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概述之四

七大观念转变
当前领袖栽培事工面临的危机
在过去的 20－30 年中，传福音和建立教会一直是
世界各地教会多方关注的焦点。
导致这种关注的一些推动性原因有：











出于神主权的圣灵大浇灌。
1974 年在瑞士洛商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福音事工
国际大会。
1983 年（及其后年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
行、由葛培理主持的巡回传道人国际大会。
公元 2000 年运动：“在 2000 年之前，让每个
民族拥有一个教会，每个人听到福音。”
资源调研力度的突飞猛进带来了一系列广为普
及的资源信息，特别是关于未得福音的民族的
种种信息，如：《世界基督徒资料库》（The
World Christian Database ） 和 《 约 书 亚 工
程》（Joshua Project）
各种“世界福音事工计划”的大量涌现——30
年间涌现出一千多种新方案。
众多以福音事工为焦点的大型祷告运动。
地方教会大力推动宣教事工，并且特别以未得
福音的民族为宣教焦点。
世界大多数国家对福音事工的大力推动。

这一切努力带来了意义深远的成果：



世界各地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归向基督。
世界各地每周有几千间新教会被建立起来。

我们实在应当为如此令人惊叹的增长感谢神！
然而，在这期间，我们对领袖的栽培却没有予以同
等的关注。结果导致今天教会领袖匮乏的局面；同时新
生教会仍在不断涌现，使得这种逆差有增无减！
除了缺乏新领袖这种数量的危机，我们还面临着在
职领袖质量的危机。
显而易见，我们传统的领袖栽培方式没有能够满足
今天的教会对领袖的质与量的需求。
面对今天世界许多地区正在经历的灵魂大丰收，如
果我们只有欢喜快乐，却不去关注领袖栽培问题，就是
疏忽大意和不负责任了。我们都应该还记得 1904－
1906 年间威尔士所经历的大复兴。

在威尔士大复兴中，成千上万人归向基督，各个教
会中挤满了赞美神的人群，一个接一个的城镇被全然翻
转，许多酒吧人去楼空。那些曾经挥霍钱财、醉生梦死
的男男女女，现在开始奉献钱财来帮助教会，并为自己
的家人购衣买食。偷盗和其它的犯法行为急剧减少，以
致于多次有法官到法庭上班时，都发现竞没有什么案例
需要他审理！那些常常口出污言秽语的人学会了说清洁
的话。据当时的报道说，不光煤矿工人的工作状况大为
改观，就连拉矿车的小马也一反常态，开始不听使唤
了！原来它们习惯了主人们的咒诅叫骂，突然间，灌入
他们耳中的变成了和蔼清洁的吩咐，它们反倒浑然不
懂，不知所措！在许多煤矿深邃黑暗的矿井中四处回荡
着祷告和唱诗的声音，原先龌龊的言语、淫秽的玩笑和
闲话流言都销声匿迹了。他们忘记了过去的争吵，开始
彼此饶恕。大半个威尔士都被神的大能摇动震撼；而且
这一场复兴像涟漪一般播散，牵动了其它许多国家。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今天，在大复兴仅仅一
百年之后，威尔士曾经拥有的收一大部分已经流失了。
我们从这个史实以及历史上的其它大复兴可以吸取
一个教训——除非有健康的领袖把神的百姓领向成熟，
否则，在一两代人之后，复兴所带来的大量收成都可能
流失。
我们正处在领袖栽培的一个历史性关头。我们传统
的栽培领袖的方法并没有能够满足教会对领袖的质与量
的需求；倘若我们对此置若罔闻，那么，今天如此荣耀
的灵魂大丰收，在一两代人之后，很大一部分都会荡然
无存。
我们需要一套领袖栽培的新观念。现在是我们尝试
“横向”思考的时候了！

纵向思维和横向思维
纵向思维是从一个概念入手，然后沿着这个概念深
入思考，直到找到解决方案。横向（多边）思维指一种
带来多重视角的思考方式，先多方面认识一个问题，再
寻找解决方案。
纵向思维如同把一口井挖得更深更宽，希望它成为
一口更好的井眼。然而，如果一开始就挖错了位置，那
么不管怎样改进这口井的深度宽度，都不可能纠正它错
误的位置。无论这个事实对每一个掘井者来说是多么显
而易见，人们往往还是更容易在老地方一直挖下去，而

很少会换个地方，重新开始。纵向思维就是在同一个井
口更深地挖掘；横向思维是换一个地方，重新尝试。

按照新的观念，我们会刻意地注重全人的塑造。当
然，健康的基督徒领袖需要过硬的圣经知识，但是
单有这一点是不够的。领袖栽培必须有一个清楚的
目标，就是全人的栽培——属灵生命、人际关系能
力、婚姻、品格、异象，再加上侍奉的知识和才
干。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知识信息的加添，而是生
命的翻转！我们必须塑造培养出健康的领袖。

有一个在中美州作宣教士的朋友曾亲眼目睹了这样
一个实景。一批挖井人在一个地方挖井，他们艰辛顽强
地把井眼越打越深，盼望能找到水（纵向思维），最后
他们不得不放弃，换了另一个位置，结果几乎立刻就挖
到了水（横向思维）。
2.

印刷机：一个全新的观念

如果我们把目标从理论知识转变到全人的塑
造，那我们马上就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
新的途径。一个纯知识性的途径（课桌、授课讲
座、书籍和考试）不可能有效地培养一个人的属灵
生命、品格和实际的侍奉能力。许多神学院和圣经
学校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开始有意识地引进一
些灵性的、关系性的和体验性的做法（生命转变）
来弥补他们课堂教学（知识）的不足。

从公元 450 年到 1450 年，圣经一直都是通过手抄
来复制的，这也是修道士的传统工作。从十一世纪开
始，每一个修道院都建有“写字间”，大量的抄写、创
作、书面装饰、装订工作在这些写字间进行。按一个修
道士每天抄写九小时计算，抄完一本圣经通常都需要几
周的时间。
试想一下，今天教会如此迅速增长，我们每天都需
要上万本新圣经，倘若我们仍然在用手抄圣经，那将是
什么局面！

按照这个新的观念，我们需要有力地结合四大
动力机制∕原理，来开通一条全面栽培的途径：

在修道士时代，要解决教会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圣经
紧缺问题，按纵向思维，他们会如何应对呢？雇用更多
的修道士！抄快一点！显然，这是无济于事的。他们需
要一套全新的观念。
让我们来会晤谷登堡这个横向思想家！约翰·谷登
堡吸取了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观念——榨酒机和硬币压
印机。硬币压印机的功能是在小面积（如一枚金币）上
压制花纹图案；榨酒机的功能是在大面积上加压，好压
出葡萄汁（这种工艺至今未变）。谷登堡拿来许多压印
机，把他们摆在纸上，又置于榨酒机下受压，结果就在
纸上印出了许多图案。这种创意带来了印刷机和活字模
的诞生（公元 1450 年），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历史性的
革命！
这个故事与当前世界各地所面临的领袖危机是直接
相关的。我们需要一套关于领袖栽培的新观念。我们不
能再继续沿袭栽培领袖的老方法，而仅仅通过加快步伐
和扩大范围来求得一些改观。多走几遍老路并不是出
路！我们需要彻底改变栽培领袖的方式。我们需要一
套全新的观念。



灵性的：亲身经历与基督的联合是真实生命改
变的核心所在。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新生领袖带
到神面前！



关系性的：新生领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讲座；
他们需要在日常的生活和侍奉中，每天跟成熟
的领袖、榜样肢体、属灵父母等接触交往。透
过多重关系所带来的勉励、支持、挑战、教
导、约束管教和监督，他们的品格就得到塑
造，婚姻得到坚固，属灵生命也得到喂养。



体验性的：实践出真知，领袖是透过做而不但
是透过听讲课来学习的。他们透过苦难和压力
的砺炼才能经历改变，透过承担挑战性的任务
才能得到拓展。



教导性的：神话语的教导——以一种让受教者
积极参与的方式，并交织贯穿在日常的现实生
活、婚姻和侍奉中——是健康领袖塑造工作的
核心。

一套卓有成效的领袖栽培途径（方案）会有力
地运用这每一个机制。
3.

七大观念转变

新的设计
按传统做法，我们对领袖栽培的设计没有予以
足够的关注；我们往往只是沿袭传统，自己怎样受
教就怎样教导别人。然而，耶稣却把形形色色的学
习经历交织起来，为他所栽培的新生领袖们设计了
一幅极不寻常的大拼画。

针对目前领袖质与量的危机，这七大观念的转变是
至关重要的：
1.

新的途径

新的目标
按传统作法，我们的首要目标一直是知识能力。这
一点的体现就是，人们主要通过学历来决定一个人
的侍奉资格。

依照这个新的观念，我们要学习如何效法耶稣
来设计各种学习经历。领袖栽培工作相当杂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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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错综复杂，又具多面性，就像是由形形色色的
人、关系、影响、任务、责任、义务、期限、机
会、压力、危机、祝福、苦难、拒绝、成功、失误
等等因素组成的体验性大拼画；正是这些因素相互
效力，使一个新生领袖得到塑造。因此，卓有成效
的领袖栽培不是单由一系列按部就班的课程组成
的，而是把许多现实、当前的生活经历熔于一炉，
真实地体现出基督徒领袖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它把人内心深处的问题挤压出来，又彻底对付，使
接受训练的新生领袖若不绝对地依靠神，就无法成
功。
4.



倍增。学院式栽培途径所固有的局限性将被解
除，以教会为基础的栽培提供了一个几乎可以
无限倍增的模式——每个地方教会或教会团队
都为他们的新生领袖提供一个学习环境。只要
每个地方教会能培养一两个新生领袖，那么量
的危机就迎刃而解了。



全面发展。这种栽培学习的果效会大幅提高，
因为地方教会能够提供全人发展所需要的灵性
的、关系性的和实践性的环境。



确保正确人选得到栽培。最需要培训的新生或
在职领袖往往是那些已经投身于侍奉的人，他
们不可能把侍奉工作放下几年，到一个遥远的
学院去学习。而按照传统做法，我们常常都在
培训错误的对象。



灵活性。领袖栽培这种工作不可能套用一个
“统一规格”。世界各地的领袖们文化、背
景、人生阅历和受教育程度千差万别，他们都
需要得到塑造。我们的栽培途径必须有灵活
性，是可以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此外，在
许多国家，教会所在的大环境经历着急剧的变
化，这都要求我们的领袖栽培途径必须具备灵
活性。



自养。地方教会为培训学习提供经费，这能使
他们对栽培自己的新生领袖拥有责任感和自主
权。一个教会群体必须先有自养，才会有真正
的自治。



提高在不开放国家的安全性。在一些不开放的
国家，大型培训学校往往会因其规模和可见性
而不容易存活，很容易被查封。相比之下，在
教会内部组建的学习群体规模较小，容易隐
藏，也易于深入普及。



持续一生的领袖栽培。这样的栽培不局限于某
个特定的时间段，而是持续贯穿于新生领袖的
一生。领袖的塑造需要一生之久！



有效的评估。对于一个新生领袖而言，能帮助
他确定一个个成长目标、并正确评估他成长状
况的最佳人选，就是那些认识了解他、并且每
天与他交往共事的本教会肢体。

领袖塑造领袖
耶稣来到世上作了三件事：


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宣讲神的国度，并透过他的话语和行为把父表
明出来。



塑造了一代新生领袖。

这就是他全部的工作！由此可见，塑造新人是
一个健康领袖的核心使命之一。
值得感恩的是，我们不需要再为人类的罪到十
字架上受死，因为耶稣已经一次并永远地完成了这
个使命。然而，我们必须接受另外那两份责任。尽
管我们很专注地投身于各种“侍奉的工作”，宣讲
神的国度并彰显父神，然而我们极少亲自承担起系
统地栽培其他领袖的责任。相反，我们把自己的新
生领袖送到一些遥远的学院，去受教于某些“专
家”，希望他们能为我们代劳育人。我们忙于作领
袖已经忙到了一个无暇顾及栽培后人的地步。
我们需要重新把这二者结合起来——领袖要一
手开展事工，一手栽培新人。按照这个新观念，在
职领袖要亲自担当起栽培新领袖的责任，并视之为
领袖侍奉的核心工作。单单这一个观念的转变就有
可能解决质与量的问题（质：透过成熟领袖传递作
领袖的异象、热忱、勇气和策略性眼光；量：透过
让众领袖同工都亲自担当起塑造更多带领者的责
任）。
5.

教会栽培领袖
从圣经看，栽培领袖的首要单位是地方教会或
教会团队。

6.

透过领袖栽培来拓建教会
主耶稣的异象是要建立数不胜数的教会，遍及
地上的每一个族群。然而，他并没有亲手建立一个
教会。相反，他塑造了一批领袖，而这些领袖翻转
了世界，扭转了乾坤。我们的做法正好相反，我们
多方加增传福音的力度，开拓了许多教会，然后才
来解决教会对领袖的需求。

按这个新观念，领袖怎样承担起神所托付他们
的塑造新领袖的责任，同样，地方教会也要担负起
神托付给她的塑造栽培自己属灵儿女的责任。这个
观念的转变同样也有可能解决质与量的危机。这样
做会带来诸般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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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新观念，我们提高了对栽培健康领袖
的重视和专注程度，使之等同于我们对拓建教会的
重视和专注程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健全
能够自养自立的教会。
7.

总结
概括来说，这就是改变领袖塑造途径所需要的七大
观念的转变：

耶稣基督是基督徒领袖侍奉的核心。
多年以来，基督徒领袖培训的主体都是圣经知
识类的课程——旧约概论、新约概论、系统神学、
圣经伦理、护教学、教会历史等等。但这样的装备
并不一定能使学员有足够的身量来应对生活和侍奉
所加给他们的种种实际要求。为了满足这个需要，
一些新的、更具有实践性的领袖栽培途径被推出，
且日渐盛行。这类栽培通常会应用一些商业界的领
导模式，并列举一些篮球教练、足球明星和富有商
人等人士的“成功”轶事，来激发人的动力。
然而，当耶稣描述他自己作为的领袖的侍奉
时，他全部的焦点都集中在他与父内在的联合上。
犹太人就希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
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
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约 7:1516；比较：徒 4:13）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我
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
（约 8:38－40）
……子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惟有看见
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
样作。（约 5:19）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
事。（约 14:10）

1.

新的目标——健康的领袖，而不仅仅是理论知
识成就。

2.

新的途径——全方位发展，生命翻转而不仅仅
是获得知识。

3.

精心刻意的设计——一幅由形形色色的学习经
历组成的大拼画，而不是简单地沿袭传统的路
线，照着我们被灌输的方式再来灌输他人。

4.

领袖塑造领袖——领袖亲自承担起栽培新领袖
的责任，而不是自己只忙于种种事工责任，把
培育新人的责任推给他人。

5.

教会栽培领袖——领袖栽培的最基本的单位是
地方教会或地方教会团队。

6.

透过领袖栽培来拓建教会——如果我们希望建
立能够自养自立的教会，那么我们对领袖栽培
的重视和专注程度就必须提升，使之等同于我
们对传福音、建教会的重视和专注程度。

7.

耶稣基督是基督徒领袖侍奉的核心。与基督
联合、十字架、受苦、圣洁和对圣灵的依靠
（约 15：4－5），这一切必须是我们整个领
袖栽培工作的核心。耶稣基督是基督徒领袖侍
奉和领袖栽培的起点，也是终点。

这就是我们栽培塑造基督徒领袖所当循的途径；这
样的领袖能再一次翻转世界，扭转乾坤！

按照这个新的观念，与基督联合、十字架、受
苦、圣洁和对圣灵的依靠必须是我们整个领袖栽培
工作的核心。耶稣基督是基督徒领袖侍奉和领袖栽
培的起点，也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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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
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
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 15:4－5）

更多信息：
欲了解健康领袖栽培的完整模式，请阅读属灵领
袖建造丛书之二《健康的领袖》以及之四《领袖的塑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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