迎，但这是长老的工作。

梅尔（P.H. Mell）指出分裂的行为是其中一样“公开的过犯”，

是在“得罪组织起来的教会”。⑭ 换言之，分裂不仅仅是得罪一

⑬    D. Edmund Hiebert, The Epistles of John, An Expositional Commentary 
(Greenville, SC: Bob Jones University Press, 1991), 336.　
⑭    P. H. Mell, Corrective Church Discipline with a Development of the Scriptural 
Principles upon which It is Based (Charleston, SC: Southern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860), quoted in Mark Dever ed., Polity: Biblical Arguments on How to Conduct 
Church Lif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Church Reform, 2001), 423.　

第二部分：四处关键的经文



125

两位成员，它还影响了整个身体。为教会里的人灵魂警醒的属灵领

袖绝不可犹豫不决，必须对犯罪之人施行教会纪律措施。教会的健

康和合一正在面对危险。

第四，属灵领袖必须为教会的灵命发展警醒。这包括主动了解、

教导和鼓励教会成员的灵命成长。长老必须关注教导的内容，以及

成员对教导的回应，这样他们就能更好把握教会的成熟度，以及分

辨虚假教导的能力。⑮

交账

身为我自己所在教会的牧师和长老，我发现最令我警醒的想

法，莫过于是这节经文所说的：“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来 13:17）（用于强调的黑点为作者所加）

在一种意义上，教会领袖要向不同的两方交账。首先，教会领袖

要为着他们的事工向教会交账。认识到这一点就令人敬畏。教会

应当期望他们的领袖忠心、殷勤。作为牧师，我感受到这种交账

的责任。我自己所在的教会并不轻看侍奉的工作，也绝不应轻看。

在教会长老个人的属灵生活上，话语的侍奉上，以及在教会全体

面前作榜样这些事情上，教会应对他们的长老保持一种高要求。

第二，这段经文事实上更具体指向交账的一个大日子——交账

的那大日，那时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主面前受审判。在这方面希伯来

书作者的说法与使徒是一致的：

	 雅各解释说，做师傅的“要受更重的判断”（雅 3:1）。

	 彼得讲到审判时用了交账这同一个词，这是所有人在洞察

一切、知道一切的主面前的交账（彼前 4:5）。

	 保罗在劝勉“务要传道”之前讲到这同一个审判：“我在

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

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提后 4:1-2）“在

神面前”传递出“面对神”的意思。因教义和实践的关系

⑮     我要感谢与我同作长老的 Tom Tollett 指出这段经文潜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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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负责管理神群羊的带领工作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

就警告祂手下的牧者，交账的时候要来到。

简单来说，希伯来书作者讲到交账，这是新约圣经一个更广泛

主题的一部分。他所讲的交账，是教会全体属灵领袖都要面对的。

当我们的日子结束时，我们要为着我们如何履行责任交账，因

此必须效法向教会的主交账的人一样生活和侍奉。解经家休斯（Philip 
Hughes）写道：“这种慎重的思考不仅要影响他们带领的质量，也

影响到基督徒群体顺服回应这种带领的质量。”⑯ 属灵领袖和他们

的会众一刻也不可让永恒这发人深省的现实淡出他们的视线之外。

认真

属灵领袖需要认真对待带领的工作。牧师、长老或执事的职分

不仅仅是有了这些头衔那么简单。它要求人带着无愧的良心和理当

的勤奋去服事。

显然有人控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许有人控告他追求个人利益，

或他是一位糟糕的领袖，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但我们确实看到他安

静的回应：“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来 13:18）如果他不是在回

应对他的某种控告，这句话就很突兀了。但他不觉得需要做长篇的

解释。他的书信已经证明他对神话语的把握、对福音的热爱，以及

对会众灵命成长的热心。因此他只需证实说：“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

休斯解释说，这意味着“他在他们面前的行为举止能经受得住神和

人的察验。”⑰ 为了避免我们认为他在自夸，他便立即维护自己

的想法从基督徒伦理的角度讲是正直的：“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他并不是在宣称自己在灵命方面已经完全，他要证实自己是认真履

行职分。当然，他现在依然是带领地方教会之人行为举止的榜样。

⑯      Hughes, Hebrews, 586.　
⑰　同上，587 页。这里的“我们”被称作是书信体的代名词，意思就是“我

们”起的作用的代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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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思想另一处讲到作领袖必须认真带领的经文。作者在希伯来

书 13:17 后半句写道：“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

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带领基督徒的工作并不是不带情感的工作。

快乐和忧愁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说法，表明人对教会领袖提出要求的

感情回应。“使他们交的时候”这个短语（这是一个现在时虚拟语

气的动词，有劝勉的意思）要求教会这一方采取行动。⑱ 教会不

应带着中立的态度回应带领，而是应当如此回应，以至于教会的领

袖可以履行本分时“有快乐，不至忧愁”。当教会领袖意识到基督

成形在教会里（加 4:19），他们就有喜乐，而教会领袖看到人悖逆

神的话语，或对属灵的惩戒无动于衷时就心生忧伤。

行为举止

教会领袖感受到交账的分量，以及他们职分的严肃性时，只能

请求人为他的行为举止祷告。作者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为什么？

因为他“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来 13:18）。希伯来书的作者愿意

按正道而行，这是一种极深的渴望。作领袖的人知道，他们就像他

们的会众一样是罪人，无时不刻不需要神的恩典。他们知道他们不

能只是教导，请求别人顺服，却疏忽自己的行为举止。他们知道自

己有弱点，仇敌巴不得借着各种试探利用这些弱点。⑲ 他们知道

他们会变得疲乏灰心，有时想要挣脱作属灵带领的轭而无需被问责。

希伯来书的作者明白这一切，因此切切恳求教会为他祷告，让他“凡

事”按正道行的愿望可以实现。

⑱　 按照 H. E. Dana 和 Julius Mantey, A Manual Grammar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Toronto：Macmillan，1957), 171 页的说法：“当人劝勉其他人与
他一道采取任何行动，或一同进入某种状态时，用第一人称复数表达虚拟
语气，这第一人称复数被称为劝勉性的主格。”
⑲       约翰 •欧文 , The Works of John Owen：Temptation and Sin (Carlisle, PA: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91), 696, 解释说试探是“因着任何缘故，有力量或
效力吸引人的心思意念脱离神要求于他的顺服，进入任何程度的任何罪的
一切事情、状态、方面或光景”。他进一步指出，具体的试探是“引发他
犯罪，或将恶带入他的心，或将那已在他心里的恶引出，或用任何方法在
任何事上让他离开与神相交，离开那要求于他的不断、同等、普遍的在实
质和形式方面的顺服，以此让他不尽本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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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一位属灵领袖可能并不是一位伟大的讲道人或教师，可能

缺乏行政管理技巧，可能在辅导能力方面不强，可能缺乏履行本分

所需的韧劲，但他绝不可因着在行为举止方面失败而羞辱教会托付

给他的尊贵职分。其他事情很重要，但是属灵领袖作为基督徒的基

本行为举止是他整个侍奉工作的根基。

疏忽你的行为举止，你的事工就会一无所成。但在你的行为举

止上尊荣主，即使软弱，你也可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忠心之人。

跟从的会众（来 13:17-19）

忠心的领袖也必须要有忠心的会众，否则他们努力工作时就会

充满“忧愁”，而不是快乐。评论员经常把教会看作只不过是一种

有宗教色彩的社会组织。就连地方教会也有一些人仅仅是从商业和

组织管理角度看教会。但圣经对此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读者不要放弃他们固定的聚会。他看基督

徒是联结于信徒大家庭的“弟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彼此鼓励，

“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因教会靠着“耶稣的血”能来到神面前，

看基督是“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他们就应联合起来，并以祷

告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应当基于对基督的共同认信团结一致，他们

应当在团契中“彼此相顾”（来 10:19-25）。作为一群重生的人，“唯

有教会享有这自由，来到神圣洁的面前。”20 教会应坚定持守对基

督的认信，“这首先是在他们受洗时公开宣告的，并喜乐地持守到

今生的末了的见证。”21 教会无法与“自私的个人主义”并存，因

为它是滋生分裂的温床。22 相反，每一位教会成员必须想方设法，

以真信徒的样式在实际生活中彼此激励。23 如果很多人缺席教会的

聚会，肯定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20　Hughes, Hebrews, 410.
21　同上，414 页。

22　同上，415 页。

23　Rienecker 和 Rogers 解释说，激发 (paroxusmos) 这词的意思是“惹动、

引发、刺激”，LKGNT, 703. 毫无疑问的是，教会成员应积极参与帮助激发
身体其他肢体来忠心服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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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和神学家菲利普·莱肯（Philip Ryken）解释说，历世历代

的教会面对的最大威胁都是来自于“教义和生活，或者说信仰和行

为表现”这些方面。“思想上的悖逆就是要否认神要我们所想的（今

天的表现形式是相对主义）。”24 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教会“坚

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来 10:23）。莱肯继续说道：

“内心的悖逆就是不顺服神命令我们要做的（今天的表现形式是自

恋）。”25 因此教会成员必须不断参与到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这件事当中。然而在实际当中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新约圣经清楚地

让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就是把教会置于牧者的看顾之下”。26 牧

者带领，教会成员跟从。

依从和顺服

也许这段经文最难理解的部分，就是希伯来书 13:17 开篇的话：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

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依从和顺服这说法让人想到一位

邪恶奴隶主挥动鞭子，让他的奴隶落在奴性的顺服之下。但这种画

面与这节经文的意思毫无关系。如果再仔细地看这节经文，就会看

到神已赋予教会中每一个人的责任。

属灵领袖有责任“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就是说，为着你生命

的益处。神要保护教会，祂不希望任何人因着虚假教导，或罪的引诱，

或世界的吸引而跌倒。因此祂在祂的话语当中警告我们这一切事情；

祂已经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以及历世历代的使徒和信徒的圣洁榜

样（参见来 11:1-12:3）。但神有极大怜悯，祂也在教会中设立了属

灵领袖，就是长老，并赋予他们警惕处理妨碍灵命成长的问题的责任。

举一个例子，当教会出现错误教导时，长老应当为群羊的缘故

反对这假教训。他们应当使用神的话语，揭露这样的错谬，警告它

的危险，努力让教会远离灵命方面的危险。不幸的是，会众经常轻

视属灵领袖的这种工作，或者只把这工作交给单独一位牧师处理。

24      Philip Ryken, City on a Hill: Reclaiming the Biblical Pattern for the Church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cago: Moody, 2003), 97-98　
25　 同上，98 页。

2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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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是否知道，单单就认出虚假的教导这一点，就要求长老竭

力警醒？他们是否明白处理错谬时常常要面对误解和反对给长老带

来的痛苦？莱肯解释说：“长老和牧师蒙召要掌握符合圣经的神学，

花时间查考神的道，学习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教义。”27 他们捍卫

真理时要冒着得罪人的风险。他们会遭世人讥笑，有时遭教会讥笑，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托付给他们的会众的缘故。

教会应如何回应那些“为你们的灵魂警醒”的人？会众可以依

从和顺服，或者硬着颈项悖逆，没有中间地带。冷漠只是一种默默

的悖逆而已。

如果你认识到属灵带领的价值，看到神已经为着你的益处在教

会设立了带领，那么唯一正确的回应就是依从和顺服你的属灵领袖。

悖逆就是在属灵上犯无政府主义的罪，就是悖逆耶稣。

第四世纪那位被人称为“金口讲道人”的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 写道：“无政府主义是一种邪恶，引发许多灾难

的缘由，是混乱和无序的源头”；而且，“不顺服掌权者（如长老

或牧师）的一群人，就像没有掌权者的一群人，也许甚至更糟。”28

让人难过的是，我们许多教会已经具备了个人主义和自恋的特征，

这些教会肯定会对依从和顺服的呼吁有本能性的不良反应。但不管

这呼吁是否受人欢迎，教会的主都已定意，祂的身体就要有多位领袖，

以及看重依从和顺服，以此作为快乐责任的忠心教会成员。

依从和顺服都是现在时祈使语气的动词，表明教会这一方的持

续性。依从的意思不是作“跟从人的人”，而是指跟从基督。我们

依从属灵领袖，只因他们效法基督，坚持神话语的教导。我们绝不

可在明显与圣经教导冲突的领域仍依从顺服他们。

一些人使用这些经文宣扬绝对权威，但这样的权威只属于主。

一种更简单的原则，就是在依从和顺服属灵领袖的事情上运用“分

27      同上，101 页。　
28      J. P. Migne, ed. Patrologia Graeca,"Chrysostom,” voI. 63 (London ET, 1893), 
quoted in Hughes, Hebrews, 58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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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圣”的常识。这些经文命令人在教会和属灵生活的领域依从顺服，

并没有要求在与财务、商业决定、甚至婚姻伴侣有关的个人事务方

面顺服。教会长老当然能在其他这些领域提出辅导意见，甚至可以

用敬虔的智慧劝勉教会成员，但他们绝不可施行控制。“为你们的

灵魂警醒”，而不是为你们的银行户口警醒。29

属灵领袖有责任向会众传讲神的道，举例要求人顺服神的话语，

会众应在这种处境中依从和顺服。依从有因信任某人，就带着顺服

的心跟从这人的意思。言外之意就是教会听到长老教导神的道，看

到他们认真遵从圣经教导，因此他们也依从做同样的事。长老绝不

能抱着一种要人“按我说的那样去做，但不要按我做的那样去做”

的态度。相反，他们应当树立榜样，让人可以有信心地说：“效法

他们的信心。”（来 13:7）

顺服包括承认神为着教会的秩序和方向而设立的权柄。会众顺

服属灵领袖的带领，或让自己服在他们的带领之下，顺服他们的指

引和教导。“如果依从与领袖的教导有关，那么顺服就是与领袖发

挥的作用有关。”30 解经家雷蒙德·布朗（Raymond Brown）给了

我们所需的澄清说明，帮助我们理解顺服的意思。

当代的某些教导中一个明显不健康的方面，就是在一些家

庭教会和其他地方很受欢迎的“牧养”形式和观念，即每一个

信徒都要有一位属灵导师，他要为着他生活的每一方面向这位

属灵导师完全交账。在作出任何重大消费决定，换工作，还有

接受新的责任之前，都需要向这位属灵“长老”征求意见。圣

经并没有教导、鼓励或举例说明这种顺服。这对实行这种做法

的人来说是无益的，因为这种做法并不鼓励人向主神交账，而

个人向神交账，是一个真基督徒成熟的标志。而且这种做法把

其他深入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的重要性降低到最低程度，而

29   由此可以推论出，长老不可参与替人获得银行或投资证明的事。但教
会成员若在这方面已经有疏忽，长老可以找机会劝勉教会成员；或如有需要，

在智慧地做预算方面劝勉人。　
30      Raymond Brown，The Bible Speaks Today: The Message of Hebrews (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81),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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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过婚姻关系，可以最自然认识神的旨意。
31

当我们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设立的各样权柄时，我们的生活就

能得到最好规范和管理。在教会中，权柄就在神兴起作属灵带领的

人手中。“对于建立社会正当秩序而言，顺服权柄是绝对必需的，

神的教会也不例外。确实，顺服权柄常常是对我们是否顺服神的考

验。”32 因此依从和顺服并不是得罪人的要求，而是教会生活有

序的条件。

得益处还是亏损？

希伯来书 13:17 以诚恳的呼吁作为结束：“你们要使他们交的

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长老要承担重

大的责任和要求。他们要按照神的方式来带领教会。他们要教导和

劝勉会众认识神话语的教训。他们生活应当以身作则，向会众作基

督徒信心的活榜样。他们要不断为会众的灵魂警醒，保护他们脱离

欺骗、错谬、犯罪和世俗化。鉴于这一切，教会的责任就是“使他

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

长老和牧师应以履行他们在教会中的重大责任为最大乐事。带

领、教导、作榜样、为灵魂警醒，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他们应当

不断盼望迎接每一天属灵带领的挑战。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写道：

教会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的领袖在治理时有喜乐和满足。

方式之一就是甘心乐意顺服他们的权柄。让带领我们的人在主

里有喜乐，这应当成为我们顺服的动力。我们不应不情愿地顺

服，或出于一种受强迫的感觉顺服，而要心甘情愿，以至于我

们的长老和牧师能在与我们同工时经历喜乐。
33

教会成员有谦卑的态度，这对长老喜乐地履行职责来说是必要的。

31       同上，264-265.　
32     Alexander Strauch, Biblical Eldership: An Urgent Call to Restore Biblical 
Church Leadership, rev. and exp. (Littleton, CO: Lewis and Roth,1995), 160.　
33     John MacArthur, MacArthu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Hebrews 
(Chicago: Moody, 1983),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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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会中某人嫉妒担任领袖职位的人，属灵领袖的喜乐就会大大

削弱。对于服从其他人的权柄心怀怨恨的人，会在教会内部制造分

裂和纷争。当教会成员违背圣经这一清楚的教导时，大麻烦就来了。

“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那么在这节经文中“交”的是

什么？是为会众灵魂警醒所涵盖的范围很广的工作。教会成员若对

神在他们之上设立的领袖保持正确的态度，就能为提高这种工作的

总体果效作出贡献。因对神的话语冷漠，以及对属灵领袖态度傲慢

而令带领的人“忧愁”或“叹息”，这对教会就无益了。布朗补充说：

“如果属灵领袖要在地方教会冷酷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下工作，这就

不能让教会成员马上得好处，他们肯定最终也无法受益。”34

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快乐并不是单方面的。经文中接

下来提到，疏忽依从和顺服，这就“与你们无益了”。无益的希

腊文按字面来说就是“有害”的意思，35 你们这复数代名词指的

是教会。那么即使只有少数成员对抗教会的属灵领袖，全教会也

会因此受损。 

为什么会这样？作为教会，神以耶稣基督为纽带、以奥秘的方

式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每一间地方教会都是基督身体的一个独特且

有形的彰显。每一间教会都成为信徒的家，大家必须学习彼此同住

同工，彼此学习，共同面对逆境。当一个人喜乐，所有人都要喜乐；

当一个人忧伤，所有人也要分享这忧伤。按同样的原则，一个人的

态度会影响全教会。当教会当中某一个人公开悖逆或秘密反对长老，

整个身体无论如何都会受影响。

迫切祷告

鉴于神让属灵领袖和会众担负的这一切责任，身为牧师的希伯

来书作者就请读者为他、为教会其他属灵领袖祷告。他恳求说：“请

你们为我们祷告”，好使他们身为基督徒、长老和领袖，可以按正

道行事。然后他又迫切地说：“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

34       Brown, Hebrews, 265.　
35       LGKNT,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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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你们那里去。”（来 13:19）

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拦阻了作者回到这间教会。不久之后，他

说提摩太已经得释放，可能是从监狱被释放出来了，作者计划与提

摩太一起来。不管这拦阻是什么，作者明白克服它需要神的干预。

他需要教会为他祷告，好使他能在主面前按正道行，并能履行他对

教会的责任。

这一切给人的教训就是：不仅教会需要属灵领袖，而且属灵领

袖也需要教会和教会的祷告。休斯根据他多年基督教服侍的经历清

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在现代教会中，绝大多数人为教会的牧师和平信徒领

袖祷告，教会就会何等不一样。教会中例行公事式的敬拜就会

奇迹般地停止。教会会经历无法言喻的圣灵降临的时刻。更多

的平信徒将会来面对处理更深层次的生命问题。带领的真空会

消失。会有更多人归主。
36

作为一位牧师和长老，我的具体需要可能与我们教会的其他长

老和领袖有所不同，但我们都需要那称为南伍德浸信会教会（我自

己所在的教会）这群神的百姓为我们祷告。他们的祷告至关重要。

没有他们忠心的祷告，我们的侍奉就不会成功。有了他们的祷告，

我们施恩的神乐意通过我们教会去成就的事更是无穷无尽了。

因此，我与这位第一世纪作者一道，敦促你们为着自己教会的

领袖祷告。为他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操练祷告。为他们身为丈夫和父

亲的角色祷告。为他们能把握和明白神的话语祷告。为他们传讲和

教导神的道祷告。为辅导和见证的时间，以及发出指令和做决定的

时间祷告。向神祈求，到最后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快乐地一同服侍基督，

唯独把荣耀归给祂。

36     Kent Hughes, Preaching the Word: Hebrews, an Anchor for the Soul 
(Wheaton, IL：Crossway, 1993), 2: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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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         在属灵领袖要为教会做什么这问题上，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何

教导？ 

●         属灵领袖要如何交账？

●          教会应如何回应其属灵领袖？

●         属灵领袖在哪些方面要依靠教会？

                                              第十一章  长老与会众齐心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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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从怀疑到信任

我们的教会不是说“按立”（Ordain）长老，而是说“设立”（Install）
长老。但我的朋友安泰博（Thabiti Anyabwile ）对“设立”这说法却

不太认同。他说：“这听起来就像人要把一件家具钉在教堂建筑的

某个位置上。我可不大喜欢被钉起来。”

也许一场“婚礼”会是一个更好的说法。这勉强算是一个人和

会众之间的婚姻。在婚礼上，交换誓言——盟约与委身的口头声明。

因此，在被教会任命后不久，五位国会山浸信会新当选的长老

向会众发誓：

1. 你是否愿意再次确立你相信耶稣基督作你个人的主和救

主？

我愿意。

2. 你是否愿意相信旧约和新约圣经是神的话语，完全可靠，

完全由圣灵默示，是信仰和实践至高、最终和唯一无误的

准则？

我愿意。

3. 你是否愿意真诚相信本教会的信仰告白和教会之约包含有

圣经教导的真理？

我愿意。

4. 你是否承诺，任何时候，当你发现自己的观点与信仰告白

或教会盟约不再一致时，你会主动告知牧师和其他长老你

已经做出了观点的改变？

我愿意。

5. 你是否愿意认同国会山浸信会的治理和教会纪律？

我愿意。

6. 你是否愿意承诺顺服那在主内与你同作长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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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神的帮助，我愿意。

7. 扪心自问，你是否已经愿意接受从上帝之爱而来的长老职

分，并且在祂儿子的福音里高举祂的荣耀？

是的。

8. 你是否承诺充满热情并忠心地宣讲福音的真理，教会的纯

洁与和睦，不管为此有何种逼迫或反对会临到你身上？

靠着神的帮助，我愿意。

9. 你是否会忠心、勤勉地践行你长老的责任，无论独处或与

人在一起、私下或公开，都借着神的恩典，努力活出一个

福音的生命，做全会众的榜样？

靠着神的恩典，我愿意。

10. 你现在是否愿意身为长老，承担你在本教会生活中的个人

责任，依靠上帝的恩典，照看教会的事工和资源，专心祈祷，

传上帝之道，牧养神的羊群，让国会山浸信会，乃至全体

属基督耶稣的教会得蒙祝福？

靠着神的帮助，我愿意。

但宣誓的并不只是长老，会众也需要按费尔·牛顿对希伯来书

13 章的解释那样承诺委身。因此国会山浸信会的成员以如下保证作

出回应：

1. 国会山浸信会的全体成员，你们是否愿意承认并公开接受

这些人作为长老，是基督赐给这家教会的恩赐？

我们愿意。

2. 你们是否愿意爱他们，为他们的事工祷告，与他们谦卑、

欢喜同工，以至于靠着神的恩典完成教会的使命，给予他

们在领导角色上当得的尊重和支持？因为这是神呼召他们

所做的事，为了使神得荣耀。

我们愿意。

当然，宣誓说出这些话是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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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之后呢？在一个层面上我们知道，天上的领域将会有一场

争战。我曾经常想到，撒但会把牠的大拇指压在我们这家小小的教

会上，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有几十年时间，这间教会有教牧方面的

失败，以及参加聚会的人数不断减少。在像华盛顿特区这样一个主

要国际中心，存在着一个有生命力的见证，这对撒但这一方来说是

一种损失。你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词吗？到最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一切

是如何发生的。虽然如此，我认为我有使徒保罗的支持，他似乎对

撒但的踪迹比较敏感，他在一个地方讲到撒但试图“趁着机会”胜

过我们，在另一个地方他讲到撒但“阻挡我们”（林后 2:11；帖前

2:18）。

在人的层面上，就连我们保证要遵守的誓言似乎都曾引发大量

问题。“国会山浸信会的治理和教会纪律”到底是如何执行的（第

5 条宣誓）？是否会有一个时候，我不应顺服在主里与我同作长老

的人（第 6 条宣誓）？作长老的第一年，感觉很像神把你的第一个

孩子托付给你。你和妻子一起去上关于生孩子的课程，飞快地读完

你可以弄到手的每一本育儿书，你仔细观察所有生过孩子的好友。

但是当医生在医院把这婴孩交给你，说“交给你了”！现在你该怎

么办？

我们这些新长老在尝试改变会众中许多人的固有模式上需要非

常耐心——特别是那些多嘴的人，要使他们从怀疑转变为信任。我

们教会成员中有许多人，曾经有、现在也有华盛顿特工的 DNA 深深

烙印在他们身上，他们认为“阳光法案”——这是一种要求公开透

明的委婉说法——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在每一个礼品包装盒里都藏

着一些丑陋的事情。我们需要转换“一人一票”这种民主思维，变

成团结起来欢喜地跟从长老的带领。这些羊需要信靠神会使用我们

这些新长老看顾他们，而且，当我们逐渐适应新的角色时，他们也

需要对我们忍耐。长老需要了解羊能承受什么，不能承受什么。

我们做了一些容易的改变，就像把“事务会议”这一说法改成

“成员大会”。我们也把每两个月一次的成员大会从周三晚有非成

员参加的查经时间改到周日晚祷告会以后进行。现在我们在晚间聚

                                                         第十二章  从怀疑到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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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后休息十分钟，然后重新聚会，但只有教会成员才能参与。为

什么？因为教会成员大会是家庭时间，由教会中像父亲一样的长老

带领弟兄姊妹聚集处理教会事务。那些还没有认同教会的信仰告白，

委身支持教会教导和使命的非成员不应参加。我们也选出防卫心理

不那么强的长老主持成员大会，因为当成员对长老提出为难的要求，

甚至说出控告的话时， 我们需要一个擅长承受冲击却不还手的人。

即使做出这些改变，我们仍很难执行我们新的带领模式。费尔

在前一章讲到长老和会众应如何齐心合力工作。我们有了长老的第

一年，感觉更像对抗。许多次的教会成员大会都充满了张力。成员

有时控告长老强行通过一些事情。我不记得有哪次大会是大多数成

员反对一位长老的动议，但大家常常看起来没有热情参与。似乎有

一种无法解释的疑云笼罩着我们的会议。我们的工作感觉并不像希

伯来书 13:17 讲的那样有快乐。

随着时间过去，这些不好的记忆也淡化了，我肯定有一些因素

促使事情发生改变，但我可以明确提到有一次会议帮助消除了长老

和会众之间的张力。每一次会议我们都会用一部分时间接纳新成员，

送别退会的成员，偶然惩戒不悔改的成员。在一次专门处理退会事

宜的时间，狄马可和教会的一位成员（让我们称她为桑迪）展开了

一场非常尴尬的对话。狄马可宣告说，我们称之为林恩的一位女士

已经退会。桑迪举手说：“我这一周刚刚和林恩吃午饭，她不想退

会。”狄马可也在同一周刚刚与林恩见面，他说：“不，她想退会。”

这很快变成了狄马可与桑迪争锋相对的对话。

当时的场面很复杂，因为许多会众知道林恩基本上不信任教会

权柄，特别不信任长老。如果狄马可坚持他掌握的是实情，事情可

能看上去像是他在逼迫一个给他惹麻烦的人离开教会。

接着这令人尴尬对话发生的是另一件事，那时长老们提议教会

把某人逐出教会。情况很清楚，那人犯了严重、公开和不悔改的罪。

长老们已经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处理这件事，但这是会众第一次听到

这个状况。对他们来说，这就像当头挨了一棒，因为这犯罪的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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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识和很喜欢的人。长老呼吁马上把这人从成员名单上除名。

我记得那一天我们赢得了投票，但失去了会众的信任。

到了第二天，我们这些长老一有机会重新思想前一个晚上发生

的事，就意识到重要的是不仅我们带领会众做什么，还是我们如何

带领。我们认识到必须让流程变得更顺畅，而不让我们努力看顾的

羊受伤。例如从那一天开始，我们要求所有退会的成员都要提出书

面申请。另外，我们意识到虽然把教会纪律的那案子带到会众那里，

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错，但我们却应该提前通知会众。正如我们这些

作长老的人需要时间消化这新的和令人震惊的信息，会众也需要时

间。我们直接发出实行教会纪律呼吁，这是没有爱心的举动。

这些日子，若某人犯罪不悔改，有被逐出教会的危险，我们通

常会把他们的名字放在“照顾名单”上。这很简单，就是按照马太

福音 18:17 提前向教会宣告这人的名字和情况，然后鼓励教会为这

不悔改的成员祷告，主动接触他 / 她，呼吁这人悔改。然后，在我

们下一次固定召开的成员大会上，如果情况没有改变，长老们就带

领施行教会纪律的过程，建议会众将这人排除出教会。

这些看起来很小的改变带来什么结果？就像撒但被赶出了我们

的成员大会。我们过去不知不觉地容许撒但在长老和会众之间制造

分裂。后来我们才清楚看到长老耐心和会众信任之间的关系，这让

我们付出了痛苦的代价。

随着长老这一群体变得成熟，会众就越来越容易按希伯来书

13:17 所说的“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随着会众顺服和

信任的能力增强，我们作为长老的工作也变得像希伯来书作者所说

的那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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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神群羊的属灵领袖

彼得前书 5:1-5
1 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

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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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4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5 你们年

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一般来说，有强有力属灵带领的教会，会是一间稳定、合一和

健康的教会。然而，教会常常随便处理属灵带领这件事。教会并没

有依照圣经评估他们的教会治理，或要求他们的领袖达到圣经标准。

相反，他们呼召牧师，聘请职员，选举执事，继续做任何看起来在

当前是最好的事。与此同时，人悄悄地在背后进行权力斗争，分裂

便渗透进来。然后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对抗在一次吵闹的教会事务

会议上显露出来。教会为了要平乱，就快快在职员方面作出改变，

也许安排新的事工。麻烦的是教会建造在不符合资格的领袖和笨拙

的架构之上。还有，一群更年轻的领袖被选出来，要给一个患上致

命贫血病的有机体注入新鲜血液。有时注入的新鲜血液会给身体带

来暂时的活力，但教会从来不会真的变健康，而这样一次又一次的

循环之后，留下来的只有挫败感和失望。

教会发展的核心在于属灵领袖。如果领袖不具备圣工所需的品格，

教会也会缺乏品格。这会导致教会的不稳定。短期解决方案，新的事

工项目和新观念并不能解决长期来在品格和稳定上出现的问题。

有 一 种 更 好 的 方 法， 一 种 更 有 勇 气 的 方 法： 回 归 圣 经 为 教

会架构和生活制订的模式。只有这样，教会才能在一个对圣经的

基督教信仰越发充满敌意的世界上继续带着信心前进。建立起一

种长老带领的架构并不能解决每一个问题。但是按着圣经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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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调整教会，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建立强有力和健康教会的框 

架。

长老应当如何

融入会众生活中呢？

我们会聚焦三个问

题来探讨这一主题。 

如何辨认出属灵领袖？（彼前 5:1-2）

彼得前书 5:1-5 的上下文帮助我们看到长老在教会日常生活中

的重要性。彼得在用这些经文解释长老的事工之前，讲到为福音缘

故受苦的问题，把这受苦称为“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彼前

4:2；也见 13-19 节）。十七世纪苏格兰牧师罗伯特·雷顿（Robert 
Leighton）留意到，在初期基督徒面对的“火炼的试验”当中，“神

的儿女蒙召要活出圣洁生活，就要面对不断增多的苦难和仇恨。”①

逼迫看来是这些在小亚细亚的信徒共同的遭遇。早期基督徒，

也像那些他们偶尔来往的犹太人一样，拒绝参与罗马帝国的宗教仪

式，例如把神的尊荣归给罗马皇帝。这当然让他们落在罗马人的不

宽容和逼迫当中，因为罗马官员认为他们拒绝这样做构成了一种政

治威胁，要控告他们不效忠政府。彼得因此劝勉信徒要顺服治理的

权柄：“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彼前 2:15，

也见 13-14 节）然而，基督徒不仅会被试探去惧怕罗马官员。一位

解经家说：“基督徒要面对的甚至是更大的威胁，也许就是普罗大

众的态度。”②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有人控告基督徒生活不道德。

还有，基督徒不参与某些和拜偶像关系密切的社会活动，这很有可

能导致社区中其他人指责基督徒不合群。这些控告带来疏离和反对。

彼得劝勉读者“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

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彼前 3:16），

①      Robert Leighton, An Obedient and Patient Faith: An Exposition of 1 Peter 
(1853; repr., Amityville, NY: Calvary Press, 1995), 437.　
②      Paul Achtemeier, I Peter, Hermeneia: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Minneapolis: Fotress Press, 1996), 23-34.　

第二部分：四处关键的经文

                        彼得前书 5:1-5

●                   如何确认属灵领袖？（1-2 节）
●                   长老和会众如何发挥作用？（2-5 节）
●                   长老要向谁交账？（第 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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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反击这些让他们为难的地方。虽然如此，信徒仍为福音的缘故

受苦。③

        在这讲到长老的经文之后，受苦这一主题再次在彼得的书信中

出现（彼前 5:1-5），这时他讲的是因生活的忧虑和魔鬼攻击导致的

受苦（彼前 5:6-11）。

简而言之，彼得劝勉读者在苦难中坚忍，由此带出对长老问题

的讨论。受苦和长老有怎样至关重要的联系呢？面对苦难的会众需

要教会领袖的喂养和榜样，这些教会领袖他们自己在试炼当中意识

到他们尊贵的身份，以及他们需要依靠主。希伯来书的作者有同样

看见（来 13:7）。长老并能不代替会众活出属灵生命，但他们对教

会忠心教导和应用神的道，以此鼓励会众活出属灵的生命。当要面

对生活的难处时，他们提供了看得见的榜样——“作群羊的榜样”。

但我们对彼得前书 5:1-11 本身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彼得如何

确认这些属灵领袖？

通过他们的地位

首先，彼得通过属灵领袖的地位认出他们：他们被称为长老。

他对一小群读者说：“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第 1 节）

显然他不仅仅是指会众中较年长的人，因为在接下来的一节经文中，

他告诉他们既要牧养也要照管神的羊群（第 2 节）。然后还说，不

要使用他们的地位辖制托付给他们的人（第 3 节）。④

正如之前提到的，长老这个词与监督和牧师的是可以互换使用

的（例如徒 20:17-35），这是犹太人生活中常用的说法，指的是以

色列的领袖，或那些蒙神祝福长寿之人。因着他们的成熟，神赋予

他们带领群体的责任。⑤ 

也请留意，彼得并不是说“各城中的那位长老”，好像单独一

③　 同上，28-29 页。
④　“这是一种职分的称谓，而不是描写一个人年长。” Peter H. Davis, The 
First Epistle of Peter,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175.
⑤ 　见第 3 章对这三个可互换使用说法的更多讨论。

                                                  第十三章  神群羊的属灵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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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长老 / 牧师对一间教会来说就已足够。除了指具体某一位长老，

例如彼得的情形，新约圣经讲到教会领袖时总是用众数的说法。新

约圣经并没有提供一条原则规范要有多少位，但一致的模式似乎是

推荐有多位的长老。此外，十九世纪美南浸信会的领袖约翰逊提供

了一些帮助：

虽然每一间教会需要有多位监督（长老），但具体人数却

不固定，原因很明显，就是具体人数要由具体的处境来决定。

在一间还没有多于一位（长老）的教会，可以先设立一位，

但只要可以选出另一位，教会就应马上实行多位带领。
⑥  

多位长老为教会提供了更多智慧和带领，增加了服侍教会身体

的属灵恩赐。这些人一起在教会面对的关键问题上寻求主的旨意。

他们在一起彼此督责，作群羊的榜样。

凭着他们的经验

第二，彼得通过他们的经验，以及他自己在耶路撒冷众长老中

的亲身经历认出这些属灵领袖。⑦ 他理解这些人在小亚细亚承受的

压力，因此称他自己是“我这同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

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第 1 节）。“见证”一词按字面意思就

是“证明某些事”，彼得与这些人一道见证基督的受苦，就是基督

为救赎罪人忍受的一切。耶稣基督已经“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

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救赎了他们（彼前 1:19）。彼得也亲眼

见证了基督在登山变像和复活时彰显的荣耀（彼前 1:3；彼后 1:16-
18）。彼得把福音继续放在中心的位置，向与他同作长老的人保证说，

他们是在福音工作中的同工。

⑥      Johnson, Gospel Developed, quoted in Dever, Polity,194.　
⑦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 15 章的耶路撒冷会议，但是也请思考使
徒行传 11:1-18，彼得在教会领袖面前的见证。以及使徒行传 11:19-26，教
会领袖回应福音传到安提阿时的行动。

第二部分：四处关键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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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着眼于未来。这些弟兄与彼得一道，要同享（字面意思是

在其中团契）耶稣基督显现时发出的荣耀。⑧ 这盼望使他们的灵

魂在逼迫当中依然稳固。

长老和会众如何发挥作用？（彼前 5:2-5）

彼得把自己与长老所处的地位、为福音所发的热心、在基督里

的盼望联系起来，接着讲到他们在会众生活中的工作。长老应如何

发挥作用？会众应如何回应？

长老的责任

彼得写道：“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

他们。”（彼前 5:2）牧养和照管是“牧师”和“长老”这两个词的

动词形式同义词。⑨ 这些是保罗在使徒行传 20:28 使用的相同说法

（一个是名词，另一个是动词），在那里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圣

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

养神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两种说法都概括了长

老在教会中的责任。

长老作为牧养的人，要进行教牧监督照管。牧羊人认识他的羊，

防备危险，确保他们得到很好喂养和有水喝，用医治的膏药抹在他

们的伤口上，有时管教他们，使他们归回羊圈。换言之，牧羊人为

托付给他们的人的灵魂守望（来 13:17）。他们花时间与群羊在一起，

了解他们的需要，把神的道精准应用在他们身上。他们定期用圣经

的真理喂养他们，解开神话语中的教训，帮助他们在真道站立得稳。

加尔文解释说：“让我们记住对这词（牧者）的定义，因为除非用

纯正的教义，否则基督的群羊就不能得到喂养，唯独这教义是我们

的灵粮。”⑩

⑧　 LKGNT, 765 页说，koinonos 这词的意思“伙伴，同享的人”。
⑨　请把动词 poimainø, 在这里翻译为“牧养”，与名词 poimen（在以弗
所书 4:11 翻译为“牧师”）作比较；还有 episkopountes, 作为动词，“施
行督理”与名词 episkopos （翻译为“监督”）之间的比较。
⑩　加尔文，Calvin’s Commentaries: Commentaries on the Catholic Epistles 
(repr., Grand Rapids: Baker, 1999), 22:144.

                                                  第十三章  神群羊的属灵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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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牧羊人为羊引路，同样长老在灵命成长和基督徒服侍方面

引路带领。他们特别按照彼得前书 2:11-3:16 为基督徒树立生活榜样。

英格兰牧师 J.H. 杰伟特（J.H. Jowett）写道：“如果一个人站在他的

弟兄和灵命需要中间，或在他的弟兄和灵命危险中间，他就是在履

行一个中间人，一位中保，基督之下忠心牧者的职分，在‘牧长和

我们灵魂的大牧人’带领之下忠心工作。”⑪

一位长老也参与“照管”的工作，这个词强调的是牧养的细节。

初期教会的长老受到告诫，要保护羊群脱离假教师的危害。过路的

属灵流氓溜进来，搅乱会众。长老应确保教会维持稳固的教义立足点，

并装备成员抵挡假教师的影响。

今天的长老也做同样的事。当一间教会的成员落入虚假教导的

危害当中，长老就应紧追这成员不放，将其寻回，就像牧羊人寻找

迷羊一样。长老也应组织教会的关怀工作和教导事工，以确保教会

持续稳定。得到很好喂养和很好照顾的羊较不容易游荡脱离羊圈，

落入危险。⑫

长老的性情 

伴随着属灵领袖责任的是极大的权柄。长老除非有某种程度的

权柄，否则就不能带领或实施管教。我们今天不愿使用“权柄”一词，

也许是因为惧怕独裁的狂人。没有人会否认教会队中存在着这种以

自我为中心的暴君，但我们绝不可因为有这些坏榜样而放弃圣经教

训。只要教会坚持长老要符合圣经的模式，寻找那些符合彼得所说

的性情的人，就无须惧怕长老。

⑪         J.H. Jowett, The Epistles of Peter (1905: repr., Grand Rapids: Kregel, 1993), 96.　　
⑫     关于长老作为牧者担负工作的更多洞见，请见 Richard L. Mayhue，
“Watching and Warning,” in Rediscovering Pastoral Ministry: Shaping 
Contemporary Biblical Mandates, ed. John MacArthur Jr. (Dallas: Word, 1995), 
336-50; John MacArthur Jr., “Shepherding the Flock of God,” in The Master 
Plan for the Church (Chicago: Moody, 1991), 169-76. Philip Graham Ryken, 
"Shepherding God's Flock: Pastoral Care,” in City on a Hill: Reclaiming the Biblical 
Pattern for the Church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cago: Moody, 2003), 93-
110.

第二部分：四处关键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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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的动力。一些人服侍教会，是因为其他人说服他们去做，

或他们会一直被罪疚感操纵，直到他们接受这职位。但请思想彼得

的说：“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彼

前 5:2）出于勉强，就是被迫、受约束去做某事。⑬ 例如，也许一

间教会请一个人担任长老服侍，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

做这工作需要的品格，或者因为他没有服侍的愿望。教会成员不是

接受这人的拒绝，而是不停地找他，跟他说教会没有他就活不下去。

也许他们威胁说，如果他不接受这个职分，他们就要离开教会。如

果这人接受了，他就是按人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意思服侍了。所有

服侍教会的人都必须抵抗属肉体的勉强，他们而是应当按着神的指

引甘心乐意的服侍，这才是“按着神旨意”。

当一个人自愿、而不是出于勉强做工，他工作就会更努力。他

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找到喜乐。他就有一种“坚持的力量”，在情

况变得艰难时也不会放弃。他能更好地面对令他沮丧的情况。

担任长老服侍的极大动力，来自于他们寻求主，并确信这是神

为他们人生所定的旨意。解经家彼得·杰弗里（Peter Jeffreys）讲到

第一世纪的长老时说：“长老必须要有勇气，愿意接受这项艰难的

任务。他们必须情愿让自己身处与撒但抗争的前线。他们需要预备好。

接受有时落在教会领袖身上的一切批评。”而且，“有极严重的苦

难等候着当时担任长老职分的人。⑭ 知道他们是以神的旨意为中

心，这就让长老正确看待这职分，以及随之而来的要求和压力。

虽然这么说，当教会确认神的旨意，选举他担任教会长老服侍

时，他就要得到鼓励去做这工作。还有，长老会议或长老团通过全

面了解长老候选人来确认神的旨意。当这一切都到位，长老面对他

的责任和任务时，主的平安就会充满他的心。现在他能带着喜乐和

感恩服侍，面对这职分提出的要求，知道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

⑬      LKGNT, 765.　
⑭　Peter Jeffreys, Living for Christ in a Pagan World: 1 and 2 Peter Simply 
Explained (Durham,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0), 1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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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侍的爱。一位长老必须以热心服侍基督作为他服侍的动力。

他服侍，“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第 2 节）。在彼得写

下这段经文的时候，似乎一些长老服侍是有报酬的。保罗在提摩太

前书 5:17-18 讲到报酬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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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

是应当的。’”有些长老证明在比其他服侍需要更多时间的侍奉领

域特别有恩赐。例如，讲道和教导就是特别消耗时间的职分。因此，

讲道和教导的长老得到合理报酬是恰当的，这样人就可以更完全投

入其中。并不是所有长老都得到报酬，但是得到报酬的长老不应以

报酬作为首要的动力。

长老必须热爱他们所做的工作，好使他们是“出于乐意”或充

满热心地服侍。乐意表明对履行这职分的责任有强烈的热情，⑮

可以翻译为“委身的热心”。长老服侍不是为了“贪财”，或为了

名声、权力或引人注目，而是应当出于对基督和祂教会的爱，热心

委身服侍。长老会在服侍的工作当中，在他们所付出的而不是得到

回报的事情上找到最大满足。

服侍的态度。伴随任何权柄意识——无论是在政府、生意、教会、

甚至家庭中权柄的意识的其中一样严重危险，就是一种高傲、独裁

的精神。彼得劝勉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

榜样。”（第 3 节）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就是玩弄权术的人偶然

会潜伏进入教会，渴望使用铁腕掌控一切。他们要做一切决定——

在财务、讲道内容或教会活动方面。我从牧师和教会成员那里听过

令人震惊的故事，他们曾面对这些“小小的独裁者”。这样的人用

恐吓手段，有时成功让全教会落在他们掌控之下。这并不是基督教

的带领。

为了阻止这样的暴君式带领，彼得就提醒长老们要按那位牧长

的美意服侍。他们服侍的是“神的群羊……托付你们的”（彼前

⑮　“这词语气极其强烈，表明热情和委身的热心，” LKGNT, 765.

第二部分：四处关键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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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这个术语描绘了一个画面，主人把羊群的一部分分配给这

一位或那一位牧人，认识到他们要向他作述职汇报。因此，他们绝

不可辖制群羊，群羊已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⑯ 他们而是要

证明自己是“群羊的榜样”（彼前 5:3）。榜样这词的意思是“模型 ”。

如果一个小姑娘折纸做洋娃娃，她要首先找到一个模型，然后用纸

沿着这模型的边做出洋娃娃。或者当一个制造商生产一辆汽车的时

候，他就使用一系列的模型或冲模生产出所需的精密零件。彼得描

写长老是“完整的基督徒”，向人展示出在各样处境中如何活出基

督徒人生。这是极重大的责任，但也是教会极需要的。

会众的回应

会众应如何回应长老？“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彼

前 5:5）研究圣经的人对这节经文有不同理解，一些人认为指的是在

年纪较轻的人，其他人论证说，“你们年幼的”不是指“普通教会成员，

而是指级别较低的神职人员，例如执事，他们应像长老一样服侍（所

以用‘也’这个词），但也要顺服长老。”⑰

但上下文要求我们从不同方向加以理解。一般来说，教会的长

老应是更有经验的男性基督徒。彼得指出会众中具体的成员是“年

幼的”，他们要服从长老的带领。彼得·戴维斯（Peter Davis）评论

说 :”因此，似乎最好把这里年幼的看作是教会中的年轻人（如果按

犹太人的算法，任何三十岁以下，也许甚至一些较为年长的人都包

括在内）。”⑱ 这些“年幼的人”生活在火一般的逼迫之下，然

而有可能他们有燃烧的热情，要广传福音。他们可能很容易就会采

取冒险的行动，这些行动证明对全教会有害，也不利于福音工作。

⑯       Leighton (Obedient and Patient Faith, 469) 提到中世纪传道人伯纳德
（Bernard）说的一番话：“要是我得着从十字架上倾倒而出的一些血，我会
何等小心承托着它！难道我不应为了这血为他们而流的那些灵魂谨慎吗？”　
⑰         Davids, The First Epistle of Peter, 183, 指出一些人认为“年幼的”是“教
会中特定的一类人，他们需要顺服在正式的带领之下”，他认同的是法国
学者 Spicq 的意见。另外一位学者 K. H. Schelkle 引用坡旅甲（Polycarp）的
话说 ,“这很简单是指那些常常纠结于不能顺服领袖的年轻人。” 　

⑱　 同上，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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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补充说：“他们非常愿意服侍和委身，这会让他们对作带领

的感到不耐烦，作带领的人因着教牧的智慧，或因年龄增长而来的

保守做法（这两样并不等同），并不像他们那样采取快速或极端的

行动。”⑲ 这样的年轻人需要彼得智者般的忠告去服从长老，并

继续以顺服的心，在神授予长老的权柄之下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

长老行事时要扼杀人的积极性。

长老和会众都必须以谦卑束腰：“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

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

前 5:5）。“束腰”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意指的是一个奴隶在他无缝的

外衣系上围裙，准备做工。围裙是奴隶地位卑微的记号。⑳ 这样，

彼得就是在提醒所有弟兄，有谦卑作标记的教会是真教会。

作长老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好，因为“你们众人也都

要以谦卑束腰”。一个人作长老，并不是不让他努力过基督徒生活，

因为长老必须“作群羊的榜样”（彼前 5:3）。长老服事不是出于勉强，

也不是为要得地上的赏赐和认可，而是带着神的呼召热情服事。

是谁让长老交帐？（彼前 5:4）

毫无疑问，必须要认真看待所有这些劝勉，因为长老和会众

有一天都要站在主面前。长老服侍，“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来

13:17）。会众必须认识到，不顺服，这就于他们“无益”了（17 节）。

会众和长老都要向那位牧长交账。

主的群羊

教会不属于长老、牧师，甚至不属于教会成员。教会属于基督。

如果我们要接受圣经对教会秩序和生活的教导，就必须把这个真理

烙印在我们心里。彼得称教会是“神的群羊”，仿佛是一群羊被牧

长交托付一群牧者看顾。圣经学者亚德迈耶（Paul Achtemeier）解

释说：“作者使用看顾神的群羊这画面，是在引用历史悠久的旧约

⑲ 　同上。

⑳        LKGNT,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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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传统，按此传统，神是祂百姓以色列的牧者，这传统很有可能

源自于另一个传统，就是神像牧羊人带领羊一样，带领祂的百姓脱

离捆绑。”21 长老服侍的教会是“托付你们的”（第 3 节）。

耶稣基督为羊舍命，呼召他们出黑暗，进入与他自己建立关系

的光明当中。羊听耶稣基督的声音，不听陌生人的声音；羊跟从耶

稣基督，而不跟从普通人。耶稣基督把永生赐给羊，以至于他们当

中没有一个灭亡。他们不是被交在普通长老手中，而是牢牢由父与

子掌管（约 10:1-30）。长老仅仅是在牧长面前为祂的羊担当管家职分。

作为基督手下的牧者服侍

所有担任长老服侍的人都必须记住，他们是基督手下的牧者，

而耶稣基督是那位牧长。有一天牧长要显现，属祂的人要被招聚在

一起，直到永远。祂所设立的作祂手下牧者服侍的人，要为着他们

如何为群羊守望向祂交账。服侍的赏赐超越今生。“永不衰残的荣

耀冠冕”是主对人忠心服侍的赏赐。加尔文鼓励人说：“唯恐基督

忠心的仆人跌倒，对他来说就有一个且只有一个解决之道，就是转

眼盼望基督再来。因此让他这似乎得不到人鼓励的人，要努力继续

做工，知道主已为他预备了极大奖赏。”22

圣经教导说，教会每一位成员都应谦卑、自愿和热心服侍，努

力为身体上的其他肢体作榜样。但服侍、谦卑和热心的素质，应成

为神兴起担任长老服侍之人特别的记号。责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会众必须承认作长老服侍的人，长老必须按神话语的指示忠心。

反思

●         新约圣经如何辨识教会的属灵领袖？ 

21       Achtemeier，1 Peter, 324-25. 他也指出一些牧者主题的旧约圣经经文：
诗篇 23:1-4；28:9；74:1；77:20；78:52；79:13；80:1；95:7；100:3；以赛
亚书 40:11；63:11；耶利米书 13:17；23:1-3；50:6；以西结书 34:6,8,31；
弥迦书 7:14。Achtemeier 说的“传统”，指的是在形成书面文字之前，口
传下来的信念。　

22       加尔文，Commentaries, 2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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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老和会众如何在侍奉中共同发挥作用？

●          长老应当带着什么动力进行服侍？

第二部分：四处关键的经文  第十三章  神群羊的属灵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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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哪一种榜样？

一些牧师完全按字面意思理解新约圣经关于作“模范”的劝诫。

一位出名的超级教会牧师开始在他的网站上批评牧师的着装。紧身

牛仔裤？“我会穿紧身裤，但并不是超级紧身那种。”领带？打领

带要打出明显的凹痕，这是必须的。“这很潮啊！”也是这同一位

牧师在教会的书店销售由他和他妻子录制的健身录像带，标题是“靠

神塑身”。我认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 3:9 使用“榜样”一词，

或彼得在彼得前书 5:3 呼吁长老作群羊榜样时的意思，并不是要人

像模特儿那样作榜样。

相比之下，在我归正后不久，神就满有恩慈地在我的生活中安

排了可以效法的榜样。例如，我还记得丹尼斯，他在一个炎热夏日，

用了大约 30 分钟为我作了管教、恩典和挽回的榜样。他的如何做到

这一点的？丹尼斯是一位忙碌的长老，有一位妻子和六个孩子。当

时我是在大学最后一年，自告奋勇帮助他做院子里的工作。在一起

挖洞的时候，丹尼斯从后院消失了。随着时间过去，我变得不安。

最后，丹尼斯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六个孩子。他靠近我小声说：“马

太，不好意思，我要管教我的一个孩子。”在我成长起来的家庭中，

管教常常是发怒、撅嘴不高兴和关系疏远，我站在那里，观察每一

个孩子的表情，心里疑惑不已。我尝试着猜到底是惹了麻烦，但我

猜不出。我很快回想，我是否曾见过丹尼斯发怒。没有见过。我无

法相信这些孩子当中有一人刚刚受管教，能感受如此“被挽回”，

以至于能马上高兴地与其余家人在一起，而不是走到一旁自己生闷

气。没有怒气，实施了管教，给人恩典，做成了挽回的工作。这是

敬虔的教养子女典范。

我也记得在我归正之后的一年见过的其他长老。汤姆是勇敢地

把福音传给不信之人的榜样。特里是爱慕神话语的榜样。罗伯特是

赞美神的榜样，嘴唇随时说出赞美的话，也用心里的歌赞美。

你可以把这称为被动督理，与主动督理相对应。这是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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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带领。长老并不总是需要开口，或打开他的圣经，正式教导一

群人。他活出真正合乎圣经的模式，所作的榜样就是教导。他用生

命作榜样，表明跟从基督意味着什么。

但神呼召一位长老，并不仅仅要他作榜样。神也呼召他主动督

理，睁开眼睛警惕那要伤害他蒙召来保护的羊的豺狼。他开口传讲

神话语的真理，因此塑造同一批羊的心思意念。他向群羊敞开心扉，

表达他的情感，背负他们的重担（林多 6:11）。他开放家庭接待别人（提

前 3:2），让所有进来的人都闻到漫布他家中基督的香气。

这并不是那种受项目驱动的牧师 - 管理者，那些神学院和教

会增长书籍经常大力推崇的人。他明白自己更多是身为人父，而不

是今天商业杂志通常描述的“有效领导”。他认识他的会众，他

爱他们并为他们祷告。他也知道将来要为他们每一个人交账（来

13:17），因此他殷勤地做关怀和监督的工作。

这种对长老的描述听起来并不像是我们经常想的有权威、大有

能力的职位，对不对？我常常说，长老的职分按其本身性质是背负

重担的职分。一位长老背负重大责任，向会众忠心教导神的话语，

亲身反映出神的品格，以及担负着了解会众当中许多人的罪的压力。

感谢神，按神的计划，并不需要一个人来独自背负这担子。神已把

长老（多位）作为恩赐赐给祂的教会来完成这项任务。他们一起守望，

一起教导，一切背负这些重担。

在国会山浸信会，长老一年八次聚会（跳过夏天的月份和十二

月），我们称之为“以问题为中心”的长老会议。会议上，我们有

更多时间讨论影响全体会众的问题，例如离婚和再婚，小组，成人

和儿童教育，以及平信徒辅导。另外我们一年聚集十二次（每月一次），

我们称之为“以成员为中心”的长老会议，这些会议一般持续三到

四个小时，流程如下：

	 为每一位长老祷告 

	 唱一首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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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更多祷告

	 回顾上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

	 教会成员

	 按以字母表一两个字母开头的名字，讨论成员的状况，为

他们祷告（我们会在一段时间把成员名单过一遍）

	 成员加入和退会

	 照顾名单：这是内部成员名单，通常有十二到二十人，他

们在例如健康、婚姻、成瘾或性犯罪的事情有很大争战。

更多祷告。

	 会议报告：我们一般有两到四份会议报告，记录的问题从支持

宣教士到空缺的执事职位。

	 治理部分：我们请实习生、职员和出席长老会议的客人退席，

为的是让讨论完全在长老之间进行。这一部分大多数时间用来

评估和考虑潜在的长老人选。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的教会有增长和人员流动，我们仍拒绝

把教会分成“教区”，给一位长老分派五十位成员去督理。我们而

是遵循一种更有机的模式，长老主动培养关系，一起努力确保每一

位成员都受到关顾。

这种积极督理个人和全体会众的愿望和能力，连同以身作则的

生活，造就出一位理想的长老候选人。我们相信神把长老作为恩赐

交给祂的教会，长老就有责任认出这些恩赐，把合乎资格的人带在

会众面前加以确认。正如上面提到的，国会山浸信会的长老在会议

的行政部分使用大部分时间考虑潜在的长老。是如何考虑的呢？

我们长老团的一位退役海军军官教我们认识一些军事术语：我

们就开始把考虑人选的内部人员名单称为“堆架”。对于堆架，我

们列出了在接下来几年间有潜质担任长老服侍的所有人的名单（堆），

然后从“最准备好”到“最没有准备好”从前往后排序（架）。排

在名单前列，分数最高的人会成为那天晚上谈话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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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认这是一种很粗糙的工具，但它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

在预备和考验我们认为最接近能作长老服侍的人上。有时这意味着

给一个人更多教导机会来检验他的恩赐。有时这意味着一群长老需

要更深入认识一位潜在的长老，使他们可以有信心支持对他的提名。

有时这意味着更仔细去了解一个人的神学立场或家庭状况。

如果我们对一位候选人的状况相当有信心，就会邀请他全程参

与长老会议，投票环节除外。在后来的行政部分，长老会议全体长

老会进一步提出更多问题以审视他。在某些情况中，从被列入名单

到成为一位长老，这过程要花几年时间。作为长老，我们在这件事

上必须认真和深思熟虑，因为这涉及众长老、教会和基督的声誉。

有什么情况会让一个人失去服侍资格？

	 他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沉迷于世俗的事情。

	 他的家庭没有和睦与秩序。

	 他在教会没有广泛事工，似乎只和朋友们来往。

	 除了周日早上，他未能优先安排时间参加教会聚会（他不
能服侍他不认识的人）。

	 他缺乏合一和顺服的精神，把为了反对而反对错误看成是
服侍教会。

	 他非黑即白的辅导表明他是一个倔强的年轻人。

	 在重大的人生决定方面他错误安排优先秩序，例如选择职
业过于看重儿女。 

推荐担任这职分的一些例子：

	 巴布积极跟进走向犯罪的人，而不是等着下一次爆发 

	 安迪经常为了他人的益处而放弃自己的便利，心中惦记着
所有尚未听过福音的人群。

	 安德烈能察觉会众具体的需要，通过寻找机会教导会众来
系统地解决这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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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派克甘愿承受受伤最深之人的攻击，让碎裂的关系得到
医治与和解。

	 大卫每次讨论是都着眼圣经，放弃属世的智慧。

	 塞巴斯蒂安留意我们讨论时设计的规律和圣经原则，让有
可能出乱子的谈话变得有秩序。

	 史蒂夫在对教会说话之前认真查考明白神的心意。

	 马克天天为会众祷告。

	 迈克尔使用整本圣经塑造长老的思维。

	 杰明使用他在商业方面接受过的训练，结合他对群羊的认
识，以此预见将来的需要。

	 亚伦是诚实无伪的人，为罪感到忧伤，甚至震惊。

	 约拿单努力要相信人最好的一面（就像爱的表现一样），
给他人机会证明自己是对的。

作榜样是作时装模特吗？让我们把这留给广告业专家操心好

了。忠心的长老要和其他长老一起，在看顾和督理教会时示范基督

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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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考虑过渡到长老带领

过渡到多位长老带领，这需要考虑什么问题？教会或牧师都不

应贸然改变教会的领导架构。必须首先认真思考、学习和做计划，

然后才做出改变，因为太快实施剧烈的改变，对教会可能弊大于利。

首先，很重要的就是坦诚察看你所在教会的教会治理，包括回

顾教会的章程、细则和其他治理文件，以及评估教会的实际运作情况。

例如，许多教会的章程规定会众制治理，但执事团或一群委托人或

教会职员可能掌握了实际的治理权柄。

所以如果你在考虑过渡，要先在神话语的光照下评估教会的运

作情况。

在教会治理光谱的一端是极端的会众制治理。在这种教会，会

众投票决定一切，这导致无休止的讨论、争辩和表态，几乎什么事

情也做不成。确实，考虑到效率问题，几乎没有教会绝对地按会众

制治理模式运作。但比实用主义带来的问题更糟的是灵里的危险。

一间凡事都靠投票的教会从未被教导过应如何信任权柄，这意味着

每次需要做决定时，教会里总有纷争和怀疑的情绪。人与人的关系

要求有带领，也从带领获益。

在会众制的环境下，权力常常归于执事团。他们通常经过广泛

提名，由会众认可，服侍的任期可以是有限或没有限制的。许多教

会是根据在教会内部受欢迎或可见程度提名执事，而不是根据提摩

太前书第 3 章声明的资格。而且，执事——按圣经他们的角色应是

服务教会——被授予了治理教会的角色。在这样的情景里，牧师和

执事之间经常会出现权力斗争。执事不是与牧师一道工作，而是使

用政治操纵的手段达成自己的目的。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执事

或牧师都有这样的操纵行为，但在我三十多年的侍奉中，已经看过

有太多人是这样做的。

在教会治理光谱的另一端是凡事由主任牧师说了算的教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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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维尔（W.A. Criswell）把这样的人称为“善良的独裁者”。这样

的牧师相信他的带领比多位长老带领更有效率，多位长老带领必须

努力达成一致意见。他只要发出公告，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跟从。当然，

他可能根本就不良善，而是一位无情的暴君，一位像丢特腓一样掌

控型的牧师，渴求支配教会，排斥任何威胁其地位的人（约叁 1:9-
10）。这种不受教的状态导致他很难接近，也不能对教牧需要保持

敏感。这样的教会似乎是为了推动他的计划，满足他的自我而存在的。

另一种远远没有如此专制的教会治理类型，可以在一些有牧师

- 专职人员带领的教会中找到。在这样的教会，牧师和专职人员决

定侍奉方向，委任平信徒带领执行他们的计划，集中教会的力量，

使之成为一台运作有效的机器。一些教会甚至认为专职人员就是他

们的多位长老。肯定的是，许多这样的教会做成了很多事——只要

这台机器的机制不变。然而如果真的发生了改变，例如专职人员离

开，这机制可能就戛然而止。另外，当牧师和专职人员之间出现冲突，

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他们常常把冲突隐藏起来。结果就是高度有

组织的活动可能掩盖了不圣洁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超大型教会面临

着最大的危险，因为他们面临着要超越统计数据显示的前一年的结

果这样极大的压力。 

这些模式有不同的变体，但每一种都面对着领导层内部的争权

夺利。然而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就是长老带领。在会众制框架内过

渡到长老带领需要深思熟虑的工作、忠心祷告，以及委身圣经的教导。

1987 年，当约翰·派博带领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伯利恒浸信会将

教会治理架构转变为由多位长老带领时，他提出了这样做的一些理

由。他讲到要“符合新约圣经的规范”，还澄清执事们的角色。当时，

教会的执事们是“一种混合物”，作为治理团存在，却保留着执事

的名号。派博也讲到“需要为受到伤害的成员提供更彻底的照顾，

对犯罪的成员实行更持续的教会纪律劝惩”，他认为领导角色的混

乱可能导致失职。派博在结束时挑战教会要比专职人员带领更进一

步，打下平信徒带领的有力根基。

第三部分：从理论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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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培养一个持续的带领团队（长老），在这团队当

中，清晰的神学立场、侍奉理念，以及对将来的异象可以更持

久扎根在不只是受薪的‘专职人员’身上。教会不应依靠少数

受薪的专职人员来捍卫这异象。
①

当一间由多位专职人员带领的教会过渡到多位长老带领时，但

愿带领者会发现他们自己要面对一种新程度的交账义务。数据指标

将被基督徒品格、忠心顺服、委身真正的教会合一、勤勉经营家庭

生活和热心装备教会进行服侍的指标取而代之。一些受项目驱动的

专职人员可能不符合资格作长老服侍，因此，专职人员不应想当然

地认为自己会自动成为长老。

我曾与许多牧师谈话，他们盼望与同为长老的人分享权柄，而

不是独揽大权。看到其他牧师在道德或金钱方面跌倒，只会增强这

种交账的愿望。但一些牧师紧紧抓住他们教会的权柄缰绳，夸大他

们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以此回避交账。他们因为拒绝分享权柄，就

准备让自己跌倒。

杰夫·诺比利特（Jeff Noblit）牧师在一开始的时候考虑长老带领，

这是因为他惧怕权力的试探。诺比利特成为阿拉巴马州马斯尔肖尔斯

市恩典生命教会的主任牧师，这是在该州西北部最大的美南浸信会教

会，在此之前，他在这间教会做了近十年的学生事工牧师和副牧师。

马斯尔肖尔斯市人口不到 15000 人，虽然这一地区的人口超过 10 万。

诺比利特的前任，该教会的第一位牧师，是教会唯一的一位长老。这

位前任牧师在教会和社区中都为人喜爱，侍奉相当成功。而且他在教

会中掌权，教会的执事有力地协助服事。虽然教会偶然投票决定重大

问题，但他们的确认只是形式化地追认牧师的想法而已。

在诺比利特担任主任牧师后不久，他面对教会中一个很大的教

会纪律危机，要把一些备受瞩目的成员从成员名单中除名。尽管教

①     John Piper, “Elders, Bishops, and Bethlehem,”  1987 年 3 月 1 日 在 明
尼阿波利斯市伯利恒浸信会的一篇讲道，收录于 www.soundofgrace.com/
piper87/jp870012.htm; 第 7 页，2002 年 11 月 21 日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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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过去并没有实行过教会纪律，诺比利特牧师引导教会完成开头

的过程，赢得会众的尊重和称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不好

的方面，就是他意识到自己有太大权柄。他告诉我，他害怕这样不

受约束的权力，他愿意要交账负责。这促使他朝长老带领方向发展。

本章后面会更详细描写他的经历。 

通向多位长老带领的其中一个最大障碍就是“治理执事”，就

是那些管理教会事务的执事。当这样的人缺乏合乎圣经的资格，他

们就很难为了新组成的多位长老带领而放弃自己受人尊重的地位，

这很有可能要花几年时间，通过耐心地解释圣经来促成改变。在其

他时候，执事只需要接受圣经教导，就会乐意遵守圣经的模式。

为了有效地从执事带领过渡到长老带领，合乎圣经的教导和会

众的委身就必不可少。没有了这些，只是直接宣布要从执事带领改

变为长老带领，不管这是如何好心，都有可能会遇到执事抵制。

另一方面，正如一位牧师发现的那样， 执事可以帮助促成向长

老带领的转变。福克纳（Chip Faulkner）在南美国际宣教团服侍多年

之后，接受呼召牧养伊利诺伊州伯索尔托市第一浸信会。这间教会

仍陷在从前一位牧师的背叛和滥权带来的痛苦之中，那人紧紧抓住

权柄的缰绳不放。在这位背叛的牧师离开后，福克纳开始任职，一

些执事开始研究共同带领的事。他们看到一个人在教会拥有绝对权

力的丑陋一面。因此向与他们同为执事的人提议，是否有可能朝着

多位长老带领的方向改变。

福克纳牧师开始服侍教会之后乐意接受这个过程。他邀请我前

往伯索尔托市，在礼拜三晚上对他的会众讲论这一话题。我怀疑他

才刚刚开始担任牧师就这样做是否明智，不知是否更循序渐进的做

法会更有智慧。他向我保证，教会过往的经历使得他们对多位长老

带领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我受到教会成员的热烈欢迎，他们当中许

多人问了深思熟虑的问题。在接下来几个月时间，福克纳继续对目

前的领袖和会众教导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几年之后，教会投票在

他们的会众制框架内实行多位长老带领。后来他们将第一批长老分

第三部分：从理论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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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来。事后福克纳牧师对我说：“我过去期望我们的长老成为祝福，

但后来比我之前想象得要好得多。”

我把福克纳的经历看作是一个例外。一般的做法是，一位牧师

希望教会由多位长老带领，智慧的做法就是他建立起会众对他的信

任之后再提出这种改变。这可能要先花好几年时间忠心服侍，时候

到了，会众不再看他是外人。当会众观察到他在其他领域做出智慧

和本于圣经的决定，过渡到合乎圣经的长老带领就会变得更可行。

长时间服侍，忠心履行教牧责任，真实的谦卑，以及完全活出福音

的生命，这些就建立起了会众的信任。因此，如果牧师不打算留下

与他们的群羊继续在一起，

我就不鼓励他们带领教会

实行多位长老带领。为了

升职向上爬的牧师缺乏帮

助教会经历这过渡所需的

深度和持久力。 

“我们从未做过这样的事！”这是所谓的教会对牧师的临别赠

言。教会起初有这样的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多位长老带领

不同于其他模式，无论是温和独裁，执事治理或专职人员治理。但

我会说，多位长老带领的不同之处是积极的。因此，即使“我们从

未做过这样的事”，牧师仍需帮助会众自问，他们为什么从前没有

这样做，并且反省目前的教会架构（如果有的话）是否有圣经根据。

这种大胆的问题为过渡到多位长老带领，或揭露不愿顺服圣经教导

的心作了铺垫。

首先，多位长老带领把专职人员和其他成员联结在一起带领教

会。这就向会众作出保证，许多人的眼目和内心都要转向关注成员

的需要，委身于在属灵上带领他们。随着教牧的事工增长，教会通

常也会在变得像基督一样方面长进。

第二，多位长老带领把焦点重新放在教会生活之上。通常教会

专职人员、牧师或执事会主席会受到会众不恰当的关注，这样会损

        “我们从未做过这样的事”

●           多位长老带领把专职人员和其他
        成员联结在平等的带领之下。
●            多位长老带领把焦点重新放在
        教会生活之上。
●            多位长老带领带来更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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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教会。但是多位长老带领要拆毁这损害性的权力结构，把注意力

转回到基督的荣耀上来。多位长老带领抑制了领袖内在的骄傲，不

断提醒他们，教会是为基督的名声，而不是为了自我抬高而存在的。

在分享权柄的过程中，做带领的个人并不总是能在教会生活和

事工的某些方面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即使有多位长老带领，会犯错

的人仍会做出糟糕的决定，争夺权力，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愿望。

长老绝不可过分依靠自己的生命，而是必须努力操练敬虔（提前

4:6-10）。长老们借着祷告、讨论、查考圣经、与其他敬虔人同工

带来的启发，就能更明确发展的方向。最后，教会的健康和效益要

优先于个人计划。

第三，多位长老带领给教会生活带来更高效率。虽然单独一位

牧师或教会专职人员可以更快做决定，但他们可能没有顾及全体会

众的需要就下了决定。带职长老能看到我们这些全职长老看不到的

问题，虽然我们这些全职侍奉的人很难去承认这一点。一周大部分

时间生活在事工的围墙内，这可能扭曲一位牧师对会众需要的看法。

我学会了多多依靠我们带职长老的智慧，看出了他们有独到的见解。

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在财务方面特别困难，带职长老们就推

荐了一个课程，教导和挑战会众提高奉献。坦白说，我不知道如何

最好去做这事。但他们很有智慧，详细地制定了一个计划，没有任

何操纵或诡诈的手段，帮助教会认识到那些至关重要的需要，以及

神如何乐意满足这需要。这计划取得成功，要归功于长老对于财务

需要，以及会众在神带领之下满足这需要的能力保持敏感。

这样的洞见常常出现在事工很艰难的时候。有一次我辅导一对

婚姻出现困难的夫妇，但我好像无力消除这对夫妇之间极大的鸿沟。

另外一位带职侍奉的长老和我一起去探访这对夫妇，我们两人都清

楚和动情地讲到婚姻，讲到他们需要和好。我们离开之后，我仍感

困惑，不知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情况使我忧心忡忡，我觉

得似乎我有特别的责任要让他们的婚姻重回正轨。我问那位长老他

怎么看，他很有智慧地分析：“在他们的问题背后有一些事情，是

第三部分：从理论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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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告诉我们的。除非他们坦白讲清楚，否则你的辅导就是徒劳。

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事，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开始教会纪律的

过程。”我意识到这对夫妇的婚姻问题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负担，

而是由与我同作长老的人来共同分担，他们对婚姻和诚实的洞见支

持了我。我们后来发现丈夫和妻子都有严重、不悔改的问题，最终

我们把他们从教会成员名单上除名。几年后，在经历一次离婚和极

大伤心之后，这位妻子现在悔改，教会恢复与她的团契关系。

建立多位长老带领，也要求我们更改现有的治理文件以反映出

新的教会治理。教会绝不可在开始多位长老带领的时候，忽视其章

程、细则和政策。如果教会未能更新这些文件，后来就会有人诉诸

于这些文件，干扰整个架构。思想敏锐，深入思考圣经和神学的人，

必须在重新安排治理文件方面起带头作用。

当然，会众对改变的认同也必不可少。绝不可把多位长老带领

强加在教会身上。相反，牧师应当通过教导会众，听取他们的评论

和问题，来促成教会治理模式的平稳过渡。

教会的例子

●                这真的行得通吗？

●                教会如何能过渡到多位长老带领？

当评估这份对多位长老带领的学习内容时，可能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这真的行得通吗？因着今天实用主义带来的错误影响，许多

人没有依靠神的话语，因为他们担心神的话语“行不通”。虽然出

于实用主义的考虑绝不可驱动我们的生活实践，但多位长老带领确

实在教会生活中非常有效。② 第二个问题与实际相关：我们如何

能过渡到多位长老带领？接下来几章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些已经历

过渡到多位长老带领的教会，它们的故事会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②     关于实用主义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请见我的文章，"The Pastor and 
Church Growth：How to Deal with the Modem Problem of Pragmatism”，收录于
Reforming Pastoral Ministry: Challenges for Ministry in Postmodern Times, ed. John 
Armstrong (Wheaton, IL. Crossway, 2001), 2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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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会不仅仍然存在着，让人看到这过渡是如何实现的，而且在

它们身上会发现长老带领的果效比预料的要更好。

从牧师会议到长老

我在这一章前面提过的杰夫·诺比利特，是一位坚持解释圣经的

人，他用八周时间根据提摩太前书第 3 章和提多书第 1 章讲关于长老

资格和角色的主题，以此开始过渡到合乎圣经的长老带领的过程。他

强调资格，没有马上纠结于具体的称谓。后来他想到“长老”这称谓

可能会吓坏这家浸信会教会，他就带领教会投票提名一些人成为“牧

师会议”的成员。虽然如此，牧师会议成员的资格和角色很清楚就是

新约圣经长老的资格和角色。除了其他责任，牧师会议的责任还包括

为人事、财务和长期目标制定计划。在提名一批人之后，诺比利特遴

选候选人，呈上一份精简后的名单供教会确认通过。

在整个过渡时期，会众强烈支持，并且特别欣赏牧师和教会其

他领袖之间新的彼此督责。牧师会议期望诺比利特牧师带领，看他

是“在平等的人当中作头的一位”。经过一段时间，牧师会议这说

法取消，教会采用了“长老”这称谓。诺比利特反思这一切，告诉

我说，长老带领在他所在的教会真的“奇妙有效”。他说他们继续“努

力确保长老合乎圣经资格”，如果一位长老未能保持长老应有的品

格和行为，教会就会要求他退出服侍。

讲道、祷告和依靠主

安迪·戴维斯（Andy Davis）接受呼召担任北卡罗来纳州德罕

市第一浸信会牧师时，他知道带领教会朝向合乎圣经的方向改革将

会是一件难事，但他当时并不知道事情实际会有多难。他在 1998 年

到教会时，发现教会有五个“权力点”。第一，牧师和专职人员负

责开展具体事工。第二，执事要协助牧师完成教会的任务，一些执

事确实在这样做，但其他执事把教会的权力和金钱紧紧抓在自己手

里。第三，行使权力的这同一批执事也在控制不同的教会委员会，

从而控制了教会的各项事工。第四，一个由广泛的委员会主席组成

的教会委员会每月聚会，控制管理教会生活的政策。第五，教会全

第三部分：从理论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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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本应拥有最终的权柄，但一般来说，他们会听从几个关键人物带领，

这些人控制财务和其他政策。

戴维斯牧师观察到一些执事并不具备提摩太前书第 3 章描述的

资格，而这些执事紧紧抓住权力不放，他就开始教导教会中合乎圣

经的权柄指的是什么。其中一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在教会当

中性别角色和权柄的问题。当时执事在会众之上行使权柄，而不是

按新约圣经教导的那样去服事，而且教会兴起了一场运动，要让某

一位女士进入执事会。按照执事目前在教会中所起的作用，戴维斯

认识到这等同于拒绝圣经关于属灵权柄的教导，因为保罗说，教会

中像长老一样的权柄应当由男性掌管（提前 2:2）。教会中有几个人

强烈地反对戴维斯的教导。有一次，一位女士在特别召开的祷告会

上祷告说：“神啊，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现代人，我们并不需

要做圣经讲的一切！”这位女士的祷告实际上揭示了教会的根源问

题：一些核心领袖并不在乎圣经教导什么。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愿，

而不是基督的心愿塑造教会。

戴维斯担任牧师三年后，提出动议修改教会关于执事的细则，

让这职分变得更符合圣经。反对声浪很高，在周三投票前，戴维斯

周日讲道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那些人对他的深仇大恨。事实上，

在那特别的周日早上，那些争议让他觉得身体虚弱，几乎无法走路。

在晚间聚会前他要回家恢复体力之时，一位敬虔的教会成员建议他

读诗篇 37 篇。戴维斯听取了这个忠告，发现这篇诗篇是从天上而来

医治的膏药。他解释在默想这篇诗篇期间发生的事：

    在用诗篇 37 篇默想和祷告的那段时间，让我在不到一个小

时的时间内就改变了看问题的角度。我立刻就明白了在那达至高

潮的周三晚投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反对我修改细则的那些大有

势力之人的阴谋和策略会在短期取得成功，但教会在长期要变得

健康。我们会输掉小的战役，但会赢得整个战争。
③

③   这段引文以及该部分讨论的整个故事是摘自 Andrew Davis, “The Reform 
of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Durham,”九标志期刊，2011年11/12月，卷8，第6号，
https://www.9marks.org/article/journalreform-first-baptist-church-durham，
2011 年 11 月 18 日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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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所料，在这次事务会议上教会挤满了人。在出席的人当中，

有四分之一的人是戴维斯从未见过的。172 票对 125 票，反对方赢得

投票，他们认为这对戴维斯的事工将会是致命打击，但事实却恰恰相

反。他在接下来的周日回到讲台，继续他的罗马书系列讲道，带着喜

乐的决心深信神已经呼召他服侍这间教会，最好的日子还在前面。

在教会中开始看到一种对所传讲的神话语的奇妙回应，而且神把

新成员规律地加给教会。在修改细则失败后一年，戴维斯再次提出相

同提议，但这一次结果却彻底改变了。170 票对 120 票，支持教会遵

从圣经的权柄。那些失去对教会的控制权的人离开了，又有新人带着

对教会权柄的接纳和对主耶稣的顺从加入进来。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戴维斯牧师在教会治理改变后对发生的事进行了反思，从一个

独特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转向接受多位长老带领：

    那是在 2002 年。在接下来几年间，我在第一浸信会的个人

影响力上升到一种潜在不健康的程度。许多留下来的，也在教

会非常活跃的人极其支持我、我的讲道和我的带领。他们要竭

尽所能祝福我和我的家人。一开始这非常鼓舞我，从许多方面

讲依然在鼓励着我。但我开始意识到，如果只凭借我的恩赐和

局限来主导教会的带领和方向，那么第一浸信会就绝无可能达

到圣经所说多结果子的高度。接下来这几年主要是疗伤、享受

美好的敬拜聚会和稳定增长的时间，但我知道我们的教会治理

非常需要改变。有一次，教会的一位平信徒领袖对我说：“安迪，

你在教会中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但要小心如何使用它！”

因此，我把这“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与一种新的、合乎圣

经的教会治理，就是多位长老带领作了交换。有超过一年时间，

选出来的一群执事及其他平信徒领袖和我开会，制定新的章程

和细则，把多位长老带领放在教会带领架构的中心位置。然后

我们在这个题目上做了大量教导工作，面向全教会开了三次不

同的“议事厅会议”型的问答会。我们的改变非常缓慢和谨慎，

到了第三次开会时，感觉就像会众在说：“已经够了！我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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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我们准备好可以投票了。”

当要投票改变第一浸信会整个治理架构时，超过 90% 的人

投了赞成票。接下来要投票通过五位平信徒长老，他们都得到百

分之九十五或更高的赞成票。在我办公室的书架上，我把长老选

举的选票和 2001 年那次失败的修改细则投票的蓝色选票摆在一

起。它们有形地让我想起基督在第一浸信会做成的这奇妙的教会

改革旅程。
④

戴维斯牧师的故事向考虑过渡到多位长老带领的人提出一个至

关重要的问题：教会是否接受和服从圣经的权威？忠心讲解圣经，

常常祷告，依靠神，这让一间教会能够迈向多位长老带领，而没有

这些基本的操练，改变就不会发生。

我自己的故事

从零开始制订教会的治理模式，这是植堂工作的一部分。我从

1987 年开始担任位于田纳西州孟菲西市郊区的南伍德浸信会创立牧

师。教会正式建制成立于 1988 年 1 月。因南伍德浸信会并没有需要

保护的会众制历史或传统，建立教会治理模式的做法就与刚刚描述的

其他教会不同。带领教会的工作从一开始绝对就是落在我的肩头，但

我很快建立了“指导委员会”，帮助指引新的群羊趟过在教会发展过

程中时而要经过的“浑水区”。指导委员会帮助做决定，提供短期和

长期计划。很快我们就意识到架构松散的教会治理模式在将来可能会

出问题，因此我们成立了“牧师会议”，作为过渡到一种持久性教会

架构的中间环节。牧师委员会由七位了解会众属灵情况的男士组成。

委员会和我开始长时间查考讲到教会带领、架构、做决定，以及任何

可能塑造教会治理模式的圣经经文。我们尝试带着尽可能少的偏见来

看待教会的架构，好让我们可以更好把握圣经为教会设立的方向。我

们所有人都是长期的美南浸信会人士，因此都非常熟悉教牧权柄、执

事带领、会众制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自治教会不同的表现形式。

每一个人都明白，一些问题是浸信会教会架构的通病，这些问题我们

④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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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尽可能避免。我们的圣经之旅持续了大约一年半时间，我们做了

大量的读书笔记，共同得出结论。这为长老带领打下了基础。

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要做的远远不只是告知会众我们提议的

架构，会众和我们一样需要有机会学习。因此我在星期天晚上开始

了为期三个月的系列查经，讲论我们牧师委员会已经查考过的每一

处圣经经文。我不仅努力解释经文，也把它们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处

境当中。这些查经常常穿插有问答时间，帮助我们的成员克服困难，

用圣经真理回应传统的问题。在完成这次学习之后，会众投票，一

致同意实行长老带领。虽然投票全体通过，但在这过程当中，也有

几个家庭因不认同长老带领而离开。最后，这一改变经过整理形成

了一份新的《政策和程序手册》作为教会的细则。

我发现，建立多位长老带领是加强我的事工和确保教会稳定的

最重要一步。我们并不是每走一步都平稳顺利。起初这一群长老中

的大部分人在教牧带领上都还不够成熟，但会众依然尊重这些长老，

而这对于长老能提升教会的事工很有帮助。会众越来越成熟，主兴

起其他人取代一开始的长老，让我们今天有杰出的长老团队带领教

会。我有幸与这些人并肩工作，带领我们教会的事工，训练全体教

会参与服侍。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教导，一起分享我们的喜乐和重担，

彼此交账负责。不同个性、恩赐、力量、甚至弱点的组合，继续磨

练我们这些属灵领袖。在我们长老团队和会众之间培养出来的信任，

成了需要保护的宝贵财富。我常常提醒我们的长老，能给我们教会

造成最大伤害的，莫过于因着我们属灵生活或履行职责时粗心大意，

而导致彼此间的信任遭到破坏。

反思

●         请描述你自己教会的教会治理。 

●         你的教会在哪些方面与多位长老带领相一致，或相冲突？

●          多位长老带领可以如何改变一间地方教会的动态关系？

●          过渡到多位长老带领时需要考虑哪些关键问题？

第三部分：从理论到实践   第十五章  考虑过渡到长老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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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演变，而非革命

那位聘牧委员会的成员告诉我：“我们只要一个传讲神话语和

爱我们的人。”

我回答说：“不，你们不是这样想的。”

另一个人问我：“你刚才说什么？”以为他肯定听错了。

“我说，‘不，你们不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你以为这就是你

们要的，但实际上你们要的更多。你们希望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保持

原样，而你们不喜欢的就让新的牧师去改变。至于所说的‘传讲神

的话语和爱我们的人’这句话，你们要的是以某种方式传讲神的话语，

还有以某种方式被爱。”

这是喝咖啡时的谈话。六位聘牧委员会的成员在询问我关于一

位朋友的事情，他是他们教会下一位牧师候选人。我不是刻意想作

人眼中的梁木（这是很自然出现的问题），我是想帮助他们察看，

过渡到下一位牧师会有什么感受。

聘牧委员会和订婚的人并没有两样，令人费解的是，他们都不

想看对方的缺点，只要看到对方头上被想象出来的光环。我要这群

敬虔、好意的男男女女进入这过渡期时睁开眼睛。所有过渡都是艰

难的，特别是如果这新家伙是要接替一位长期任职、广受欢迎的牧

师（“他能与他相比吗？”），或者要接续一长串失败的牧师（“会

众真的会信任他吗？”）。

接下来的建议要帮助你们这些准备重新塑造你们教会带领架构

的人，无论你是一位新手牧师，还是一位有经验的老手。具体来说，

我要鼓励你们在开始过渡时考虑不同的群体。

会众

首先，考虑会众。如果你是让带领或教会治理朝着一个新方向

发展，比如确立多位长老带领，现在就要预备自己面对可能会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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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离开的局面。人离开教会的原因总是各种各样，但一些人肯

定是因为领导架构发生重大改变而离开教会。如果你以不会做出让

任何人离开的改变为前提，那么你就绝不可能做出任何必要的改变。

当你看到有人要离开，留意他们离开的原因会对你有帮助。我

们很少看到每一个人为着同样的原因离开。在我所在教会的治理模

式改变之后，我们马上看到有不到十几个人离开，但他们离开的理

由都很不一样。换言之，那些离开的人也是不能一起去建立另一间

教会。

也要做好准备，你会听到离开的人对你说不客气的话。但不要

认定他们是代表大多数人。我还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到，在教会里不

高兴的人往往侃侃而谈，而高兴的人则不会。我开过太多的委员会

会议和教会会议才总结出这一点——大多数人听某人愤怒唠叨时表

现得有礼貌和愿意迁就，但之后他们会投票反对那些一直霸占麦克

风的人。

也要记住，你要建立的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架构有助建立你展

望的健康教会。你是在为尚未谋面的人建造教会，将来的教会成员

不会知道你做了什么要帮助他们，但他们肯定会因你的智慧、顺服

和坚忍受益。

专职人员

第二，请考虑专职人员。教会专职人员能决定向合乎圣经的教

会治理过渡的成败。为什么？非常多教会专职人员看自己是教会实

际的领袖。他们做所有工作，掌握所有信息，认识所有人，能动用

所有资金。但大多数教会专职人员都不够符合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

所讲的合乎圣经的教会领袖资格。我见识过好说闲话的秘书散布谣

言的速度甚至超过脸书，还有商业老板们牢牢掌控教会财务。

因此，要成功过渡到一种“长老 - 执事”结构，这可能需要更

换一些教会专职人员。至少，要明白真正的教会领袖是哪些人。我

还记得在我们选举长老之后，狄马可偶然会打断教会专职人员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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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说：“这议题是长老要谈论的，我们在这里不做讨论。”至关

重要的是，每一位教会专职人员都要明白他们是为了执行长老的指

示，而不是为教会制定方向。

执事

第三，要考虑执事。如果你的教会正在从“牧师 - 执事团”模

式过渡到“长老 - 执事”模式，这种过渡对从前的执事团来说可能

就是难以接受。这些人从前至少有一定权柄，而现在这些权柄授予

了长老。另外，执事很有可能正从之前每月开会一次的审议群体，

过渡到要花整周的时间察看教会实际需要的个体。书面的工作描述

可能有助于确保每个人知道对自己应该做的事，减少抢地盘的冲突。 

根据我们的经验，较为年长的执事会失去一些权柄，这些权柄

给了年轻的执事和在圣经方面更坚定的长老。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非常重要的就是尊荣那些较年长的执事，为着他们服侍的年岁敬重

他们，即使他们不是每件事情都做得正确。

长老

第四，请考虑长老本人。当国会山浸信会设立我们这些第一批

长老时，全职长老和带职长老之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摩擦。问题的

核心在于谁能得到信息。全职长老每周有大量时间在一起，很自然

在商讨解决问题，而带职长老要忙于工作。在早期长老会议上，当

这两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带职长老发现自己对议事日程是什么还

不知道，更不用说有时间祷告、周全思考所要做的决定，他们就被

催促要做决定。

我们纠正了这状况，要求议事日程上每一个项目都要有预先写

成书面形式的备忘录。长老会主席要确保这些备忘录要整理好，在

每次长老会议前大约一周发给全体长老。这额外的行政步骤对带职

长老很有帮助，也帮助长老团的合一。它也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强

迫那些说话唠叨的弟兄能简练地以备忘录形式写下自己的想法。

在会众眼中，一个新成立的长老团若专注于成员关怀，很可能

                                                     第十六章  演变，而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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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马就有成效。长老们很容易去督理新成员班，成员面谈，成员会

议和教导教会。如果一个新近成立的长老团显示出在这些领域忠心

服侍，他们很自然就能积累威信。

主任牧师

最后，可能对主任牧师来说，向长老过渡是最艰难的。他从在

金字塔顶端转变为多人中的一位。他要从“一锤定音”的地位转变

为“平等中的首位”。因此，你这位主任牧师进行过渡时请考虑以

下问题：

分享权柄

身为主任牧师，你是蒙神呼召将自己交托给其他长老，耶稣把

他们作为恩赐赋予教会，为的是造就和强化基督的身体（弗 4:11-
12）。但你可能会说：“这些人不像我一样接受过神学装备，不像

我一样有经验。”没错，但如果他们满足了资格要求，由教会设立

担任这职分，那么他们就受到了足够的装备，有足够的经验。你可

以说，如果他们对耶稣来说足够好，那么他们对你来说也该足够好，

因此要信任他们，顺服他们。相信圣灵会通过他们动工，让教会得

益处。与他们分享你的权柄，成为服在权柄之下的榜样。

分享讲台

另外，分享你的讲台和其他教导机会，求主进一步培养其他长

老的教导恩赐。你需要愿意给人机会尝试、失败、接受批评、再尝试。

人要作长老服侍，就必须善于教导（提前 3:2），但这并不意味着他

没有成长空间。请思想，如果有多位弟兄，而不是仅仅一个人能忠

心传讲神的道，你所在的教会就会变得更加富足。 

第一年的时候

如果你是主任牧师，就应考虑主持一开始时候的长老会议，让你

可以确保长老的工作，而不是执事的工作，占据太多你们一起开会的

时间。行政事务会想方设法渗透进入每次长老会议的议事日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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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自己从一开始就计划好时间，用于祷告、读经、成员关怀

和神学讨论。优先安排这些方面的工作，优先于教会预算和教会设施。

如果在开会方面建立起了好习惯，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能把主席的位

置让给其他人，使你有自由做其他事，也腾出空间让其他长老带领。

首先发言

如果你是主任牧师，请考虑让每一位长老先发表他们的看法，

然后你再发言。如果主任牧师首先发言，这就会压制对话。主任牧

师最好是听其他长老弄清楚情况，在这过程学到功课，只有当他们

得出的结论在神学上是错的，或在教牧方面不周全的时候才施行干

预。

演变，而非革命

迪克·卢卡斯（Dick Lucas）是一位福音派圣公会人士，以他有

三十七年时间担任伦敦的圣海伦毕晓普门教会的教区牧师而著名。

1998 年他在结束侍奉时对他的继任人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

说：“威廉，你要考虑的是演变，而不是革命。”请留意卢卡斯牧

师是如何认定改变一定会发生。尽管过去近四十年的尽心服侍，按

任何标准评估都非常成功，卢卡斯却不想让侍奉冻结起来，原地踏步。

他认定改变会发生，只是在讲改变的速度的问题。

因此，考虑一下你向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的过渡。考虑你的会

众的承受力，然后考虑演变。

                                                     第十六章  演变，而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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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这事能做得成吗？

过渡到长老带领

一家大型的美南浸信会教会牧师联系我。他想讨论从牧师和专

职人员带领过渡到长老带领这种教会治理的问题。他说：“我需要

决定值不值为这件事牺牲。”他明白，在传统的美南浸信会环境当中，

对于过渡到由长老带领的教会会产生联合的反抗。

他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担心的人。许多牧师和教会领袖在开始明

白圣经对教会带领的教导时，也在认真思考同样的问题。一些人匆

忙开始这过程，没有打下正确基础，结果带来很大的教会冲突，最

终牧师被开除出领导层。那么应如何开始这一过渡呢？

慢慢开始。这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带领形式、决策模式和融入教会生活当中的习

惯很少有能很快改变的。所以如果你开始这过

程，就要慢慢行动，尽你所能确保善始善终。

         短期的牧师任职并不能建立起将一间教会

转变成合乎圣经的治理模式所需的信任。会众

需要时间接受一位牧师关于教会本质、信徒与

教会的关系、领袖的权柄和责任、教会的合一

以及其他与新约教会相关教义的忠心教导。教

会论教导的基础，是圣经的默示，神论，基督

的位格与工作，救恩论，以及圣灵的位格与工

作。忠心解释神的话语使得牧师可以在他年复

一年讲解整本圣经各卷书时教导其中每一条教

义。只有当教会开始按照圣经思想问题时，长老

带领才会可行。

我推荐用以下过程建立教会中的长老带领。

这种进路可以按照个别处境加以改变，但请注

   评估阶段

●           评价
●            学习
●            探查
●            总结

   说明阶段

●           讲解
●            讨论
●            确定资格

   实施阶段

●           祷告
●            筛选
●            按立长老
●            参与

       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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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完成该过程有可能要用至少十八个月到三年时间，也许更久。我

把这过程分成三阶段。

评估阶段

首先是评估阶段。评估时你要评价你目前的教会治理，学习圣

经对教会带领的教导，探查了解与你同工的其他领袖对这些问题的

认识发展得有多深入，用一份简明易懂的文件总结你的新立场。

评价

首先，评价你目前的教会治理。在你教会当中作领袖的是谁？他

们的称谓叫什么？他们发挥什么作用？例如，你的教会可能存在以下

任何的组合，包括执事、管家、理事、会议成员、教会会议、教师、

小组长、委员会主席和专职成员。花时间评估目前每一位带领人的角

色、品格和恩赐。有哪种标准已经在评价这些带领角色？有多少人真

正显示出敬虔的领导力？谁看起来只是享受这一头衔和别人的认可，

却没有表现出自己是可靠的仆人式领袖？谁比较受教？谁表现出了愿

意付上代价做仆人式领袖的心志？谁愿意听取会众的？提出一些困难

又深入的问题，认真反思和评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在整个过渡过程当中，牧师都需要不断寻求主，尤其在开始阶

段为长老立下根基的时候。他需要评估目前的领袖对基本教义的理

解，对属灵权柄的把握，对仆人式领导的委身，以及对不惜代价顺

服教会的主的决心。牧师需要使用他的教导、讲道和训练去填补这

些领域的任何缺口。要做成这一点，就需要一对一或在小组里教导

一些领袖。其他领袖会对牧师讲台上的解经有很好的回应。也要认

识到一定会有一些领袖抗拒领导架构方面的任何改变。牧师必须尽

力温柔地对待反对的人，却仍要忠心坚守神话语的真理。

我推荐牧师把教会带领的核心限定在可管理的一群人身上，邀

请他们一起全面查考所讲到的教会带领、做决定、教会架构、以及

所有涉及教会治理方面的圣经经文。在这样的时候，牧师需要带领

这群人正确按照经文的历史、文法和神学背景解释每一段经文。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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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可能需要以教导基本的释经原则开始。我并不推荐在一开始就使

用论述长老的学习材料或书籍。这应当留到以后。而是要打开神的

话语，让核心领导层看到圣经对教会的说法。在这圆桌对话期间，

基本的解经工具、圣经词典、经文汇编和解经书都会很有帮助。就

经文本身提出问题。记大量笔记供日后使用。带着对遵守神的道的

开放态度，去面对那些明显反对教会目前治理模式的圣经经文。给

参与者留任务，让他们不得不亲自深入挖掘神的道，在下一次开会

的时候报告他们的发现。对彼此开放，避免自我防卫的态势。心中

要记住这目标：带领教会成为合乎圣经的样式。

在这学习过程当中，牧师可能变得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正

在带领教会考虑对架构做出重大改变。如果教会领袖更关注的是保

住他们的位置，而不是顺服圣经的启示，牧师可能就会遇上艰难的

时候。然而他必须采取最积极的方式，强调他顺服主，并要带领教

会顺服主的愿望。牧师必须忍耐且坚定，认识到太过坚持自己对经

文的解释可能会适得其反。在这时候，牧师和其他带领学习的人必

须亲身示范新约圣经通篇描述的敬虔带领的榜样。盼望主转变人心，

并愿意等候主的时间。

学习

评估阶段的第二步就是更深入的学习。首先，查考一些在总体

方面讲到带领的旧约圣经经文。圣经有大量的好的和坏的带领的例

子，但要记住，以色列的国家结构并不等同于教会的结构。把扫罗

王和大卫王的带领作比较和对比可能对人有帮助。看约书亚记、以斯

拉记和尼希米记中的带领原则，可能

也会有助于学习小组努力处理带领教

会所必需的资格问题。然而，所有这些

例子没有一样能充分解释新约圣经的

教会治理。①

①　我发现金盖茨（Gene Getz）, Sharpening the Focus of the Church (Wheaton, IL: Victor, 
1984) 对人很有帮助，指出许多可供查考的经文。Gene Getz, Elders and Leaders: God’s 
Plan for Leading the Church (Chicago: Moody, 2003) 指出了其他供查考的经文。

查考选自使徒行传的经文
时可用的模板

●                   问题
●                   解决方案
●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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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继续看新约圣经，查考与领袖、带领做法、带领要求、教

会架构、决策、教会生活中的重大危机时刻、以及教会冲突有关的

每一处经文。许多学者不鼓励使用使徒行传作教义的基础，但从中

可以找到教会决策和带领的最佳例子。事实上，使徒行传提供了例证，

说明书信陈述的原则。至少学习小组需要思考使徒行传 1：1-26；

6:1-7；11:1-18；11:19-26；13:1-3；14:21-23；15:1-41；20:17-38 和

21：17-26。为了解经的连贯性，不同的经文应从三方面加以分析：

问题，解决方案和流程。应用这种分析方法，尤其有助于理解初期

基督徒如何做出影响教会生活的决定，领袖如何在与会众的关系

当中发挥作用。学习小组也应思考其他经文，例如马太福音 18:15-
20；哥林多前书 5:1-13；以弗所书 4:11-16；提摩太前书 3:1-16；提

多书 1:5-9；希伯来书 13:7,17-19 以及彼得前书 5:1-5。

认真留意每一处经文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一些经文可能讲的

是具体问题，其解决过程无法复制。在你的学习当中要注意区分，

但要学习其中显明的原则。留意所建立的趋势，这些趋势为所有

教会提供了持久的模式。进行彻底的字词研究，把握第一世纪常

用字词的用法，这些字词可能在今天有不同的意义。对每一次开

会的讨论做详细的记录，提供给学习小组的成员们。鉴于这种学

习的性质，把讨论局限在小组成员内部可能更有用，免得不成熟

的结论在全教会扩散。在领袖们与会众分享他们的结论之前，定

期告知会众，教会领袖在全面查考圣经对教会治理的教导，这样

就足够了。

探查

第三，探查当前教会领袖对教会治理的圣经教导不断改变的认

识和态度。你的领导群体越多参与这密集学习，他们就越可能接受

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模式。领袖需要知道，他们这一方对教会的将

来来说至关重要。出于这原因，很重要的就是牧师不要查考完全部

经文，然后只是把结论塞给小组成员。而是要分派任务，对小组内

部的学习设定期望，帮助他们明白如何使用查经工具进行学习，让

他们去看对理解分配到的经文有帮助的释经书、神学书籍和字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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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具书。在这过程当中，你要门训他们。

我与一个领导小组走过同样的一个过程。虽然一开始有人反对

在浸信会信徒生活中设立长老，但是当他们自己查考圣经，就得出

一种新的更好的结论。他们自己看到圣经教导什么，这给他们一种

拥有感，让他们决心完成这过程。

虽然这样说，牧师总要首先做好自己的功课。无法保证被分到

经文的人都知道如何查考和解释经文，所以牧师必须准备好提问，

做观察，耐心引导小组清楚认识圣经经文的意思。这样做的一个好

方法，就是为每一处经文预备探究性质的问题，例如以下问题：

	 初期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会出现使徒行传 6:1-7 所记载的

冲突？

	 使徒给了教会什么样引导？

	 教会在解决冲突方面有什么责任？

	 经文给到每种类型的教会领袖什么工作优先？

	 是什么问题使得初期教会开始出现治理架构？

	 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环境中存在着同类型的需要吗？

	 我们教会在多大程度上与初期教会的这种模式一致？

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牧师需要反复强调认识和顺服神话语的

重要性。我们常常强调圣经无误，但我们是否努力相信和顺服这无

误的神的话语呢？不管传统或流行观念提出什么要求，我们是否愿

意遵从神的话语？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是

否愿意顺服神的话。

总结

最后，总结你的学习小组在这过程当中及最后的发现。我自己

带领一个领导小组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一次像这样的学习。我们

并不是每周都见面，但我们确实坚持了下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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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记录下我们的发现，最后向会众作了一个简要总结。

我并不建议你把一份关于这学习的长篇文件递给会众，因为大

多数人不会花时间去读。尝试把你的想法总结成一两页文字，也许

为希望更详细了解学习结果的人预备一份更长的文件。在你们已经

做成的事情上，整个领导小组要团结一致。列举充分的圣经经文，

让那些感兴趣的人可以自己查考神的话语。最重要的是，把你对教

会治理的论证要点带回到一个有最终权威的地方，就是神的话语。

你这份简短的总结要成为一份初级读本，激发人提出问题，为

更细致的学习提供指引。这也会成为试验教会是否坚信圣经的试金

石。你可能也要考虑阅读默克尔（Benjamin Merkle）的佳作《长老

和执事四十问》（Kregel，2008），这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帮助人

全面思想相关的问题。

下一步对帮助会众把握神话语的教导来说是至关重要。 

说明阶段

评估阶段之后是说明阶段，在此阶段你向教会讲解相关的圣经

经文，带领他们讨论这些经文如何应用在你们教会当中，公开明确

长老职分的资格。

讲解

首先，向教会传讲圣经。解释圣经总是带领改变的最好方法。

忠心解释圣经的人不是把一组经文串在一起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是

把一处圣经经文解开，将它展现出来，好使会众能按经文的上下文

理解经文的信息。传讲领导小组努力查考过的经文会很有帮助。我

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周日晚上进行过这样的讲道，讲道后经常开放

有对话的机会。我会提前公布领导小组已经查考过的这些经文，现

在我要向全教会陈明我们对这些经文的理解。领导团队同时也在场

回答问题。

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并不能为过渡立下根基，因此要用多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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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彻底讲解每一处经文就用多少时间。要认识到在许多情形里，教

会成员可能从未听过“教会治理”这一个词，认为“长老”只属于

长老会。因为可以以经解经，牧师就需要指出他摆在会众面前这一

系列经文之间的联系。

一些牧师可能会发现，一个短的使徒行传系列讲道，暂停一下，

再接上一个保罗书信的系列讲道，就可以让会众有时间更充分地吸

收圣经的教导。查考提摩太前书第 3 章和提多书第 1 章讲到资格的

问题，让人看到这些长老是在人群当中代表福音。解经是最好的方法，

解开经文的上下文，帮助会众明白初期教会的架构是如何在会众生

活的熔炉中发展起来的。

讨论

接下来，在全体会众当中促进公开的讨论。领导小组的总结文

件有利于在讲道系列之后促进讨论，不过每一位牧师需要按着他自

己所处的环境决定怎样做最好。如果来听系列讲道的人不多，接受

度不高，我不建议你进入讨论阶段。在这种情形里，教会可能还没

有准备好，而强加入讨论的环节可能会导致无谓的冲突。因此，前

提是一切进展顺利，再请会众阅读总结文件和其中讨论到的圣经经

文。邀请成员把问题带到会众论坛上来。

找一个时间将全体会众集中在一起，讨论领导小组的结论，以

及讲道的内容。用开放和诚实的态度面对神话语的教导和教会目前

实践之间的差异，这要有助填补认识的鸿沟。总要回归圣经，以圣

经作为最高权威来实行改变，小心不要对前任带领进行人身攻击。

尽可能回答足够多的问题，如有需要，可以召开多次对话会议。

牧师和学习小组成员回答会众问题后，恳请教会将合乎圣经的

教会架构作为自身的治理架构。要做这样一个决定会涉及修改或删

除教会目前的章程、细则、政策手册或其他治理文件。有一些人，

特别较年长的成员，认为教会章程是神圣的产业，因此改动章程可

能激起民愤。如果你的领导团队有较年长的成员，能带着欣赏的态

度讲到过去，同时又支持为了将来而顺服，那么你就有福了。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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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领袖在发起改变方面需要显出谦卑和忍耐，要认识到一些人

可能还无法跟上。

牧师和带领团队学习小组需要根据小组对圣经的理解制定教会

新的治理文件。这份新文件需要会众认可。绝不可给会众留下一种

被强塞了一份文件强求他们接受的印象。给教会成员时间去消化新

文件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会如何改变教会生活。当然治理文献

的一些细节可能比较含糊或者没有解答，但坦诚面对不确定的事，

这会让会众更有信心相信领导层最大的愿望就是顺从神的话语，相

信教会的主会祝福他们的顺服。

资格

在过渡到长老带领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阐明圣经对教会

领袖的资格要求。如果会众清楚明白对长老的要求，他们会更尊重

长老群体。讽刺的是，一些教会匆忙地过渡到合乎圣经的长老带领，

却不够重视或忽略了圣经对长老个人的资格要求。如果教会过渡到

长老带领，但却按立了一些不符合圣经资格的人，这会出现更大问题。

因此在这方面要殷勤且正确地引导教会。

可以通过以下步骤陈明圣经的资格（提前 3；多 1；彼前 5）：

首先，在讲台上讲解圣经。在这一点上周日早上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会有最多成员到场。主日学是教导这主题的另一个很好场所。

打印出来的材料可能也比较有帮助。目标就是让全教会知道对长

老和执事的期望。明白了圣经对长老的资格要求，这不仅有利于

会众督责长老，也可以阻止动机不正或在其他方面不符合资格的

人追求成为长老。

在你开始这一教导时，一些正在作领袖服侍的人可能不符合圣

经资格。除非他们生命中的骄傲已经被对付，否则这样的人可能起

来反对严格的圣经标准。把他们的抱怨带回到神的话语面前，以神

的道作教会纠纷的最后仲裁方。教会的勇气会在此受到考验。

你应该设立多少位长老？为任何教会强行定下长老人数，这

第三部分：从理论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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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众的灵命成熟度。一些

教会开始时候建立起一个比例体系——规定一位长老服侍成员的

人数。不管确定的是人数还是比例，都要强调质量过于强调数量。

更好的是，在开始的时候先有较少的一批合乎资格的长老，而不

是用不符合资格的人充数。在教会成熟之后，长老可能推荐定下

长老的人数，限定他们的服侍期限，建立一种轮转体系，为了使

他们持续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最重要的是持守住圣经对教会领袖

设定的标准。

实施阶段

完成说明阶段之后，你可以推进到实施阶段。在这一阶段，你

需要全教会一起祷告，筛选潜在的长老，设立新长老，让他们参与

到全方位的教会生活当中，以及回顾圣经对长老的教导。

祷告

在挑选长老之前，请全教会一起祷告。挑选一群人担任属灵领

袖服侍教会是很关键的一步，会对教会整体生活带来冲击。教会成

员必须认识到这一决定的严肃性，以及他们自己在当中要发挥的作

用。集体寻求主的指引会强化这种认识。教会也必须清楚，仇敌会

企图破坏他们遵从圣经教导的计划。因此要保持警惕，呼求教会的

主指引每个步骤和决定。

挑选合乎资格的人成为长老非常重要，这个过程绝不能草草了

事。如果牧师和领导小组确定，教会目前没有人合乎担任长老的资格，

那么就必须继续教导、培养、训练和祷告，直到教会能设立合资格

的长老。

筛选

每一间教会在缩小长老候选人范围时都必须制订一个最切合自

己情况的计划。在某些情况下，主任牧师可能会选定最初的一组长

老候选人，然后带领他们经过筛选过程，这和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

次宣教旅行中设立长老的方法可能非常相似（徒 14:23）。一旦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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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建立起来，这些长老就可以带领提名后续长老。②

狄马可使用一种四格法帮助评估长老候选人。

（1）核心的基督徒关注点 （2）独特的神学关注点

（4）爱会众 （3）独特的文化关注点

（1）左上角的格子表明的是核心的基督徒关注点，包括：忠

心的基督徒见证，清楚阐明福音的能力，稳定与基督同行的生活，

前后一致的基督徒品格，以及坚固的家庭生活。提摩太前书第 3 章

和提多书第 1 章列出的明显特征也适用在这方面。

（2）如果一个人在这方面表现出忠心，那么也必须考虑他独

特的神学关注点（徒 20:28-31）。右上角这一格讲的是一位候选人

对教会教义陈述的立场，以及他对信仰的把握。他能按照圣经清楚

地说明教会在洗礼、敬拜、传福音或教会治理方面的立场吗？

（3）候选人已然表现出了在神学对话方面的悟性和能力，右

下角这一格就来评估独特的文化关注点，目前在影响教会的有女性

在教会的角色，或教会增长运动对教会造成的影响（多 1:9）。

（4）最后一个四分格关注的是长老候选人对福音和神学的认

识是否能转换成对会众的爱（彼前 5:2-3）。是否有证据表明他真正

爱基督的身体，愿意服务和服侍教会？ ③

在其他教会，教会成员提名供考虑和筛选的第一群长老候选人。

主任牧师作为一位长老，必须在这上面起带头作用。他可以邀请其

他两三位敬虔的男士帮助他完成这过程，甚或在筛选过程中请另一

间教会的长老来监督自己。 

②　这是在任何类型的宣教处境中开始长老带领的最可行方法。假定教会
刚刚成立，并不熟悉圣经，宣教士就需要认真评估潜在的长老候选人，尽
可能多地把时间投资在训练他们这件事上，然后把带领的缰绳转交给代表
教会的长老。在长老带领的早期与他们保持联系，继续训练他们，这对教
会的将来来说是非常有价值。更详细的做法请见第 21 章。 
③　与狄马可，华盛顿特区国会山浸信会主任牧师的一次电话交谈，2004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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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们的教会习惯了会众制治理，在我讲完圣经对长老的资格

要求之后，就请会众提名他们认为合乎资格担任长老服侍的人。我

提供了一份简单的表格，问推荐人是否已经阅读并认同提摩太前书

第 3 章和提多书第 1 章圣经对长老的要求，推荐人是否相信被提名

人按此基础合乎资格。然后请推荐人写下简单说明，解释他 / 她为

什么提名此人担任长老职分（我们对执事也同样处理）。解释内容

能够说明被提名是基于被提名人的受欢迎程度，还是基于他的仆人

心志。

提名工作持续了两周，牧师——以及任何事先选好协助的人

——要把被提名人的范围缩小。一旦建立了长老团，他们就要承担

这责任。一些被提名人可能因着牧师了解的生活情况而被排除。家

庭因素、个人习惯或其他领域的问题，可能让被提名人失去资格。

牧师然后要把不符合资格的被提名人从考虑名单上除名，不公开宣

布他们的提名情况。

会众需要了解筛选候选人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需要完全保密。

在第一批名单的范围被缩小之后，牧师就要亲自联系每一位被提名

人，确定他是否愿意继续筛选长老的过程，如果得到认可，是否愿

意服侍。表明圣经的标准看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缩小提名范围。即

使一些在开始时候接受提名的人，在思考这职分的严肃性之后也可

能自行退出。我自己教会的做法，就是对被提名人的名单保密，这样，

如果一位被提名人不符合资格，也不会出现公开尴尬的情形。

接着，要求同意接受提名的人完成一份全面的教义问卷调查。④

被提名人要写下他自己如何被归正，以及他个人与基督同行的情况，也

解释他对福音、教会、以及长老角色的看法。他需要研究教会的信条并

要完全认同，或指出任何不认同的方面。被提名人也需要按照圣经对长

老的资格要求来评估自己，说明他的家庭生活，以及他与妻子儿女的关

系。他也需要解释，如果被选上，他为什么要作一位长老服侍，他会如

何努力带领会众。

④　见附录的一份调查问卷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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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问卷调查需要被认真对待，因为它要求被提名人把他所信

的以书面形式写下来，这也能反应出他是否是一位能清楚说明基督

教信仰和基本教会论的教会领袖。这份问卷可能会揭示出与被提名

人相关的隐忧，需要加以调查。或者因着他在问卷调查中坦白承认

他与基督同行出了问题，或对基督徒教义缺乏认识，这就会取消他

服侍的资格。 

我想提醒和鼓励你们善用筛选的过程。虽然一些候选人可能目

前并不符合资格担任长老服侍，但更多操练或培训可能帮助他们在

将来合乎资格。因此，对显出有潜质将来可以担任长老服侍的人，

教会要培养他们，帮助他们灵命成长。

在满足最初的筛选和问卷调查的要求之后，一位被提名人应与

长老委员会会面。在一开始，一位牧师可能需要请求与本教会同心

合意的教会的牧师帮助，向候选人提问。但是一旦教会确立了长老，

调查委员会就由教会自己的长老组成。调查委员会需要阅读每一位

被提名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提出与候选人信心确据、个人灵命操练、

对教义的认识，以及教会观相关的问题。调查委员会严格要求会帮

助预备被提名人担任长老服侍，因为他担任长老后，教会会要求他

回答关于教义和教会生活的问题。整个调查阶段绝不可只是形式主

义走过场。事实上，这阶段可能会暴露出此人家庭生活，或与基督

同行，或对教会看法的问题，很有可能他随时会被取消资格。

一旦被提名人通过一开始的筛选、问卷以及调查委员会的询问，

就要向教会公开他们的身份。筛选的最后一关在于教会。在我的教会，

这时我们给会众两周时间对提名提出质疑。教会要求成员用书面形

式表达任何担忧的地方，把这些交给牧师，然后牧师与教会成员一

道讨论对这被提名人的担心。如果证明是无关紧要的，提名依然有效。

如果担心是有道理，那么会请被提名人将他的名字撤回，不再继续

接受考虑，直到问题解决。在两周等候期之后，教会需要通过投票

或确认批准每一位长老候选人。

在整个过程中，领袖们应当守住在圣经标准上的底线。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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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持守圣经，教会会越来越尊重他们。即使在教会确立长老之后，

也必须定期查看圣经的标准。

按立长老

一旦你的教会确认了第一批长老，就应当正式按立长老。按立

过程让长老和会众有机会证实神在领袖和会众身上动工。按立意味

着一个人得到认可有资格担任这一圣经职分，被分别出来忠心服侍。

按立的过程也应该被用来挑战教会为长老祷告，督责他们，并

跟从他们的带领。长老本人应当受到挑战来忠心教导神的话语，用

智慧引导教会，牧养神的群羊，为所有人作跟从的榜样。按立仪式

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表明教会治理的圣经根据，以及它是如何

影响教会的。可以考虑使用类似马太在 12 章提到的宣誓的做法，让

新长老宣誓。

参与

新长老应接受培训，学习如何在日常教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可

以在特别的周末退修会，甚至在惯常举行的长老会议上进行这种培

训。因长老职分对教会中许多人（包括新长老他们自己）来说可能

是一件新鲜事，我们不应想当然以为新的长老会完全明白摆在他们

面前的任务是什么。培训是必不可少的。

长老应当参与到教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来。证明有讲台恩赐的

人要蒙召讲道。其他人会在牧养关怀、行政或带领敬拜方面表现突出。

所有长老都要参与到教导的不同领域当中。一些人会有辅导的恩赐，

可能需要带领教会生活的这个方面。在传福音方面特别有恩赐的人

要站在这部分教会事工的最前线。因长老要牧养神的群羊，所有长

老都需有意识地参与门训全体会众的工作。在解决问题方面，长老

们是教会中的最佳人选。

当长老们一起服事的时候，他们会对彼此的恩赐和优缺点有很

好的把握。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教导上同样出色，或者在辅导和行政

方面恩赐相当，因此，在特定领域得了恩赐的人，就需要被引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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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可以贡献力量的领域发挥最大的作用。

回顾

牧师应当计划至少一年一次用某种方法教导长老的事工。会众

——新老成员——都需要被提醒，认识长老带领的圣经依据。同样的，

长老本人也需受到公开挑战，按神为他们设立的标准接受督责。

反思

●         你可以采取什么步骤评估你所在教会目前的带领？ 

●        你是否看到目前服侍教会的人当中，有哪些看起来具备作为长

老所必需的资格？

●          你可以如何在教会中传递多位长老带领的需要？

●        请说明在你自己处境当中挑选和筛选长老候选人的可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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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回避改变的试探？

你刚刚看完的那一章标题是“这事能做得成吗？”回答是“能！”

这整本书就是要从圣经和实际角度回答那个问题。 

但我要快快补充一句，这事绝不是非要做不可。要有一间正确

传讲神的道，正确施行圣礼的真教会，长老并非必不可少。只有一

位牧师，你的灵魂也可以得到很好看顾。没有长老，你也可以传讲

（或聆听）纯正讲道三十年。而且你可以探访病人、主持婚礼和葬礼、

做教会当做的所有其他事情，却从来不需要有长老。

你也可以不涂防晒霜就在烈日之下坐在沙滩上。你可以在海中

畅游，没有救生员保护。这两件事我都做过，没有被晒伤，没有被

冲到礁石上。但我并不推荐这样做。两个你都这么做，时间久了，

你身上被烤焦的皮就会被扔到码头上。

我要说的是：在人人都高兴和健康的顺利时候，一间教会具体

的教会治理并不太发挥作用。但是当不顺利的时候来袭，教会治理

看来就是唯一要紧的事。你是否曾经留意过，麻烦涌现的时候，章

程专家就得脱离退休状态，重出江湖？当你看到会众带着两本书上

教会时，圣经和《罗伯特议事规则》，你就知道有麻烦了。我曾在

一次教会大会上观察到，有一个人受到公开挑战，被人质疑他的立

场是否符合圣经，他失口说出这句话：“我们不是一群跟随圣经的人，

我们是一群跟随章程的人。”

我开车走遍全城，看到不符合圣经的教会治理如何伤害甚至扼

杀了一间又一间教会。本地一间圣公会的教产被主教没收——这位

领袖很久以前已经抛弃了任何关于圣经权威的概念——因为教会不

能再接受这位主教采取的立场，不能服从她的权柄。另一间教会在

互联网上引发一场骚动，最终因着地方教会之外是否还应该有某种

教会权柄这个问题而分裂。但我开车经过的大多数教会多半都是空

荡荡的，已经被废弃了，因为那些获得权柄的人实际上并不符合圣

经资格，教会也没有任何机制能够罢免他们。换言之，这些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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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很失败，因此一批又一批会众做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他们用

脚投票，离开教会。

回避改变的试探？

不久前，一位电器维修工来到我家修东西，我对他说，不要扔

掉我用了二十五年的洗碗机和干衣机。我以为时间已经够久，我会

去再买同一个牌子的产品，因为它很好用。但他告诉我，那家公司

过去如何看重品质，但很久以前转而使用廉价部件。换言之，他们

在利用一个已经不配得的名誉。我认为很多教会领袖在利用的那些

事情，并不能用来承受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要承受的重担。结果，

他们回避采取任何回到正确的教会治理的必要纠正措施。我特别想

到了两件事。

第一，太多的教会和领袖在利用传统。领袖特别错误认定，传

统会保护他们的教会渡过难关。在一个文化单一、静态的社会，传

统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社会，情况可能确实是这样（一朝是路德宗，

永远是路德宗？）。但对于今天新兴的一代人，他们对历史悠久的

传统的忠诚度，持续的时间就像浏览网页的时间一样长。我们无需

等待就可以看到这种策略的结果。曾经挤满了充满活力会众的建筑

物，现在空空如也，这些就是活生生的见证，证明在艰难的时候，

传统并不能给教会带来足够支持。

第二，教会和领袖利用个性。教会常常是由富有人格魅力的人

创建。随着教会增长，权柄聚集到一个迷人、非同凡响的领袖身上。

一年又一年过去，这位领袖的话越来越变成律法。这人可能是一位

独裁者，但如果他是善良、有爱心、喜乐、敬虔、谦卑的独裁者，

看起来这策略就是在起效。但如果另一位同样了不起的人挑战他，

情况会变得怎样？或者当他老了，需要过渡的时候，接班人魅力不

及他，情况会变得怎样？到最后，我认为你会发现用一个个性迷人

的人错误地取代了好的教会治理。

伊恩·穆雷（Iain Murray）曾经对我讲过钟马田医生的锻炼理念：

“你能走路，为什么要跑步？你能坐下，为什么要走路？”钟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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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开玩笑吗？从这故事的传记版本很难看得出来。钟马田是一

位名医，但是我们都有自己的盲点。假如说说我们都采纳了他的理念。

我们也都要记住，从中年开始，一个普通人每十年会失去 5% 到 8%

的肌块。我们可以坐下不锻炼吗？可以。这有后果吗？有。

我并不是对你说改变会很容易。我并不是告诉你说，改变不会

有一些出乎预料的后果。我是在对你说，不改变并不是中性的，因

此也不是安全的立场。不留心就像不作为一样，有可能会有负面后果。

因此要思想你教会的教会治理。思想需要发生的改变。思想让

你犹豫不决的事。祷告。寻求忠告。然后按神的时间向前进。

                                                    第十八章  回避改变的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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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融入全局

一位牧师回应人对他的质疑时这样宣告：“我只对神负责。“另

一位牧师说，那些问他计划的教会长老，有责任听从他为教会设定

的异象——不能质疑。

若不是大部分，也是许多的牧师会正确谴责这些独裁权柄厚颜

无耻的表现。但权柄的问题经常在教会内出现。谁在教会里掌管权

柄？在会众制环境的多位长老带领下，教会最终的权柄在于会众，

然而长老并非没有权柄。为了按圣经命令的形式进行督理，长老必

须在教会内发挥权柄

会众制治理、长老和权柄

在会众制教会治理当中，长老发挥怎样的权柄？要正确回答这个

问题，关键要认识圣经的教导，而不是仅仅遵从传统。一间教会可能

决定把影响教会的每一个决定：从托儿所的地毯到聘请秘书，订购一

箱灯泡，帮助某个有需要的人，都拿到事务会议上来决定。但这样由

会众做出的决定，常常是在消息不灵通的情况下做的。教会能这样发

挥作用吗？当然可以，虽然会像蜗牛一样慢。更经常的是，这种类型

的会众制治理会得罪教会里不同的人群，进而破坏教会的事工。

不过，一个人若不是故意跳过圣经，也得不出会众在教会的事

情上并无权柄这样的结论。在教会纪律的情形里，全体教会是最终

裁决方（太 18:15-20）。虽然长老可能参与处理很多细节性的工作，

但还是由教会来决定是否除名一个拒绝以圣经作基督徒人生或教义

标准的成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5 章指示哥林多教会，不要再容

忍一位成员的淫乱行为，而是要管教这位淫乱的成员。然后教会似

乎采取了行动（但可能太过严厉），至少如果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提到的行动的话（请见林后 2：5-11）。在另一个会众权柄的例子里，

教会选择符合资格的人协助使徒分发食物（徒 6:1-6）。看来彼得也

对众使徒和对教会汇报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因此所有人都对他

的汇报很满意（徒 11:1-18）。耶路撒冷教会派巴拿巴调查福音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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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阿的事，表明教会参与宣教工作（徒 11:22；参见 13:1-3，这处

经文有类似的含义）。虽然在耶路撒冷会议上，问题首先交给“使

徒和长老”（徒 15:6），但全教会都参与了最后决定，要求信使发

送一封表示接纳和指示外邦信徒的信（徒 15:22）。

我们从这些例子可以得出结论，新约圣经的教会并不是一个被

动的实体，从旁观望使徒和长老做事。成员通过参与影响教会未来

的决策行使权柄。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的就是，有一群男性来带领教会。

例如，使徒呼吁会众采取行动（徒 6:2）；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

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归正的问题（徒 15:6）；保罗指示以弗所教会的

长老对那里的教会进行属灵督理（徒 20:17-35），等等。若没有有

效的带领，会众制就不能很好发挥作用。而有效的带领必须有某种

程度的权柄。

因彼得呼吁长老牧养神的群羊，而不是使用这权柄辖制他们，

这就很明显当中涉及权柄（彼前 5:2-3）。牧羊人通常并不会向群羊

提建议。圣经呼吁教会成员顺从他们的领袖，甚至要降服于他们，

因为领袖在属灵上看顾他们（来 13:17）。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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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5:12）。“治理”显然意味着带领教会的权柄。教会

以爱和尊重作出回应，带领的人“不只是被当作有权柄的冰冷声音”。
① 教会需要有权柄的领袖引导教会，在有需要的方面劝勉教会，

纠正和挽回走偏路的人，在群羊当中作基督仆人式带领的榜样。

因权柄授予了教会的属灵领袖，多位长老带领就彰显了主

的智慧。“多位长老带领是必要的，因为有权柄的人会倾向把

自 己 当 作 神。”② 那 位 宣 称 他 只 向 神 负 责 的 牧 师 落 入 了“ 危

①     Leon Morris, The First and Second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rev. ed.,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167.　
②      Ray Steadman, quoted by Jim Henry, "Pastoral Reflections on Baptist Polity 
in the Local Church,” address given at the ”Issues in Baptist polity Conference,” 
New Orleans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February 5,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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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地带”，③ 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以致影响他和教会的事工。这

样的牧师抗拒多位长老带领，因为他并不想向任何人交账。任何

一位不为他的时间、行动和生活方式固定、亲自向人交账的牧师，

都会很容易被自己有罪的内心欺骗。当然，他要为着他的行动向

教会交账，然而这种交账常常太过含糊，不能带来任何好处。正

如神学教授哈梅特 (John Hammet) 很有智慧向我指出的那样：“向

教会交账，就是不向任何人交账。”换言之，向“教会”交账会

变得太空泛，缺乏让有权柄的人不偏离所必需的系统性互动。因

此多位长老带领让每一个人（包括主任牧师）彼此交账。在长老

会议或长老退休会期间讨论每一个人的灵命发展情况，这就提供

了一种氛围，让有权柄的人反省在哪些方面他们会受试探滥用权

柄。这种交账有助于培养人有智慧地使用权柄。

主任牧师、长老和权柄

我非常感恩，身边有人会毫不犹豫地劝诫我，问我的优先次序

和日程安排，或推荐我休息重新得力。如果我认为自己在使用主任

牧师的权柄时有疏忽，或纠结于我对教会某种情况的处理是否恰当，

我就会向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寻求意见，他们帮助我看到问题的更多

方面。④ 因此，虽然我作为担任主任牧师职位的长老，在教会里

有很大权柄，我却很乐意分享这权柄，免得我自己的弱点让我滥用

或疏忽这权柄。

有时牧师会问，要是与众长老分享牧师权柄和责任的话，主任

牧师怎么有可能发挥作用。这两种职分我都承担过，所以我深信在

多位长老带领下，分享权柄和责任对我和对教会来说都是好得无比的。

③　 引用 Paige Patterson 的话，他回应本作者的提问，单一位教牧权威是
如何缺乏交账负责，” Panel Discussion: Issues in Baptist polity Conference,” 
New Orleans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February 6, 2004.
④　 Merkle, 40 Questions, 57, 不认同使用“主任牧师”作为称谓，因为这
在圣经里是找不到的，可能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以为这是第三种教会职分。
虽然我认同他关于两种教会职分的观点，但使用主任牧师这称谓，在许多
文化处境中是有帮助的。这些称谓可互换使用，这事实就表明圣经作者并
不是专注在长老角色的一种称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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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教会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都不再只落在我自己一个人肩上，我

就可以集中精力在我能对教会做出最大贡献的方面做工，与我同作

长老的人也可以同样行。当我需要做影响教会其他人的艰难决定时，

我并不是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些决定，而是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有敬虔

的人为我祷告和给我建议。对独自享有牧师权柄服侍的人来说，做

决定的时候成了危机的关头。一些问题不能扔给会众公开讨论：例

如教会纪律一开始时候的问题，或者主日学老师的问题，或重组事

工的问题。但长老私下会面，能公开讨论每一种问题，查考圣经寻

求答案，共同祷告向神祈求。这样一位主任牧师就可以更有信心带

领教会，知道他是通过智慧人出谋划策做了这些决定。

神已呼召我讲道，我非常热爱这工作。因着这个呼召，我有更

多机会向会众说话，因此就有了一个独特的平台，藉此平台在教会

行使权柄。作为教会的主任牧师，我在一个能向教会发声、带领和

在教会内发动改变的位置上。虽然因职位的缘故，我的权柄有时更

明显，但并不在其他长老之上。并非所有长老都有全时间讲道的呼召，

然而我们所有人都分享带领和督理教会的权柄。一些人更多是在幕

后做这工作，而其他人——例如主任牧师，则更显眼地行使赋予多

位长老的权柄。狄马可 2004 年在新奥尔良市举行的“浸信会教会治

理问题”特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很好说明了这一点。⑤

我们通常所指的称为“那一位牧师”的长老——像我这

样的人——在这些时候通常被分别出来，在星期天站讲台。

他主持婚礼和葬礼。他经常是受薪的——半职或全职受薪。

如果教会更大，他可能负责聘请和解雇，以及为教会在整体

上制订方向。因我有担任教会主任牧师的呼召，我们在华盛

顿的教会就承认作一位长老。我们聘请参与事工的任何人，

不是称为助手，就是称作牧师。牧师这个头衔是为会众所认

可作长老的人保留的。

⑤      关于这次会议论文的更多信息，请见 "Issues in Baptist Polity，” part 2；
http://www.baptistcenter.com/Journal-for-Baptist-Theology-and-Ministry.html; 
Spri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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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长老当中，我只有一票。因我作为主要公开教导

的教师而具有的带领责任，无疑在长老会议上，我的声音就

具有一种特别程度的权柄，但其他弟兄现在很有可能已经作

出相当正确的评价，知道我最关心哪些方面的问题，在哪些

方面对人最有帮助，在哪些方面我贡献较小。虽然在长老之

间正式的权柄是平等的，但总有一些人在这或在那领域会特

别受人重视。
⑥

那么在多位长老的带领之下，主任牧师有怎样的角色？首先，

他常常是全时间在侍奉。如果是这样，他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

祷告、预备、宣讲和教导方面。他往往已经接受了正式的神学培训，

这装备他履行主任牧师的责任。

第二，教会需要他在长老中作领袖，因他把全部努力和精力投

入侍奉。相当实际的是，他身处带领、发起政策、带来改变、指引

事工、留心教会整体需要的最佳位置。他每天为此目的而活，而其

他长老可能有其他职业，如在我的教会中有人做销售、医药或建筑

设计。主任牧师的长老同袍支持他，因他们认识到在新约圣经侍奉

中讲道的优先地位（林前 1-3）。他们也努力通过持续与主任牧师互动，

增强和磨练他的技巧和对神话语的认识。 

第三，讲道这一特别呼召并不等同于长老职分。在一间教会，

可能讲道的不是长老，或者长老不讲道，因为圣经并不要求长老有

讲道的呼召或站讲台的能力。“并没有说所有讲道的人都必须是长老，

或长老都必须是讲道的人。”⑦ 但绝不可因按惯例分派讲台讲道

的责任，就疏忽了持续认真喂养神群羊的需要。

最后，虽然主任牧师占据了大部分对教会说话的平台，但他认

识到与他同作长老的人会并肩与他一道侍奉。一位离群的牧师，企图

⑥　 狄马可，“Baptist Elders: Contradictory, or Consistent ？ ” www.9marks.
org/partner/Article_Display_Paper/0,,PTID314526/CHID598016/CIID1,15.
⑦        Donald MacLeod, “Presbyter and Preachers,” Monthly Record of the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June 1983,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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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教皇的权威说话，仿佛唯独他明白神对教会的旨意，就会发现

多位长老带领是在约束自己。虽然长老们应恰当鼓励和称赞主任牧

师的工作，他们也应带着爱心提醒他关于他自己的过错，使他看自

己不应过于当看的（腓 2:2-3；罗 12:3-5）。

两种还是三种职分？

反对多位长老的声音中最强烈的是那些坚持认为“不讲道长老”

是教会的第三种职分，而否认了牧师 / 长老 / 监督和执事两种职分

的说法。很明显，几个世纪以来，一些人已经通过人为地把长老职

分分成“教导长老”和“治理长老”而发明了三种职分。但柯文（Gerald 
Cowen）说：“新约圣经并不存在只治理不教导的长老。”⑧ 然而

柯文接着讽刺多位长老带领，把多长老带领说成教会有三种职分，

并因此判断多长老带领不符合圣经。他甚至走得更远把“牧师 - 长

老 - 监督”当作是唯一的讲道牧师，他写道：“圣经没有为不同类

型的长老列出不同的资格。圣经没有说一种长老是蒙神呼召做牧养

和教导工作，而另一种却不是。”⑨ 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没有蒙

召作教会的讲道牧师，他就与作长老无关。很有意思的是，柯文承认：

“确实，新约圣经每次讲到长老或监督都是复数形式，这就意味着

新约圣经时代的教会的通常做法就是至少有两位长老。”⑩ 但因

为新约圣经并没有明确规定“教会应有的牧师 - 长老”人数，柯文

就跳过多位长老带领，支持只有一位称为“牧师”的领袖，⑪ 看

来忽视了他自己对圣经经文的解经。

许多最强烈反对多位长老带领的人会承认，一间教会可以有多

位牧师。确实，他们会很高兴容许有教育牧师、敬拜牧师、学生牧师、

儿童牧师、治理牧师、宣教牧师、传福音的牧师，甚至负责娱乐活

动的牧师。当然，并不是所有这些牧师都希望站讲台，或有讲道恩赐，

⑧    Gerald Cowen. Who Rules the Church? Examining Congregational Leadership 
and Church Government (Nashville: Broadman and Holman. 2003), 39.　
⑨　 同上，82 页。
⑩　 同上，14 页。

⑪　同上，1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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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教会称他们为牧师或副牧师。他们并不符合讲道牧师的模式，

但仍被称为“牧师们”（复数）。每次教会需要调查委员会将人选

出来担任牧师或执事时，他们都参与其中的工作。教会期望他们符

合提摩太前书第 3 章和提多书第 1 章对监督和长老的资格要求，但

他们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事工和不同的长处，对教会的整体事工

做出贡献。

同样的逻辑岂不是可以用在由全职和带职长老组成的多位长老

带领这件事上吗？虽然一位长老可能并没有蒙召或得到恩赐讲道，

却可能在教导以外的带领、组织和行政方面特别有恩赐。他以与主

任牧师不一样的方式对教会做出贡献，补足主任牧师可能缺乏的长

处。因为新约圣经并没有要求一位长老必须讲道，那么我们就必须

得出结论，如果一个人拥有其他品格素质，又是一个有能力的教师，

他也可以成为一位很好的候选人，分享带领教会的工作。

教会专职职员担任长老

一些教会刻意只让全职职员担任长老，他们所有的专职职员都

是长老。这样，教会就能在多位长老带领运作。但排除非专职职员

担任长老职位削弱了领导群体，让领导群体失去了教会当中一些最

有能力的基督徒仆人。这也把全部带领工作放在受薪职员身上。但是，

当专职职员离开去做其他事工，或被撤职的时候，他们的离开会削

弱带领工作，让带领工作变得不稳定。另一方面，专职和非专职长

老的组合让教会带领有了更多延续性。这样的组合也帮助长老从多

个角度评估每一个问题。

但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每一位专职职员都应自动担任长老服

侍吗？不一定。一方面，行政职员常常作为受薪执事发挥作用，他

们需要敬虔，在他们的侍奉方面有恩赐，但他们工作的资格要求并

不必然要与长老职分的资格要求一致。另外，一些教牧职员，例如

牧师助手或青年事工工人，可能正朝着成为长老的方向发展，但尚

未完全符合资格。他们可能太年轻，不能给人所需的智慧忠告，或

者还没有通过艰难时期熔炉的考验，因此缺乏长老身上当有的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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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经历的洞见。

我上大学的时候在两间教会担任专职职员服侍。在十九和二十

岁的时候，担任专职工作，我绝对还不足以行使长老权柄，但我却

有能力作为专职人员服侍，为事工整体贡献力量。但在教义和教会

纪律的决定方面，那些已经将神的话语长时间地应用在他们生命当

中的人需要来带领教会。

如果可能，最好就是在全职和带职长老之间达成一种平衡。这样，

人就不能控告专职人员在重要问题的投票方面，特别是在影响专职人

员的财务方面“设局”。如果得到其余长老认可，让专职职员列席长

老会议，有需要的时候贡献一份力，从长老的互动中学习，这对专职

职员会有好处。但一位专职职员并不必然就拥有长老的头衔，并不是

每一种专职职员都需要成为长老。如果“作长老”真的成为一位专职

职员“朝思暮想的一切”，他就可能还没有预备好履行长老的成熟责任。

长老和执事

教会要做的全部事情，长老不可能都做。执事是教会两种职分

的第二种，与长老配搭服侍，服务物质方面的需要。每一间教会都

需要制定自己教会长老和执事如何履行职责的详细计划，但至少这

两种职分应努力互补，而不是互相竞争。他们的职责可能偶尔会出

现重叠的地方，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应当彼此好好沟通，认识到他

们共同服侍可以满足教会的带领需要。

一个强大的执事群体为长老有效工作打下基础，执事专注那些

必不可少、但常常是琐碎的任务，让长老可以专注在他们特别的责

任上。我们已经发现，向每一位执事分派一项任务，或执行任务的

领域，这有助于更高效地工作。执事不用专注在开会和做决定，而

是监督教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例如安全、财务或建筑物。

如果教会选择设立委员会，那么长老和执事可以参加教会的委

员会，或许甚至把一位长老或执事安排到每一个委员会。我们的长

老提名所有委员会成员，决定每年需要有哪些委员会以充分地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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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几乎毫无例外，每一个委员会都至少有一位长老或执事列席。

因为这些人最清楚教会的方向，他们就能帮助委员会聚焦在如何最

好使用教会的恩赐，这样就保持教会整体工作的延续性。

长老会议

我们的长老每月开会，但也通过电邮和电话彼此保持联系。我

们一同服侍，但我们也是朋友，彼此祷告，在我们的基督徒行事为

人方面彼此督责。开会是为要最优利用在一起的时间，思考教会需

要最迫切的领域。我们其中一次长老会议的典型会议议程如下：

	 读经祷告。 

	 回顾联系成员的情况，确定需要或其他需要联系的成员。

	 学习一个教义问题，分享学习成果。

	 讨论潜在的教会纪律问题。

	 讨论委员会人选。

	 讨论为准备开始的圣经课程替换授课老师。

	 计划小组和主日学学习。

	 讨论潜在的植堂机会。

	 讨论即将开始的短宣，如何让会众在最大程度上参与。

	 讨论正在开展的教牧实习计划，审查来我们教会实习的申请。

	 讨论夏天和秋天的传福音外展计划。

有时我们不能完成议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另找时间开

会，或通过电邮继续讨论。当我们有新长老加入时，就会在议程上

加上训练的环节，为的是介绍新长老认识他们的事工。我们已经发现，

祷告、讨论教会家庭的需要，处理教会纪律的问题，为教会制定计划，

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并不总是够用。因此我们可能计划退休会，为的

是集中时间处理紧急问题，或教会更大的计划问题。我们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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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已经学会看重开放、坦诚、温柔和谦卑。

长老和教会成员会议

在浸信会教会生活当中，事务会议常常带来杀戮。我很少遇见

一位浸信会牧师或长期教会成员讲不出成员大会上的冲突。但如果

是一间地方教会有圣灵内住，常常接受管教、重生的教会，在开会

讨论成员问题时，这样的情况是绝不应当出现的。

另外，长老应当处理大部分事务，否则会众就会讨论，而大部

分的会众可能对这些情况并不了解。如果教会信任长老作为属神的

人，会为着教会的益处服务，那么它所关心的大多数问题就不需要

在成员大会上讨论。当然，长老和执事在主要问题上应咨询成员，

例如呼召一个人作副牧师，购置产业，建新的设施，或改变教会架构。

但长老和执事一同工作，可以解决教会生活日常事务问题——长老

集中专注在属灵的事上，执事集中在现世的事务上，让教会全体可

以集中在侍奉的工作上。

每一间教会都需要制订一个成员大会的时间框架。不管教会决

定开会的频率如何，长老和执事每月与会众保持某种形式的沟通，

让会众知道教会最近的改变、决定和需要，这样会使得教会更和谐。

一些教会已经发现，隔月、每季度或一年两次开会效果很好。其他

教会选择每年开一次成员大会，考虑教会预算和下一年的计划。如

果一间教会习惯了把无休止的细节都放到事务会议上讨论，那么牧

师就需要有智慧地慢慢削弱这种传统，而不是突然中止。

当然，有时需要召集会众采取集体行动。接纳新成员，把已经

搬走或要求转会的人从成员名单上除去，就需要教会召开简短的成

员大会。在思考教会纪律的问题上，我所在的教会遵从的做法，就

是在教会每月聚集领主餐时处理这些问题。鉴于主餐聚会是神圣的，

是教会的命礼，承认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以及祂的工作对整个教会

群体的影响，这样的时机看起来就是恰当的。教会成员身份的其中

一样特权就是被接纳来到主的桌前，因此教会在桌前庆祝的时候，

一并把某人从桌旁排除出去，这是合适的做法。

第三部分：从理论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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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的任期和离职

新约圣经描绘的教会治理框架并没有指明每一样细节，而是把

一些事情交由地方教会智慧处理。例如，虽然新约圣经确立了多位

长老带领，然而却没有为每一间教会规定长老人数，或每一位长老

要服侍多长时间。例如，除非教会的规模和成熟度保证有足够多长老，

保持多位长老带领，否则建立长老轮值制度就不是好的做法。长老

轮值有它的好处，就是更多的人可以服侍教会，长老群体可以保持

更大的多样性，有“新兵”加入作长老这一高要求的工作。但轮值

的前提是每年都有成熟、符合资格的人准备好加入教会长老的群体。

轮值的其中一个劣势，就是智慧、成熟、认识教会需要的领袖

会被轮换离开活跃的服侍，这对教会将是重大损失。而且轮值定下

了要达到的名额，即使教会缺少合乎资格的人服侍也要填满。让不

符合资格的人填满岗位，肯定会削弱整个长老群体的效力。

也许处理任期的一个更好办法——特别是在之前已经习惯了轮

值执事群体的教会——就是从一开始就不限定长老的服侍年限，但

要提前声明，在多位长老带领三到五年后要重新检视轮值和任期的

问题。检视长老任期可以成为检视教会治理文件（章程、细则、教

会治理手册，等等）的一部分。

唯一一处讲到让长老离职的新约圣经经文是与教会纪律有

关的：“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提前

5:19）因为长老要面对会众的审视，有时会遭遇无端控告，保罗就

采用了旧约圣经的做法，要求要有两三位见证人证实对严重犯罪的

控告（申 19:15）。约翰·加尔文写道：“没有谁比敬虔的教师更

容易暴露在毁谤和攻击面前。他们可能正确认真地履行本分，却‘无

法避免受到一千样批评。’”⑫ 保罗并没有具体说明哪一种类型

的罪适用这种做法，但我们可以认定，这罪严重得足以让人质疑这

⑫     John Calvin, The Epistles of Paul to Timothy and Titus (1548-50 reprint, 
London Oliver and Boyd,1964), 263. Quoted and expanded upon in John Stott, 
Guard the Truth: The Message of 1 Timothy and Titu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1966),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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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长老继续服侍教会的能力。保罗进一步说：“犯罪的人，当在众

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提前 5:20）如果一位

受到控告的长老继续犯罪，教会就必须采取行动，重建长老和教会

的见证。因长老的四个首要责任之一，就是作基督徒生活的榜样，

被持续性的犯罪所破坏的信任，就要求那位长老在众人面前接受公

开责备。“责备”表明对罪的控告已清楚地得到证实，这位长老已

被发现有罪。虽然经文并没有讲出细节，但毫无疑问这位被定罪的

长老要被撤职，就如一位教会成员受到责备，从现有成员名单上除

名一样。在公开责备他的罪之后，没有理由让他继续服侍。正如美

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穆勒（Albert Mohler）所说那样：“很明显，

领袖背负着一种更大负担，一位长老的罪给教会带来更大伤害，公

开责备是必要的，因为长老得罪了全体会众。”⑬

长老：现在就要有，以后才有，或绝对不要

现在我们已经察看了圣经对多位长老带领的教导，并推荐在教

会中确立长老带领，最后的障碍就是决定恰当的回应。一些查考长

老这一主题的人宣告说，他们在教会治理方面绝对不会考虑长老。

一些传统根深蒂固，一些人对新约圣经治理的解释与这里陈述的不

同。在这种情况下，请考虑以下劝勉：无论你接受哪种带领架构，

无论如何都要提高对领袖的标准以符合圣经的要求。不能满足这些

要求是教会带领的最大缺陷。缺少敬虔的人——沉浸在圣经中，因

着把神的道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而有智慧，在灵命操练方面忠心的

人——就会使任何带领架构变得有缺陷。因此，如果多位长老带领

并不符合你对教会治理的看法，你至少要关注提升你教会的标准，

使之反映出圣经对属灵领袖的要求。 

也许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你自己的教会里

开始朝多位长老带领发展，你准备现在就这样做！请不要这么快。

记住要打下根基。在根本上改变教会治理，这可能不会受人欢迎，

⑬     R. Albert Mohler “Church Discipline: The Missing Mark,” 'in Polity: Biblical 
Arguments on How to Conduct Church Life, Mark Dever, ed. (Washington, DC : 
Center for Church Reform,200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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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谨慎向前。17 章提供了一种模式，改变会众的想法，过渡到

多位长老带领。认真考虑这问题，使之切合你自己的处境，靠着神

的恩典向前进。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被多位长老带领的模式吸引，但你在教会

任职的时间还很短，你并不想那么快结束任职。因此你考虑以后再

来改变教会架构。如果这是你所处的情形，现在就开始。集中精力

向你的教会忠心教导圣经，因为比改变你的教会治理更重要的，就

是培养一群查考神的道，把这道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会众。靠着神

的恩典，把焦点集中在建立这样的教会上。教会治理的改变要在适

当的时候发生，因为一群爱慕神话语，凡主所说的都渴慕遵从的会众，

会对多位长老带领持开放态度。继续挑战你的教会深入全面地查考

圣经，对圣经经文提出问题，并按圣经思考问题。

改变教会治理，使之符合新约圣经的教导，这可以成为一段奇

妙旅程，有时你就会像探险家一样，披荆斩棘开出一条通道，为神

启示的道路扫清障碍。其他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就像坐在热气球上，

在教会对圣经的把握方面升到极高处，当你努力按神话语的要求做

出改变的时候，这气球突然下降。继续进行这旅程，直到教会的主

有一天呼召你来汇报，你是如何忠心履行你对祂群羊当负的责任。

也许在这旅途中，你会经历带领你的教会接受多位长老带领而来的

喜乐。那时，这旅程的一个新阶段就开始了。

反思

●         思想教会权柄这一主题。你会如何描述会众的权柄和长老的

权柄？ 两者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 

●           主任牧师在与长老平等地分享权柄的情况下如何履行职责？

●            长老和执事如何为了教会的好处合作服侍？

●          关于多位长老带领的学习你有什么回应？这学习在哪些方面

挑战你之前对教会治理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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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你将会有怎样的感受？

在 2011 年的电影《铁娘子》当中，由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饰演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被她的医生问到她感觉如何。撒切

尔回答说：“什么？我‘非要感觉’到有什么吗？人不再思考 。他

们靠感觉……我们这时代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被更关注感觉，

而不是关注如何面对思想和观念的人控制。思想和观念。我对这些

感兴趣。请问我在想什么。”

本书一直在讲思想。思想圣经对教会治理怎么说。思想你的宗

派或教会的教会治理。思想如何最好地进行改革。思想和知道是首

要的。撒切尔的话是对的。

你会觉得……

但如果我不讲感觉的事，我就有疏漏了。一位长老不仅思想他

的呼召和任务，他还感受这些事。情感之多可能让人惊奇。请从以

下列表得到安慰和鼓励。

骄傲

蒙召在一群受人尊重的长老当中担任长老服侍，这一开始可能

让你感到骄傲。“我最终成功了！”我怀疑这到底会不会在工作开

始之后很快消失。但长老不断面对骄傲的试探，不仅像所有基督徒

在这方面受到的试探那样，而且因他们担任的职分，这试探更强烈。

保罗写到：“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

所受的刑罚里”（提前 3:6），他想到的就是这一点。

亢奋

与那些清楚自己的神学，看起来充满教牧智慧的敬虔人一起坐

在“城门口”，让人眼界大开，充满力量。即使正确地亢奋可能是好的，

但当你成为一位长老时，先闭口，在头几个月只是听。吸收一切。学习。

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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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众只是投票，现在你就成了一位长老，因此你开始参加长老

会议。但现在你第一次听到教会中成员的事，你从前不知道他们是

与如此严重的罪挣扎。还没做长老的时候，你认为你的教会是圣洁

的群体。现在作了长老，你发现人有各种各样的罪，你的奶奶会替

这些罪脸红害臊。当你因着罪感到震惊时，要把这担忧转变成为群

羊祷告。

困惑

人的罪非常复杂，这会让人感到身心疲惫。虽然圣经是全备的，

让我们有能力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弄明白如何把圣经应用到具

体的麻烦处境当中，绝非易事。

举一个例子：一位丈夫犯了奸淫罪。他悔改了。他的妻子决定

不再接纳他。他们两人是否应受教会纪律惩治？他们能否离婚，两

人都继续作正常的成员？教会要扮演怎样的角色？长老要多努力地

去促成他们和解？

这就是体现多位长老带领的关键之处。你会一次又一次发现，

当你们一起同工作解决棘手问题时，智慧就会临到。

分歧

与多位长老或与任何一位长老闹情绪，感觉就像与自己的配偶

闹情绪一样。毕竟，长老应当合一，不是吗？他们应当作顺服的榜样，

同心合意地带领，不是吗？然而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会出现神学分歧，

甚至个人性的相处问题。因此要尽你所能使人和睦。

不被欣赏

就像你的孩子，他们并不知道你为他们做了怎样的牺牲，同样

神嘱咐你保护、教训，爱和管教群羊，毫无疑问会让你觉得自己不

被欣赏。请反复读哥林多前书 13 章，并思想爱群羊的意义。请思想

使徒保罗为教会背负怎样的担子，效法他对神百姓的爱。

遭人误解

第三部分：从理论到实践



215

即使在措词上最谨慎的话也有可能遭人误解。一位长老应当知

道，他出于好意说的话有时会被人错误领受。忍耐，随时愿意再次

解释，可以促进理解和保守合一。

遭人论断

因为你持守的神学立场，或你做的政策方面的决定，一个人发

怒离开你所在的教会，遭人论断的感觉就会像波浪一样压在你身上。

努力要从最好的方面看其他人。如果他们离去，对他们发出良好祝愿，

为他们祷告，说他们的好话。要记住，唯独神可以审判人。

想要辞职

有时候，因着与同作长老的人不和，或因为承受比你理应承受

得更多而感到疲倦，你会有想辞职的念头。在你辞职之前，听取与

你同作长老之人的忠告。不要匆忙做决定。希伯来书 10:36 说：“你

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当

你接受长老职分时，认识到你需要忍耐会帮助你坚忍。

失去平衡

“你如何平衡家庭、工作和教会？”很有可能这是我教会中与

我同作长老的人，以及其他教会的长老问得最多的问题。但请思想

任何一个圣经人物，问你自己，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平衡吗？亚伯拉罕、

挪亚、摩西、耶稣、保罗，他们的生活平衡吗？

简单来说，我认为我们可能会被试探去看重平衡，就像我们看

重舒适一样——有一点点太过看重。“平衡”的人很有可能不会去

海外宣教，更不用说整晚不睡在医院陪伴生病的教会成员。“平衡”

的人不会奉献金钱，更不用说早早起来为一位年轻人祷告，带领他

作主的门徒。

如果你承担了长老责任，你和你的家人就需要知道，有时生活

会失去平衡。有时你会强烈偏重教会里的事情。关键是确保不要让

这成为默认状态。如果你有一天、一周或一个月忙于教会的事，确

保让家人完全了解这情况，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天、一周或一个月时

                                             第二十章  你将会有怎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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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把事情调转过来。

但最终来说，神要我们忠心——在家里，在上班的地方和在教

会里忠心，而不是平衡。

喜乐

当你投身与其他长老齐心合力做主工时，这是一件乐事。与弟

兄一同祷告和辅导，然后看到主让你渴望的结果发生在一个悔改罪

人的心里，这完全是一件喜乐的事。有什么工作能比调整教会的课

程，确保讲道纯正，建造有爱心的群体，然后让不信的人进入教会，

闻到基督的馨香，凭信心作出回应更为美好？

满足

靠一己之力背负重担，这是极痛苦的事。与敬虔的弟兄分享这

重担，他们与你一道等候长老正在纠结的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这

样你就能得到休息和满足。

合一

诗篇 133:1 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就如孩子因父母合一而兴旺一样，同为长老的弟兄为着他们所在教

会的好处合一时，教会就会兴旺。与敬虔的人在敬虔的事上保持合一，

这样的感觉真好。

更有智慧

任何一位长老若是诚实都会告诉你，在讨论过程中他的想法会

经历几次改变。听到一位接一位解释他的想法，把圣经的各个部分

应用在一个具体问题上，你就会有这样的经历。你在这过程当中得

着智慧。这得来的智慧要在长老教导教会，以及他在家中以身作则

时慢慢流露出来。

得到爱与尊重

一群得到很好牧养的会众会以爱和尊重加以回应。他们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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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认同每一个决定，但他们会带着爱心顺服长老，因为他们已从长

老一次又一次的忠心看顾中得着益处。

高兴你带来改变

我很喜欢以赛亚在以赛亚书 26:12 描述的人与神如何同工，他

这样写道：“耶和华啊，祢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作的事，

都是祢给我们成就的。”长老要比所有人更应认识到神在他们当中

护理和使人重生的工作。但这并不等于无视神使用人做工。当你看

到某人从死里被带入生命，当你听到受洗的见证，当你看到婚姻被

挽回，或年轻的夫妇离开家乡把福音带给未得之民时，你就会知道

你的工作带来了改变。

前面的喜乐和赏赐

玛格丽特·撒切尔说了另外一句脍炙人口的话：“如果批评我

的人看到我散步走过泰晤士河，他们会说这是因为我不会游泳。”

换言之，一些人总会找到一些事去批评。但是请思想主耶稣基督“因

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什么（来 12:2）。不管批评你的人、干

扰你的人、有时甚至你自己的情绪会说什么，忠心服侍的人前面总

有喜乐和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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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在艰难的地方培养领袖

宣教士、新教会和长老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时，东非国家卢旺达拥有非洲大陆福音最广

传和最基督教化国家的称号。这个国家大约百分之九十人口是受洗

的基督徒，大部分基督教影响力源自于 1927 年始于卢旺达，然后传

播到不同宗派和附近国家的东非复兴。①

但是 1994 年人口占少数的图西族和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之间

发生冲突，前者被后者驱逐，但现在尝试重新控制政府。最终，这

场冲突导致在这人口少于九百万人的国家里，将近一百万人遭受屠

杀。在一次宣教会议上，詹姆斯·恩格尔（James Engel）的这番话

表达了卢旺达一些国民的感受：“你们有传福音的全部热诚，把基

督带给我们，但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如何生活。”② 卢旺达福音神

学院的一位毕业生解释了卢旺达教会的标准做法：“我们使用圣经，

但我们其实并不按圣经思考，或者不总是能准确地教导圣经。”③

约翰·罗伯（John Robb）和詹姆斯·希尔（James Hill）观察到，由

于教会未能“对百姓进行门训“，卢旺达教会里大多数人成了挂名

的基督徒。④ 第三代去到卢旺达的宣教士梅格·吉尔包德（Meg 
Guillebaud）亲眼见证了领袖当中的不敬虔以及肤浅的教导，“结果

①     Patrick Johnstone, Operation World: The Day-by-Day Guide to Praying for 
the Worl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3), 472 ; Glenn Kendall, "Rwanda,”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Missions, A. Scott Moreau, e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0), 842-843.　
②    James Engel, "Beyond the Numbers Game,”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7, 2000, 54 in David Sills, Reaching and Teaching: A Call to Great Commission 
Obedience (Chicago: Moody Press, 2010), 55.　
③      Alexis Nemeyimana, African lnland Mission On-Field Media. So We Do Not 
Lose Heart, video from AIM International Online, MPEG; accessed September 
20,2009; in Sills, Reaching and Teaching, 162; italics Sills; http://www.aimint. 
org/usa/videos/so_we_do_not_lose_heart.html.　
④      John Robb and James, The Peace-Making Power of Prayer: Equipping Christians 
to Transform the World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2000), 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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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督徒无法被门训”。⑤ 她进一步指出一种普遍的宗教混合主义，

这削弱了基督教在这个福音高度广传国家的影响。⑥ 虽然卢旺达

曾经被誉为福音有效接收的国家，但 1994 年的种族大屠杀却摧毁了

国民对教会的信心，因为有如此多认信的基督徒参与了杀戮。⑦

如果卢旺达教会领袖按着耶稣的命令，把神的话语忠心教导给

人，并用真道门训他们，因此教会学会了按圣经思考问题，那么情

况会有什么不同呢？卢旺达教会的快速增长留下的领袖缺口本是可

以改变的，如果人们像重视大使命的第一条嘱咐（“所以，你们要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那样，重视最后一条嘱咐（“凡

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大使命要求有持续的教导

和训练。⑧

在复兴的时候，按官方说法卢旺达享受宗教自由，但在这地

球上其他禁止公开传福音，信徒经常面对逼迫的地方又如何呢？是

什么能够防止新信之人重回他们从前的信仰，或把迷信与基督教敬

拜混合起来？宣教士面对极大的挑战，在这世界上“艰难的地方”

——教会快速发展的地方和受逼迫的地方——认出和培养领袖。虽

然在教会泛滥的地方，植堂者们也面对同样的需要，但在几乎没有

成熟基督徒的地方，问题却很不一样。⑨ 使人作主门徒的愿望也

必须包括教导和训练他们。本章的论点就是，在艰难地方新的教会

必须认出和发展牧养的领袖（长老），这些人要教导、示范、训练

教会，让教会朝灵命成熟方向发展。在植堂运动（Church Planting 

⑤     Meg Guillebaud, Rwanda: The Land God Forgot? Revival, Genocide, and 
Hope (Grand Rapids: Kregel, 2002), 285.　
⑥　 同上，287 页。
⑦　 Kendall,“Rwanda”，843.
⑧     Sills，Reaching, 55, citing Paul Washer, "Gospel 101,” HeartCry Magazine 
54 (Sept-Nov 2007):6.　
⑨     Bruce Riley Ashford, “A Theologically-Driven Missiology,” in Chuck Lawless and 
Adam Greenway, eds., Great Commission Resurgence: Fulfilling God’s Mandate in Our 
Time (Nashville: B & H 2010), 202-203, 指出与植堂运动相关的两个宣教问题。第
一个是关于植堂运动神学和方法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本章的焦点，来看 “ 一
个相信的人能多快被认可担任长老的问题 ”。这情况在植堂运动和逼迫的处
境中均会出现，因此本章要考虑两种情形中的总体带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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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s，CPMs）中留下的许多没有领袖的教会，以及在逼迫让

培养领袖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发展领袖就特别具有挑战性。我们在

这一章要探索宣教士为什么必须、以及如何把发展领袖，在新的教

会设立长老当作优先要务。而且我要根据教牧书信查考一个归正的

人可以多快担任长老服侍，然后结束时提出在艰难地方发展领袖的

计划。

宣教的困境 

宣教学教授布鲁斯·阿斯福德（Bruce Ashford）指出，美南浸

信会的人士“长久以来一直为着在世界上福音未及之民当中，甚至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兴起植堂运动祷告和努力。”⑩ 一些被报道

出来的植堂运动出现在一些以基督徒遭逼迫而著名的地方。但他正

确警告说，因我们的目标是“加增神的荣耀和国度”，那么就不应

有什么，尤其不可以用违背圣经的简化方法取代神荣耀的优先地位。

“出于这原因，我们不仅关注速度，也要关注福音的纯正和教会的

健康。”“过度强调速度”，或只强调教义纯正却不关注增长，这

些都不可接受。⑪

然而，如果神乐意让教会快速增长，有点讽刺的是，这样的正

面消息可能会让植堂者和宣教士感到困惑。快速增长的教会需要快

速成熟的领袖牧养，因此宣教士面对这问题，一个有领袖潜质的归

正之人多快可以被认可作长老。⑫ 一个人的年龄和信主的经历能

否成为任命领袖的考虑因素？在容易遭受逼迫的地方，只有刚刚相

信的人，教会应如何朝着成熟努力发展？

在逼迫常见的地方，这问题更突出。一位宣教士可能需要限制

他与新教会在一起的时间，免得他的出现让他们落在危险当中。然

而未能在新诞生的教会中确立某种形式的带领，这就是严重的玩忽

职守。宣教学家大卫·西尔斯（David Sills）提醒我们：“启创式国家

⑩　同上，202 页。
⑪　同上，202-203 页。
⑫　同上，202-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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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access country, 不允许进行公开宣教工作，宣教士必须使

用有创意的方式才得以进入和居留的国家，译者注）的挑战，并不

让人无需遵守圣经的命令，但凡基督命令的，都教训人遵守。”⑬

宣教士必须制定合适的计划牧养新教会，即使这牧养似乎并不足够。

具体来说，他面对三重挑战：（1）认真训练和设立具备提摩太前书

第 3 章和提多书第 1 章要求的品格的领袖；（2）快速建立一种时间

上超过宣教士在他们当中的个人事工的带领架构，（3）把教会交给

能保护他们的主。这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行期间遵循的模

式（徒 14:23）。宣教领袖丹尼尔·辛克莱（Daniel Sinclair）把这称

为使徒及同伴们在植堂时的“一个一贯的目标点”。⑭ 他们努力

建立一个领导团队牧养新建立的教会。

每一间地方教会都需要本土领袖带领，在大多数教会中，“这

应该是多位长老带领。”⑮ 这是每一间教会都应追求的理想。然

而，环境的不同需要人在圣经范围之内发挥创意，建立一种初始的

带领框架，暂时足够，直到达至理想。宣教士要防止把西方教会的

模式硬搬到植堂运动或受逼迫的环境中。正如爱德华·戴顿（Edward 
Dayton）和大卫·费舍（David Fraser）正确指出的那样，宣教士“必

须让教会的真本质发挥主导作用，控制组织、机构和传统的非本质

特征”，分清楚“圣经中的榜样和命令之间的不同”。⑯ 在为新

教会打下继续教导和带领的基础时，必须把圣经保持在中心地位。

即使在宣教士处境化地考虑问题时，这依然至关重要。

教会论的必然结果：确认教牧领袖的理据

新约圣经要求教会有合乎资格的领袖，以此维持地方教会的

⑬      Sills, Reaching and Teaching, 68.　
⑭　 Daniel Sinclair, A Vision of the Possible: Pioneer Church Planting in Teams 
(Colorado Springs: Authentic Publishing, 2005), 219.
⑮     Gary Corwin, “Church Planting 101,”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April 
2005, 41:2). 142.　
⑯    Edward R. Davon and David A. Fraser,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rev. ed. (Grand Rapids : Eerdmans, 1990),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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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⑰ 这确实是一间健康教会必不可少的标志。⑱ 领袖——无

论称为长老、牧师还是监督——都必须重视教导、示范、训练、劝勉、

管教和纠正的工作。十九世纪一位长老会人士大卫·狄克逊（David 
Dickson）解释说：“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之下的长老带领，对于一

间健康和被神使用的教会来说，绝对是必不可少的。”⑲ 他继续

说明，不同类型的教会如何采用一种形式的长老带领（循道会是班

长，浸信会和会众制教会是执事，主教制教会是一种正式许可的平

信徒机构）。⑳ 换言之，领袖的名称或头衔不及其品格和作用重要。

牧师 - 神学家莱肯（Philip Ryken）认为 , 长老带领对于保护神对教会

的投入来说至关重要。他断言：“神的计划是把教会置于牧者看顾

之下。”21 丹尼尔·辛克莱（Daniel Sinclair）同意这说法，指出按

照他对拓荒式宣教工作的全面观察，未能建立多位长老带领的教会

不可避免会分崩离析，而有多位长老带领的教会则会兴旺。22 因此，

对于宣教士和植堂者来说，设立牧者领袖这目标绝非可有可无的事。

有 一 个 原 因 是 相 当 明 显 的： 教 会 成 员 是 羊， 他 们 需 要 牧 者

引导他们朝灵命成熟发展。他们不该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太

9:36）。保罗和彼得跟从主的带领（徒 20:28；彼前 5:2；参见约

21:16），都使用了“牧养”（poimainein）这一动词描述看顾、保

护和养育的工作。23

在总体上，新约圣经中的使徒和长老为发展健康教会提供了

⑰   见使徒行传 1:15-26;2:42-47; 4:32-35; 5:1-11; 6:1-7; 11:19-26; 14:21-23;20:17-
35;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2-13; 提摩太前书 3:1, 5; 5:17; 提摩太后书 1:6-8;4:1-5; 提
多书 1:5-9; 希伯来书 13:7, 17; 雅各书 5:14-15；彼得前书 5:1-4 的例子。　     
⑱     见狄马可，《健康教会九标志》，rev. ed. (Wheaton, IL: Crossway,2004), 
218-243.　
⑲    David Dickson, The Elder and His Work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04 from 19th C. reprint, n.d.), 26；加粗加黑字为本文作者所加，强调不可铁
板一块般践行多位长老带领。
⑳　同上。
21     Philip Graham Ryken, City on a Hill: Reclaiming the Biblical Pattern for the 
Church in the 21st Century (Chicago: Moody, 2003), 97-98　
22       Sinclair, A Vision of the Possible, 220. 　
23       BDAG,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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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清楚的榜样，比如保罗的例子，“我们传扬祂，是用诸般的智

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

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祂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西

1:28，29）在“我们传扬祂”这句话中的“我们”是复数，这就是

说，传福音和造就门训的工作是属于范围更广的教会的工作，而不

仅仅是使徒的工作。24 将来一代又一代的牧者领袖也要承担同样责

任。我们从经文看到的责任包括“劝戒各人、教导各人”。看来传

扬基督涉及一位牧者领袖努力做牧养和持续教导的工作。25 欧白恩

（Peter O‘Brien）说：“任何不及每一位信徒都达到完全成熟的事，

都不能让身为一位真正牧师的保罗感到满足。”26 每一位牧者领袖

都必须要有相同目标。

基督徒会走偏路而陷入犯罪、虚假的教导、异端、不合一、

甚至宗教混合主义，这就要求牧人领袖保持警惕和采取恰当的纠

正措施。27 西尔斯（Sills）讲到他在安第斯地区本土牧师当中工

作时观察到的宗教混合主义，包括把他们喝剩的残渣浇奠给一位

土地女神，以及为一个小孩子举行的葬礼融合了天主教、精灵崇

拜和福音派传统。28 如果教会没有敬虔、受过训练的领袖，教会

无法保护自己。 

24     James D. G. Dunn, The Epistles to the Colossians and to Philemon, NIGTC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124.　
25　 Peter T O'Brien, Colossian, Philemon, WBC (Waco, TX: Word Books, 1982). 
87. See also Eduard Lohse, Colossians and Philemon, Hermeneia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1971), 77.
26       O'Brien, Colossian, Philemon, 90.　
27     见马太福音 18:15-20, 这段经文呼吁在教会中采取纠正性的教会纪律措
施；也请留意许多例子，在当中门徒走偏路，因此需要牧者纠正、警告和教导：
哥林多前书 3:1-8, 16-20; 5:1-13; 加拉太书 1:6-9; 3:1-5;5:7-9; 腓立比书 4:2-3;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4 ; 帖撒罗尼迦后书 3:6-15; 提摩太前书 1:3-7,18-20; 4:11-
16; 提摩太后书 2:22-26；4:10; 提多书 1:10-16；2:6 ; 希伯来书 5:11-14;6:9-12; 
彼得后书 1:8-15; 约翰壹书 5:16, 21; 约翰二书 7-1 l；约翰三书 9-11；启示录

2-3。　
28      Sills, Reaching,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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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带领和教会成熟

每一间教会要成长，都需要固定在圣经方面接受训练。这就需要

教会有不断成熟的领袖，用神的话语持续地教导和训练他们。29 巴

刻把对圣经的认识置于在敬虔上长进的核心地位，指出真正的敬虔

在于（1）“相信神的应许的生活……（2）包括顺服神的律法……（3），

总有以神的真理为乐作标记。”30 若不认识圣经，一位认信的信徒

就没有能力在敬虔中长进。

这意味着传福音和持续教导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工作”，仿

佛互不依存一样。31 相反，训练刚相信的人在敬虔中长进，保

护了福音的纯正，也带来吸引人的传福音的见证。所以那处伟大

的传福音经文，即大使命，预见到牧者领袖忠心教导神的群羊遵

守基督的命令的必要性（太 28:20；也见彼前 5:1-5），这就不足

为奇了。

保持福音的纯正与在敬虔中长进是共进退的。保罗责备加拉太

人，因他们“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

（加 1:6）。虽然教会应集体参与，作“教会的柱石和根基”（提

前 3:15），长老却应站在前线保守福音。保罗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

分享这种担忧，警告他们“豺狼神学”要渗透进来扭曲基督教信仰。

他也指示提多把在克里特岛众教会设立长老当作优先要务。长老要

努力防备一些人，“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

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多 1:11）斯托得很好概括

了新约圣经的防卫策略：“假师傅增加的时候，最恰当的长期策略

就是增加真教师的人数，这些人得到装备，责备和驳斥错谬。”32

29       例如马太福音 28:19-20; 21:15-17; 使徒行传 20:28; 以弗所书 4:11-16; 5:19; 
提摩太前书 4:11-16; 5:17; 提摩太后书 2:2, 14-15; 3:14-17; 4:1-5; 提多书 1:3, 9；
希伯来书 2:1-4；雅各书 1:18-25; 彼得前书 1:22-2:3; 彼得后书 1:19-21; 3:14-18.　
30      J. I. Packer, God Has Spoken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1979), 126-132, 
加粗加黑字为原作者所加。　
31       Sills, Reaching, 36.　
32     John Stott, Guard the Truth: The Message of 1 Timothy &Titu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6),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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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增长的教会中，刚信主的人需要牧者领袖的指示和教义训练，

没有的话，这些人就很可能落入虚假的教导。33

作群羊的榜样

在艰难地方新建立的教会不仅需要教义保护，正如我们在本书

之前看到的，他们也需要基督徒人生的好榜样，真实地呈现出如何

按福音的要求生活。哈梅特（John Hammett）把这个包括在教会牧

者的四种责任之内：（1）神话语的事工；（2）教牧事工；（3）进

行督理或带领；（4）作群羊的榜样。34 领袖很有可能在教导和督

理方面做得很好，然而却忽视了作为牧养领袖要亲身示范基督徒的

生活样式。

保罗告诉他派到以弗所教会的代表提摩太：“总要……作信徒

的榜样。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提前 4:12,16）。在后

来一封信中，他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当提摩太效法他的榜样时，

“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

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提后

3:10，11）保罗劝勉腓立比人：“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

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腓 3:17）35 只有教义还不够，

牧者领袖也必须表明基督徒生活如何触及关系、群体、家庭和工作

生活的方方面面。

带领：总是当务之急

在美国教会快速扩张时，很重要的就是要记住，美国教会像全

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迫切需要属灵带领。然而主要差别在于，北美的

33      见 Witmer, Shepherd Leaders, 45-73，他追溯历史，观察在地方教会长

老带领的兴衰，以及这对教会相应的影响。　
34    John S. Hammett, Biblical Foundations for Baptist Churches : A 
Contemporary Ecclesiology (Grand Rapids: Kregel Academic & Professional, 
2005), 163-166.　
35　 保罗使用 summimetai 或“一同效法的人”，以及 tupon, “类型、规律、
模式，（道德）榜样”这样的词，表明他关注要为教会树立具体实在的榜样。
BDAG, 958, 101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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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有更多可获得的属灵领袖，有无穷多的资源用来帮助新教会，

直到教会内部兴起领袖。36

然而在第三世界，情况并非如此，大多数教会领袖并没有接受

过正式神学教育。宣教教育者小约翰·巴默（John Balmer，Jr.）进

行的调查研究表明，“事实上，在第三世界大概有两百万教牧领袖，

他们当中的一百八十万人（百分之九十）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牧培

训。”37 缺乏神学教育常常带来宗教混合主义，就好像精灵崇拜依

然在遭扭曲、次基督教的框架中延续。38 解决之道并不一定是要建

立西方式的神学院。成本、政治方面的限制和其他组织工作的考虑

可能让这种做法变得不切实际。而且，民族优越感让西方人忽略了

把神学培训处境化地带给一个特定人群。39 神学家大卫·克拉克

（David Clark）解释说，偏向于某种形式和释经进路，这会导致宣

教士很自然“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左右这些国家的神学思考，而

不是帮助他们直接用圣经世界观考虑问题。40 因此，训练牧者领袖

的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把西方的架构搬到第三世界国家。宣教士而

是需要在内容上加强，与此同时在新教会的文化处境当中保持灵活

的形式。41

36     在 2009 年几乎有 70,000 名学生在加拿大和美国的 ATS 神学院读书；
“Annual Data Table,” 2010 年 9 月 15 日存取，http：//www.ats.edu/Resources/
publications/Documents/AnnualDataTables/2009-10AnnualDataTables. pdf.　
37     John Balmer, Jr., “Nonformal Pastoral Ministry Training in the Majority 
World : Four Case Studies (D. Min. Diss., Columbia Biblical Seminary and School 
of Missions,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2008), 1, referencing Ramesh 
Richard, “The Challenge Before Us,” address given at Trainers of Pastors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TOPIC) Conference, December 1-3,1997. Wheaton, 
IL (lecture given December 1, 1997); Ralph Winter, "Will We Fail Again?” Mission 
Frontiers, 1993, 15:7-8; Winter, “Editorial,” 1994, 16:1-2; Winter, The Challenge 
of Reaching the Unreached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6), n. p.　
38       Sills, Reaching, 161-162.　
39      David K. Clark, To Know and Love God: Method for Theology (Wheaton, IL: 
Crossway. 2003), 100.　
40　 同上，112-113 页。

41       Sills, Reaching,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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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神学院的带领

在几乎还没有展开福音工作的地方，对牧者领袖有一种特别需

求。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人们对圣经认识很少，宗教混合主义和虚

假教导的问题严重。在美国的基督徒可能注意到，在他们自己的国

家里有大量接受过神学院培训的人，却没有在教会里供职，可能就

会认为受过训练的人在全球都人满为患。但情况并非如此。学园传

道会的史蒂夫·克林顿（Steve Clinton）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观察：

虽然全球的神学院毕业生人数在上升，却完全不能满足全球的需要。

即使毕业生的人数在接下来四十年时间里稳定保持在每年一万五千

名，但也只有六十万新毕业生。“然而，如果教会增长速度保持稳定，

我们在接下来四十年就需要五百万名新牧师。那么，世界上百分之

八十五到九十的新兴教会的牧者领袖没有接受过神学培训。”42 当

然，神学院培训并不是主要目标，但这确实反映出需要。

初期教会坚固他们工作的成果。一种多层次的方法确保教会在

信心方面成熟。学者麦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解释说：“使

徒回访他们带领归正的人，设立长老看顾他们，给他们写信，派使

者到他们那里去，并为这些人祷告。”43 这是现代宣教植堂者当遵

从的模式：继续探访，培训领袖，保持联系，派出信使和祷告。建

立类似的模式使得宣教士可以通过多层途径继续教导，直到他有了

“受过训练的训练者”，这些人将会保持有效的教牧带领。44

如果宣教士和植堂者在艰难环境的地方教会训练那些将来可以

训练其他人的人，神学院的培训虽有优势，也并非必不可少。领袖

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得到教导，学习纯正教义，教牧技巧和处境化

的教会论。宣教学家吉姆·斯拉克（Jim Slack）说，一批接受调查

42      Steven Clinton,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ation Factors and Leadership of 
Spiritual Movements,” EMQ, April 2005, 41:2, 191.　
43    Michael Green, "Methods and Strategy in the Evangelism of the Early 
Church,” J.D. Douglas, ed,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Lausanne, Switzerland (Minneapolis : World Wide 
Publications, 1975), 167　
44      Sills, Reaching,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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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植堂运动建立起的教会中几乎没有神学院培训的领袖，领袖反

而是在教会或在群体之内兴起的。“在每一个接受评估的宣教运动

建立的教会中，他们的教牧领袖都是从本地兴起的平信徒领袖。只

有在一间宣教运动建立的教会有一些受过神学训练的全职牧师……

大多数教牧领袖都是从新教会内部涌现出来的。”45 这看起来是与

新约圣经中观察到的模式一样（徒 6:1-7；14:21-23；多 1:5）。

教会必须接受训练，学习服事教会这身体，以及不信的世人（弗

4:11-16）。格林强调了以合乎圣经的方法装备一间教会进行全方面

的基督教侍奉：“神首要的方法是人，重生、分别为圣、委身、被推动、

受训练和装备的人。神首要的工具是教会，教会是委身之人的群体。

属灵领袖和动员起来、受过训练的教会成员是神对推进祂事业提出

的要求。”46 教会的再生是培训的主要目标。教会训练和动员基督

的身体，这决定了教会有效传福音的程度，而这首先是通过有效的

教牧领袖做成。47

首要的事情

无论在植堂运动或逼迫处境中发生何事，宣教士植堂者都需要

马上为新的教会评估潜在领袖。要这样做，他应咨询该文化的内部

人士，他们已经在群体中注意到潜在领袖的名声如何。48 当然，

培训领袖要让他放慢脚步，暂时不能继续建立下一间新教会，但基

督在大使命的最后一个要求预见到教会需要训练领袖，让这些领袖

能固定装备新建立的教会。正如拓荒宣教学家罗兰·艾伦（Rolland 
Allen）指出那样，这是使徒保罗的做法：在一个地方讲道五到六个

月时间，然后离去，留下一间建立起来的有长老带领的教会。保罗

把精力集中在本土化上，而不是留下一间要依赖他的教会。49 他回

45     Jim Slack,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s: Rationale, Research and Realities of 
Their Existence,” Journal of Evangelism and Missions, vol. 6, Spring 2007, 41-42.　
46       Green, “Methods and Strategy,” 195.　
47　 同上。
48　 与 Bruce R. Ashford 的通信，2010 年 9 月 30 日。
49    Roland 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s or Our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2),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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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之前建立的教会，证明了这些教会的存在已经不需要使徒的严密

监管。他训练领袖认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点，使他们能将这些事传

递给其他人（提后 2:2）。50

什么是训练？科林·马歇尔（Colin Marshall）和东尼·佩恩（Tony 
Payne）很有智慧地解释说：“在新约圣经中，训练更多的是与基

督徒的思想和生活有关，过于对具体技巧或能力的训练。”51 因

此，宣教士可能没有机会、甚至不需要模仿他曾接受过的学术培训。

他的关注必须是培养教牧领袖知道如何按圣经思考问题，并把圣

经应用在生命要求当中。“训练的核心并不在于传递一种技巧，

而是在于传递纯正的教义，”52 这与西方的一些方法相反。“保

罗使用教训、训练的说法指向一个毕生的过程，提摩太和他的会

众接受圣经的教导，拒绝假宗教，让他们内心和生命符合纯正的

教义。好的圣经训练带来的结果，就是建立在纯正、使人灵命健

康的教导之上的敬虔生活。”53 宣教士不能简单地给潜在的领袖

一本关于作长老的手册，盼望带来最好的结果。训练是“深入的

和不可避免的关系性的”。54 你只需要看一看保罗与提摩太和提

多的关系，就能明白关系的必要性。“这种亲密的关系是一个载体，

传递保罗训练提摩太的其中一样关键元素，就是效法。”55 保罗

实质上在传递一种生命之道，受训的人只有看着这位使徒示范才

能明白。56 现代的宣教士必须遵从同样的模式。

50　 与 Allen 的观点相反，19 世纪前往中国的长老会宣教士倪维思（John 
Nevius）, The Pla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es (Phillipsburg, 
NJ: P& R, 1958), 27-28, 的意见就是，采取一种更缓慢、更刻意的进路进行
培训，若有必要，花上几年时间也可。倪维思也为中国教会制订了一种西
方模式，32-44.
51　 Colin Marshall and Tony Payne, 《枝与架：论教会事工与福音成长》
(Kingsford, Australia： Matthias Media, 2009), 70. 见提摩太前书 1:11-12,18-20；
4:7；6:11-14,20-21；提摩太后书 2:2；3:16,17.
52　 同上，71 页。
53　 同上。
54　 同上，71-72 页。
55　 同上，72 页。
5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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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倾向会反映出领袖的样子。如果领袖未能把纯正的教义应

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教会有可能就会跟从这有害的影响。虽然领

袖相对来说是新信之人，如果他从宣教士在他生命当中的关系投

资学到很好的功课，他就能大大帮助其他人在新的教会看到福音

是如何应用在生命当中。“训练的关系型本质意味着最好的训练

经常是通过渗透，而不是正式的教导发生。这既是接受教导也是

亲身领会。接受训练的人最终会与训练他们的人很相像，正如孩

子长大像父母一样。”57 马歇尔和佩恩把训练的性质和目标归纳

为三个焦点：“信念——他们对神的认识和对圣经的理解；品格

——与纯正教义相符的敬虔品格和生活；能力——有能力带着祷

告的心，用不同的方法对其他人讲神的话语。”58 一位训练潜在

领袖的宣教士可能喜欢对将来的牧者领袖讲论教会历史、系统神

学和护教学。虽然这看起来很理想，但他可能因着时间和环境限制，

不能提供这种广泛培训。他需要把信念、品格和能力放在优先位

置上。或者，要调整为神学教授和牧师提摩太·惠特默（Timothy 
Witmer）称作的“有效牧养事工的核心元素”，一位到一个艰难

地方宣教的宣教士，就应强调那些有关合乎圣经、讲求关系、彼

此督责和常常祷告的基本点。59 他要向潜在的领袖教导圣经，要

亲身示范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要展示出彼此督责的必要性，还要

通过命令和实践让人看到祷告在牧养事工中的核心作用。

发掘潜在的领袖

宣教士应如何发掘潜在的牧者领袖？他必须留意那些愿意承担

责任、爱群羊、表现出一定的教导能力和忠心的人。这必然要求把

时间投资在新的教会，问与潜在领袖有关的问题，并培养他们。艰

难地方的要求让人关注最低要求，而不是理想状态；关注品质，而

57　 同上，76 页。
58　 同上，78 页。
59　 Witmen, The Shepherd Leader, 193-224. 他也补充说，有效的牧养事工
应当是有体系、全面和实际发挥作用的事工。但考虑到在艰难地方培训领袖，
以上指出的四点应当成为训练领袖时的优先要务，如果时间和环境许可，
还可以扩充，把其他元素包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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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份资格清单。60 不是把将来的领袖与这位宣教士认识的已建

立教会更成熟的领袖作比较，而是应当留意一些品质，表明这些人

在基督徒行事为人和实践方面取得进步。61

如果一位潜在的领袖是刚刚归正相信基督的人，那怎么办？一

位宣教士需要投资多长时间，然后把这位新信徒放在领袖的位置上？

艰难的地方迫切需要领袖，这就需要采用与西方常用方法不一样的

方式，一种加快确立长老的过程的方式。新约圣经讲到许多在艰难

的地方建立教会的情况。因保罗与大多数教会在一起的时间是六个

月或更短，却将长老分别出来在这些教会当中服侍（例如徒 14:21-
23），艾伦就得出结论说，这样的时间框架足以确立长老带领。他

承认，如果今天有人提议做同样的事，“这人可能被看作是鲁莽到

了疯狂的边缘。然而没有人否认圣徒保罗就是这样做的。”62 艾

伦进一步解释说，大部分情况中，这些新归正的人在认识福音或基

督教信仰方面并没有特别优势。虽然一些人可能熟悉犹太人的律法

或希腊哲学，“绝大多数人曾经深陷偶像崇拜的愚昧和罪当中，是

最赤裸裸迷信的奴隶。没有人在过去对救主的生平和教导有任何认

识。”63 如果保罗能在短时间内，在他建立的新教会中，确定有效

的带领架构，今天的宣教士当然也能同样做。那么，现代的宣教士

如何平衡对领袖的迫切需求和圣经对牧者领袖的的资格要求？观察

教牧书信会帮助我们思考这问题。

从教牧书信得到的观察

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早期在以弗所建立教会，用了三年时间

讲道、教导和门训（徒 18:22-23；19:1-10；20:31）。教会确立了长

老带领，保罗踏上危险旅程，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在米利都与以弗

60　 Sinclair, A Vision of the Possible, 228; Sills, Reaching, 64 指出最基本的最
低要求是教导“圣经、纯正的教义、向跟从的人作敬虔生活的榜样”。
61　 Sinclair, A Vision of the Possible, 228-231, 补充说：“神贯穿好几个世
纪时间，通过极其不完全的植堂者和不完全的地方教会的信徒扩展教会的
疆界。我们都是被破坏的人，神是在医治和挽回的过程中动工，这对我是
鼓励。”( 230-231 页 )
62       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85.　
6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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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会长老见面，证实了这一点（徒 20:17-38），他在耶路撒冷被捕，

最终被带到罗马，在该撒面前申诉（徒 21:27-40；25:10-12；28:11-
31）。他上耶路撒冷去，导致他从公元后 60 年到 62 年第一次在罗

马被囚。在这之后，他被释放了有大约两年时间，而且，在不到三

年的时间中，他做了更多侍奉工作。64 在这段时间，他似乎与提多

到访克里特岛，他把提多留在那里把事情办理整齐，有可能他自己

前往了西班牙。65 保罗到这岛上，虽然时间足够建立一些教会（多

1:5，“在各城设立长老”），但前后不到一年。66 讲到“在刚成

立的教会确立长老，多快才算太快”这问题，孟恩斯对保罗在克里

特岛的宣教做了几个观察。67 他把他的观察建立在内部证据上，就

是克里特岛的教会相对较新，这意味着它们潜在的长老是初信的人。

以下是我自己对孟恩斯要点的解释：

1.   保罗指示提摩太设立长老，但没有提到执事（多 1:5），这

      表明在教会开始成长之后执事才出现（徒 6:1-6）。

2.   保罗并没有像对在以弗所的提摩太所说那样（提前 5:19-21），

64       Thomas D. Lea and Hayne R. Griffin, Jr., 1, 2 Timothy, Titus：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Exposition of Holy Scripture (NAC, 34；Nashville：Broadman 
Press, 1992), 41.　
65　 William D. Mounce 认为使徒首先到访克里特岛，然后按一些人认为
的那样去了西班牙。ln Pastoral Epistles (WBC, 46; Nashville: Nelson. 2000), lix. 
认为保罗去了西班牙的观点源自于格利免，他写信说保罗“在东方和西方
（讲道）……向全世界教导义，到了西方极尽之处。” 1 Clement 5:7；
ANF 1:6; A. D. 30-100. Eckhard Schnabel 解释说，“到了西方极尽之处”这说
法，是人经常用来指西班牙的说法。Eckhard J. Schnabel, Paul the Missionary: 
Realitie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8), 
116. 引用《格利免一书》5 : 6-7，连同《彼得行传》和《穆拉多利正典》（the 
Muratorian Canon），作为保罗西班牙宣教的进一步证据，117。其他学者
指出这缺乏圣经内在的证据，就不及 Schnabel 那样确信保罗确实去了西班
牙宣教，见 James D. G. Dunn, Romans 9-16 (WBC, 38B; Dallas: Word, 1988), 
871-873; Ben Witherington, Paul’s Letter to the Romans: A Socio-Rhetorical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4), 362-363; Douglas J. Moo,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899-902.
66      同上，lx. Schnabel, Paul the Missionary, 采纳了稍微不同的日期，把保
罗第一次被囚罗马放在公元后 60-62 年，在克里特岛稳固新教会是在约公

元后 63 年的时候。　
67        Ashford, “A Theologically-Driven Missiology,”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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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提多把犯罪的监督开除，只是说要设立监督（多 1:5）。

      这似乎表明监督在这之前并不存在，因此无需做出纠正措施。

3.  保罗并没有重复这条命令，即监督不能是初入教的人（参见

      提前 3:6）。这表明要么没有新信之人，这是不大可能的事；

      要么都是新信之人，按内部证据这看起来更有可能。

4.   书信的大部分内容是基本的教理问答，适合新信之人，带出

      两个关于拯救的说法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而这封书信是围

      绕这两个说法写成（多 2:11-14；3:3-8）。这似乎表明教会 

      是新建立的，相信的人还不够成熟。

5.  有关假教师的教导虽然成功（多 1:11），却并不像在提摩

      太前书那样发挥重要作用，表明问题并不是非常严重。68

另外，新约圣经学者本杰明·默克尔（Benjamin Merkle）强调

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中两份品格清单的显著不同：“提多书省略

了不可初入教这一资格。”69 为什么会有这省略？“这省略可能是

因着克里特岛教会处在初期发展阶段而必然作出的修正。较新的教

会可能需要相对是初入教的人担任领袖。”70 正如汤姆斯·里尔

（Thomas Lea）和小海恩·迦芬（Hayne Griffin Jr.）观察的那样 , 这

一修正，连同提摩太前书列出的其他品质，可能表明了保罗“按地

方处境的要求，在教会组织的某些事情上”采取灵活的做法。71 然

而在保罗停留克里特岛的短暂时间，加上他写信给提多之前的几个

月，使徒的这位代表是有充足时间评估合乎资格的长老候选人，预

备他们在克里特岛教会接受按立。72 保罗打算在冬天之前与提多在

尼哥波立会合，因此他期望他的指示快快得以实施（多 3:12）。

68     Mounce, Pastoral Epistles, lix-lx aided by comments from Benjamin L. 
Merkle, "Ecclesiology in the Pastoral Epistles,” in Andreas Köstenberger and Terry 
Wilder, eds., Entrusted with the Gospel: Paul’s Theology in the Pastoral Epistles 
(Nashville: B & H Academic, 2010), 183-186.　
69       Merkle, "Ecclesiology in the Pastoral Epistles,” 185. 　
70　 同上。
71       Lea and Griffin, 1, 2 Timothy, Titus, 278, fn. 11.　
72       Mounce, Pastoral Epistles,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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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多设立作长老的人入教有多久？人们可能会猜测（1）他们确实是

“长老”，也就是说，在基督教群体当中较为年长的人，（2）他们

在旧约圣经方面是有学问的人，因为岛上可能有人数众多的犹太人

群体，或者（3）他们是属于那些三十年前在五旬节期间归正的人，

回到克里特岛建立至少像是基督教的群体（徒 2:11）。但这些都是

猜测。圣经内在的证据，特别是提多书 2:1-8，表明克里特岛的众教

会是新近建立的，而且成员的年龄各异。73

提摩太和提多有可能并不是他们各自所在教会的长老，而是作

为临时的、使徒的代表或宣教士在教会里服侍。74 提摩太的事工已

经变得比提多的事工更复杂。他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

不可听从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提前 1:3-4）。他也有责

任传递保罗给教会的教牧指示（提前 4:6,16）。赋予他的权柄包括

公开责备落入罪中不悔改的长老，以及按立人担任牧师职分（提前

5:17-22）。

同样，保罗已经委托提多把自己在教会还没有做完的事办理

整齐，在每一座城设立长老，就如之前指示他那样，这应当是他们

一起在克里特岛做工的时候（多 1:5）。提多和提摩太运用权柄，

这是否把会众完全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提摩太和提多都有可能发

动会众参与他们任命长老的决定，因为正如斯托得观察那样，“他

强调他们要有无可责备的名声，这表明会众在选择过程中拥有发言

权。”75 这是遵循我们之前思想使徒行传所选经文时观察到的同样

模式。

更广泛地说，教牧书信表明了新约圣经对地方教会领袖教导的

一些基本模式。76 第一，长老应从教会内部挑选，这些人是因着他

们的忠心、受人尊重和参与教会事工而广为人知。第二，应认真挑

选长老。提摩太前书 3:1-7 和提多书 1:6-9 指出的具体特征缩小了长

73       同上，lix-lx.　
74       Merkle, "Ecclesiology in the Pastoral Epistles,” 196-198.　
75       Stott, Guard the Truth, 174.　
76       Lea and Griffin, 1, 2 Timothy, Titus, 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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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候选人的范围。两封书信都讲到重要的品格有：无可指责，作一

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家庭，儿女是相信（或忠心）的，有节制，

乐意接待人，不醉酒，不打人，善于把纯正的教义教导人和劝勉人，

不贪财。77 而且正如我已经说明的那样，保罗并没有指示提多将刚

信主的基督徒排除在长老候选人之外，这表明“按地方处境的要求，

在教会组织的某些事情上采取灵活的做法”。78 第三，牧师领袖应

“由多位组成”（就是说，领导层不是被一个人控制）”，79 很明

显，这些教会并不知道有君主一样的主教治理他们的事情，这是在

圣经之后年代才出现的事。80

这种模式可以在快速发展和遭受逼迫处境中的新教会继续适

用。宣教士应在新教会内部留意潜在的长老，看重教牧书信列出

的圣经资格（特别是提多书，因这些品格看起来更像是为较新的

教会制定），除非只有一个人符合资格，否则总要努力确立多位

长老带领。81

建立带领的计划

在植堂运动和逼迫环境下，宣教士遵循一个连贯一致的计划，

将有助于保存造就门徒的成果。教会必须要有牧者领袖。在一些处

境中，因一个牧者领袖也没有，宣教士会面对艰难的决定，推荐一

些在信仰方面还年轻的人作长老服侍。他如何有信心相信自己是在

跟从主的带领而这样做的呢？我们确定了在建立地方教会带领的过

程中的十个焦点，以此帮助建立一个可行的计划。

第一，关注潜在领袖的品格。虽然保罗和巴拿巴在加拉太地区

77     Gene Getz, Elders and Leaders: God’s Plan for Leading the Church: A 
Bibl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Chicago: Moody, 2003), 157.　
78       Lea and Griffin, 1, 2 Timothy, Titus, 278.　
79　 同上。

80       Merkle, "Ecclesiology in the Pastoral Epistles,”185.　
81    见对多位长老带领及其合理性的讨论，W. B. Johnson, “The Gospel 
Developed through the Government and Order of the Churches of Jesus Christ," 
in Mark Dever, ed., Polity: Biblical Arguments on How to Conduct Church Lif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Church Reform, 2001),19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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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长老时（徒 14:23），并没有指出提摩太前书第 3 章和提多书

第 1 章要求的行为素质，但是给提摩太和提多的细节让我们确信绝

不可忽视品格。因为宣教士不大可能找到许多像非常成熟的基督徒

那样的人，他就必须考虑到在他观察这些潜在领袖期间，他们的品

格有何发展。具体来说，他应留意这些人是否有忠心、愿意摆上、

个人正直、受教，要特别强调最后一个素质。82 

第二，因提多书聚焦在较新的教会，宣教士辨认潜在长老时就

应特别留意提多书 1:6-9 描写的品格特征。理想的情况就是一位候

选人具备提摩太前书第 3 章和提多书第 1 章列举的所有品质。但考

虑到初信主的人、新的教会和艰难的地方，人就必须面对现实。狄

克逊也提出了有益的评论：

          这职分和工作是属灵的，那么长老必然就应该是属灵的人。

他们并不一定要有极大恩赐，或在世上有很高地位，富有或接

受过高等教育，但必不可少的是，他们必须是属神的人，与神

相和，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要参与到使人与神和好的使

命当中，他们自己就必须与神和好。
83

考虑长老人选时，以下四个问题有效地概括了保罗在提多书第

1 章提出的要求：

1. 他是否是一个忠心看重家庭的人，委身妻子，好好管理儿

女（1:6）？ 84

2. 他对自己的情感、欲望和关系是否有节制（1:7）？

3. 他能否与他人和睦相处，以福音的方式对待他人（1:8）？ 85

4. 他能否正确地使用圣经劝勉和纠正其他人（1:9）？

82      Lea and Griffin, 1, 2 Timothy, Titus, 279; Sinclair, A Vision of the Possible, 
235, 使用了对人有帮助的缩写说法，“ 一些人讲到要找那些 FAT: faithful（忠
心）, available（可用的）, teachable（受教）的人。"　
83       Dickson, The Elder, 30.　
84       Getz, Elders and Leaders, 163-171.　
85      关于活出福音，请见 J. Mack Stiles，Marks of the Messenger: Knowing, Living 
and Speaking the Gospel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0), 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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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看看有没有两三个人，因着他们的品格和服侍，教会就

认可他们配得行使权柄。这是带领、牧养、责备、培训、教导和治

理的权柄。与会众的尊重程度相比，年纪并不是一个问题。86 正如

雷·施塔曼（Ray Steadman）指出那样，这种尊重应“产生于他们（长

老）自己有爱心和敬虔的榜样”。87

第四，如果只有一个人符合资格带领教会，会众可以将他分别

出来，计划好只要他们能找到另一人，就马上加进来。在受逼迫的

地方，少数几个家庭和个人在小型的家庭教会里聚会，可能更难找

到多位长老。但是如果要正确发挥作用，多位长老有助于防止专权

和独裁出现。增加侍奉的恩赐，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体系满足事工

需要，会让侍奉有更大果效。88

第五，如果只有一个人合乎资格服侍，这位单独的长老可能要

有可以督责他的伙伴或团队来协助他。这些督责他的人并不分享同

一个权柄，但他们能帮助这位长老留心他的行事为人和教训。89

第六，宣教士应当把大量时间投资在潜在长老身上，观察他们

如何回应教训，留心观察他们是否谦卑，他们的个人成长，在神的

道和祷告方面的操练，对家庭的忠心，以及在社区中的名声。西尔

斯提出一种有效的宣教工具：以身作则、协助、观察和离开（MAWL）。

“这要求学徒观察师傅然后做出来……当学徒‘一个人做事’不出

事故，师傅就可以离开了。”90 辛克莱认为这过程要用两到六个月

时间，特别关注在“集中性的品格操练”上。91 宣教士用这种方法

能密切留意潜在的领袖如何成长，然后才把他们释放到新的教会。

第七，植堂者不应尝试强制要求潜在的牧者领袖接受西方式的

86       Getz, Elders and Leaders, 287-289.　
87       Ray Steadman, Body Life (Glendale, CA: Regal Books, 1972), 82.　
88       Getz, Elders and Leaders, 241-242.　
89   同上，273, 276.　
90       Sills, Reaching, 49.　
91       Sinclair, A Vision of the Possible,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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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院教育，而是要提供一些侍奉训练的核心内容。92 艾伦探索了

这问题：“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他（保罗）如何能训练他引导归

主的人，以至于能在如此短时间内离开他们，放心他们能站立得住

并继续成长。”93 那么，要考虑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以下是七种可能：

1. 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点，强调合乎圣经的神学。教导他们

福音。94

2. 简单的释经原则。

3. 属灵操练的模式。95

4. 在个人与主同行和顺服方面彼此交账。

5. 属灵领袖的基本责任：教义、管教、制定方向和在基督徒

生活方面以身作则（例如徒 20；彼前 5；多 1:5-9）。

6. 实行教会纪律——如何实行，何时实行（太 18:18-20；林

前 5，等等）。

7. 门训会众。

第八，宣教士应为新领袖指出需要教导、服侍教会的领域。金

盖茨（Gene Getz）指出六项优先：“教导神的道，示范像基督的行

为表现，维持教义的纯正，管教不顺服的信徒，监督教会的物质需要，

以及为病人祷告。”96 这些是在新教会中长老主要的“本分”。

第九，如果宣教士和会众担心刚刚设立的牧者领袖在信仰方面

太年轻，那么可以临时性设立他们作长老，直到他们能证明自己为止，

听从提摩太前 3:6 的警告：“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宣教士霍根（Brian Hogan）建议设立

92      见 David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5-6, 富有洞见地考察了西方强加

做法的模式。　
93        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87.　
94        同上。　
95　 Donald S. Whitney, Spiritual Disciplines for the Christian Life (Colorado 
Springs: NavPress, 1991).　
96       Getz, Elders and Leaders,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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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长老”或“受训长老”，这些人可以服侍到有更成熟的人有

资格来带领教会为止。97

第十，在充分培训和观察之后，会众应把这些人分别出来，作

会众的牧者或长老，而宣教士则把他们交托给主，这是在按照保罗

在使徒行传 14:23-24 和 20:31-32 的榜样去行。

结论

即使在植堂运动和逼迫的环境里，训练领袖必须是宣教士的优

先要务。否则，尽管人们热心努力传福音，大使命却仍然没有实现。

要记住卢旺达教会的失败，在于它未能培养忠心的牧者领袖教导百

姓。宣教士 / 植堂者绝不可为了接触最多的人而忽略了基督的命令，

就像在卢旺达所发生的那样。新约圣经丝毫不支持为了追求更多人

数，而忽略了教导基督命令祂门徒的一切。真门徒努力顺服耶稣基

督为主，即使在艰难的地方也是如此。

很明显，教导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正如宣教学家赵天恩（Jonathan 
Chao）强调的那样，宣教士“必须承认基督在祂所有教会之上作王

掌权”。98 在打下合乎圣经的根基之后，他必须把教会的治理交托

给本地长老，由他们来承担教导、带领和牧养的责任。虽然他可能

纠结于要在新的教会确立完全成熟的领袖的理想化愿望，他却很有

可能需要显出保罗对克里特岛教会的一些灵活做法。他设立的一些

长老可能看起来在信仰方面“太新”，但在这方面他需要有极大的

分辨力和圣灵的引导。正如罗兰·艾伦很有智慧地指出，如果保罗

能在一座城停留六个月时间，建立一间教会，并把长老分别出来，

将他们交给主，那么现代的宣教士也同样可以这么做。99 虽然无人

97      Brian Hogan, "Distant Thunder: Mongols Follow the Khan of Khans,” 
in Ralph Winter and Steven Hawthorne,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3rd ed.,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9), 694-695, 696.
98      Jonathan T'ien-en Chao, "The Nature of the Unity of the Local and 
Universal Church in Evangelism and Church Growth,” in Douglas,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 1111.　
99        参见 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81-107.　

第三部分：从理论到实践



241

能提出一个强制的年龄或信主时间作为担任长老的先决条件，但宣

教士需要谨慎地考虑属灵领袖所需的基本素质，然后向前进，将教

会交给主看顾。与新领袖和教会保持关系，不是从外部施行控制，

而是作一位提出忠告和鼓励的属灵父亲，就像保罗回访他建立的教

会一样，这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种有智慧的做法。

                                        第二十一章  在艰难的地方培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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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加拉太书 6:9 既是警告也是应许，与长老尤其相关：“我们行善，

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在本书收尾时也

希望发出同样的警告和应许。

你是否记得我们之前说过，长老的职分是背负重担的职分？重

担把人压垮，让人精疲力竭，长期背负重担会让人灰心。你可能还

比较年轻，因为长期的“教会纷争”而感到灰心。或者你可能比较

年长，只是不确定自己“身上还有多少干劲”，“油箱还剩多少油”。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经常看到做工灰心的人，不论年纪多大，他们

落入罪中，最终失去资格，不再是榜样。灰心常常让我们心灵颓废，

而去随从肉体。

许多准备作母亲的人收到这条建议：“不要等到累了才休息。”

这同样可以很方便地应用在牧师、长老和执事身上。各样需要都吵

闹着要你关注，你如何才可以有休息？ 

确实，如果你只做对一件事，其他事情自然就成了。基督要我

们“常在”祂里面（约 15:4）。实际上，我们能否多结果子，这完

全取决于是否常在主里面的行动。“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

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

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其他经文也表明了同样的观念，但是是以不同方式在表达。路

加福音 12:21 命令我们“在神面前福足”。诗篇 37:4 劝勉说：“要

以耶和华为乐。”腓立比书 4:4 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在你工作的时候，要努力让你起初的爱继续成为你第一所爱的。

不要让你与神的关系变成第二位，屈居在任何别的事情之下。相对

来说，所有其他事情完全不重要。

你很有可能听过这个说法：“你自己没有的，不能分给别人。”

我们这些长老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得着基督和传递基督。所有其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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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我们若做到这一点就有赏赐。回到加拉太

书 6:9 的应许，它告诉我们，“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作一位忠心的长老，这附带有大量内容：我们得赏赐，信徒的

灵命健康，教会在社区中的见证，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名……

让我们不要灰心。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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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以下是我们建议的长老调查问卷，你可以按照你自己教会的处

境改编使用。

长老调查问卷

1.      请简要描述你是如何相信基督的。

2.       请描述你自己作为一个信徒是如何进行属灵操练的。

3.       你如何总结你与妻子儿女的关系？讲一讲你的家庭生活，优先  

           次序，以及主在婚姻和养育儿女方面正在教导你的事情。

4.       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请简要解释福音的内容，或者详细描

            述福音的框架，按着你要讲给某个需要基督的人的方式。

5.        解释你对教会的认识。什么是教会，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基

            督是如何安排教会的秩序的，它有怎样的未来，等等。

6.       在这方面，一间新约圣经教会的职分有哪些？这些职分在地方

            教会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

7.       请解释圣经关于人的教义（简要解释）。

8.       简要解释圣经关于罪的教义。

9.       简单解释以下术语，以及它们在基督徒人生中的重要意义：

           A.      称义

           B.      救赎 / 和好

           C.     儿子的名分

           D.     挽回祭

           E.      预定 / 拣选

           F.      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