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執改選系列（一）各盡其職 
岡山長老教會蔡維恩牧師 

前言:福氣「教會福音隊的服事-各盡其職」 
8/15（六）福氣教會福音隊二十多人，來本會服事，分享幸福小組

實務上的運作細節，我們長執小組長同工近 80 人參與。過程十分

感動且帶出很大的安慰與上帝大能的彰顯。對我們教會的事工推

動是一大鼓舞。 

  上帝知道我們幾斤幾兩，但祂仍願意呼召我們這些軟弱平凡的

人，是因為上帝有信心改變每個願意回應呼召、承擔責任的人。

人生值得我們努力的事，大多是有難度的，包括開幸福小組傳福

音。擔任幸福小組的小組長（以下簡稱「福長」）可說是「腹背

受敵」，要面對 BEST（幸福小組慕道新朋友）的問題，以及同工

給他們的挑戰。同工不一定總會順服，他們也會遲到甚至鬧脾

氣。在這段高壓的過程中，人裡面很多不足（例如：沒有耐心）

就會顯現出來。 

但也在這過程中，人裡面的「愛」才能被擠出來，這對性格養

成是很重要的歷程；屬靈的力量在我們「不放棄」的過程中，被

操練出來。許多人當過幾次福長後，整個人被改變，變得很會溝

通、體貼、有耐心，在福氣教會，連福長的母親都無法置信，孩

子竟然改變這麼多！ 

  許多福長最大的改變是「變得有信心」，對福音、BEST、同工

和自己有信心，也培養社交能力。有不少人很害怕人群，但當了

幾次福長後，眼睛開始能直視人、與別人侃侃而談，是因為他的

裡面對別人有愛。其他像是領導、組織、危機處理等能力，也都

被培養出來。因此，當福長是個很大的祝福。 

有人常覺得自己無法當領袖，認為那些常站在檯面上的人，才

能當福長。但只要我們「願意」，上帝都已經揀選我們成為領

袖，從八歲到八十歲的人都能當福長，因為我們要傳福音直到見

主面。 

  在福氣教會當福長的人，有不識字的長輩、口吃者、中文不輪



轉連溝通都有困難的華僑學生…等，但他們都能帶人受洗。因此只

要我們願意，上帝都能透過祂的信息對人說話。 

  福長就是「成全聖徒完成使命」的人。以弗所書 4：11-12「為

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

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

身量」不光自己傳福音，還要傳承經驗、幫助同工成為下一代領

袖。 

 

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如何在家庭中、工作上，甚至在教會服事上，彼此配搭能

夠順暢，得到祝福？ 

2. 此次岡山教會的長執選舉，應該用什麼心態來參加投票，長執

如何各盡其職，成全聖工？ 

 

參考經文：《以弗所書四章 1-16》 

4: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

稱。 

4: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4: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4:4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4:5 一主，一信，一洗， 

4:6 一 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

在眾人之內。 

4:7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4:8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

賞給人。 

4:9 （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 

4:10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



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

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

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二、經文背景 
   以弗所書的主題為『教會』(弗一 22；三 21；五 32)。其啟示了

神在這世代中的心意，乃是建造『基督的身體』，就是『在榮耀

中的教會』。從以弗所書我們得知：教會在神榮耀計劃中的地

位，和教會在地上作基督的見證的道路。 

   以弗所書告訴我們，教會乃是一個充滿並彰顯祂智慧、生命和

權能的器皿。教會就是「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弗一 23 原文)；

而教會這一個豐滿，是個人無法領略的。乃是當眾聖徒建造在一

起，我們就成了神在靈裏的居所(弗二 22)； 

《以弗所書》給了我們有關教會最高的啟示。《以弗所書》有

『書信中之皇后』之稱。許多人主張，它是新約思想的最高峰。

以弗所書與《歌羅西書》是相配的；以弗所書說到教會是基督的

身體，《歌羅西書》則講基督是教會的頭。 

 

三、啟示: 
（一）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弗四 1-2】「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

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

容」，保羅勉勵所有的會友應該行事為人就與蒙召的恩稱，神選

召我們，是要我們得著一種特殊的身分，去執行某種特殊的任

務。神呼召我們，並不是要我們離世而生活，乃是要我們在世界

中過一種照著神恩召的目的而「行事為人」的生活。 

特別是教會的長執。長老和執事的資格為何呢？聖經中對長執

如何表達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之條件呢？ 



1. 長老的資格： 

根據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的教導，長老的資格有： 

（1） 羨慕善工：「 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 」

（提後三 1）； 

（2） 品德美好： 自守，端正，不因酒滋事，溫和，不爭競，不

貪財 

（3） 信仰成熟：「 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 」

（提後三 6 ）； 

（4） 家庭見證： 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 好好管理自己的

家 ； 

（5） 會內榜樣： 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 

（6） 會外美譽：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恐怕被人毀

謗 。 

  

2. 執事的資格： 

根據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的教導，執事的資格有： 

（1） 品德美好： 必須端莊，不一口兩舌，不好喝酒，不貪不義

之財； 

（2） 信仰成熟： 要存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祕 ；（提後

三 9 ） 

（3） 家庭見證： 只要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

的家 （三 12 ） 

 在一般教會中，對長執資格也有增加一個條件就是:「每月均有月

定奉獻者，勤於參與主日禮拜者。」 

     其實不僅長執在教會的服事成為模範與幫助，教會尚有重要

的同工-區長、小組長以及「利未人」的服事（即小組內重要同

工，代禱勇士、詩班成員、行政同工等）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

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皆能成為會友的表率。 

 

（二）先合一關係後事工服事 



  【弗四 3-6】「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

心。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

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

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我們必須先與主合一，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主是

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弗二 14~16)，十字架的工作乃是製造和

平；只有當我們取用十字架的原則，把自己(不是把別人)釘在十字

架上，才能真正與別人和平。合一是在靈裏面的，不是在行政組

織上的統一。會友若不強調自己的背景與習慣，就會希奇地發

現：雖然在外面有許多的不同，但在我們裏面卻有一個最重要的

東西是相同的，就是靈裏的生命。身體既是只有一個，全地的眾

教會只能擺出一個身體的見證。身體之所以是一，乃因為聖靈是

一；人外面所表顯的合一，是基於人裏面所擁有合一的本質。凡

沒有從聖靈重生或被聖靈內住的人，根本不能被『合一』在教會

裏。聖靈既是只有一位，就我們所受的都是同一的靈；靈與靈必

然能夠相通與相交。 

 所以長執同工的改選，不僅是在資格上有些要求，而最重要

的是「被呼召」的回應，是否願意順服聖靈的引領，哥林多前書

一章「26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27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

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28 神也

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

的；29 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30 但你們得

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潔、救贖。31 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所以重要的

是，我們是否願意先與主建立合一的關係，才能與人建立合一關

係，才能夠推展事工與服事。即所謂「態度決定高度 心態決定態

度」 

我們的合一的惟一根據，乃是那位獨一的三而一的神──一靈、

一主、一神，和祂惟一的救恩──一望、一信、一浸；而非任何的

神學、制度、地域、種族或階級。我們實現主觀合一的途徑是：



在神的主權下有順服的心志，在基督裏有願意合一的態度，並在

聖靈的感動帶領下付諸行動。如此教會的事工才能有效開展。 

 

（三）各盡其職、愛中成長 

【弗四 11-13】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

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

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

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德國教會增長研究學者施瓦茨（Christian A. Schwarz）調查、研

究超過一千間教會之後，寫了《自然的教會發展：健全教會的八

種優良特質指引》一書。他認為一個健康的教會，是一個共同體

的教會。施瓦茨以「六大生物法則」的「共生作用」（指兩種截

然不同的生物以一種互惠關係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來說明教會

「屬靈恩賜與共生作用」的關係。教會中有各類不同恩賜及性格

互異的人在一起，可以互相效力，彼此從中得力，可以相輔相

成，而不是相互競爭。正如保羅在以弗所書中所說的：「他也是

『賜恩賜給人』的那一位；他指定有些人作使徒，有些人作先

知，有些人傳福音，有些人作牧師或教師；目的是要準備上帝的

子民為他工作，建立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4 章 11～12

節） 

聖經中，對於長執如何發揮各盡其職，有不同的分工。 

1. 長老的職份：新約中長老的工作，約有下列幾項： 

（1） 管理教會的財務與捐款（徒十一 27-30）； 

（2） 護衛純正信仰，維持教會紀律（徒十五 22-29；十六 1-

5）： 

（3） 督導教會各機構組織的情形，是否畸形、困難、成效？

（提前五 17） 

（4） 關懷信徒的生活，為人禱告（雅各五 14）； 

（5） 甘心樂意與傳道人共同牧養群羊（彼前五 1-4）。 

2. 執事的職份： 



（1） 傳福音（徒七；廿一 8-9）； 

（2） 服務信徒：信徒增多，就會照顧不來；選立執事來服務堵

住教會缺口； 

（3） 傳道人的同工（西四 7）； 

（4） 忠於真道，關心信徒靈命（林前四 1；提前四 1-6）； 

（5） 善作執事的，有二個結果：a.好聲譽、b. 在真道上大有膽

量。 

 

  不僅長執，包括區長、小組長以及「利未人」的服事（即小組

內重要同工，代禱勇士、詩班成員、行政同工等）都能夠各盡其

職，特別能學習「五重職事」的精神，在愛中成長，來成為會友

的表率。 

 

四、自己的感受- 
   「這一次長執改選，將是教會復興的關鍵，交在他們的手中完

成。」我們願意順服聖靈投票，看到上帝的作為。長執不是民意

機構，而是分工肢體。 

  有人以「船」來形容教會，第一種是像「觀光船」。只有船伕

一人搖槳划船，載著一、二十個觀光客進入名山勝境。船伕邊搖

槳，還邊唱著民謠，當遊客的心情真是輕鬆愉快。不過，教會若

是這樣的「觀光船」，對教會而言並不是一件好事，表示教會可

能只有牧師一人，或極少數人在「划船」，多數人都是「觀光

客」，聽牧師一人「唱山歌」，這樣的教會成長的能量是有限

的。另一種是像「龍舟」，船上的每一個人都有不一樣的任務，

有人「划船」、有人「擊鼓」、有人「掌舵」，每人各盡其職，

大家目標一致向前。看得出來，這是有活力的教會，也是成長的

教會。 

   因為聖靈合一的觀念，我們要重新認識「投票的屬靈意義」。

初代教會，長老與執事的產生，乃是透過「揀選」，並非「票

選」，且是一種「職份」，而非「權位」。之所以會用票選的方

式產生，乃從長老教會創始人加爾文的理念而來。加爾文主張以



選舉的方式產生長老和執事，有著透過「代議制」取代「主教

制」，以之來管理教會的美好立意。但事實上，無論是「代議

制」、「會眾制」，還是「主教制」，皆有其利弊得失，主要的

問題，並非「制度」本身，而是因為人性的軟弱。然無論以何種

制度管理教會，只要將所託付的責任視為「職份」，而非「權

位」，且清楚每個人的投票行為，正式願意與「聖靈合一」帶出

上帝的旨意。如此才能符合上帝的心意。 

    期待在各盡其職中，長執改選能出現下列七大效應，而使得

福音事工得以順利且有效率的推展。 

1. 產生優質的核心同工  

2. 認識自我角色與定位  

3. 長執照恩賜各盡其職  

4. 轉化教會投票屬靈觀  

5. 增進教會全體順服度  

6. 在會友面前留下榜樣  

7. 帶動教會整體的增長 

 

為何我們要成為長執同工，因為領袖最終獲得的祝福，會比挑戰

多更多，包括： 

 

1. 生命被擴張 

馬可福音 10：29-30「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

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世得

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

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 

 

2. 成為有屬靈影響力的人 

使徒行傳 8：5-6「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眾人聽見

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蹟，就同心合意的聽從他的話。」福長

學會了牧養門徒，使門徒又能牧養下一代門徒。有時候不只影響

一個人的生命，更影響了一個家。 



 

3. 發現人生有價值，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加拉太書 13：8「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

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4. 地上豐盛的產業 

申命記 28「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

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你若

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你在

城裡必蒙福，在田間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產的，牲畜所

下的，以及牛犢、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摶麵盆都必

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若上帝要我們去祝福別人，必

也讓我們成為被祂大大祝福的人！ 

 

5. 得著永不衰殘、天上的基業 

但以理書 12：3「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

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在地上縱然有再大的成就，死後

都只能兩手空空離去；但得著靈魂，會永遠被記在生命冊上。 

 

五、結論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提摩太前書一章 12 節）表明基督徒服事主不是

人的意志來決定而是主的派遣。因此，服事的職分是聖潔的、榮

耀的，只有主所差派的人才有資格去服事。 

只有明白服事的真諦才能作到榮耀的服事，只有這樣的服事才可

達到主面前。 

神揀選我們不是因我們的外表、血統、才幹、地位，而是我

們對他的忠心。同樣，對於教會的服事，神看重的不是我們能夠

為他服事多少，而是我們是否對他忠心耿耿。神揀選僕人去服事

最大的標準是對他絕對效忠。若我們願意與聖靈合一，我們就能

建造「基督的身體」。盼望此次長執改選，帶動岡山教會一個新



的契機，願意在「合一見証，重返榮耀」，建立「佈道文化」，

在彼此相愛中成長，成為一間健康復興的教會。 

 

討論題綱： 

1. 在我們的教會服事中，如何在合一中各盡其職？ 

2. 你認為教會的長執，在服事中應如何扮演好角色？ 

 

代禱事項： 

1. 為自己禱告，求上帝讓你明白，你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

稱？幫助你凡事竭力盡忠。 

2. 請為教會代禱，讓教會弟兄姊妹彼此接納、和平相處，共同用

屬靈正確的態度服事神，也願下週長執選舉順利。 

3. 請為國家代禱，讓國家在新的領導人帶領下，不要只追求俗世

的權柄，而能讓公義、憐憫、和平展現。 

 

祈禱文： 

公義憐憫的上帝，懇求祢讓我們深深自省：在今日的社會人人追

求功名權勢之下，我們是否也迷失其中？今天的信息勸勉我們，

願意在聖靈中合一，無論是在家庭、工作與教會中，各盡其職，

彼此欣賞，讓我們用努力認真的態度在所有事上竭力盡忠，使我

們得蒙祢的託付，積聚財寶在天上，成為你所喜悅的子民。奉主

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動員會友來投票（不來者要請假），但也教導其「投票的屬靈

意義」，願意與聖靈合一，讓教會的復興腳步更為深化。 

2. 為被提名的長執代禱，並願意來參加 21 天禱告（早禱-週二至

周六，周日，周二晚上）。 

3. 在教會中，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

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自己是否在反省下，決定

新的態度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