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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基督教育基金會  

                                        化解創新的恐懼 / 促成教會的改變  
     Defusing Fear of Innovations: Facilitating Change in the Church                            

                                     愛德華  希理 Ph.D   雷恩 譯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斷改變的社會環境裡。「只有兩件事是不會改變的，死亡

和稅收 ! 」這句經常聽到的俏皮話，只是現代思維的指標之一而已： 最近

常看到這兩件事，使我們更堅固這個信念。當然，在不改變的事物當中，神

學家能引用不會改變的神的教義來爭辯，但有例外就證明有規則的存在。事

實上，甚至那兩種現象也在發生變化，隨著科技的進步，延緩了死亡的時

間；許多稅收改革的支持者，不斷提出他們的建議來改良稅收法。改變終究

是不可避免的; 但這些改變一定都是可取的嗎？  

   

兩個常會發生的因素，往往引起不良的改變。第一是沒有監督的改變，它

在，例如，當領導人不夠小心地盡他們管理的責任時發生。第二是管理不善

的改變，例如，在規劃和創新的實施時，或不同的環境下發生錯誤。很可

悲，我們不必看到教會以外的社群，在教會就能看見許多教牧人員本想試著

做些改變，卻看見不必要的會眾分裂並為自己及家人帶來極大的痛苦。  

   

然而，改變是在基督徒生命的心靈中和教會領導人的呼召上。改革宗神學認

為成聖是一個終身的過程，信徒與聖靈合作，不斷地朝向基督的身量發展，

我們所有的人都要改變，有些人是小改變，有些人是大改變。作為一個領導

人，不論你喜不喜歡，我們已是受委託來催促別人改變，並幫助他們改變。

我們也有一個合乎聖經教導的任務，要幫助別人成長得更像基督，其中涉及

各種生活方式的價值觀和行動的改變。   

    

這裡我們面對了最棘手的難題之一： 我們被召來做一個改變的經紀人，但

社會心理研究與我們的經驗清楚地表明，人類通常會抗拒改變。 [2] 不知甚

麼原因大多數的人，包括教會的人，都害怕改變。當周圍的一切都在改變

時，尤其在他們的工作場所，就感到需要穩定，特別是在教會裡，因基督的

身體，神的兒子這些名詞，是使他們想到堅固的磐石，強大的堡壘和一個避

難所的形象。我在他們的聲音中聽到，在他們的臉上看到：「如果改變，」 

他們會理論：「我生活的穩定在哪裡？」。改變往往是痛苦的，健康的人都

會盡力避免痛苦。因此抗拒改變是預期的前情，一些會眾自己並不確定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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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或不喜歡改變，即使那改變是為他們而設計的，甚至那改變將會滿足他

們的需要，但如果一個領導人想要有效地促成改變，他們必須理解和處理抗

拒改變這個事實。接下來的問題是，「該如何處理這些改變，才能得到多數

人的贊同? 」   

   

現今教會圈的共同主題是我們「不斷在改變的文化」，和「對教會領導人

能有效地實施和指導改變的要求」。因此，現代思想和趨勢雑志 Current 

Thoughts and Trends 說：「學習處理改變成為現今牧師最大的挑戰。」 
[3]
 

事工優勢 Ministry Advantage 通訊引述的作者和教會顧問，賴爾．沙勒

Lyle Schaller，說：「今天北美洲基督教組織所面對的首要問題是，必須開

始施行有計劃的改變. 」   

 

這主題重要性原因，無疑的是改變的速度。在與一位增長迅速的電腦業老

闆交談時，他們的經理說，幾年前「長期規劃」是十至十五年或更長。現

在，他肯定地說，是三年，多數的電腦業，和許多已成為依賴電腦技術的

其它組織和個人，包括教會，儘早提前到約一年半的計畫。這些現實向教

會領導人指明，在 21 世紀服事，學習發起和有效地實施改變是很重要的。

雖然在一些文化中，改變可能比較不急也不廣泛，縱然如此 ，到處的人都

受到需要改變的影響。  

   

在改變中挑戰教會領導人的一點是介紹創新。傳播學的一支，被稱為創新的

擴展 difusion of innovations（隨後我會談擴展的研究 diffusion research），

它對發起和實施在一個社會系統中眾人覺得是新的改變，提供了很有幫助的

見解。擴展是指讓創新傳播出去並傳遍整個社會系統的過程。既然當地教會

和教會組織都是社會系統，從擴展研究所得到的見解，對發起和實施在教會

包括它各種組織的改變特別有用。此外，此資訊在全球各地的教會都很實

用，因為它建立在跨文化的研究上；其主張及原則在世界各地的社會系統中

都發生作用。焦點雜誌 FOCUS 在外展工作的主題中談到擴展的問題時，這

一機構的科學調查，對那些為了幫助神的百姓能更有效地宣道而設計了方

案，很能幫助正想要發起和實施這種改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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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起改變 

  
根據埃弗雷特 · 羅傑斯 Everett Rogers，擴展研究的領導者之一，說，擴

展研究區別個人和公司的創新決策。 [5]做為教會的領導人，不防看一下這些

研究結論的亮點，一定能得到幫助。先看公司的層面，改變的計畫在那裡發

起，然後看個人，那是想要得到最有效的結果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在公司以及個人的平面上，創新的過程都包括一系列的階段，它照著一個必

要和可預見的情況在發展。當必備的階段尚未完成之前，後期階段就無法有

效地進行。 

  

公司創新的決定 
  

以下所談的作法可用于任何有領導人負責在會眾中制定、 執行和監督改變

的教會，它是以代表政體操作的，在那裡通常團體的決策不由全會眾來做。

這不只適用于歷史悠久的改革宗長老制教會，而是，根據沙勒 Schaller 說，

也用在大多數的新教教會。 [6]在大量增加的大型教會中，即沙勒所稱的小宗

派，教會的決策越來越複雜，但他們執行的步驟仍然與其它大型組織相同。  

   

在我們查看文獻所提出團體和個人的創新決策階段之前，牧師、 教育部主

任、 青少年事工部主任和其他教會的領導人，請在試著為教會實施創新以

前，先問自己至少八個基本問題，這八個問題是關於在教會裡創新的主題，

卻通常被忽視了。（這不是一個詳盡的列表，因還有許多重要的問題要問，

但這些都是非常重要與採納創新非常有關的問題，）。這些問題幫助我們做

些必要的家庭作業。某些原故它會明朗化，我們必須在發起一項創新之前，

甚至在確信這創新是符合我們教會的神學立場，也會產生有益的結果之後，

都要自問這些問題。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現有的教會前提。因「一位成立一個新教會的牧師，比

一個歷史悠久的教會領導人，有更多的自由設立他/她想做的具體方式」。

這個很明顯卻常被忽略的觀察很微妙，它也是教會經歷許多麻煩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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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一個大教會和一個快速增長新興教會的職員聯合退休會中，後者

的牧師告訴我們，他創立的新教會很獨特，使他不願再舉辦牧者研討會，因

為那些已成型的教會領導人，回到他們的教會時，無法應用那些他創辦新教

會所做的方法。很不幸，許多參加那位牧師主辦的座談會的人，還沒識別，

就將那位創立新教會的牧師的做法應用在他們已成型的教會中。結果聽到了

許多教會分裂的報告。  

   

同樣地，當牧師開始在任何已成型的教會工作時，他們要記清楚，一定要從

會眾的兩個觀點來計畫。第一，除非他們在自己長大，從小大家都認識他們

的教會中服事，這是罕見的情況，
[7]
他們一定會被認為，有時覺得，有時不

覺得，是個外人，有一件事情發生時就會引起信任的問題。第二，如果導領

人所做的新改變被會眾顯著地認為非常負面，會眾就會想，「這不是我加入

教會時所簽署的! 」  

 

實施創新的八個基本問題 
  

因此，回答這八個問題並照著去進行，可以大大地幫助化解在教會中改變的

恐懼。前四個問題是有關施行改變的本人：如，施行者的哪些性格和態度會

直接影響創新的實施？後四個問題是有關創新的性質和背景的處理。  

    

1. 第一個必問的問題有關剛才所說重要的信任問題，下文會進一步思考： 

教會的人認為我怎樣？  

a. 教會覺得我愛他們的證據有哪些？  

b. 會眾看我更是一位先知，或是祭司？我記得就讀神學院的時候，一

位教授與我有一段很有幫助的談話。那時我感到神呼召我專攻教育

方面的事奉，因此非常投入並傾向預言方面的服事。不太投入祭司

的服事，這在新教的領受是涉及教牧關懷、敏感、輔導和許多表示

關心和協助別人應付日常生活困難的服事。我的教授明智地建議

我，首先，專注在祭司方面的服事，將會使我更有效地作先知性的

工作。  

      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 的作家，麥克‧戈森 Michael Gerson 舉 

       教皇法蘭席斯 Pope Francis 迷人的態度，使他成功地在辦   

       公室從事他第一年有效的改變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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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戈森觀察，天主教會從來沒有遭遇過比孌童癖神父、金

融罪行和逮捕教皇的管家...更糟的流言 ，教皇法蘭席斯「到目

前為止最重要的成就，」[約翰·波士頓環球報 The Boston 

Globe John 的副編輯] 艾倫 Allen 說，是「將故事中的弊端做巨

大的改變」從「教會處於危機」到「謙卑，人們的教皇風靡全

球 」。這種形象革新可以「在商學院的更改品牌運動課講授。  

它已超乎公共關係、而不是毫無公共關係。法蘭席斯有一種感受

要做個簡樸、謙卑和同情的強烈標誌，如攜帶他自己的皮箱，為

穆斯林囚犯洗腳，邀請無家可歸的人參加他的生日宴會，觸摸難

看的人...... ，他效法那位流浪傳道士觸摸痲瘋病人的範

例 ...... [8]   

這位教會領袖 / 改變經紀人怎麼做，影響了人們對他和教會的看

法？使他在上任的第一年，就被選為當年時代雜誌人物（原，男人

Man），那是指定給男人或女人在過去一年的事件中，做了對別人生

命有最大影響的人。他示範了像基督迷人和引人入勝的謙遜。在我身

上能被人看見那種基督的謙遜嗎？」戈森繼續說，「[教皇法蘭席斯 

的] 改革路徑不是改變要理問答 catechism， 」 艾倫說。相反地，

是創建一個教牧教學領域中最仁慈的應用。  

     ... 但機構體制的改變能夠實現，是因為法蘭席斯 Francis 示範了個   

     人改變的可能性。當他早期興起以影響阿根廷時，根據[保羅] 瓦雷利 

     Vallely “教皇法蘭席斯 Pope Francis ： 解開死結 Untying the     

          Knots”]的作者說 ，喬治．博枸利歐 Gorge Bergoglio 是「堅定不移    

         的傳統主義者」 他「精悍、 強大並且非常專制」 。接著恥辱的降級 

    和奧妙的內部危機後，未來的教皇以「完全謙卑的聖像」出現。它不是 

    一種自然傾向。 「謙卑是他的操練」瓦雷利說。那是經過推斷後所確 

    定的，絕非虛假。」 [] 9   

    戈森 Gerson 觀察到，「法蘭席斯以一個人接受赦免並被改變了的那種 

    激情來談論憐憫。」 [10]這麼做，法蘭席斯給教牧，教會領導人提供了 

    很好的範例：不要更改信息，更改表達的技巧。借著愛，謙虛和像基督 

    那樣的運作來贏取被別人聽到的權利，並幫助他們變得更容易接受你想 

    要做的事情。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8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8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8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9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9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9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9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0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0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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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這種創新主要是滿足誰的需要？現在老實說，我這麼做是為自

己或為主和祂的教會？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這些教會的領導人，理所

當然的，會因我們所做的好事而被賞識，包括我們發起和實施得很好

的創新。這很不錯；它是個不錯的額外好處。甚至還有，它是保羅所

有 13 封信件及使徒行傳，勸勉教會時所提供的一部分鼓勵。但我們要

問自己的是，在神完全坦率的眼中，我得到祂多少的賞識？  

   

3. 第三，我有實現這種改變的社會資本嗎？請記住，作為教會領導人進

入現成的社會系統時，我們被，尤其是被這亞群體 subpopulation 中

大部分的人，看為一個外人。商務人士把這種現象稱為企業文化。每

個社會系統，例如，公司、 一個鎮、一個國家或一個教會，如果我們

打算住進並在那背景中發揮作用，就必須尊重那文化所包含的規範

norms。因此，我們必須贏得他們的信任，正如埃里克．埃里克森 Eric 

Erikson 在他的經典著作童年時代和社會 Childhood and Society 所解釋

的，信任是一種關係的基礎。難道關係不是，在水平和垂直上，整個

聖約社群的精髓嗎？兩個建立信任關係的關鍵方法是，借著過一段時

間後，滿足人們的需求(包括關懷和愛他們) 和證明我們的價值觀與他

們的是一樣的。隨著時間的增長，信任也應運而生。這一現實的重要

性很難再誇大一點。如果人們不信任我們，他們不會支持我們所提出

改變的觀點。  

 

創新者/改革推動者/教會領袖（被社會系統/會眾視為局外人），必須牢記

以下因素： 

a. 不論領導者有多熱愛教會，除非他/她是教會的兒子或女兒，他/她都

被社會制度/教會中的人視為局外人，必須發展社會資本才能做出改

變。社會資本被定義為“人與人之間存在的社會聯繫網絡，以及人們

之間共同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它們能夠並鼓勵互利的社會合作。”11 

 

  b.與信任相關的社會資本是衍生 derived 的，也是贏得 earned 的。 

   1）最初是通過任命，從教會司法機構或權威機構任命，通過受       

     尊敬的權威人物或會眾信賴代表的推薦而產生。該衍生是短暫 

     的，必須在“蜜月期”結束後才能贏得。 

   2）隨著信任的建立，贏得/賺取的社會資本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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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埃里克森指出，基本信任對建立和持續存在的關係至關重 

      要。沒有這種基本的信任，創新就無法在整個社會系統/團體中 

      實施、採用和傳播。可悲的是，我觀察到牧師和其他教會領袖 

      困惑不清，大多是善意的，但卻被誤導了，他們想知道為什麼 

      他們的想法被他們的教會如此強烈地拒絕了。他們沒有考慮到 

      他們只呆了一兩年的事實。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五年都還不 

      夠，視教會和創新而定。 

      一個古老的至理告名言 axiom 訴傳道們，在傳道工作的第一年     

      內，不要在任定的位置做任何新的事情。該公理已被誤導的建 

      議所取代。一位高級牧師在到達教堂後不久告訴我，他讀了一 

      本書，說他只有 18 個月的時間可以進行改變，他不為此浪費 

      時間，立刻就改變。他很快就很痛苦地發現一個巨大的錯誤！ 

       

      這是否表示領導者只能“在框內”進行操作，而無法進行任何重 

      大的改變？當然不是。問題是如何及在什麼時間範圍內做？ 

   

     我觀察到我在所服事的教會，每年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因為我在那   

           裡的時間越長，我就越贏得他們的信任。終於，我聽到有人說：「你 

      已在這裡服事這麼多年了 ！你是教會的一分子 ！」在那人的腦海中 

      我已經從外人成為社區的一部分了。 

      

      這種變化的發生，或早或晚決定在附屬文化，有時它永遠不會發生。   

           以前我妻子的父親讀了當地報紙的訃聞，他和妻子退休後就搬去那小 

      鄉村住。公告說死者住在該地已 35 年，但不是居民。我覺得很奇 

      怪，當我那位終身住在芝加哥的岳父去詢問那則訃聞時，當地人告訴 

      他，只有那些實際出生在該村的人，才被認為居民 ！  

 

       不久前，我與一位瞭解他不是當地人的牧師談話。他以雙曲笑話解釋   

           他如何獲取教會的董事會批准他的計畫說：「第一次會議時我使勁熱 

      烈地提出我的想法，但不讓他們表決。下一次會議時，我就發言反對 

      這個理念...... ，結果我所提出的議案每次都被通過！」  

     

      對那些剛起步的專職牧師，有一個相關的問題： 「 我是否應在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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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服事的第一年，就介紹和實施這個創新方案 ? 」 如果那是主要    

            的改變，拖延它 ！等一下我會談到這個原因，第一年最主要的事應 

      該是花時間非常仔細地聆聽會友心聲。我們必須瞭解這些我們將要服  

            事的人，找出他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需要是什麼。只有在我們認識他 

      們和知道他們的需求後，才能最有效地實施那些幫助他們滿足需求的 

      創新。 

    

        當一個新的牧師走進一座教堂，決定他/她要改用一個音樂架做為講 

      壇，並且拿掉十字架，使慕道友覺得崇拜氣氛很友善，這樣的領導者    

           為自己招惹了不必要的麻煩，對他/她將達到培育和擴展神國度的目 

      標產生反作用。無論改變有否其內在的價值，它卻有這種急於改變而 

      惹禍的現實。  

   

 4. 第四個問題是，「我被看為一個很認真聽對方說話的人嗎? 」真的聽     

   嗎？ ！我可以用自己的話滿足他們的想法和感受嗎？一個與此相關的問    

   題是，「當他們實際上只是不同意我的時候，我是否發現自己在指責他    

   人的不聽? 」   

 5. 第五，我想要實施的改變合乎道德和倫理嗎？它是否合乎聖經 ，即，     

       它與聖經所禁止的任何事情是否背道而馳？  

 6. 第六個問題可以說，「還有更適合的時間施行這種創新嗎? 」 如果或   

    當第二個問題可以回答，「 是」時，仍然不可能是會眾的最佳時間。 

    這是現在會威脅到你的想法可能存在的許多因素之一，但等待，直到更 

    好更能大大地促進採納的時機來到，例如，當你能得到教會中關鍵領袖 

    的支持時。  

 這問題的一部分牽涉到可能要延遲改變。有時不需要整個都改變，表示    

 你現在可以先做一部分，以後才完成全部的計畫。現在開始改一點，其  

 它時間改一點。願意在可能的情況下妥協，有時是明智的。請記住，保 

 羅吩咐我們愛的命令，一部分的定義是不堅持自己的方式。 [] 11     

  

 7. 第七，我正在考慮的這種改變，有事實支持嗎？例如，許多教會領導人   

   想要改變崇拜音樂來吸引青少年和年輕成人，他們的原因是，不只是教 

   會的未來，它已是現在教會的重要部分。這是一個令人敬佩的顧慮，但 

   通常是混混噩噩的。他們應該就題查問縝密研究的見解，在那裡將會發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1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1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1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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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大多數青少年都是令人驚訝的傳統派，並且相信教會所用慣的音    

    樂最適合團體教會的敬拜。這是在真正跨宗派背景的青年人當中，全面 

    的察觀。此外，許多成人教會領導人，終於跟上他們認為會吸引年輕人 

    來崇拜的流行歌曲時，青少年自己認為現在那些歌已經過時了，過時 

    了，他們不再被它們吸引了。由於教會領導人對教會歷史變得越來越無 

    知，他們忘了整個歷史的一種現象是：幾世紀來，在許多音樂作品中， 

    只有少數是經得起時間考驗而成為經典的，它們使聖約社群(教會)的生   

    活和崇拜更加豐盛。   

8. 我們必須問的第八個問題，來自社會學的領域：「需求 ─ 那已經滿足 

   需要的傳統將會被這種創新方案連根拔起和摧毀嗎? 」 在這領域的縝密 

   研究告訴我們傳統的地位和重要性。正如社會學家托尼 · 坎波羅   

   Tony Campolo 所指出的，每個人都需要根與翅膀。根，根植于傳統， 

      傳統給我們穩定。他列舉了至少七個傳統或儀式的功能：它促進歸屬 

   感、穩定 和平衡感、發展和維護身份、對生命的把握、從焦慮和其它心 

   理疾病得釋放、製作與保持承諾、將過去所發生的事情現代化以團結社 

   群。  

• 因此，我們看到為什麼有很多本是出於善意的事情，卻被誤導而糾纏

在很大的麻煩中，使得教會寶貴的時間和精力被轉移而中斷了他們最

重要的任務，如外展、宣道、 傳福音和為基督作見證。  

• 因此，在繼續執行一項預期的創新之前，最好先問幾個關於任何可能

取代傳統的困難問題：   

o 這個傳統是神所賜的或是人為的？（混亂聖禮與，如，移動在聖所的 

  旗子，非常不同，縱然這個問題對某些人都沒有多大差別！）  

o 這個傳統曾滿足會眾的什麼需要？  

o 除去這個傳統能如何塑造未來？ 

o 真的有必要取消這個傳統嗎？ 

o 我要取消這種傳統的決定，會引起教會大分裂的可能性是多少？ 

o 我若專心做新的事情，不去理會這個傳統，它可能會自然淘汰嗎？  

o 如何最有效地實施「新事物」？要回答這個問題，現在我們必須回到   

    創新與擴展的研究。  

    

    現在你已看到，我們反對草率地丟棄傳統，那是許多不明智的教會領導正

在做的嗎？這表示我反對創新嗎？請打消這個念頭 ！在我專業服事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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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裡，主要是注重教會教育，創新已是我做了 35 年以上的工作。我的

重要服事中有一部分一直是在邊緣上； 這正是我被雇用的一個主要原

因，因此教會對我最主要的期望之一是時時創作出創新的方案。而它的

關鍵和核心問題是如何做得到，在這裡我就發現了擴展的研究非常有幫

助。 

 團體創新–決策的階段 
 

團體創新決策的第一個階段被稱為議程設置 agenda- setting。在這階段需要

辨識也要有一種能滿足需要的創新方案。我發現很有趣的是大多數組織的創

新，都來自其它組織正在使用的創新方案。因此，往往是創新引起需要。因

為，當一個教會意識到另一個教會在施行創新時，一些人心中就會產生那種

改變的「需要」。例如，牧師和其它教會的領導人經常受到一些會友的催

擊，這些會友在假期或其它一些場合，參加了另一個教會的聚會，看到很喜

歡的東西，現在遊說著大家要將它納入自己的教會哩。再說，既然教會的事

工非常容易就受到時尚的影響，牧師和其它領導人一定要在理論和神學上有

扎實的把握，以免跳上或被推上每一輛滾進城來的樂隊旅行車。在一些文化

中，如在美國，年年都有新花樣。  

   

如果領導人相信一個真正的需要，例如，需要一個新的方案能更有效地傳揚

耶穌基督的福音，他/她和其它負責人就要進入發起的第二個階段，將需要

與所提出的創新方案匹配 matching 一下，試試看它是否很適合即將施行的

改變。在此要問，這個創新是否真的可以解決組織的問題 （即，滿足需

要）？如果引進它會有任何困難？它是否看來很好，規劃和設計都很合適。

這種做法在教會中是非常重要的，因它能保護教會去追趕常常產生負面影響

的時髦。一些在某地方「真的可行」的做法（根據最熱烈的宣導者）會「在

那裡可行」，但由於兩個附屬群體的差異，在另一個地方就不可行了；因哲

學和神學的理由，其它不匹配的做法，就不應實施。如果達到了這樣的結

論，就不要採用所提出的創新建議，因此改變的過程到此結束。例如，只因

為禮拜儀式的舞蹈深受神僕教會的接納，並不等於它在四公里外的戰區教會

是可行的或會提高崇拜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領導人的結論是，在哲學和

神學上那匹配是好的、也切實可行，那麼就決定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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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有三個階段。第一是重新定義/ 結構調整 redefining/restructuring，這

是修改創新方案以適合當地教會的時候，這時教會就要做出調整以達到最有

效的改變。創新到此不再有陌生感，它已受到認同。只有短短的時間能讓你

修改。實施不久 ，創新就會開始被視為常規和該組織傳統的一部分。這時

改變就困難了，因有情感的依戀，和在常規與儀式中所得到的安全感。以下

是重新定義和重組創新的一個例子，當一個教會決定帶進當代音樂時，可將

音樂的類型做一調整，採用多數最好的傳統讚美詩，然後加上適度的當代音

樂，因有許多年輕的會友們偏好傳統讚美中那更深刻的主題和更廣泛的情感

領域。  

  

隨著創新的介紹和使用，一定要說明它如何實現該組織的目標、使命和其它

的價值與好處。此澄清 clarifying 階段是為了加強會眾對改變的承諾並減少

疑慮。沒有做好這個程式來幫助會友看到創新的意義和價值，能導致經常發

生的創新流產。當你聽到其它教會在進行一些改變時，要等一等才去複製

它。一年或兩年後回去看看。我最近走進一座已開始新潮崇拜的教堂，五分

鐘內就從一名會友獲悉，三個多月後教會就要將它「除去」了！很多在印刷

品和研討會所吹捧的創新實施，不會持續很久。  

  

最後，當創新已在組織的日常生活和作息成立時，就不再被感到奇怪。在這

常規性 routinizing（即成為常規）的階段，它被視為系統持續運作的一部

分。在此，也是，可以決定停止創新施行的時候了。就在這裡，領導人必須

仔細地從擴展研究的見解來考慮和做事，它顯示了創新的特性，與在社會中

被要求採取改變的個人的特徵。 

  

個人創新的決策  
  

上述在公司的決策過程中，與三個實施階段同時運作的，主要包括了個人創

新的決策。  
[13]

創新擴展研究最有益的見解之一是，要瞭解每個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後才

能決定是否要採取一種創新，而不是立刻就會採取行動。此外，在個人對這

種改變的考慮中也有五個關鍵階段，並且在這過程中，某種類型的交流被認

為比較能促成個人採納一種決定。一個教會領導人，想要以介紹創新來發起

改變時，要記得，創新是一個想法、 一種服務、方案或物件，它被看為是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3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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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 [14]即使領導人不覺得作個改變是新的事情，即使它已存在很久，但

如果他/她的會友對它不熟悉，對會友來說它就是新的，它絕對是個改變，

帶有改變的力量。這些動力中，有一些有疑惑、恐懼和威脅的因素，對某些

人比較嚴重，對某些人就輕一點，如果要成功地實施改變，都必須要細心地

考慮和執行它。  

   

在個人創新決策過程的第一期是知識 knowledge 階段，該人在這階段知道有

一種創新存在的消息並稍微瞭解它的功能。大眾傳播媒介和小組會議是這種

交流典型的方法，當會眾已知道有需要 felt need 存在時，它們特別有用。但

關於創新，譬如，領導人想要執行現代式的崇拜，但整個教會都還沒感到有

這種改變的需要時，領導人就不該以勒令和永久性的語氣來表達他的意見。 

[] 15   

   

第二個階段，勸說 Persuasion，一個人在這階段形成贊同或不贊同的態度。

在這階段，個人特別容易接受會眾中那些輿論領袖 Opinion Leader 的影響。

輿論領袖在教會裡可能會或可能不被任命或選為聖職人員，但他們通常是被

信賴和尊敬的長期會友。明智的教會領導人，想要推動他所採用的創新方

案，他/她應該儘早一對一地與那些德高望重的輿論領袖會談，爭取他們的

支持。  

   

我記得有一位特別有幫助的輿論領袖在我服事的教會裡。他是教會終身和極

被重視的會友，與創始教會的家族有關係，遇見任何新的事務時，他是眾人

尋求驗證和合理化的人之一。他的視野是國際性的 Cosmopolitan，受過良好

的教育，這有助於他對創新的開放。我們接受並使用他和其它輿論領袖的支

持。從人的角度講，這種支援在獲得我們想要做的改變，是工具性的。  

   

接著是一點重要的勸誡。諮詢一位受到整體教會尊重的輿論領袖非常重要。

要避免我所稱的「羅波安綜合症」。羅波安是所羅門王的兒子和繼任者。列

王記上 12 章 和 歷代志下 10 章記著，羅波安往示劍，北方部落的重要城

市，和該地區的人會面，要被封王。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4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4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4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5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5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5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5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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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到達時，以色列人對他說：「你父親使我們負重軛、做苦工，現在求你

使我們做的苦工，負的重軛，輕鬆些，我們就事奉你。」（歷代志下 10： 

4）羅波安告訴他們離去三天，然後再回來，他會回答他們。  

   

當他思考他的回答時，轉而求助那些曾擔任他父親，所羅門，的長老。他們

告訴他，王若服事百姓如僕人，用好話回答他們，百姓就會永遠服事他。  

   

然而，羅波安拒絕長輩們的忠告，轉向他的同行與他一起長大，服事他的那

些人。當他問他們的意見時，他們說：「告訴這些對你說，『你父親使我們

負重軛，使我們輕鬆些』的人說 ， 『 我的小拇指頭，比我父親的腰還

粗。我父親使你們負重軛，我會使你們負更重的軛。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

們；我要用蠍子鞭責打你們。 』」（vss。 10-11)   

   

然後經文說，羅波安聽從他同齡人的勸告，嚴厲地回答百姓，一再地說他拒

絕長輩們的忠告。它還兩次提到國王不聽百姓的話，甚至拒絕聽，顯然領導

者的行為在那些時期被發現。（vss 15-16)結果呢？羅波安失去了北部王國

與它十個支派，留下的只有構成南部王國的兩個部落。  

   

這裡我們看到在歷史的後現代時期，一種常見的現代現象的前軀： 領導人

唾棄那些長輩的智慧，情願聽他們同齡的人，以相同程度的理解來做事，因

此當他們尋求「重新發明輪子」時，很多人不斷地做出對教會產生反作用的

決定，並且重複地犯錯，前輩們多年前的教訓，渴望讓同時代年輕的人和教

會能輕省些，這些如此受羅波安症狀所折磨的人，只要詢問長輩就好了。  

   

下一期是決定 Decision 階段。這時一個人要選擇採納或拒絕創新方案。大多

數的人不會未經過試用期就採納新的，試用期間他們可以在如果新的比舊的

更糟時，還有機會回復原來的承諾去體驗改變。  

   

因此，我們這些領導人 / 牧師 / 改變經理，必須一開始就限定自己要爭取

永久採納的願望。我們需要在試驗的基礎上開始工作以得到接受。  

    

這一批准，便開始了實施 Implimentation 階段，在這期間創新付諸實行。現

在改變不再只在書面和在人的心中 ；它已付諸實行，並涉及到修改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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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創新的性質而定，人們經常在這階段進行修改。既然人不是全知， 無法

預見全部改變的意義和他們對創新的感覺，因此困難經常出現在這時候。此

外，在組織中，包括很多教會，很多人不願意告訴他們的領導人這些問

題...... 直到他們有機會再次投票才表達。這個階段可說是過程中的最後

階段，但經常還有一個。  

   

人們往往尋求強化他們決定要做的新事。大多數的人都曾聽說，很多人經歷

過這種被稱為買方的懊悔 Buyer’s remose 現象。當你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

如購買房屋或汽車後，第二天早上醒來，懊悔他/她所做的，這一點也不反

常。這方面的疑慮也是其它很多創新決定的一部分，當那情況發生時，採納

者就會尋求後援或確認所採納的決定或拒絕採取行動的理由。  

   

我記得在我幫助的一個教會，曾經發生一項大改變。那時我們想做的改變成

功地獲得採納，使我們很歡喜 ，卻錯誤地下了結論，認為這件事已經完成

了，我們以為可以專注在其它需要我們關注的事情。不料，接下的一次會友

大會時，我們又驚訝又失望地看到，許多採用者在確認階段的持續反思中，

改變了他們的決定。那時，我若是知道這項研究就好了 ！這是舉例說明，

領導人做完決定後，繼續保持聆聽的重要性，來強化已做的決定。尤其是當

我們的動機是為了滿足會友的需要，不是為那些負責人的需要，就要按照我

們一直在考慮的去完成計畫，因為這不是操縱 ；它是領導。  

   

在有政體的巨型教會和其它教會中，由個人投票來表決一項創新方案就有限

度，撥回的危險性會被最小化，但方案不會被刪除。可是會友有其它的投票

方式，例如，他們的腳和錢包。然而，更重要的是，出於對別人的愛，總是

領導人所必備的品格，要敏感、有愛心和體諒改變如何影響到那些受影響的

人。很多英明的領導人會開始做後續工作，與他們的會友聯繫，尤其是，但

不限於輿論領袖，詢問他們如何接納某些決定和他們的經驗；在實施創新

中，如果不是大幅度的調整，沒幾個會做修改。  

                     實施改變方案 

  
我們已觀察到幾種在實施創新決策過程中所發生的改變方式。然而，還有其

他的程式存在，並且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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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改變的經理，我們應該以禱告開始，持續地進行下去直到完成。使

徒雅各說：「[一般]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 
[16]

從神全知的角

度來看，祂能看到我們看不見的。愛祂百姓的神，將會指引我們幫助其它的

人採取對他們最有益的創新，並完成祂的旨意，使我們領導人有能力來滿足

需要，避免操縱，作出應做的改變。祈求主幫助祂的百姓和我們，他們的領

導人，做我們都需要做的改變。  

   

我們還會從擴展研究得到幫助，它照著創新的適用性確定了五個創新的本

質。第一是相對的優勢 Relative Advantage，這是創新被看為比它所要替換

的舊案更好的程度。在這裡什麼是利害攸關並不重要，也不是領導者或改變

經理的意見，而是那些有可能接納者看改變是否有功效的意見。如果你教會

的領導人絕對相信當你帶樂隊和投影螢幕來崇拜聚會，會給大家帶來益處。

但如果大多數的會友，包括輿論領袖，看不見給他們的優勢，無論如何，最

後這種創新還是會被拒絕。  

   

等到一些有可能接納創新的人，看見創新與他們感覺到的需要、 價值觀和

之前的理解有相容性 Compatibility 時，改變就已到了可能被接受的程度。

前面提到的那個教會，第一次通過了創新的決定，然後卻拒絕了，在前三個

階段，這種相容性的因素對領導人和其它人都很明顯，但在執行和確認的階

段，會友發現創新不符合他們生活方式的排程和其它的價值觀，所以他們拒

絕改變。.    

   

使徒行傳 17:22 記載使徒保羅將耶穌基督創新的福音，熟練地引用到雅典

的亞略巴古人當中， 「 雅典人哪 ！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我遊行的

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你們所不認

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馬上，他一開始演講，就確立了他和他們

對崇拜有共同的價值觀。此外請注意在這同一個演講中，保羅引用希臘詩人

的詩，他使用了另一種方法來建立相容性。 [] 17   

  

使用一種文化的語言，但加上聖經和教會的外延和內涵，教導神的話語及其

應用的資訊，是相容性的方式，在宣道學，基督教宣教研究，稱為情境化

Contextualization。特別是對我們這些不是出生和成長在我們服事的教會，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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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那教會所在的社區和亞文化中，正確地使用所有當地人心目中的行話

並不容易學（特別是那些內涵和細微差別），但盡可能這樣做會非常有幫

助。當我們這樣做時，可能需要提供更多聖經的意義和某些行話或術語含義

的資料，如保羅對亞略巴古人所作的。 （使徒行傳 17:23）  

   

在實施一個新的外展活動時，可使用彰顯主的大使命（ 馬太福音 28 ： 19 

和 20 ）的講章和其它教學機會，還有彼得的勸勉，「常作準備，以溫柔敬

畏的心回答個人」 (彼得前書 3:15)。這種方法能使人看到，創新的方案與

他們以前遵行神話語的價值是相容的。  

   

我也提到，如果創新可以讓大家不需承諾地去嘗試一個不是不可撤回的決定

時，通常會更快地被採用。以可試用性 Trialbility 和可復原性來推出新觀

念，能使對方感到風險較低。  

   

與可試用性密切相關的是可觀測性 Observability。越容易讓人看到創新的結

果，就更有可能被他/她採用。這種因素和可試用性對促進改變特別有幫

助。你能展示你所規劃的新東西，能鼓勵別人到正在有效地使用它的地方去

看看，或用視頻顯示它的功能嗎？  

   

創新的特點在說服的 Persuasion 階段最具影響力。我們考慮過的四個特點與

採用性密切相關。  

   

第五個特質，複雜性 Complexity，是呈負相關。那些可能採用的人看見創新

很難理解和/或使用度很低，就可能會拒絕改變的方案。所以當你提出一種

創新方案時，務必盡可能解釋得簡單明瞭。  

   

在實施改變的執行和確認階段中還涉及小心採用輿論領袖。當你決定要發起

一項創新時，另一個儘早引進輿論領袖並給他們一些擁有權的好處，讓他們

有受委託的興趣來協助貫徹和監督改變過程的成功完成。  

   

我們這些牧者兼其它職員的領導人，都是來自教會之外的人，或多或少，在

人格、社會特徵和其它因素間的想法，都被當地會友看為與他們不同。我們

越能表現我們與所服事的會友相類似，就越能贏得他們的信任，並接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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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效的改變的努力。 擴展文獻[18]
  稱這種相似性為同值性 Homophily

（字義，喜愛相同的），以下舉例說明使徒保羅的意思，他說： 

「向什麼樣的人 ，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哥林多

前書 9:22) 19   

  

當我在歸正教會和機構服務時，其中有一大部分的人是荷蘭人，他們不是很

信任我，尤其希理不是荷蘭人的名字，我來自東部紐約市大都會地區，被認

為不夠保守。然而，有一天，我與一位純荷蘭人的會友討論這種差異時，我

說：「但我與一位土克斯特拉 Turkstra 人結婚。」「哦！」他說：「和薯

條！」（發音為“Freece”）這個人歡喜了，我妻子的家庭與他和他的家人

都來自同一個省份，菲仕蘭，荷蘭，他解釋說，結尾的「斯特拉 stra」表明

產地。好了，現在突然間我更可以被接受了，那是一種值得信賴，強烈的同

值連接。  

   

有一位我在加爾文基督教崇拜研究所的同事報告說，他在紐約大都會地區的

一個教會聚會結束時，聽到兩位女士之間的對話，年長的婦女感歎著那種被

認為是悲哀的改變，特別涉及現代式的崇拜儀式。在她尋求反應時，我們年

輕的學生助理，貝基，問她是否知道荷蘭語的詩篇 42 篇。老婦人答道：

「當然。」貝基也知道荷蘭語的詩篇，便與老婦人開始唱起這首歌。後來，

老婦人的觀點微妙地改變了，她面帶微笑地離開交談。我們如何解釋這個重

大的轉變呢？  

   

貝基至少表現了兩個擴展的關鍵原則： 第一，她與老婦人建立起同值性。

她表現出與年長的人相同 （另一個女人），唱（一個人只與那些志趣相投

的人所做強烈的情感和情緒的活動）， 一起以荷蘭語（他們的共同遺

產）， 以記憶一篇詩（神話語的一部分）。第二，貝基，明知或不知（都

沒關係），顯示了[20] 與老婦人心靈深處感覺上的需要、價值觀和從前的理解

的相容性。貝基尤其是聯繫了他人的價值觀。在他們共同的教會裡，有一個

荷蘭的遺產，聖經是最受珍視的神的話語。除了背記神聖的經文 （詩篇  

42），更是荷蘭的語言，這是非常受重視的。另外老婦人在貝基身上感到，

年輕的一代採用其遺產，從而確證了老一代基督徒最大的希望，同時舒解了

他們最大的恐懼。再進一步，一起唱歌，化解了誤解和消極的影響，並借著

瞭解他們最珍視的價值觀的相容性，來形成並確認以致凝結了新的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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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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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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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蓄地，老婦人感到貝基和她所代表的都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最重要的價值

觀就位了；其它的，雖無法完全理解，應該不會是壞的吧，的確，基本上一

定是好的。  

   

當然我們所服事的會友期望我們走高端路線和活出基督的模範，就是雅各所

說的義的一部分。我們越能「邊講邊做所講的」就變得更可靠和值得信賴，

也越與我們被召來領導的教會價值觀有同值感。  

    

分辨採用者的差異  

   

但我們如何以最具體和最有效的方式來應用同值性？跟誰？社會系統中的人

都不相同。事實上擴展研究揭示了在一般社會系統中，包括教會，有五種不

同類型的採用者，。請將它們看作在一個一端是研究家所謂的的國際主義者

Cosmopolities，另一端是狹義主義者 Localities 的連續體 continuum 上[21] ，

他們的百分比形成一個鐘形曲線，能幫助我們理解這五個類別。 [] 22   

  
Fourth Edition, Everett M Rogers (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5) p.262  

Innovators 創新者; Early Adopter 早期採用者; Early Majority 早期大多數;  Late  

Majority 晚期大多數 ; Laggards 最後採納者  

  

國際主義者是社會系統中受過良好教育、 旅遊四方，閱讀廣泛的人。他們

知道其它文化，珍惜他們社會體系以外其它許多人的觀點。他們覺得自己圈

子以外的人的想法使他們更充實。 狹義主義者，在尺規的另一端的人,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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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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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反，他們受過不那麼正式的教育，不太旅行若不是完全沒有，不做廣泛

的閱讀。他們覺得對自己的傳統觀點和關係比較自在。他們大多與家庭、延

伸的家庭、朋友、鄰居和同事，與自己類似同值感的人交往。許多教會都有

種族優越感，使外來人難以融入。那種優越感延緩會友為基督外展，向其它

背景的人宣道。民族取向並不排斥這類外展活動，但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和

擴展新的外展方案時，特別是異族通婚，都緩慢進行。  

   

許多教會的會友也是有親戚關係的家族。我開始在一個教會服事的第一天就

獲悉，幾乎整個會眾是由三個創始家族的大家庭所組成的。給我這個資訊的

人，做了一個友好的警告：「千萬不要在任何人的背後說我們的事，」他

說：「你會是對一個親戚說。」雖然出於其他原因，我不這麼做，但那個警

告使我洞識了我即將服事的教會全體共同的心態。  

   

狹義主義者給教會的外展工作帶來最大的挑戰。他們不急著向新人伸出或歡

迎的手，尤其是那些被認為與他們不同不重要的人（那些他們看來很少或沒

有同值性的）。有一個教會的主任牧師和我，曾非常努力地發起和執行新的

外展計畫, 兩年後，失望地聽到某周日的早晨所發生的事。那天早上迎賓的

一對夫婦，是創始家族的直接後裔之一，竟告訴一對剛剛走進前廳的年輕夫

婦說，教會已有夠多的人了，不需要更多的會友 ！  

        

介於這兩個極端，國際主義者和狹義主義者之間的是社會系統中其它所有的

人，在我們的個案中，根據會友將自己分配在連續體的哪一邊，或多或少都

有這些觀點。當教會領導人呈現他們希望人們會採用的創新時，必須很瞭解

這些群體的人，並強調與他們的同質性。這些群體不是經典教科書所說的類

型 ；一個人可能有不止一個小組的特性，但一般而言，大多數在系統內或

教會中的人，都會與這五大類取向中的一類人認同。  

   

 然後，這些人是誰，他們像什麼？第一個 2.5%的社會系統或教會的人口被

稱為創新者。 

創新者是那些經常喜歡尋找或構建和執行新事務的人。他們包括那些在社會

系統中，非常國際主義化和那些，例如，牧師們，來自系統之外的人。這些

人愛冒險也願意承擔風險。創新者的諮詢組更可能是外面而不是在他們社會

體系內的人。相當多的狹義主義者看創新者是外來人。因此，創新者不完全

受信任，有時還會被懷疑，創新者更應該設法與社會系統/教會中每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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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建立同值性。他們比較融入他們認為有相同想法、從事相同職業、相同

追求、超越當地地理管轄區一部分的組織。我記得一位在美國中西部我所服

事的保守教會的長者，當他發現我來自「自由的」東部地區時，冷笑道：

「你怎麼找到這裡來的 ? 」 他這麼一說，一幅畫浮現在我的腦海裡，看見

自己如一只大蜘蛛，爬過底特律河掉進密西根湖。我笑著向他解釋我的由來

和遊記，試著連接我們共同的價值觀。雖然花了幾年的時間，但漸漸地，我

們開始喜歡對方並互相尊重。  

   

接下來的 13.5% 的社會系統或教會稱為早期採用者。這些人在狹義主義者

中是最國際化的，他們接觸到更多系統外的世界、受過更多年的正規教育，

更有冒些風險的態度，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太武斷，往往比後期採用

者更能認同創新者。然而，他們尊重其它的人。大部分的輿論領袖在這一類

中被發現 ；其它的人認為他們是模範，會去找他們問問是否值得考慮創

新。因此，這些輿論領袖是在教會裡實施創新的關鍵因素。  

   

 很明顯，與流行觀點不同的，年齡不是一個預測早日採用的指標。羅傑斯

Rogers 聲明：「早期採納者與後期採納者的年齡沒有不同。」[他用斜體]有

關年齡和創新關係的證據不一致； 228 位研究這一主題的學生中，約有一半

顯示沒有關係，有些顯示早期採用者是年輕些，一些顯示他們是老一點的。 
[23] . 因此，我們不能寫出老年人是改變的敵人，或假設較年輕的人會很快地

跳上臺來，或甚至都不想改變，如我們上文所說的。 
[24]

視改變而定，很多

老年人往往比很多中年人更能接受創新。  

   

 接下的 34% 是早期接受者的大多數。這些人的思維非常謹慎。雖然他們在

自己的圈子常常與別人互動，但通常不喜歡擔任領導職務，卻位於早期和晚

期採用者之間，他們是創新決策過程中的關鍵環節人。他們是擺動的群體：

一旦跳上創新，全教會不但感到一半的會友喜歡新事物，他們更是特別受尊

重的那一半。  

   

早期大多數人 都非常慎重。他們慢慢地做決定，比創新者和早期採用者的

時間長得很多。因此，非常重要的，牧師和其它改變經理在教會裡不要催逼

這些人。要有耐心。保持長期眼光。不要加壓力給這些人，或其它人。我們

不是在這裡操縱他們，而是滿足他們的需要。如果這一創新會達到神的目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23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23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23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23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24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24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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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祂會使用我們認真注意到的細節和相關的事宜，在人們的心靈和思想

中，帶來改變。我們除了尊重他們之外，還要尊重進度和神完美的時機。  

   

繼早期大多數的是教會人口的下一部份， 34% 的人構成晚期大多數。這些

人的關鍵特徵是持懷疑態度。他們都是非常謹慎，拒絕「排隊」，要等到大

部分的人都做了才會做。說服他們是可能的 ；他們是聰明人，但通常需要

同伴的催促，與我們一樣愛主的人，遲早會接受創新。對這些人也一樣，要

有耐心 ！堅持著，不要放棄。採用上面的概念，繼續愛人，不斷地嘗試幫

助這些人瞭解為什麼採取創新是最好的。（對你的配偶解釋這一切是好

的）。  

   

終於，最後的 16% 採取新東西的人統稱為最後接納者。無可否認的，這術

語不太科學，看來很客觀，但不要用作輕蔑的用途。這些都是神的百姓，由

基督的愛和死亡所贖回的，正試著保存過去的寶貝，他們覺得太多人情願忽

視或拋棄那些寶貝。 [25]他們的視野最狹義，先例和過去的作法是他們做決

定的基礎，若不是所有也有很多人是這樣。他們最喜歡的表達方式之一是

「從未那樣做過」。事實上，當最後接納者決定接受一種創新的時候，常常

創新者和早期採用者已正在實施取代最後接納者的另一個創新方案 ！  

   

因此，許多教會都有一些人，無論我們試著做甚麼改變，他們都會抗拒。其

中的一些人也有相當大的影響。然而，我發現在我三十五年以上的教會服事

中，經常可以比反對派持久。這是縝密的研究指出為什麼牧師的任期長，通

常是更有效率的另一個原因。此外，這種人往往是害怕改變，借著與他們建

立關係，和表示使徒在哥林多前書 13： 4-7 所定義的愛，他們的恐懼可以

平息下來，然後，才能達到目標。 [26]耶穌說：「愛你的敵人，」其中包括

那些在創新決策的過程中反對我們的人。 [] 27     

   

照著這些教會事工的程式，我發現沒有任何我想實施的創新是不能做的，但

那些我第一次想要做的創新，就不一定了。偶而我不得不在過程中暫停，並

發起一些能幫助促成計畫的目標、建立信任、解釋理由，並先在其它方案上

工作一段時間。「等待」，如詩篇的作者說：「上主 」。 [28]請記住，我們

生活在一種不珍惜耐心的文化中。這個合乎聖經的價值在我們的環境是反文

化的，它卻是事奉的關鍵。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en%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65.55.108.4%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en%2526to%253Dzh-CHT%2523_ft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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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創新被採用和成為慣例之後，監察是很重要的。往往在創新的規劃階

段，因不能預見而產生的後果，這些意外發生的結果並不都是正面的。作為

領導人，我們有責任監測，借著我們所發起的改變，確保主的百姓都有效地

服事並完成祂的旨意。  

   

讓我們祈求智慧，能巧妙地結合縝密的科學研究與神永恆的話語，盡可能使

我們所發起和管理的新改變，能按計劃產生正面的結果。使用這些創新與擴

展研究的見解，祈求至高神的指導。如箴言 16:3 所說的：「你所做的要交

托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就。」[29] 而不是付上分裂基督身體的代價。記

得保羅勸勉哥林多人關於說方言的原理說明，也適用於此：「 因為神不是

叫人混亂，而是叫人安靜。」 

                        

教會創新的本質是教會學，即教會論，尤其是我們所服務的教會的基本先

決。首先，最重要的是，最後教會屬於基督，而不是主任牧師或獨一牧師或

任何職員，包括建立帝國的人員。會眾是基督的身體。 （1 哥林多前書

12:27）“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 “of”表示擁有的所有格。這一現實

再次表明基督是擁有者。 

再者，民眾就是教會。職員離開後，他們會在那裡很久；他們屬於基督教會

的頭。 （以弗所書 5:23）事實上，我們被要求為教會服務的領袖是教會的

僕人。 （馬太福音 20:28）這種關鍵的見解常常被領導忘記。 （對他的家

人和教會也是如此） 

除非領導者不斷進行勤奮的干預，否則機構，甚至那些以僕人心態開始的

人，都將變得自私自利。不幸的是，對於所有有關方面，領導人常常看不見

他們自己的僕人呼召。尤其是在教會中，當領導者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他/

她為組織服務的觀點轉變為由組織服務時，就充滿了混亂和不和諧的狀況，

這是不利於創新和實現創新的主要負面動力。 當人們感到領導者關心並幫

助他們時，他們會更傾向於幫助他們的領導者。 

因此，作為教會的領導者，我們必須持守將僕人的心態放在首位。最好問另

外兩個具有自我力量 ego strength 的人，通過定期的“現實檢查”以愛心

告訴我們真理，事實上，會眾是否仍然認為我們以僕人自居。 

根據擴展研究，你希望會眾中那些人加入你的敬拜（計劃）團隊？換句話

說，你想吸引會眾的哪一部分人？你希望每個人群有多少代表？ （如，可

能不是所有的創新者，甚至不是早期採用者）你是否不想任何眾群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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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最後採納者）不要自動排除“最後採納者”。神也愛他們。此外，他們

愛主和祂的教會。邀請他們加入團隊，他們將帶來必要的見識和智慧的討

論；了解其他人對團隊的看法；與其他團隊成員發展關係，包括那些採用較

早採用者的成員；他們將把從團隊中獲得的見解帶到同齡人中，因而有可能

促進創新的採用。 

使用“ 最後採納者 laggards”的一個重要見解是不要將他們“一視同

仁”。在團隊中擁有一兩個是很有價值的，但是這兩個是誰卻非常重要。他

們是會聽的人嗎？他們是否關心他人並會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關係？他們可教

嗎？尤其是如果你的會眾中的“最後採納者”井井有條，良好的聯繫並善於

表達，最好在團隊中有一些這種代表。他們在團隊中的代表權代表著社會系

統/教會的這一部分。如果你謹慎選擇，可能會對他們的觀點增長和態度轉

變而感到驚喜，這會減少對創新的反對，甚至反對創新的支持！這樣的發展

並非不可能，而且已曾發生了。 

 

 

                         改變經理的禱告 

  

最神聖和最慈愛的父，請給我必要的勇氣，為了介紹及促成這個和其它在這

教會所需要的改變，其中一些甚至我都不想更改，卻必須將它做成。請給我

知識、智慧和指導，做你想要我做的，能有效地發揮作用。請幫助我，使那

些在基督裡反對我的兄弟姐妹，願他們感到受珍愛並看見為什麼我仍然相信

他們是需要的。請給我意願、愛和溫柔，繼續嘗試使那些不同意甚至非常不

同意的人，能瞭解為什麼改變是需要的；幫助我不放棄他們。請幫助我們都

更像基督。神啊，感謝你總是顯明祢的存在和祢全完足夠的救助，包括指導

我決定什麼是正確的，使我能繼續前進並完成它。最重要的是我所做的這些

努力會討祢歡心、讚美祢，和完成祢救贖的目的。阿們 ！  

  

討論問題  

1. 想一些你想要在目前或未來服事的教會施行的新方案。以上擴展研究

所提供的原則，如何幫助你施行創新？  

2. 你施行創新的第一步是甚麼？( 找到德高望重的領袖並與他﹝們﹞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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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論你是否有傳福音的恩賜並正打算在宣道工場服事，或無論你是否

與我們大家一樣，蒙神呼召為祂做見證，有哪些從擴展研究得到的心

得能幫助你更有效地向那些認為耶穌基督的救恩是一種新理念的人傳

福音？提示：  

      a. 有關相對的優勢：  

1) 讀約翰一書 4:8 和雅各書 1:17 。使你想到甚麼？(你可指出因為

神的本質是愛，祂也不會改變﹝不像許多其它宗教的教訓和許多

人所相信的﹞你不必擔憂有一天神會「你等著瞧吧。」並給你糟

透的一天  

2) 讀希伯來書 9:27。使你想到甚麼？(尤其當你向一位佛教徒或其它

相信轉世化身的信徒做見證？)  

         b. 有關相容性：  

1) 如果你向一位與科學有關的非信徒做見證時，使你想到甚

麼？你可以告訴他正確地解經和縝密的科學研究是相容的：

普通啟示指出，說明，和解釋特殊啟示的一些方面(如，天體

物理學和羅馬書 1:19,20) 神不會自我矛盾。  

2) 使你想到甚麼？申命記 6:4 如何？如果你向一位回教徒做見

證，你可以說你也相信一神。  

c. 有關可觀測性：  

使你想到甚麼？模範如何？過著如耶穌的生活如何？讓別人在我們   

的生命看見耶穌。保羅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    

樣。」(哥林多前書 11:1)  

d. 有關可試用性：使你想到甚麼？邀請非信徒到教會如何？「試試 

  看，你會喜歡！」  

e. 有關複雜性：讀約翰福音 3:16 和羅馬書 10:9。使你想到甚麼？聖

經的基本資訊，耶穌基督的福音，非常簡單，每一個人都能瞭解它

並蒙它祝福；一點不複雜。同時，當大家越多地思想神話語的教

導，每一個人，包括最嚴肅的思想家和學者，都能看見神話語的深

奧；然而每一個人都能瞭解使他得救並能喜樂地參與神永恆的服事

和同在所需的知識。  

4. 一旦你成功地實施一項創新的方案，接著你應做哪一個非常重要的步

驟？(確認，強化) 你將如何與你的創新一起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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