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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教會領袖： 

 

願你們平安和喜樂！我們預備今年「防虐提倡日」的時候，先開始禱告。虐待的循環

在世上永無止息，不過我們可以改變自己見過的和未曾見過的婦女們的人生。因為我們是

祈求上帝介入拯救更多婦女從傷痛和苦楚中走出來。 

 

對於各位過去有留意此提倡的人士，我們特別感謝你們持續關注這個問題；我們只有

為此多發聲，才能幫助別人重視起來。 

 

今年的題目名為《濫用權力》。我們今年再次選擇處理一個不常談論的題目，而這個

題目在教會一直存在。那些掌權者和領袖與教友怎樣相互聯繫？有很多人都有一段從未提

及的經歷，不過這些經歷需要得到處理。這是一個很敏感的題目。我們要求自己所做的和

所說的不是對掌權者作籠統的評論，因為每個人的情况不同，很難把同樣的方式套用在一

些個案身上。 

 

一般而言，我們提供各樣資訊給你們去選擇。作為教會領袖，你們可以因著自己的地

區去增添或替代材料的內容。你們可以從這份材料找到證道連簡報、兒童故事、啓應經文 

(由作者安排會眾頌讀〈羅馬書〉12 章)、座談會連簡報及小組討論講義。 

 

全球總會婦女事工部連同兒童事工部、教育部、家庭事工部、健康部、傳道協會及青

年事工部預備這份材料。在總會的角度，這是團體努力後的成果，我們請求各位教會領袖

留意「防虐提倡日」之餘，也與其他部門一起參與這一日。 

 

我們總會工人人祈求當天的活動順利，懇求上帝使你們剛強壯膽，勇於處理這個話題，

並祈求祂賜福於你們的團隊和所安排的計劃。最重要的是，我們為那些將蒙福的生靈禱告，

因為有人會承認他們的傷痛，並對他們伸出愛心之手。 

 
 

全球總會婦女事工部啓 

 

二零二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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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斯定伯肯夫婦 (Ardis and Dick Stenbakken) 

 

斯定伯肯夫婦是一對已退休的傳道人，有濃厚的教會傳道及家庭事工背景。妻子雅迪思獲

得英語學士 (本科) 及中學教育碩士學位。丈夫迪克也獲取多個碩士學位，包括神學與哲學、

新約研究、家庭治療及家庭和社區教育，並成為家庭與社區教育博士。 

 

迪克曾經為美軍擔任 24 年的復臨軍牧，他在那時進行幾千小時的家庭及個人輔導。雅迪思

則教導英語，並參與婦女及社區工作。迪克從 1992 年至 2004 年擔任全球總會復臨院牧事工

幹事，而雅迪思也在 1995 年至 1997 年於同一機構任職婦女事工部副幹事，並於 2004 年退

休前成為同一部門幹事。夫婦二人曾經在安得烈大學任教牧者性道德的課題，來處理濫用

權力的問題。 

 

他們過去很享受共同證道和進行座談會。他們現在居住於美國科羅拉多州。他們有 2 名已婚

子女，也有 2 個孫子和 2 個孫女，年齡從 13 歲至 18 歲。雅迪思繼續投身於婦女事工、負責

研經、與當地堂會溝通。迪克則有一個網頁 BibleFaces.com，主要演繹《聖經》中的人物，

並已發行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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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提示 
 

佈道：建議你使用一些視覺演示效果說明。建議講道人可以把它變成自己的內容，也就是

說你可以在講道時添加你個人的經驗，當地的數據或其他材料使佈道對會眾更有意義和具

體。用各種方法使用它們吧。 

 

研討會：研討會由兩部分組成：（1）第一部分是關於濫用權力的信息；（2）第二部分列

出了小插圖案例。你可以把你的小組分成更小的小組，每個小組有四到五個人來討論這些

案例。每個小組將被分配討論一個虐待領域。每一組將查看這兩個小插曲的虐待領域，並

選擇一個進行討論。你應該允許大約 5 分鐘的討論，然後大約 15 分鐘的小組報告時間分享

討論結果，每個組大約兩分鐘的彙報時間。 

 

兒童故事：大部分的兒童故事直接引用自〈撒母耳記下〉12 章，改編自當代英語版。 

 
 

崇拜聚會程序 (建議) 
 

開會詩：   頌讚詩歌 707   84 首《普世歡騰》 

 

啓應經文：〈羅馬書〉12:1-21 

 

兒童故事：〈撒母耳記下〉12：1-14  《大衛王濫用權力》 

 

回應詩：      (自選) 

 
 

朗讀經文建議 

籌備人可以安排兩位主領：一位主領朗讀斜體字部分，一位帶領會眾朗讀粗體字部分。你

也可以組成兩個 3-5人小組去輪流朗讀經文，如果組員中有青年人更佳。(注意：啓應經文內

容頗長。如有需要，你可以縮短經文或選取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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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經文： 

啓應經文 

〈羅馬書〉12: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

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上帝所分給各人信心

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 

 

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 

 

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 

 

治理的，就當殷勤； 

 

憐憫人的，就當甘心。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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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地款待。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

我必報應。』」 

 

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

他的頭上。」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羅馬書》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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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故事 

《大衛王濫用權力》(撒母耳記下 12 章) 

 
你還記得《聖經》中的大衛嗎？他曾經用甩石的機弦殺死歌利亞。他成為以色列王，

是一位好君王。可惜的是，他也命令他的臣民做不好的事，而他們真的做了。有一次，他

做了一樣讓很多人傷心的事情。事實上，有一個人被大衛下令殺掉了。 

 

大衛一直都是好人，違背上帝肯定傷害了自己的良心。然而，他並沒有做任何事情，

反而裝作沒有事情發生。談論大衛的人愈來愈多，開始想著他並不好得哪兒去。上帝最終

差派先知拿單去跟大衛談談。只不過，他沒有向大衛只說他所犯的罪和傷害人民的行為，

而是向他講一則故事。 

 

拿單提起一位富戶和一位窮人住在同一座城。富戶有很多的牛羊，而窮人只有一隻買

回來的小母羊羔。那只羊羔成為後者和其孩子的寵物。它吃主人所吃的，喝主人所喝的，

還睡在主人的懷中。它被看作是窮人自己的孩子，一家人都很喜歡它。有一天，有人來探

望富戶，而富戶很想為那位賓客準備晚餐，卻不想殺掉自己的牛羊來預備給客人享用。因

此，他偷去窮人家的羊羔，並把那只羊羔宰殺，再經烹調後給客人品嘗。富戶利用他的權

利去奪走窮人的羊羔。 

 

大衛王對富戶的行為感到憤怒，並對拿單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行這事的

人該死！他必償還羊羔四倍；因為他行這事，沒有憐恤的心。」拿單其後對他說：「你就

是那人！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說：『我膏你作以色列的王，救你脫離掃羅的手。我

將你主人的家業賜給你，將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懷裏，又將以色列和猶大家賜給你；你若還

以為不足，我早就加倍地賜給你。你為什麼藐視耶和華的命令，行他眼中看為惡的事

呢？』」 

 

拿單還對大衛說他因罪而引起不少麻煩和不幸。當任何人利用權力佔他人便宜的時候，

上帝都不喜悅。人，甚至男孩女孩也可能被傷害，而加害者所承受的苦果與大衛一樣。我

很欣慰聽到大衛的懺悔：「我得罪耶和華了！」他為自己所犯的罪感到抱歉，懇求上帝饒

恕他。當然，上帝對大衛所做的，就是祂一直為我們所做的，但這不能改變事情本身對人

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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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要當心善用權力。有時候，年長或強壯的孩子會推撞其他孩子、侮辱對方、

或者嘲弄對方。那會讓人受傷。有時候，掌權的人也試著傷害孩子。如果有人試著這樣做，

你必須說「不」，然後再告訴可信任的大人。耶穌只想我們做出讓我們更好的事情，不做

不好的事情。 

 

讓我們祈求祂讓我們每個人都只會使用權力去幫助他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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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 

《濫用權力》 
 

[主領人開始證道之前先向會眾出示一款刀具 (任何款式皆可)，並邀請會眾上臺去查看，

然後問他們：「這刀具是好還是不好呢？是有害的還是有用的呢？」如有需要的話，可

以鼓勵會眾，表示一把鋒利的刀本身沒有好壞之分，而是視乎人怎樣使用這把刀，並感

謝會眾的幫忙。] 

 

序言 

 

你當然明白我們必須小心處理鋒利的物件，並不能粗心大意。我們行使權力時也同樣

要用心處理，不得輕率。權力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可以被人用作成就美好或造成傷害。 

 

動能可以使汽車和飛機為我們做有益的事，前往我們想去的地方。然而，動能也可能

被來做殺人機器，造成極大地危害。 

 

聖經中的濫用權力之例 

 

  《聖經》滿有許多關於權力、善用權力及濫用權力的故事。最先並最明顯的就是被稱

為撒但的路錫甫。他有權力，卻想要更多。他利用自己的職位去荼毒 1/3 天使的思想。他不

滿足於天使們的墮落，便對亞當和夏娃下手，而那些天使也跟著他來。濫權者和受害人受

了傷，但是撒但在一千年後將會受到最終的懲罰。 

 

  濫用權力通常很微妙，可以在操縱行為中看出來。這肯定發生在伊甸園。有時候，濫

用權力以「我很可憐」的說法或對人質疑的態度呈現，並在伊甸園重施故技。有時候，濫

權者試著以「畢竟我都是為你做啊」一句話來強迫別人。這些陳詞都是不誠實、可能帶有

虐待性質、操控他人的。耶穌既反對撒但，也反對濫權。祂從來沒有憑著祂的大能去為自

己得益處。事實上，祂把自己的大能擱在一旁，擔當僕人的角色。「因為人子來，並不是

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 10:45) 祂是我們的榜樣，

懂得並尊重各樣界線。祂從不強迫於人，直到現在還是如此，給予我們選擇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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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老是另外一位濫權的領袖。他對摩西說：「你離開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見我

的面！因為你見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出 10:28) 他濫權後便自食其果 —— 死去的人不是

摩西，而是法老的兒子。 

 

  另一個濫權的例子是以利的兩個兒子 (撒上 2:22-25)。他們作出多種形式的濫用和虐待，

最終摧毀以利的事奉，而三父子也死去。「很多聲稱是基督的佈道者就像以利的兒子們，

他們在神聖的工作間事奉，卻從中利用自己的工作間去犯事，並犯下通姦罪，讓人違背上

帝的律法。既然要呈上一套可怕的說詞，就要把一切的事例都在上帝面前審查，並因著他

們身上所做的事而接受審判……通姦在這個年代是很嚴重的罪。這種罪在稱為基督徒的各階

層人之間存在。」(懷愛倫，《對性行為、通姦及離婚的證言》〈不道德的罪〉，1989 年，

原文 99 頁) 

 

大衛王濫權 

 

  《聖經》有一則故事可以幫助我們全然理解濫權的問題，就是大衛及拔示巴。在歷史

上，我們純粹把這則故事看作是雙方通姦之事。這則故事依然是一則有描述通姦的故事，

但是我們需要以嶄新的角度去看它。 

 

  大衛行使權力的時候，他都有衡量其尺度，並不只一次。他理解其中的界限。他曾聽

亞比該的話，不殺亞比該的丈夫及在丈夫身邊的人。他對亞比該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上帝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今日使你來迎接我。」(撒上 25:32)。他原本有機會殺掉掃羅，

卻只割下後者的外袍衣襟，對此感到愧疚不已。《聖經》說：「隨後大衛心中自責，因為

割下掃羅的衣襟；對跟隨他的人說：『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

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撒上 24:5, 6) 大衛從掃羅的頭旁邊取走矛和大水

壼時，便再次面對相似的經歷。 

 

  然而，大衛看到拔示巴，並想佔有她時，就無視行使權力的界限，利用權力去滿足自

己的欲望。有人認為是拔示巴引誘了大衛，她原本可以拒絕後者的追求。提出那種看法的

人都不理解古代君王的權力。拔示巴就算早已拒絕大衛，王還是有權力強求的。有一位牧

師曾經在自己的論文撰寫關於領導和防止教會專業失檢的問題。他提到有人把矛頭指向拔

示巴，認為她找到一個讓君王看得見她的地方去洗澡，讓她引誘大衛。這就把大衛無法控

制強烈情慾之因都歸咎於拔示巴，而不是大衛自己 —— 這樣的說法實在可笑。就算拔示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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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透過某種行為來挑起大衛的情欲，大衛也要全然對自己所作的事負責。拔示巴很美麗，

也很有魅力，但是她沒有讓君王失去自製和負責任的能力。相比之下，歌利亞有能力讓大

衛害怕。事實上，大衛在後期的危機中還保持冷靜和克制 (撒上 17:36-37)。 

 

  要是拔示巴成為眾矢之的，〈詩篇〉51 篇的作者便是她，不是大衛了。大衛被視一位

宗教兼政治領袖，他背負眾人的期望去肩負更大更重的責任。然而，他讓上帝、自己、拔

示巴、國家、他的忠臣烏利亞，以及他的家庭受傷。他因自己的罪無法完全管教自己的孩

子，讓家人受痛苦。 

 

  有時候，濫權的人會拿出藉口，說到這種行為純粹是「個人的事」。有時候，有人會

搬出「法定成年人」這法律用詞。不過，大衛所想的個人之事並不只牽涉個人，還影響整

個國家。他發覺「你們的罪必追上你們。」(民 32:23) 

 

濫權的類別 

 

  我們先看看濫權的類別。 

 

  這裏有一種濫權類別，我們稱之為濫用職權，意指一個人憑著職位之便去濫用權力。

這些職位包括： 

 

 牧師  律師  教師  教練  照顧者 

 醫生  治療師 老闆  重要人物 / 政治人物 

 丈夫 / 妻子 父母  成年子女 (有年邁父母者) 

 教會領袖 (包括青年及前鋒會領袖、長老等等) 

 

  每個人都可能身兼我們所提到的職位。一般來說，我們看重這些人，並尊敬他們。然

而，他們若然濫用權力，便會帶來更的傷害。我們稍後會看得較為詳細一些。 

 

  其他的濫權和虐待類別有： 

 

 經濟：挪用管理基金裏的金錢及信托金。他們有了金錢後便行使權利，以給予及

拒付金錢來偷覷、控制事物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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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力：他們有自己的著作、作為某團體的成員、有說服力的為人等等。試想想，

那群在體育界、演藝界、音樂界、社交平臺或其他知名人士都影響著自己的追隨

者，還作廣告宣傳。他們有說服別人的權力。 

 

 身體：經常以體形或體力來強迫他人就範。這也許很明顯 —— 你的體能比我強的

話，你就有力量去支配我。 

 

 資訊：持有資訊的一方利用權力去施壓缺乏或需要資訊的一方。這在教會及政治

領導層特別真實。如果你有獲得資訊的途徑，你就能夠掌控到事情和人。 

 

 心理及情緒：利用情緒主動去羞辱、操控或控制他人。〈以弗所書〉6:4 說：「不

要惹兒女的氣」。 

 

 靈性：利用屬靈影響力或職位去命令、強求、貶損或迫使他人改變信仰或行為。 

 

 性：為了滿足個人的性慾而剝奪他人。這群施虐者的虐待方式包括性侵犯、亂倫、

猥褻、性騷擾、語言及 / 或情緒虐待，或者佔個人或團體的便宜來讓施虐者得好處。

注意：有很多國家對其案件舉報都作出強烈而合法的指引，並會對這類別的虐待 

(特別是對未成年兒童的虐待) 實行嚴謹的法律制裁。 

 

  有人坐著隔岸觀火，還說：「我沒權也沒勢，絕不會犯了這些事。」每個人在某種範

疇都有權力，而我們也必須尊重各樣界限，並抱著負責任的態度去行使權力。覺得自己無

權的人經常成為受害者。你需要多警覺，保護自己。 

 

在教會濫權 

 

  我們從世界各地的媒體報導及眾人的口中所聽到的濫權信息愈來愈多。我們可能留意

到某教會發生牧師或神父性虐待兒童事件，讓其成為新聞焦點。我們懷疑這種問題在世界

每個地方逐漸惡化，不過有些地方都坦誠談論這種問題。本會積極面對牧者、教師及其他

教會領袖施虐事件，我們對此感到自豪。然而，我們裝作濫權及虐待事件沒發生，使這種

問題從來沒有得到解決，因為這都一直如此。 

 

  本會雜誌《傳道者》 (2008 年 2 月 ) 刊登一則關於復臨風險管理  (Adventist Risk 

Management - ARM) 的文章，它是本會所屬的一間保險公司。其中一位董事對教會領袖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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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之事是如此回應：「虐待和濫權一直發生。有些教派的高層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認，

直到對方告上法庭才出來面對……我們整個專業團隊已經建立一套行動方案，嘗試減輕人們

因受侵犯而帶來的傷痛……控訴者們在這一刻感到憤怒，反對教會，抗拒試著幫助他們的人。

對他們而言，復原幾乎是不可能的。」你看看，當有人濫權，其他人便受傷，而後者也對

上帝失去信任。 

 

  當有人越過對方的界綫，其他人便一直受傷，這經常發生在掌權者及「受害者」身上。

當教會領袖濫權，這不只讓別人受害，也傷害教會和損害教會的使命。我們在座談會提得

更詳盡一些。 

 

[主領人順道介紹座談會的的舉行時間和地點。] 

 

在教會外濫權 

 

  在美國，有一個基督教新聞網站刊登一份2015年統計報告。這份報告提到有不多於500

名的教育工作者因性侵犯而被逮捕，當然那是濫用權力。那些施虐者受傷，那些受害者受

傷有時候使一輩子的影響。有一個實驗，在谷歌搜索輸入「濫用權力」一詞，然後逐一輸

入國家名稱，加納、菲律賓、瑞典、加拿大、新加坡、新西蘭、牙買加、敍利亞及奧地利 

—— 任何一處都有存在。 

 

  有一個統計網站出示一份 2019 年的研究報告，它表示美國國民中有 28% 認為有相當少

數的民選官員因在職場濫權而違法。另一方面，有 12% 則認為幾乎所有官員都會在職場濫

權。根據美國《國家親密伴侶及性暴力統計》 (The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 NISVS) (2010 年-2012 年)，每年平均接近 5 百萬女性遭受性暴力，並有接近

150 萬人被強姦。這些事件全部都與濫權有關。 

 

我們怎麽辦？ 

 

  我們怎樣處理這種問題？有解決辦法嗎？有好消息嗎？是有的！ 

 

  我們首先必須承認如果不讓聖靈引導我們，便會因自己在某時某處濫權而愧疚不已。

我們必須慎防自己成為濫權的施虐者及受害者。作為教友、社區居民、家人，我們必須對

人負責 —— 也在上帝面前為自己負責。因此，我們可以，也必須留意以下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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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感：作為牧師、屬靈領袖、教師或掌權者，你必須認識到，上帝堅持要你更

有責任地在生活言語和行為方面順服祂的準則。「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作師傅，

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雅 3:1) 

 

 共識：當我們有共同立場，彼此並不打壓，就能夠合力做好工作。任何階層出現

不平等的話，有人就會顯得弱勢，而掌權者也有更大機會濫權並侵犯弱者。 

 

 尊重：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界線、身體和權力，就是指不能濫用這三種去侵犯別

人，也不容許濫用和虐待發生在我們身上。保羅對此說得很清楚：「所以，弟兄

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

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 12:1)「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

嗎？這聖靈是從上帝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林前 6:19) 

 

 合作：此外，我們從《聖經》看到了例子。在起初，亞當和夏娃都得著自製的能

力。他們兩個沒有濫權去控制對方。我們合作做工，而不彼此打壓時，便呈現更

好的成果。新約中有一個有趣的地方，約瑟和馬利亞都得著看異象的能力。伊利

沙白和撒迦利亞共同培訓自己的兒子約翰。從經文中看到的「一同」這個詞語就

表示共同做事的意思。 

 

  亞拿尼亞和撒非喇的合作則顯得粗暴，是一個反面教材。他們有一定的財富，為何要

決意欺騙，不讓我們知道呢？這顯示在教會內犯罪的嚴重性、聖靈對罪的敏感度以及上帝

對罪的立時審判。(見徒 5:1-11) 

 

從〈以弗所書〉帶來的正面顯示 

 

  保羅在〈以弗所書〉4 章完美地顯示並整合正面的責任感、共識、尊重和合作。從 4:1

開始，他呼籲信徒「……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

耐，……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爲一的心。」倘若我們確實這樣活著，任

何階級都不再有濫用和虐待！沒有一個人以權力去利用別人。 

 

  保羅繼續在 4:17-19 警示我們無意義而錯誤的想法和行為會使我們對上帝的理解有所昏

昧，並與上帝所賜的生命隔絕，「都因自己無知，心裏剛硬」。你看到當中的對比嗎？那

個對比有沒有深深地影響你？一個是使你得著、謙卑、溫柔、有耐心、保持聖靈合一的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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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呼召，另一個則是使你心思昏昧並最終與上帝所賜的生命隔絕的錯誤想法和行為。4:23邀

請我們建立新的態度及新的自我，「是照著上帝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一位偉大的工匠以鮮明的真理去陶造並改變我們，不讓我們成為加害者及受害者，去

完美呈現祂的同在。保羅繼續說下去。在4:26，他提到我們憤怒時的處理方法。不錯，我們

會憤怒，連耶穌也會憤怒 (見可 3:5)，但祂從不虐待別人。憤怒猶如在證道開始時所展示的

鋒利刀具一樣。憤怒可以造成猛烈的破壞，並具有侵犯性，我們不得不改變帶有侵犯性的

不公義或行為。要用心記住：憤怒從不是對人施暴的藉口。從——來——不——是！「生氣

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保羅就是這樣對人類表達情緒定

下界線。 

 

  當然，他在 5:1 繼續提到我們要仿效上帝，「憑愛心行事」。仿效的英文「imitate」便

是源於保羅所用的希臘文「mimetai」。我們只可以做的是：必須專心仰望上帝，專注於祂

的特徵，然後每天都尋求方法去迎合那些特徵，與祂一樣，並對四周的人反映祂的品格。

保羅說少做的話，不但給了魔鬼留地步，還給他留下鑰匙去大開方便之門。我們要「……察

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5:10)，還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

陰……」。(5:15) 

 
 

  如果我們活出生命時專心於那些令人信服而正面的品格 (責任感、共識、尊重和合作)，

就會「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5:21)。你看到有共識嗎？那麼，我們在所有的人際關

係都能夠反映責任感、共識、尊重和合作，它們都表示我們在過程中打造自己去成為精緻

的仿效上帝者。這與濫用權力截然相反！ 

 

  如果我們活出生命時專心於那些令人信服而正面的品格 (責任感、共識、尊重和合作)，

便不會彼此惱怒、挑釁或煩擾，或許甚至連孩子也不會 (見 6:4)。我們的婚姻關係會建基於

平等、尊重、彼此順服，並特別降服於上帝。 

 

總結 

 

[主領人可以的話，便拿出一些雕塑品給會眾看看，不論是用木、石頭還是粘土做的都可

以。] 

 

  這正如一位木匠使用鋒利的器具去創作一個雕塑品，同樣地，一把刀具或其他鋒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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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都可以造成傷害、割裂、傷口、毀損。權力也是一樣，有人會濫權去傷害他人。因為加

害者濫權與上帝的設計背道而馳，所以誤用或濫用權力會毀掉領人到基督面前的機會；受

害者也因此而與上帝所設計的背道而馳。 

 

  或許，有人會使用權利去創建由聖靈陶造的美麗人生，使天上得著永恆的榮耀。我們

得著聖靈的力量後，便成為工匠，並與上帝同工，一起讓世上成為更優美的地方。祂想我

們帶領別人前往美好的未來，並於最終得著永恆的大能大力和完美。「……行事為人就當與

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

心。」(弗 4:1-3) 

 

  當我們在正面使用並意識到權力之下去這樣活出我們的生命，就全然展示上帝品格，

並吸引別人真心敬拜於祂。這是最好地表現了福音。 

 

呼召 

 

  今天，你坐著的時候，有否用心聽到聖靈對你說話，並問你是否願意與祂一起，憑著

祂的愛和品格去接觸受創的人呢？你能夠感受到那強烈的心情嗎？我相信上帝呼召我們去

接觸不同的女性：有苦痛的、寂寞的、曾經受害或加害並有傷痛的、抑鬱、試著在教會躲

在背後或坐在最後一排長椅上的。不論上帝會呼召誰人去接觸和服事她們，都要記得她等

待著我們。她等待著你。別讓她等得太久。 

 

  倘若你今天想回應上帝，就說：「是的，我會去事奉，我會與祢並以祢的名和愛去服

事別人，」我禱告的時候，請跟我站在一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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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濫用權力》 
 

[對主講人的提示：我們建議主講人以當地的統計數據、法律條例或新聞報導作為分享的題材。 

 

要留意的是，作者的證道及座談會並沒有包括所有要說的主題；例如，由於時間關係，於是未

能詳盡提及有關復原及懲罰的題目。這可以詢問所屬分會，瞭解有否設立關於處理教會之性行

為不端及性侵犯的政策及 / 或委員會，或者保留類同的資源。你可以聯絡分會婦女事工部或家

庭事工部索取資訊。] 

 

  濫用權力是一個帶有多種後果的大題目。我們在這一天也預備了以濫用權力為主題的

證道，從它特別看到大衛和拔示巴犯罪的故事。不過，經上另外有不少故事，並對這個問

題表示多個方面。這包括其本身的問題、濫用權力的定義、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法、對其問

題的處理及怎樣影響復原。受害者及濫權者都需要協助。倘若教會發生虐待事件，人們通

常不相信會發生此事，並只選擇站在一邊，而教會最終也因而身受其害。 

 

濫用權力的類別 

 

  那麼，濫用權力有哪些元素？誰有權力？當濫權者佔一個人或團體便宜後得到滿足，

便會發生濫用權力的事件。 

 

 職位：在不經對方的同意下，去利用職位、教育程度及社會地位來強迫對方。

〈路加福音〉3:14 中，施洗約翰提醒兵士千萬不得利用職權去剝奪他人。 

 

當中的職位包括：牧師、律師、教師、教練、照顧者、醫生、治療師、教會領袖、

青年領袖、前鋒會領袖、老闆、重要人物 / 政治人物、丈夫 / 妻子、父母 

 

 經濟：挪用管理基金裏的金錢及信托金。他們有了金錢後便行使權利，以給予及

拒付金錢來偷覷、控制事物或事情。經上的例子：亞拿尼亞及撒非喇 (〈使徒行傳〉

5:1-12、〈雅各書〉5 章、〈申命記〉8:18 

 

 影響力：他們有自己的著作、作為某團體的成員、有說服力的為人等等。試想想，

那群在體育界、演藝界、音樂界、社交平臺或其他知名人士都影響著自己的追隨

者，還作廣告宣傳。他們有說服別人的權力。網上百科全書維基百科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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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岀 5 位因濫用權力而被控告或彈劾，它甚至列出在公元 215 年於中國發生的同類

事件。 

 

 身體：經常以體形或體力來強迫他人就範。這也許很明顯 —— 你的體能比我強的

話，你就有力量去支配我。經上的例子：巴蘭打驢子 (〈民數記〉22:22-27)、約瑟

的哥哥賣他去當奴隸 (〈創世記〉37 章)、「因比她力大，就玷辱她」(〈撒母耳記

下〉13:14) 

 

 資訊：持有資訊的一方利用權力去施壓缺乏或需要資訊的一方。這在教會及政治

領導層特別真實。如果你有獲得資訊的途徑，你就能夠掌控到事情和人。 

 

 心理及情緒：利用情緒主動去羞辱、操控或控制他人。〈以弗所書〉6:4 說：「不

要惹兒女的氣」。經上的例子：撒但 / 夏娃 / 亞當作恐嚇性謊言，造成壓力 (〈創

世記〉2:1-7〉 

 

 靈性：利用屬靈影響力或職位去命令、強求、貶損或迫使他人改變信仰或行為。

經上的例子：該亞法說：「你們不知道什麼。」(〈約翰福音〉11:49) 

 

 性：為了滿足個人的性慾而剝奪他人。這群施虐者的虐待方式包括性侵犯、亂倫、

猥褻或性騷擾。注意：有很多國家對其案件舉報都作出強烈而合法的指引，幷會

對這類別的虐待 (特別是對未成年兒童的虐待) 實行嚴謹的法律制裁。經上的例子：

以利的兒子 (〈撒母耳記上〉2:22-25)、大衛與拔示巴 (〈撒母耳記下〉11 章)。 

 

在所有的情况下，有權勢的人也應當為那些負起責任，而不是推在受害人身上。美國

教育家柯維 (Stephen Covey) 在其著作《與成功有約》(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提到積極榜樣的定義。他的意思是作為人類，我們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我們的行為有作

決定的功能，卻沒有調整處理的功能。他也讓我們去看看責任心的英文字  —— 

「responsibility」，裏面包含「response」(回應) 及「ability」(能力)，它們指的是選擇回應

方式的能力。 

 

這一點所澄清的是有權勢的人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他 / 她不可以說「是他 / 她引誘我」

那句話，或者如大衛和拔示巴一樣，我們不能指責後者。大衛既是君王，也是一個需要負

責的人。倘若不是的話，〈詩篇〉51 篇的懺悔之詩就應當出自拔示巴之手，而不出自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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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知道自己的過錯，先知拿單亦然。實際上，〈撒母耳記下〉11:27 說：「但大衛所行的

這事，耶和華甚不喜悅。」 

 

不論那人的身份是牧者、教師、治療師或前鋒會隊長，總之凡當負責人的，都是要擔

當一個願意負責任的人。有一位牧者主張教會職工要避免行為不端的行為，他提到領袖有

責任與服從領導權力之人建立內在的相互信任關係，絕不得利用這種神聖的信任來滿足個

人的私慾。君王與百姓或領隊與追隨著之間的權力差異，都會使權力較小的人遭受被剝奪

之害。 

 

我們需要知道濫用權力之實情 

 

 也許最重要的事實是要一直記著不論有人手持哪種權力，總之有權力的一方就是

要負責任的一方。 

 

 我們不會因著有人從面前試探我們而讓別人論斷我們，但是別人會因著我們所作

的回應而對我們評頭品足。 

 

 當一個人與任何異性或同性發生不當的性接觸，縱使在成年人彼此同意下發生，

這都是罪。這可能包括兒童猥褻、通姦、同性戀、性騷擾、窺淫癖，以及其他不

當的性接觸。這多種罪原本不應該在基督徒之間發生，可是卻發生了。當其中一

人掌有權力 (牧師、教會領袖、教師、醫生等等)，那人通常就是要負責任的一人，

並要擔當到底。 

 

 倘若你聽到虐待事件，別對此表示不信。不幸的是，這事情一直發生，甚至包括

教會。 

 

 當任何類別的虐待發生，我們從那時開始的目標就是復原。這當中包括對質、認

罪、悔改、個人輔導、婚姻 / 家庭輔導及負責任的團體。復原的過程並不容易，需

要時間，而且並非每一情況都讓人有可能或得到合適的復原。最重要的是，千萬

別裝作完全沒事發生，讓作惡者逍遙法外。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有一份《國家親密伴侶與性暴力統計》，該統計數字表示

每年有幾千萬名國民遭受性暴力、跟踪及親密伴侶暴力。這些暴力方式除了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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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及情緒毀損外，也連帶一系列兼長期性的身體及精神健康問題。暴力所帶來

的影響遠遠不只是受害者本人，他們因接受治療、失業及刑事司法活動而終身面

對巨大的經濟代價。我們需要認清如果施虐者沒有掌權，這些暴力行為就不能並

不會發生。 

 

 堪薩斯州立大學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教授修普 (Robert Shoop) 曾經研究校園性騷

擾和性虐待的研究。這項研究提及施虐者不限於運動教練。樂團指揮、音樂教師

或其他人有在私底下於校外地方接觸孩子的話，他們同樣是作案者……可是這不表

示孩子在校園裏必然安全。經過舉報和告發的師生性關係個案愈來愈普遍。修普

提到相關的個案數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然而，美國並沒有進行全國性研究去探

討此問題的猖獗度。只不過，他說這種性醜聞的嚴重程度不亞於天主教神父性侵

犯事件，但都被隱藏和掩蓋。 

 

 教會對此不能幸免。一個北美基督教新聞網頁曾經在 2022 年 2 月報導一則新聞。

美國最大新教教派美南浸信會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在過去 20 年來便有接近

400 名牧者犯下超過 700 起性侵犯案件。該教派得悉此事時也感到相當震驚。更糟

的是，有部分教派領袖明知發生了問題，卻依然縱容作案者。事實上，有很多作

案者都是慣犯，他們離開了教會，卻一直傷害別人。這對上帝及其子民是一種可

怕、有罪和極端的背叛。我們聽過不少關於天主教教會性侵犯的案件，但這並不

是唯一。 

 

 當性行為不端發生，教會需要採取具體的程序。一方面，列出具體行動有助遏制

事情。另一方面，其內容過分具體的話，便無法讓人依照程序去處理每起個案，

而無法依照程序處事的最終結果是面對訴訟。 

 

 每位有接觸兒童的人都必須填寫自願者申請表，並接受適當的背景調查。本會機

構 ARM 便對此列出指引，幫助牧者懂得如何職員與自願者相處  (英文版本：

https://women.adventist.org/protecting-our-children)。 

 

 如果你發現自己被教會領袖虐待，就必須立刻向所屬區會、ARM 和律師舉報。 

 

 要記住，教會不論要面對哪些指控，都必須履行保護受虐者、聆聽受害者的聲音

及與官方合作的使命。 

https://women.adventist.org/protecting-our-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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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一位教會領袖，而有人也找你去輔導他 / 她的話，你須要保持自信，除非

他們對你說不合法的事情。你若是在教會與任何人分享你所聽到的事，這既摧毀

你的事奉，也影響他們在屬靈上的前程。 

 

 本會已故牧師克勒斯 (James A. Cress) 曾經在《傳道者》(2002 年 9 月) 分享對組織上

行為不檢的看法：「另一種因素是有人誤解福音授權別人去饒恕罪人。因此，牧

者性行為不檢更只被視作道德上的失檢，卻不被視為背叛在專業上的信任。當然，

這無視了上帝的命令，那些傷害弱小的應當受到嚴厲，甚至是無可挽回的懲罰。

要記得，性的行為失檢對性關係幾乎從不是必要，實際上是濫用權力和職位的行

為。」 

 

 怎樣做法讓教會領袖行為不檢的事件在會眾之間惡化？就是以錯誤的方式回應事

件。牧者行為不端的問題影響所有教派。ARM 有一份可以供人索取的指引，並能

夠在你所屬的地方理解該指引的用途。  

 

 美國作家沃爾夫 (Naomi Wolf) 在 1980 年代就讀於耶魯大學。她曾經寫下多年來為

了查明校方所承擔的責任而進行抗爭。她總結濫用權力破壞了機構或教會的更大

使命，並說：「天主教教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公眾很明白教會領袖對系統性的

性罪過保持緘默，因而腐蝕組織的使命，而那個使命也對社會負起了整體的責

任。」她還說：「甚至連軍隊都開始理解到這一類的軍校學員性騷擾腐蝕了其對

社會的使命。」因此，倘若一個機構親眼看到一位領袖 / 僱員 / 代表濫用權力後破

壞了使命，它就會認清其自身利益和可能要面對的負面後果 (法律、財政、公眾形

象等等) 之後，才作出行動；這些後果會削弱使命，實際上也會收窄生存空間。 

 

為使用權力之人提供步驟，免得陷於犯罪 

 

  如果你是一個掌權人，特別在一個可行使權力的職位掌權的，你需要採取步驟去確保

自己不會陷入濫用權力的境地。不幸的是，有不少造成濫用權力的人認為他們不受影響，

甚至認為無需為此做預防措施。任何人沒有為此做安全措施的話，都會陷入困擾中。保護

自己，應從進行以下的步驟： 

 

o 要有一個負責任的夥伴或小組，與他們定期並坦誠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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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一直開著辦公室大門，保持窗戶大開。 

o 時刻用書桌隔開你和諮詢人，避免身體接觸。 

o 避免不經意的身體接觸。 

o 只向夫妻或同性別的人輔導 (男性輔導男性，女性輔導女性)。 

o 絕不要假定你自己抵擋不了，每位牧者 (或其他掌權人) 遇到不妥的情况時很容易遭

受引誘、犯罪及濫用權力。 

 

  如果你面對著一位掌權人，就應該查看他們有否採取步驟去保護你。 

 

紀律對教會的重要性 

 

  很多教會想著定虐待事件絕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於是並沒有計劃去處理這些問題。

它們處理問題時所常用的其中一種方法就是索性隱瞞。不過，面對濫權者是極其重要。奎

恩 (Jay A. Quine) 是一位牧師、法官及前副檢察官，他曾說：「紀律不是一種選擇，它在《聖

經》裏是義務並法定的。經上不少章節要求犯錯的教友恢復紀律。這些經文帶來必然發生

的結論：教會紀律與分享『純正的福音要道』同樣是教會所發揮的功能。」 

 

〈馬太福音〉18:15-20 教導我們罪人要接受對質、責備，他們要是拒絕悔改的話，就被教會

拒之門外。 

 

〈使徒行傳〉5:1-11 顯示教會內犯罪的嚴重性、聖靈對罪的敏感度以及上帝對罪的立時審判。 

 

〈哥林多前書〉5:1-5 指教我們教會對持續而悔改不了的罪表示心感憂傷、慎重考慮、審判

罪、排除不思悔改的教友。 

 

〈帖撒羅尼迦前書〉5:14 指示我們去警告不順服並行為不檢的教友。 

 

〈帖撒羅尼迦後書〉3:6-15 教導我們去警告不守律的弟兄，並遠離他。 

 

〈提摩太前書〉5:20 告訴我們去公開斥責持續的罪。 

 

〈提多書〉1:13 向我們說要嚴厲譴責不教導真理的人。 

 

〈提多書〉3:10 命令我們一個造成分歧的人經過充分的勸導後也不悔改的話，便遠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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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示錄〉2-3 章呼召教會悔改，並警告他們要是拒絕，便會接受加倍的懲罰。 

 

  這清楚表示上帝想教會嚴肅處理持續犯罪的教友，並對他們采取更正措施。 

 

懷愛倫 —— 關於濫用權力的聲明 

 

  「很多聲稱是基督的佈道者之人就像以利的兒子們，他們在神聖的工作間事奉，却從

中利用自己的工作間去犯事，並犯下通姦罪，讓人違背上帝的律法。既然要呈上一套可怕

的說詞，就要把一切的事例都在上帝面前審查，並因著他們身上所做的事而接受審判……通

姦在這個年代是很嚴重的罪。這種罪在各階層聲稱為基督徒的人之間存在。」(《對性行為、

通姦及離婚的證言》〈不道德的罪〉，1989 年，原文 99 頁) 

 

  「如果一個傳福音的人不能約束自己低級的情慾，如果他沒能效法使徒的榜樣，竟羞

辱自己的職業和信仰，甚至敢提放縱罪惡的事，那麼我們自稱敬虔的姐妹們就切不可有片

刻的自慶之心，以為她們的傳道人既敢放縱邪行，則罪惡與不法之事也就因而減少其可憎

性了。事實上，身負重責的人雖顯明他們對於罪惡已習以為常，也不該使任何人心中減輕

罪辜和罪的嚴重性。罪惡仍當和以前被視為的一樣的顯為有罪，顯為可憎；而心意純潔高

尚的人，當痛恨並遠離放縱罪惡之徒，猶如逃避咬人致死的毒蛇一般。」(《教會證言》卷

二，原文 457 頁) 

 

  「一個男人若自稱遵守上帝聖潔的律法，並且擔負聖職，卻利用人們對他職位的信任，

謀求放縱自己卑鄙的情慾，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使一個自稱敬虔的女子看明，雖然他的信

仰表白高及諸天，出自他的一個不潔的建議卻來自假扮成光明使者的撒但。那些這麼容易

將自己的清白和貞操犧牲在肉體情慾之壇上的人，我無法相信上帝的聖言住在他們心中。」

(《教會證言》卷二，原文 457 頁) 

 

誤用及濫用權力：〈撒母耳記上〉2-4 章 

 

  經上記載不少關於誤用及濫用權力的故事，讓我們從中得到警示和學習。〈撒母耳記

上〉2-4 章是其中一段最令人傷心的經文，它也最能完整顯示在幾個層面中所呈現的多種濫

用權力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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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領人在工作坊開始之前，先預備閱讀該經文，然後從中把有顯示各種濫用權力的類別標記

出來。] 

 

[以下的經文具體列明關於濫用權力的問題。你可能想邀請小組去看看經文，然後列出他們從

中所找到的濫用權力類別。若已完成，就能有效地把經文和濫用權力的問題寫在板上，透過投

影儀或以其他方式播放出來。這就可以讓參與者看到參考經文以及由之前的組員發現的濫用權

力內容，有助參與者專心理解故事和警示。]  

 

〈撒母耳記上〉2 章 

 
3 因耶和華是大有智識的上帝，人的行為被他衡量。(這為接下來的事件得到警示而

預備) 

 
9, 10 人都不能靠力量得勝。與耶和華爭競的，必被打碎 (這再次列明警示，並初次提及

將會分享的事) 

 
12 以利的兩個兒子是惡人，不認識耶和華。(換言之，他們不是真正的領袖，只是裝

作為宗教領袖而已；濫用宗教) 

 
12-16 他們恐嚇百姓，掠奪他們的祭物，對百姓毫無尊重。(濫用職權和宗教) 

 
17 濫用和虐待行為被歸類為罪。 

 
22-25 他們毫不尊重在聖殿事奉的女性，並利用其職位於性及宗教方面剝削後者。(濫用

職權、性虐待及利用宗教) 

 

〈撒母耳記上〉3 章 

 
1 濫用權力的氛圍和行為直接導致靈性衰落和遠離上帝。「當那些日子，耶和華的

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這都是整個團體濫用權力的後果，並不只是個體行為

的直接導致) 

 

〈撒母耳記上〉4 章 

 
10 團體所遭受的損失頗大： 

- 3 萬名步兵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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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約櫃被擄去 

- 以利的兩個兒和領袖們死去 

 
18 以利聽到不好的消息時死去 

 
21, 22 上帝的榮耀離開以色列，是因為多種濫用權力的事件。 

 

  這是從濫用權力所帶來的負面結果。當今的日子與以利、以利的兒子與撒母耳的年代

也是切切如此。上帝並不改變，祂的期望也不變。 

 

〈耶利米書〉7:1-7 提醒我們要更新 / 改變自己： 

 改正行為 

 施行公平 

 不欺壓平民 

 不流無辜人的血 (虐待) 

 不隨從別神 (包括醉酒，虐待這類假神的權柄) 

 

之後，佳美的事情會發生在上帝子民身上。 

 

  當有人濫用權力的時候，上帝會被蒙羞，罪惡會蔓延，為整個團體帶來毀滅性結果，

這影響不僅僅發生在受害者及濫權者的身上。 

  

因此，我們必須意識到權力的濫用，遠離它。我們必須負起責任並且彼此配合堅持掌

權者要擔負責任，使權力用於榮耀上帝和改進個人行為的事情。 

 

要記得：「因耶和華是大有智識的上帝，人的行為被他衡量。」(〈撒母耳記上〉2:3) 

 

  違反界限是其中一種濫用權力的方式。我們需要並要有很多界限。當那些界線被越過

的話，我們就受到侵犯。當我們越過其他人的界線，也同樣侵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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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13: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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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指引 

《故事情節討論》 

 

  每個小組都先看看以下的故事情節，然後對此去發現、討論和觀看個中的虐待性質 (身

體、靈性、情緒、性等等) 以及所違背或越過的界線。然後，各小組為此商討採取行動的方

法。應該怎樣做？應該要介入嗎？要負上哪些方面責任？ 

 

  你可以使用、改動或編寫短故事，而這些故事是能夠表示多個值得討論的地方。每種

類別都有兩則短故事。你可以選擇其一，與組員討論，但要討論過多個議題。此指引列出

了虐待和濫用的本質以及其越過的界線，幫助你進行討論。 

 

情節一 

1. 牧師或教會領袖說：「   姊妹，你在  方面做得最好，而總會的來

賓想特別在安息日吃  。那麼，請你在聚會結束後為他們弄 6 人的膳食，招待他

們。沒有人能像你一樣做到的！」 

 

 濫用職權 

 越過的界線：時間、金錢、體力、毫無選擇、單一溝通、無法拒絕、其他…… 

 

2. 一位首席長老聚會完畢後叫住一位教友：「你也知道，我們需要主動探訪失踪的教友，

所以我把這一周的探訪名單給你。」 

 

 濫用職權 

 越過的界線：那位教友有沒有屬靈恩賜去勝任這種作工？時間、交通、缺乏選擇助人

的方式、獨斷獨行、其他…… 

 

情節二 

1. 一位前鋒會隊長幫助教導一群 12 歲的兒童游泳，來為他們取得游泳榮譽證。那位隊長

一直「支援」游泳手，他 / 她趁著他們學習俯浮的時候把手觸碰他們的性器官。他 / 她

也撫摸他們的身體來「稱讚他們的表現很好」。 

 

 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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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過的界線：觸碰身體、對情緒和性的感覺、可能以行為作掩飾，進而作出更具侵擾

性的性接觸、違反靈性、違背信任、其他…… 

 

2. 當丈夫 / 妻子不在家時，另一半開始與孩子討論性能力，並向孩子示範「性能力更好

的一面，讓他們於結婚前都能對美好的性經驗有所預備。」其背後的原因是「他們在

人生的某段時刻會有性活躍，而他們從關愛自己的父母身上所學到的也比起粗心的同

儕所說的更好。」 

 

 性侵犯 

 越過的界線：靈性、父母的責任、道德、身體、心理、情緒、身心發展、法律、其

他…… 

 

情節三 

1. 一位安息日學教員顯得固執。他 / 她要求學員完全同意他 / 她對經文或要道的詮釋，並

對他們咆哮：「你們必須相信我所的話！我是對的，而你們都是錯的！你們要是不相

信我所說的話，就不再是這裏的教友，也會被下地獄！」 

 

 靈性虐待 

 越過的界線：自由意志和選擇、情緒、社交、靈性、更多…… 

 

2. 一位外訪佈道家列出一系列「必須做」和「絕不能做」的清單，並進而解釋只有嚴謹

遵守清單中的規定才能「得蒙救恩」。 

 

 靈性虐待 

 越過的界線：靈性 (完全不讓聖靈作工！)、情緒、心理、自由意志和得到選擇、成長及

作決定、律法主義與恩典相衝、更多…… 

 

情節四 

1.   弟兄對妻子說：「《聖經》說妻子應當順服自己的丈夫，你沒做到，就給你

的眼打一個黑圈。你看，我是為了你好。我怎樣說，你就跟著我去做。那是上帝的方

式，你乖乖順從的話就讓你有益處和救恩。從今往後，要不對我百依百順，要不就承

擔後果。我已經警告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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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虐待 

 越過的界線：身體、情緒、靈性、社交、心理、法律、更多…… 

 

2.   姊妹看到孩子不聽話，或沒有以她想要的方式回應她，便頻頻給他們耳光。

現在，其中一個孩子的手臂上有一片瘀青，是因為  姊妹以「管教孩子」

的名義去抓著他 / 她。  姊妹喜愛的經文是：「兒女當順服父母……」 

 

 身體虐待 

 越過的界線：身體、情緒、靈性、心理、法律、更多…… 

 

情節五 

1. 一位年青男子對女朋友說：「看，如果你真的如你所說的很愛我，那麼，你就跟我一

起發生關係來證明吧。我們所認識的情侶都是性活躍的……你不跟我一起睡的話，是不

是你有什麼反常？你是同性戀嗎？還是怎樣？」 

 

 心理及情緒虐待 

 越過的界線：情緒、靈性、身體、心理、性、更多…… 

 

2. 年邁的父母對子女說：「我之前曾為你付出一切，你居然這樣對我，   

   ！我簡直不敢相信你居然這樣做！我當父母的真的很失敗！你讓我失

望得很！你不愛我！」 

 

 心理及情緒虐待 

 越過的界線：情緒、心理、靈性、更多…… 

 

情節六 

1. 成年的孩子們被指定為法定代理人來照顧年邁的父母，這樣就能夠動用父母的銀行帳

戶。他們開始從父母的帳戶提款，其數額也超出照顧父母所需的生活費用。他們的想

法是：我們不論怎樣都會繼承那筆財産，早晚都是屬於我們的，只不過提前用著而已。 

 

 經濟虐待 

 越過的界線：法律、道德、財務、靈性、社交、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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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弟兄和  姊妹說過會把一筆大捐款獻給教會去建立新堂。然而，

他們心目中的建築風格被其他教友認為對會眾不太合宜。  弟兄和 

 姊妹說明除非教會表決贊成他們的計劃，否則就不會捐獻這一筆款項。 

 

 經濟虐待 

 越過的界線：靈性、法律、道德、財務、操縱、更多…… 

 

[請主領人打印往下的講義，然後派發給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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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 

《故事情節討論》 

 

各位參與者理解故事情節時， 

 決定虐待的方式 (身體、靈性、情緒、性等等) 

 有涉及或越過哪些界線？ 

 討論一下：當事者受侵犯時應當怎樣做？ 

 應該要介入嗎？若是要的話，怎麼做？ 

 要負上哪方面的責任？ 

 

情節一 

1. 牧師或教會領袖說：「   姊妹，你在  方面做得最好，而總會的來

賓想特別在安息日吃  。那麼，請你在聚會結束後為他們弄 6 人的膳食，招待他

們。沒有人能像你一樣做到的！」 

 

2. 一位首席長老聚會完畢後叫住一位教友：「你也知道，我們需要主動探訪失踪的教友，

所以我把這一周的探訪名單給你。」 

 
~~~ 

 

情節二 

1. 一位前鋒會隊長幫助教導一群 12 歲的兒童游泳，來為他們取得游泳榮譽證。那位隊長

一直「支援」游泳手，他 / 她趁著他們學習俯浮的時候把手觸碰他們的性器官。他 / 她

也撫摸他們的身體來「稱讚他們的表現很好」。 

 

2. 當丈夫 / 妻子不在家時，另一半開始與孩子討論性能力，並向孩子示範「性能力更好

的一面，讓他們於結婚前都能對美好的性經驗有所預備。」其背後的原因是「他們在

人生的某段時刻會有性活躍，而他們從關愛自己的父母身上所學到的也比起粗心的同

儕所說的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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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三 

1. 一位安息日學教員顯得固執。他 / 她要求學員完全同意他 / 她對經文或要道的詮釋，並

對他們咆哮：「你們必須相信我所的話！我是對的，而你們都是錯的！你們要是不相

信我所說的話，就不再是這裏的教友，也會被下地獄！」 

 

2. 一位外訪佈道家列出一系列「必須做」和「絕不能做」的清單，並進而解釋只有嚴謹

遵守清單中的規定才能「得蒙救恩」。 

 
~~~ 

 

情節四 

1.   弟兄對妻子說：「《聖經》說妻子應當順服自己的丈夫，你沒做到，就給你

的眼打一個黑圈。你看，我是為了你好。我怎樣說，你就跟著我去做。那是上帝的方

式，你乖乖順從的話就讓你有益處和救恩。從今往後，要不對我百依百順，要不就承

擔後果。我已經警告你了！」 

 
 

2.   姊妹看到孩子不聽話，或沒有以她想要的方式回應她，便頻頻給他們耳光。

現在，其中一個孩子的手臂上有一片瘀青，是因為  姊妹以「管教孩子」

的名義去抓著他 / 她。  姊妹喜愛的經文是：「兒女當順服父母……」 

 
~~~ 

 

情節五 

1. 一位年青男子對女朋友說：「看，如果你真的如你所說的很愛我，那麼，你就跟我一

起發生關係來證明吧。我們所認識的情侶都是性活躍的……你不跟我一起睡的話，是不

是你有什麼反常？你是同性戀嗎？還是怎樣？」 

 

2. 年邁的父母對子女說：「我之前曾為你付出一切，你居然這樣對我，   

   ！我簡直不敢相信你居然這樣做！我當父母的真的很失敗！你讓我失

望得很！你不愛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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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六 

1. 成年的孩子們被指定為法定代理人來照顧年邁的父母，這樣就能夠動用父母的銀行帳

戶。他們開始從父母的帳戶提款，其數額也超出照顧父母所需的生活費用。他們的想

法是：我們不論怎樣都會繼承那筆財産，早晚都是屬於我們的，只不過提前用著而已。 

 

2.   弟兄和  姊妹說過會把一筆大捐款獻給教會去建立新堂。然而，

他們心目中的建築風格被其他教友認為對會眾不太合宜。  弟兄和 

 姊妹說明除非教會表決贊成他們的計劃，否則就不會捐獻這一筆款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