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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今日基督教會中的領導架構似乎集中在三種模式上。一種是單一領袖模式，在教會

中有一個中心領袖，通常這個領袖有主任牧師的頭銜，並且對於教會裏一切重要決

定有最後的裁決權。另一種是民主模式，教會裏作重要決定的最高權力屬於會眾，

以多數票決方式來直接或間接作決定，這也包括了教會負責人員的選立在內。最後

一種則是一個中間的模式，在教會中有一群同等地位的領袖，通常被稱為長老，由

他們一同在教會的重要事務上作決定。 

 當然這是對教會模式一般性的描述，實際上教會中有各色各樣的領導架構，包括了

上述這三種模式在內。在本文中，我們想要指出一個觀念，就是：新約聖經中教會

的領導模式，基本上是由一群長老作方向性的決策，並由一群執事來管理教會的運

作。我們以為這是最能將各處相關經文合成一個一致圖畫的模式。 

2. 一些基本的觀念 

 在進入主題之前，讓我們先澄清一些基本的觀念 ，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新約聖經中

教會的領導模式。 

 A. 教會領導的兩面觀 - 恩賜與職位 

 要了解新約聖經中教會的領導模式，就須要先分辨在地方教會中恩賜與職位的區別。

用一個簡單的比方或許有助於我們了解。譬如說，在大學裏有教授、副教授等職位，

各個職位都有其相關的資格與要求。而另一方面，一位教授可以擅長一樣或多樣的

專科，如人文、科學、工程等，這些專科是與他個人的專長(天賦或恩賜)有關的。

一個人可能具有一項以上的專長(恩賜)，譬如一位物理學家也可以是一位工程師。

但是在同一時間同一場合，一個人只占一個職位，譬如一位教授通常不會同時在同

一所大學擔任副教授的職位。 

 新約聖經以這兩個相輔的觀點來描述教會裏的同工們。一是從職位的觀點，如提摩

太前書三章與提多書一章。另一是從恩賜的觀點，如哥林多前書十二至十四章、羅

馬書十二章、及以弗所書四章。認清這兩個觀點，能幫助我們了解教會的領導模式。

反言之，混淆這兩個觀點，則會導致混亂以及不必要的爭論。 

 新約聖經中唯一對教會裏的職位有比較詳細討論的地方，是提摩太前書三章與提多

書一章。另一方面，從上下文不難看出以弗所書 4:11 是列舉一些具有神所賜的恩 

賜的人。哥林多前書 12:28 也是如此。事實上，哥林多前書 12:4-6 用了幾個相關 的

字如恩賜(希文 “charisma”)，職事(希文 “diakonia”)，與功用(希文 “energema”)， 但

無一是題及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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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長老與監督 

 提摩太前書 3:1-7 “監督” (希文 “episkopos”) 的資格，與提多書 1:6-9 “長老” (希文 

“presbyteros”) 的資格基本上是相同的。提多書 1:5 與 1:7 保羅同時用這兩個名詞來 

描述同一個人。所以一般的結論是把“長老”與“監督”視為教會裏同一職位的兩個稱

呼。新約聖經中其它地方(使徒行傳 20:17, 20:28, 腓立比書 1:1)也支持這樣的結論。 

 C. 長老與執事 

 基於我們從新約聖經中(如提摩太前書與提多書)所能直接得知的，在一個地方教會

裏，只有長老(監督)與執事兩種職位。雖然長老(監督)與執事的資格並無特別相異之

處，但我們仍可看出長老有牧養和教導的責任(提摩太前書 3:2，彼得前書 5:1-3 ，使

徒行傳 20:28)。所以我們可以合理的說，長老們是教會在屬靈帶領與方向決策上的

領袖，而執事們則負責教會的運作。 

 D. 多數的長老 

 如果我們去觀察，會發現有一件很有意味且重要的事，就是 “長老” 一字在新約聖 

經中都是以複數型式出現的。“長老”  (希文 “presbyteros”) 一字在新約聖經總共出現 

67 次。其中六次是題到年長的人 (路 15:25； 約 8:9；徒 2:17；提前 5:1, 2； 彼前 

5:5)。在餘下的 61 次中 (太 - 13 次；可 - 7 次；路 - 4 次；徒 - 17 次；提前 5:17, 19；

多 1:5；來 11:2；雅 5:14；彼前 5:1; 約貳；約參；啟 - 12 次)，除了三處例外 的經文，

此字皆以複數出現。而這些例外是顯然必須用單數的：提前 5:19 題及一位被控訴的

長老，及約貳與約參中使徒約翰題到他自己是一位長老 (註 [8] 文中有深入分析)。

餘下的 58次中，約三分之一是題到教會的長老們，其餘是指猶太人的長老，或是啟

示錄裏在天上的長老們。 

 此外，希文 “sympresbyteros” (同作長老) 在新約聖經中出現一次 (彼前 5:1)。此處使 

徒彼得也稱他自己是一位長老。 

 為使資料齊全之故，還可再加列這個字，希文 “presbyterion” (一般意為眾長老的集 

會) ，在新約聖經中共出現 三次 (路 22:66；徒 22:5；提前 4:14). 

 雖然新約聖經中沒有明言，但複數型式的長老似乎給我們指出一幅圖畫，就是一群

領袖們一同從教會的獨一元首 - 基督來領受指示。當領袖們一同藉禱告領受基督的 

指示時，多數的人可以有互相參照、互相平衡的作用。 

3. 地方教會的領導模式 

 我們都知道基督是教會的頭，而在教會中擔任領袖的僅是領受基督指示的僕人。換

言之，基督是教會獨一的領袖，而任何人為的領袖僅是教會中第二級的領袖。基於

前面的討論，我們看見在一個地方教會中，只有長老(監督)與執事是在新約聖經中

清楚題到的兩個職位。而且題到教會的領袖時，都是用複數的“長老們”一詞，表示

是團隊領導而非個人領導。任何一位長老都是與其他的長老們一同牧養教會，並且

是以互相尊重的態度同工。任何一位長老都不應當自以為有最後的裁決權，因為任

何一位長老都是有限且可能有誤的。當他們一同從教會的獨一元首 - 基督領受指示 

以服事教會之時， 應當互相扶助、彼此改正。 



4. 討論 

 A. 牧師 

 希文 “poimēn” (牧人) 一字在新約聖經中共出現 18 次。以弗所書 4:11 是唯一把該字

譯為“牧師”之處。在其餘的 17 次中，9 次是題到主耶穌自己 (太 26:31；可 14:27；

約 10:11, 12, 14, 16；來 13:20；彼前 2:25)， 8 次是題到真正的牧羊人 (太 9:36, 25:32；

可 6:34；路 2:8, 15, 18, 20；約 10:2)。所以以弗所書 4:11 是唯一一處經文用 “poimēn” 

一字來形容有牧養恩賜的人。 

 當我們觀察以弗所書 4:11 時，由上下文，尤其第八節，不難看出 11 節是指在教會 

中得主恩賜的一些工人。而“牧師” 是特別描述教會中有牧養恩賜的同工。 

  此外希文 “archipoimēn” (大牧人) 一字在新約聖經中出現一次 (彼前 5:4)，是指主耶

穌自己。 

 牧師是一個有牧養恩賜的人。長老是一個擔任長老職位的人，而長老職位的責任之

一是牧養。當一個有牧養恩賜的人擔任了長老職位，他可以被稱為牧師或是長老。

這其中並無矛盾或混淆 - 就好像一位物理教授可以被稱為物理學家或被稱為教授。 

一個稱號是強調他的專長，另一個是強調他的職位。 

 從另一方面來說，長老不一定是牧師，反之亦然。雖然長老的職責之一是牧養，但

這並不表示每位長老都一定是個有牧養恩賜的人 (參註 [8])。這情形就好像每個基督

徒的職責之一是傳福音，但並非每個基督徒都有傳福音的恩賜。 

 B. 全職與兼職的工人 

 本文不擬討論新約聖經對於教會裏所謂全職(聖職)與兼職(平信徒)工人的觀點，只打

算說明長老與牧師的不同，乃是基於前面所述對教會同工的兩個相輔的觀點，並非

因為前者指兼職工人而後者指全職工人。 

 C. 普世教會的工人與地方教會的工人 

 有一種看法認為長老與執事是地方教會的職位，而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

教師 (以弗所書 4:11) 則是普世教會的職位。這個討論也不在本文的範圍之內。 我 

們僅僅指出兩點：1) 這種看法與本文中長老及執事是地方教會僅有的兩個職位之 說

並不衝突，2) 這種看法並非沒有它本身的困難。譬如說提到普世教會裏的職位 ，是

否除了以弗所書 4:11 所列出的之外，也應該把哥林多前書十二至十四章與羅馬書十

二章所提出的包括在內？ 

 D. 婦女任職長老 

 本文不討論婦女是否可擔任長老的職位。雖然基督教會中普遍都根據提摩太前書 

3:11 接受婦女擔任執事，但對於婦女是否可擔任長老，似乎仍無一致的看法。 



 E. 基督為 “大牧人” 及長老為牧人 

      “大牧人” 一詞是由彼前 5:4 而來。其實彼前 5:1-4 正 是一處很好的例證，讓我們看

見長老們是教會的牧人。此處不但使徒彼得自稱為長老，並且勸勉與他同作長老的

要  “ ...牧養 ... 神的群羊、 ... 照管他們 ... 不是轄制 ... 乃是作群羊的榜樣。到了 牧長

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榮耀冠冕。” 由上下文我們清楚看見基督是大牧人，而長

老們是牧人。 

 所以如果一位牧師(有牧養恩賜的人)參與一所教會，並在其中擔任長老的職位(有牧

養的責任)，那麼從恩賜而言他是一位牧師，從職位而言他是一位長老。這是何以使

徒彼得自稱為長老的原因(彼前 5:1)。從他的呼召而言他是一位使徒，但是從他在教

會中的職位而言，他是一位長老。不但彼得是如此，使徒約翰也因完全相同的理由

自稱為長老 (約貳 1:1，約參 1:1)，這並無混淆之處。 

      我們去看使徒行傳 13:1，會發現很有意思，那裏題到巴拿巴是一位先知或是教師 ，

但另一方面聖經又稱巴拿巴為一位使徒 (徒 14:14)。同樣，雖然保羅明顯地是一位使

徒，但在使徒行傳 13:1 中，卻也被列在先知和教師之中。這些都更加支持一個觀點，

就是以弗所書 4:11 所列出的 (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是題到恩賜，而

非地方教會裏的職位。一個人可以有多樣的恩賜，但一個人通常不會同時在同一場

合擔任幾個不同的職位。 

 F. 長老的設立 

      使徒行傳 14:23 題到保羅和巴拿巴設立長老。在提多書 1:5 保羅也要提多在各城設 

立長老。不過我們必須記得至終是聖靈設立工人(徒 13:1-3)，人只不過是印證聖靈 

的選召。所以我們究竟該用設立或選立來印證聖靈的旨意，並非最重要，要緊的是

被立的人必須符合聖經所定的資格，並為教會的眾聖徒所認證。關於這點的另一個

例子，是使徒行傳 20:28 中保羅對以弗所的長老們說：“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 

5. 結語 

 在本文中我們題出新約聖經裏關於教會同工兩個相輔的觀點，一是基於恩賜，另一

是基於職位。從而我們看見教會的領導模式，基本上是一群長老作方向性的決策、

與一群執事管理教會的運作。基督是教會當然的獨一領袖，所以任何人為的領袖僅

是教會中第二級的領袖。他們的功用是領受指示，多於作決定。既然如此，聖經暗

示人為的領袖須要多數，這樣當他們從主領受指示時，就可以互相補助改正。 

 另一方面，從一個相輔的觀點，聖經也描述有聖靈恩賜的同工們一同配搭服事，是

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事實上，聖經似乎強調這個恩賜的觀點，過於職位的觀點。不

過在此我們要題到，給予基督徒的恩賜並不僅限於以弗所書四章所提出的五項，至

少哥林多前書十二至十四章與羅馬書十二章所題到的也要包括在內。每一個基督徒

都應該為神的國度而使用聖靈所賜給各人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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