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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當中，靈性引導也需要有矯正的部分：
當教會中有人陷入道德難題時，教牧人員如何處理？
教會中有
德
時 教
員
處
所有弟兄姊妹如何來幫助這一位呢？
 陳喜謙牧師：如果看見弟兄姊妹在犯罪，
陳喜謙牧師 如果看見弟兄姊妹在犯罪
我們沒有去理他、沒有去挽回，
這是犯了「誤殺罪 ；
這是犯了「誤殺罪」；
用「無所謂」的態度，
這是一種廉價福音，好像犯罪沒甚麼重要。
這是
種廉價福音，好像犯罪沒甚麼重要
 以西結書 的教訓，恐怕不只是「誤殺罪」了...
結三16 2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守望的人，
結三16-21

我何時指著惡人說：「他必要死」；
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勸戒他，使他離開惡行，
你若不警戒他
也不勸戒他 使他離開惡行
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
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
義人離開義而犯罪，先知要去警戒他。

一、教會的本質：弗四1-16
教牧人員上帝所設立的，
 是為了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讓大家在真道上同歸於一、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不會被異教之風搖來搖去、隨從異端
 彼此之間愛心說誠實話，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事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
做為教牧人員，
我們去做上帝聖道的僕人
我們去做上帝聖道的僕人、
與教會弟兄姊妹整體成長為目標，
這是教牧學的根本考量。
我個人跟隨尤金畢德生所說的：
教牧人員最重要的是講道、祈禱、靈性引導，
三者是合一的，就是牧養要成全聖徒、同歸於一。

這句話是上帝對以西結說的，不能直接套用，
然而我們後代的信徒跟隨先知的腳步，
然而我們後代的信徒跟隨先知的腳步
這就是我們侍奉心裡面沉重的負擔。
不是為了自己、不是上帝審判，
而是為了人 - 他的靈性，
如果他在上帝的國中是滅亡的，
我們沒有勸戒，這是一個龐大的壓力。
2010 教宗本篤十六世寫給愛爾蘭教會牧函，

愛爾蘭教會爆發醜聞：
教會有人 在教會重要職務
教會有人、在教會重要職務，
在道德難題上犯罪了，教會沒有處理，
讓事情越來越大 久了以後不可收拾
讓事情越來越大，久了以後不可收拾。
過了一些年受害者集體訴訟，
不只是金錢的損失，而是基督名聲受虧損。
所以當教會陷入道德難題，總是要處理、勸戒的。

二、教會懲戒：
教會不可以「劃清界限」、洗手表明無辜，
不論是心理不安、或自義。
加六1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

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
「我們」，教會裡有任何一個人，他的軟弱、掙扎，

我們有個群體意志：我們，這是我們的肢體，
我們有個群體
們 這是我們的肢體
如果有人犯罪，我們感同身受 -「我們」犯了罪、得罪上帝。
教會需要有醫治性的功能、要挽回，
教會的同工會也就是懲戒委員會，
在處理這些事的目的是矯正與醫治
「有人」是指教會全體，
教會發生一些讓教會生病、不健康的事，
我 需
我們需要把他治好，讓整個教會回復健康。
讓整 教會
康

6. 釐清主要的倫理議題，
是甚麼事情發生？焦慮 防衛 態
是甚麼事情發生？焦慮、防衛心態，
可能把某些微小的專心在講、重大會忽略掉
7 做為幫助者、矯正者，以道德語言把議題摘要出來，
7.
道德語言 - 這是淫亂，不是說另外有女人；
這是說謊，而不是比較誇張的話 有點扭曲
這是說謊，而不是比較誇張的話、有點扭曲。
道德語言直接指出來重點
詢問可能出路？對基督徒來說 我們該如何處理？
8. 詢問可能出路？對基督徒來說，我們該如何處理？
9. 先假設他們的看法是好的，鼓勵採取行動來處置，
甚麼是我立即該改變的？該怎麼做？
10. 建議一點功課，
強化他的優項、鼓勵他，才能真正有行動
11. 做了甚麼選擇，要鼓勵他，
承諾陪伴、繼續幫助他
12. 如果弟兄姊妹聽了勸、願意悔改，感謝主！

處置：
輔導程序 確定事情到底是怎麼 回事？
輔導程序，確定事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放過任何消息、但不會隨便相信任何事，
反覆求證真相 教牧輔導是另外 門專業
反覆求證真相。教牧輔導是另外一門專業…
做為一個教牧人員在做道德指引，簡單的一點建議：
1 傾聽：到底發生甚麼事？聽聽當事人自己的口訴
傾聽 到底發生甚麼事？聽聽當事人自己的口訴
1.
2. 過程，建立信任關係：
去是要幫助他、使他信賴，不是有別的用意
3. 詢問：問一些引導性、開放的問題，
關於這件事的道德責任、其他可能的選擇
關於這件事的道德責任 其他可能的選擇
4. 詳細去看有無因素、資訊，是忽略掉的：
有沒有甚麼忘記 擔 不敢說的呢？請當事人來面對
有沒有甚麼忘記、擔心不敢說的呢？請當事人來面對
5. 過程要聽的主要是神學、倫理的議題，
看那些主要的，如果談到上帝，
就會談到道德、用甚麼樣的倫理方法在處理

過程當中還有些需要看情節的輕重，採取一段時間
停止侍奉 停職 停止聖餐 不悔改的人可能會開除 –
停止侍奉、停職、停止聖餐，不悔改的人可能會開除
不當做他是基督徒、當做是外人了，
這種情況下我們假設他再犯罪不悔改、
這種情況下我們假設他再犯罪不悔改
可能會失落救恩，我們必須表態。
有一件很大的難題，教會還沒有完善解決的就是
有
件很大的難題 教會還沒有完善解決的就是 –
開除某一個不悔改的人，其他弟兄姊妹還可以跟他往來嗎？
完全斷絕往來有時不太容易，有時是當事人一走了之，
所以就有「迴避」的問題。
今天做外人了，就由教會的代表去跟他協商 要求他悔改，
今天做外人了，就由教會的代表去跟他協商、要求他悔改，
其他人跟他再往來、似乎暗自鼓勵，會增強他無所謂的態度，
不往來又覺得很奇怪；甚至有 些人
不往來又覺得很奇怪；甚至有一些人
自己離開，到處攻擊教會...，到別的教會去了。
以目前基督教教會體制的狀況，比較零散，
很難去避免，就求主憐憫吧！

三、教會的長執、教牧人員要扮演第三公正者的角色，
靈性上有監護人的味道。
靈性上有監護人的味道
在教會有擔任職務的人犯了錯，教會在處理，
還 有
還是有一段監護期的
護期 - 停止侍奉、聖餐，
停 侍奉
餐
看情節輕重，因為必須防備人性的敗壞，
如果簡單上台哭 哭 道個歉 就恢復原職
如果簡單上台哭一哭、道個歉，就恢復原職，
教會讓人就有一種誘因、不是真正悔改。
萬一是擔任同工、教牧人員的，在道德上面跌倒了，
會很多的批評、侮辱，過重的責備是不公平的。
我個人的建議：坦承認錯、徹底悔罪，沒有僥倖的心理。
 過程中也許有冤屈、過度的指責與羞辱，
還是順從教會的處置 看做是上帝的管教
還是順從教會的處置，看做是上帝的管教。
 不要擔心「我還有未來嗎」，有冤屈是在上帝，
何況的確是我們犯了錯，讓弟兄姊妹傷心、教會難堪。
我們也是需要矯正、醫治的，服在教會醫治的權柄之下。

三種制度都不是教會發明的，
 主教制是仿照帝國的政府、由上而下，
主教制是仿照帝國的政府 由上而下
尤其當教會分布很廣、人數、堂會很多，
這是當然那時的行政措施
 長老制是仿照城邦政治的政府、市議會，
比如日內瓦市議會就是 個城邦，推選出市議員，
比如日內瓦市議會就是一個城邦，推選出市議員，
就是行政當局、立法、司法，來管理城市、國家
 會眾制，當年在歐陸中下農工階級，如何決定事情？
會眾制 當年在歐陸中下農工階級 如何決定事情？
大家都很孰悉、感情都很好，商量就達到共識
當然都是歷史的背景，一個制度教會施行久了以後，
當然都是歷史的背景
個制度教會施行久了以後
就從缺點裡學會教訓，矯正的機制又出現，
像主教制度防備 個人擅權
像主教制度防備一個人擅權，天主教教宗是由
教教宗是由
樞機主教團選出來，選出後大家服從他，
但是教宗也要向樞機主教團負責，
相對也是制衡機制，防止權力的腐敗。

四、教會治理
從歷史來說，教會治理模式有三大類型：
 主教制，
天主教、聖公會，
階層體制由上而下，
指揮 話語 行政權是由上而下的
指揮、話語、行政權是由上而下的，
比照是以前的封建制度
 長老制 (代議制)，
(代議制)
由教會推派出來的長老負責治理，
像間接民主制
 會眾制，
教會的大小事由教會
全體會員開會、共同決定，
像 接民 制
像直接民主制

那一種比較好呢？就不一定，
現在除了政府之外 還從企業界學習 –
現在除了政府之外，還從企業界學習
營利企業，學習組織、治理的方法，
有美式 英式 日本式 傳統中國式的
有美式、英式、日本式、傳統中國式的。
企業組織在大學企業管理、坊間書房管理書籍，
基本上都是營利機構的企業管理。
除了政府、企業，第三種就是
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人民團體的管理，
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人民團體的管理
剛開始是從教會來的，因為教會制度最完善。
所以我們效法了當年政府的組織，但教會定位是
所以我們效法了當年政府的組織
但教會定位是
非營利的組織，教會又設了很多慈善機構，
因為它的管理有一套，
不是為營利、也沒有強制，
是會員性 志願性加入的 又出錢 又出力
是會員性、志願性加入的，又出錢、又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