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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長老與執事教會長老與執事

長老跟監督，是指教會同一種人，但有兩個不同的稱呼，

當然也有不同的重點，聖經多數是用長老 —當然也有不同的重點 聖經多數是用長老

新約提到教會的長老有十八次，

不包括猶太教長老、啟示錄異象中的長老不包括猶太教長老 啟示錄異象中的長老

很明顯的指出長老是教會主要的負責人

提前五17 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提前五17 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

提前五19 控告長老的呈子，非有兩三個見證就不要收。

多一5 保羅告訴提多要在各城設立長老。多一5 保羅告訴提多要在各城設立長老。

雅五14 長老要為病人來抹油禱告。

彼前五1 我這個作長老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彼前五1 我這個作長老的 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約貳1 作長老的寫信給蒙揀選的太太。

約參1 使徒約翰再一次稱自己是作長老的。約參 使徒約翰再 次稱自 是作長老的

很明顯的看見這些是教會的領導。

提到監督只有八次—
徒廿28，腓一1，提前三1，三2，
三6，三7，多一7，彼前二25。

怎麼知道監督其實就是長老呢？怎麼知道監督其實就是長老呢？

 徒廿17 保羅把以弗所的長老集合，

28 聖靈立你們做全群的監督，

長老、監督是交替使用的，是同一種人

 多一5 他們是長老，7 他們是監督

 腓一1 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的眾聖徒、監督、執事，

別的地方都提到長老、執事、眾聖徒，

其實監督就是長老

 提前三1-7 提到監督的資格，

實際上保羅在講長老的資格

多數的時候稱為長老，也有好幾次稱為監督。

長老的資格 —
起初教會是以長老們來領導的起初教會是以長老們來領導的

由牧師來做教會的領導，這是後來教會歷史的演變

牧師把自己當長老，或長老們的連繫人、召集人，

由牧師跟長老們一起來領導，這樣也行

並不是由長老們一起來領導就沒有問題，

是要按聖經的標準來選長老，才沒有問題。是要按聖經的標準來選長老 才沒有問題

以前我認識一個照相館的老闆，

他禮拜天生意好、常常就忘記去做禮拜了；他禮拜天生意好 常常就忘記去做禮拜了；

可是每次教會選舉選長老的時候，他都會連任，

原來他的家族在教會已經三代，投票就可以當選原來他的家族在教會已經三代，投票就可以當選…

要合乎聖經的標準、所訂的資格來產生長老，

才是正確教會行政領導的方式。



聖經中長老的資格，最重要有三處…

提前三1-7 「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

這話是可信的。

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

 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有節制，自守，端正，

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溫和，

不爭競，不貪財；

好好管 自 的家 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裏。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

恐怕被人毀謗，落在魔鬼的網羅裏。

多一5-9 我從前留你在革哩底，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

都辦整齊了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設立長老都辦整齊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

有無可指責的人，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兒女也是信主的，

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束的，就可以設立。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束的，就可以設立。

監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須無可指責，

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貪無義之財。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貪無義之財

樂意接待遠人，好善，莊重，公平，聖潔自持。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 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

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

彼前五1 我這作長老 作基督受苦的見證 同享後來彼前五1 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

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因為貪財 乃是出於樂意；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把這三段歸納出長老很明顯的資格…
1 從婚姻跟家庭角度1.從婚姻跟家庭角度—

1) 長老必須只有一個妻子，

古代社會有錢有勢的人常常是好幾個妻子

神的家，長老還是應該

照上帝起初所設立的亞當、夏娃、一夫一妻

主耶穌在福音書也強調一男一女

2)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家管不好怎麼管教會呢？

3) 帶領兒女信主，有時長老當選時孩子是很好，後來…
並不需要把長老開除，可以讓他請假，

把孩子管理好了以後，還是可以繼續當長老管 還 續當

4) 樂意接待遠人，遠方的人來講道，長老的家可以開放，

平常也可以開放給教會的弟兄姊妹或同工，平常也可以開放給教會的弟兄姊妹或同工

在長老的家一起交通、關懷教會

2.有關品德方面—

1) 要溫和、不爭競、不任性、不暴躁，

都是在講一個人的性情、情緒的管理，

要帶領同工、領導同工，自我管理方面需要很強

2) 不貪財，長老不一定直接管財務，2) 不貪財 長老不 定直接管財務

可是重大的財務是要由長老決定的，如果有私心，

雖然自己沒有貪腐，卻讓自己的親友來參與，雖然自己沒有貪腐，卻讓自己的親友來參與，

總是有一些瓜田李下可能不好的情況，

他必須是很公正、不貪財的他必須是很公正、不貪財的

3) 在教外有好名聲，是代表教會、是教會的領導

4) 無可指責，

雖然沒有人是像上帝那樣完全，

可是必須教內、教外，大家都很稱讚、都很敬重的



3. 恩賜 —主要有三方面，
管 教會 管理的恩賜要管理教會，管理的恩賜

教導真道，教導的恩賜

4.補充條件—負面、消極的，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監督，

牧養群羊，牧養跟關懷的恩賜

無論他在外面是多麼的成功、

事業做多麼大、管理多少人，事業 多 管 多少

外面跟教會，雖然有一些事情相通，

可是屬靈的原則是很不一樣的，例如：可是屬靈的原則是很不 樣的 例如

教導真道，初入教、聖經一百萬字，

沒有兩三年功夫，很難融會貫通，怎麼教導呢？沒有兩三年功夫 很難融會貫通 怎麼教導呢？

要懂聖經的原則，用聖經的原則來管理教會

要熟悉神的道，才能用神的道要熟悉神的道 才能用神的道

來教導眾聖徒、來供應群羊

長老的職責 — 主要有三方面…
1 教導 作 督 就是長老 善 教導1. 教導，提前三2 作監督的，就是長老…善於教導。

提一9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守所 真實

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

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教導四要

1)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pistos 可信的，

如果長老只講個人的意見 並不是可信的如果長老只講個人的意見，並不是可信的

他要好好的照使徒跟先知的教訓來傳講，就是可信的，

也就是出於神 出於聖經的也就是出於神、出於聖經的

不但教的內容是可信的，而且有一個堅守的態度，

不因為時代的改變，就偏離、逾越基督的道理

堅守就表示講道的人，不但在講真理的知識，

而且他本身是堅信不移、持守這個真理

講細一點的話，

這個屬靈的教導者不 是傳遞知識而已這個屬靈的教導者不只是傳遞知識而已，

更重要的是傳遞生命 —
除了要知道真實的道理就是神的真理

也要從知道、從篤信、從熱愛，一直到力行 —
他本身是落實神的道、

照神的道來生活的人

這樣子才能更傳遞生命、永守真道，

以至於他可以流露這樣的生命

不只是用嘴巴在傳信息，

他的本身就是一篇信息，

永守真道 —
從深知、到篤信、到熱愛、到力行。

2)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 —
個施教的人 必須先是 個受教的人一個施教的人，必須先是一個受教的人，

所教真實的道理，從神而來的

聖經總共有四十幾個作者，大部份是先知和使徒，

我們先從神有領受，然後把神給我們的分享出去

吳勇長老信主不久就蒙召事奉，他很著急—
怎麼樣可以有豐富的教導、講道呢？樣 導

他的妻子跟他說：「要跟太陽賽跑，

太陽還沒有起來、你就先起來。」陽還沒有起來 你 先起來 」

他果然從信主一直到年老，總是很早就起來讀聖經，

長期這樣讀聖經，就是吳長老的神學院長期這樣讀聖經 就是吳長老的神學院

在神面前很殷勤的受教，

才能把這真實的道理拿出來去教導別人 —才能把這真實的道理拿出來去教導別人

施教以前要先受教。



3) 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 —跟真實的道理是一樣的，

出於神的就是純正的，

不要加油添醋、把個人的意見加進去

忠實傳達神的啟示、聖經的教訓，就是教導

這裡故意用「勸化」，原文 parakaleō，這裡故意用 勸化」，原文 parakaleo，
para 在旁邊，kaleō 呼叫、呼召，

在旁邊呼叫、呼召在旁邊呼叫、呼召

教導的人不一定是在上面，往下面教訓他們

像 友 知 在旁邊 真誠 勸告可以像朋友、知己，在旁邊很真誠的來勸告，

也有安慰的意思，來鼓勵、來幫助他，

這是施教的態度、勸化的態度，

帶著愛，希望受教的人、聽眾得到益處

這是施教的態度 勸化的態度

其實是一個愛的態度。

4) 把爭辯的人駁倒 —就是護教，每個時代流行的思潮

有 多 是 非 教 跑 教會 來有很多似是而非、錯誤的教訓，跑到教會裡面來，

護教包括為真道竭力爭辯，而且把爭辯的人駁倒 —
把要反駁真道的人駁倒

實際上使徒、教會歷史偉大的領袖，

只有少數能夠真的把當時違背聖經的駁倒

駁倒 elegchō 原來的意思是「指出他們的錯誤」，g 」

好讓大家不會跟隨錯誤的教導、誤入岐途，

每個長老都應該做得到— 只要熟悉上帝真實的道理，每個長老都應該做得到 要熟悉 帝真實的道

就可以用真理指出錯誤的教導、錯在那裡

信徒聽懂真實的道理、純正的教訓、看出錯在那裡，信徒聽懂真實的道理 純 的教訓 看出錯在那裡

就可以在信仰上站立得穩

當然真的能夠駁倒外面的人，那是更好，當然真的能夠駁倒外面的人 那是更好

至少也要指出他的錯誤。

2. 領導 proistēmi，聖經有兩次都翻成管理，

提前三5 要先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提前五17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

應該配受加倍的敬奉。

長老的職責再一次提到管理，是管理者。

3. 關懷

提前三5 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這個是管理，

下一句照管神的教會，

epimeleomai有照顧的意思，

一個好的管理者，不是督導而已，

同時有照顧、關懷、供應、愛護

長老，好的領導者，

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照顧者

照管 epimeleomai 神的家

彼前五2 要按神的旨意照管 episkopeō 他們。

來十二15 又要謹慎 episkopeō。
這兩處合起來，這個字就是小心的照顧 —

好的領導要小心的、用心的來照顧羊群。

這個字跟「監督」是一樣的字根，

小心照顧 episkopeō 是動詞小心照顧 episkopeō 是動詞

名詞 episkopos就是監督

如果看中文 望文生義 就 為就 是監督者如果看中文，望文生義，就以為就只是監督者，

其實監督也有「照顧」的意思，

也就是領導有另外一面— 關懷，

雅五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雅五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 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

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



執事的資格與職責…

1. 新約聖經有十次直接提到執事，不包括

猶太教的執事

廣義的執事— 林前四1 基督的執事、

新約的執事、保羅是福音的執事

是講真正在教會負責行政雜務的執事 —
徒六2-4 讓長老可以專心祈禱、傳道，

執事就來管理飯食。

徒廿一8 保羅來到腓利的家，

腓利就是 徒六七個執事裡的一個。

羅十二7 作執事的要專一執事。

羅十六1 有一個女執事叫非比。羅十六 有 女執事 非

腓一1 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的眾聖徒、眾監督、眾執事。

執事的條件很重要的經文…

提前三8-13 作執事的，也是如此：

必須端莊，不一口兩舌，不好喝酒，不貪不義之財；

要存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祕。

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若沒有可責之處，

然後叫他們作執事。

女執事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說讒言，

有節 事忠有節制，凡事忠心。

執事只要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

因為善作執事的 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因為善作執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並且在基督耶穌的真道上大有膽量。

徒六2-4 執事是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他們就管理教會的行政雜事，他們就管理教會的行政雜事

好讓長老們、使徒、傳道人，可以專心祈禱、傳道。

執事的資格…
婚1. 婚姻跟家庭 — 只做一個婦人的丈夫，管理兒女跟自己的家。

長老的兒女必須信主的，還要能夠接待人…

2. 品德方面— 要端莊、不一口兩舌、不說讒言、不好喝酒、

不貪財、有好名聲、節制、能專心、凡事忠心、無可指責。

性格已經受過神的調教，能夠管理自己

作執事的要專一，不是說不能做別的事情，

而是很專心的把被交代行政的事情先做好，

長老們才能專心祈禱、傳道，不需要分心才 專 禱 傳

需要在行為、生活上相當成熟

3 其他 — 智慧充足、聖靈充滿、在真道上大有膽量。3. 其他 智慧充足、聖靈充滿、在真道上大有膽量。

長老的職責第一個教導，要永守真道

執事並沒有教導的責任，可是也要持守真道，執事並沒有教導的責任，可是也要持守真道，

這樣才能夠造就人、也才是一個好的見證

執事的職責…
1 多承擔行政雜務 優先專心的負責 管 食1. 多承擔行政雜務、優先專心的負責，管飯食的、

好好管飯食，財務的、好好管財務，

總務的、好好管總務，

讓傳道人可以專心祈禱、傳道

2.可不可以兼做別的事情？

腓利 — 七個執事裡面一個，後來變成佈道家來

司提反 — 成為大有能力的講員

所以不是不能做別的，而是優先做他承擔的職務，所以不是不能做別的 而是優先做他承擔的職務

如果是管財務的，不需要一個禮拜、

花那麼多時間都在算錢，不必要，花那麼多時間都在算錢 不必要

優先把財務的事情弄好，

其他的時間也可以做教導、佈道等等，其他的時間也可以做教導 佈道等等

所以是優先次序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