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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牧养关系

提摩太前后书 第十课…

提摩太前书：五17~25
摩
书
17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18 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牠的嘴」；
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19 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20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21 我在 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
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22 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洁。
给人行按手的礼 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 要保守自己清洁
23 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24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
25 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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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继续优质的牧养关系，提到如何地对待在教会里面负责管理的长老。
教会主要事奉的同工可以分作两个大类：
一个大类，是蒙神呼召，他们放下地上的工作、专职的来作传道、
做宣教工作的，是传道人、牧师、宣教士，基本上是游走的，
是按着福音的需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服事。
另有一类同工，就是教会的长老，提前三提到作长老的资格跟条件，
长老是地方性的 也是蒙神所召 可能全职 也可能带职
长老是地方性的、也是蒙神所召，可能全职、也可能带职，
不过是按着神的旨意在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来事奉，
所以不是普世性的、是地方性的—在一个地方性的教会事奉。
这两类同工如果有很好的配搭，教会就容易有成长、就兴旺，
如果这样的同工不能够发挥他的角色、也不能够发挥他的功能，
甚至彼此之间有敌对 有冲突 教会就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
甚至彼此之间有敌对、有冲突，教会就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

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教会里面有男有女，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需要的弟兄姊妹 有不同个性 彼此在互动的里面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同需要的弟兄姊妹，有不同个性，彼此在互动的里面，不是
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一个教会的带领者，特别是传道人、教会的同工、长老、执事，
怎么样的按着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和需要，来引导他们、来连结他们，
实在是一件在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提前 五-六 保罗教导提摩太要怎么样的在教会里面牧养不同的族群，
怎么样的帮助不同的族群在灵性上成长 在生活上面能够按着真理而行
怎么样的帮助不同的族群在灵性上成长、在生活上面能够按着真理而行，
并且彼此有很好的连结跟互动，让教会可以是一个属灵的家，
让每 个人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能够得着最好的关顾、得着最好的牧养和带领，
让每一个人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能够得着最好的关顾、得着最好的牧养和带领，
以致于这个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可以不断地兴旺，
有上帝的荣耀充满、有上帝的恩典充满、有上帝的慈爱充满、
有上帝的能力充满、有上帝的真理充满，
 以致于这个属灵的家可以吸引许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家中
 以致于让这个教会可以让上帝得着完全的荣耀
成为许多人得着上帝的爱、得着上帝福音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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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后半段保罗就勉励提摩太，要有从神那里而来的原则，
 知道如何地来面对管理教会的长老
 如果有服事很好的，我们应当如何地来对待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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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道 导
。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牠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保罗也提到耶稣基督的教训，路十7

作工的得工价，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的「工价」就是工资 就是报酬
这里的「工价」就是工资、就是报酬。
保罗引用了旧约的例子、也引用了新约耶稣基督的教训，
提到对于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我们应该给他们加倍的敬奉。

「善于管理」是站在人前，他们作工有见证、相当的有果效，
他们透过神所给的智慧
他们透过神所给的智慧，可以将教会的许多的事物料理得非常的妥当。
以将教会的许多的事物料理得非常的妥当

过去中国教会比较衰微的时代，
比较不懂得尊重跟照顾这些劳苦的传道人，
但是现在的状况不同 当教会要发展
但是现在的状况不同，当教会要发展、
当教会要积极地传福音来扩展上帝的国度，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教会里面劳苦传道的、
在教会善于管理、治理的。

面对善于管理的教会长老，该如何对待他们呢？
圣经说：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圣经说：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敬奉」包括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敬奉」包括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1. 是在态度上，我们要尊敬他们、要顺服他们、在言语上面
要肯定他们，这是在态度上面对他们的尊敬。
2. 也应该是在生活的报酬上面，也应该给他们够多的供给，
让他们生活没有匮乏。保罗引用两方面的例子…
 申廿五4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因为牠需要工作、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 因为牠需要工作
需要有体力，所以主人都不可以把牠的嘴巴笼住，
须要 牠
有东 可 吃、
才有力气为 来 力，
必须要让牠一边有东西可以吃、一边才有力气为人来效力，
他把这个例子转化到服事神的工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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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在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地来处理问题的长老…
19 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控告长老的呈子 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当处理教会长老的问题的时候，第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可靠的资讯，
如果只有一个人控告长老，这个人可能是一些故意捣蛋、
故意搅乱的分子，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控告就加以处理，
如果如此，长老就会因为这些人的控告陷入到许多的问题、麻烦里面，
他们就没有心思 没有时间 好好地来牧养 来治理教会
他们就没有心思、没有时间，好好地来牧养、来治理教会。

我听到一个例子、我心中非常的感动，这个传道人说到…
有一些弟兄姊妹
有
些弟兄姊妹，因为感念传道人对他的牧养、对他的关心，
因为感念传道人对他的牧养 对他的关心
在他生病、碰到苦难的时候，因为传道人的陪伴、探访、教导，
让他得着属灵上极大的帮助，所以在过年前、过节前，
这些弟兄姊妹很有爱心，会去探望传道人，致赠传道人一些礼物、礼金。
可是这个传道人说：
当接受到弟兄姊妹对他爱的回应 收到 些礼物的时候
当接受到弟兄姊妹对他爱的回应、收到一些礼物的时候，
他的心态并不会把这些礼物、礼金，归属于自己来享有，
就像是邮差一样，到邮局领了信之后，就挨家挨户的把这些信传递出去。
这是一个最好的循环，传道人、长老爱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也愿意对牧养他们的人、对管理他们的人有很好的回馈，
我想这样就是一个爱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
我相信一个教会有爱羊的传道人、也有敬重传道人的弟兄姊妹，
这个教会一定有神的同在 一定有上帝的爱和能力在当中
这个教会一定有神的同在，一定有上帝的爱和能力在当中，
自然她也是一个吸引人的教会。

我相信我们多多地照顾他们、多多地敬重他们，
 一个属神的传道人绝对不会把这一些我们所给他的，只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一个神真正的仆人、使女，一方面从教会得到供给，
另外 方面 他们 定竭尽所能的把他们所有的资源
另外一方面，他们一定竭尽所能的把他们所有的资源，
跟他们所服事的对象来跟他们分享

20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经过 段时间查证、了解，犯罪的人证据确实之后，教会的处理应当如何呢？
经过一段时间查证、了解，犯罪的人证据确实之后，教会的处理应当如何呢？
太十八面对犯罪的人，教会应当有一个处置的流程，如果有弟兄犯罪，
 要有一个人、就是知道那一个弟兄犯罪的人，要先去劝他
 如果他不悔改，那一个人就要另外再带一个见证人去劝告他
 如果他还是不悔改，就要告诉教会，教会就要开会来面对，
然后教会代表 或是教会负责人来劝告那位弟兄
然后教会代表、或是教会负责人来劝告那位弟兄
 如果他还是不悔改，就要公开那一个人的罪行，把那一个人要赶出教会
7

8

在整个处理的过程里面，如果这个弟兄知道他犯错了，
他愿意悔改、愿意调整 我们都应该要用爱来包容他
他愿意悔改、愿意调整，我们都应该要用爱来包容他，
要接纳他、要陪伴他，直到他跟神恢复关系为止。
如果不是，我们屡劝不听，到最后圣经要我们公开的责备，
仍然是基于爱的缘故，为着犯罪的人、期盼犯罪的人，因着教会这样的处置，
 让他知道他错了，他需要悔改、他需要认罪，重新在神的面前站立起来
公开的责备也代表透过这个个案 警戒 教育其他的弟兄姊妹—
 公开的责备也代表透过这个个案，警戒、教育其他的弟兄姊妹—
这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是不被神所悦纳、是罪恶，需要悔改、需要调整

21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
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我们作为调查、解决教会问题的人，必须要有公正不偏的心态，
不能因为这一个人跟我们有特殊的关系，或者平常特别对我们好，
就偏待他—他是有罪的、说他是无罪，必须要根据客观的事实和证据，
以致于让这个审判当我们公诸于让弟兄姊妹了解的时候，都能够心悦而诚服。
处理的原则，就是我们要行动谨慎…
处理的原则
就是我们要行动谨慎
22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洁。
教会的长老、传道当被教会接纳之后，通常用行按手之礼来表达接纳，
也表达授予这个人的职分，也把属灵的权柄分赐给被按手的人。
「行按手之礼不可急促」，就是当按立一个人成为长老、让他承接圣职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太快、太早的来按立，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了解，才按立
绝对
太快 太早的来按
须经过长时间的 察
解 才按
 对一个人最大的考验，时间就是最好的试金石，
透过时间的考验我们就可以明白，
很多时候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很容易的就会产生问题

许多时候因为弟兄姊妹不了解整个事情的缘由，
 以致让犯罪的人有可趁之机，在人当中散布谣言、扭曲事实，
让事情的真相变得不清不楚，许多的人就受到迷惑
 他们不了解事情是怎么样，对教会处理问题的原则不了解，
事情 怎
以致于到后来的结果反倒教会所受到的亏损更大
所以我相信在这里保罗建议提摩太，
要公开的责备，我想有他的道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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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整个处理的过程里面，我们千万要保守自己圣洁，
免得跟犯罪的人受他的影响、沾染了他所行的罪恶跟污秽。

24-25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
善行
。
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谈到处理教会长老问题的时候，
保罗知道面对人的问题是最困难的，
特别是在处理教会领袖的问题，对提摩太更是困难。
提摩太年纪轻、才四十岁左右，在处理这些人事的问题，
对提摩太而言造成他内 里面极大的压力 保罗也关 他
对提摩太而言造成他内心里面极大的压力，保罗也关心他…
23 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保罗知道提摩太身体不好，可能胃肠有毛病，所以保罗关心他。

这里保罗要提摩太—处理教会长老的问题要明察秋毫，
对于假教师、在道德上犯罪的长老，一定要施以适当的惩治；
好的长老、善于管理的，有见证、有生命力的长老，
也许他们的事奉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在表面上可以看得到，
25 这样的善行，也有明显的、也有不明显的，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这样的善行 也有明显的 也有不明显的 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我们的服事就算人都没有看到，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祂知道、祂也看见，
只要我们存心是向着主、只要我们是用爱来服事弟兄姊妹，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果效至终要被人看见。

一个服事主的人常常面对教会的问题，会有许多的压力，
传道人的职业病，一个是心血管的疾病、一个是胃肠的疾病，
对服事主的人，也需要有适度的休闲，以致能排解心理上的压力。
困难的问题在教会里面一定有的，
但是如何依靠主 如何保养身体 如何透过休闲来排除压力
但是如何依靠主、如何保养身体、如何透过休闲来排除压力，
才能够让我们的事奉长长久久。

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教会问题的时候，不是逃避，
乃是勇敢地用上帝的真理 有 定的原则我们来面对
乃是勇敢地用上帝的真理、有一定的原则我们来面对，
以致于让教会的管理、让教会的牧养，在有敬虔的长老的带领底下，
让教会能够走上一个最健康的道路，因着敬虔的领导于让教会有美好的发展，
让教会能够走上
个最健康的道路，因着敬虔的领导于让教会有美好的发展，
让许多在心灵上面有需要的人，因着教会而认识神、得着宝贵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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