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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教会领袖培训课程                       

                       Pastor Edward D. Seely, Ph.D. 

 

1. 教会论 

     a. 查考以弗所书 

        1) 教会的宗旨 

             a)耶稣基督的荣耀和首位(1:1-23) 

             b)在基督里蒙捡选和呼召(1:3-19) 

        2)神的教会宗旨的实行步骤 

            a)因恩典得救而工作(2:1-10) 

            b)在基督里合而为一(2:11-22) 

            c)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祂进到父神面前(3:11-12) 

       3)应用：在教会里借着教会实行神旨意的方法(4:1-6:24) 

            a)属灵的恩赐(4:7-16) 

            b)在基督里长大成人( 如何使用「基督教义的根基」) (4:12-16).   

            c)教会的圣洁(4:17-5:33) 

            d)彼此顺服(5:21-6:9) 

            e)宇宙属灵争战的力量(6:10-24).  (「喜乐途径」的使用) 

     b. 教会是甚么？ 

        1) 圣经中「教会」的意思( 参考「基督教义的根基」) 

            a)教会的本貭 

              1- 约明确的显示(創世記 17:7; 加拉太书 3:26) 

              2- ek (出来) + kaleo (呼召) = ekklesia(教会，那些被召出来的人) 

              3- 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 12, v. 27; 以弗所书 1:22) 

            b) 辨明神的囯度与教会 

              1- 基督的王职 

a- 基督属灵的王权(诗篇 2:6; 132:11; 以赛亚书 9:6-7; 弥迦书 5:2; 撒迦利    

亚书 6:13; 路加福音 1:33; 19:38; 使徒行传 2:30-36) 

  b- 基督的普世王权( 使徒行传 28:18; 哥林多前书 15:24-28; 以弗所书 1:20-    

     23) 

              2- 神的国已在这里但未(完全)(路加福音 17:21; 約翰福音 18:26-37) 

           c) 有関教会的一些特性 

              1- 教会争战和教会得胜(以弗所书 6:10-20; 启示录 4-5) 

              2-  有形的和无形的(马太福音 7:13-23) 

              3- 教会为生物体：为达成神的旨意被呼召出来服事祂的人民。圣经中的 

                 教会都是人民，不是建筑物  

             4- 教会为组织：神借着人去完成祂救赎创造的工作，人民组织起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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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地充当神的主要办法 

                   

         2) 教会的特色 

           a) 合而为 一 ( 以弗所书 4:3-6;13) 

           b) 圣洁(以弗所书 4:1-6:18; 彼得前书 2:9-12) 

           c) 广泛性(诗篇 2:8; 启示录 7:9) 

           d) 使徒性(提摩太后书 1:13; 2:15;3:16; 提多书 2:1; 彼得后书 1:20-21) 

         3) 真教会的标记 

           a) 准确地宣讲神的话(约翰一书 4:1-3;约翰二书 9) 

           b) 正确的施行圣礼(馬太福音 28:19;使徒行传 2:42;哥林多前书 11:23-34) 

           c) 忠实的操练纪律(馬太福音 18:18;哥林多前书 5:1-5,13;14:33,40;启示 

             录 2:14,15,20) 

         4) 教会行政和權能 

              a) 基督是教会的头和权柄的来源 

              b) 教会委任圣职人員 

                 1- 教会特殊圣职人員 

a- 使徒( 馬太福音 16:16-19;使徒行传 1:1-2,12-26;14:4,14;哥 

林多前书 9:1,5-6;15:9) 

                   b- 先知(使徒行传 11:27-28;13:1;15:32;以弗所书 4:11) 

                   c- 传福音的( 使徒行传 21:8;以弗所书 4:11;提摩太后书 4:5) 

                 2- 教会普通圣职人員 

a- 長老/監督/主教(使徒行传 11:30;14:23;提摩太前书 3:1;提多 

书 1:5;彼得前书 5:1-2) 

                   b- 教師(以弗所书 4:11; 提摩太前书 5:17; 提摩太后书 2:2) 

                   c-  执事(使徒行传 6:1-6; 腓力比书 1:1; 提摩太前书 3:8, 10,  

                      12) 

              c) 当地教会的行政组织 

                1- 当地教会行政组织的形式是推选代表。牧师和长老由会众选出，组 

                   成领导委员会(使徒行传 14:23;20:17-38[以弗所长老]; 提多书   

                   1:5) 

                2- 虽然教会领导人是会众推选委任的，他们的权柄不是从会众来，而 

                   是从主耶稣基督来(马太福音 28:18; 以弗所书 1:19-23) 

              d) 教会主要的议会 

                1-  教会代表在更高阶的行政司法议会中商议全教会的重要事务   

                2- 主要的议会则陈明教义和伦理道德的议题，并订定教会如何在行政 

                   上运作这些事务。 

                3- 全教会要遵行主要议会的决定，除非议会声明某些决定是咨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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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有选择性的。 

              e) 教会的权柄 

                1-权柄的源头（使徒行传 20：28；哥林多前书 5：11-13；哥林多后书 

                  10：4；以弗所书 1：15- 23） 

                2- 权柄的类型 

a- 教导的权柄（提摩太前书 1：3，4；提摩太后书 1：13；2：2； 

提多书 2：1-15） 

b- 治理的权柄 (约翰福音 21：15-17；哥林多前书 14：33，40；   

彼得前书 5：1-11） 

                  1} 神是有次序的神，祂期望教会规规矩矩有次序的施行职责，特别   

                     在敬拜方面。  

                     请参照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 14：33，40） 

                  2} 有次序的神提供给教会适当的功能来执行基督的律法,使它产生 

                     果效 (约翰福音 21:15-17; 使徒行传 20:28;彼得前书 5:1- 11) 

                  3} 教会的惩处 

                     a} 会藉的承认与排除,及不同情况的考虑(哥林多前书 5:1-13) 

                     b} 对被惩处者及整个会众灵命的启迪（哥林多前书 5：1,2,5) 

                     c- 恩典的权柄 

                      1} 属灵的恩赐 (哥林多前书 12:9,28) 

                      2} 对整个教会的关怀, 特别是对贫穷者( 使徒行传 6:1-6;罗 

                         马书 16:1; 哥林多前书 16:1,2;哥林多后书 8:13-15；提摩 

                         太前书 3:8-12; 雅各布书 1:27; 约翰一书 3:175)    

       5）教会恩典的工具       

         a)神的道 (彼得前书 1:25) 

           1- 律法( 罗马书 3:20; 加拉太书 3:24) 

a- 圣灵使用律法使人知罪且知需要救恩 ( 约翰福音 16:8; 罗马书  

3:20; 加拉太书 3:24-25) 

b- 我们不能靠行律法得救,但我们行律法是为了感谢神的救恩,神也借着    

我们所做的使我们成圣并成就祂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罗马书

3:20;14:6;以弗所书 2:8-10;哥林多后书 4:15;9:11;以弗所书 5:4; 

歌罗西书 1:12-14;3:17; 约翰一书 5:3 

 2- 耶酥基督的福音( 罗马书 1:16; 哥林多前书 1:18) 

           b)圣礼       

              1-圣礼的部分和工具 

                a- 外面看得见的神迹指出内心的部分 

                b- 以圣礼表明内心的.在灵里所领受的神的恩典 

                c- 神迹与恩典的结合是圣礼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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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圣礼的圣经根据 

                  a- 在旧约里的圣礼有两种,两者都要流血 

                     1} 割礼 

                     2} 逾越节 

                  b- 在新约里新教徒相信主耶稣只指定两种圣礼,两者都不流血,因为    

                     主耶稣全备的救恩,一次献上自己就不需要再流血了(希伯来书 

                     9:22-28) 

                  c- 旧约的献祭预表新约里基督完全的牺牲 

                  d- 旧约与新约圣礼的比较 

                     1} 洗礼取代割礼( 创世纪 17;1-14; 杰里迈亚书 31:31-34; 以 

                       西结书 18；加拉太书 3:26-29; 歌罗西书 2:9-12)                    

                     2} 圣餐取代逾越节( 马太福音 26:17-30; 约翰福音 6:30- 

                       40;note v.32「现在命令式,表明天父现在仍然继续在给 

                       出」； 49-59；哥林多前书 5：7-8） 

       6) 教会会藉和赴会的重要 

         a) 赴会的理由 

         b) 拥有教会会藉的理由 

  c.牧者的关怀(区分牧者的关怀与教会教育的不同,并辨认两者交迭之处-包括但不限于 

    下列几点： 

1) 教会的牧者在关怀上的四项主要职责（约翰福音 21:16「poimaine, 照顾」；  

彼得前书 5:2 

       「poimanate,牧羊人」） 

        a) 辨认这四项主要职责 

           1- 医治 

           2- 支持 

           3- 引导 

           4- 和好 

        b) 牧者关怀的实践(因为这些职责的实践有重迭之处,现将它们分别列举如下) 

      2) 祷告 

        a) 个别的 

        b) 在小组里 

        c) 在会众敬拜当中 

      3) 辅导 

        a)个人辅导 

          1- 婚姻 

          2- 家庭关系 

          3- 其他的问题（例如沮丧,灰心丧志,克服惧怕,罪和赦免，化解冲突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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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孤单，生命的意义，心理健康，自我形象，压力，自杀，职场上的问 

             题） 

        b)小组辅导（对有同样顾虑的人） 

          1- 离婚的复元 

          2- 同性恋（对同性恋者） 

          3- 同性恋者的家人 

          4- 丧偶 

          5- 照顾者 

          6- 有癊癖者的配偶 

          7- 小孩子的父母亲 

          8- 青少年的父母亲 

          9- 克服痛苦的童年 

       4) 执事的服侍(马太福音 25； 使徒行传 6） 

         a)接待(马太福音 25:35-36) 

          1- 为饥饿的人 

          2- 为口渴的人 

          3- 为有需要的异乡客 

          4- 为无家可归的人 

          5- 为需要衣服的人 

         b) 为有病的人( 马太福音 25:36) 

             1- 医治的服侍 

               a- 个人 

                1} 牧者的服侍 

                2} 医疗的服侍 

               b- 在敬拜中医治的服侍 

             2- 对年长者的照顾(使徒行传 6:1-6; 提摩太前书 5) 

             3- 对残疾者的服侍 

             4- 帮助软弱者(使徒行传 20:35) 

             5- 医治被鬼附的或是受恶魔影响的人 

               a- 主动宣告圣经对撒旦和恶魔的教导 

                  1}教导人明白有关撒旦和恶魔的圣经真理 

                  • 告诉他们撒旦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比起神撒旦是个小不点,撒旦和 

                     恶魔都是堕落的天使 

                  2} 借着主耶稣完全的生命,十字架上的牺牲,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 

                     父神的右边,父神将万有都放在主耶稣的脚下,而撒旦也被吞灭了 

                     (马太福音 28:18;哥林多前书 15:27) 

                  b- 医治被鬼附的或是受恶魔影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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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辨 

                   2} 赶鬼     

       5) 在团体的敬拜中 

          a)祷告 

          b)音乐 

          c) 证道 

       6) 探访-亲身拜访的服侍（马太福音 25：36） 

          a) 在家 

          b) 在医院 

          c) 监狱和监狱服侍 

       7) 研讨会 

          a) 婚前研讨会（也可在教育部举行） 

          b) 预备对人生不同的阶段会遇见的不同的挑战的克服 

          c) 如何做一个关心人的基督徒朋友(例如对新来者的关怀, 对别人的需要有 

             敏锐的感觉) 

          d) 对未来的财务计划做一个好管家 

          e) 处理冲突 

          f) 有关职场的问题 

             1- 寻找工作 

             2- 工作压力 

        8) 社会服务 

           a) 小孩的照顾: 孤儿,领养,寄养 

           b) 无家可归者的照顾 

           c) 对贫穷人的照顾 

              1- 个别的 

              2- 群体的 

           d) 瘾癖 

              1- 酒瘾 

              2- 药瘾 

              3- 赌瘾 

              4- 色情 

           e) 卖淫 

        9) 代际关怀 

         • 请读加尔文神学院远程学习部主任 Peter Choi 所写的卓越的文章「 教牧 

            关怀与代代信心的形成该文刊登在加尔文神学院论坛 2014年冬季发行的季 

            刋上 

       10) 有关结束地上年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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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对于自称曾经有过临死经验的人的服侍 

           b) 对垂死者的拜访 

           c) 葬礼与追思礼拜 

           d) 葬礼之后的牧者关怀， 

        11) 牧者以爱心关怀来达成预防与治疗 

           a) 爱的定义（哥林多前书 13：4-7） 

           b) 爱能预防大部分，至少预防很多的冲突，哎也见证基督（约翰福音 13： 

              34-35） 

           c) 爱能帮助解决冲突并减轻残留的问题 

           d) 在教会里的人际关系应该以爱为特色(这个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 

              13:34-35给我们的命令) 许多人离开教会因为他们感觉他们不被善待.  

              有时候为了教义的争议或者类似的异议,离开教会是必须的,(虽然大部分 

              的争议是应该解决的）但是人离开教会是因为感觉受到粗鲁的待遇或不 

              公平的待遇,是因为没有爱心的行为造成的,是错的 

1- 教牧关怀应该包含牧者主动的经常提醒会友们彼此相爱,引用许多例子 

说明彼此相爱的具体实践 

2- 教牧关怀绝不可忽略争议,以便帮助会友和会众的朋友,使有争议者得着 

复合 

        12) 牧埶人员从事有效的牧养事工不可或缺的特性.(这些特性有助于教会决定  

            甚么人适合做教牧关怀的事工 

          • 请读加尔文神学院教牧关怀的教授 Ronald J. Nydam 所写的文章「事工 

             兴旺的五个特性」刊于加尔文神学院 2014年冬季季刋 

          • 整个 2014年冬季季刊的主题是 「教会与教牧关怀」可以上网并下载 

    2.婚前研讨会 

    3.同性恋 

    4.领袖原则 

        a.领袖行止 

        b.领袖优先事项 

        c.领袖继续深造 

    5.「从聆听到服事」 

 包括狄牧师如何使用「基督教义的根基」树立教会，及在教会的培育和发展

上使用「基督教义的根基」和「喜乐途径」 

    6. 扩展教会革新 

    7. 以「教学 ─ 学习法」示范以上教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