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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思維我們想教會：
教會的治理當然前提是上帝，
教會的治理當然前提是上帝
誰，代表上帝在施行權柄呢？
 主教制：那個主教、那個監督，
代表上帝、分權給下一級
 長老制：上帝賦予的權柄是給
長老制：上帝賦予的權柄是給一群長老
群長老
 會眾制：信徒皆祭司，
每 個人上帝都授權 大家達成共識的時候才是
每一個人上帝都授權，大家達成共識的時候才是
都有聖經根據、都有值得參考的。
就我個人來說，廿一世紀的現代，
就我個人來說
廿 世紀的現代
「會眾的參與」是重要的因素，
 每個弟兄姊妹能夠參與，
每 弟 姊妹能夠參與
思想、才華都能發揮出來
 治理架構應該能夠激發這些 –
釋放弟兄姊妹的潛能

一、教會有何權柄？要如何施行才是善呢？
「權柄」，另外的字是「權力」，
用得對、是在行善，用得錯、就在作惡，
所以必須對教會自己的權柄有了解。
 過去在權柄的理念探討上，西方政治學在談論權力問題，
背後、底層的基礎是基督教神學，
國王要治理時 會談他治理國家的權柄是上帝所賦予的
國王要治理時，會談他治理國家的權柄是上帝所賦予的，
羅十三 在上有權柄是上帝設立的，所謂的「君權神授」
 為了對抗皇帝的君權，提倡民權的人會說：
為了對抗皇帝的君權 提倡民權的人會說：
「天賦人權」，天指的是上帝，
權柄是上帝，上帝賦予給誰呢？全體人民，
人民起來組織政府，領導者是被授權、契約的
 近二百年來，政治學人在談治理權柄時，
近二百年來 政治學人在談治理權柄時
就把上帝從討論裡趕出去了，是無神論的，用國家來取代

二、教會治理時代思潮的影響：
1 中華式帝國、羅馬帝國，都有「階層式組織圖」，
1.
中華式帝國 羅馬帝國 都有「階層式組織圖
教會也這樣來想像：上帝、一級一級下來，
會給我們錯覺，上帝高高在上，
離牧師、長執會比較近，離會友比較遠...
但是我們知道，上帝臨在每 個人 每個聚會 每個地方
但是我們知道，上帝臨在每一個人、每個聚會、每個地方
2. 受到菁英主義影響：各種師字輩的、比較高尚、上流的，
成為教會的領導者 教會中產階級化
成為教會的領導者，教會中產階級化，
之間的制定的政策吸引同一類的
3. 專業主義：強調某一種專業到一個程度，
好像沒有那個專業、證照就不可以來參與某些事，
在教會產生新的階級，某種專業的人成為新階級，
有優點、也帶來缺點
4. 華人領導文化：傳統是大家長制，家庭意象無所不在，
所有權力集中在一個人，希望他有有德、期待他恩威並施

三、權力運作的方式
1. 強制：用脅迫性方式、
使人順從領導者的意志
2. 操弄：讓對方以為在執行自己的意志，
實際在執行領導人的意志。
教會 會
教會裡會說上帝的旨意如何，
帝
意
可能是領導人自己發明的
3. 影響：有某種權力的人營造一個環境，
讓人去做他應該要做的事
4. 權柄德行的感化：有人豎立一種榜樣，
讓人樂意去跟隨
5. 說服：提出理由來，
使對方願意執行自己的意志，而這真是對他有益的
對權力運作各種的引導性，形成「反抗」

怎麼樣權力的運作，讓授權的權力人不會受傷呢？
就是問責制度：
有權力的，必須有一個要去負責的對象、被監督。
這樣子就是在權力的利刃上裝 個刀柄
這樣子就是在權力的利刃上裝一個刀柄，
握著刀柄的、才能好好來使用，
不會傷害自己 可以造就群眾。
不會傷害自己、可以造就群眾。
所以西方的君主封建制，
慢慢走向君主立憲 間接民主 直接民主
慢慢走向君主立憲、間接民主、直接民主，
是受基督教神學的影響，或稱為幽暗意識：
 因為人是罪人、會敗壞的，本來也許沒事，
但把權力賦予給他的時候，這件事會使人敗壞
 所以當設計制度的時候必須考慮，
如何把治理的權力交給一個人、
又不使他敗壞呢？
需要監督、制衡

不是所有權力運作方式都有正當性，在信仰來看 強制 操弄 是不合宜的；
強制、操弄，是不合宜的；
影響、權柄、說服，才是洽當的。
 如果是聽人命令的人，上級用強制、操弄之後，
應該懂得有智慧來反抗，反抗當然是藝術、學問
 所以被賦予權力的人，要小心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化」
謙卑的面對權力
謙卑的面對權力：
警覺到自己有權力慾望、想要宰制、控制，
來處理這件事、比較不會專制；
警覺到自己會犯錯，比較不會犯錯。
權力慾望跟拜偶像一樣，要懂得「恐懼」，
權力慾望跟拜偶像
樣 要懂得 恐懼」
權力就像一把銳利、兩刃的刀，
是很順手的工具，但是沒有刀柄，
所以人想要揮舞權力的時候，自己會先受傷。

在美國，革命以後不喜歡有國王，
考慮到幽暗意識，所以當年就發明了三權分立：
 行政權交給總統，如何行政呢？
根據法律 法律國會來訂 總統執行 總統向國會報告
根據法律，法律國會來訂、總統執行，總統向國會報告
 行政、立法兩權之間如果發生爭議，
第三個力量 - 司法權來仲裁
這套制度要能夠成功，司法要獨立，
美國象徵司法的雕像司法女神，用布把眼睛矇起來、
司法是盲目的，所以三權分立。
民間機關沒有那麼複雜，但可以想 - 如何監督，
包括自我監督、外部監督，才不會敗壞。
三權分立的基礎，是基於基督教神學對人性的了解，
制度的設計一方面防備人性的敗壞、同時鼓勵人性的光明面。
政府機構 民間團體是這樣子
政府機構、民間團體是這樣子，
教會，這是我們自己的信仰遺產，更要珍惜了！

四、教會提倡「僕人領導學」，從耶穌基督榜樣學來的 –
是君主 卻謙卑服侍 可是沒有失掉王者的風範
是君主、卻謙卑服侍，可是沒有失掉王者的風範。
 僕人領導如何把異象傳遞到每一個弟兄姊妹？
如何把上帝的話教導弟兄姊妹？
使整個身體同歸於一？當然是藝術
聖經說：做先知
聖經說：做先知、使徒、教師、牧師、長老、執事，
使徒 教師 牧師 長老 執事，
弟兄姊妹再互相造就
我個人傾向「共識決」的方式，異象、想法，
我個人傾向
共識決」的方式，異象、想法，
某一個人禱告有領受，慢慢變成全體會眾的共識，
這個過程，多一點橫向、雙向溝通，
這個過程 多 點橫向 雙向溝通
所以「我」的想法到「我們」全體的決策，
是一個共識取得的過程
是
個共識取得的過程 - 會眾制的共識決
會眾制的共識決，
這過程會比較緩慢，主教制會比較快，
但有時候，比較快反而比較慢、比較慢反而才會比較快，
這是效率的問題。

彼得給教會長老們事奉的提醒 彼前五1-7：
1. 型態：牧者型，牧養、照管、作榜樣；不是君王型，轄制
2. 動機：甘心樂意、不勉強、不貪財，
名 利 安全感 權位 慾望 都不是
名、利、安全感、權位、慾望...都不是
3. 標準：為了按著神的旨意照料上帝的羊群 會眾 期望彼此連結 長成基督的樣式
會眾，期望彼此連結、長成基督的樣式
4. 結果：為了耶穌基督的榮耀冠冕，
在那日子、盼望將來 - 終末的盼望，耶穌基督親自賞賜
5. 心法：要自卑，謙卑自己、服在上帝大能之下 –
世界是上帝在當家 教會是上帝的教會
世界是上帝在當家、教會是上帝的教會，
我是管家、不是主人，以信仰、信心為本的侍奉概念
過程 體會上帝的照管 顧念 除去 切憂慮 就歡喜快樂
6. 過程：體會上帝的照管、顧念，除去一切憂慮，就歡喜快樂。
雖然路上有些辛苦，
有時弟兄姊妹的狀況不會讓我們太順利，
但上帝在照管，可以「以神為樂」的侍奉著

僕人領導學，基督立下的典範 –
顛覆了世俗權力、顛倒的天國，
 世界的潮流、模子就是
有權力的人在指揮 宰制 吩咐
有權力的人在指揮、宰制、吩咐
 基督顛覆這種想法，
有權力不是他有權命令誰做甚麼，
有權力不是他有權命令誰做甚麼
而是責任、而是服侍的重大機會，
上帝賦予的特權 –
我們可以去服侍弟兄姊妹
世俗君王要求人民順從；
基督教反過來，
自願服從他人 自願照顧他人，
自願服從他人、自願照顧他人，
這個人盡責的時候，
弟兄姊妹會甘 樂意來跟隨
弟兄姊妹會甘心樂意來跟隨。

五、神學家史蒂文生說：我們的事奉是在
解放「平信徒」- 上帝的全體會眾。
教會的組織架構需要有「行政」才華的人，
屬靈的領導知道怎麼把弟兄姊妹組織起來，
成全信徒、會眾，去各盡其職，
每 個人在基督裡成全 也就是屬靈領導的本質
每一個人在基督裡成全，也就是屬靈領導的本質，
不是指揮、宰制，而是促成。
要化解衝突，這是難免的：
內部之間情緒的疏導、關係的修補。
每一個人都要問責，處理從外來的威脅 –
異端邪教思想的、我們要保護弟兄姊妹。
當然要考慮效率，
 不可以懶惰、浪費時間、沒有效率
 追求效率，同時需要有好的管理組織政策

另外基督教神學提醒：萬一迷失焦點、方向，
只有高度效率 反而是在做惡
只有高度效率，反而是在做惡，
所以就是不能太有效率，
盧雲：「神聖的無效率 ：
盧雲：「神聖的無效率」：
 照顧孤兒寡婦、花很多錢、時間、人力，
照顧臨終的 在金錢能回報的
照顧臨終的、在金錢能回報的
 這是教會，因為看見人性的價值，
看見上帝愛人 每個人在上帝面前的恩典都寶貴
看見上帝愛人，每個人在上帝面前的恩典都寶貴
所以從制度眼光，這都很沒有效率，
可是教會說 這才是我們當作的
可是教會說：這才是我們當作的。
 很多的時間沒做成甚麼，不！所謂「神聖的無效率」，
我們 了最重要的事 對的事
我們做了最重要的事、對的事、用對的方法，
對的方
而不是很快的把事情做完
 「效率」跟「神聖的無效率」之間要取得恰當的張力，
不能用神聖的無效率作為自己懶惰的藉口，那就不是善了

舊約祭司、利未人的條例，
我
我們不能完全套用，但有些精神可以思考的：
完 套
有 精
考
 利未人分別出來代替以色列所有的長子
來事奉上帝 不算在十二支派裡面
來事奉上帝，不算在十二支派裡面，
上帝把土地分給他們時，利未人分到居住的城、沒有地，
十二支派就拿出十分之一來分給利未人，
利未人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全以色列人的平均水準。
這點是很有智慧的 現在公務員系統的薪資，最好是那個國家的平均水準。
 祭司住在聖殿、沒有自己的城，
祭司住在聖殿 沒有自己的城
但是生活算最好的 - 每天有肉吃
我們就讓傳福音的人用福音可以養生，
我們就讓傳福音的人用福音可以養生
考量當地生活消費水準，
讓
讓人可以專心一意的、沒有牽掛，
專
有牽掛
照管上帝的會眾，處理教會內的事務。

六、教會內部的經濟制度：
做一些事必須要經濟支援來處理的。
事 須要 濟支援來處
比如說：教會對全職的工人，傳道者、行政事務，
生活費用怎樣給付才恰當？
給太少，讓工人擔心無法靠福音養生；
太多，又有弊病，
制度，是否要光明透亮？
這些問題都需要處裡
這些問題都需要處裡。
先想：教會是哪一種組織？
牧師、傳道人、全職工人，比照哪 種從業人員？
牧師、傳道人、全職工人，比照哪一種從業人員？
政府官員的某一級、依照甚麼呢？
我們本身是非營利組織 比照非營利組織
我們本身是非營利組織，比照非營利組織，
就跟學校的校長來做比較？
很
很多人提出不同的建議。
提出
的建議
這必須要因地制宜。

提前五17a 善於教導的長老，應該加倍敬重。

似乎在暗示：「加倍敬重」是包括物質的供應。
善於教導的長老要提供他多一點的經濟資源，
善於教導的長老要提供他多
點的經濟資源
至少一件事：對這樣的人，除了尊崇之外，
多一點資源、讓他可以去照顧人。
教會的工作，探訪、很多的事，
這時候還不要讓教會的整體知道，
這時候還不要讓教會的整體知道
讓他可以做一點事情，
去幫補弟兄姊妹的需要。
每一個堂會需要訂制度，
有些會把兒女的教育、
住房津貼、基本生活費，分開來考量，
每個地方都好好處理
每個地方都好好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