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2018. 10~11)》

普世宣教 文摘 及 代禱
Global Mission Prayer Digest
Bi-Monthly – Oct / Nov 2018

門訓教會與宣教

— 蔣祥平

門訓的教會，就是一間重視以門徒生活操練方式為信念的教會。宣教是神委託
信徒履行大使命拯救世人的行動。把門訓和宣教加起來就是一間強調門徒生活方式
操練，帶來積極宣教行動的教會。
耶穌在馬可福音 8：34 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
跟從我。」馬太福音補充說：「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
徒。」（太 10：38）耶穌這句話是在凱撒利亞˙腓立比問門徒「我是誰？」彼得回答
說「是基督」後不久說的。凱撒利亞˙腓立比事件之後，耶穌就面向耶路撒冷準備祂
受苦的旅程。從這連貫事件來看，「捨己，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主」是在門徒認識
神是神後宣告的。如果一間教會認識神，也把神當神，成為門徒的教會也就是一件
必然的事，「捨己，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主」也就是一個義不容辭的行為！這行為
也就會效法耶穌受苦、釘十字架、復活，為拯救人類，履行福音委託的好榜樣。
耶穌說這句話是對著「眾人和門徒說的」（可 8：34 上），可見耶穌不是對幾
個人有這樣的呼喚，而是呼召渴慕祂的全會眾。換言之，作主門徒與宣教是全會眾
性，而不是屬於教會中一小撮人所持有的。

建立一間強調門訓又積極宣教的教會，重要性何在？
一. 精心門訓的教會必精心宣教
二. 門訓的教會栽培門訓的宣教士
三. 門訓的教會開拓門訓的教會
(作者為馬來西亞美里福音堂主任牧師)
(閱讀全文，請到 https://www.gointl.org/cn/magazine-52.php#mainartic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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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8 Oct] 據聯合國難民處（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資料，全球超過一半的
難民為兒童。眼見這些兒童處於絕望之中，伯大尼基督徒服務團（Bethany Christian
Services）藉難民寄養照顧計劃協助轉化他們的生命。機構的阿納．喬斯（Ana Jose）說：
「目前我們極需要寄養家庭願意開放他們的家居和心靈，使我們的兒童有機會成為他們
家中的一分子。」難民兒童逃離自己的家園，最終到達難民營後，伯大尼基督徒服務團
接到他們的轉介後，會協助他們處理，然後將他們帶到美國（U.S.A.）與充滿愛的寄養家
庭一起生活。很多寄養家庭來自教會，因他們感到神呼召他們服侍。雖然處理寄養兒童
的過程工序很多，但喬斯表示真的很值得，因寄養家庭確實在改變生命。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look-refugeefoster-care-in-the-united-states

[9 – 16 Oct] 在烏干達（Uganda）最大的比迪比迪難民營（Bidi Bidi camp）中，大部份難民來自
南蘇丹（South Sudan）─ 一個正被內戰撕裂的國家。然而在這個敗壞和有時叫人絕望的地
方，e3伙伴（e3 Partners）正嘗試在短宣隊的協助下為難民帶來希望。儘管這些難民面對
掙扎，e3伙伴所遇見的人的是友善、富同情心，熱情好客，哪怕擁有的不多，他們是慷
慨的。機構同工杰夫．約翰斯頓（Jeff Johnston）分享道：
「這些難民在尋找盼望，那正是
耶穌，祂是我們的盼望。故他們會歡迎你，聆聽你所說的，他們當中已有很多人前來認
識基督。」我們有一個盼望，就是當這些基督徒能夠返回家園，他們會帶著福音，並與
他們本國的人分享。e3伙伴已經看到這盼望得以扎下了。https://www.mnnonline.org/news/e3takes-trips-tougandas-largest-refugee-camp/

[17 – 23 Oct] 今年年初，差傳呼聲（Mission Cry）宣布他們對伯利茲（Belize）有一個宏大異
象。他們希望國內每個家庭都可擁有一本基督教書籍或《聖經》
，現在這任務已完成。
該機構的執行總監賈森．伍爾福德（Jason Woolford）說：「我們的目標是在整個伯利茲送
出足夠的《聖經》和基督教書籍，即每個家庭都可以得到一本《聖經》或基督教書籍。
縱然挑戰很大，但屬神的人一起作工，並藉祂的大能使這異象成真。然而要將基督的盼
望帶到世界各地的家庭仍是挑戰。伍爾福德強調，基督徒對工場最大的支持之一，就是
為那密切地參與神的事工的人面對的屬靈爭戰和攻擊禱告。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mission-cry-spiritualwarfare-and-gods-plan

[24 – 31 Oct] 福音搖滾樂隊斯基萊（Skillet）的鼓手珍．萊杰（Jen Ledger）最近分享了她和其
家人如何認信。對於回轉歸信基督，以及作為音樂人的成就，她如是說：
「祂真的徹底
介入，並改變了我……這全是祂的恩典、良善和大能，使我能得著一切，這完全不是出於
我，全是祂作成的。」萊杰指自己早已背棄基督教信仰，並認為基督徒是偽善者，但神
介入，改變了她的生命。她成為基督徒後，也前往美國（U.S.A.）
，就讀於其兄弟所讀的基
督教學校，並在那裡與基督教音樂結連，參與選拔後成為斯基萊樂隊的一員。萊杰還談
到神藉樂隊的音樂賜她奇妙的平臺分享福音，同為樂隊成員的約翰（John）和科里．庫
珀（Korey Cooper）夫婦更成為了她的屬靈導師。她也分享神如何使用她對音樂和打鼓的興
趣來榮耀祂，因她常常認為自己欠缺天分，然而神顯然賜福願意為信仰踏出一步的她。
https://www.christianheadlines.com/blog/christianband-member-shares-inspiring-faithtransformationonly-god-could-have-done-any-of-it.html
Prayer materials retrieved from Chinese Churches Today (Bi-monthly) and Go Intl Bi-Monthly
All rights reserved to the respective publishers. Compiled by Perth Alliance Church in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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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8 Nov] 國際希愛會（Compassion International）是奉耶穌的名致力將兒童從各種貧窮中解救
出來的事工機構。無論該機構到哪裡，有些事始終如一：兒童被賦予機會迎向未來，他
們也知道有人因著耶穌的愛而走進其生命中。國際希愛會與被稱為執行伙伴教會
（Implementing Church Partners, ICPs）的本地教會一起同工，在尼加拉瓜（Nicaragua）設兒童發
展中心，參與中心課程的兒童能接受全面的照顧。該機構的瓦伊娜．西戈維亞（Virna
Segovia）指，課程內容通常「取決於那一家執行伙伴教會有多少兒童，兒童每週三次或
每天到教會。他們會接受四小時的基礎訓練，包括屬靈教導、幫助他們學習、身體檢查
或社交活動，如慶祝生日、往動物園或不同地方旅行。兒童學習如何禱告、學習手藝，
以至如何閱讀和研習《聖經》
。他們也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求主讓這些兒童對未來有盼
望，並早日認識耶穌基督。https://www.mnnonline.org/news/nicaraguacompassion-internationalhelping-children-dreamlook-future

[9 – 16 Nov] 儘管中東地區變得愈來愈不穩定，信徒的傳福音方式卻愈來愈有創意。衛星
七（SAT-7）每天都會尋找想認識耶穌的新觀眾，但衛星七不僅專將人帶進救恩之門；兩
個新的門徒訓練節目系列快將播出，以栽培已植根的福音種子，衛星七的目標群體之
一，佔伊朗（Iran）人口的百份之六十、有良好反應年輕人的需要。然而，衛星七仍需
要克服一些困難。機構同工帕納伊蒂斯．基南（Panayiotis Keenan）說：
「神正在打開伊朗以
至阿富汗（Afghanistan）的門。同樣的事會在阿富汗發生，我們應做好準備餵養這些人，
因為他們渴慕福音。」求主使用衛星七事工，讓更多人可以收看他們的電視節目，藉此
認識耶穌。https://www.mnnonline.org/news/satellite-boostsbroadcast-power-for-sat-7-programming
[17 – 23 Nov] 被忽視宣教士國際差會（FMI）的布魯斯．艾倫（Bruce Allen）最近一次到訪巴
基斯坦（Pakistan）工場，看見國內基督徒婦女掙扎於是否接受門徒訓練，這非源於缺乏
訓練有素的牧師或材料；反之，她們屬靈之旅受攔阻於文化期望。此外，巴基斯坦大部
份基督教婦女都不識字。文盲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問題。然而，一位FMI牧師留意到這問
題，並正在努力除掉婦女和門徒訓練之間的間隙。艾倫分享道：「哈里斯牧師（Pastor
Harris）開設識字訓練計劃，以《聖經》作為課程的內容，接著他又開設縫紉中心，由我
們提供縫紉機和布料。」該縫紉中心使婦女能夠在家開始自己的裁縫生意，那是本地的
一項需求。識字／縫紉中心衍生的最佳禮物之一是婦女能接觸文字版《聖經》
，她們在
這中心學習閱讀時，同時也被訓練成為門徒。求主使用此識字／縫紉中心，讓巴基斯坦
婦女不僅可在此加強縫紉的技能，並能與主耶穌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fmis-sewingliteracy-center-changes-lives-pakistani-women

[24 – 30 Nov] 隨著中東難民將返回祖國，滿載憐憫（Triumphant Mercy）希望把握最後機會，
藉《聖經》營會公開地服侍兒童。來自該機構的納娜（Nuna）說：
「在他們回國前，我們
一直教他們數學、阿拉伯語和英語，以至所有事情。我真想將焦點放在讓他們認識耶
穌，知道祂是誰，並帶著這些知識回去；我想在每位孩子的心田中種下一顆種子。我不
希望他們只帶頭腦上的知識回去，我希望他們經歷神。」機構期待看見這營會轉化兒童
的心和生命。納娜又說：
「沒有耶穌或沒有神的靈開啟人心，甚麼都不能成就。」求主
大大使用《聖經》營會，讓兒童能透過營會經歷神的大愛。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bible-camps-forkids-in-the-middle-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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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大使命主導的門徒訓練

文：馮永樑（華傳國際總主任）

閱讀全文，請到 https://www.gointl.org/cn/magazine-52.php#mainarticle
一般傳統教會都以事工主導。最近跟
兒子談到他所服事的美國人教會。會眾
人數大概130人，卻有超過70項不同的
事工和節目，需要三位教牧同工負責跟
進。再加上長執也要求同工們在教會有
固定的上班時間，以致教牧同工們無法
抽空作較深度和個人化的門徒訓練。我
想這種情況在華人教會也很普遍。
大部份華人教會通常視門徒訓練為教
會其中一項節目或基督教教育事工的一
部份。教會對門徒訓練的目標或定位也
各有不同。有一些看門訓為靈命建造，
有一些以查經或神學訓練為主導，也有
一些以事工訓練為主體，但很少教會以
大使命或宣教作為門徒訓練的基礎和目
標。我想這跟華人教會普遍對宣教參予
疲弱有直接關係。此外，在一般以事工
或節目主導（Program Driven）的教會，
門徒訓練都變成很
機械化（Mechanical）和
學術化（Academic），而非
個人化（Personal）或
關係化（Relational）。這都是因爲教
牧同工和長執都已經疲於奔命去應付不
同的事工需要，以致沒時間作一領一的
栽培訓練。求主幫助教會領袖們重新思
考，回歸唯一的大使命！
大使命基本上是一個生命的傳遞或傳
承。正如保羅弟兄向哥林多教會所說：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林前11:1)。換句話說，大使命
應該是一個有機體的信仰運動（Organic
Movement）。就是一個生命被上帝的靈
更新，便很「自然」被使用去
「更新或影響別人的生命」

＂A Changed Life Changes Life＂
這絕對不是在於這個新生命本身是否
有能力去實踐，而是靠那住在他裡面的
聖靈發動這莫大的影響力。正因為一切
都是本於祂，倚靠祂和歸於祂，所以在
祂永恆的計劃裡，一個蒙福得救的生
命，同時也是神要使用來賜福世界的一
個管道。保羅看得很清楚，神的羔羊，
主耶穌期望祂的教會能完成祂自創世以
來的天國夢，就是神讓使徒約翰所看見
將來在天家的一個美景：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
於上帝；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
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林後5:17-18)。任何一個在基督裡的新
生命，都已經同時承接了一個新的人生
召命，那就是去建立主耶穌的門徒。這
種使命傳承的運動肯定是教會不可少的
主要事工策略。
因此保羅特別提醒他的門徒提摩太
說：「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
上剛強起來。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
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
人的人」(提後2:1-2)。而這使命傳承運
動的方向也肯定不能離開主耶穌所頒佈
的唯一大使命，就是叫「萬民」成為他
的門徒。
其實門徒訓練本來就是為了要滿足主
耶穌基督的大使命。因此沒有必要特別
強調大使命主導的門訓。然而，今天有
許多門徒訓練都沒有強調訓練門徒去履
行大使命，故此近年來便開始強調以大
使命主導的門徒訓練。按我的愚見，
這種門訓需要包括最少四方面：

一. 幫助學員透過專注禱告、默想聖經，與大使命的主建立密切的關係。
二. 幫助學員明白及分辨主的心意和帶領。
三. 幫助學員建立一個關懷普世或萬民的胸襟和視野—這是世界觀和價值觀的調整
四. 幫助學員加強文化智商的發展（Cultural Intelligence）
P.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