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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33 課 
 

1 
禱告 
 

 

組長。禱告並將你的小組和這個有關建立基督教會的課程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來一 – 三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來一至三）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約翰福音的鑰節］ 

(13) 約十三：34-35 
 
兩人一組複習。 
(13) 約十三：34-35。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

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4 
講授 （85 分鐘）                                         ［建立教會的事工］ 

給予意見和做決定 
 
引言。這一課講授給予意見和做決定的原則和實踐。人們發問，因為他們要做某些決定。我們會學習如何給予

意見，以及如何幫助人們做決定、選擇和計劃。我們也會學習教會或基督教組織的長老或領袖如何在眾長老

（教會理事會）或董事會中作出決定、選擇和計劃。 
 

此外，參看： 
• 手册 7，附錄 10“搜集資料以便給予意見”。 
• 手册 7，附錄 11“制定良好計劃”。  

 

A. 學習徵詢意見以便作決定、選擇和計劃 
 

引言。一個基督徒在給別人意見之前，應當先學會向別人徵詢意見和接納別人的意見。箴言中蘊含許多關於智

慧的真理。以下三個關於徵詢和接納好意見的真理可以對你產生重大影響。 
 

1. 基督徒徵詢意見，以便作出正確的決定、選擇或計劃。 
 

閱讀箴十五：22。 
探索和討論。為什麼基督徒要學習向別人徵詢意見？ 
筆記。基督徒要學會徵詢意見，以便作出正確的決定、選擇或計劃。 
箴十五：22 說：“不先商議，所謀無效；謀士眾多，所謀乃成。”人人都會做決定、選擇和計劃。但不是人

人都能夠做出好的決定、好的選擇和好的計劃，因為他們在做決定時沒有徵詢其他人（有經驗的人、專家和聰

明人）的意見。他們以為自己無所不知，生命中不需要其他人。然而，神警告這些人的計劃必定失敗！因此，

別人提出的問題和意見有助你從各方面思考你的決定、選擇或計劃。 
 

執行每個決定、選擇或計劃都有其結果！結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或跟你所預期旳截然不同！跟另一

個人一起思考一個決定、選擇或計劃可能帶來的後果，讓你有機會做出切實的決定、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或更

好的計劃。 
 

 (1) 在涉及屬靈和道德的事上，你的輔導員必須是基督徒。 
你作為基督徒是基督身體的一分子，需要教會其他成員讓你發揮最佳功用（林前十二：21）。你需要他們的提

問和意見來幫助你思考你要作的決定，選擇或計劃，以及其後果。 
 

在一切涉及屬靈和道德的事上，你的輔導員必須是重生的基督徒，也要靈命成熟和敬虔，因為： 
• 不信的人沒有基督的心（林前二：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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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熟的信徒不能分辨好歹（來五：14） 
• 神不聽那些行惡的人的祈禱（彼前三：12）。 

 

 (2) 在其他事情上，你的輔導員可以是非基督徒的專家。 
你作為基督徒也是社會的一分子，需要社會其他成員讓你發揮最佳功用。在屬靈和道德以外的其他事情上，你

的輔導員可以包括非基督徒，因為他們通常具備你所需要的某些專業知識（舉例說，購買新車）。 
 

你應當尋求不同顧問的意見，因為你需要資料來做決定、選擇或計劃。你也要與他們一同考慮你要作的決定、

選擇或計劃的後果。 
 

你的輔導員越是瞭解你和你的處境，越能給你更好的意見（箴二十七：23）。 
 

2. 基督徒徵詢意見，以便改善他與神、其他人和環境的關係。 
 

探索和討論。根據以下的經文，基督徒為什麼要學習徵詢意見？ 
 

 (1) 你徵詢意見以便改善你與神的關係。 
閱讀賽三十：1-2。經文說：“禍哉……他們同謀卻不由於我，結盟卻不由於我的靈……起身下埃及去，並沒

有求問我。”神警告你要靠祂去做決定、選擇和計劃。神要祂的子民求問祂，只靠着祂的靈與人建立關係和實

現他的計劃！求問和聽取神的意見讓你明白神的旨意和目的。這使你與神建立更好的關係。 
 

 (2) 你徵詢意見以便改善你與人的關係。 
閱讀箴十九：20-21；十四：22。箴十九：20-21 說：“你要聽勸教，受訓誨，使你終久有智慧。人心多有計

謀，唯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不徵詢意見或不接納意見的人在神眼中是愚妄人。每個基督徒都應當聽勸

教、受訓誨。箴十四：22 說：“謀惡的，豈非走入迷途嗎？謀善的，必得慈愛和誠實。”向別人尋求並接納

好的意見使你變得有智慧、誠實和慈愛。這使你與人建立更好的關係。 
 

 (3) 你徵詢意見以便改善你面對困境的能力。 
閱讀箴二十八：14。經文說：“常存敬畏的便為有福，心存剛硬的必陷在禍患裏。” 尋求和接納意見需要謙

卑下來。一個心裏剛硬、拒絕接納意見的人必陷在禍患裏。神阻擋驕傲的人（彼前五：5），而且驕傲在敗壞

以先。你當存着溫柔、受教和敬畏耶和華的心。當你聆聽和接納其他信徒所給予的意見時，就能按照神在聖經

中所顯明的旨意和目的來做決定、選擇和計劃。當你徵詢並接納好的意見時，就可以遠離禍患。你更有能力去

面對困境。 
 

3. 基督徒對自己所作的決定、選擇和計劃負責並向神交賬。 
 

閱讀林後五：10。 
探索和討論。為什麼基督徒要學習對自己所作的決定、選擇和計劃負責？ 
筆記。你不應只是根據別人的意見來做決定、選擇或計劃。這樣，當這些決定、選擇和計劃失敗時，你會責怪
他們！你總要對自己所作的決定、選擇和計劃負責！神也要你對自己所作的決定、選擇和計劃及其結果負責和

交賬。 
 

B. 在給予意見之前要學會搜集資料 
 

基督徒應當學會觀察、聆聽和提問，才向別人給予意見。只有當他掌握了充分的資料後才能給予良好的意見，

幫助人們做正確的決定。 
 

參看手册 7，附錄 10“如何在給予意見之前搜集資料”。 
 

C. 學會自己做決定、選擇和計劃 
 

引言。做決定包括作出選擇和制定計劃。有些決定必須以聖經中的明確教導為基礎。舉例說，決定不偷盜或不

說謊是以十誡為基礎的。另一些決定必須以聖經中神的智慧為基礎，作這些決定需要付上更大努力。舉例說，

決定是否結婚或從事哪份工作在聖經中並沒有啟示。最後，還有一些決定必須以神按祂的主權對每個人所定的

境況為基礎。這些決定通常涉及我們對環境的態度和反應，而不是選擇環境的自由。 
 

 



 
© 2016 “空中門訓” 門徒訓練手冊 7                 第 33 課：做決定和給予意見 3 

1. 神在聖經中作了啟示，叫我們按照祂的旨意和目的來做決定。 
 

引言。神認為基督徒必須知道、相信、成為或做的重要事情，都已經在聖經中顯明出來。因此，基督徒必須學

習運用聖經，並且以神所啟示的旨意為基礎來做決定、選擇和計劃，才能作出討神喜悅的決定、選擇或計劃。

神的啟示包括祂的具體和一般教導（指示）。這些教導成為一個有界限的框架，讓基督徒在其中做決定、選擇

和計劃。 
 

 (1) 具體教導（神的道德旨意）。 
教導。神的具體教導包括聖經中所有具體的命令、禁誡和教導，也稱為神的道德旨意。它們教導基督徒神眼中

的好壞對錯。神命令人人都要遵守這一切具體的命令、禁誡和教導，不管他們的天性、文化、喜好或感受如

何，也要遵守。人人都要選擇是否順服神。 
 

有時候，基督徒想要順服神，卻不肯定某個具體的命令是否針對所有基督徒，抑或只是針對某個特定的人或群

體。 
 

針對所有基督徒的具體教導的例子。“你不可有別的神”。“你不可殺人”。“你不可姦淫”。“你不可偷

盜”。“你不可說謊”（出二十；參看利十八：6，20、22、23）。“當悔改，信福音！”（可一：15）。

“接受基督為主”。“當遵基督而行”。“在基督裏面生根建造”（西二：6-7）。“饒恕別人的過犯”（太

六：14）。“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

告。”（路六：27-28）。不與不信的人結婚（林後六：14）。 
這些具體的教導也稱為神的道德旨意。 
 

針對特定的人或特定情況的具體教導的例子。與獻祭和什一奉獻相關的誡命只是針對舊約時代神的子民，即以

色列人（瑪一：1，6-14；三：6-12），而不是針對新約時代神的子民，即教會。變賣所有並分給窮人，這個命

令只是針對那個年輕、富有的官（可十：21）。肉體上的割禮只是針對舊約時代神的子民（創十七：9-14；加

五：3-4；六：12-15）。死刑只可由政府向故意謀殺的犯人執行（創九：6；出二十一：12；民三十五：16,30-
33；申十九：11-13；士二十四；王下十四：5-6；太二十六：52；羅十三：4）。 
 

因此，基督徒必須學會正確解釋聖經。如果你需要解釋聖經，最好請有智慧和成熟的基督徒一同參與。 
 

有時候，基督徒不肯定該如何在個人生活中以實際的方式應用某個具體的教導、命令或禁誡。那麼，他應當向

神祈求，並且向成熟的基督徒徵詢意見。神必藉着祂的聖靈引導他的思想、心意和行為（詩一四三：8-10）。 
 

 (2) 一般的教導（神的智慧）。 
閱讀詩三十二：8-10；賽四十八：17；雅一：5-8。 
教導。一般的教導包括聖經中所有一般的命令、禁誡和教導，也稱為神的智慧。它們教導基督徒在神眼中何謂

聰明、何謂愚拙。神命令基督徒運用智慧去做正確的決定、選擇和計劃。 
 

有時候，基督徒面對一個重要的決定。他無法從聖經中找到任何明確的指示，但他不得不在兩個可行的方法中

作出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神應許祂必引導基督徒走正確的路。在詩三十二：8-10，神應許：“我要教導

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誡你。”在賽四十八：17，神應許：“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教訓你

使你得益處，引導你所當行的路。”在雅一：5-8，聖經敦促基督徒要禱告，求神賜他們從上頭來的智慧。 
 

需要作決定的問題的例子。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許多問題是神沒有直接或具體地給予任何命令或教導的。舉例

說，我們如何就以下的問題尋求神的旨意：“我應該接受哪種教育？”“我應該與哪一個重生的基督徒結婚

（具體的名字）？”“我應該買這東西嗎？”“我應該選擇哪種生活方式？” 
 

一般教導（指示）的例子。幸好神已在聖經中賜給我們一般的命令、禁誡、教導或原則，也就是祂的智慧，來

幫助我們明白祂的旨意，並作出正確的決定、選擇或計劃。例如：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弗五：10）。 
“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五：15-16）。  
“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羅十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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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情況下，我們不會立即知道什麼最能討主喜悅、在某情況下什麼是明智的做法、什麼是真正的機會、什

麼行動能使人和睦和彼此建立德行。神命令人人都有責任以這一切教導作為基礎去作明智的決定。當一個基督

徒不肯定該如何把神的具體教導應用在自己的特定處境中，就要運用神的一般教導、智慧和謀士來做決定了。

參看手册 4，第 43 課和附錄 18 中的“尋求神的旨意”。 
 

 (3) 神智慧的泉源。 
教導。神智慧的泉源是： 
• 聖經（詩一一九：97-100） 
• 禱告（雅一：5） 
• 謀士（箴十一：14） 
• 查察（尼二） 

 

 (4) 明智的提問。 
教導。神要求愛祂的基督徒運用智慧來做決定。基督徒必須用他們的心思意念來愛神（可十二：30）。他們必

須學會衡量證據：舉例說： 
• 閱讀林前十：23。經文教導基督徒，聖經沒有禁止的一切事情都是可行的，但不都有益處或造就人。因

此，基督徒應當確定：“在這些可行的事當中，哪些是真正有益處和造就人的！” 
• 閱讀林前七：1,9。經文教導基督徒可以做聖經沒有禁止的一切事情，但不是所有可行的事情都是最好的

（最有益的或最能造就人的）。因此，基督徒應當確定：“哪些事情只是可行的，哪些事情真是更好的，

而不僅僅是好的？” 
• 閱讀林前七：28,40。經文告訴我們，令一個人幸福的事不一定能讓另一個人幸福。因此，基督徒應當確

定：“什麼使人受苦難，什麼使人有福氣？” 
• 閱讀林前十六：4 和林後九：5。經文告訴我們，並不是每件該做的事都是必要的。因此，基督徒應當確

定：“什麼是該做的，什麼是真正必要的？” 
• 閱讀太六：33。神對每個基督徒各自定了首要事情。因此，基督徒應當確定：“在我生命中哪些首要事情

是神所喜悅的？” 
• 閱讀箴十六：1-4，7，9，25，33，以及得二。經文教導基督徒總要運用神的智慧來做負責任的決定，最佳

的選擇和良好的計劃。基督徒應當確定：“什麼是明智的（負責任的、最好的）？” 
 

神的智慧往往把多個選擇縮減至一個。這樣，就只有一個選擇是神所喜悅的了。當不止一個選擇同樣都是明智

的，那麼，每個選擇都是神同樣接納的，基督徒可以在當中自由選擇。神的主權必篩選其餘的選擇。神必不讓

祂的兒女走錯路。 
 

2. 神給予基督徒自由和責任自行作一些決定。 
 

教導。 
 (1) 選擇自由需要有責任和問責。 
神不是把人創造成機器人那樣，而是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創一：27）。此外，神沒有將祂要做的一切事情都向

人顯明，而是給人賜下誡命，吩咐人要盡心、盡性、盡力愛祂。神給基督徒賜下思想，讓他們能夠在祂沒有在

聖經中給予任何具體啟示的範疇上作明智的決定和選擇。神賜給基督徒一顆心和意志，讓他能夠也應當選擇心

甘樂意、全心全意順服神（可十二：30-31）。祂給基督徒賜下良心（徒二十四：16；羅二：15），讓他能夠

也應當知道他所作的決定在神眼中是否正確、是否討神喜悅。祂賜給基督徒一個身體（羅六：13，19），讓他

能夠也應當按照神的旨意而行。 
 

因此，神不但賜給基督徒能力和自由去做某些決定，也要他們對自己所作的決定及其結果負責和交賬。基督徒

不可因自己的決定所帶來的後果而責怪別人。 
 

有神同在，自由總是受限制的！沒有人擁有無限的自由去為所欲為。神在聖經中的具體教導，以及神掌管環境

的主權形成了界限設定，基督徒必須在其中作決定、選擇和計劃。因此，基督徒必須根據神的具體指示或聖經

中神智慧的原則來作決定、選擇和計劃。 
 

 (2) 神給予人極大的選擇自由。 
聖經中的一個重要真理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作的大部分決定、選擇和計劃，神都沒有給予我們具體的指

示。神給予基督徒極大的自由去自行做決定。當一個基督徒做任何事情之先都尋求神的指引，從表面看來似乎

更“屬靈”。然而，除了聖經中有明確教導、命令或禁止的事情之外，神的旨意是要基督徒自由地運用自己的

思想（智能）、意志和良心。祂命令：“要盡意愛主”（可十二：30）。舉例說，牧羊人必帶領他的羊群，但

他不會想決定每隻羊在每天特定的時刻要吃哪一束草！再舉一個例子：如果神給你一隻手錶，你會問祂現在幾

點，還是看看自己手錶，哪個舉動更尊榮神呢？同樣，神已把思想、意志和良心賜給你，讓你好好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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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有時候，多個不同的選擇都可以討神喜悅。 
討神喜悅的選擇可能不是某一個特定的選擇，而是可行的選擇中的任何一個。在這些可行的選擇中，任何一個

討神喜悅的選擇都是正確的。如果一個基督徒沒有讓基督掌管他的日常生活，就會有可能作出錯誤的選擇。然

而，一個讓基督掌管自己日常生活的基督徒可以信靠基督，也不會作出錯誤的選擇！ 
 

 (4) 神給基督徒選擇自由的某些範疇。 
• 閱讀羅十四：1-5。基督徒可以自由選擇他想要吃的食物，但不可因此使信心軟弱的人跌倒。他也可以自由

選擇他想要慶祝的日子，但不可參與異教的宗教節日。 
• 閱讀林前七：8-9。基督徒可以自由選擇與異性結婚或保持單身。 
• 閱讀林前七：39。基督徒可以自由選擇跟誰結婚，但對方必須是重生的基督徒。 
• 閱讀林後九：6-7。基督徒可以自由決定奉獻多少金錢支持神在任何地方教會的事工或世界各地的宣教事

工。 
• 閱讀腓二：13；徒十六：6-10。一個在基督裏的基督徒不用害怕自己會做出違背神權能旨意的選擇。腓

二：13 和徒十六：6-10 教導我們，神必按祂自己（神的）主權和美意引導基督徒的意志和境況。 
此外，在創二十四，聖經也指出神如何引導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在適當的時間作出正確的決定。 

 

3. 神給基督徒極大的恩典去做決定。 
 

引言。出三十四：6-7 說：“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

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 神對基督徒的軟弱滿有忍耐。 
• 神憐憫那些為自己的罪、錯誤決定和錯誤選擇而悔改的基督徒。 
• 神按祂的主權引導基督徒的境況，以成就祂在他們生命中的神聖旨意。  
 

 (1) 無意的錯誤決定。 
當基督徒無意中做了錯誤的決定時應該做什麼？當基督徒發現自己無意中做了錯誤的決定，特別是當他的錯誤

決定導致很多麻煩時，他可能會感到疑惑或焦慮。這時候，他必須信靠神的主權和神的看顧（彼前五：7）。

當基督徒真正明白某事情是出於神的旨意，並且憑信心按神的旨意而行，後來卻發現自己犯了錯誤，他應當相

信神必掌管這處境，並處理對他自己和其他人造成的一切後果。基督徒應當意識到，他還不是完全的或全然成

聖的，所以仍會在生命中犯錯。然而，他也應當相信神滿有權能，使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八：28）。基督徒不可能總是明白神完美的旨意，但他應當總是憑信心行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

悅”（來十一：6）。 
 

 (2) 故意的錯誤決定。 
當一個悔改的基督徒做了一個故意的錯誤決定時，該預期有什麼事情發生？耶和華吩咐約拿往尼尼微大城去宣

告祂的話（拿一：2）。先知約拿害怕遵行神的旨意，就故意選擇逃往一個他以為耶和華找不到他的地方去。

耶和華卻使用一條大魚令約拿悔改。當約拿悔改後，耶和華給約拿第二次機會到尼尼微去，向尼尼微宣告祂的

話（拿三：1-2）。 
 

同樣，神可能會使用你生命中的特殊境況使你回轉歸向祂。這表明神在每個基督徒身上並不是只有一個計劃。

神有第二個計劃，那是神在新境況中最好的計劃！當一個基督徒為不遵行神的第一個計劃而悔改，神便憐憫

他、赦免他（約壹一：9），並且滿有憐憫地給他第二個計劃，這個計劃跟第一個計劃一樣好！神對凡真心悔

改歸向祂的兒女神甚至有第三、第四、第五個計劃，而且全都是美好的計劃，因為神的赦免和慈愛是完全的

（箴二十四：16）。神已經定了旨意，沒有任何人或事物可以攔阻祂要在祂兒女身上成就的旨意（賽十四：

24，27）！ 
 

 (3) 不受控制的情況。 
基督徒應當如何看那與自己個人境況相關而神又隱藏（隱秘）的旨意？神隱藏的旨意唯有神才知道（申二十

九：29）。神就是神，祂的意念和 道路高過 人的意念和 道路 （賽五十五：8-11）。神在聖經中所啟示的旨意

是滿有權能的，神必成就祂的旨意。然而，神隱藏的旨意也是滿有權能的，神在這方面也必成就祂的旨意！舉

例說，神沒有向我們啟示我們為什麼在歷史上某個時間和地點生在我們特定的家庭（徒十七：16）。祂沒有向

我們啟示我們可以活多少年（詩九十：10-12）。祂沒有向我們啟示祂為什麼容讓我們經歷某些困境（羅五：3-
4）。但神已向我們顯明“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八：28）。

神對祂兒女隱藏的旨意是完美的！因此，基督徒要決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給神，並且相信神在各境況中給他的生

命成就最美好的計劃（彼前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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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體或機構決策。 
 

引言。很多時候，我們需要在群體中做決定。這些決定也要遵循神在聖經中所啟示的道德律法和智慧的有限框

架內。神並沒有賦予任何人（不管是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權柄（權利）去設立自己的法則和作出違背神在聖

經中的旨意的決定。 
 

在基督徒群體中，長老委員會（教會委員會）作出關乎所有會眾的決定。在聖經中，神教導教會或基督教機構

（公司）有以下的責任： 
 

探索和討論。教會和基督教機構在機構決策方面有什麼責任？  
筆記。 
 

 (1) 與教會所教導的教義相關的決定。 
閱讀多一：9。神把聖經賜給基督徒，作為人類思想和行為（基督信仰教義和生活）的絕對權威。信經或教會

的認信總不能取代聖經成為基督信仰教義和生活的最高權威！每個基督徒都有責任透過不斷努力研讀聖經來察

驗所屬教會的認信（信經）（多一：9）。 
 

 (2) 與教會或基督教機構的領袖相關的決定。 
閱讀來十三：17；彼前五：3；徒五：29；提前五：20；約參：9 - 11；林前五：12-13。 
  

基督徒領袖必須具備的資格。教會應當根據聖經中所要求的資格來任命長老。教會不可設立任何違反神所規定

的資格。 
 

基督徒領袖必須履行的職責。教會應當根據聖經教導來限制長老的職責：作牧人牧養人，作管家管理教會的活

動和財產，作教師教導神的話語，並且作僕人領袖，而不是轄管人。 
 

基督徒領袖的有限權柄。會眾也應當將長老的權柄限制在聖經所要求的範圍內。在長老職責的範圍內，基督徒

要全心全意地尊重和順服他們（來十三：17）。然而，所有長老的權柄都只限於聖經所提到的職責。長老不可

轄管託付給他的基督徒（太二十：25-28；彼前五：3）。 
 

基督徒領袖不可自稱為“先知”、“大祭司”、“使徒”、“主教”等等，因為這樣做會迫使基督徒賦予他們

比長老更大的權柄！給眾長老中的一位長老賦予以下的頭銜也並不正確：“祭司”、“牧師”、“牧者”、

“神父”、“傳道”、“領袖”、“教師”（太二十三：8-12）。 
 

基督徒絕對沒有義務服從那些作出違背聖經原則的決定的領袖（徒四：19；五：29）。基督徒也不應讓他們的

領袖為自己作那些應當由神或自己來作的個人決定（例如：他們應當加入哪個教會、他們在教會裏應當履行哪

些任務、他們應當奉獻多少金錢、他們應當與誰結婚、他們應當生幾多個兒女、他們應當在哪裏和如何養育兒

女等）。任何長老或基督徒領袖都不可在另一個基督徒的生命中取代聖靈或聖經的位置！ 
     

管教和辭退基督徒領袖。基督徒應當管教那些不遵從神或聖經的領袖（提前五：20），必要時辭退他們（約參

9-11；林前五：12-13）。 
 

 (3) 與基督徒議事規則和決策過程相關的決定。 
議事規則。會眾應把教會的議事規則限制於那些聖經明確規定的事情內。長老和領袖不可剝奪基督徒的自由和

責任，因為這樣做會令基督徒變得律法主義。這也會令基督徒領袖變得專制，使平信徒靈命不成熟。神警告人

不要把“活在恩典之下”變成“活在律法和規條之下”（加五：4）。神不容專制的領袖（太二十：25-28）！ 
 

決策過程。每個地方教會都應當由眾長老來管理，而不是單單由一位領袖來管理，不管他稱為什麼（提前四：

14）。教會的眾長老或基督教機構的領袖們不可轄管那交託給他們的基督徒（彼前五：3）。因為所有平信徒

都一同參與教會最重要的決策，例如揀選新使徒（徒一：15-26）和揀選執事（徒六：1-7），他們也必須一同

參與揀選教會的長老和其他重要的決定。基督徒領袖應當與教會的所有會眾一同作所有重要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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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的決定應當在教會的年度會議上決策。舉例說，這些決定包括：有關教會教義聲明的決定、有關教會

道德標準或聲明的決定、有關教會年度計劃、活動及程序的決定；有關教會年度預算及開支的決定、有關教會

購置和出售物業的決定、以及有關管教犯了罪的領袖的決定。 
 

合乎聖經的教會作決定從不是透過民主投票方式的，而是透過合乎聖經的方式，一方面與聖經教導完全一致，

另一方面與教會所有成員整體協定一致。當眾長老和教會成員在一個重要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協議時，就要延

遲作決定。整個教會都應當多研讀聖經，多討論那個問題，多禱告，邀請顧問商議（例如姊妹教會的長老委員

會），直至達成合乎神話語的一致協議為止。長老們有責任確保教會這樣做。 
 

D. 教導人自己做決定 
 

1. 指導者的責任是給予意見，但做決定是徵詢者自己的責任。 
 

教導。人們往往禁不住把自己的答案告訴徵詢者，而不是幫助他從聖經中尋找答案，然後自己作出個人決定！

指導者不可為徵詢者做決定！總不要說：“如果我是你，我會怎樣做。”因此，要教導初信者一方面要聽取指

導者的意見，另一方面要自己做決定，並且分辨兩者的分別。 
 

指導者所給予的意見只是幫助徵詢者發掘更多資料，以及意識到他最終所作決定的後果。 
 

總要由徵詢者自己作出決定。他總要對自己的決定、選擇和計劃及其決定所帶來的一切後果負責！指導者不可

告訴徵詢者他應該做什麼，不然，如果意見沒有成效，徵詢者可能會責怪指導者。基督徒輔導員或指導者總不

可成為神與徵詢者之間的攔阻。在林後一：24，使徒保羅說：“我們並不是轄管你們的信心，乃是幫助你們的

快樂，因為你們憑信才站立得住。” 
 

2. 指導者的責任是樹立榜樣，但效法任何榜樣是徵詢者自己的責任。  
 

教導。對徵詢者來說，聽指導者在人生面對類似困境時所做的決定、選擇或行動可能令他感到安慰。然而，指

導者最好不要告訴徵詢者他在類似的境況中所做的決定、選擇或行動，因為徵詢者可能會認為指導者的例子也

是神對他的旨意！指導者應當用聖經原則，而不是個人的例子來鼓勵徵詢者。指導者應當鼓勵徵詢者把真理作

個人應用，然後自己做決定。指導者應當幫助徵詢者明白，只有徵詢者自己對所做的決定或選擇、所採取的行

動及其一切後果負責和交賬。 
 

3. 指導者的責任不是判斷另一個輔導員的意見或徵詢者的決定。 
 

教導。指導者要謹慎，不可批評其他指導者或輔導員的意見，除非那些意見顯然違背神在聖經中的教導。他也

要謹慎，不可批評徵詢者的最終決定、選擇或行動，除非它顯然違背神在聖經中顯明的旨意。徵詢者最終只是

對神負責和交賬。總不要指責徵詢者沒有信心。神賜給教會裏每個人的信心並不一樣。我們要勉勵灰心的基督

徒（帖前五：14）！ 
 

結論。指導者的任務是幫助徵詢者盡量發掘更多資料，然後自己做決定或選擇和採取行動，並且對自己的決定

或選擇所帶來的後果完全負責。 
 

5 
禱告（8 分鐘）                                                       ［回應］ 

  以禱告回應神的話語 
 

在小組中輪流作簡短禱告，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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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並建立基督的教會。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做決定和給予意見”。鼓勵每個基督徒要對自己所聽取的意見、

所做的決定，以及他們給予別人的意見負責。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來四至七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14）約十四：6。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研經。在家裏準備下一次研經。約十五。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 
6.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7. 更新你關於建立基督的教會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