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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17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借着祂的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及这一课有关建立教会的学习交托给主。  
 

2 分享 (20 分钟)                                                     [灵修] 
以弗所书第 6 章 和 腓立比书第 1 – 2 章 

 
轮流简短分享 (或从你的笔记读出) 你从指定经文(以弗所书第 6 章和腓立比书第 1-2 章)所得的灵修领受，只需

分享其中的一次灵修。 
专心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领受。不要讨论他的分享。摘录笔记。 
 

3 背诵 (5 分钟)                                                  [基督徒婚姻的预备] 
(5) 马太福音 6:33 

 
两人一组查阅。  
(5) 正确的优先次序： 马太福音 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4 讲授 (85 分钟)                                                       [教会礼仪] 
教会领袖的委任 

 
简介。参阅训练手册 3 的第 34 课 (彼得前书 5:1-7 查经)、训练手册 4 的第 47 课 (讲授：基督徒领袖的特征) 和
训练手册 4 的补充 20 (讲授：执事)。这一课教学是关于教会领袖的委任，即委任(按立、就职、授职)长老 (包
括教士/传道/牧师/教会领袖)。请记住，一个会众群体可能包括几个家庭团契 (家庭教会)在一个长老团之下运

作。 
 

任命领袖就是将一个职务交给他们。「职务」 (这个词与荷兰文中的「交易」有关) 在圣经中是指一项公共任务

或事工，由基督和教会长老呼召和委派 (征召) 某一个人肩任。职务的例子有：长老 (教士)、宣教士 (使徒)、讲

道者 (先知)、牧师 (牧人)、福音传教士、老师、执事、组长、青年领袖等。除了长老的职务，其他的职务都不

是会众的领袖，而是在长老团 (委员会) 的监督下执行他们的任务！ 
 

职务是一项事工，被赋予责任、权力和信任来执行某项任务，并有义务/期望承担责任。这不是一个高于其他

基督徒的身份，因为圣经中的领袖总是共同的领导和仆人样式的领导，与那些想成为专制和控制的人刚好相

反。  
 

我们将会首先总结长老的必须资格和任务，然后学习如何拣选和任命 (按立、授职) 他们为教会的领袖。 
 
 

A. 圣经中有关长老的资格 
 

阅读  提摩太前书 3:1-7；提多书 1:6-9。  
发掘及讨论。圣经对长老的要求或资格是什么？ 
笔记。只有当弟兄符合以下圣经要求时，他才能被拣选及任命为长老。 长老的资格可分为三部分： 
 

1. 他的个人品格。  
 

关于他的欲望、情感和性情，他必须能自我控制。关于金钱，他必须诚实及不把积聚世上财物作为他的目标。 
 

2. 他的家庭生活。  
 

关于女人，他必须是对妻子忠诚的榜样。若然他是未婚，他必须是对所有女人有纯洁之心的榜样。关于他的孩

子，他必须带领他们信靠和服从基督，以及尊重他们的父母。 
 

3. 他的事奉能力。 
 

在成熟方面，他不能够是初信或不成熟的基督徒。关于圣经，他必须持守健全的基督教教义，能够用圣经来讲

道、教导和引导别人。  
 
 

B. 圣经中有关长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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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老的首要任务是成为神羊群的牧者或牧师 
 

阅读  使徒行传 20:28-31；彼得前书 5:2。  
发拙和讨论。当会众的牧人、牧者、监督是什么意思？ 
笔记。长老是被任命为教会的牧师或牧人 (希腊文：poimenas) 和监督(希腊文： episkopoi, bishops 监督/主教)，
就像耶稣基督是普世教会的好牧人、牧长和监督一样 (彼得前书 2:25；诗篇第 23 章)。长老以团队共同牧养 (希
腊文： poimainó) 和监督 (希腊文： episkopeó) 教会的成员，即喂养、保护、照顾和领导他们，使他们兴旺和成

长。长老共同负责照顾弱势和有需要的成员 (如寡妇、孤儿、难民和初信者) (提摩太前书 5:16)。他们一起为病

人祷告 (雅各书 5:14-15)。他们一起防范那些试图误导羊群的假教师、专制领袖和狼 (使徒行传 20: 29-31)。每

位长老也是其他长老的监督(行徒行传 20:28 )。这样，所有基督徒，包括领袖，都处于彼此负责和问责的关系

之中。长老必须执行他们的任务，不是从一个辖管人的位置上，而是作为仆人 (参见约翰福音 13:12-16 节中的

洗脚)。圣经中没有一个教会是只有一个牧师。长老团队中的所有长老都是牧人/牧师，肩负着几种不同的牧养

职责。  
 

2. 长老的第二个任务是成为神家的管家。 
 

阅读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2-15；提摩太前书 3:5；5:17；提多书 1:7。  
发拙和讨论。当会众的管家是什么意思？ 
笔记。长老被任命为教会的领袖 (希腊文： prohistamenoi) 和管理人 (希腊文: oikonomoi)。长老以团队一起指导

和管理 (希腊文：prohistémi)，特别是渉及教会这个家庭的活动和财产 (希腊文：oikos)。这是长老的任务，而

不是执事的任务。 
• 在给帖撒罗尼迦和提摩太的书信中，长老的任务被描述为 「治理、引导或管理」，即 「走在前头带领」 或
「以身作则」 (希腊文：prohistémi)。 

• 在提多书中，长老的任务被描述为 「当一个家庭(希腊文：oikos)的管家、管理人或行政者」 (希腊文： 
oikonomos)。 

然而，长老的领导风格不可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他们必须以身作则 (彼得前书 5: 2-3)。如果某位老长不能好

好地管理他的家庭 (提摩太前书 3: 4-5) ，或他的妻子或孩子需要更多的关注时，那么他应该调整他的优先次序

或辞去长老的职务，以便给他的家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的生活和他的所有责任必须取得平衡。 
 

以下有关人和活动方面的功能，都属长老的领导和管理。当然，长老必须将一些任务委派给教会成员，但长老

仍然要向主和长老团队对这些任务负责！ 
 

 (1) 长老带领教会的聚会。 
他们推动和带领每周的聚会如崇拜聚会和小组查经聚会、祷告和团契 (使徒行传 2:42)。他们也推动和带领特别

聚会如洗礼和主餐、教会节日、婚礼、丧礼、 家庭访问和装备成员的聚会。 
 

 (2) 长老带领教会的差传事工。 
他们激励成员为世人祷告 (提摩太前书 2:1: 1-2)、在社会中有良好的影响(马太福音 5:14-16)、以及在家庭内外

传扬福音 (马太福音 10:32-37；使徒行传 5:42)。他们推动对其他省份和国家的差传工作。他们支援受压迫和受

迫害的教会，也帮助其他基督教组织 (罗马书 15: 23-24；腓立比书 1: 5；4: 15-16；约翰三书 5-8) (阅读哥林多

后书 第 8 章)。 
 

 (3) 长老带领教会的训练项目。 
他们带领那为人的悔改和洗礼做准备的小组。他们照顾所有新信徒的跟进工作，并确保教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是

基督的门徒，受装备在基督的普世身体作各样不同种类的事奉 (以弗所书 4: 11-14)。他们负责在团契里培训领

袖： 传福音、门徒造就、宣教、主日学、青少年和青年团契、牧养关怀和贫穷救济及其他小组。 
 

 (4) 长老监察成员运作良好。 
他们激励成员在人际关系中展示爱，在活动中要作善工，在彼此聚会中保持忠诚 (希伯来书 10:24-25)。他们劝

勉成员承担基督分配且符合他们的才能和属灵恩赐的任务。他们帮助成员发掘他们的才能和属灵恩赐，并运用

这些服事其他人。他们负责成员的品行和使用恩赐的秩序 (罗马书 12:3-8；哥林多前书 12:4-7；14:26-40；帖撒

罗尼迦前书 5:19-21；提摩太前书 4:4；约翰一书 4: 1)。他们鼓励对成员的个人帮助 (使徒行传 18: 24-28)。他们

耐心地，并透过教育警告、劝诫、纠正和鼓励成员 (提摩太后书 4: 1-5；提多书 2:15)。他们在教会内安排必需

的牧养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2-15)。他们负责教会的纪律 (马太福音 18: 15-17；参考哥林多前书 5: 9-13)。  
 

3. 长老的第三个任务是作为神话语的教师。  
 

阅读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2；提摩太前书 3:2；5:17 和提多书 1:9。 
发拙和讨论。在会众中当神话语的教师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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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长老被任命为教会的教师 (希腊文：didaskaloi)。他们以团队形式一起以圣经来讲道、教导、劝勉、警告

和鼓励。 
 

 (1)长老团或长老团队的职责是使用圣经： 
• 向非基督徒和基督徒传扬神的道 (提摩太前书 5:17)。 
• 与非基督徒和基督徒谈论耶稣基督 (使徒行传 17:1-4, 11)。 
• 指导教会成员有关圣经所揭示的整个神的旨意(使徒行传 20:20, 27)。 
• 教导成员遵守耶稣基督的诫命和教导 (马太福音 28:20)。 
• 将神的道铭刻在成员的脑里和心中，告诫信徒，鼓励胆怯的人，警告那些闲散的人，以及温和地指示那些

反对他们的人 (歌罗西书 3:16； 帖撒罗尼迦前书 5: 12-15；提摩太后书 2: 23-26)。  
• 制定教义 (使徒行传第 15 章；提摩太后书 1:13) 。 
• 反驳虚假的教导 (提多书 1: 9)，等。 

 

 (2) 长老不一定要在神学院接受培训，也不一定被任命为全职。 
新约中的长老一般不是全职牧师、讲道者或教师。然而，长老「必须善于教导」 (提摩太前书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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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新约中的一些长老主要是传教士和教师 (提摩太前书 5:17)，但圣经并没有说他们应被任命为全职！圣经对神学

院和圣经学校的现代理论一无所知。圣经没有教导只有在神学院或圣经学校接受过正式训练的长老，才有权柄

或能力来宣讲和教导神的道。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劝诫要将神的道教导别人，并互相劝诫 (歌罗西书 3:16；参考

马太福音 28:19)。  
 

虽然有些基督徒认为像提摩太和提多这样的人，就像现今一个教会的全职牧师，但他们所做的更多于这些。他

们和使徒保罗一起广泛地到外地宣教，是他的同工或宣教士多于牧师！就连提摩太和提多也没有接受过现代神

学院或圣经学校的培训，而只是接受了使徒保罗所提供的在职培训，就像使徒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在职培训一

样！ 
 

 (3) 年纪较小的老长也有权柄。 
在教会里年纪较大和年纪较轻的男士，对彼此都必须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彼得前书 5:5)，而根据长老的职责， 
年轻的长老有责任和权柄去教导、纠正和指责所有成员、老年人及(若有必要时)甚至年纪较大的长老 (提摩太

前书 1: 3-5； 4: 11-13；5:20；提摩太后书 2: 22-26)。然而，所有长老必须互相尊重 (提摩太前书 3:2；5:1-2；提

多书 1: 7)。  
 

4. 长老的第四个任务是作为神和人的仆人。  
 

阅读。耶稣在马太福音 20:25-28 教导：「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

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彼得在彼得前书 5: 1-3 也教导：「我这作

长老 . . . 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希腊文：poimanate)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

照管(希腊文： episkopountes)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

辖制(希腊文： katakurieuó)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发掘和讨论。教会的长老的责任是什么？ 
笔记。长老是被任命为仆人 (希腊文：diakonoi)，而不是教会的统治者。长老要以一个团队作仆人的榜样，愿
意在教会里做最低微的任务(比如洗脏脚)，且自愿做别人不想做或不能做的任务。他们渴望为他人的福祉执行

任务。 
 

服事不仅是一项任务/责任，也是教会长老的独特态度和生活方式 (哥林多前书 3: 5)！「仆人」 一词是对他所

有责任的总结，它应该时刻提醒长老履行其责任，作为成员的牧羊人、作为他们活动的管理人和作为神话语的

教师，不是从管辖的层次上，而是作他们仆人的地位上！耶稣基督是普世教会的牧长和监督 (彼得前书 2:25)、
每个基督徒的主和统治者 (约翰福音 13:13) 及世上的万王之王 (启示录 19:16)。然而，祂给了祂的使徒、教会的

所有其他领袖和世界上所有领袖一个作谦卑仆人的例子，以便他们都会做祂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约翰福音 
13:14-15)！服事 (即洗脚) 是对长老生活方式的总结，恰恰与世界领袖的领导风格截然相反。长老是神的甘心、

自愿和热诚的仆人！耶稣基督和使徒彼得都禁止基督徒领袖管辖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人。基督徒领袖不应透过发

号施令来领导，而是应走在前头和树立榜样来领导。领袖不应要求成员为他们服务，而是要服务他们，以致他

们能够为基督摆上最好的，并为基督尽上最大的努力 (马可福音 10:45；路加福音 22: 25-27)。 
 

C. 长老(包括牧师)的委任  
 

简介。每个会众在拣选和任命长老 (包括教会领袖、传道、教士、牧师、董事/管理人、教师和其他教会领袖) 
时，都应遵循圣经的原则。 
 

1. 拣选长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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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提摩太前书 3:14-15；3:1-7。 
发拙和讨论。拣选长老应按什么基础？ 
笔记。拣选长老必须按圣经和他们在教会中的表现。 
 

 (1) 圣经。  
长老的拣选必须按圣经所定的资格和完成圣经任务的能力为基础 (提摩太前书 3: 1-7；提多书 1: 5-9；彼得前书 
5: 1-4)。  
 

 (2) 表现。 
那些透过他们的生活和事奉(路加福音 16:10)及神对他们事工的祝福(哥林多后书 10:18；腓立比书 2:22)，而展

示了他们领导能力的人，他们是长老职份的最佳人选。任何人不得在教会里自封为长老 (或牧师)。弟兄可以自

荐担任老长，但他必须符合条件，且会众必须愿意拣选和任命他 (提摩太前书 3: 1)。  
 

2. 新约犹太教会对长老的拣选。  
 

阅读  使徒行传 2:42；使徒行传 6:1-4；彼得前书 5:1； 约翰三书第 1 章。  
发拙和讨论。新约犹太教会的长老是如何被拣选的？ 
笔记。在五旬节之后的新约时期，第一批门徒发展成为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地方教会。更多的教会陆续在犹太人

和撒玛利亚人中间成立了 (使徒行传 8: 4-5；使徒行传 9:31；使徒行传 11:19；雅各书 1: 1；5:14) 。耶路撒冷教

会的第一批长老很可能是从旧约时期的同一阶层的男士中选出的，即是来自以色列家庭之首和其他有影响力的

人。他们很可能是由信徒拣选的，就像执事被选出来那样 (参见使徒行传 6:1-7)。路加(使徒行传 6:4)、彼得 (彼
得前书 5: 1) 和约翰 (约翰三书第 1 章) 都清楚表明，耶稣基督的使徒在当地的教会中肯定担当长老的功能。他

们作为「共事的长老」(彼得前书 5: 1)，并不在其他长老之上。长老在当地教会的主要任务是祷告和传扬神话

语的事工 (使徒行传 6: 4)。  
 

3. 新约非犹太教会对长老的拣选。 
 

阅读  使徒行传 14:23；提多书 1:5。 
发拙和讨论。新约非犹太教会的长老是如何被拣选的？ 
笔记。犹太基督徒在公元 34 年之前 (使徒行传 8: 4；11:20)、使徒保罗在公元 37 年之后 (使徒行传 9:30； 
15:12；14:23) 和使徒彼得在公元 40 年之后 (使徒行传第 10 章) 及他们的同工，在非犹太国家建立了第一批教

会。可将这与现代宣教士和教会植堂者比较一下。使徒的著作清楚教导长老是被选出来带领教会的 (使徒行传 
14:23；提多书 1: 5)。在新约中，从来没有一个教会是只有一个长老 (教士、领袖、牧者、牧师、教师等)，而

总是有众多长老，作为一个指导会众事务的长老团队 (提摩太前书 4:14)。长老还必须密切关注彼此的生活和事

工 (使徒行传 20:28)。 
 

 (1) 新教会对长老的委任。 
在新成立的教会中，使徒和他们的同工 (宣教士) 任命了第一批长老 (使徒行传 14:23，提多书 1: 5)。  
 

 (2) 已扎根的教会对长老的委任。 
在已扎根的教会里，现有的长老团队带领教会成员任命新的长老。因为教会的成员曾参与建议使徒的拣选 (使
徒行传 1: 15-26) 及实际拣选了执事 (使徒行传 6: 1-7)，似乎他们也参与了长老的拣选。这也曾发生在旧约 (申
命记 1:13；民数记 11: 16-17)。然而，现有的长老会透过提醒成员有关圣经对长老所要求的必要资格和任务(使
徒行传 6: 2-4)，来指导他们作出选择。  
 

 (3) 委任那结果子的作长老。 
在新约里，使徒、他们的同工和当地会众的成员会认定某些人来担当长老的职务，就是那些已经被圣灵兴起和

认可(使徒行传 20:28)，并且已在他们的生活和事奉里提供了这方面证明的的人(哥林多后书 10:18；路加福音 
16: 10-12)。  
• 耶稣在路加福 16:10 说：「人在最小的事(一个或一个小的责任)上忠心，在大事(越来越大的责任)上也忠

心」。 
•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0:18 说：「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 

  

 (4) 长老的委任不是按民主投票。 
长老不是通过 (民主) 投票选出来的，而是根据以下的规定选出的： 
• 圣经对长老的要求 
• 执行圣经任务的圣经技能 
• 以及他们在教会的生活和事工已有果效和带给人祝福。 

他们是按这些原则得到教会成员普遍的批准和同意下选出来的，并由现有的领袖 (最初是宣教士，后来是现有

的长老会) 任命 (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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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14:23 记载长老是「藉举手被选出」(希腊文：cheirotoneó)，就像雅典立法大会所做的那样。但 「被

选出」 一词并不意味着 「民主投票」 (一人一票)，因为这里只有保罗和巴拿巴是两个人， 就像在使徒行传

10:41 里只有神一位那样！这个词的意思只表示 「任命」。这个词在提多书 1: 5 的意思是「任命 (希腊文：

kathistémi) 作长老的职份」。它没有意味着一个正式的教会按立，而只是任命一个肩负责任和权柄的职份，其

信任和问责都受每个城市的教会成员承认。  
 

4. 长老的委任。 
 

阅读  使徒行传 14:23；提摩太前书 5:22。  
发拙和讨论。新约中的长老是如何被委任的？ 
笔记。  
 

 (1) 长老必须承诺忠心于健全的教义。 
提多书 1:9 说长老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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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委任

的长老在全体会众前接受按手和祷告祝福之前，应首先回答以下问题： 
• 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和主吗？ 
• 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和是基督教教义与生命的绝对标准吗？ 
• 你相信耶稣基督呼召你担当长老这职份吗？ 
• 你承诺忠心的依靠耶稣基督完成你的任务吗？ 
• 你愿意服从主耶稣基督、圣经、会众的规条或法规、长老团队、以及在必要时服从会众的纪律吗？ 

每一位新委任的长老都必须能够正面回答这些问题。 
 

 (2) 透过祷告和按手长老被托付给神的照顾和保护。 
按手上并不导致属灵恩赐的传递，因为只有圣灵随己意亲自分配属灵恩赐 (哥林多前书 12:11)。按手象征那需

要用来执行责任的权柄和属灵恩赐的传递 (参见使徒行传 6: 6；提摩太前书 4:14 ； 提摩太后书 1: 6)。但圣经警

告不要过于仓促地按手 (任命长老)！ 
 

5. 长老职份的任期。 
 

阅读  使徒行传 6:3-6；8:4-5 和 21:8。 
发拙和讨论。长老的任期应该是多长？ 
笔记。  
 

 (1) 圣经。 
圣经显示使徒彼得和约翰不是一生都作耶路撒冷会众的长老。然而，圣经没有提到长老应该在任多久。因此，

每个地方的会众都可以对长老的任期作出明智的决定。 
 

 (2) 实践。  
然而，为了防止滥用这职务，最好有一个有限的任期。这种做法保障会众不受那些不想辞职的不合适领袖的伤

害；它也给勤劳的长老有休息一个任期的机会；它亦给其他具有不同领导能力的信徒有机会在会众中担当长

老。  
 

许多教会将长老的任期限制在四年左右。每年约有四分之一的长老退下来，然后选出新的长老取代他们。这种

做法保证了长老会内部的连续性。当然，事奉良好的长老可以连任。  
 
 

D. 有关长老的其他重要事项 
 

1. 长老的特殊荣誉和经济支援。   
 

阅读  提摩太前书 5:17-18；哥林多前书 9:14；加拉太书 6:6；帖撒罗尼迦前书 5:12-13。  
发拙和讨论。新约对长老的特殊荣誉和经济支援有什么教导？ 
笔记。  
 

 (1) 长老不应强要经济支援。 
圣经教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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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他

们不仅必须得到尊重和荣誉，而且在需要时还有权利获得经济支助。然而，任何长老 (牧师) 都不可强要经济支

援， 因为他应该心甘乐意地事奉，而不是贪图钱财(彼得前书 5: 2)。那些已豁免赚取他们个人支援的平信徒长

老和全职长老，必须心甘乐意地和自愿地为教会服事，而没有一点贪爱金钱的迹象。  
 

 (2) 为那些做好本份的长老提供经济支援。 
然而，教会必须支援一个做 「好」他的工作而又需要支援的长老 (哥林多前书 9:14；加拉太书 6:6)。不过，提

摩太前书 5:17-18 并不支持现今对全职长老和平信徒长老的区分；前者是那些在神学院或圣经学校接受过教育

的，因而获得更高地位 (和工资)的长老；后者是那些没有受过这样教育的长老！这经文是区分那些做「好」他



 
© 2016 「空中门徒训练」  训练手册 6  第 17 课：教会领袖的委任 页 6 

们工作的长老 (包括牧师和教会领袖) 和做不好他们工作的长老(包括牧师和教会领袖)！只有那些把任务做好

的，才有权得到支援。但是，即使他们有权得到支援，他们也不可强求教会的支援，因为他们也应该依靠基

督，而不是倚靠人 (雅各书 1:17)。 
 

2. 长老的权柄。 
 

阅读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2-13；希伯来书 13:7,17；彼得前书 5:1-6。  
发拙和讨论。新约对长老的权柄有什么教导？ 
笔记。  
 

 (1) 长老的权柄源自神。  
所有七个顺服-权柄的关系都是神所设立的。凡抗拒这权柄的人，就是抗拒神，并会得到神对他的审判 (罗马书 
13:1-2) 的人。 
 

教会的会众成员应该服从长老，但只是在他们的任务领域之下 (帖撒罗尼迦前书 5: 12-13；希伯来书 13:17)。  
 

 (2) 长老的权柄是有局限。 
圣经里提到七个权柄的设立： 
• 神对所有人和一切都有绝对的权柄 (启示录 1: 5；19:16)。 
• 人在受造物之上有权柄 (创世记 1:28)。 
• 男人在婚姻领域 (以弗所书 5:22-24) 和教会里 (提摩太前书 2: 11-12；哥林多前书 14:33-36)有在女人之上的

权柄。 
• 父母对孩子有权威 (以弗所书 6: 1-4)。 
• 政府对其公民拥有权威 (罗马书 13: 1-7)。 
• 雇主对其雇员拥有权威 (以弗所书 6: 5-9)。 
• 长老对教会成员拥有权威 (帖撒罗尼迦前书 5: 12-13；希伯来书 13:7, 17)。 

 

除神的权威外，所有的权威设立都是有限的 (以赛亚书 9:6；腓立比书 2: 9-11)。长老从神那里得到权威，但只

是在他们的圣经任务的领域里。长老真正拥有的权威，取决于他生活的榜样，以及他对神的道的信心和服事 
(希伯来书 13: 7)。教会成员可以不服从那些滥用权力的长老 (牧师、教会领袖) (约翰二书 1: 10-11；使徒行传 4: 
19-20；使徒行传 5:29)！  
 

那拯救 (释放) (约翰福音 3:17)、改变 (哥林多前书 3:18)、差使 (使徒行传 9:15) 和祝福 (约翰福音 15:5) 人的权

柄，只属于耶稣基督！同样，透过神的道 (诗篇 119: 105；以弗所书 6:17) 和圣灵 (约翰福音 16:13) 引导人、赐

予属灵恩赐 (哥林多前书 12:11)、在会众和普世教会中差派特殊任务 (马可福音 13:34; 1 哥林多前书 3:5-6)、以

及呼召作特别事工 (加拉太书 2:8-9)等权柄，最终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在长老身上。  
 
长老团可以要求任何信徒，以祷告的心考虑在会众中承担一项任务，但不可强迫他或违背他的意愿。但所有成

员都必须在长老会领导下在教会里完成其具体的使命和任务。 
 

3. 长老的责任和问责。 
 

阅读  使徒行传 14:27； 20:28；提摩太前书 5:19-22；希伯来书 13:17。  
发拙和讨论。新约对长老的责任和问责有什么教导？ 
笔记。  

 (1) 长老要为以下负责： 
• 他们如何与神同行 (创世记 5:22；诗篇 16:8；诗篇 27:4；相信和顺服神的话语 (使徒行传 13:22)) 
• 他们在家庭、会众和社会中如何表现 
• 他们如何执行神赋予他们作为牧人 (监督)、管家、教师和仆人的任务。 

 

 (2) 长老要为以下被问责： 
• 对耶稣基督 (希伯来书 13:17) 
• 对长老团的其他长老 (使徒行传 20:28) 
• 对整个会众：关于教会大会分配给他们的任务 (使徒行传 14:27)。 

 

犯罪的长老必须受到纪律处分 (提摩太前书 5:19-20)。 
 

4. 长老的优先次序。 
 

阅读  箴言 23:4-5；传道书 3:1； 8:5-6；约翰福音 15:5；提摩太前书 3:4-5；提多书 1:6。 
发拙和讨论。优先事项和次序会是如何？ 
笔记。 
 

 (1) 长老必须有优先次序并紧随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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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教导凡事都有定时。长老的责任不仅仅局限在会众中的责任。他们有个人责任与耶稣基督相交并向祂学

习。他们有责任赚取日常生计，但在加班或赚钱方面要有克制。他们有个人责任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长老在

会众中的任务绝不能太消耗时间或繁重，以至他们忽略了神赋予他们的其他的责任！此外，长老应该监察彼此

的生活 (使徒行传 20:28)。若长老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便应该接受帮助或请辞。如果他拒绝请辞，他就应

该被辞退 (解雇)。 
 

 (2) 长老必须确保一切都井井有条地进行。 
长老被嘱咐在带领教会上要确保所有神赋予的任务是充分的和有序的执行 (哥林多前书 14:40)。长老团队主要

由平信徒长老组成，但其中一、两名可担任全职长老。圣经已设定他们的资格和任务。所有的长老都有责任作

为成员的牧人 (牧师)、教会内活动的理事/管理人、以及神话语的传道人和教师。明智的做法是限制长老的责

任和任务的数量，限制他的任期，并确保他在再次被任命前退下几年。 
 
 

E. 执事的委任 
 

根据新约所记载，并非每个地方教会都需要执事 (参见训练手册 4，补充 20)。 
 

 

5 祷告 (8 分钟)                                                            [回应] 
回应神话语的祷告 

 
在小组里轮流向神简短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向神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6 预备 (2 分钟)                                                             [作业] 
预备下一课 

 
    (组长。 写下这预备部分或让组员抄下来，让他们回家作准备)。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门徒及基督的教会。 
2. 宣讲、教导或研习 「教会领袖的委任」 - 与一位或几位组员一起做。  
3. 与神的个人时间。安静的訮读 腓立比书第 3 – 4 章 和 歌罗西书第 1 – 2 章，每日研读半章。用最深刻真理的方

法，并写下笔记。 
4. 背诵。复阅 F 系列：「基督徒婚姻的预备」。  
    (1) 两人都是信徒 (哥林多后书 6:14)；(2) 同共的生命目标 (阿摩司书 3:3)；(3) 自我节制 (帖撒罗尼迦前书 4:3-

5); (4) 合宜的时间 (传道书 8:5 下-6 上); (5) 正确的优先次序 (马太福音 6:33)。    
5. 查经。在家中预备下次的查经。 约翰福音第 7 章。 用五歩查经法。  
6. 祷告。 在这星期为某人或特别一件事祷告，看看神会做甚么 (诗篇 5:3)。 
7. 更新你的笔记有关建造基督教会的材料，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讲授笔记及这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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