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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方法有很多、原則得很少；方法經常變、原則不改變。
Principles are the bottom lines.
寫這個指南，是應對新常態下最要知道和持守核心價值，以便在急變時局中作重要決定，於
團體中共識和傳承，預防異象偏離。
新常態的任務
教會顧問 Susan Beaumont 提到 Liminal Season 這個描述，中文可稱為邊緣或過渡期，正正像
現在的新常態。那是當舊有做事方式不再奏效，前進的道路又不明確，而介乎於兩者之間的
時期就是 Liminal Season。它的特徵是舊的工作和生活模式，甚至異象連續性解體，並對未來
的不確定性，會帶來懷疑、混亂、低沉和無助的臨界點。在邊緣期，要擁抱和站在過渡期，
要學習的是放下控制和行動(doing)，而是聚焦於個人和群體的生命更新 being，走過了之後，
就會發現 Liminal Season 其實是上帝的禮物，會帶來生命新的成長、身份轉化、事工領域和異
象影響力的提升。
Liminal Season 期間，不再強調由領袖提出答案，因為處境幾乎是全新的，應該轉為由群體平
等同行，因為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最理想是由群體一起探詢以下重要的生存問題：
第一、由我轉向“祂”，由解難式的行動轉為尋求內省- from decision to discerning mindset。
群體可以更多詢問主：「主，發生甚麼事？」、「你想我們學習甚麼？」、「我們應該如
何做？」
第二、甚麼是最重要，不能失去或妥協的核心價值？要怎樣把它保存下來？
第三、回顧上帝過去的帶領和說過的話，翻看禱告紀錄，回顧祂是否早有明言過甚麼重要
的訊息，能讓我們今天借鏡？1
以上三個問題，回顧上帝的帶領，轉向詢問神和保存核心價值，都是新常態 Liminal Season 的
重要任務，有助我們跨越這個邊緣期。
預防異象偏離
當我研究 Dr. J. Robert Clinton 的領袖理論時，發現能 finishing well - 終極無悔的領袖，多會有
一套核心價值或理念，我相信團體亦然，因為領袖與團體是互為影響的。此外，我看到 Peter
Greer 於 “Mission Drift, the Unspoken Crisis Facing Leaders, Charities & Churches” 一書提到異
象嚴重偏離的問題時，我有無限感慨，我也實在看到很多基督教背景的團體，會存在異象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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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Beaumont, How To Lead When You Don’t Know Where Are You Going- Leading in a Liminal Seas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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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或偏離的問題，並且極之普遍。只是過程像溫水煮蛙卻不自知，到醒覺時就為時已晚，想
扭轉也得大費周章。
異象偏離的危機，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沒有將團體價值作清晰的紀錄，因此，沒有藍本，就
更加不會刻意於不同階層的同工共識和立約導行。若我們不清晰所持的核心價值是甚麼，
我們就談不上能同心捍衛，甚至懂得辨別異象是否偏離了！
傳承之用
先要知道團體的核心價值為何，才能傳承，祝福下一代，在堅實的基礎上薪火相傳，持守異
象。而新一代年青同工，互聯網成為他們的主要的精神糧食， 我不擔心他們不夠知識或技巧，
但知識和技巧確隨著急速的世界步伐而變化。在這股資訊洪流中，甚麼是永恆不變的顯得特
別迫切。能教他們如何按著重要不變的原則來做事和決定，恐怕是這個時代最急切的課題。
我相信每間團體都總有他們的價值或原則，但能夠有系統地整理，甚至作出應用或貫切傳遞，
恐怕是鳳毛麟角了。然而核心價值是屬靈的原則，是上帝在團體的多年帶領而形成。團體多
是以口頭傳承故事和價值，卻未能以文字整理，遑論有系統地傳承，實在需要整理，讓新人
加入時有清晰的指引，而舊人也能清晰掌握和成為傳承的橋樑。再者，唯有當大家都清晰核
心價值，一起維護和奉行，即或遇上舊人退出，留下的重要價值亦能繼續發揮指引，避免團
體的異象因為人事變動，就走樣或變質了。

導讀
這份指南適合對象包括團體、機構、教會或群體，甚或近年冒起的 Ekkelsia。它以電子書形式
出版，26 頁的內容包括核心價值的概論和發掘的步驟。發掘過程練習分為簡易版和專業版，
由理念到發掘，再由發掘到最後的範本，甚或最後的應用，指南兼備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

第一章 甚麼是團體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是事工的靈魂 - 能讓團體有堅實的基礎，從而持守和奔走得更遠！
1. 不同的名稱
核 心價值 有幾個不同的名稱， 例如「核心價值 」 (ministry philosophy) 或「事奉原則」
(ministry principles)，都與「事奉核心價值」 (ministry core values) 的概念相近，都是表達相
似的概念，在這本指南裡，它們是通用的。
2.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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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研究領導學的 Dr. Robert Clinton 提及核心價值就是：「成員們事奉時所持的想法、
價值和原則，無論是明確地或暗示性地表達。核心價值就是成員們做決定、發揮影響力
或評估事奉成就時，所使用的引導指南。」2
核心價值是支撐、影響和澄清團體所做的事情以及如何做的原則。它們圍繞著使命、領
導力和事工理念、優先事項和戰略提供界限和參考。它有助團體解答重要問題，例如：
「我們是誰？」、「甚麼對我們是最重要？」、「甚麼是不可讓步的？」所以，核心價
值指出我們的身份（我們說我們是誰），我們的神學（我們說上帝是誰），以及我們的
活動（我們做甚麼）。
我認為核心價值是團體事奉的最高指導原則、價值，是不變的核心理念。它是從聖經和
上帝由始至終的帶領所形成，具備最高權威和指導性，有點像以色列人面對十誡時，所
持有那種嚴謹的態度。在全球化帶動下，時局變得不確定，變化及複雜性日增，如何明
辨團體的核心是重中之重。

3. 核心價值的內容
尋找核心價值，須先從以下三個向度辨別：理想與真實、個人和團體，及特質。當然，在過
程中會找出不理想的價值，便需及早修訂。

理想與真實的價值`


核心價值有助團體共識目標，激勵成員全情投入。最關鍵的問題不是有或沒有核心價
值，而是這些價值是否團體的真實價值？是否真有實踐出來？能否在團體的氛圍中感受
得到？或只是理想的說明，抄襲一些、杜撰一些，稍作抄改就於全體推動，更糟糕是由
上而下，形成虛假的價值，比沒有更加糟糕！那怎樣可以分辨真或假的團體價值？



價值可分為真實的價值 (Authentic Core Values) 和理想的價值 (Aspirational Core Values)。
3 坊間較多是理想的價值，是個人或團體認為理想的、渴望有的價值，它不一定是真實地
反映出個人或團體的價值。理想的價值縱然不全然是真實，但它能描繪未來的理念和想
望，只是將成未成的夢想 (Already but not yet)，可稱之為由外到內的核心價值 (OutsideIn Values)。因為撰寫價值的成員是從外界或上層加進來的價值，期望它能代表個人或團
體，與現實是有一段距離，甚或不一致，因而招來成員指責團體作出虛假陳述，例如講
一套和做一套，那後果就是「絆倒破壞」多於「見證」了。4

2

任耶利米，找到你的核心價值 (基隆市：傳愛家族傳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36。

3

Marc Alan Schelske, Discovering Your Authentic Core Values- A step by Step Guide (Portland: Live 210 Media,

2012), 71.
4

Marc Alan Schelske, Discovering Your Authentic Core Values- A step by Step Guide (Portland: Live 210 Media,
2012),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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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價值是能夠真實地反映出來，我們稱之為由內而外的價值 (Inside-Out Values)。
它們是真實的價值，推動著個人或團體當前的行為。本研究的藍本正是要尋找真實的價
值 (Authentic Core Values)。但發掘價值的過程是費時和費力的，需要忍耐和專注，以確
保它是由下而上的「真實價值」。

個人和團體


核心價值分為個人和團體兩個層面。要找出團體的核心價值，必須先從個人層面開始，
兩者是息息相關的。若想發掘個人的核心價值，可另外參考本人的的另一本指南：賴淑
芬。《發掘你的核心價值 》。(領袖生命事工網，2021 年 3 月 e 版)。可在網頁
https://www.leadersbedoing.net/%E5%B7%A5%E5%85%B7 下載。在這裡，我就只會集中講
解團體層面的核心價值了。



團體核心價值指出成員該追求甚麼信念或意見、怎麼樣的行為，以達致目標。例如價值
是「禱告尋求神的旨意」，那麼實踐方法就是於日常中留有空間來禱告尋求。落實方法
可以是退修會、禱告會或聆聽神聲音的訓練。因著有清晰的核心價值，那自有清晰的策
略和內容了。



大部份團體都會列出他們的核心價值，知道其價值為何，也需要刻意和有計劃地實踐，
讓它不再是掛在牆上的海報。



現實生活中，隨著互聯網的發達，決策的步伐越來越快，核心價值是指南，讓我們有方
向感，不走冤枉路。相反，若沒有清晰的團體價值，就容易隨波逐流，被身邊的人和
事、甚至潮流和政局變化牽著走。要特別提防的是提供資源的企業或基金、合作伙伴
等。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啊！(馬太福音 6:24)

4. 核心價值的特質


核心價值可以定義為：一個有組織的、持久的、極為熱切的、可驅動事工的聖經核心信
念。好的核心價值是關乎推動人實踐神的心意，它包含五種不可或缺的特質：
第一，持久。核心價值不會常常改變；
第二，火熱。團體一直為之努力實踐；
第三，合乎聖經。不是出自人的熱情，而是從神的話語而來；
第四，核心信念。你會為它付出更多熱情、時間和資源上的投放；和
第五，核心價值驅動你的事奉。5
5

Aubrey Malphurs, Values - Driven Leadership: Discovering & Developing Your Core Values for Ministry (Michigan:

Baker Publishing Group, 2006) p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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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brey Malphurs 指出美好的價值應當符合至少 7 個標準：



1.
2.
3.
4.
5.
6.
7.


它是符合甚至源自聖經。
它激發熱情 – 引領更多人想參與。它能鼓舞人心，並感動人們採取具體行動。
它是共享的 -人們如果在共同價值下事奉，就能強烈地委身。
它是持續不變的- 它能夠承受時間的考驗，舊人離開了，價值仍能被傳承下去。
它是可以清楚表達的 - 清楚明確，甚至成為文字，讓人能夠傳承。
與其他價值一致 – 不會互相矛盾，反而是相輔相成。
它是可以實行的 - 清晰明確，得以執行和實現。6

團體無論是找出核心價值，或是編寫核心價值，都須要與以上七項特質作出比較，才能
撰寫出美好的價值。

第二章 團體核心價值的重要性？
當你清楚自己的價值觀時，做決定就是件容易事了 –Roy Disney


Marc Alan Schelske 強調核心價值是推動個人或團體最中心和最重要的動力。團體的價值，
正是指出該組織的成員該追求甚麼信念或意見、怎樣的行為，以達致目標。Lyle Schaller
認為「任何公司或堂會…的最重要單一元素就是價值系統。」



在企業文化相關理論當中，核心價值是經常被提及的概念，源自 1994 年柯林斯和波勒斯
發表的著作《基業長青》。作者在《基業長青》力陳「核心價值和核心使命用以規定企
業的基本觀念和存在的原因，是企業長久不變的東西…由於今天變革步伐加快，世界的
不確定性和複雜性日增…認識『你是誰』比知道『你要去那裡』更為重要。」7



Aubrey Malphurs 表示價值重要的 10 個原因：
I. 價值決定事工的獨特性。
II. 價值影響人的參與。
III. 價值說明甚麼是最重要。
IV. 價值孕育正面改變。
V. 價值影響人的整體行為。
VI. 價值感染人的行動。
VII. 價值提升成員的信譽。
VIII. 價值塑造事工的特質。
6

Aubrey Malphurs, Values - Driven Leadership: Discovering & Developing Your Core Values for Ministry (Michigan:
Baker Publishing Group, 2006), 13-14。
7
吉姆。柯林斯及傑里。薄樂斯， 基業長青 — 企業永續經營的準則，真如譯 (中國：中信出版社，2009)，
XIX。

6

IX. 價值讓事工成功。
X. 價值影響策略計劃。 8


可見，成員擁有甚麼樣的價值，就決定他們的事奉結果。核心價值就是事奉的觀點，是
成員於帶領事工時所堅持的想法和原則。我相信成員的核心價值越清楚，成員就越能有
效地事奉，並且在事奉上結出果子。

5. 檢示錯誤的核心價值
 《聖經》裡的猶太人，也有錯誤的事奉觀。有一個位患了 38 年病的癱子，耶穌和猶太人
面對他的態度是南轅北徹的。耶穌看見他就會主動地憐憫關心，耶穌的核心價值是人的
靈魂比守安息日的規條更重要，所以主動醫治，可見耶穌的事奉信念是以人為中心，在
滿足病人需要之餘，更拯救他們的靈魂。


但猶太人認為病人都是不潔的，會盡量避開。他們也非常重視持守宗教傳統，會為到耶
穌在安息日醫治病人而就憤怒。他們無視這個病人的痛苦，視耶穌的行為冒犯了他們。
我們極之需要自我檢視，找出對與錯的核心價值，因為思想主宰著人的行為。



任耶利米於《找到你的事奉哲學》一書中提出錯誤的核心價值會引伸出三個問題，值得
我們反省。
I. 徵兆一、常常換同工；
II. 徵兆二、經常改變事工方法或以舉辦各種聚會為重心；
III. 徵兆三、沒有提出使命方向。 9



I. 徵兆一、常常換同工
以前，我重視工作多於生命，結果將人看作是為了完成成員自己的工作，著重他們工作
的成效，視他們為工具，忽略他們個人的需要和工作上的困難。結果是不斷地更換人手，
無法挽留人才。錯誤地以為換人便可解決問題。直到上帝更新我，我才明白自己不懂得
以屬靈方法作帶領，開始懂得同時重視同工的工作與生命需要，以致團體的氣氛就能活
出天國文化。若沒有檢討自己的核心價值，就無法找出錯誤的部份，結果是個人、隊工
和團體，都同樣受到虧損了。



II. 徵兆二、經常改變事工方法或以舉辦各種聚會為重心
成員的價值越清楚，成員就越能夠有效地事奉，結出果子。若成員的帶領常常是圍繞活
動，是關乎做甚麼、怎樣做，卻沒有問為何做 (why)，背後是甚麼信念或價值？上帝有

8
Aubrey Malphurs, Values - Driven Leadership: Discovering & Developing Your Core Values for Ministry (Michigan:
Baker Publishing Group, 2006), 58。
9
任耶利米，找到你的事奉哲學 (傳愛家族傳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122-147。

7

甚麼心意？不是首先明辨神心意而以始為終，而是只求因循活動的以終為始作計劃，結
果可以是事倍功半，甚至造成一種空虛、不連貫、不投入和負面聲音。


III. 徵兆三、沒有提出使命方向
成員不明白上帝給予的使命，就按客觀環境和群體需要來發展，甚至用人的方法來完成，
更甚是隨著時代變化 — 例如傳媒正報道甚麼貧窮人的新聞，哪間企業熱衷提供贊助，就
一股腦兒投進去。這樣的成員隨著環境變化，沒有定見。因為缺乏異象，事工就會變得
活動化、碎片化，沒有影響力。喬治巴拿提出：「一個成員無法提出清楚的異象…他不
過是個事工的管理者，絕不是引導事工的成員。」10



在每個處境中，每當決策效果不理想，必須檢視自己的價值觀，辨別不理想的價值，因
為好與壞的價值，其效果是南轅北轍，甚至背道而馳呢！

6. 帶來團體同心的基礎
核心價值可以帶來持份者的凝聚，同心、同行和方向感。對內及對外的協作會受到裨益。
對內而言：可以尋找和整合上帝對團體運作的心意和法則；讓成員更清晰，內化和擁抱價值，
能由內(心)而外(行為)地服待和應用；也具體地向新的隊工（董事、執事、同工、弟兄姊妹、
義工、伙伴、教會、捐獻者等）分享及傳承。
對外方面：團體被分別出來，真實地彰顯上帝的天國法則，帶來跟隨、轉化和影響。面對急
變的時局，經費的挑戰和價值扭曲的情況，最需要「價值」作為導航和決策之用。
其他貢獻：價值藍本能指出作決策的原則和底線；成為人事的參考，包括將來招聘和提升成
員、委任董事、尋找伙伴等的參考指標；讓有意加入團體的人士或伙伴知道自己與團體的核
心價值是否吻合，再決定委身。以免空跑一場，更甚造成衝突，傷痕纍纍地分手。

第三章 聖經中的核心價值
「…在這彎曲乖謬的世代中…發光，好像天上的光體一樣，把生命的道顯揚出來，使我在基督
的日子可以誇耀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腓二 15-16

安提阿教會的價值
 聖經中第一間教會的核心價值，使徒行傳中的耶路撒冷教會，他們共同委身、共同生活
和作門徒訓練。Harold J. Westing 於 “Create & Celebrate Your Church Uniqueness” 一書
中，整合了第一教會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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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委身聖經 (使徒行傳 2:42)；
George Barna, Today’s Pastor(Ventura: Regal Books, 1990), 57, 301-304。




彼此委身 (使徒行傳 2:42，44，46)；
委身禱告 (使徒行傳 2:42)；




委身地敬拜和讚美 (使徒行傳 2:43，47)；
委身出外佈道 (使徒行傳 2:345-47)。11



史上第一間教會領受了委身於聖經、信徒、禱告、讚美和佈道的核心價值，它們都是由
教會異象而發展出來的。當時，教會的運作和資源投放，都建基於這些價值。例如當使
徒被指忽略了飯餐，要作決定回應時，他們知道自己作為成員，需要委身禱告，就將飯
餐的事宜交給其他信徒來管理。



此外，使徒行傳也提及過關心社區的核心價值，12 他們會出外宣教和醫治。使徒行傳 12
章 24 節到 13 章 3 節提到安提阿教會的核心價值，首先是「奉獻」，他們有錢，又到處
賙濟窮人（12:25，參見 11:28-30）。其次他們中間有先知和教師（13:1），所以第二個
核心價值是「很強的教導」。安提阿教會有錢，願意奉獻，又有很強的教導，就具備了
開荒宣教的能力。我們看見，有了這兩個核心價值之後，當聖靈說話，他們就有了目
標，開始差派宣教士，而且一開始就差派最好的，就是保羅和巴拿巴（13:2）。安提阿
教會清楚自己的核心價值，並真實地踐行，它的影響力是翻天覆地的！

辨別神的作為和法則


價值是神做事的法則，那甚麼是神做事的法則？聖經提到：「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
叫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為。」(詩篇 103:7) 法則也指道路，而作為是神的行為。英文的
「法則」是 “Ways” 而「作為」是 “Acts”。我很認同江秀琴牧師所言，要經歷神蹟，單單
看見神的作為是不夠的，要明白或參透神作事背後的法則，或是神做事的原則和祂的屬
性。以色列人只見神做事的行為，不見神做事的原則，領悟不足，故此看見風吹草動就
驚慌，反叛失信。相反，摩西深明上帝的做事法則，對神的心意有把握，故有份篤定。
團體要怎樣才找到這些法則？那是在共同經歷了某些事情後，要停留在每個經歷裡，一
起沉澱得深，明白主背後讓我們學習甚麼？哪些是祂給我們的做事法則？將它收納在我
們的核心價值清單裡。

第四章 發掘核心價值-簡單版和專業版
團隊核心價值有如路途中的地圖、建築的設計圖和服侍的界線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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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Hull, The Disciple-Making Church (Grand Rapids: Revell, 1990), 64.
Harold J. Westing, Create and Celebrate Your Church's Uniqueness (Grand Rapids: Kregel Academic &
Professional, 1993),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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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掘核心價值，以下分為兩個發掘的指南 - 簡單版和專業版。你們可按團體的能力、適
用性和對核心價值的期望而選擇。

2.

簡單版 - 適合小型-小組、團契或小型的機構或 Ekkelsia 選用。團體最少要有 3 年以上的
歷史，才能有足夠歷史作為探索。

3.

專業版 - 適合較大型的機構或堂會，約 300 人以上，但需要有整合能力和付出時間的領
袖來牽頭，有質性研究經驗就更加理想。它是比較專業，能讓更多持份者參與，也較能
由下而上。實際操作，可參考筆者的另一本質性研究報告：賴淑芬。《核心價值 - 事工
導航與傳承》。(香港：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2020 年 12 月 e 版)。可在網頁下載
https://www.leadersbedoing.net/%E5%B7%A5%E5%85%B7。

一、簡易版 – 邀請團體一起同心發掘
事前準備
1.
2.
3.
4.
5.

探索開始，請團體全部(人數不多於 15 人為佳)或由幾位核心人物，對探索價值清單有熱
誠的一起參與探索之旅，最好能出席整個過程，才能有效完成。
參與的人，最好大部份都是舊人，例如參與了 5 年或以上，那就確保能提出真實和豐富
的資料作探索之素材。
騰出不受打擾的時段，能專注和安靜的地點，花幾個小時的相聚或是一起去退修。需要
預留充足的時間做探索。
在不慌不忙的步調裡，好好一起回顧團體過去和現在點滴，反思討論。
因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一步步走進更深、更廣的思考，這個過程所需的時間比你
想像中還要多，是正常不過的，因此，請預留充裕的時間。預留多少？每個團體不一
樣，基本上按著下面指引，直到能夠完成，大概都需要 4-6 節時間，每節 2.5-3.5 小時。

物資
請預備書寫工具和顏色筆做紀錄，報事貼 (Post-it)，A4 和 A3 白紙，讓你們寫下不同的重點和
核心價值，以完成指南裡的各個題目。若用電腦寫筆記，要保證先關調那些讓你們分心的訊
息。高度聚焦是非常重要。
訪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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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選出做帶領討論的主持，於開始時訂定訪談原則 ground rules，如下；
說明探索的目的，用途和貢獻；
鼓勵坦承分享，100%出席。
表達方式不是批判，而是為創造更好的未來而提出意見；




先為這個探索過程禱告，求聖靈啟示和引導。；
大家有平均的分享時間；



聆聽和尊重每一位的發言。

發掘之旅四步曲
它分為：第一部分 – 回顧歷史故事；第二部分 - 進深消化歷史故事；第三部分 – 篩選最後價
值清單；第四部分 – 跟進未完事件的跟進。

第一步 - 回顧歷史故事
(選取團體歷史中約 15-20 個片段)
1.

團體有自己的歷史，屬靈團體更是由人、服侍、事工和上帝的帶領交織而成，當中充滿
故事和事件，是參與其中的人的集體回憶，當中蘊含著許多感受、學習、發現…成為核
心價值的重要文本或線索。

2.

探索的第一步就是由團體一起回顧這些歷史片段。回顧歷史包含(若有)閱讀團體的文獻：
通訊、年報、網頁、推介資料、訪問、見證集、檔案、blog、網頁、週刊及禱告紀錄
等。
大家先有個人安靜時間 – 回顧和看資料，然後開始一起探索，找專人做文書，紀下所選
取的 15-20 個印象深刻的片段，這些片段，最好是已消化或處理好了的經歷，那會易於整
合你們的價值。可參考以下建議的範疇：
 創辦人或重要領袖分享過的團體異象故事；
 團體發展里程的經歷和故事；

3.





上帝過去的明顯帶領和介入等；
團體的高點，指興奮或嚮往的時段？
那些帶給團體正面影響和成長意義，影響著今天的你們等。

4.

在這個階段，你只需逐一列出來，並先以一句句子簡述每一個片段，毋須太在意當中的
細節，也不用太在意清單的長短。我們將會稍後再逐一細看這些片段。

5.

在回顧歷史故事，或會再碰及未解決的痛苦事件，先別將它們刪除，而是留在一旁，到
完成最後核心清單後，於第四步中再處理。因為每一個傷痛的背後，都是團體轉化的契
機，也需要通過對話和禱告，來拆除這些結，帶來釋放和醫治。

第二步 – 進深消化歷史故事
一起消化寫下來的片段。請先禱告，求聖靈光照你們的心思意念，然後將這 10-15 個印象最
深刻的片段，按著下面的問題反思和記錄，並簡單記錄一些重點：
1. 每個片段，讓大家想起細節和進行反思，可參考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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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人物及對話內容？




你對這些人和事當時的回應及感受？
你們當時的領悟，學習或重覆學的功課？





上帝最終的參與和祂說了甚麼？
這個片段對團體的重要性，形成了你們甚麼樣的價值觀？
你在重述這個片段時的感受和看法，與現今有何不同和發現？

2. 將片段用精簡、有代表性的短句子作紀錄
逐個片段，都整理一次，紀錄方式是- 片段，感受、想法、發現和有代表性的短句子， 可參
照以下圖表的寫法。

圖表一： 團體初步價值清單
(以某個屬靈群體為例子，只舉出其中三個價值的尋索及整合)
時間

簡述片段及內容

感受、想法、發現

2017 開 始
這個群體
聚會，當
時由 2 位
領袖有異
象開展。

2017 年，開展的領袖
XX 渴慕聖靈，常常教
導如何聆聽神，也帶
我們一起尋求，那時
好多深刻的神同在經
歷，例如…

2017-2020

成員先後都有過不少
家庭、健康或婚姻的
問題…但那時候，我
們算是分享得最深
入，關係最好，大家
成長得最快的時刻…

好感動，那是大家靈性最
好的時期，對比最近 2-3
年，卻發現漸漸變得靠自
己，失去了尋求聖靈的價
值了，大家回來多是閒話
家常，沒有太多深入分享
信仰和經歷，有點“雞
肋”的感覺…。
原來困難是我們成長的時
機，那時的禱告特別著
緊，大家都有不少信心經
歷，甚至在教會和其他組
群分享生命改變的體會和
經歷…大家都願意被調教
和改變，重視生命勝於服
侍。
如今的時局變得批判和分
隔，想起我們那時的彼此
欣賞，發掘大家的潛能和
召命，以同理心傾聽…舉
辦各種活動，想起都很開
心…

組 群 至 今 我們分享了好多困難
開始 5 年 和彼此支持的例子，
多了
也有一起服侍成員的
家人和同事，將愛心
分出去，更有不少彼
此欣賞和鼓勵的退
修，記起很多類似的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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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有代表性的短句
(若有，可加經文)
短句：尋求聖靈帶領
經文：但 保 惠 師 ， 就 是
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
的聖靈，他要將一切
的事指教你們，並且
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
們 所 說 的 一 切 話 。約十
四 26
短句：生命更新變化
經文「不要效法這個世
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
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
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
意。羅十二 2

短句：彼此愛的團契
經文：又要彼此相顧，激
發愛心，勉勵行善。來十
24

圖表一： 團體初步價值清單 (請寫下你們的整合)
時間

簡述片段及內容

感受、想法、發現

精簡、有代表性的短句
(若有，可加經文)

第三步 - 篩選最後價值清單
1.
2.

現在萬事俱備，你真正的核心價值就在你們面前，現在就一起來整合它們。
於完成了的以上的圖表一後，於團體初步價值清單中，選出或將同類型合併出不多於 8

3.

個的核心價值，以便容易記憶和推動。
由團體共同決定保留那 8 個，可以投票、共識或打分數(例如由最高分的排起)來篩選出最
後價值清單，然後填寫以下圖表二：團體最後價值清單。

圖表二： (篩選)團體最後價值清單
(以某個愛心相顧的屬靈群體為例子，只舉出其中三個價值的整合)
價值
第一
尋求聖靈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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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或內容、經文
定義--我們在內心深處向聖靈尋求明
確的指導。
經文：但 保 惠 師 ， 就 是 父 因 我
的 名 所 要 差 來 的 聖 靈 ，他 要
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
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
的 一 切 話 。約十四 26

應用
▪

我們以禱告開始所有的聚會

▪

在生活中學習尋求神

▪

每天靈修

▪

於聚會中一起尋求和辨別神的
心意

▪

黑暗無助時代，決意由解難轉
向尋求神

第二
成員生命更新

第三
彼此愛的團契

定義--我們心意更新而變化，學習像
神。
經文「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
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
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十二 2

▪

於生活和群體中，於人和事中
反思生命

▪

願意被調教和改變

▪

重視生命勝於服侍

▪

分享軟弱，真實守望

定義--我們互相鼓勵、建立和打氣， ▪
幫助大家在這個時代圍爐取暖，繼
續發光。
▪
經文：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
勉勵行善。」來十 24
▪

跟進列出天國文化相待的經
文，商討如何於團體實踐

▪

更多玩的時間和活動，在時局
下帶來活力和滋潤

學習欣賞式探詢，創造彼此欣
賞和感恩的文化
做 SHAPE，發掘彼此的潛能和
召命，成為彼此的鼓勵者。

看完上面的例子，你們可整合團體的核心價值了，請用以下圖表二來整理。

圖表二： (篩選)團體最後價值清單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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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或內容、經文

應用

另一個領袖和團體的參考例子： 戴德生 Hudson Taylor 與他屬靈群體的核心價值
1 願景：神的任何工作都有三個階段：首先是不可能，然後是困難，最後是完成。
2 信心：神的工作以神的方式完成，永遠不會缺少神的供應。
3 忠心：如果我們在小事上忠心，我們將獲得經驗和力量，這將有助於我們在生活中更
嚴重的考驗。
4 禱告：我們必須站在一個更高的思想層面上，並進行禱告，如果我們要走得對得起上
帝，並以任何合理的方式回應世界上的迫切需求。
5 指導：學會愛你的聖經。上帝不會撒謊，他不會誤導你，他不會失敗。
6 招募：為了招募工人，不需要刻意的求助，而是首先向神懇切的禱告，讓他激勵人參
與， 其次，深化教會的屬靈生活，使人不能呆在家裡。
7 犧牲：在基督的服務中，有什麼東西是花錢少而有價值的嗎？十字架不會得到舒適，
但會結出甜蜜的果實。
8 承諾：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而是基督。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claim everyone.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9 領導力：我常想，上帝讓我變得渺小，是為了顯示他是多麼偉大的上帝。一個小人物
想成為偉大的人並不難，但一個偉大的人想成為小人物卻很難。

恭喜！你們已完成這項偉大工程了。請緊記這個清單，或張貼在當眼之處，它會成為你團體
的重要指南和基石。關於日後如何跟進和應用，請參考第五章核心價值的應用和跟進。

第四步 -跟進未完結事件
1.

在第一步回顧歷史故事，你們可能會發現一些事件，是未完結的事 unfinish business, 例如

2.

是不想回望的分裂事件或是嚴重卻未處理的衝突事件。
在這個部分，無論你們是否主角之一或只是風聞過，都可以參與「了結」這些事的過
程，以便守望和醫治當中的人和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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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你們仍然需要一個舒適、安全、不受打擾的環境，讓你可以安心回想和禱告。過程中可
能會牽動一些回憶和情緒，讓大家能夠坦誠回想當時的場景和感受，一起從心對話，釋
放情緒。
因為每一個傷痛的背後，都是團體轉化的契機，也需要通過對話和禱告，來拆除這些
結，帶來釋放和醫治。
情緒不走，理性不來。處理完情緒，可以反思一下需要在哪些事上成長，上帝教導了甚
麼功課，讓這些負面的經歷成為學習的機會。
Every hurt has a holy purpose, 只要你們能從神那裡得著新的眼光和意義，那麼，你再看
這些負面經歷時，感受或看法就不再一樣，這些不堪的經歷變成為你們效力，像聖經所
說，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羅八 28 )。

二、專業版 – 邀請領袖帶領研究
專業版比較複雜，需要有研究經驗的領袖或專責組來設計、探索、紀錄和整合。它適合較大
型的機構或堂會，約 300 人以上，但需要有整合能力和付出時間的領袖來牽頭，有質性研究
經驗就更加理想。它是比較專業，能讓更多持份者參與，也較能由下而上。實際操作，可參
考筆者的另一本質性研究報告：賴淑芬。《核心價值 - 事工導航與傳承》。(香港：基督教關
懷無家者協會，2020 年 12 月 e 版)。可在以下網頁下載。
https://www.leadersbedoing.net/%E5%B7%A5%E5%85%B7

擬定整個設計及時間表
流程
建議於發掘團體價值之先，先擬定整個流程，下面將配合練習形式來讓大家一步一步地發掘
團體核心價值：

一、共識團體價值的目

二、回顧歷史文獻及約談

三、找出初步核心價值清單

的，預備大家參與

資深領袖

作篩選

目的和用途
方法
誰會參與

各類出版
祈禱紀錄
歷史及里程碑

訪問資深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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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於 12 個價值
翻看各類文獻 + 訪問資深
領袖 + 專責組共識出來

四、共識和整合最後清

五、核心價值清單應用

單

和跟進

擬定訪談內容和題目

可由核心領袖計劃

聚焦小組或訪談對象

於團體報告及咨詢

8

時間表
例子：發掘( 團體名稱 ) 核心價值時間表：1/2022-3/2022 合共 3 個月
日期

任務

1月








成立專責組
目標及用途
方法及對象
回顧文獻資料
訪問資深領袖
共識初步價值清單

2月





擬定問卷內容
擬定訪談原則
訪談安排，例如分成 4 個聚焦小組

3月







分析問卷和訪談內容
專責組討論
整合最後價值清單
對團體公佈，搜集回應和修訂
共識日後跟進及執行

第一步-共識發掘團體核心價值目的
著名的博客 blogger Simon Sinek 說，先問「為什麼 Why 」是一個團體或個人傳達最重要資訊
的開始，因為它能激發他人行動背後的原因。從 「為什麼 why」開始能助我們如何訂立目的，
以及存在的原因和回應。所以，開始發掘過程，先共識目的，才處理怎樣和甚麼等問題。
若是於小組進行，那可以讓所有人參與整個發掘過程，但人數不多於 8 人為佳，以確保每個
人都有足夠的發言機會。若是教會或機構，人數較多，那就需要由高層牽頭，另外加入不同
層次的成員組成專責組來推行。而專責組要先討論和共識發掘核心價值以下的重要問題：
目的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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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用於未來決策、找同心同行的價值藍本、找回上帝給團體的法則作為依據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採用甚麼方法？
例子：訪談每次 6 個人，每組成員背景，每次約為 2 小時內，安排專人做紀錄和分析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誰會參與？
例子：教會包含弟兄姊妹、執事、同工、顧問、長老和領袖，最好有不同年資的代表參與，
而其中有三份二是 5 年或以上為佳，他們更能瞭解團體歷史，較能提出價值清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步-回顧歷史文獻及約談資深領袖
翻看各類文獻
每一個團體都有其歷史和故事，只要整理和歸納，就能整理出核心價值清單的初稿。故先參
考團體由開始至今的資料，包括閱讀團體的文獻：通訊、年報、網頁、推介資料、訪問、見
證集、檔案、blog、網頁、週刊及禱告紀錄等，從而歸納出核心價值清單的初稿。要注意：
 最少以 2-3 人共同檢示文獻和討論，增加客觀性。
 翻看你的團體日曆，看看什麼類型的會議和活動被優先考慮，看看你的支出，考慮
哪些領域得到了最多的資源，我們的精力和資金的流出顯示了我們的價值觀，表明
什麼是真正重要的。
整合文獻得出初步核心價值清單：

訪問資深領袖
 訪問最少 2 位資深領袖來整理出初步核心價值清單。向他們探詢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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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祈禱特別領受？
歷史及里程碑為何？






團體已有的核心價值？
上帝在成員的生命和團體發展歷程中，形成了甚麼價值？
這些價值與聖經教導的關係如何？`
它於團體的具體實踐為何？



從翻看各類文獻和訪問資深領袖後，就整理最後初步清單，要留意：


清單初稿的核心價值最好不超過 12 個，以便容易進行篩選。




清單要先由專責組共識。
清單初稿可供下一步的 a. 確認，b. 篩選和 c. 擬定訪問大綱。

整合約談資深領袖得出的初步核心價值清單：

翻看各類文獻 + 訪問資深領袖 + 專責組共識
綜合初步核心價值清單：

例子，以某扶貧基督教機構為例，於翻看各類文獻 + 訪問資深領袖 + 專責組共識後，最後共
識了合共十個核心價值。
第一、委身實踐神旨意 (上帝旨意)
第二、委身工作和生命更新 (工作與生命)
第三、建立愛神愛人的天國文化 (天國文化)
第四、培育成員於崗位承接使命 (培育成員)
第五、傳承教會服侍貧窮人 (教會服侍窮人)
第六、實踐全人關懷服侍 (全人關懷)
第七、按神旨意回應貧窮不公義 (貧窮不公義)
第八、尊榮和發展貧困者 (發展受助者)
第九、以分享異象為本的屬靈籌募 (屬靈籌募)
第十、於不同地域發展事工。(國際化)13

第三步-找出初步清單以作篩選
1. 擬定訪談內容和題目
將以上初步價值清單，設計成一份問卷，每位接受訪談的組員都填一份，以便最後的整合。
問卷例子如下，可作參考及按團體需要來修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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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淑芬。《核心價值 – 事工導航與傳承》。(香港：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2020 年 12 月 e 版)。

( 團體名稱 )
核心價值 訪談大綱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受訪者姓名(參與年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份：訪談小組，請受訪成員於第一部份打分數及就第二部份討論的題目來分享
一、按著你對團體的印象，請圈出你給予以下核心價值的分數。

第一部份 核心價值
1.
2.
3.
4.

打分

5.

1. 委身實踐神旨意

1

2

3

4

5

2. 承傳教會服侍貧窮人

1

2

3

4

5

3. 以分享異象為本的屬靈籌募

1

2

3

4

5

4. 委身工作和生命更新

1

2

3

4

5

5. 培育領袖於崗位承接使命

1

2

3

4

5

6. 建立愛神愛人的天國文化

1

2

3

4

5

7. 尊榮和發展受助者

1

2

3

4

5

8. 按神旨意回應貧窮不公義

1

2

3

4

5

9. 實踐全人關懷的服侍

1

2

3

4

5

10. 將事工帶到不同國家

1

2

3

4

5

11. 其他(列出)

1

2

3

4

5

第二部份 開放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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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圈出你的分數：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一般
重要
非常重要

一、分享對每個價值的看法和認同程度？
二、團體如何實踐這些價值，效果如何？
三、有何改善建議？

例子：核心價值打分而得出的核心價值排位，從以下便可得出最高分的核心價值，以評分來
作出篩選，保留最高分的項目。
核心價值項目
分數記錄

訪談組 1 訪談組 2 訪談組 3 訪談組 4
1-5 分
1-5 分
1-5 分
1-5 分

每個價值總分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2. 聚焦小組或訪談對象
採用甚麼方法？
例子：訪談每次 6 個人，每組成份，每次 2 小時內，安排專人做紀錄和分析等。
誰會參與？
若能包括不同持份者，特別將來會一起推動核心價值的人士，就是最具代表性的。
例子：教會包含弟兄姊妹、執事、同工、顧問、長老和領袖，最好有不同年資的代表參與，
而其中有三份二是 5 年或以上為佳。
訪談進行
分為就價值項目打分的第一部份和討論問題的第二部份，討論形式較為彈性，容許自由回
應，以致能探索到豐富和詳盡的資料。
訪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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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做帶領討論的主持，需要於開場時說明一些訪談原則或任務 ground rules：







說明問卷的目的，用途和貢獻；
鼓勵坦承分享；
表達方式不是批判，而是為創造更好的未來而提出意見；
先禱告預備參與的心；
大家有平均的分享時間；



聆聽和尊重每一位的發言。

第四步-共識和整合最後核心價值清單




再以上面某扶貧基督教機構為例，於翻看各類文獻 + 訪問資深領袖 + 專責組共識後，最
後共識了合共十個核心價值，最後以分數排列來保留了八個核心價值，按打分刪除了兩
個核心價值。
及後整合各訪談小組意見，將清單、定義、內容和執行整理出來，最好每個核心價值都
有獨立整理。以下是其中兩個核心價值例子，以作參考。

第一、委身實踐神旨意(上帝旨意)
經文

定義

「沒有異象(或作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 (箴廿
九 18)
「願您的國降臨。願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 10)
屬靈領導的首要目標是要把人從目前的地方，帶到神要他們去的地方，把人帶
向神的計劃和目標。這是九個核心價值中最重要的。而聖經是明辨上帝旨意的
最高參考。

內容

一、團體的事工運作和存在，都是活出聖經，以尋求和實踐神心意為最高
和終極的目標。
二、成員以身作則，帶領隊工明辨，印證和實踐神的旨意。
三、尋求方式以個人和集體聆聽雙軌並行。
四、於不同處境中辨別神的心意來回應及發展。
五、透過文字、日常操練和教導，向隊工傳遞尋求神旨意。

實踐

一、福音部主力推動。
二、領袖將尋求的氛圍融入日常的運作中。
三、尋求形式包括：年度計劃、通宵禱告、部門的會議和退修、祈禱與退修。
四、開展事工時，先尋求，再於團隊共識，就能經歷神的帶領和供應。
五、遇到危機、特別需要或問題，在尋求中辨別神的引導。

第二、 委身工作和生命的更新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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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 2)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
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詩一三九 23-24)

定義

「先有生命、才有事奉」。上帝最關心的，不是成員做甚麼(doing)，而是他的生命
如何(being)。真實的事奉果效，是由生命的質素來決定。影響力是由內裡的生命湧
出來的，Ministering from inside out。

內容

一、先有生命才有事奉，追求像主的品格，要更新的生命才能由內而外，產生影
響力，活出有效的服侍。
二、不斷更新事奉動機，讓生命更自由，更能貼近和與主同工。
三、生命影響生命，隊工的生命更新，會帶動著受助者和團體的成長。
四、我們不單是僕人，追求與主親密的同工關係。(約十五 12-17)
五、委身讀聖經，活出真理和生命轉化。

實踐

第一、鼓勵成員親近神、更多安靜和內省。
第二、領袖以生命示範，包括品格、與神關係及實踐真理。
第三、內部活動包括：團契和分享、見證分享、日常的互相守望和提醒、通宵禱
告、早禱會、個別守望小組、不定期的成長小組、遇見神營會、個人牧養
等。
第四、外出活動包括安排成員外出參加不同團體的生命成長課程，例如天梯使
團、各間神學院課程等。也讓同工進修相關的社工課程，提升工作質素。

第五章 核心價值的應用和跟進
你的信念成為你的思想，你的思想成為你的話語，
你的話語成為你的行動，你的行動成為你的常規，
你的常規成為你的價值，你的價值成為你的命定。
聖雄甘地


整理好最後的價值清單，定義、內容和執行後，就可以共識日後如何於團體內推動了。

價值清單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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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資深隊工的經驗結晶，成為重要傳承，讓人清晰了解，從而跟從上帝的帶領。
讓價值成為基礎，團結隊工同心合一地服侍。推動異象，背後需要有共同價值，也
指出決策的原則和底線。




成為人事的參考，包括將來招聘和提升成員、委任董事、尋找伙伴等的參考指標。
讓有意加入團體的人或伙伴知道自己與團體的核心價值是否吻合，再決定委身。以
免空跑一場，更甚造成衝突，傷痕纍纍地分手。



這本指南也成為培育成員的參考，以此作為培訓的終極目標，幫助同工的生命和服
侍展現出這些核心價值。

推動的對象
各個持份者，會受到價值清單影響的人，現在或將來加入的人及伙伴。
推動形式



文字記錄，作為傳遞、訓練和推介之用。
由於核心價值是團體重中之重，建議有專門負責的人或小組持續推動和檢討，最適
合是由高層領袖牽頭。



傳遞的創意方法：可以有多樣化的方法，包括講道、講故事、單張、電子書、討
論、錄影、圖畫、標誌、活動、歌曲、話劇、海報、大使代表、新同工導論、身
教、師博、處境或歷奇、工作評估表等。



日後採用甚麼創意傳遞的方法，有待專責團隊設計。建議諮詢同工，盡量讓不同年
代的同工參與，增加創意和投入感。

定期修訂
隨著上帝在不同季節的帶領和時代的不同挑戰，指南可作為將來修訂的範本。

最後叮嚀
最後，寫這本指引，是因為看到價值的重要性，是因為發覺華人不太重視，也缺乏這類支援
的工具和指南。我的心願是這本指引能幫助領袖和團體發掘自己的核心價值，讓上帝過去的
帶領和塑造，成為我們的“命脈”，特別成為這個複雜多變世代的指南針。除非我們站穩了，
不然，我們又如何在這個彎曲乖謬的世代中，作神沒有瑕疵的兒女…在這世代中發光，好像
天上的光體一樣，把生命的道顯揚出來，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可以誇耀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
勞？( 腓 2:15-16 )
每個團隊的核心價值形成都是經年累月的，發掘核心價值的態度需要像發掘寶藏，需要時間
和心力，莫大的忍耐和堅持。勉勵每一位讀者都願意投放心力來尋找你團隊的核心價值，像
聖經提及尋找寶藏和珠子的比喻，「天國好比寶貝藏在地裡，人發現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
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天國又好比商人尋找好的珍珠，發現一顆貴重的珍珠，
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下這顆珍珠。」太十三 45-46。團體的核心價值是無價寶，讓神的
國度在地上實踐，比珍珠還要珍貴，但需要有人付出發掘它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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