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世紀時代政教的關係，至少有三位具影響力的教宗：1)在第六世紀，貴格利一世(Gregory I)自稱為「上帝
眾僕人之僕」；2)在十一世紀，貴格利七世(Gregory VII)指出教宗具有普世性權柄，於皇帝及教會之上；3)在
十三世紀，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 VIII) 認為順服教宗是得救的條件之一。此時，教廷主義便明顯建立起來，教
宗的地位得到鞏固，奉教宗至上，尊為最高屬靈領袖就成為中世紀教會的模式。

周：宗教改革以後，又有哪些教會領導模式的產生？又是基於甚麼歷史因素而有這些發展？

林：改教運動於十六世紀高舉兩個原則：一是「唯獨《聖經》」，即《聖經》是基督教的最高權威；二是「信徒皆
祭司」，即每個信徒都是服侍主的僕人。改教運動之後，有三個主要的領導模式出現：1)主教制，強調有等級
性的制度，每教區以一位主教為首，主教負責委任及管理教區內的牧師及神職人員，而眾教區之上有一位大主
教，作為總代表。此制度與中世紀天主教相似，但亦出現一些變化，如英國的安立甘教會(Anglican)並不接受
羅馬教宗為首。他們採納依拉斯都主義(Erastianism)，認為教會在政府之下，主教亦在君王之下。路德宗教會
則修改了主教的角色，認為君王及諸侯是教會的首領，而政權是在教權之上；牧者是國家的公務員（日後也有
不同的發展）。2)長老制，由地方教會（即堂會）選出多位長老管理教會，多個堂會之上組成區會，區會有權
柄管理堂會，而多個區會又選出代表，參與總會。總會負責監管整個長老制宗派，打理行政、崇拜程序和神學
教義等等。長老制有兩類長老，一是負責行政管理，二是負責教導。美國長老會、改革宗長老會都屬於這種模
式。3)會眾制，每地方教會有自主領導的權柄，而這權柄是落在全體會眾身上的。會眾制普遍有兩種形式：1)
由會眾推選一位牧者或長老作領導，在這領袖之下有多位執事或助理牧者來協助；2)由會眾推選多位牧者或長
老作領導。此制度與長老制相似，但不同之處在於地方教會不接受外來的領導權柄，長老也不再分為行政管理
或教導類別。例如浸信會，教會是由信徒自由組合的，牧者經由會眾選出。

周：從《聖經》看，這些各種模式各有甚麼優點和缺點？

林：這些不同的模式除了因為地理環境、文化背景及歷史淵源的因素外，主要是由釋經問題所產生。其中一類是
「《聖經》有明言的便去做，沒有明言的便不做」；第二類則是「沒有違反《聖經》的，就可以做」。《聖
經》對管理教會有原則，但沒有列出細則，故此在改教運動後，根據第二類釋經原則的教會，便導至各種不同
模式，衍生了不同宗派，百花齊放。

每一種模式都各有長短。主教制是從第二世紀才開始，不是《新約聖經》的模式。這是最有效率的行政制度，
但若主教本身出了問題，便會影響教會；而一人領導的會眾制亦類似，將權力放在一人身上，這領袖若出錯就
有麻煩。例如羅馬教宗被認為是代表耶穌基督，教宗是無誤的，這些都是沒有《聖經》的根據，只是出於歷代
的傳統。至於長老制，則由一群被選立的長老去領導教會，作出抉擇，後由會眾去通過。教會牧者是向區會負
責，而牧者的委任與辭任皆由區會決定，並不是由會眾控制，權柄集中於少數人手中。而集體領導的會眾制，
在領袖們產生不同意見時，要解決爭拗並不容易。

 
周：鑑古知今，由教會領導模式的沿革，我們可以學到甚麼功課？

林：我相信每一個基督徒接受某一個宗派是按照個人在上帝面前的信念而決定。我想
指出，傳統與傳統主義有所不同，傳統是好的，有一定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傳統
是前人留下給我們的屬靈遺產，是一個活潑信仰的見證。但傳統主義就不是這回
事，乃是高抬自我的一套，唯我獨尊，排除異己，甚至固執一些僵化的作風。

面對整個悠長的歷史發展，我們要常作批判，自我檢討及反省。我們復原教（Protestantism）是以《聖經》的
權威作為基礎，以《聖經》去衡量和批判傳統，《聖經》是在傳統之上。復原教的各宗派應當彼此接納，只要
我們的基本神學教義相同，便應當求同存異，盡力保守在聖靈裡合一，共同為天國努力，避免閉門造車，不理
世事。

本版內容只代表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刊立場。 本版內容只代表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刊立場。

2014年12月 2014年12月

浸禮才有效嗎？
敬愛的溫牧師：

最近，因方便兩老出入，所以轉到更近住址的另一間教會。過了一段時間，想申請
轉會加入這教會時，才發現該教會要求受過灑水禮的人，要再接受浸禮才能成為會友。
我覺得沒有這個需要，無論那一樣的水禮也只是一個形式。再受浸是不是否定了以往的水禮？難道只有這
間教會所施的浸禮才有效？

王姊妹上

使命教會

差不多廿年前筆者首次用使命教會(Missional 
Church)來描述教會當朝向的願景，一位英語很好

水平的執事私下禮貌地改正我的用詞，他說英語

中有missionary宣教士，也有mission宣教作名詞，卻沒有missional這個

形容詞，如此正代表普通信眾的觀念，以為教會應該作差傳的事工，

有本國及海外的宣教士，因為教會本質是要宣教，這是華人教會過去

卅年推動普世差傳的成果，當我們參考西方教會的經驗，教會不單有

宣教，也應該是使命教會，原來mission此字不止是宣教或差傳，切忌

失去使命的寬宏意義1。

五○年代被英國教會差往印度宣教的紐畢真 (Lesslie Newbigin)，
當他卅年後退休回祖國時，發現西方社會已不是基督教國家了，後基

督教時代的展開，使教會身處在多元化的社會，教會不單是要做差傳

的宣教士工作，教會更要裝備信徒在自身社會中成為被差的群體，

在不同的各行各業裡有信徒作鹽作光的宣教士2。因著紐畢真帶來西

方教會的普及反省3，整個北美洲教會進入一個新的使命教會時代4，

Missional一字，據說是美國富勒神學院宣教學者范榮真博士(Charles 
Van Engen)於一九九一年首先採用5，其後此詞彙逐漸流行，促使教會

重新理解宣教工場不一定是遠方未得之民，堂會身處的社會與文化，

正是履行使命之所在，甚至如Reggie McNeal所言：使命教會的興起是

基督教計宗教改革後最大的變革，使教會重尋其真義6。

誠然有關使命教會的作品，近十多年如雨後春筍，也代表了北美

教會發展趨勢，從以前的教會增長轉為教會健康，使命教會再聚焦教

會之所謂教會的本相7，眾多的論述都是幫助我們反思教會的原有本

質與功能，四年前筆者參加由加拿大福音聯盟(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Canada)舉辦全國教會領袖與宣教的Hinge會議，其會長Bruce 
Clemenger指出加拿大福音信仰的教會，正處於教會歷史的關鍵時刻，

意思是切忌如歐洲教會般，只有宣教士的差遣，卻忘了使命教會的發

展，這促使筆者反觀加拿大的華人教會，有不同形式的使命教會。

一、為植堂生存的使命教會

加拿大華人教會歷史蓬勃的年日只有不到四十年，過去卅多年

華人教會紛紛植堂，這是可喜的歷史，一般植堂教會在為生存的頭

十年，的而且確很有動力，否則教會也不能十年左右自立，當華人

移民潮穩定下來，能繼續有植堂浪潮的發動力，這才真正是使命教

會，否則植堂就只是因為移民潮，為生存而有的使命，也只不過維

持十年，怪不得大部份堂會一到十多年便緩慢下來，會眾就只是徘

徊在百多人的情況了。

二、為教會生活的使命教會

生存與生活有所分別，就如新移民為生存而打拼，稍為安穩後

便求生活的內容了，教會的發展階段也有類同，為生存的植堂頗有

使命感，但踏入十多年邁向廿年時，大部份教會容易落在漫長的停

滯，教會失了使命感，各方面都中規中矩，因而教會較容易內向，

甚至為小事而內耗，因而所謂福音事工是為生活點綴，佈道外展也

只是教會行事曆的節目而已，怪不得不少教會原地踏步二、三十年

的老樣子，因為只有使命的口號及教會生活的節目，卻失去真正的

使命動力。

三、為教會生命的使命教會

有十多廿年的教會，必有習以為常的教會文化與事工節目。正

因為教會已不是植堂時期，有一定的會眾資源與生活，能否持之有

恆有使命感，就在乎回到教會之所謂教會的生命了，原來教會不是

為會友而設的宗教會所，教會是生命的群體，在福音的大能下不斷

回應所處的社群，又反省使命此時此地的意義，才真正使教會的生

命繼續前進，重新映像的教會模式，乃是神在不同時空當中對教會

旨意的得以實現8。

四、為使命上帝的使命教會

當然教會要有使命感，可以為其生存、生活及生命的進度，使

命教會實至名歸乃為使命上帝，原來真神是一位使命上

帝，三一上帝於歷史的作為，同樣是屬上帝子民延續要作

王姊妹：

接到你的來信，深表同情，也明白你的困惑。

為了使家中長者方便出入，能恆常出席教會的聚

會，享受肢體相交的生活，得到關顧而轉換聚會點

是可以理解的。況且，他們大概也喜歡這教會，感

到被接納，才會在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就思想轉會

的問題，一旦被拒，自然感到不快。

我想這裡牽涉了幾個問題，第一方面是水禮的

效用與真正意義，馬可福音16:16說：「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提到受洗與得救的關係。但若比對我

們所熟悉的約翰福音3:16-18，明顯見到重點在「信

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翰再次強調信心與

得永生的關係(約3:36)。使徒保羅也指出我們得救

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弗2:8)。這樣，水禮的意義在

那裡呢？我想這個聖禮與主餐一樣，是以外在的行

為表明內裡生命的改變，是一個公開的見證。在馬

太福音28:19，主也是這樣吩咐門徒行的，在初期教

會中，我們亦見到這真理的實踐(徒2:41；8:38；

10:47，48)。所以，重要的是聖靈所賜的信心，從

而得到自由釋放的新生命。

另一方面，是施行水禮時的方式問題。在實踐

上，因個別宗派的傳統或地方教會的確信而明顯地

有所不同。

我個人是最認同以浸禮的形式來進行的。因為

這外在的行動，全人浸淹於水中，然後起來，是最

能反映內裡生命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意思 

(羅6:3-4)。但因着特別的緣故，例如行動不便，不

能踏進浸池或在醫院裡，只要這人清楚明白救恩，

公開認信，我也會行灑水禮，並且接納他加入教

會。昔日，以色列人離開為奴的埃及，過紅海跟從

摩西的領導，從雲下，從海中經過，並沒有淹在水

中，然而亦具有水禮的象徵意義 (林前10:1-2)。再

者，baptize這字有時也不一定指着浸於水中，如聖

經裡談到有關接受聖靈與火的洗/澆灌 (太3:11；路

3:6；林前12:13)。

我個人也曾有為先前接受過水禮的人再洗。

例如，有洗禮時根本未得救，不知所作何事。如今

清楚明白，願意在神、在人面前清楚公開見證，向

我提出要求，我也會為着堅立他的信心為他施行水

禮。

至於個別地方教會或宗派，因其確信的領受傳

承不同，而有所堅持，我們亦當尊重。

若縱然不轉為會友，我仍然可以自由地參與

敬拜，與弟兄姊妹有美好的相交團契，能共同作見

證，會友與非會友又有何相干呢？最要緊的是有新

生命，是神家裡的人，為祂所收納。

盼望這簡短的解說能供你參考，願你在神面前

存清潔無虧的心，隨從聖靈的引導，行合宜的事。

主末

溫元京謹覆

(溫牧師是資深退休牧者，在加拿大和香港都有多年牧會經驗。歡迎讀者將信仰掙扎問題電郵至本刊編
輯部cccheditor@yahoo.com，問題會在本專欄中回答。)

的使命9，使命教會雖以地方堂會作出發點，注重的卻不是本身物業、

事工與服務等擴展，乃是關注上帝國度在世界場景中的運作，華人教

會領袖應看「國度擴展」的重要性，過於本身勢力的拓展，誠如學者

萊特於「宣教中的上帝」巨著表明使命的焦點不是「教會中心論」，

乃是「為了上帝的榮耀」10。

戴德生影響世世代代的宣教格言：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

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往往使不

少人誤會他的獻身是為了中國，其實他真正委身是為了基督，因為那

句格言最後是以「不，不是中國，是基督」作結束的，這也是使命教

會的真正動力，不是為教會生存與生活，甚至不是為了教會的生命與

健康，不理會移民的浪潮如何，教會的潮流是甚麼，只為順命基督的

大使命，效法使命的上帝，我們也被差在本地與遠方，成為使命的群

體，為的是與使命中的上帝同步前行，在不同時代與族群中，實踐祂

的旨意與國度的榮耀。 （作者為亞省愛城福音堂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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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命的團契導師

很高興在這專欄中，分享過去二十五年在團契作導師
的點滴。在這段時間中，也經歷過團契事工的多方轉變，
及神的同在、保守。

說起做團契導師的事奉，從在香港的教會開始。那
時，我和太太被邀請去做高中青年團契(即加拿大的十至
十二班)的導師，之後一直大部分時間都是服侍青年人。
移民溫哥華後，神仍給我們機會，去服侍加拿大的大學生
團契，到今天，服侍的群組是職青。雖是在這崗位已經服
侍了二十五年，但至今神仍給我們負担，去照顧新一代
的青年人，也去訓練和鼓勵更多願做團契導師的「接捧
人」。據不少傳道人及負責團契的教會領袖說，現在要找
團契導師並非容易，更難找到願意在這崗位長久事奉的
人。

如何成為「有使命的團契導師」?只要我們盡心事
奉，神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首先，讓我們回想最初返團
契的動力，並團契如何幫助我們自己成長。

近年，一些教會機構就着團契事工作出了研究和探
討，如何令團契更有活力和造就弟兄姊妹。調查發現團
契的模式太沉悶，應注入更多元素和切合時代的
需要。當然，團契作出適當變動和接受不同意見
是好的，但打從我第一天返團契已明白一個基本
道理：「團契週會並不能滿足每個人的要求，團
契也不是活動中心去提供各項活動給參與者。」
作為團契導師，又當如何回應？我在香港返團契
時，有一句話最吸引我，也是我至今天作為團契
導師的主要原則：「學而後之服務，認識並傳揚
福音。」

這口號指出，團契的主要目的，乃學習如何
成為主的門徒，跟隨主；學習如何與弟兄姊妹相
交，實踐主的愛；學習如何事奉，在教會忠心服
侍；並且最重要的是讓人在團契中認識神，從而
能達成主的大使命 : 傳揚福音。希望每一個團契
導師也能認同這目標，帶領團友過合神心意的團
契生活，滿足主的要求是最重要的。 

若團契目標只留於滿足人的需要，並不能帶
領人到神面前，團契導師便有責任幫助團友去明

白神的心意。所以，一位有使命的團
契導師，必須先明白團契的功能，從
而能引領弟兄姊妹投入團契聚會。在現今的電子資訊世代
中，要吸引弟兄姊妹定期返團契實在談何容易。但衡量團
契的成效，不在於參與人數的多寡、或週會是否吸引，而
在乎有沒有神在其中。團契導師必須令團友明白這一點，
與他們一起持守和經歷神豐富的預備。希望引用保羅在
《腓立比書》的提醒，互相勉勵：「這並不是說我已經得
著了，已經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著基督
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所以得著我的』或譯：『要我得著
的』）。弟兄們，我不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
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前面的事，向著目標竭力追求，
為要得著神在基督耶穌裡召我往上去得的獎賞。所以，我
們中間凡是成熟的人，都應當這樣思想。即使你們不是這
樣思想，神也會把這事指示你們。不過，我們到了甚麼程
度，就要照著甚麼程度去行。」(腓三：12-16)

（作者為卑斯省高貴林宣道會團契發展部長）

(續頭版專題：教會領導模式的經驗之談)

(續頭版專題：從聖經與歷史角度看教會領導模式的變遷)

如何衡量一個教會的領導模式是否適切、有
效、成功？趙牧師指出，教會的領袖要帶領教會走
近異象(vision)。如果一間教會的異象宣言(vision/
mission statement)，只是用來裝飾教會的牆壁，就
非常可悲。所以，最好的衡量方法，是去測量一間
教會的本質(DNA)有多近異象？例如：如果一間教
會的異象是傳福音給社區，但會眾既缺乏傳福音的
技巧，又缺乏傳福音的熱誠，這間教會的領導模式
必有問題。領導人必須透過四個E，即Envision (檢
視異象)、Energize (增加活力)、Enable (授權)、
Execute (執行)去帶領會眾。

對於現今教會多引入商業機構的運作模式，趙
牧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當教會人數不多，「人
治」是行得通的。「人治」就是一些人(長老或委
員會)就可以作任何決定，教會沒有太多政策或附
例(bylaw)。但當人數漸漸增多，「人治」就會出現
問題，例如：可能有人會投訴不公平。這時，「法
治」(引入政策)就比較適切。當教會越大，更多準
則會被相繼引入，例如效率原則（諸如出席率、堂
址使用、現金管理等)、各樣事工的周詳計劃、問責
制(accountability)、牧者與會眾人數的比例等等。
這些政策或準則本身並沒有好壞，若善用，就是
好，若用得不當，就會帶來傷害。

郭鴻徽

王乃基

其實華人教會的領導模式跟華人文化有密切關係。
華人的傳統文化是很愛面子的，而且很注重關係，若有
甚麼重大議題，往往不是深入研究，而是因着關係而解
決。若有甚麼不滿，因不想弄破關係，只在背後說，並
不會當面提出。

而現代的華人，尤其是香港人，有獨立思維，對執
政者不信任，因而甚麼事也可能反對，這種態度帶入教
會，對牧者便常抱監視態度，無論多微小的事，也可投
訴一番。對應這種文化，牧者必須提高透明度，並且要
「過度」溝通，以求讓會眾多明白，多信任。

北美的華人信徒也有一個特別的文化，就是「很
忙」。忙到一個地步，不會跟人周旋。若有甚麼問題，
只會一走了之。遇上這種情況，牧者必須盡力挽留。若
留不住，就要將實況並所作出過的努力都告知其他會
友，這樣才能不使其他會友失去信心。

華人教會領導模式的最大缺陷，就是沒有集體包容
的願景(Corporate and Embraced Vision)。例如開長議會
之時，各持己見，不能包容。每當有甚麼重大決策要做
的時候，趙牧師必帶領長議會以「無偏好的祈禱(prayer 
of indifference)」開始，讓參與者明白及放下自己的偏
好，接着是「智慧的祈禱(prayer of wisdom)」，求神的
智慧去引導決策。

另外，趙牧師又指出，很多華人教會的
領導團隊(例如長議會)多討論教會的運作，甚
少討論教會的屬靈功能（例如：屬靈氣氛與成
長、事工配撘而建立整全信徒等）。他明白教
會的領導團隊不能不討論日常運作，但他提議
每次會議之前都用一些時間先討論教會的屬靈
功能，然後才再討論一般日常運作。

最後，若果平信徙對教會的領導模式有意
見，應先向長執查詢，並以愛心禱告、關懷，
切忌先提出指責。若長執或牧者對教會的領導
模式有意見，則可直接在長議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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