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10/02/2011 

題目：獨排眾議的領袖 

經文：提多書 1:10—16 

主旨：在神家服事的人，要彰顯出聖經的領袖觀 

 

引言： 

 

在過去的兩三年，國會也有新的議員被選，但是按照最近的民意調查，有 70%以

上的美國國民對國會議員的表現，對他們的工作非常的失望。他們可以說服人投他

的一票，但是這是不是一個保証，他們可以做到帶領的那一個功能？ 

 

我相信這些的現象往往對我們在教會裡服事的人，也是一些的提醒，特別在教會裡

做領導的，做長老的，做執事的，做牧師或者在團契做同工的。我們也都知道我們

是被選出來做長老，執事甚至包括做牧師的，團契的同工，那也沒有保証我們一定

知道如何的在那裡帶領？雖然在教會裡服事了有許多，但是，每一次談到都有操

心，是帶有困擾的一個話題，也有很多的時候，我們將我們工作的地方所熟悉的做

領導的方式把它帶進了教會，特別是在最近的十幾二十幾年裡，在教會裡，經常閱

讀教會之外的領袖的書本，做一個領袖的，應該是怎麼樣的人做一個領袖？應該要

怎麼做帶領一個事工？這一些的技巧當然幫助了教會許多，使教會在操作上，管理

上有許多的突破，但我時常尋找的一個問題，也覺得這也是宗教的一個挑戰，就是

我們有沒有了解在聖經裡的那一個領袖觀到底是怎麼樣的？在聖經裡所講的那一個

領袖跟我們在工作的場所那一個領袖是不是相似的？或者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去年我們讀《提摩太前書》，今年初讀《提摩太后書》，然后最近開始看《提多

書》，我們重復的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在神教會裡領袖的意義，因為這原因，所以這

三本書《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后書》、《提多書》也被稱為教牧書信，是有關

在教會裡怎麼樣做帶領的？怎麼樣做牧養的？這一些的學習，在過去的幾個月裡，

也給我有許多的機會好好的反省一下，什麼是一個合乎聖經的領袖的觀？在教會裡

面，什麼叫做長老，什麼叫做執事，也包括了什麼叫做一個做牧師的？雖然我們從

不同的角度再看這一個題目，但是我也深深地相信這樣的一個題目不光是限制在教

會的領袖的這一個職位上，也是對每一位信徒都是有幫助的。因為我們正如第一世

紀的信徒，我們要了解從聖經的角度對教會的領導，長老們，執事們，牧師們，同

工們，我們該有什麼樣的期待？當然這些的期待不要把它轉過來變成了指責，批評

的一個標准，乃是幫助我們如何來支持我們的領袖？如何支持在教會裡做長老的，

做執事的，牧師，同工們，如何鼓勵他們？ 

 

上一個星期我們提到在神的教會裡，那些帶領的，那些領導的人必須在公眾的生活

裡，在他們的聲望上，在他們的家庭裡，在他們對真理的認識中必無可指責。從第

10節開始，保羅轉到另一個話題，為什麼在神的家裡面要無可指責的？當然我們

提到因為是神的家，所以在這家裡服事的人都有一個更高的標准。 

 

I. 身為教會的領袖，要有出於神啟示的教導 



 

今天所看的第 10節開始，保羅就提到另一個原因，“10因為有許多不受約束、好

講空話和欺騙人的，尤其是那些守割禮的人, 11他們為了可恥的利益，教訓一些不

應該教導的事，敗壞人的全家，你務要堵住他們的嘴.”因為„„„在第 9節提到

做教會領導的，做長老，一定要把握神聖的道理，那健康的道理能夠教導別人，能

夠說服那些反對的人。然后開始在這裡他就告訴我們，因為有這一些的人，所以要

有一個無可指責的生活。在這裡，首先的提到，那些的假的老師，他們不受約束，

不受約束就是我們上個禮拜看的他們任性，就是不受任何東西的約束，他們不能夠

順服神的話語的約束，他們也不能夠順服任何人的約束，他們在那裡教不該教的，

他們在那裡教歪曲掉的，而且錯誤的教導。這裡提到特別是那些守割禮的人，這裡

指著這些假的教師裡，有些人有很深厚的猶太傳統，那就是他們的教導往往就是如

果你要得救的話，你要信神，你的信心很重要，但是除了信心之外，你還要加上其

他一些的禮節，你要守住的，這樣的信心才是神所喜悅的。但這是在新約的裡面是

完全錯誤的，包括在舊約的教導，亞伯拉罕是因信被稱為義，而不是他做了很多，

又守了許多的規條，在新約裡面特別的講到，是因著信心，因著恩典，我們能夠認

識神，能夠得救，是信心，單單的信心。 

 

那對我們來說有什麼意思？當我們講到虛假的，歪曲的教義，我自己時常的被提醒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一些歪曲的教導，往往不是在

一個的時候會有不同的教導，乃是有一些教導是不停到處走的。比如大約有十年

前，我們城市稍微出現了東方閃電教，但是很快就沒有了，所以在這裡被東方閃電

教影響的是相當的有限。同時我也覺得在我們的四周圍，在那裡傳講如果你要得救

的話，除了信心之外，你還要做 1 2 3 4 5 ，這樣明顯的教導好像在我們當中不是很

多，有時候會有，在不知不覺的當中，我們在那裡教導說：“有信心是不夠的，除

了信心，還要加上某些的行為” 

 

但是，我自己覺得今日不論是在這裡也好，或者在一些其他的國家，城市裡，我們

經常遇到的困擾，乃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長。什麼是叫做成長？我還記得多年前，我

們這裡有一篇什麼信息是講到我們成長，我們渴望更加健康屬靈生命的時候，有許

多的會眾都回應說我們要有一個更加健康的，更加屬靈生命的成長，但是你如何做

定義呢？什麼才是叫做你在那裡好好的成長呢？如果我們有時候看一些各教會傳單

的話，一些的海報，往往給你一些印象，如果你是真屬靈的話，如果你真的在成長

的話，你一定有某一些很超自然的，很興奮的經歷。或者你一定有一些非常嚴謹的

門徒訓練的經歷，每天要讀多少小時的聖經，要做多少小時的講道，也包括一個禮

拜要有多常在那裡禁食。如果你做到這 123的話，你就真的成長了，不然的話，在

你的生命裡你可能缺少一些。這番話在我們的周圍傳來傳去，但是我時常回到聖經

裡的一段話，特別是在《彼得前書》的第 1章第 2節，這裡講到“那些蒙神選召

的、那些屬於耶穌基督的人，神預先蒙揀選的人，藉著聖靈得成為聖潔，因而順

服。”就是你被揀選了，你也被聖靈潔淨了，好叫你能成聖，為的是什麼呢？不是

為了一些超自然的經歷，不是一些很嚴謹的門徒的訓練，那些的操練，乃是要你能

順服，順服什麼？ 



 

在聖經的前提裡，順服總是指著對神的順服，對神在聖經裡的啟示的順服。但這些

的虛假的教師他們不能夠順服神的話語，更加談不上順服人了。在上次談的，當我

們要順服的時候，包括我的心思意念，包括了我的行為，也包括了我的經歷也都要

順服在神的話語下面。不錯，我肯定有一些超自然的經歷，但是我一定要問的，這

樣的一個經歷，它的存在在神話語裡的意義是什麼？ 

 

作為領袖的，無論你是教會裡長老，牧師，執事，團契的同工，我們要關心這一些

被歪曲的信仰。我們很難說某一個信仰被歪曲了，在你的那一個圈子裡，你所影響

的那個群體裡面，你要看著在我們的當中，有沒有那一些的教導是在聖經之外的，

那些聖經之外的教導往往就是一些被歪曲掉的教義。這裡也說，你要關心被歪曲掉

的教義，但是你也要關心一些的人，影響了誰？在《提多書》的 4：11節，他們教

了一些不該教的，然后敗壞人的權杖。保羅在這裡關心的不單單是那錯誤的教義，

他也關心那些因著錯誤教義被影響的家庭。在這一段的經文裡，我們也可以延伸，

這個家不單單指著你的那一個家，也指著神的家，神的那一個家庭。一些虛假的教

義，歪曲的教義，會在神的家裡造成混亂﹔一個健康的教義，純正的教義，會在神

的家裡帶來了醫治，帶來了鼓勵。 

 

所以為了這個原因，保羅在 11節，最后的一句，你務要堵住他的嘴，在原來的版

本，在原來的翻譯，你要不讓他們說話， 你要停住，不讓他們講。 當然這是很不

容易的事情，沒有人喜歡任何形式的對質（confrontation）。有一個在華盛頓教會

的故事，當他的牧師不在的時候，他們邀請了一個知名度很高的傳道禮拜天來講

道，他講的很好，講了神的福音等等，除了這之外，他又加上了聖經之外的, 他自

己的信念，在這一個信息裡，特別是講到如何在這個國家裡，如何讓神來治理？這

個在神學裡面叫做神治的觀念。這一些都是在聖經之外的教導，回來之后，他意識

到這個教導引起了一些的爭論和困擾，所以他很快的就寫了一封信給那位講員，表

達了他對這一個教導的不滿意和他的關懷，而且這一封信也給全會眾的人看得到。

當然我們在聽的時候，會不會他太過分了一點，他的回應會不會太強了一些？或者

可能是，但是他的責任是那一些講錯話的人，教了不該教的人是要知道這是錯誤

的。所以在上個禮拜天，我們看到第 1章 9節，講到這些做長老的你們要守住那些

純正的道理，健康的教義，好叫你們教別人也能夠說服那些反抗你的，反對你的

人。你為這些的緣故，因為有一些人在教不該教的，所以你要講話，所以你要熟悉

神的話語。 

 

II。身為教會的領袖，要有正確的動機 

 

在 11 -15節，也告訴我們這些假教師的一個動機。 

 

在 11 節，他們為了可恥的利益，往往是指著金錢上的利益，他們為了錢的利益，

在那裡教導. 他們為了個人的利益，可能也包括了權，也包括了名譽，他們在那裡

教導。大概好幾年了，我還記得我們請了一個講員帶領一個周末的聚會，白天早上

是他講道，我之前跟他說了，講完道之后，請給會眾一個祝福，然后在后面接待一



下會眾，讓他們更多的認識你，然后他也問我，講完道之后，能不能做一個禱告，

我說可以，當我做完禱告之后，找不到他的人了，我想可能是身體不舒服等等，然

后我發現，在大廳那裡，賣一些他所帶來的蠻多的書，當然這可能是他要做的事，

但我的心理有一點的納悶，就好像把錢看的比人更加的重要。 

 

我也記得當我開始服事的時候，教會對我非常的好，當然現在還是一樣的好，不是

不好，在那一個時候，有很多的人都來幫我修理家裡面需要修理的事情，有時候，

他們將家裡面種的的冬瓜，豆芽這些都帶給我們，在那個時候，還不能馬上到市場

上去買到的豆芽，所以有家庭在那裡自己在發芽，自己種，帶來給我們。還有一位

長輩，他是住在我們前面的一兩條街，他大概每一個禮拜他都燒一兩個小菜，帶一

些的水餃給我們，因為他以前在韓國的時候是開面館的，所以做水餃呀，做面條是

他的拿手好菜。我們非常的感激他們這一些愛心的行動。但是我經常提醒我自己，

也提醒我的家人，不要以為這是人家該給你的，如果我們覺得我們該有的，因為我

是傳道人，時間一長的話，會是什麼樣子，我就會變成你們這樣對我是應該的，我

的服事的動機就開始出問題了，我就會為了這一個動機在那裡服事了。我也想到曾

經有一個時代，當一個傳道人去另一個地方服事的時候，從來不談錢的，因為覺得

談錢就覺得不屬靈了，所以沒有任何的談論的，你給我多少我就領受多少，但是這

不等於說你心裡面不在那裡埋怨，這怎麼給的這樣子，怎麼這麼小氣？但是現在是

另外的時代了，現在許多的傳道人特別是年輕人他們會很直的給你說，你給的這

些，我不夠用，你能不能給多一些。作為一些年長的教會執事人不曉得怎麼處理，

你怎麼開始講錢了？但如果不小心的話，這個講錢會慢慢的進入你服事的動機在哪

裡，但是雖然我講了這番話，我同時也要講的我們應該在待遇上非常公平的對待傳

道人，但他們講錢的時候，並不等於他們是為了錢在服事，但是有一條線，我時常

對自己說的，你一不小心，你一跨了這條線，你那個服事的動機開始就有點模糊

了。我們服事的動機一定是神的呼召，神的帶領，服事基督必須是我們服事的動

機。而不是為了這一些金錢上的利益。 

 

11 節是講到這個金錢上的利益作為他們服事的動機，他們服事的焦點。在 12到 15

節，又告訴了我們另外一件事，他們的重點。“12有一個克里特本地的先知說

過：“克里特人是常常說謊的，是惡獸，好吃懶作。”13這見證是真的。為了這

緣故，你要嚴厲地責備他們，好使他們在信仰上健全，14不再理會猶太人的無稽

之談和偏離正道的人的規條。15在清潔的人，一切都是清潔的；但在污穢和不信

的人，沒有一樣是清潔的，連他們的意念和良心都污穢了.” 

 

讓我們看第 15 節，“在清潔的人，一切都是清潔的，但在污穢不信的人，什麼都

不清潔了連他們的天地良心都污穢了”。這一番話，清潔是講禮儀上的，如果我們

熟悉福音書的話，這就是《馬可福音》第 7章：15-23耶穌的教導。他說的法利賽

人看見耶穌的門徒吃飯竟不洗手，就說你吃的東西就會污穢了，就是這一批人，有

猶太背景的，這是他們的重點，干淨不干淨，他們以為我外面的東西都干淨了，那

我裡面的也干淨。你可以想一想，我們一般人的想法都是這樣的，對一個干淨的人

來說，一切都是髒的，是不是，如果我是一個很干淨很干淨的人，我大概上來之



前，我一定會用紙頭把這個講台抹的干干淨淨，然后我才會把手放上去是不是。你

有沒有碰到過這樣的人，因為我是很愛干淨的人，我又覺得我很干淨，任何的門，

我都不敢用手去開的，我都用肩膀去碰一碰他，然后這樣的開出去的，是不是？如

果我是一個很干淨的人，當我開車的時候，我會怎麼樣？我會帶著一個手套在那裡

開車。因為對一個干淨的人來說，什麼都是髒的，但是保羅在這裡說的是什麼，一

個干淨的人，心裡面因著神的恩典干淨的人，一切都是干淨的。你不需要在外面一

直的洗手，然后你才干淨，不不不，保羅說，那種的禮儀是不需要的，只要你心裡

面的干淨，一切是干淨的。猶太人剛好相反，所以這裡提到是他們的重點，他們的

重點，除了以金錢為例，他們的重點也是在聖經之外的一些的教導，禮儀，禮節之

上的，這是錯誤的。 

 

我們看保羅指出這兩個的錯誤，兩個的重點，然后他也在關心一些的人，剛才我們

提到的，因著教導的錯誤，影響了神的家庭，在這裡所看的，因為有這些錯誤的動

機，影響了誰呢？在 12節，“克裡特人是常常說謊的，是惡獸，好吃懶做”這是

他們自己當地的一個哲學家在公元前第 6世紀所說的話。 13 節，“…這見證是真

的。為了這緣故，你要嚴厲地責備他們，好使他們在信仰上健全..”就好像有一次

我在國內的時候，有人跟我說：那一個城市，當然我不會告訴你哪一個城市，東西

都是假的。然后另外的一個人跟我說：某一個省的人都是不誠實的，當然了，這些

都是過分的夸張。這裡就是講克裡特人他們自己說這裡都是撒謊的人，像野獸一樣

的，好吃懶做，一群的懶惰虫。保羅說的這一些你要關心他們。我很難做到，如果

我知道你和我來往有另外的動機的話，特別是我們經常開玩笑的時候，在那裡說：

你好，謝謝你，在服事等等，講完之後，說：“但是”，你一聽到 “但是”，整

個人都定住了，你想一定沒有好的事情，是不是。我一聽到“但是”的話，我寧願

你一開始就跟我說你那個“但是”是什麼，然后再講其他的。有些人打電話就是講

你好，我好等等，然后說今天我打給你的電話原因是„„„一聽到這心都涼的。我

印象蠻深刻的有一次，不是在這裡，是在另外的教會裡，有人請我去吃飯，大大小

小的一家人去吃飯，八點多就回家，因為小孩子要上學，大概七點多的時候，吃完

了，就准備要走了，他說牧師別慌走，我有些話要給你講，好吧，我就坐在那裡，

我太太開始體會了，有事情不對勁了，那個人從房間裡面帶來了寫了密密麻麻的草

稿的紙頭，我一看，我想糟糕了，今天回不去了。我一看這有另外的動機在裡面的

話，我就怕，我都會想避開。但是保羅在這裡說什麼，這些人的你要嚴厲的責備他

們，這些說謊的，偷懶的，像野獸一樣的人，你要責備他們，要嚴嚴的責備他們。

為的是什麼？不是在那裡表現你多能干，乃是要他們在信仰上健全。保羅說他們是

懶惰的人，是假的，但是你要好好的勸他們，好叫他們能回到這個真道上，能夠更

加的健全，因此任何的責備，從這些做教會的領導來說，都是要幫助能把人再一次

帶到耶穌基督裡，絕對不是懲罰，絕對不是彰顯我對你錯的。 

 

 

III. 身為教會的領袖，要信心與行為一致 

 



然后在這裡，我們看最后他們一個特點，這裡描寫假的老師是在 16節，“他們聲

稱認識神，卻在行為上否定他，他們是可憎的，悖逆的，在各樣的善事上是可棄

的。這些的假教師他們的言語跟他們的行為，他們的教導跟他們的行動是互相抵觸

的，是不配的”。正如聖奧古斯丁說:  這些的假教師可以寫出最好的聖經舊史，而

且所有讀聖經的人都可以從這舊史得到幫助，可是他們的私生活是一塌糊涂。他們

過著不道德的生活，但是他們做的，寫的，說的都是很好的。我想起有一本的參考

書，我是經常的用的，其中的講到教牧的部分，我是很欣賞的。但是后來沒有多

久，幾年前，但有一次在教會裡遇見了他，從他的口裡，知道他的婚姻破裂了，我

心裡有很大的感觸，看了你的注釋，把你的家庭寫的怎麼樣，可是卻沒有做好。有

點像這裡說的是不是。你的信仰跟你的行為是脫節的。 

 

我相信我們住在休斯頓，禮拜四禮拜五，你看新聞的話， 你大概一定看到這樣的

頭條新聞，一個本地的牧師因為叫他的兒子殺他的太太，被判終身監禁，你看到這

段的新聞，你能不能想到這件事情，當這件事沒有被揭發出來的時候，他應該還在

教會有服事，在禮拜天還是在講道，他也稱自己是我應該是 “神的人”，中文很

難把這個意思帶出來，英文就蠻清楚：a man of god。往往曾經有一個時候，也包

括現在，當人稱你是 a man of god，他意思乃是說你是教會的牧師，曾經有一個時

候，a man of god在這個社會裡面蠻受到尊重的，因為知道你是 a man of god，你是

神的一個人，所以你得到優待的。那也是在我之前的一個時代，如果你有那一個小

的証件的話，我也提過你做飛機可以打折扣，你去旅館也可以打折扣，你去餐廳吃

飯也可以打折扣，現在什麼都沒有了，是不是，現在還有那一個傳道人還能夠大膽

的給人說我是一個牧師，人家一聽到你是牧師，人家馬上從頭到腳來看看你，就因

為太多的歪曲掉的形象。你想想看這一個人他是一個牧師，他是一個神的人，他有

一個時候，他在那裡講道，帶領教會，同時他跟另外的一個人有婚外情，而且是他

兒子的一個女朋友，然后最后要他兒子去殺這一個太太，結果把太太殺了，現在被

判了終身監禁。這個就是在聖經講到的事情，我們也看到了新聞，這些是不停的在

報道的，看到一些的神父，一些的傳道人，一方面在做他們宗教的責任，另外一方

面，他們在那裡犯這些不道德的事，在那裡侵害那些無辜的青少年，講是一回事，

做又是另外一回事。然后保羅對這些人怎麼樣的說？他們是可憎的，是悖逆的，在

各樣的善事上是毫無用處的。我想沒有話語比聖經的話語更加的嚴謹了，簡單地

說，這樣的人口講一套，跟做的事是另外的一套，這樣的人在神的眼裡都是沒用的

就是這麼簡單。 

 

然后誰被影響？剛才講到，錯誤的教導，神的家庭被影響，錯誤的動機，那些教導

的人被影響，所以要好好的責備他們，叫他們歸回正道。然后現在這一些言行不一

致的人，他們影響的是誰呢？不知道你看新聞的時候，你看到一些的傳道人，他們

照常的在那裡講道，但是同時他們有那些不道德的行為，你第一個反應是什麼？你

會說：他的家人好可憐呀，他的太太好可憐，他的孩子好可憐，好可憐的一批人。

但這裡是說什麼？當那一些教會的領導，當那一些的信徒，長老，執事，牧師，當

我們言行不一致的時候，真可憐的是誰？真可憐的是神呢。我們有沒有曾經看見一

個傳道人跌倒的時候，我們會在那裡說，神呀，這個人好可憐呀，因為當你言行不



一致的時候，你就說在公眾的面前在那裡否認他。可憐的是誰？不是你了，是被否

認的那一位。彼得否認了耶穌，就如這裡所用的字就是否認了神，彼得否認了耶

穌，誰可憐呢？從那些士兵的角度，這一個耶穌好可憐呀，同樣的當你我言行不一

致的時候，人家就會說神好可憐呀，怎麼會有這樣的人在跟著他，怎麼會有這樣的

人在教會裡面做服事？ 

 

在聖經裡面告訴我們，如果你在教會做服事，你就不要像那些虛假的教師一樣。我

們那些純正的教導，一定帶至敬虔的生活，身為長老，身為執事，身為傳道人，身

為同工，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的生活一定要彰顯出我們對神的全然的那一個忠心，我

的思想，我的意念都是以他為主的。 

 

 

結語 

 

相信大家都聽過這樣的故事，在 1925年的時候，在日本東京有一位教授，在他回

家的路上，在那個火車站，有一隻小狗就跟住了他，他看了，覺得這狗蠻可愛的，

就把這狗帶回了家，然后成為很好的朋友，然后慢慢的這狗就把他送到火車站，然

后火車開了，這狗就回去了，然后下午傍晚的時候，這狗又在火車站等他，這樣子

有好幾年的時間，大概三年到四年的時候。然后有一天它的主人去東京工作，在工

作的時候就死了，再也沒有回來，但是狗還是在那裡等，等一天，兩天，三天，四

天„„„然后這個狗就讓這個主人的女兒抱走了，搬到遠一點的地方，但是這狗還

是想盡辦法去火車站等它的主人，后來這個女兒就對它說居然你這樣的忠心的話，

我就讓你去等，這狗果然的去了火車站，一等就等了十年，然后在那裡死了，死了

之后，在那一個城市就做了一個狗的雕像，放在那個火車站。今天如果你去東京，

澀谷火車站，你還是會看到狗的銅像，而且這都是大家很有名，大家約會的地方，

我們在火車站狗那個地方見面。這是忠心是不是，它想到就是那一個主人。 

 

我想神要的就是這樣的人服事祂，是不是，祂要的是我們在那裡全然的在那裡順服

他，在話語裡，他給我們的啟示，他的真理，讓他的目標成為我們的目標，他要我

們純正的動機和那敬虔的生活來服事他。 

 

這樣我們結束了，我們研讀教會領袖的品格的這一系列。當我准備講道的時候，我

倒沒有想到我要講一系列的教會領袖觀的信息，但是昨天准備好了之后，一看過去

的幾個禮拜都是在講教會那個的領袖觀，也謝謝你們的耐心。我知道就好像你吃這

個粗米，糙米，黑米，如果你糖尿病的話，你想進了辦法來煮，是不是，蒸的也做

過了，煮的也做過了，但是還是那樣。所以說再講這一系列講道的時候，你們可能

有這種的感受怎麼又講領袖了？有時我聽的時候，我說早知道是這樣的話，就不講

領袖了。但是特別在今天早上，起來的比較早一點，我就在想講這種道是蠻危險

的，因為一不小心的話，你就將這些的品格作為衡量人的一個清單是不是，他沒有

做這，沒有做那，很可能你聽了我講了之后，你還記得的話，你說，他有做這，沒

有做那，這個變成了什麼？變成了一個指責，一個頂罪的清單，絕不是聖經的用

意，聖經是要我們透過這些知道我們對神的用人，神的工人的期待，包括了你在



內。更加重要的，但你看見這些期待的時候，你知道你如何為你教會的同工，長

老，執事，牧師，團契的同工，為他們禱告，沒有一個是完全的人做到了，這是我

們的方向，我們要互相的鼓勵，大家彼此的代禱，好叫這個在教會中領導的人，能

夠真正反映出神的憐憫，深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