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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似乎我每一个月至少会有一次收到一位教会成员（不是牧师）

的电邮，询问他们怎样改变他们的教会。不是改变打印告示用纸张

的那种“改变”，而是重组教会领导架构和教会成员做法的那种改

变。他们是不是应该把一些书籍给牧师看？要求召开一次会议？开

始一个查经小组？ 

如果你在这样的处境，你能做些什么？你不是牧师，你能怎样

改变你的教会？ 

简单的回答就是，你改变不了你的教会。如果你不是牧师，你

就改变不了你的教会。真的，我是说真的。我不会说话兜圈子，突

然把这句话收回。 

我是一个相信教会会众要在教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我当然

相信，如果教会的牧师开始走上一条圣经禁止的道路，教会能够，

而且也必须开除他们的牧师。牧师不具有终极的权柄，会众作为一

个整体，拥有最终的权柄。 

但是除了异乎寻常的时候，如果你不是正式受到委派传讲神的

话语，带领教会的那个人，那么你就不能在任何根本方面改变教

会。这几乎同样适用在一个不是教会主要传道人的牧师身上。（我

在本文中讲的牧师主要是指“那位牧师”，因为大多数教会只有一

位牧师。） 

你为什么改变不了你的教会 — 或者改变不了你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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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是牧师，你为什么改变不了你的教会？原因有四个。 

1. 是神的话语做成改变 

是神的话语让神的百姓变得有生命，有能力，光照他们，改变

他们。是神的话语在教会中做成改变。这既适用在个人圣洁方面，

同样也适用在敬拜的做法，领导层架构方面。   

所以，全教会每周听的讲道，是改变教会的最重要力量。讲台

是改变的源头。如果你不是负责讲台的工作，很简单你就不能带领

那影响全教会的改变。 

2. 影响力、职分和神话语的事奉 

神已经命令教会要顺从 — 要相信，要跟从 — 他们的长老（来

13:17；彼前 5:5）。众长老要通过他们的教导和敬虔品格作群羊的榜

样（彼前 5:3）。他们忠于圣经的讲解，敬虔、透明敞开的生命，要

增加他们的影响力和在教会中的权柄。 

换言之，当圣灵在一家教会设立长老的时候（徒 20:28），这就

好像祂把他们放在教会前面的舞台上，把聚光灯投射在他们身上，

说：“跟从这些人！”如果你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教会为什么要

跟从你？ 

还有，如果你尝试引导教会走一个与为它设立的领导要走方向

不一样的方向，教会为什么要相信你，而不是相信它自己的众长

老？在这种情形里，你是在做工反对神要教会接受带领的基本方

式。你是在反对神设立引导祂百姓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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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打破制度的改革可能会有道理吗？当然有。但是不要太快

搬出马丁路德的例子。  

你而是要看到，神是怎样已经把长老（牧师）的职分，神话语

的事奉和牧师的影响力结合在一起。如果你在尝试带领教会走一个

它自己的长老不要走的方向，这有可能不是改革，而是分裂。 

3. 你不能教一位老牧师学会新招数 

第三，你不能教一位老牧师学会新招数。 

当然一个敬虔、谦卑的人会不断活到老学到老。偶尔一位富有

经验的牧师会经历一种理念方面的改变。但是大多数牧师对诸如讲

道、领导和教会架构这类问题的看法，是不容易受人影响。如果牧

师的立场不改变，教会就不会改变。 

这通常是牧师想象力局限所起的作用。如果一位美南浸信会的

牧师只听过长老会人士称教会领袖为“长老”，你就不大可能说服

他这种称呼是合乎圣经的。很简单，他无法想象那是正确的。如果

一位牧师从未参与到一家严肃看待教会成员制的教会当中，那么

“清理门户”在他看来，就像朝着马蜂窝吐口水一样适当 — 这就是

全是汗水没有收获的事。他不能想象这艰苦工作尽头的目标，所以

就没有动力为了达到那目标去历尽艰难。   

很多牧师只是按照他们知道的方式做事奉工作。这是他们受训

去做的唯一方式，他们效仿他人榜样去做的唯一方式，他们信得过

的唯一方式。所以总的来说，你是改变不了你的牧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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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门口的押沙龙 

最后让我们假设，你在放弃试图改变牧师的努力之后，仍要从

你在讲台下面所坐的位置上改变你的教会。这结果会是怎样？ 

我的看法是，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几乎无可避免的就是，这影

响都是双重的：在某种程度上你要伤害领袖，分裂教会。 

让我们假设，你是一个在教会里深得爱戴的人，是一位富有影

响力的非正式领袖。如果会众开始理解认同你和你的观点，那就会

削弱他们对他们牧师（一位或多位）的信任、爱和忠诚。你就会成

为在城门口的押沙龙，赢取人心离开他的父亲大卫。无论你的事说

起来有怎样公义的长处，你都会是在削弱圣灵已经设立牧养这群人

的那个人或那些人。 

而且你会分裂教会。因为认同你就意味着不认同牧师。你就让

会众别无选择，只能分裂成不同的派别。你不是在改革教会，而是

在酝酿教会分裂。 

例外情况？下一步？请看接下来的三篇文章 

这有例外情况吗？当然有的，虽然大部分的例外只不过是在证

明常规正确罢了。 

如果你是一家急需改革的教会的成员，尽管你不是牧师，你仍

能做任何事情，帮助教会走上正确方向吗？当然你能。我说的是你

不能让船来一个 180 度的掉头。我不是说你不能做成小一点的，逐

渐增大的改变，或者不能努力温柔地影响你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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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若许可，我要在接下来的三篇文章里说明这些观点。 

至于现在，还是把改革教会的枪放下，慢慢走开，这样就没有

人会受到伤害。然后去为了你的教会感谢神，尽管它需要改革，正

如你我需要改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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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在前一篇文章总体的论述就是，如果你不是你所在教会的牧

师，你就不能在任何根本的方面改变你的教会。我也承认存在着例

外，虽然大部分的例外证明这原则是正确的。本文专门讲例外，因

为我认识到许多读者发现自己实际上是身处例外的处境。 

在这之后接下来的两篇文章里，我打算集中讲，就算你不是教

会的牧师，你在大部分情形里实际上能做什么来改变你的教会。但

现在我们只看例外。 

真实的例外 1: 你必须 改变教会的时候 

第一个例外，就是如果你的教会正在飘向严重的教义性错误，

例如否认三位一体，或圣经的默示和权威，或唯独通过信心唯独靠

神的恩典得救。如果情况是这样，你不仅能，而且还必须 做工改变

你的教会。 

耶稣在启示录第 2 章要整个地方教会为他们如何对待假师傅负

责（启 2:2,14,15,20,24）。如果他们把假师傅赶出去，耶稣就表扬他

们。如果他们容忍假师傅，耶稣就要定他们的罪。 

所以最终来说，持守纯正教义，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地方教会

的责任。这意味着如果你的教会开始否认主要的教义，你个人就有

义务对此做一些事情。 

你可以做的，要取决于谁在教导什么，以及这个错误的严重

性。肯定的是，如果一位牧师是在教导主要的教义性错谬，他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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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讲台上被挪开。如果其他得到正式承认是教会领袖的人，可以

带领教会采取这个行动，这很好。如果不是这样，事情就会变得混

乱得多，但你仍有义务要除去一位严重偏离圣经的教导师傅。 

所以如果这是你的处境，就要祷告神赐智慧。祷告求你的教会

有合一。祷告求真理胜过谬误。然后带着祷告的心，开始做工，除

去不忠心的牧师，找一位更忠心的人。 

例外的例外 

所以对于如果你不是牧师，你就改变不了教会的这种情况，存

在着一种真实的例外。后面我还要提另外一种例外。但首先来看一

些情形，它们看起来是例外，实际却并非如此。 

1. “求助” 

首先要讲，我的前一篇文章根本没有说个别教会成员不能在任

何重大方面为着一家教会进行中的改革作出贡献的意思。正好相

反：教会改革要扎根在全体教会成员身上，否则就根本不是教会改

革。 

具体来说，比方说你是一家教会的成员，这家教会正处在改革

或重新恢复活力的过程中。比如说，在教会的问题，应该寻求的解

决方法方面，你是认同你所在教会的领袖的。在这样的情形里，你

能做工改变你的教会吗？当然能够！你能在牧师的指导下采取主

动，带头做出一些努力吗？当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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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如果一位合乎圣经、有要改革的观念的牧师挂出“求

助”的牌子，你无论如何都要助一臂之力。 

但在这种情形里，与其说你是在做工改变教会的方向，倒不如

说你是在帮助，推动教会朝教会领袖已经指出的方向发展。你不是

在做工反对领袖，而是与领袖一同做工。作为教会成员，你的工作

绝对是至关重要。 

2. 他似乎对改变持开放态度…… 

有时牧师看起来真的对改变持开放态度。他们谈论要走新的反

向。也许他们有了新的影响动力，读了一些新书，发现了一个新的

模式。有时这会导致实在的改变，我们在情形 1 里已经讲了这种情

况。 

但有时候牧师会希望改变，或在理论上同意需要改变，却不实

际投身去带领这种改变。有时候牧师会开放听人意见，甚至很欢

喜、很恳切认同一位力推新方向的教会成员。但关键点是：如果一

位牧师不愿意亲自带领改变，改变就绝无可能在全教会这层面上坚

持长久。 

如果一家教会要改变，牧师付出的代价要比任何人都高昂。牧

师要对会众作公开教导，他要启动实际方面的改革。他要回答人的

质疑。代价更高的是，他要愿意接受一些打击，得罪一些老会员，

为了看到改变得到贯彻执行，通常让自己面对困难得多的处境。 



来源:古旧福音 https://old-gospel.net/ 

10 

 

如果一位牧师不愿意这样做，没有一位教会成员能逼他这样

做。如果一位牧师不确定他一定要改变教会的方向，你就不能作他

的良心代言人。如果一位牧师不愿意走出来带领改变，你就不能把

他推出来，从后台向他传话，要他讲你要他讲的东西。 

简而言之，只是因为一位牧师看起来对改变持开放态度，这并

不意味着他，或者教会，实际要进行改变。   

3. 从第二位置上做带领 

如果你是一家教会的牧师，但不是主要的传道人，那你又该怎

么办？ 

首先让我声明，一家教会所有的牧师或长老是共同分担带领、

引导教会的责任。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位“主任牧师”，他就应当习

惯失去长老的赞成票，他应该为着神赐教会的智慧多于他里面的智

慧而感恩。 

但是第二，在大部分教会里，是有一个做大量讲道工作的人，

他有相应的非正式的牧师权柄。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谈到的，大

多数讲道的牧师，在教会论和事奉的根本问题上并不是未干水泥，

容易被改变。另外，实际来讲，“主任牧师”不仅要认同你提议的

任何改变，在某种意义上他还要带头作出改变才行。所以我们就是

回到了情形 2。 

底线就是，你不能从第二位置上带领改变。这要布下分裂的种

子，破坏你与和你同为牧师的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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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例外 2: 教会厌恶出现真空 

但最后至少还有一种真实的例外，是我可以看到的：领导层出

现真空。这里我主要想的是，有一家教会，出于任何原因没有一位

正式得到认可的牧师，特别是如果一位牧师最近离开了教会。 

没有一位或多位可见的、得到普遍承认的领袖，教会的方向会

很有可能，也确实会受各方面的强烈影响，有人会出来要做成改

变。如果教会出现领导层真空，那么某人就要站出来，填补这个真

空。 

所有合乎圣经资格可以作带领，并且委身要进行合乎圣经的改

革的教会成员，应该尝试像下一盘棋一样，占领中盘。他们应当步

入领导的角色，温和地设立新的发展路径，围绕合乎圣经的优先秩

序建立共识，推却没有帮助的计划安排，努力工作去呼召一位愿意

讲道、忠心带领的牧师。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自下而上的教会改革”。这样的情形是很

少见的，肯定也是很难的。但已经有教会做过这样的事，当神乐意

祝福这工作，结果可能是令人震惊。   

更多的陆续有来 

无论你是否身处这些例外的处境，我要祷告求神赐你智慧，让

你知道该如何最好去服事你的地方教会，给它加力，使它合一，无

论你自己有还是没有能力去改变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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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在一家需要改变的教会，但你看起来是无力做成改

变，请继续留意接下来的文章。在接下来的两篇文章里，我要努力

提出一些实际建议，讨论教会成员怎样能把任何一家教会改变得更

好，以及如何忍耐你不能改变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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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里论证说，一般来说，如果你不是你

教会的牧师，你就不能在任何根本的方面改变你的教会。我在第二

篇文章里探索了几种看起来是例外的情形，包括几样真正的例外。 

在这篇文章中我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在一家急需改

变的教会，我能做些什么？” 

很明显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答案。每一家教会都不相同，每一个

问这个问题的人都不一样。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打算给你适用全

部情形，照着去做就可以的指引。我也不打算讨论日光之下的各种

情形。我而是要尝试提出一些建议，是相当适用于许多教会里的许

多人身上的。 

如何改变你的教会 

首先是一个普遍原则：尽量多地发掘与你的教会和它领袖的一

致之处，尽可能多地贡献你的精力，在这些一致的方面做服事的工

作。 

如果你在拣选这个问题上不认同你的教会领袖，至少你能和他

们有这一点的认同，就是人要得救就需要相信福音 — 所以去做传福

音的工作吧。如果你不认同你的教会在事奉方面采用实用主义的方

法，至少你能认同这些活动的本意是要服侍人，帮助他们在基督里

成熟 — 所以不管是否使用这些活动，都去服事其他人，使人作主门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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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要点是，你很容易抓住你不认同的那 10%，忽视了你认同

的 90% — 而根据那 90%，你在数不尽的方面是能与人一起喜乐服事

的。那如果比例更接近五五开，那又怎样，我会在本系列最后一篇

文章里简单讲一讲这个问题。 

现在继续讲具体问题。以下几方面的服事，是大多数教会里的

大多数人，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并且应该去做的，以此可以帮助教

会成长得更健康。 

1. 讲台下面座位上的服事 

第一。讲台下面座位上的服事。（我鼓励你去读 Colin  Marshall

在这个问题上那篇极好的文章。（稍后登出，译者注。）这方面基

本的观念就是，每次教会聚集都是服事别人的机会。这是欢迎访客

的机会，与一位和朋友一起来教会的非基督徒分享福音的机会，帮

助在幕后做事的机会，发现和分担别人重担的机会，激发其他人的

爱心，勉励行善的机会（来 10:24-25）。 

所以从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吧。不要把上教会看作是获得个人

信仰经历的时候，很是把它看作是一个罕有珍贵的机会，可以在如

此短时间内服事如此多的人。 

如果你的教会患上 20/80 综合征 —20%的人做 80%的工作，你在

讲台下面座位上的服事就不应仅仅是帮助有需要的事奉可以做成，

还是树立一个榜样，让人可以效法。经过一段时间，谁知道你会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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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多少人作主门徒，使他们在教会里做更积极和无私的服事？我会

在下面更深入讲这个问题。 

最后，正是这种安静、努力、采取主动的服事，在经过一段时

间之后能赢取人的尊重和信任，有时甚至让人来听你提出的新主

张。 

2. 讲台委员会的服事 

第二，讲台委员会的服事。很明显，很少人有机会参加遴选下

一任牧师的委员会。（实际上我认为教会甚至不应该有“遴选下一

任牧师的委员会”，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 目前我们只能按已有的

去尽力做。）但如果你的教会需要找一位主要的传道牧师，那么再

也没有比做工去呼召一位忠心、敬虔解释神话语的人出来事奉，是

更具战略意义，可以改变你教会的方法了。 

在讲台委员会里，小小的领导力都能发挥大作用。所以我建议

你开始的时候，要考虑一位信得过的牧师的推荐，而不是撒网去收

一大堆简历。这个建议很有可能会得到人认同，因为至少它可以减

轻委员会的工作量。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列出一份关于资格条件和

优先次序的合乎圣经的清单。这可以指引委员会的注意力转移到正

确方向上，也可以有助预防人提出不符合圣经的偏好，抹杀一个敬

虔、合圣经资格的人的候选资格。 

但我的要点是：无论你能怎样合理影响教会对下一任牧师的选

择，那就发挥你的影响吧。当然不是人人都可以参加讲台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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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大多数教会里，每一位成员都有某种发言权，可以表达对由谁

来担任下一任牧师的看法。所以请你有智慧地作这份责任的好管

家，并且履行这种责任。 

3. 祷告的服事 

第三，祷告的服事。为着你所在的教会，这从神而来的恩赐赞

美神。为着祂为了祂自己的荣耀，呼召一群人出来的奇妙计划赞美

祂，为着祂绝不离弃祂的教会，不让撒但胜过祂的教会的应许赞美

祂。 

更贴近实际来说，为着你的教会感恩。感恩把苦毒和抱怨连根

拔起 —  如果你充满热情要改变教会，苦毒和抱怨这些试探会紧跟着

你。所以为着你能找到的神在教会中施恩的每一样证据感恩。 

承认你自己的罪，你伤害了教会的地方。为你的教会代求。求

神赐给你以全教会范围为出发点的分辨力、爱心、合一、谦卑和忍

耐。求神让你的教会在认识祂的话语、顺服祂的话语方面有长进。

不断祷告，并且相信神会动工。 

你也许不能改变你的教会，但神能。所以祷告吧。   

4. 个人门徒训练的服事 

第四，个人门徒训练的服事。不要聚焦在“教会”有什么问

题，而要聚焦在你能怎样帮助教会个别的成员在恩典上有长进。你

能通过帮助教会成员在对圣经的认识，对基督的爱，对教会的爱，



来源:古旧福音 https://old-gospel.net/ 

17 

 

服事他们的家人，勇敢传福音，还有更多更多方面有长进，以此来

改变你的教会。 

你无需要求任何人批准才能开始进行门徒训练。从求别人灵里

的益处开始。建立以彼此帮助在基督里长进为中心的关系。吃饭的

时候，或在周末的时候，和其他教会成员一起通读圣经的书卷。问

察验人心的属灵问题，通过你自己透明和谦卑作人，为其他人树立

榜样。 

简而言之，你能改变教会的单一个最有效方法，就是你自己去

帮助别人与基督的形象相符。 

5. 个人榜样的服事 

第五和最后一点，个人榜样的服事。改变一家教会的其中一样

最有效方法，就是不断在基督里有长进，刻意作其他人的榜样。这

当然是与门徒训练并肩同行的。 

你也许不能改变你教会的领导架构，但你能树立谦卑顺服教会

领袖，使他们的工作满有喜乐（来 13:17）的榜样。你可能不能改变

你的牧师，让他转变来作释经式讲道，但你能作爱圣经爱得充满感

染力的榜样，让你的这种爱满溢，洒在别人身上。 

你可不要树立自己作为模式，生出一小群门徒，是更忠心于

你，超过对教会的忠心。你而要树立起一种效果完全相反的榜样。

你的生命应该是在教会里忠心、建造合一的服事的榜样，以致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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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你这个榜样学到的，不仅是如何在个人敬虔方面长进，还在如

此成为一位好的教会成员方面有长进。 

换言之，你应该树立的那种榜样是，如果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

效法这种榜样，这就会让你所在的教会更健康、更合一，更委身于

彼此的益处。 

再多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你可能不能改变所有你希望教会要有所改变的事，但我想上面

这份清单已经足以让我们大多数人忙个不停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需要澄清的：你怎样才能谦卑和甘心面对一

家有严重问题，很有可能不会改变的教会？我只能提供最简短和最

概括的回答，但我希望在本系列最后一篇文章里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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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在最近三篇文章里论证说，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你不是牧

师，你就改变不了你教会中任何根本的大事。我看了对这一点的例

外情形，讨论了你能做什么改变你的教会。 

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要思想应该如何忍耐你在教会里改变不了

的事。 

忍耐你改变不了的事 

很明显你不应该忍耐异端或主要的教义错误。所以如果你的教

会开始在神学上严重脱轨，你就要做工把它拉回正道上。如果它全

然脱轨，没有进一步改革的真正机会，其实你除了离开就别无选

择。 

但是让我们说，你是在一家教义方面基本纯正的教会，但是有

一大堆比较小，但仍然是严重的问题。而且看起来这些问题在近期

之内不会消失。 

基本上你有两个选择：和平离开，或者欢喜留下。 

和平离开…… 

你是否决定离开，这部分要取决于附近是否有另外一家健康得

多的教会。这不是要考虑问题的全部，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如果你真决定离开，在你离开的时候要保守合一。说明你离开

的原因时要有恩慈，要说得有节制。对你目前的教会和它的领袖，

要尽你所能说好话。在你离开之前就预先工作，把你离开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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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关系方面的伤害，或事奉方面的紧张关系降低到最小程度。

为你的心，为你的领袖，并且为全教会祷告。不要让苦毒作你的随

从护送你出门，或者你留下的告别礼物。 

但是你是否离开，这也取决于你决定什么是可以忍受，什么是

不可以忍受。要认真考虑神学方面的轻重缓急 — 哪些教义比其它更

中心，重要和在实践方面更有影响。认真考虑是偏好的问题还是圣

经原则的问题，是风格的问题还是实质的问题。寻求意见。用祷告

的心决定你的底线在哪里。如果底线被清楚突破，那就和平离开。 

…或者欢喜留下 

但如果你决定留下，无论是因为你甘心决定你能忍耐不能改变

的事，或只是因为没有别处可去，那就欢喜留下。以下是这样做的

几种方法： 

1. 忠心于你的牧师 

首先，忠心于你的牧师。作一位忠心、顺服、谦卑和支持的教

会成员。把那种你的忠心和顺服取决于你的牧师要在教义和实践方

面凡事认同你的想法赶出去。不要让你在神学或实践方面的分歧演

变为不顺服的理由，违背圣经要求你顺从长老、在主里敬重他们的

命令（来 13:17；帖前 5:12-13）。. 

换言之，作你牧师的真朋友。分担他的重担。为他祷告。支持

他。用你自己对他充满喜乐的欣赏，堵住别人对他说的流言蜚语和

投诉。亲自让他知道你爱他，支持他。 



来源:古旧福音 https://old-gospel.net/ 

21 

 

2. 肯定教会中好的方面，特别是讲道中好的方面 

第二，按你所能肯定你教会的事奉，特别是你牧师讲道中的每

一件事情。我说的“肯定”是指发出具体的口头鼓励，既鼓励你的

牧师，也鼓励其他教会成员。 

当你特别受到你的牧师在一篇讲道里对圣经解释的鼓励，把这

告诉他，并且告诉他原因是什么。让他看到他的服事正在你的生命

中结出果子。这要对你的灵魂和他的灵魂都有好处。 

3. 不要在教会成员之间激发不满 

第三，不要在教会成员之间激发不满。如果你对某些方面，比

如改革宗的救恩论或释经式讲道有了坚定看法，是超过了你牧师的

确信程度，你在向其他教会成员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谨

慎。你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散布不满的种子，或者开始争取其他人

支持你的观点，反对牧师。 

4. 作敬虔得充满吸引力的人 

第五，作敬虔得充满吸引的人。让你自己沉浸在圣经和祷告

里。以顺服耶稣作为你的首要雄心壮志。作合乎圣经的健康与生命

的源泉，让这些满溢，流向其他人。 

5. 存着爱心 

最后，做完这些之后，还要存着爱心。忍耐与你同为教会成员

的人。操练自己不去抱怨和批评。不仅要制伏你的舌头，还要制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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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灵。以神正在你教会中做的美事为乐，如此大大欢喜，以致你

身上没有给不满的忧郁留有余地。 

换言之，爱你的教会，因为基督爱教会，为她舍己（弗

5:25）。爱你的教会，不是因为她可爱才爱她，而是因为她是蒙爱

的（申 7:7-8）。如果尽管你的教会有各样问题，神仍能爱你的教

会，那么你也能爱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