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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治理教会治理
一、教会有何权柄？要如何施行才是善呢？

「权柄」，另外的字是「权力」，

用得对、是在行善，用得错、就在作恶，

所以必须对教会自己的权柄有了解。

过去在权柄的理念探讨上 方政治学在谈论权力问题过去在权柄的理念探讨上，西方政治学在谈论权力问题，

背后、底层的基础是基督教神学，

国王要治理时 会谈他治理国家的权柄是上帝所赋予的国王要治理时，会谈他治理国家的权柄是上帝所赋予的，

罗十三在上有权柄是上帝设立的，所谓的「君权神授」

为了对抗皇帝的君权 提倡民权的人会说：为了对抗皇帝的君权，提倡民权的人会说：

「天赋人权」，天指的是上帝，

权柄是上帝 上帝赋予给谁呢？全体人民权柄是上帝，上帝赋予给谁呢？全体人民，

人民起来组织政府，领导者是被授权、契约的

近二百年来，政治学人在谈治理权柄时，近 百年来，政治学人在谈治理权柄时，

就把上帝从讨论里赶出去了，是无神论的，用国家来取代

按这思维我们想教会：

教会的治理当然前提是上帝教会的治理当然前提是上帝，

谁，代表上帝在施行权柄呢？

主教制：那个主教 那个监督主教制：那个主教、那个监督，

代表上帝、分权给下一级

长老制：上帝赋予的权柄是给一群长老长老制：上帝赋予的权柄是给 群长老
会众制：信徒皆祭司，

每一个人上帝都授权，大家达成共识的时候才是每 个 帝都授权， 家达成共识的时候才是

都有圣经根据、都有值得参考的。

就我个人来说，廿一世纪的现代，就我个人来说，廿 世纪的现代，

「会众的参与」是重要的因素，

 每个弟兄姊妹能够参与，弟 ，

思想、才华都能发挥出来

治理架构应该能够激发这些 –
释放弟兄姊妹的潜能

二、教会治理时代思潮的影响：

1 中华式帝国 罗马帝国 都有「阶层式组织图」1. 中华式帝国、罗马帝国，都有「阶层式组织图」，

教会也这样来想象：上帝、一级一级下来，

会给我们错觉 上帝高高在上会给我们错觉，上帝高高在上，

离牧师、长执会比较近，离会友比较远...
但是我们知道 上帝临在每一个人 每个聚会 每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临在每 个人、每个聚会、每个地方

2. 受到菁英主义影响：各种师字辈的、比较高尚、上流的，

成为教会的领导者，教会中产阶级化，成为教会的领导者，教会中产阶级化，

之间的制定的政策吸引同一类的

3. 专业主义：强调某一种专业到一个程度，

好像没有那个专业、证照就不可以来参与某些事，

在教会产生新的阶级，某种专业的人成为新阶级，

有优点、也带来缺点

4. 华人领导文化：传统是大家长制，家庭意象无所不在，

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人，希望他有有德、期待他恩威并施



三、权力运作的方式

制 胁迫性1. 强制：用胁迫性方式、

使人顺从领导者的意志

2. 操弄：让对方以为在执行自己的意志，

实际在执行领导人的意志。

教会里会说上帝的旨意如何教会里会说上帝的旨意如何，

可能是领导人自己发明的

影响 有某种权力的 营造 个 境3. 影响：有某种权力的人营造一个环境，

让人去做他应该要做的事

4. 权柄德行的感化：有人竖立一种榜样，

让人乐意去跟随

5. 说服：提出理由来，

使对方愿意执行自己的意志，而这真是对他有益的

对权力运作各种的引导性，形成「反抗」

不是所有权力运作方式都有正当性，在信仰来看-
强制 操弄 是不合宜的强制、操弄，是不合宜的；

影响、权柄、说服，才是洽当的。

如果是听人命令的人 上级用强制 操弄之后如果是听人命令的人，上级用强制、操弄之后，

应该懂得有智慧来反抗，反抗当然是艺术、学问

所以被赋予权力的人 要小心所以被赋予权力的人，要小心

「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

谦卑的面对权力：谦卑的面对权力：

警觉到自己有权力欲望、想要宰制、控制，

来处理这件事、比较不会专制；

警觉到自己会犯错，比较不会犯错。

权力欲望跟拜偶像一样，要懂得「恐惧」，恐惧
权力就像一把锐利、两刃的刀，

是很顺手的工具，但是没有刀柄，

所以人想要挥舞权力的时候，自己会先受伤。

怎么样权力的运作，让授权的权力人不会受伤呢？

就是问责制度就是问责制度：

有权力的，必须有一个要去负责的对象、被监督。

这样子就是在权力的利刃上装 个刀柄这样子就是在权力的利刃上装一个刀柄，

握着刀柄的、才能好好来使用，

不会伤害自己 可以造就群众不会伤害自己、可以造就群众。

所以西方的君主封建制，

慢慢走向君主立宪 间接民主 直接民主慢慢走向君主立宪、间接民主、直接民主，

是受基督教神学的影响，或称为幽暗意识：

 因为人是罪人 会败坏的 本来也许没事 因为人是罪人、会败坏的，本来也许没事，

但把权力赋予给他的时候，这件事会使人败坏

所以当设计制度的时候必须考虑所以当设计制度的时候必须考虑，

如何把治理的权力交给一个人、

又不使他败坏呢？不使他 坏呢

需要监督、制衡

在美国，革命以后不喜欢有国王，

考虑到幽暗意识 所 当年就发明 权分立考虑到幽暗意识，所以当年就发明了三权分立：

行政权交给总统，如何行政呢？

根据法律 法律国会来订 总统执行 总统向国会报告根据法律，法律国会来订、总统执行，总统向国会报告

行政、立法两权之间如果发生争议，

第三个力量 司法权来仲裁第三个力量-司法权来仲裁
这套制度要能够成功，司法要独立，

美国象征司法的雕像司法女神 用布把眼睛蒙起来美国象征司法的雕像司法女神，用布把眼睛蒙起来、

司法是盲目的，所以三权分立。

民间机关没有那么复杂 但可以想 如何监督民间机关没有那么复杂，但可以想-如何监督，

包括自我监督、外部监督，才不会败坏。

三权分立的基础 是基于基督教神学对人性的了解三权分立的基础，是基于基督教神学对人性的了解，

制度的设计一方面防备人性的败坏、同时鼓励人性的光明面。

政府机构、民间团体是这样子，政府机构、民间团体是这样子，

教会，这是我们自己的信仰遗产，更要珍惜了！



四、教会提倡「仆人领导学」，从耶稣基督榜样学来的 –
是君主 却谦卑服侍 可是没有失掉王者的风范是君主、却谦卑服侍，可是没有失掉王者的风范。

仆人领导如何把异象传递到每一个弟兄姊妹？

如何把上帝的话教导弟兄姊妹？如何把上帝的话教导弟兄姊妹？

使整个身体同归于一？当然是艺术
圣经说：做先知、使徒、教师、牧师、长老、执事圣经说：做先知、使徒、教师、牧师、长老、执事，

弟兄姊妹再互相造就

我个人倾向「共识决」的方式 异象 想法我个人倾向「共识决」的方式，异象、想法，

某一个人祷告有领受，慢慢变成全体会众的共识，

这个过程，多一点横向、双向沟通，这个过程，多 点横向、双向沟通，

所以「我」的想法到「我们」全体的决策，

是一个共识取得的过程-会众制的共识决，众制
这过程会比较缓慢，主教制会比较快，

但有时候，比较快反而比较慢、比较慢反而才会比较快，

这是效率的问题。

仆人领导学，基督立下的典范 –
颠 世俗权力 颠倒的颠覆了世俗权力、颠倒的天国，

 世界的潮流、模子就是

有权力的人在指挥 宰制 吩咐有权力的人在指挥、宰制、吩咐

基督颠覆这种想法，

有权力不是他有权命令谁做甚么有权力不是他有权命令谁做甚么，

而是责任、而是服侍的重大机会，

上帝赋予的特权 –上帝赋予的特权 –
我们可以去服侍弟兄姊妹

世俗君王要求人民顺从；世俗君王要求人民顺从；

基督教反过来，

自愿服从他人、自愿照顾他人自愿服从他人、自愿照顾他人，

这个人尽责的时候，

弟兄姊妹会甘心乐意来跟随。弟 姊妹会 乐意来跟 。

彼得给教会长老们事奉的提醒 彼前五1-7：

型态 牧者型 养 型1. 型态：牧者型，牧养、照管、作榜样；不是君王型，辖制

2. 动机：甘心乐意、不勉强、不贪财，

名 利 安全感 权位 欲望 都不是名、利、安全感、权位、欲望...都不是
3. 标准：为了按着神的旨意照料上帝的羊群 -

会众 期望彼此连结 长成基督的样式会众，期望彼此连结、长成基督的样式

4. 结果：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冠冕，

在那日子 盼望将来 -终末的盼望 耶稣基督亲自赏赐在那日子、盼望将来 -终末的盼望，耶稣基督亲自赏赐

5. 心法：要自卑，谦卑自己、服在上帝大能之下–
世界是上帝在当家、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世界是上帝在当家、教会是上帝的教会，

我是管家、不是主人，以信仰、信心为本的侍奉概念

6. 过程：体会上帝的照管、顾念，除去一切忧虑，就欢喜快乐。过
虽然路上有些辛苦，

有时弟兄姊妹的状况不会让我们太顺利，

但上帝在照管，可以「以神为乐」的侍奉着

五、神学家史蒂文生说：我们的事奉是在

解放「 信徒 帝解放「平信徒」- 上帝的全体会众。

教会的组织架构需要有「行政」才华的人，

属灵的领导知道怎么把弟兄姊妹组织起来，

成全信徒、会众，去各尽其职，

每 个人在基督里成全 也就是属灵领导的本质每一个人在基督里成全，也就是属灵领导的本质，

不是指挥、宰制，而是促成。

要化解冲突 这是难免的要化解冲突，这是难免的：

内部之间情绪的疏导、关系的修补。

每一个人都要问责，处理从外来的威胁–
异端邪教思想的、我们要保护弟兄姊妹。

当然要考虑效率，

 不可以懒惰、浪费时间、没有效率

追求 率 时需 有 的管 政策 追求效率，同时需要有好的管理组织政策



另外基督教神学提醒：万一迷失焦点、方向，

只有高度效率 反而是在做恶只有高度效率，反而是在做恶，

所以就是不能太有效率，

卢云：「神圣的无效率」：卢云：「神圣的无效率」：

 照顾孤儿寡妇、花很多钱、时间、人力，

照顾临终的、在金钱能回报的照顾临终的、在金钱能回报的

 这是教会，因为看见人性的价值，

看见上帝爱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的恩典都宝贵看见 帝爱 ，每个 在 帝面前的恩典都 贵

所以从制度眼光，这都很没有效率，

可是教会说：这才是我们当作的。可是教会说：这才是我们当作的。

很多的时间没做成甚么，不！所谓「神圣的无效率」，

我们做了最重要的事、对的事、用对的方法，，

而不是很快的把事情做完

 「效率」跟「神圣的无效率」之间要取得恰当的张力，

不能用神圣的无效率作为自己懒惰的借口，那就不是善了

六、教会内部的经济制度：

做 些事必须要经济支援来处理的做一些事必须要经济支援来处理的。

比如说：教会对全职的工人，传道者、行政事务，

生活费用怎样给付才恰当？生活费用怎样给付才恰当？

给太少，让工人担心无法靠福音养生；

太多 又有弊病太多，又有弊病，

制度，是否要光明透亮？

这些问题都需要处里。这些问题都需要处里。

先想：教会是哪一种组织？

牧师 传道人 全职工人 比照哪一种从业人员？牧师、传道人、全职工人，比照哪 种从业人员？

政府官员的某一级、依照甚么呢？

我们本身是非营利组织，比照非营利组织，我们本身是非营利组织，比照非营利组织，

就跟学校的校长来做比较？

很多人提出不同的建议。

这必须要因地制宜。

旧约祭司、利未人的条例，

我们 能完全套用 但有些精神 思考的我们不能完全套用，但有些精神可以思考的：

利未人分别出来代替以色列所有的长子
来事奉上帝 不算在十二支派里面来事奉上帝，不算在十二支派里面，

上帝把土地分给他们时，利未人分到居住的城、没有地，

十二支派就拿出十分之一来分给利未人十二支派就拿出十分之一来分给利未人，

利未人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全以色列人的平均水准。

这点是很有智慧的 -这点是很有智慧的

现在公务员系统的薪资，最好是那个国家的平均水准。

祭司住在圣殿、没有自己的城，祭司住在 殿、没有自己的城，

但是生活算最好的 - 每天有肉吃

我们就让传福音的人用福音可以养生，我们就让传福音的人用福音可以养生，

考量当地生活消费水准，

让人可以专心一意的、没有牵挂，

照管上帝的会众，处理教会内的事务。

提前五17a 善于教导的长老，应该加倍敬重。

似乎在暗示：「加倍敬重」是包括物质的供应。

善于教导的长老要提供他多 点的经济资源善于教导的长老要提供他多一点的经济资源，

至少一件事：对这样的人，除了尊崇之外，

多一点资源 让他可以去照顾人多一点资源、让他可以去照顾人。

教会的工作，探访、很多的事，

这时候还不要让教会的整体知道这时候还不要让教会的整体知道，

让他可以做一点事情，

去帮补弟兄姊妹的需要去帮补弟兄姊妹的需要。

每一个堂会需要订制度，

有些会把儿女的教育有些会把儿女的教育、

住房津贴、基本生活费，分开来考量，

每个地方都好好处理每个地方都好好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