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一講 

導論—教牧與教會 
 

一. 地方教會的定義—由一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罪人）所組成的 

二. 地方教會所具有的表現 

A. 彼此相愛和尊敬 

B. 順服在合一裡（徒十五） 

C. 接受教會的牧養和懲戒（太九，約十，林前五） 

三. 地方教會的三個委身（約十五） 

A. 相信聖經是神的話語 

B. 建立一個以牧養為主的行政組織 

C. 愛世界上失喪的人 

四. 檢討﹕ 

A. 如何更有效的看見教會弟兄姐妹的需要？ 

B. 如何鼓勵弟兄姐妹去幫助和關懷有需要的肢體？ 

C. 牧養教會最主要的對象是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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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二講 

教牧的身份與工作 

教牧是一個怎樣的人（1） 
 

一. 傳道人必須是個蒙召的人（約十 11） 

A. 蒙召傳道人的條件 

1. 必須有神的呼召 

2. 必須經過時間的考驗 

3. 必須絕對的順服委身給神必須一生都不回頭 

B. 由其他「門」進入傳道工作的原因 

1. 出於個人的計算 

2. 出於別人的鼓勵 

3. 把傳道當作一種職業的選擇 

4. 出於個人的權力慾 

5. 期望受人的尊敬 

6. 出於個人的喜好 

C. 檢討﹕ 

1. 自己是從何門進入作傳道人的？若當初入錯門，應即時檢

討，重新向神委身 

2. 自己的蒙召是否肯定是一生的事？ 

3. 回顧過去的工作，是否曾把破壞帶給教會？ 

4. 過去的工作是否使人得生命，並且得的更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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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三講 

教牧的身份與工作 

教牧是一個怎樣的人（2） 
 

 

二. 傳道人必須有正確的立約觀念（教會觀）（林前三 6） 

A. 確定我們先向神立約，應許盡自己的本份 

B. 確定神必使我們完成祂自己的工作，我們必不失敗 

三. 傳道的工作必須是出於自願的委身 

四. 傳道的工作必須由教會委派 

五. 傳道的工作必須分別為聖 

六. 傳道的工作必須認定為永遠具有挑戰的工作 

七. 傳道的工作必須認定為耶穌基督在世工作的延續 

八. 檢討﹕ 

A. 身為一個牧者，你的教會觀如何？ 

B. 在你自己的事奉中，是否永遠看見新的挑戰？ 

C. 你是否注重大使命，以此作為耶穌基督在世工作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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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四講 

從神僕的呼召看教牧的工作（1） 

 

一. 從舊約聖經中看教牧工作者的稱呼和職責 

A. 祭司 

1. 用上帝的律法和誡命去帶領百姓 

2. 教導百姓明白神的律法 

3. 作神和人之間的中保 

B. 先知 

1. 代表神向百姓宣講時代的信息 

2. 教導他們如何用聖經去面對時代的引誘 

C. 神人（申三十三 1，撒上二 27，九 6，王上十二 22） 

1. 屬於神，能夠從工作中表現出神的權柄、榮耀、和形像 

2. 實實在在是神的人，有神生命的內涵（賽二十一 21，五十

六 10—11） 

D. 守望者（結三十三）—有保護信徒的責任 

E. 神的僕人（出十四 31，代上六 49，代下二十四 9，尼十 29，但六

20）—願意以僕人的身份去事奉百姓和上帝 

二. 從新約聖經中看教牧工作者的稱呼和職責 

A. 傳信者（可二 2—3）—受托將神的話語一字不變的傳給世人 

B. 曠野的聲音—神藉著我對世人講話 

C. 漁夫（可一 17—18，太四 19，路五 10）—作牧師的有責任領導

教會，帶領人信主，得人如如得魚 

D. 牧人（約十，二十一） 

E. 器皿（林後五，提後二）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5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五講 

從神僕的呼召看教牧的工作（2） 

 

三. 從新約聖經中看教牧工作者的稱呼和職責（續） 

A. 奴僕（徒十六 17）—絕對順服主人的主權去事奉 

B. 與主同工（林前三 9） 

C. 工頭（林前三 10）—要動用信徒，把教會的根基立好，使弟兄姐

妹能夠按部就班的把工作做好 

D. 神奧秘事的管家（奴僕）—設法叫信徒暸解神的奧秘 

E. 運動家（林前九 27，提後二 1—5） 

1. 我們要先有好的操練，才能按屬靈的規則得到冠冕 

2. 我們要朝著一個目標向前跑 

F. 見證人（路二十四 48，徒一 8，二 22，三 15，五 32）—用生命

中的經歷去見證神的話語 

G. 大使 

1. 是被委派到工場裡去 

2. 所去的地方不是我們的家（天家才是） 

3. 在世上所作的是天國的事情 

4. 工作完成要回到天家去報告所作的事 

H. 為基督被囚的（門 1，9）—我們要有受苦的心志 

I. 耶穌基督的精兵（提後二 3—4）—不得懶惰 

J. 監督（提前三 1—7） 

K. 宣道士 

L. 基督的門徒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6  教牧生活與事奉 

四. 檢討﹕ 

A. 從聖經中找出更多牧師和傳道的工作 

B. 從每一個稱呼看每個稱呼的性格 

C. 學習更像主耶穌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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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六講 

從傳道的職份看教牧的工作 

關於講道的的幾個重要觀念（1） 
 

一. 講道是宣講記載在聖經裡的話語 

二. 真正的講道是神對人講話（耶十四 14，一 9）—講道應該具有的四

個保證 

A. 根據聖經 

B. 接受神學訓練 

C. 對聖經有清楚的暸解 

D. 我們是蒙召的傳道人 

三. 基督教不只是一套神學或思想，乃是教導生活的方式，幫助弟兄姐

妹將神的話語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四. 基督教是為一件已經成就的事作見證 

五. 檢討﹕ 

A. 在過去講道的的經驗中，你有沒有以上這些重要的觀念？ 

B. 你能從聖經中找出任何神學思想不能應用在生活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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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七講 

 從傳道的職份看教牧的工作 

關於講道的的幾個重要觀念（2） 

 

 

一. 講道的重點在於紀念（申七 18，八 2，路二十四 48，林前十一 26，

提後二 8）—每一篇講道都是來自我們心裡的 

二. 所講的道都要講到耶穌，都要有救贖的成分（提後三 16，17） 

三. 講道要正確應用聖經經文真正的意思 

四. 檢討﹕ 

五. 在教牧的工作當中，你有沒有建立一個很堅強的信念，去傳講神的

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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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八講 

教牧的屬靈操練（1）—靈修生活 

 

 以講道為首的生活方式﹕必須有長期的準備，就永遠不會缺乏講道

的材料 

一. 讀經生活 

A. 靈修讀經 

B. 研究讀經 

C. 為了講道 

二. 禱告生活 

A. 為自己傳道的職份禱告 

B. 為弟兄姐妹禱告 

三. 用聖經去反應我們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 

四. 將理想、理論實際化 

五. 養成讀書的習慣（各類書籍） 

六. 檢討﹕ 

A. 在你過去的講道經驗當中，有沒有應用過以上的方法？ 

B. 在你過去的講道，你只是花短時間準備？還是有充份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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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九講 

教牧的屬靈操練（2）—獨處（一） 

 

一. 從忙碌中如何保持我們靈魂的清潔（太十 28，十六 26—27） 

A. 獨處的生活是傳道人不可缺乏的屬靈操練 

B. 從耶穌的生平學習與神獨處的生活（太四） 

C. 藉著獨處生活的操練，勝過撒旦的試探（可一 29—39） 

二. 人們對獨處生活的誤解 

A. 看作是個人的時間 

B. 當作是休假 

C. 看作是一個加油站 

三. 正確的獨處生活 

A. 生命透過獨處生活看到自己的不足而決意悔改 

B. 不斷接受神對我們生命的改變 

四. 檢討﹕ 

A. 我們有無獨處的生活？ 

B. 在過去一兩個禮拜中，你的生命有沒有什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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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十講 

教牧的屬靈操練（3）—獨處（二） 

 

一. 什麼是真正的獨處生活 

A. 真正獨處生活的操練是在日常靈修以外，與神單獨的相處 

B. 真正的獨處生活一定會使我們產生悔改的心 

C. 真正的獨處生活會使我們除去老我的生命 

D. 真正的獨處生活會產生新我的生活，使我們改變生命的價值觀 

二. 獨處的生活應注意的事項 

A. 放棄一切會干擾我們的事，必須保持絕對的安靜 

B. 必須帶著赤身露體，受傷，軟弱，有罪，破碎，無我，無價值觀，

無成就感的態度，進到與神同在的境界 

三. 獨處生活的方法 

A. 帶著一顆軟弱，破碎的心來到神面前 

B. 聖經是唯一可帶的書 

C. 藉著禱告邀請神的同在 

四. 獨處生活的果效 

A. 透過聖經看見耶穌，從經文中得到神的啟示 

B. 在禱告裡看見耶穌，看見自己的罪，自己的反叛，自己的虧欠，

並看見神的旨意。除去舊我，產生新我，復興中得勉勵，受傷中

得醫治，透過禱告得到耶穌基督的力量 

 

 建議﹕在你的時間表中定一個固定定時間，找一處完全沒有干擾的

地方，開始獨處生活的操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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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十一講 

 教牧的屬靈操練（4）—憐憫 

 

一. 憐憫的心的心從何而來—憐憫的心是屬靈操練的結果 

二. 如何用憐憫的心去幫助弟兄姐妹（可五，約四） 

A. 不用自己的價值觀去衡量他們的生命 

B. 不要去論斷他們 

三. 檢討﹕從以下的經文中思想﹕耶穌如何憐憫人？（可五，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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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十二講 

教牧的屬靈操練（5）—安靜 

 

一. 安靜操練的果效 

A. 透過讀經禱告，安靜聆聽神的話語，講造就人的話 

B. 安靜會帶給我們力量，並產生很多有效的果子 

二. 安靜的屬靈操練能使我們有一個成功的屬靈事奉（雅三 2，箴十 19） 

A. 藉著安靜的屬靈操練使講的每一句話都有果效 

B. 進到耶穌基督裡得到滿足的生命 

C. 使我們能聽到神在我們生命裡的訓練（約十四 10），所講的每一

句話都是出於神，得到神的祝福，從安靜中求主賜給造就人的話 

三. 檢討﹕ 

A. 有多少人可以不斷在安靜中操練自己？ 

B. 你如何知道自己是一個有安靜操練的人？ 

C. 有安靜操練的人，他事奉的表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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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十三講 

 教牧的屬靈操練（6）—禱告 

 

一. 不住禱告的功用 

A. 享受安息 

B. 按神的美意成全神的旨意 

二. 一般人對禱告的錯誤觀念 

A. 憑自己的意思禱告，若不得神應允即灰心失意 

B. 對神的認識不夠，以至失去對神的信任 

三. 檢討﹕如何能確定我們在無論什麼環境都可以成為一個不住禱告的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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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十四講 

 從基督的屬靈生命觀和事奉觀看教牧的事奉 

 

一. 基督來到這個世界上的主要目的 

A. 讓人暸解生命的本質 

B. 讓人知道重生的重要 

C. 讓我們看見基督如何活出神的形像 

D. 教導門徒學習事奉的榜樣 

二. 耶穌屬靈的生命觀和祂工作的表現（以下是從耶穌的話看祂如何表

達） 

A. 「來看我住的地方」﹕代表我們對物質方面應有的價值觀 

B. 「我肯」﹕耶穌非常能體會，暸解，並重視有需要的人 

C. 「獨自在山上禱告」﹕看重禱告，完全依靠父神 

D. 「撒旦退去吧！」﹕體貼神的意思，不違背主的美意 

E. 「經上記著說」﹕尊重並明白聖經，聖經是我們工作的指南 

F. 「不是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願意以奴僕的身份服事人，並願意將自己的生命擺上 

G. 「上帝的物歸給上帝，該撒的物歸給該撒」﹕鼓勵門徒在地上作

光作鹽 

H. 「然而不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順服神的旨意，拿

起苦杯 

三. 檢討﹕列出聖經上耶穌基督其他的屬靈價值觀和事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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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十五講 

 從保羅的的屬靈生命觀和事奉觀看教牧的事奉 

 

一. 保羅的生命是從與基督同釘十字架開始 

二. 保羅的生命和事奉中有聖靈所結的果子（加五） 

A. 聖靈的果子 

1. 列出聖靈的果子有哪些？ 

2. 列出缺乏任何一種果子可能會產生的後果 

3. 聖靈的果子如何能幫助教會的事奉 

B. 保羅的生命觀 

1.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2. 生命的果子在保羅生命中的重要性 

3. 效法基督的榜樣 

三. 效法基督的榜樣 

四. 保羅在教牧的生命裡面對蒙召的看法，和他的人生觀，物質觀，屬

靈觀 

A. 保羅蒙召的過程 

1. 重生得救 

2. 該作什麼 

3. 成為外邦人的使徒 

B. 保羅的人生觀—彰顯基督，傳揚基督 

C. 保羅的物質觀—知道如何處貧窮，如何處豐富，看萬事如糞土，

為要得著基督 

D. 保羅的屬靈觀—得到基督為至寶，基督在生命中佔最重要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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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結出屬靈的果子 

五. 教牧的事奉（徒二十 19—24） 

A. 對神﹕心存謙卑，眼中流淚，帶著受苦的心事奉 

B. 對教會﹕盡最大的能力用神的話語去教導 

C. 對世界﹕負起神託付傳福音的事工 

D. 對自己﹕不以性命為念，也不看為寶貴，要成全從主那裡所領受

的職事，證明神恩惠的福音 

六. 檢討﹕保羅對我們教牧事奉的啟發是什麼？ 

A. 對神 

B. 對教會 

C. 對世界 

D. 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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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十六講 

 教牧生活與事奉中的敵人（1）—品格方面 

牧師個人的品格（提前三） 

 

 

一. 無可指責—言行一致 

二. 有高尚的倫理道德 

A. 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B. 有節制 

C. 自守 

D. 端正 

E. 樂意接待別人 

三. 家庭生活 

四. 牧師的個性 

A. 溫和待人 

B. 不爭競 

C. 不貪財 

D. 在教外有好名聲 

五. 牧師的信心、信仰、和屬靈的資格 

A. 屬靈的成熟是必備的條件 

B. 善於教導 

六. 檢討﹕從提前第三章看，我們還需要在哪方面求進步？求主將我們

塑造成一個合主使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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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十七講 

 教牧生活與事奉中的敵人（2）—金錢方面 

 

一. 錢財如何影響屬靈的生命（太六 19—34） 

A. 失去永恆的價值觀 

B. 影響神在世界上工作的開展 

C. 失去生命的異象 

二. 學習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神必供應我們一切的需要 

三. 檢討﹕假使我們沒有錢，我們會不會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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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十八講 

 教牧生活與事奉中的敵人（3）—物質生活 

 

一. 猶大的鑒戒 

A. 帶著錢囊，從中取利 

B. 攻擊馬利亞用香膏膏耶穌 

C. 用三十兩銀子賣了耶穌 

D. 沒有悔改而去自殺 

二. 從猶大生平看物質主義的可怕 

A. 物質主義是一種隱藏的罪 

B. 物質主義的不合理化 

C. 物質主義使人成為錢的奴隸 

D. 物質主義改變生命的價值觀 

三. 檢討﹕我現在對物質的態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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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十九講 

 教牧生活與事奉中的敵人（4）—家庭方面 

 

一. 神創造家庭的本意 

二. 現代人（罪人）對家庭婚姻的的錯誤觀念 

A. 男大當婚，女大當嫁 

B. 婚姻自然會帶給夫妻幸福 

C. 只要愛，什麼都不需要考慮 

D. 有了兒女就可以改變夫妻關係 

E. 婚姻帶給夫妻很多束縛 

F. 正常的婚姻不可能沒有吵架 

G. 婚姻的紅燈是自然會熄滅的 

三. 檢討﹕ 

A. 以上的看法為什麼有錯誤？ 

B. 如何去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關係？ 

C. 需要用多少時間去牧養自己的家庭？ 

D. 帶領兒女信主是誰的責任？（教會？父親？母親？） 

E. 在教會有事奉的同工中，多少父親按時帶領家中的家庭崇拜？ 

F. 家庭和教會都是神建立的，一個傳道人如何不能把家庭處理好，

必定影響教會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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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二十講 

 教牧生活與事奉中的敵人（5）—家與妻子 

一. 明白妻子的需要 

A.  需要一個能能帶領她的屬靈領袖 

1. 看到丈夫常常和她一起尋求神的旨意 

2. 看到丈夫所作的決定是根據聖經作的 

3. 看到丈夫在家裡都是以愛來行事 

B. 需要知道她能滿足丈夫一切的需要，是其他婦女不能代替的 

1. 她是丈夫唯一的對象 

2. 她是丈夫生命中的的警鈴 

3. 她是丈夫屬靈生命的鏡子 

4. 她能滿足丈夫性生活的需要 

C. 需要知道丈夫欣賞她的長處，並暸解和接納她的短處（彼前三 7） 

D. 需要知道丈夫很喜歡花時間和她在一起，並喜歡和她談話 

E. 需要知道無論何時丈夫都喜歡有她的同在 

F. 需要知道丈夫非常願意投資在她的生命裡，使她能充實她自己的

世界 

二. 作妻子的如何支持和順服丈夫 

A. 保持優美的性格 

B. 支持丈夫的事業 

C. 保持對丈夫的吸引力 

D. 讓丈夫無後顧之憂 

E. 保持對丈夫的戀慕 

三. 檢討﹕家庭是事奉主非常重要的力量。丈夫和妻子如何同心合意的

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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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二十一講 

  教牧生活與事奉中的敵人（6）—關於兒女信主 

 

明白兒女的需要 

一. 肉體方面 

二. 情緒方面 

三. 屬靈方面 

四. 檢討﹕上帝所賜給你的兒女，有多少是信主的？有多少還沒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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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二十二講 

  教牧生活與事奉中的敵人（7）—尊重兒女 

 

兒女們屬靈方面的需要是父親的責任。因此，作父親的必須在屬靈方

面有追求，明白自己的責任，有足夠的屬靈知識去教導自己的兒女 

一. 教會應該舉辦訓練的課程 

二. 家庭敬拜的重要性 

A. 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B. 母親的重要性 

C. 家庭假期的重要性 

D. 「吃飯神學」的重要性 

三. 檢討﹕如何將父母和兒女的關係運用在牧師和會友的關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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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二十三講 

 教牧事奉的原則—以人為主的牧養工作（1） 

教牧在推動教會事工時應注意的事項 

 

 

一. 教導和訓練弟兄姐妹作帶領的工作 

A.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立基督的身體（弗四 12） 

B. 幫助弟兄姐妹發掘他們的恩賜 

二. 教會的定義 

A. 消極方面﹕ 

1. 教會不是一個機構 

2. 教會不是一個建築物 

3. 教會不是一個屬世的地方 

B. 積極方面 

1. 教會是一個有靈的活體 

2. 教會是由一群能呼吸的活人組成。他們需要愛和被愛 

3. 教會有一股神的力量 

三. 教會需要什麼能力去完成聖工 

A. 有聖靈活在人的心中控制信徒，使我們像耶穌 

B. 每一個信徒在聖靈的工作之下，透過教會的幫助，知道神所賜的

恩賜，用這恩賜幫助教會，使教會合一 

C. 聖靈是解釋神話語的權威，使信徒能知道神的旨意 

 

四. 檢討﹕如果有人問你﹕為什麼我一定要留在你們的教會，你如何回

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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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教牧生活與事奉 

甘霖事工培訓系列 

教牧學 

教牧生活與事奉 

張子華牧師 主講 

第二十四講 

 教牧事奉的原則—以人為主的牧養工作（2） 

 

一. 教會的工作包括﹕ 

A. 敬拜（約四 23）—是信徒個人及教會集體生活中的要項。要以心

靈誠實敬拜神 

B. 探訪﹕是對信徒個人的照顧，關懷他的需要 

C. 協談﹕是信徒生命中有重大問題，在平常講道以外，需要特別的

輔導，幫助他面對這些問題 

D. 領導﹕牧師負責教導教會的責任，在領導時並要注意人際關係 

E. 門徒訓練﹕對信徒要盡快訓練，促使靈命的成長 

F. 佈道﹕在這多變化，多元化，繁忙的世界裡，要尋求有效的途經，

代替傳統開佈道會的方式，把福音傳揚出去 

G. 差傳﹕華人教會不應該再忽視普世宣教的責任，把福音傳到地極 

H. 懲戒﹕是不容易但必須要作的工作，使教會保持聖潔 

I. 聖禮﹕聖餐是提醒信徒紀念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成就救恩。水

禮是表明我們靈命的重生，與主同死同埋葬同復活，有新生的樣

式 

二. 教牧必須表達建立在聖經基礎上的三種功能 

A. 教牧是安慰者（羅十五 5，林後一 3—4，腓二 1，約十五 26，十

六 7，林前一 4，弗六 22，西二 2，徒十三 15，羅十二 8，帖前四

1，林後四 2，來十二 5，太十二 1，林前四 16，弗四 1） 

B. 教牧是醫治者 

C. 教牧是屬靈的帶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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