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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ck? Surviving? Or Thriving?

—迎向教會翻轉

NTPC 2015

佘亞弘

Chinatown Syndrome

如何面對

周遭世界急遽改變下的教會處境？

研習會議題

� 系統之美—教會翻轉轉機之起點

� 教會更新與組織生命週期

� 組織文化健康化—教會翻轉的基礎、方法

與結果

� 組織領導力—本次學習之探討焦點

系統之美—

教會翻轉轉機之起點

突破直線性思考

進入系統思考的世界

突破組織領導力瓶頸的開始

今日之領導挑戰

� 複雜性 Complexity 

� 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 模稜兩可/模糊性 Ambig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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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思考 (Systems Thinking)

—見林見樹

關鍵的第五項修練

縱觀歷史、綜觀全局

斷裂破碎 Fragmentation

斷裂破碎目前正廣泛地擴散中，不

僅遍及社會，也深入個人及生活。

這導致人心智思想普遍地困擾，造

成無數的問題，影響我們清楚感知

的能力。嚴重到一個地步，已妨礙

我們解決大多數問題的能力。

- David Bohm

For fragmentation is now widespread, 

not only throughout society, but also in 

each individual; and this is leading to a 

kind of general confusion of the mind, 

which creates an endless series of 

problems and interferes with our clarity 

of perception so seriously as to prevent 

us from being able to solve most of 

them.          - David Bohm

WHY 系統思考

� 當代思想的主流—分割再組合。處理複雜

計畫，有其必要性。

� 但分割會是我們喪失更深入觀察整體形成

的要素—組成分子之間整體的互動關係，

以及其所形成的複雜現象。

� Dynamic Complexity互動動力複雜性/動態性

複雜—即使兩三個變數，已能使系統複雜

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 未洞察「動態性複雜」時

� 會抵消個人或群體改善問題的所有努力

� 會「誘使」我們

�捨本逐末

�避重就輕

�愈治愈糟

�一再犯錯

�甚至興奮而努力地製造共同的悲劇

原因

� 大部分的動態性複雜是處於緩慢漸變的過

程，極不易察覺。

� 即使察覺，不是為時已晚，就是不知如何

有效處理。

� 例子

� 交通是突然壅塞的嗎

� 婚姻是突然變糟的嗎

� 孩子是突然變壞的嗎

� 教會是突然老化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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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 整體互動中令人難以捉摸、相互增強/抑制，與

相互影響因素間平衡的非線性關係

� 時間滯延 Delay

� Perfect Storm完美風暴產生的前夕

本、末、先、後

輕、重、緩、急

找尋組織與群體事奉的焦點

深入思考複雜變化背後的本質—

整體動態運作的基本機制

第五項修練的微妙法則

� Today’s problems come from yesterday’s 

“solutions.” 

今日的問題來自昨日的解

例：由別的宗派聘請牧師，但新聘牧師不適

應本教會體制與文化時

� The harder you push, the harder the system 

pushes back.

愈用力推，系統反彈力量愈大

例：教會人數不增加，便努力辦活動、聚會

� Behaviors grows better before it grows worse.

漸糟之前先漸好

例：續前項，形成辦活動的文化，當沒人

辦或節目不吸引人時

� The easy way out usually leads back in.

顯而易見的解往往無效

例：辦聚會拿手，就繼續辦活動

� The cure can b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對策可能比問題更糟

例：沒有全職牧者，靠請講員過日子

� Faster is slower.

欲速則不達

例：成長有一定速度，需時間，靠辦聚會

解決問題

� Cause and effect are not closely related in time 
and space.
因與果在時空上並不緊密相連

例：聚會場地不夠，只考慮增蓋禮拜堂

� Small changes can produce big results—but 
the areas of highest leverage are often the least 
obvious.
小改變以至大結果—尋找小而有效的高槓
桿解

例：溝通不良—增加認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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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but not 

at once.

魚與熊掌可以兼得，但不同時

例：門徒塑造訓練耗時，但結果…教會較

健全的發展

� Dividing an elephant in half does not produce 

two small elephants.

不可分割的整體性

例：孩子當作附屬，未視其為正式會員。

托嬰心態 Babysitting Mentality

� There is no blame.

別怪誰，沒有絕對的內外

系統思考的底線是效能

The bottom line of systems thinking 

is “Leverage.”

把創造力放在系統的

高槓桿解/高效能解

─找到關鍵處

縱觀歷史—

系統思考的一個工具

北美華人移民史三時期

� The First Settlers Era 早期移居時期

� 美國 c.1848 - 1882

� 加拿大 c.1850 - 1887

� The Chinese Exclusion Era 排華時期

� 美國 1882 - (1943) 1964

� 加拿大 1887 – (1947) 1967

北美華人移民史三時期

� The New Immigration and Fusion Era 
新移民及融合時期

� 美國 after 1964

� 加拿大 after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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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特別關鍵的年代

� 1960年代末期，中國以外之華人移民開始

擁入，特別是來自台灣及港澳者

� 1943 美國的排華法案廢除，但於1964 才將每年

105名額之移民配額大幅調整。

� 加拿大於1947 廢除排華法案，1967 開始點數系

統。

� 在華人大量移民之前，留學生為主

� 1971台灣國民政府被迫退出聯合國，以及

之後美國與加拿大相繼和中國建交。

一些特別關鍵的年代

� 1978 中國改革開放

� 另一波移民朝

� 華人社區人文面貌改變

� 1989 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的結束

� 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 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全球化—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的全球相互衝擊

影響。

�全球化不是一個現象，或是一些會過時的趨

勢。它是一個國際性涵蓋各邦國的系統。

一些特別關鍵的年代

� 1989 天安門事件

� 整個中國大陸更以經濟開放為主導，沿海及大

城市的繁榮

� 中國大陸民運份子、商人、學生、各種移民往

世界各處去

� 中國新興的另類家庭教會

� 歐盟的擴大、整合，同質性的增加

� 中國的繼續改革開放，經濟、政治實力的

累積

一些特別關鍵的年代

� 1997 香港回歸中國以後

� 香港移民潮之逆向回流

� 另一波中國人的大遷徙

� 1997 亞洲金融風暴

� “超級市場”效應

一些特別關鍵的年代

� 2001 911

� 不同文明間之對立線改變—由明顯的疆界到

無疆界的遠方近處

� 2003 SARS 非典風暴

� 恐懼、隔離、劃清界線、保護

� 2008, 2010 北京奧運、上海世博

� 強權崛起—新世紀的中國

� 從今往後

� 超級經濟移民、政治移民、環境移民

Fragile—移民教會的生存本質

與北美華人教會相關之因

「人」、「錢」、「物」的流動

皆牽動北美華人教會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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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北美華人教會發展

 

1960    1970    1980   1990            2010 

查經班時期   

教會成立初期 

教會穩定、擴展、轉型、或停滯期 

北美華人教會

� 早期移民及後裔之華埠教會—Chinatown 

Churches

� 查經班及非華埠教會—Bible Study Groups 

(BSG) and Non-Chinatown Churches

� 市郊華人教會

� 市郊華埠教會—Suburban Chinatown 

Churches

移民擁入時期華人教會

� 緣起查經班

� 美國—學生、學者至專業人士的組成，在

幾個大都會，則加上移民

加拿大—學生、學者加上移民

� 次文化衝擊教會及其融合過程

� 不同華人次文化/背景

� 不同宗派、信仰傳統背景

� 中英文接棒一代之領導力的成熟度及承擔

力

� 接棒者培育的被忽略，或未能有舞台操練

� 看的多，實際擔綱的少

� 在北美文化中長大的一代—英語為主要語言

� 中文堂會近期之新血—

�有中國大陸來的初信者 ↑，無 ↓

�年齡層涵蓋老中青

北美城市變遷的四個特點

� 群眾對象的變遷

� 家庭結構的變遷

� 華人社區的變遷

� 思想型態的變遷

北美牧會中的八個張力 Tensions

� “新”群體加入教會所帶來的張力

� “傳統” vs “現代”敬拜的張力

� 牧者領導方式與會眾期望間的張力

� 靈恩運動間接所帶來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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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結構組織與現實需要不能銜接所帶來

的張力

� 多元會眾之間所帶來的張力

� 教會領導模式變遷所帶來的張力

� 會友靈命長幼不一及需要不同帶來的張力

�林祥源牧師

北美華人教會現況中的挑戰一

多重文化中的世代交接、薪火相傳

� 當家的一代仍然健康、靈力充沛，似乎未

到交棒之時

� 成熟、穩定、專精、有多方恩賜

� 華人「大家長」「父權」影響，交棒是「有聲

無影」

� 中文接棒一代—可能成為被跳過的一代

華人教會世代交替中之領導傳承
1940         1960       1980             2010 

 

  

 

 

 

 

 

 

 

 

 

 

 

披荊斬棘的Builder及
Boomer世代 
減弱中的主要領導層 

 

中文承接/預備承
接的 Boomer或
1

st
 PMer 世代 

領導力 Leadership 

英文承接/預備承

接的 1
st
 PMer 或

Boomer世代 

北美華人教會現況中的挑戰二

中西文化交鋒下的英文事工

� 華人教會定位關鍵心智模式

� 一個教會，數個不同語言堂會或是

� 一個屋簷下，數個不同教會

近代北美華人教會的變化

 

1960     1970    1980     1990         2010 

連根拔起移植、 
披荊斬棘的年代 

穩定成長、成熟增殖、 
分裂擾嚷、成員換血的年代 

主日學、Nursery 
Baby-Sitting的年代 

沉默出走、徬徨尋找定位、 
自尋出路、承接使命的年代 

近代移民的第一代 

CBA’s & CBC’s 

北美社會變化與世代交替
 

1940         1960       1980          2000 

 

 

 

 

 

 

 

 
 

 

 

 
Builders 

現代主義之影響 
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之影響 
Postmodernism 

Baby  
Boomers 

Gen Xers 
First PMers 

北美社會之變化 

美國之世代交替 

Millennials 
Next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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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華人教會現況中的挑戰二

� 英文事工/英文堂的發展關鍵

� 核心領導者的出現

� 18歲以上會眾群體的投入和穩定性，特別關鍵

的是25-45的這一群在追求事業建立、養兒育女

階段的人

� 經濟實力

� 進入社區的橋樑

近代北美教會成員之文化背景
來自台港澳者為例

1940         1960       1980             2010 

 

 

 

 

 

 

 
 

 

 

 

現代主義之影響 
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之影響 
Postmodernism 

華人文化為主要影響源 
近代移民第一代—20歲以後來北美者 

Creative Middle創意的中間聯結環 
例：Teen年代赴北美者 

西方文化為主要影響源 

CBA’s and CBC’s 

Jimmy Long’s 颶風類比修改

後現代的社會

1st PMer 世代

禧年世代

華人傳統文化

北美西方文化

北美華人教會現況中的挑戰二

� 中英文堂會間的張力

� 領導模式、領導體制

�決策方式

�溝通

� 資源的整合、分配

北美華人教會現況中的挑戰三

� 台灣、香港移民潮的急遽減弱、逆轉

� 事工對象相對減少

� 中文會眾老化

� 教會事奉人力資源缺乏

� 中文堂主導的教會，教會核心領袖退休，特別

是傳教師/牧師，教會中文事工（甚至是整個教

會），面臨核心領導真空

�面臨領導模式是否要轉變為團對/群體領導

北美華人教會現況中的挑戰四

大環境中的因素

� 遷徙Migration，行動力 Mobility

� 可接觸的時間大幅縮短—領人歸主、門徒栽

培、領袖塑造、教會建造﹝生命共同體的營

建 Community Building﹞

� 委身 Commitments、榜樣、紮根

� 超負荷之生活方式 Overload Lifestyles

� 可及性 Availability

� 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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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夢/加國夢的追求

� 同鄉會/社團功能超越教會的本質

� 後現代及各個世代之差異，是領導所需面

對議題。

� 價值觀、倫理、道德相對化

� 基督教文化邊緣化

� 基督信仰則復興及衰退互見

� 領導之複雜度極高

� 異教之風的興盛—那一個神？

對教牧而言

系統思考的根源

神永恆的旨意與計畫

教會更新與組織生命週期

佘亞弘

教會作為一組織—

不斷改變的生態

你我必須有的認知

北美華人查經班/教會初創原因

� 需要型的發展—從原居地至北美，需要共同

語言、文化敬拜的信仰延續、屬靈生命成長、

同胞同得福音好處

� 創業型的發展—具部分上述原因

� 事業擴大型的發展— 70年代後，教會增長

運動影響下的植堂運動

� 被迫型發展—教會分裂

� 策略發展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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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教會世代交替中之領導傳承
1940         1960       1980             2010 

 

  

 

 

 

 

 

 

 

 

 

 

 

披荊斬棘的Builder及
Boomer世代 
減弱中的主要領導層 

 

中文承接/預備承
接的 Boomer或
1

st
 PMer 世代 

領導力 Leadership 

英文承接/預備承
接的 1

st
 PMer 或

Boomer世代 

交棒

機制缺乏

不良

領導力

僵化

老化

組織發展生命週期
Organizational Life-Cycles

Ichak Adizes

四種管理角色型態

留意下列描述的四種管理角色型態，盡可能

辨認在你的組織中成員所屬類別

生產者 Producer

� 保持忙碌與專注。 Stay busy and focused

� 寧可做事，不要開會。

Rather work than go to meetings

� 沒有時間處理檔案或計畫。

No time for filing or planning

� 寧可自己單獨做。 Rather work alone

� 把事情完成。 Gets things done

治理者Administrator

� 喜歡去組織、規則、系統與程序。

Like to organize; rules, systems and 

procedures

� 專注於我們怎麼做我們的工作。

Focus on how we do our work

� 確定我們將事情做的對。

Make sure we are doing things right

創業者 Entrepreneur

� 思考者與冒險家。

Thinkers and risk-takers

� 為未來創造並發展思考點子。

Create and develop ideas for the future

� 充滿精力與熱忱。

Energetic and enthusiastic

� 總是在行動，開始新事務。

Always on the move and starting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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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者 Integrator

� 將人們結合在一起，幫助他們有參與感。

Bring people together and help them feel 

involved

� 專注於誰有份協助，與我們一起做並探

討做的如何。

Focus on who is helping and how well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此四角色的組織中定義
Organizational Definitions of four styles

1. 生產—結果 Productivity – Results 

2. 管理/治理—維繫一起

Administration – Keep it together

（運作良好、協調良好 well-run and well-

coordinated）

此四角色的組織中定義
Organizational Definitions of four styles

3. 創始—狂熱 Entrepreneurial – Zeal 

（可調適 adaptable; 創意和冒風險 creative 

& risk-taking）

4. 整合—過程中隨時間的發展趨於一致性

Integration – Consistency over time

（超越任何一位領袖的生命期 for a 

lifespan longer than any key leader）

組織生命週期發展圖

戀史

戀愛交往

嬰兒期

奮力向前

青少年

黃金時期

成熟穩定

貴冑化

初期官僚

官僚

死亡

離婚

提前老化

未實現

的創業

創建者或

家族包袱

夭折

組織生命週期的各階段
Stages in the Lifecycle

1. paEi—戀愛交往 Courtship

新點子的產生 Ideas emerging

創造 CREATING

挑戰:  被放棄的點子 aborted ideas 失戀

2. Paei—嬰兒期 Infant

工作產生了，風險 Task generated, risk 

努力做 DOING

挑戰: 夭折 infant mortality

組織發展生命週期的各階段

3. PaEi—奮力向前 Go-Go

專注於「機會」 Opportunity centered

擴展 EXPANSION

挑戰: 創建者的包袱/陷阱 founder’s trap

4. pAEi—青少年期 Adolescent

成長速率減緩 Cool off growth rate 

鞏固、強化 CONSOLIDATION

挑戰: 離婚，甩去一些工作 divorce, spin 

off new Pa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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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發展生命週期的各階段

5. PAEi—黃金年華 Prime
結果導向 Results orientation 
效率 EFFICIENCY
挑戰: 維持高峰 maintaining Prime

6. PAeI—成熟穩定 Mature
衰退的前期 Period of decline 
失去熱誠 LOSS OF ZEAL
挑戰:需要新挑戰；創業精神
entrepreneurship

組織發展生命週期的各階段

7. pAeI—貴冑化、特殊階級化 Aristocratic

Finzi-Contini Syndrome 

活在輝煌的過去 LIVING BACK

假設過去的成就，未來將持續 Assuming 

past record will ensure future continuation

8. -A-I—初期官僚 Early Bureaucracy

絕望前最後一博 Desperation measures 

努力掙扎 IN-FIGHTING

個別存活 Individual survival

組織發展生命週期的各階段

9. -A-- 官僚 Bureaucracy
僅能維持生存 Survival mode only
無效徒勞 FUTILITY
沒有什麼事能被完成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10. ---- 死亡 Death

北美華人查經班/教會初創原因

� 需要型的發展—從原居地至北美，需要共同

語言、文化敬拜的信仰延續、屬靈生命成長、

同胞同得福音好處

� 創業型的發展—具部分上述原因

� 事業擴大型的發展— 70年代後，教會增長

運動影響下的植堂運動

� 被迫型發展—教會分裂

� 策略發展型發展？？

創建初期的發展生命期

� 不同創建型態，不同的動力，造成開始時

已進入生命週期圖中不同時期

� 需要型/創業型—大致可以以週期圖考量

� 事業擴大型— 3 – 8 皆有可能成為一開始的

進入的生命期。原因—植堂是「複製」母

堂，不過會經歷「類似開創」的過程，當

然包括「好」與「壞」

� 被迫型— 1 – 8 皆有可能。「複製」與反

「複製」的危機

你的教會/教會系統/機構，

目前在那一生命時期？

你參與的主要事工目前在哪一

生命時期？

思考一下

為什麼你這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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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中需要的考量

� 組織中的組織—教會中的團契、小組、查

經班的運作

� 不同生命週期的交鋒

大組織↑或↓  vs.  小組織↑或↓

� 不同小組之間的協調、相互學習或競爭

� 組織↑動力（生命力）的維持 Sustaining

� 各層面領袖的選召與成全發展（leadership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 領導承傳與交棒（leadership transitions）

� 核心價值的承傳

� 穩定與改變之間的張力（ Stability vs. 

Change)

� 不斷持續的改變—讓上帝也瘋狂（到底要變什

麼)

� 不改變的穩定—讓上帝也傷心（維持老套)

� 核心價值 vs. 策略發展

� 掌握創造性張力—領導藝術

Handling Creative Tension─Leadership Art

成長 vs. 老化

戀史

戀愛交往

嬰兒期

奮力向前

青少年

黃金時期

成熟穩定

貴冑化

初期官僚

官僚

死亡

離婚

提前老化

未實現

的創業

創建者或

家族包袱

夭折

成長 老化

成長的組織與老化組織之比較
Growing Org vs. Aging Org

� 個人成功 Personal success 緣起於敢冒風險
taking risk

� 個人成功緣起於規避風險 avoiding risk

� 期望超於結果 Expectations exceed results

� 結果超於期望Results exceed expectations

� 缺乏資源 Resources poor

� 資源豐富 Resources rich

� 強調功能多於形式 function over form

� 強調形式多於功能 form over function

� 始於做什麼和為什麼做

From what and why to do

� 到如何做和誰做

To how to do and who did it

� 人們致力於對組織的貢獻，不關注他們個

性差異

People are kept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organization in spite of their personalities

� 人們致力於關注他們個性差異，不在乎個

人對組織的貢獻

People are kept for their personalities in spite 

of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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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明確禁止的，什麼事都是許可的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unless expressly 

forbidden

� 除了明確許可的，什麼事都是禁止的

Everything is forbidden, unless expressly 

permitted

� 問題 problems 被當作機會 opportunities 來看

� 機會 opportunities被當作問題 problems 來看

� 政治力量是在市場與銷售部門（第一線事

工）

Political power is with the marketing and sales 

departments (Frontline Ministries)

� 政治力量是在會計、財務、法律部門（總

部辦公室）

Political power is with the accounting, finance 

and legal department (Home Office)

� 第一線發指令（第一線事工）

Line calls the shots (Frontline Ministers)

� 總部員工發指令（長執會與牧師室）

Corporate staff calls the shots (Boards and 

Pastoral Office)

� 權柄跟不上責任 Responsibilities is not 

matched with authority

� 權柄多過於責任Authority is not matched 

with responsibilities

� 管理功能掌控組織

Management controls the organization

� 組織掌控管理功能

The organization controls management

� 管理功能驅動動量

Management drives the momentum

� 管理功能被慣性/惰性牽動

Management is driven by the inertia

� 領導的改變能引致組織行為的改變

Change in leadership can lead to change in the 

organization’s behavior

� 系統的改變是引發組織行為改變需要的

Change in the system is necessary to cause a 

change in the organization’s behavior

� 需要顧問 Consultants are needed

� 需要“受辱者”“Insultants” are needed

� 從銷售導向（全民事奉導向）

From sales orientation (people ministry 

orientation)

� 到收益考量（教會事工/節目導向）

To profit preoccupation (church ministry/ 

program orientation)

� 從不斷加值的目標 From value added goals

� 到政治遊戲 To political gamesm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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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老化的速度—

常在你意料之外

開創反S走向—組織生命再創、更新

B

A
混亂期

教會/機構生命更新

� 今日領袖必須學習的功課—不斷的更新，卻

有終極的對焦，也就神的國降臨，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 領導 Leadership 對聖靈帶領的敏銳，依靠聖

靈，讓聖靈當家，學會乘於聖靈的浪頭之上。

� 需要四類不同型態（不同全人恩賜、個性特

質）的人的結合，相輔相成，彼此成全，一

起努力。

� 留意組織文化，改變惡質文化，建構一起

學習的文化。

� 敏感於組織結構隨時間、情境所需的彈性

變化，並能有效的調適，甚至重組。

� 外在環境驅使，你我可能要學的是—完成

時代/世代性任務時，功成身退；或成為渠

道、轉戰，開啟另一新紀元。

� Strive from good to great, and build to last.

組織生命的更新—

考驗領袖們的學識、見識、膽識，

以及他們的僕人領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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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文化健康化—教會翻轉的

基礎、方法與結果

佘亞弘

組織領導中的第四個 C

� Culture

� Character

� Competency

� Chemistry

組織文化─簡介

� 定義:

� 一個群體共享/有的假設、信念、“通常的行

為”。

Shared assumptions, beliefs, and “normal 

behaviours” of a group.

� 在人們如何生活與行動上，前述定義中項

目，非常有力地影響他們，這些項目還影

響這群人規範對他們來說什麼是「正常

的」，當「不正常」出現時，它們影響這

些人展現要如何制裁。

� 至相當程度，我們「做什麼」與「如何做」

是由我們的文化來決定。

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

� 組織文化是心智的集體性程式化，此一情

況令一組織中的成員，有別於另一組織的

成員。

It is the “collective programming of the mind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member of one 

organization from another.  Geert Hofstede

� 組織文化是一由基本假設構成的取向、模

式 pattern，就是當一既定群體因著學習面

對/因應需要外在調適與內在整合的問題時

，所發明、發現、或發展的取向。此一取

向被運用地很好，而被考慮為合理有效，

因此，也被教導給新成員，成為對於處理

這些問題時，其認知、思想與感覺的正確

方式。Edgar Sch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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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文化有三個層面：層面一包括具體實

物，就是那些能被看見之物，例如建築物

、寫/說的語言等等；層面二是價值，什麼

是應該的；層面三是不需經思索、被無條

件接受taken for granted的基本假設和事情，

因此是無商議空間的nonnegotiable。 Schein

� 形成組織文化的元素涵蓋該組織所在大環

境，組織存在的目的，還有組織中的價值

、英雄（那些成為文化表率者，即模範）

、禮節與儀式（日常行事慣例，展現人們

相互期望的行為）、以及文化網絡 culture 

network（組織內的溝通）。

Terrence Deal and Allen Kennedy

� 影響組織文化的因素包括此組織的歷史、

組織的所有權（誰擁有此組織）、大小、

科技、希望的成果、大環境、以及其中的

人。 Charles Handy

� 基本假設也是其一。

� 一特殊的面向

組織文化—組織中人們相互關連以及他們

投入委身的方式

Organizational culture—the way people relate 

to each other and their commitments

為什麼須留意組織文化？

� 組織文化會影響或抑制 hinder策略與其執行

� 只有當在組織中的假設、價值、做事方式與設

定目標相稱、方向一致時，此目標才有可能完

成。

� 合併的組織所產生的組織文化，可能不相

容 incompatible。

� 合併群體之間的基本假設與價值體系必須相容。

� 在組織內的不同群體，通常在文化層面上

有衝突。

� 衝突出現經常是在較深層的假設與價值觀方面。

� 溝通/交流的瓦解、終止，經常是由組織文

化造成。

� 我們經常將溝通/交流失敗歸因於表面議題或情

況，但更多時候是因受文化影響，造成對事情

看法的差異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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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關係化（Socialization）失敗，常起因於

文化

� 一些人無法歸屬於一組織經常是文化適應

（cultural fits）不良，或是系統拒絕他們，或是

系統無法將他們融入，或是他們與該群體文化

上不相稱/不相容（culturally incompatible）。

� 個人的生產力與文化相關

� 人們一起協力工作形成強有力的工作文化，了

解這樣的文化，並幫助他人融入，將提升整個

組織的生產力

組織文化可能是決定一個組織涵容/

能耐、成效、以及永續與否最關鍵

的因素。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s possibly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 determining an 

organization’s capacity, effectiveness, 

and longevity.

Tamara Woodbury L2L 40

Culture Trumps Vision.

Culture—not vision or strategy—is 

the most powerful factor in any 

organization.
Cracking Your Church's Culture Code

組織文化的形成─主要內建機制

embedded mechanisms
� 領袖在乎什麼，領袖量度什麼，領袖控制

什麼。

� 領袖對關鍵事件與組織危機的反應。

� 領袖有意識/刻意的以身作榜樣，教導、教

練式訓練。

� 獎懲、身份分配的條件。

� 招募、挑選、升遷、退休與排他於外（

excommunication）的條件。

組織文化的形成─次要加強因素

� 組織的設計與結構

� 組織的系統與流程 Procedures

� 實際硬體空間、門面外觀 façades、與建築

物的設計

� 組織發展過程重要事件與人物的故事、傳

奇、神話（迷思）myths 及隱喻 parables

� 組織哲學、信條、與圖表的正式陳述

statements

Org Culture Metrics

� Inspiration Culture

� Acceptable Culture

� Stagnant Culture

� Discouraging Culture

� Toxic Culture

� Cracking Your Church’s Cultur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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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xic (scores of 3.74 and below): Teams 

scoring in this range exhibit low trust, hurt 

feelings, fear, high friction, unresolved 

conflict, and the like. People who work in this 

kind of staff culture are saying to themselves, 

It’s résumé time! Alarm bells should be 

sounding. 

� Best Christian Workplaces Institute 

� Critical Moment (scores of 3.75 to 3.99) is the 

space between “Toxic” and “Healthy.” It’s a 

“critical moment” because teams are moving 

in one direction or the other. There is 

movement, but the outlook is uncertain and 

unclear. 

� Healthy (scores of 4.00 to 4.24): For teams 

scoring in the “Healthy” range, things look 

good, but not great. Trust levels are building. 

People are comfortable, but not enthusiastic. 

There is nothing worthy of panic, but nothing 

to brag about either. 

� Flourishing (scores of 4.25 and above): This is 

where the magic happens. This is where the 

power lies. Teams scoring in this range are 

running on all cylinders, the flywheel is 

spinning, and everything is moving up and to 

the right.

組織文化有關的現象. . .

� 多元文化交雜—東西方文化、世代間差異

、不同語言. . . .

� 不願意花時間精力溝通—下情不上達、上

情僅止是政策（下有對策）。

� 內部事工間的競爭—資源、績效。

� 用開會解決問題。

� 重人數結果的傳福音，忽視靈命及事奉技

能栽培—「童工」的產生，不具事奉承擔

力即擔責任。

� 教會事工傾向用辦活動代替造就。

� 弟兄姊妹較重自掃門前雪。

� 傾向以世界經歷、資格、能力作為選擇領

袖的依據。

� 關鍵領袖缺少遠見、異象，學識、見識、

膽識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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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傳道人視為「雇工」，其中包括不信任

因素。

� 會眾對新傳道人的期望與接納

� 架空傳道人

� 創設元老的影響力—光環效應、垂簾聽政

、「我的」教會/機構。

� 關鍵領袖建立自我核心圈—自我中心的領

導。

� 領導者面子問題。

� 沒有制度。

� 領導層溝通不透明，黑箱作業。

� 授權─授的是執行權，不是決策權。

� 過去經驗如法泡製。

� 面對衝突，「人」「事」不分。

� 視衝突為需極力避免的事，不可以有衝突。

� 害怕嘗試「新」的. . .

� 缺乏關懷會眾實際生活。

� 對英文事工的忽略。

� 四處遷徙漂流或寄人籬下的主日。

� 高知識水平會眾文化。

� 大家的忙、盲、茫。

個人觀察

� 公司企業。

�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其位，不謀其政；

不在其位，謀其政；在其位，謀其政。

� 儒家與父權。

� 媳婦與公婆

� 大家長

� 大家族、俱樂部

� 說人閒話、傳不實之言、抹黑。

� 社交多於生命建造。

� 結黨、搞小圈圈。

� 要得好處，自己不付代價。

機構中可見的組織文化

� 自動自發

� 責任清楚，分工協調，相互補足

� 貫徹執行

� 創意橫生

� 賞罰分明

� 共好

� 行政命令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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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er/Builder Effect 創建者效應

� 家族企業

� 多做多擔，少做少擔，不做不用擔。

� 一手遮天、瞞天過海。

� 缺乏專業素養。

� 以「受苦是應當的」對待同工。

The most powerful features of a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re 

Trust and Respect. 

7 Key Factor of Culture Formation

� 1. Control 

� 2. Understanding 

� 3. Leadership 

� 4. Trust 

� 5. Unafraid 

� 6. Responsive 

� 7. Execution

Most Common Hazards in 

Culture 
� Unrealistic demands 

� Blaming others 

� Feeling threatened by others’ success 

� Power struggles 

� Dishonesty 

� Creating an atmosphere of fear 

� Using people instead of valuing them 

� Unclear vision, strategy, goals, and values 

� A lack of authenticity

察言觀色—解讀組織文化

進入新服事前的重要提醒—

作個聰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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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流合污 vs. 中流砥柱—

你的選擇

進入新服事前的重要提醒—

作個智慧人

轉化組織文化

� 在現實中，組織作為一整體，要產生組織

轉化，僅只能藉由發生在該群體中每個人

的改變與成長來達成。就我個人的經驗，

這樣的轉化與強化，最好的方式是通過一

個共享、一起努力合作學習的過程完成。

� Tamara Woodbury L2L 40

� 領袖必須行其言walk the talk，不過同時多

言其言 talk the talk—教導真理，並遵守真

理

� 有成效的領袖讀 read 其組織的文化，並同

化 conform到一個地步被接受成為圈內人，

最重要的是，他們是在沒有妥協他們的自

我真實authenticity下做到的。

Facing Entry 面對切入組織改變

� 成功改變組織的領袖挑戰常規 norms—但很
少是同時針對所有項目。

� 在沒有瞭解組織情境context時，他們不嘗
試立即針鋒相對地處理。

� 沒錯，存活 survival（特別是在初期）是需
要對持續發展並已建立的社會關係和組織

人脈 networks，進行不斷量度性的調適
measured adaptation。

持續改變的提醒

� 為了要早期存活而有的規則，很少是與促

成長期成功的規則相符。

� 最有成效的小組/群體，是由那些能持續保

有真實，卻對他們所在的新社會環境做一

些文化調適的人組成。

� L2L 42 p.44

致領袖 L2L 41 pp 51-52

� 成效是必須學的，沒有所謂的“自然就是

有成效的人”的說法。

� 有知識的經理人很多；有成效的經理人卻

很難見。

Knowledgeable executives are plentiful; 

effective executives are much rare.  Dr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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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典中改變

� The conundrum of leadership is this: people 

want improvement, but they resist change.

� To bring them along, we have to recognize 

their losses, celebrate the past, grieve with 

them, and lead them gently into the future. If 

we don’t take these compassionate steps, we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that we don’t care 

about their feelings or their history.

� Cracking Your Church’s Culture Code

壞領導

分做兩類：

ineffective and unethical.

沒有成效‧不道德

Barbara Kellerman  L2L-35

� 不具專精（無能）的領導 Incompetent：

該領袖和至少一些跟隨者對維繫有效行動

sustain effective action，缺乏意願或技能

（或兩者）。對至少一項重要的挑戰，他

們沒有產生正面的改變。

� 僵化的領導 Rigid：

該領袖和至少一些跟隨者是強硬、不讓步

stiff and unyielding，雖然他們可能很專精，

他們無法或不願意對新觀念、新訊息、或

不斷改變的時代作調適。

� 無法控制（不受制約）的領導 Intemperate：

該領袖缺乏自我控制，並被那些不願意或

無法有效介入的跟隨者所協助與慫恿 aided 

and abetted。

� 無情冷漠的領導 Callous：

該領袖和至少一些跟隨者是不在乎和不仁

慈的人，忽視或輕看群體中多數人的需要、

要求和期望，尤其是對部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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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敗的領導 Corrupt：

該領袖和至少一些跟隨者欺騙或偷竊，到

一個地步超越常態，他們的自身利益超越

公眾利益。

� 隔離的領導 Insular：

該領袖和至少一些跟隨者淡化或不關注

minimize or disregard “他人”的健康和福

利，就是那些在該群體或組織之外，是他

們有義務要直接負責的人。

� 邪惡的領導 Evil：

該領袖和至少一些跟隨者犯下暴行 commit 

atrocities，他們使用痛苦作為取得權力的工

具，對大人、孩子所造成的傷害，情節重

大，可以是身體或心理，或兩者兼具。

領導是一個網web，在其中有三股

個別並不同的繩索—領袖、跟隨

者和情境—糾結地纏在一起。

在沒有跟隨者促成之下，

領袖無法造成傷害。

Leaders cannot do harm without 

followers who enable them.

改變壞領導

� 改變組織文化難度最高的項目，但卻是最關

鍵的項目。

� 難度高的原因—牽涉權柄與權力運作

� 「共好」一書中改變成功的關鍵原因—經歷

改變的最高層主管，加上有成效的跟隨者。

� 神呼召我們進入領導，期望產生好領導，有

成效的領導（不只是品格上好的領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