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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学从神学从神学从神学的的的的角角角角度度度度看宣看宣看宣看宣教教教教士关士关士关士关怀怀怀怀 

 

（G. C. T.） 

 

肢体关怀的方法必须出自于坚固的神学基础。肢体关怀必须完全是基于圣经的观点，而不

是出自于会被排斥的属世的观念。肢体关怀首先要扎根在上帝就是所有关怀的根源的真理

之上。要致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寻求神，使我们的生命活出神的样式。这样的真理必须引

导我们在行动上为彼此付出，而且表现出神如何透过祂的信徒这个共同体来关怀彼此。圣

经对于彼此相互关怀的命令提供了对肢体关怀第二个神学的台柱。 在教会中“彼此、互

相”的关怀同样也延伸到对包括跨文化的工人的关怀。所以跨文化的工人，中国人或是来

自其它国家的人也好，也有责任互相照顾以及支持。 

   

        对于“关怀宣教士”的事工，必须要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有责任从基督

教神学的角度来解释说明这种“关怀”的内涵。这样，针对那些参与宣教事工的人

们，我们才能够从基督徒的原则来适当地响应他们。当我们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

待“关怀”，还能够将“关怀”的其它各种含义进行综合性的说明。 

          明白传统的系统神学理论固然重要，但是我们还应该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

发展出能够解决现实生活的神学理论。例如，如果我们参与心理学方面的实践，特

别是心理咨询工作，就会接触到人们在真实生活中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

需要的神学就需要远超过现有的基本教义和教条。因此，我们需要从基督教信仰的

书本理论中走出来，根据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将信仰实践出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

实用性的神学理论，这种实用理论是在信仰与世界之间的交汇冲突过程中总结出来

的。 

        首先，我建议我们先为“神学”下一个定义：神学神学神学神学，，，，就就就就是是是是传传传传达达达达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实实实实生生生生

活活活活中中中中与与与与上上上上帝帝帝帝之之之之间的交间的交间的交间的交流流流流。。。。毫无疑问，总结性的真理，以及教义方面的诠释和信

条，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明白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但这些理论并不能取代我们在生

活各方面与上帝之间的经历。上帝是自愿成为肉身，进入我们所身处的残酷现实生

活中，来体会我们实际的人生。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痛苦、恼火、意外、喜乐和抉择。正是在这样的现实

中，神学能够发现上帝对于我们有怎样的意义――他给我们恩典和启示。当上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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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挣扎于自已或别人生命中的罪恶时来帮助我们，这们就是在经历神学。这个时

候，神学在我们人生中就变得真实起来。在绝望和无助当中，如果我们遇到上帝，

那满有自由和恩典的神学就在生活中实现了。 

 

一一一一、、、、““““关关关关怀怀怀怀””””神神神神学理学理学理学理论论论论的的的的来来来来源源源源 

        “关怀”的神学理论反映了三位一体之间，上帝对我们的关怀及我们之间彼此

关怀的关系。 

         上帝是所有关怀的源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对上帝的描述说明了这一点，他

在 1：3称上帝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保罗又在 7：6中说到，当

他处于消沈的低谷时，“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因

此，上帝是所有关怀的源头，藉由别人来向我们表达他的眷顾。在 7：13保罗还告

诉我们，当哥林多教会发现提多已经精疲力尽，众人就使他“心里畅快欢喜”。上

帝是安慰和关怀的泉源，但教会中的信徒成为神的器皿，使人们得到关怀和安慰。 

 

        一些人认为，应该让圣灵来安慰并更新信徒，使他们的灵命成熟。这种认知的

危险在于，我们会因此推脱了关怀别人的责任。上帝是关怀和安慰的源头，但是在

大多数情况下，上帝却是要让我们彼此关怀。我们在其它人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就如同神不只透过圣灵直接在我们生命中动工，也间接由其它人的生命来感

动我们。正如马丁·路德所指的，我们都是祭司，彼此造就，帮助成为更像基督的

样式。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保罗和提多在这方面的经历，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保罗在哥罗西书3：10－17中，就此作出了详细的解释。在这里，保罗督促我

们要遵照他的劝勉，不断在知识中更新自己，从而有创造者上帝的形像。他还接着

说：“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

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

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

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彼此教导，互相

劝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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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当我们彼此安慰关怀的时候，上帝就透过我们扮演祂的角色来关怀他

人，正如提多关怀保罗一样。这正是保罗之所以在歌林多后书1：3－7中如此仔细

地说明：“……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

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二二二二、、、、新新新新约约约约教教教教会会会会中中中中的彼此的彼此的彼此的彼此关关关关怀怀怀怀 

         基督教文化的中心内容是，信徒自由地运用圣灵所赐的恩赐，彼此互相分享

及关怀。因此，我们靠着耶稣“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为

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

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 2：22；4：

12－13） 

         基督教的本质乃是由一群在基督十字架面前，人人皆平等的基督徒群体组成

的。我们皆从由上帝的灵所赐下不同的恩赐，赋予了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角色。但

是，在基督徒群体中，不同的角色并不是意味着不同的价值，更没有什么“精英人

物”的说法。 

        个人主义，主要讲究个人权利、利益、自我中心和自我表现，这是与耶稣无私

为别人着想的精神互相冲突的。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榜样。个人主

义唯有以“彼此依靠”为前提，也就是基督教所倡导的，才是可取的。 

        当我们实践“关怀”神学的时候，我们是在必朽坏的身体中活出基督的生命。

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中，保罗指出，尽管我们是瓦器，却装着宝贝，“要显明这莫

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

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使耶稣的生也显明

在我们身上。……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不丧

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就是凭借着这样的事实及希望，关怀神学必须是我们彼此关怀及对那些在全世

界各地艰苦地方宣教的肢体的根据。我们的神学理论，必须要让我们能够在真实生

活的经历中发现上帝，并且让那些我们所牧养的人们，也能够在人生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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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现上帝是赐安慰的神。在日常生活中，要想真切体会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事

实，仅仅明白那些抽象真理和有关上帝的书本知识是不够的。 

三三三三、、、、新新新新约约约约中中中中““““关关关关怀怀怀怀的的的的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如果新约中关怀事工的目地在于“带领信徒在基督里成熟”，将人们从“邪恶

的工具”变成“正义的工具”，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问，“当年耶稣的门徒们是怎

样做的？”新约中记载的那些信徒不仅要面对异教的挑战，还要承受在恶劣环境中

传福音时所受到压迫而面临的各种压力。他们当中许多人面临的挑战，与当今我们

所关怀的那些宣教士们所面临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 

         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开始，按照那些新约书信安排的顺序来阅读，就可

以了解由使徒们所发展形成的事工模式。在起初，事工都是以使徒为中心的，后

来，渐渐发展成为以信徒相互关系为中心的事工，以及以牧师、教师和跨文化宣教

士为中心的事工。使徒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也知道不可能永远活在世上，所

以就将以个人为中心的事工，转型成为信徒之间彼此关怀的事工。 

        由于本文篇幅有限，不能详细探讨全部的新约书信，因此我就简略总结一下，

重点探讨使徒们用来描述他们事工的几个名词。在使徒们的早期书信中，用来描述

事工的术语其实是很广泛，并没有清楚地指出。他们谈到“教导”、“讲道”、

“劝诫”，用来鼓励信徒的信仰，或者是塑造门徒的心志。在这些书信中，事工的

转型过程可以从一些经过精心定义的名词看出，例如“鼓励”、“安慰”、“坚

固”、“教训”、“责备”。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显的转变，已经成为信徒之间

彼此负责的事工，并且信徒们开始在彼此的关系中实践这种事工。 

         在这些书信中，还清楚地描述了在不同的情况下，这种彼此关怀的事工，有

着不同的方式。例如，帖撒罗尼迦前书5：11－14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安慰，

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

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

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

就可看到书信中强调信徒们身为同一个身体、相互依靠的成员要彼此建造。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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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的责任是由众信徒一起分担的。在新约中，“彼此”和“互相”这样的词是对

这种事工的最佳描述。 

四四四四、、、、为为为为了了了了““““彼此彼此彼此彼此””””而而而而建建建建造造造造属属属属灵灵灵灵的的的的家家家家 

（作者：万·汪得仁 Van Vonderen，1995出版） 

1、、、、当当当当怎怎怎怎样样样样对对对对待待待待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属属属属灵灵灵灵的的的的姐姐姐姐妹妹妹妹弟弟弟弟兄们兄们兄们兄们 

• 不可彼此相咬相吞（加拉太书5：15） 

• 不可彼此说谎（哥罗西书3：9） 

• 不可彼此批评论断（雅各布书4：11） 

• 不可彼此埋怨（雅各布书5：9） 

• 不可彼此轻看论断（罗马书14：3） 

注：如果我违背这些有关「不可彼此」的教导，，有人就一定会受到伤害。 

 

2、、、、当当当当我我我我们们们们需需需需要要要要帮帮帮帮助助助助的的的的时时时时候候候候，，，，怎怎怎怎样样样样才能才能才能才能得得得得到到到到这这这这些些些些帮帮帮帮助助助助？？？？ 

• 要彼此接纳（罗马书15：7） 

• 互相担当重担（加拉太书6：2） 

• 用谦虚、温柔、忍耐和爱心互相宽容，彼此联络（以弗所书4：2） 

• 互相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以弗所书4：32） 

• 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雅各布书5：16） 

注：如果我主动的做到这些有关「互相」的教导，那么总会有人从中受益。 

 

3、、、、与其与其与其与其它它它它基基基基督督督督徒徒徒徒交交交交流流流流，，，，能能能能够够够够建建建建造造造造我我我我们们们们自自自自己己己己 

• 要追求和睦的事情，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情（罗马书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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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相顾（哥林多前书12：25） 

• 彼此（温柔地）劝戒（罗马书15：14） 

• 要彼此亲热，彼此推让恭敬（罗马书12：10） 

• 彼此服侍（加拉太书5：13） 

• 彼此顺服（以弗所书5：21） 

• 彼此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腓利比书2：3） 

• 互相款待（彼得前书4：9） 

注：在希腊语原文中，“彼此”这个词被称为“互动代名词”。意思是，双

方都彼此感受到对方的行为。如果这种行为是美好的，例如，爱、支持、安慰，那

么双方都会受益。如果这种行为是不好的，例如，论断、相咬，那么双方都会受

损。 

 

五五五五、、、、几几几几个个个个重重重重要要要要的的的的术术术术语语语语概概概概念念念念 

1、、、、团团团团契契契契 

对于基督徒，「团契」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也有多种不同用法。在

希伯来书2：14－18中，人类的儿女们被称为血肉的群体（团契）。基督来到这个

群体中，为的是要救赎人类。在加拉太书2：6－10中，保罗和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们行右手相交之礼，说明了他们的团契合作关系。在罗马书11：11－18和以弗所书

3：1－12中，可以看到基督徒的这种团契关系，已经跨越种族和文化的界限，传播

开来。在罗马书15：26中，描述了那些外邦人基督徒奉献钱财，用来救济在耶路撒

冷的贫穷基督徒。在哥林多前书10：16中，说明了我们因着与基督的团契关系，能

够受恩于耶稣基督所流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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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团契”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当当当当我我我我们们们们能能能能够够够够舍舍舍舍身身身身处处处处地地地地，，，，体体体体会会会会别别别别人人人人

的处的处的处的处境境境境或或或或者情况者情况者情况者情况，，，，并并并并且且且且将将将将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从从从从基基基基督那督那督那督那里里里里所所所所得得得得的资的资的资的资源源源源和和和和赐赐赐赐福福福福，，，，分分分分享享享享给给给给别别别别人人人人，，，，这就这就这就这就

是是是是团团团团契契契契。。。。 

2、、、、造造造造就就就就 

        是否具有造就别人和教会的效果，是衡量各种恩赐使用的最好标准。在哥林多

前书14：5、12、26中，说明了恩赐的使用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而使用的原则就

是：“凡事都当造就人。”也就是说，恩赐的关键是要有建造的作用。从另外一个

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互相邀请，为了造就彼此的属灵生命，而不是彼此伤害。“你

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哥罗西

书4：6） 

         基督徒彼此谈话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箴言18：21告诉我们，“生死在舌

头的权下。”诗篇64：3说，“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

箭，……”箴言12：18又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彼此伤害是非常容

易的，但“造就”的意思是彼此建造生命。箴言12：18；15：4；16；24还说，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温良的舌是生命树。”；“良言如

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 

         我认为，“造就”一词的定义应该是：提提提提供供供供给给给给别别别别人人人人所需所需所需所需要要要要的的的的好好好好处处处处，，，，并并并并使使使使别别别别人人人人

得得得得到到到到长长长长进进进进，，，，这就这就这就这就是是是是造造造造就就就就。。。。 

3、、、、鼓鼓鼓鼓励励励励／／／／安安安安慰慰慰慰 

         在新约中，有许多词语用来描述信徒之间彼此造就的关系，其中“安慰”和

“鼓励”是使用最为频繁的词语。这个词可以追溯到旧约中，意思是“促使重新呼

吸”。在旧约中，这个词被翻译成“平安”，例如在路德记1：9；或者翻译成“安

息”，例如在申命记12：9；或者翻译成“安慰”，例如在诗篇119：49－50，76；

以赛亚书51：12；诗篇23：4；71：19－21。根据新约的约翰福音（14－17），

“安慰”是圣灵的工作；而根据约翰一书2：1，“安慰”也是耶稣基督中保的作

用；再根据哥林多后书1：3，“安慰”还是天父上帝的赐福。因此，“安慰／鼓



 8 

励”这样最为常见的词，说明了信徒彼此之间所负的责任。而责任之一就是，信徒

要彼此承担别人的重担，要彼此负责任（罗马书15：10；加拉太书6：2；启示录

2：20）。 

         在旧约中，有五个不同的词语来表示安慰的含义。这些词语的意思是“光

照”或“鼓励”；（因吃喝）而“心里畅快”；“坚固”；“安静地歇息”；

“（彼此倾听叹息）得到安慰”。这些词语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例如在创世记

5：29；37：35；50：21；路德记1：13；历代志上7：22；19：2；乔布记2：11；

7：13；29：25；诗篇13：4；71：21；86：15－17；以西结书31：1－13；以赛亚

书40：1；49：23；52：9；66：12－13。这样的词语不仅表示上帝对人民的态度，

也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态度。“促使重新呼吸”这一说法，蕴含了丰富的道

理，精辟地说明了我们彼此之间关怀的美好关系。 

        定义：安安安安慰慰慰慰就就就就是是是是来来来来到到到到别别别别人人人人的的的的身身身身边边边边，，，，聆聆聆聆听听听听其其其其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和和和和需需需需要要要要，，，，从从从从而而而而使使使使其其其其得得得得到到到到鼓鼓鼓鼓励励励励、、、、

坚固坚固坚固坚固和和和和心心心心灵灵灵灵的的的的复复复复苏苏苏苏。。。。 

4、、、、坚固坚固坚固坚固／／／／扶扶扶扶助助助助／／／／忍忍忍忍耐耐耐耐 

        还有一些词语，也描述了彼此关怀的行为。例如“坚固“一词，意思是，信徒

彼此扶助，软弱者可以有所依靠，被别人坚固和支持（参看彼得前书1：12；路加

福音9：15，16：26；罗马书1：11；使徒行传3：7，16，16：5）。还有“扶助

“一词，意思是，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参看路加

福音16：13；帖撒罗尼迦前书5：14；提多书1：9）。而“忍耐”一词的用法是，

彼此之间要慢慢地动怒，换而言之，就是要彼此恒久忍耐（参看马太福音18：26，

29；哥林多前书13：4；帖撒罗尼迦前书5：14；希伯来书6：15；雅各布书5：7，

8；彼得后书3：9）。 

        定义：彼此彼此彼此彼此坚固坚固坚固坚固的的的的意意意意思思思思是是是是，，，，在在在在试试试试炼和炼和炼和炼和艰艰艰艰难难难难的的的的时时时时期期期期并并并并肩站肩站肩站肩站立立立立，，，，彼此彼此彼此彼此忍忍忍忍耐耐耐耐，，，，互互互互相相相相

支支支支持持持持。。。。 

5、、、、劝劝劝劝责责责责 



 9 

        另外还有一组词汇，是关于信徒之间的彼此劝责。彼此劝责是每位信徒的责

任，为了能够督促我们的生命符合上帝所明示的旨意。希腊语“Nouthesis”一词常

常被翻译成“劝告”，杰·亚当斯（Jay Adams）用这个词来解释他对教牧咨询工

作的理解。另外一些词语，例如“责备”、“训斥”也属于这一类的词汇。 

        定义：劝劝劝劝责责责责的的的的意意意意思思思思是是是是，，，，满有满有满有满有良良良良善而善而善而善而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地地地地彼此彼此彼此彼此提提提提醒醒醒醒，，，，让我让我让我让我们们们们能能能能够意够意够意够意识识识识到到到到自自自自己己己己

的的的的生生生生活活活活偏偏偏偏离离离离或或或或者违者违者违者违背背背背了了了了上上上上帝帝帝帝的的的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 

 

6、、、、同同同同情情情情与与与与良良良良善善善善的的的的心心心心 

        有一组词语主要用来描述信徒之间关系与联络的态度和品质。这些词语包括恩

慈、兄弟般的爱、怜悯、同心、体恤、爱心和联络，表示了信徒彼此应有的关系。

（参看彼得前书3：8；罗马书12：10，16；腓利比书2：2；4：2；哥林多前书12：

25；罗马书12：15；希伯来书4：15；10：32－34；罗马书8：17；以弗所书4：

32；腓利门书12；马太福音9：36）。 

       我我我我们应们应们应们应当当当当提提提提倡倡倡倡，，，，信信信信徒徒徒徒之之之之间间间间当当当当用用用用温温温温柔柔柔柔、、、、同同同同情情情情、、、、良良良良善善善善、、、、怜恤的怜恤的怜恤的怜恤的情情情情感感感感彼此彼此彼此彼此相相相相待待待待。。。。 

 

 

 

六六六六、、、、对对对对于于于于宣宣宣宣教教教教人人人人员员员员来来来来说说说说，，，，““““关关关关怀怀怀怀””””神学理神学理神学理神学理论论论论有有有有怎怎怎怎样样样样的的的的意意意意义义义义 

        作为愿意关怀宣教士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有关“关怀”的神学理论。因为

仅仅具备那些精神分析、诊断、医疗和咨询等技巧是不够的。当我们提供关怀的方

式被视为是属世，宣教团体就会常常拒绝这样的关怀。 

 

能够清楚地解释我们在宣教团体的文化及语言层面里所做的事，是极为重要

的。对于一个完全只从心理学角度所培训出来的人来说，他在宣教群体中进行心理

咨询服务，就会遇到一些文化障碍，正如那些宣教士们在其它文化中所经历的障碍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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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到过的培训以及宣教经历，让我有机会在多种不同文化中工作，包括在

不同的教会环境、监狱再教育领域、精神医学领域、教育学领域、神学院、医疗机

构和宣教机构，等等不同的文化环境。这些领域各有不同的特征，要想在这些文化

气氛中适应其特有的语言、价值观、习惯和人际关系，需要明白这些文化的特征，

以及具备相关适应的能力。 

         当我们进入一种宣教环境中时，我们能多有效率地跨越文化的障碍呢？我们

是坚持让别人学习我们的语言，还是我们要准备好学习他们的语言？宣教士们对待

心理医生的否定态度，主要是来自于彼此之间的专业语言不同，从而导致了互相明

白和交流的障碍。 

         一些人或许认为我对职业角色的认识是有矛盾的。你可能会问，我到底是扮

演心理医生的角色，还是教牧咨询提供者的角色呢？这是否会混淆咨询者和提供咨

询者的角色关系？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作为一名职业心理咨询医生，也

能够在基督教的圈子里，为基督教的关怀事工带来益处吗？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

要尊敬这些我们提供关怀的人的文化和信仰体系。如果我们与所关怀的人处于相同

的信仰体系中，那么这不仅能使这些被关怀的人得益处，也会使我们得益处。在我

们对整体观念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这一类的探讨交流才会富有成果的。 

结结结结束束束束语语语语 

         如果我们想最佳说明对关怀宣教士的意义，就必须建立一套“关怀”神学理

论，从而能够将上帝的恩典，带给那些在恶劣环境中事奉的基督徒们。因此，纯知

识性、抽象性来表达真理是不能满足这种实际需要的。而这种“关怀”的神学理

论，必须能够让上帝的赐福在我们的生活中具体化，并且也能让别人在生活的喜怒

哀乐中感受到上帝的真实和恩典。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3－4 说：“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

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

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为了做到如此，我们必须帮

助别人重新呼吸，活在上帝的恩典中。对于那些选择跨文化宣教的信徒来说，他们

所迫切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关怀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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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些参与事工如同使徒保罗而言，他们对自己所事奉的对象有一颗委身的

心。他们所从事的宣教事工，为我们树立了人际关系和事工的模式。毫无疑问，作

为一名职业精神心理专家，是完全可以在效仿保罗事工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出自己

的职业技巧和能力。 

 

附附附附录录录录：：：： 

圣圣圣圣经经经经教教教教导导导导中中中中，，，，有利有利有利有利于于于于灵命灵命灵命灵命成成成成长长长长的的的的关系关系关系关系 

作者：格林·泰勒（Glenn C.Taylor） 

 

1、、、、 团团团团契契契契――当我们能够舍身处地，体会别人的处境或者情况，并且将我们从

基督那里所得的资源和赐福，分享给别人，这就是团契。 

2、、、、 造造造造就就就就――提供给别人所需要的好处，并使别人得到长进，这就是造就。 

3、、、、 安安安安慰慰慰慰――安慰就是来到别人的身边，聆听其感受和需要，从而使其得到鼓

励、坚固和心灵的复苏。 

4、、、、 劝劝劝劝责责责责――劝责的意思是，满有良善而坚定地彼此提醒，让我们能够意识到

自己的生活偏离或者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5、、、、 坚固坚固坚固坚固――彼此坚固的意思是，在试炼和艰难的时期并肩站立，彼此忍耐，

互相支持。 

6、、、、 同同同同情情情情与与与与良良良良善善善善的的的的心心心心――  我们应当提倡，信徒之间当用温柔、同情、良善、怜

恤的情感彼此相待。 

7、、、、 领领领领导的导的导的导的角色角色角色角色――是为了关怀别人，主要是通过辨别众人所领受的恩赐以及

管理他们的恩赐，从而实现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双向的目标。 

8、、、、 权权权权柄柄柄柄――权柄是用来造就别人，而不是辖制别人。（参看哥林多后书10：

3；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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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权柄是为了关怀，而不是为了索取。（参看哥林多后书12：14－16） 

      当面对冲突的时候，可以运用权柄解决问题。（参看哥林多前书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