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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事例可以看見今天創啟工場的千變萬

化，不但當地的學校發展要面對地方政府管治政

策的改變，外來的延福機構1更要靈活應變，否則

會失去生存的空間，更遑論延福萬族。那麼，變

與不變應如何決定？應變的原則又是甚麼？我們

該作些甚麼實際的準備以應萬變？下文讓我們先

從聖經真理的角度來學習，然後從實踐的角度來

探討。

一、不變的延福使命

延福服侍的百變不是沒有原則、軌道與意義

的變幻，乃是為履行一個神聖的使命，達成祝福

萬民的目標而作出的各種應變。因此，延福萬族

的使命不變，但延福服侍的實踐卻要百變了。聖

經向我們啟示這不變的使命是建立在兩個不變的

基礎上：一是神給世人的不變信息，二是神與人

同工的不變原則。無論是創世的故事、救恩歷史

不變的使命，多變的取向
叔紀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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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90年代，一個非牟利扶貧機構前往

亞洲創啟世界，支持一個貧窮小城裡的一所民辦

扶貧學校，提供經濟支援以及孤兒和貧童成長的

服侍，把整全之祝福傳遞給貧校的師生，深受學

校及地方政府歡迎。當時地區政府的重要政策之

一是「扶貧」，要攻陷貧窮的堅固營壘，趕上該

國公元二千年脫貧的目標。十年來，該地區經濟

發展迅速，進入二十一世紀，這小城脫貧在望。

新市長上任，探訪該民校，並提議學校轉型為沒

有政府資助的幼兒教育繼續經營，因為他打算投

放大量資金於小學和中學教育上，以追趕建設小

康城市的目標。市長的話使扶貧機構負責人了解

改變是必須的，否則無法配合這小城的發展，失

去了合宜的身份和角色，不一定繼續受歡迎，也

無法有所貢獻，不能達到祝福萬族的目的。機構

只有兩個選擇：一是遷移到仍然貧窮的偏僻縣

鎮，協助那地貧困的居民，把祝福帶給更廣大的

人群；一是留守該城，轉型為協助規模較細小的

幼兒教育服侍。最後，它選擇以數年時間迅速地

完成這所民校的服侍，把陣地遷移到較貧窮之縣

鎮。結果，它的服侍因吻合該等縣鎮的需要而大

受歡迎，接受服侍的民眾增加數十倍，服侍大為

擴展，繼而註冊為本地機構作長期發展。那所小

城民校的師生也漸漸領悟捨己為人的可貴，內在

價值轉化更新，相繼參與他們的服務，成為忠心

的同工和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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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延福的使命，都清楚地把這兩個不變的基礎

說明。

1. 創世故事中的不變基礎

‧ 不變的信息：神愛世人

聖經開宗明義以創世的故事宣告一個偉大、

莊嚴又美麗的信息：神存在，神以大能創造天

地，並且深愛世人。創世記首二章把神愛世人的

心描繪得淋漓盡致：在受造之物中，惟有人是按

著神的形象所造，並得到祂的靈氣，成為萬物之

冠。在創造人類之前，神先為人類精心設計了一

個美麗的家園，並且多次說好。「神看著是好

的」一語共出現了7次，表示神為了人類這個家不

斷鼓掌。這個「好」字帶有享福的意思 2，表達神

要人類好好享受地上生活的心意。此外，神更定

意賜福人類，叫他們在地上生養眾多，並使大地

資源豐富，環境生態合宜，四季順序循環，人活

得健康。最後，祂又立定安息日，使祂所愛的人

類能在祂的懷中更新安息。

這個偉大又不變的信息預期有特定的聽眾

――人類，否則，神不會以人間的言語來表達。祂

要人類領悟偉大的神存在，而「神－人」關係的

重點是愛。人因領受神的恩寵而能滿足、快樂地

生活於大地之上，在愛中敬拜祂和歸榮耀給祂。

這就是人類生命最基本的真理，最該依循的軌

道、最幸福的秘訣。

‧ 不變的原則：神與人同工

創世的故事也啟示另一個不變的基礎，就是

神喜歡與人同工的原則。神是唯一能使無變為有

的大能者，祂創造了天地。本來祂能以同樣的權

能管理大地，但沒有如此行，只是托著宇宙萬有

(參來一3)；反而把管理大地的工作交給唯一按

祂形象而造的人類，使他們與自己同工，在尊嚴

中把祂的美好信息與祝福傳遍大地，使大地也歸

榮耀於神。這神聖的管理使命成為神賜人祝福的

重要部分。因此，人類不但能在地上吃喝快樂的

生活，更能夠在各項管理工作中發揮從神形象而

來的創意、智慧、能幹等等，一方面把不變的信

息傳揚普世大地，另一方面也享受與神同工的恩

典，以及工作的成果與意義。(參圖一)

圖一：創世故事中不變的基礎

創造的故事為人類提供存活於世上最穩固的

基石，上述兩個不變的基礎是我們在世為人作事

的重要指引，包括了不變的延福萬族的使命。

2. 不變的延福使命：兩個不變的基礎

‧ 不變的信息：神愛世人

創世記三至十一章啟示人犯了罪，遠離神，

「神－人」關係破壞了，且每況愈下。人不能自

救，也不能領悟那不變的信息以及享受神人中間

的愛。然而，神仍愛世人，不甘世人自我滅亡，

採取主動，以耶穌十架的代贖拯救人類，讓他們

重歸創造時的「神－人」關係。然而，人犯罪後

那不變的信息內容就更豐富了：神不但存在、偉

大、創造、愛及賜福人類，並且因為愛世人而拯

救罪人，叫信祂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神－

人」關係的重點仍然是愛，而這關係的入門就是

「信」。這個不變的信息同樣要傳遍普世，聖經

以「萬族」、「萬民」、「普天下」等字眼來強

調傳揚的寬廣度，使世人因信得福。

‧ 不變的原則：神與人同工

救贖的恩典惟有神能完成，但把這個更豐富

的不變信息傳遍大地，使世人得福的工作如何進行

呢？祂又一如既往地按著神與人同工的原則而行，

把它交給人類；只是所交託的不是所有人類，乃是

祂揀選、呼召、歸信祂的子民，就是今天所有的信

徒，他們都領受了這個不變的延福使命。

在聖經救恩的歷史中，神呼召了四大類子

創造

賜福

創造

支持

受託、同工、管理

神

人 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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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把延福萬族的不變使命交託給他們。他們分

別是舊約中的列祖和以色列民，以及新約中的耶

穌的門徒和教會。每一次的交託，神都按以下的

金科玉律行事：

一) 神以愛呼召人歸向祂，成為祂的子民，又

祝福他們――神給人類不變的信息。

二) 神差遣祂的子民去祝福未認識祂的萬民

――神與人同工的不變原則。

三) 萬民因此蒙福而歸向祂――不變信息與不

變原則所達成的果效。

圖二：救恩歷史中不變的使命

(上圖經文，關於列祖，請參創十二1-3，二

十六2-5，二十八13-15；以色列民，請參出十九

3-6；耶穌的門徒，請參太四18-19；教會，請參太

二十八18-20。)

小結：綜合以上第「一」點的討論可知，延

福萬族的使命不會改變，因為神給人類的信息不

變，神與人同工的原則也不變。改變常常叫人不

安，因為後果難測，

但若能了解改變背後

的不變基礎，便會叫

我們勇於改變，在不

變的基礎上求更進一

步。上述小城的延福

機構的服侍，若改變

能使更多人認識這不

變的信息，又叫多人

與神同工，那麼改變

是有意義和必須的。

呼召

祝福

差遣

聽信、回

歸而蒙福

蒙祝福、蒙差遣、

去祝福未信的人

神

萬族

全地

人

萬民

列祖

以色列民

耶穌的門徒

教會

假設那所民校師生有千人，但遷移陣地後所服侍

的是數萬人，那便是進一步發展；若留守該城，

服侍人數因規模縮小而遞減，那就是倒退了。在

與神同工方面，若因遷移而叫多位民校師生成為

忠心的同工和義工，更是理想的發展；反過來，

若留守使規模縮小而減少人手，便是不理想的倒

退現象了。

二、多變的延福取向

雖然延福的使命不變，但服侍的取向卻可

以多變。福音派信徒常以聖經的教導為依歸，那

麼，聖經有否啟示延福服侍可以百變呢？答案是

肯定的。延福服侍按每個時代的客觀因素與環境

而靈活變化，因此我們可以在不變的基礎上放膽

地改變取向。以下簡單探討神所呼召四類子民所

用的延福取向。(參圖三)他們在延福的方法、工

人、重點工作上都有所不同。

亞伯拉罕是以遊牧家族生活見證的取向傳達

神給人類不變的信息，使他們從他的身上得見真

神的存在，並看見祂祝福信靠祂的人。亞伯拉罕

順服神的呼召，帶著妻子、家人、僕婢和牲口，

從迦南地往南北遷徙，與許多其他民族交往。神

大大祝福他，使他老年得子，生活富足。雖然他

也有軟弱的一刻，但總顯出為神而活的操守，他

對羅得謙讓、對旅客接待、對神信靠順服，也使

亞比米勒王領悟真神的存在和祂恩待人的真理(參
創二十一22-24)。

以色列民是以全民社會群體生活見證；西乃

之約(出十九4-6)為他們建立了一個獨特的身份、

使命和延福的取向。

他 們 的 身 份 是 屬 神

的子民；他們的使命

是全民作為祭司的國

度，站在神與萬族之

間作中保，向萬民介

紹神，讓他們也得到

神的祝福。他們的延

福取向不是「去」使

萬民作神的子民，乃

是以地上的聖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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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他們「來」歸向耶和華。聖潔生活的指引，

就是十誡(出二十1-17)和以後發展而來的摩西律

法。十誡中早已預計以色列民中將有寄居者，就

是那些來歸向耶和華的外邦民族(出二十10)。與亞

伯拉罕相比，以色列民的敬拜系統及各類社會制

度較為複雜和健全了，這也吻合當時其他民族的

情況，民族群體開始壯大，世界強國不斷在以色

列的周邊出現。

在福音書的記載中，耶穌與門徒延福萬族的

取向是以小組形式巡迴各地，從事整全的延福服

侍，包括教導、宣講、治病、趕鬼和交朋結友。

為此，他們走遍各城各鄉(太九35)，使多人能親

眼看見、親耳得聞、親手觸摸，親身體驗真神的

信息。此外，祂也訓練門徒成為延福萬族的接棒

人，叫多人與神同工。

新約教會的取向是今天福音派信徒最熟悉

的。彼得在猶太人中宣講福音，建立教會；保羅

則在羅馬帝國的外邦人中，作城市佈道和植堂，

建立外邦人教會，兩人都刻意培育接班人。當彼

得和保羅年老時，眼見羅馬帝國開始對基督徒不

信任，逼迫臨近，彼得就勸勉信徒以不同的取向

延福別人：要以品行端正、待人以敬的見證，說

服那些認為他們是作惡的人(彼前二12)，使他們也

認識真神的聖潔、美善、大能與關愛。在艱難的

處境下，信徒群體以生活見證神給人類不變的信

息，是延福萬族的軟實力。這是新約教會給予今

天信徒的寶貴榜樣。

圖三：聖經救恩歷史中多變的延福取向

小結：聖經中的延福取向是多變的：在方法

上，有以靜態生活見證為傳揚，也有以動態宣講

的；在工人結構上，有以家族為傳揚單位的，也

有以個人、小組、社群甚至全國的；在重點工作

上，有以佈道植堂為重的，也有以整全服侍為重

的，都是按他們的處境來靈活變通。總括而言，

延福萬族是神給予祂子民的不變使命，祂的子民

便要因應具體處境中的客觀條件，在服侍的取向

上有所變。因此，我們認定，延福服侍的取向必

須靈活應變，才能吻合處境所需。

再看上述小城的延福事業，雖然故事沒有交

待在民校與縣城的延福取向有何分別，但可以想

像其中的不同。服侍千人的學校，其重點必在教

育服務；服待數萬或更多的貧縣窮鎮的居民，而

又廣受歡迎的，其重點必須是更寬闊、有關的民

生各方面的服務，可能包括教育、健康、家庭、

事業、經濟等，人手與專業也必因變遷而增加，

服侍策略更必須精心設計了。

三、不變的使命與多變的取向對今天

華人教會的意義

今天的教會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延福萬族

的事業。從世界人口增長史的角度來看，最近200
年間的人口以爆炸式地增長，世人中的一半竟然

活在我們今天的世代中。3 可見，二十一世紀延福

萬族的事業必較過去二十個世紀更為重要。若從

人口的角度來看，全球人口69億，其中67%為未

信主的，41%更是最難接觸基督教的未得之民；

因此延福萬族的工作要針對超過45億的人口，無

論人力和財力的需求均甚殷。若從策略的角度來

看，全球非信徒分佈的情況是創啟世界佔80%，

開放世界佔15%，後蘇東(即後蘇聯及東歐)世界佔

5%，可見延福事業的重點肯定在創啟世界了。開

放世界的延福服侍取向一向是佈道植堂，但今天

創啟世界的延福服侍則要千變萬化了，包括各類

扶貧救災、災後重建、社區發展、教育服務、醫

療服務、經濟重建、道德重建等工作，故所需要

的人材也截然不同。但無論如何多變，使命仍是

不變的：透過與神同工，信徒把神愛世人不變的

信息傳諸普世。

不過可以肯定，二十一世紀的延福事業是人

人參與的全民運動，實踐信徒皆祭司的真理。筆

者相信神正在大大推動世上經濟與政治、科技與

國際文化的發展，使更多信徒能在不同場合中接

觸未聽聞福音之民和未信的人。他們透過個人、

四大類子民 延福取向
亞伯拉罕 遊牧家族的生活見證

以色列民 全國子民社會中的生活見證

耶穌的門徒 小組的巡迴、整全的服侍

新約教會 安定時期：佈道、植堂、城市宣教

艱難時期：生活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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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家族、小社群(如公司、工廠等)等的生活

見證，傳揚神愛世人的不變信息，所面對的可能

是災區的災民、義工和政府的官員，也可能是公

司、工廠和院校中的同事，或是村內的同鄉、社

區中的鄰舍、醫院內的病人和家人，學校裡的學

生與家長，社交上的朋友等等。這樣種類眾多的

服侍環境，又與傳統的佈道植堂有所不同，信徒

應如何準備來讓神使用？這些問題不但對每一位

信徒是重要的，對堂會、神學院和延福機構也有

重要的意義。它們不僅要重視不變的延福使命，

更要正視多變的延福取向。

1. 堂會的準備──信徒培育

堂會是延福事業的人材庫，她最基本的責任

是栽培堂會內的信徒，使他們的信仰根基

穩固，愛主愛人，並有基本的事奉技巧，

能為神使用。今天一般的華人堂會都不大

重視延福萬族的事業，卻面對創啟工場需

要大量的信徒以他們的職業投入事奉。顯

而易見：最關鍵的需要就是延福萬族的宣

講、教導和培育了。所以堂會也要在主日

講台上系統地教導神要延福萬族的真理；

主日學系統的教授延福萬族的聖經基礎、

二千年教會的延福歷史以及今天的多變趨

勢與反省；團契小組也要學習實踐延福服

侍。此外，又要組織不同行業的信徒一同

探討參與不同種類延福服侍的可能性，並

引導他們踏出工場。最重要的是，讓信徒認

識今天延福事業的靈活性，人人都作出準

備，因為未來可能在創啟世界中工作。

2. 神學院的準備──延福學師資、課

程、延福視野的牧者以及平信徒延

福訓練

若神要在本世紀動員全民參與延福事

業，華人神學院面對的燃眉之急，就是延福

學師資的招募與準備。華人教會中具延福訓

練與實踐經驗者很少。神學院首先要認定延

福師資與課程是必須的，然後刻意地以數年

時間培訓各有關的師資，包括招募具工場經

驗者接受進深的延福學訓練，又或讓沒工場經驗

的師資前往工場工作一至二年。在此期間，院校

與延福機構之間合作借調師資看來是必須的。

今天大部分華人神學院教牧學課程內都少

有延福學科，所以一般牧者不知道如何在堂會內

有系統地教導延福萬族的真理和實踐的理論。故

此，教牧學科內宜最少設一科必修的基本延福

學，內容必須包括如何在堂會內教導延福萬族的

聖經真理和動員信徒投入。

神既大量動員平信徒以他們的職業投入創啟

世界的延福服侍，所以神學院開設的平信徒神學

訓練課程中更該設有延福學的訓練了。

此外，今天延福工人在創啟工場中面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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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問題，包括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制度，

世界觀、道德倫理等。這些問題均需深入的神學

探討。可惜一般延福工人的神學造詣不夠深入，

極需要神學院的聖經學者、神學家等投入一同商

討，俾能了解問題的徵結，找出解決或疏導的方

法。故此，一些延福課題的探討及神學反省的研

討會、工作坊等均有迫切的需要。

3. 延福機構的準備──踏上多元化及網絡

化

創啟世界的延福服侍絕大部分不能以差會

身份投入，非牟利機構也漸漸不受歡迎了，目前

已有不少新一代的延福機構陸續出現，包括大小

企業、社會企業、大小工廠、不同層次與專業的

訓練學校、不同類別的診所、醫院及健康中心等

等，都是吻合民生需要的機構。然而，在延福服

侍的途中，它們都在摸著石子過河。創啟世界中

需要的多變取向，如何能有效地傳遞那不變的信

息？能否不透過直接佈道植堂的方法而為之？如

何能量度或界定自己能否達到目標？這需要群策

群力，並與神學院一同探討，使延福事業的內容

更豐富踏實。

從上述小城故事所見，創啟工場的變數極

大，延福機構必須靈活應變，又要求人材能高度

調動，這不利於人、財均受限制的小型機構。但

創啟工場不一定歡迎大型及高姿態的延福機構前

往，最佳的方法是大、中、型的延福機構彼此合

作，在人材方面作長短期借調，以達到共同靈活

應變的目的。然而，這種合作並不容易，需要有

關機構在策劃、行政與互相適應方面作深入的探

討，以達到保護機構與工人的效果。最理想的是

一些相熟的機構聯成網絡，互通消息，習慣一同

探討及合作，道路便能更順利。

此外，在神學院缺乏延福師資之際，延福機

構亦應該鼓勵一些資深的延福工人，進深接受正

統的延福學訓練，為神學院提供延福師資。

4. 信徒的準備──個人與家人的準備、隨

時蒙神調派

今天，創啟工場中延福工人之調派可能不

依循以往的軌道――蒙召、受神學訓練、差會接

納、母會差派、啟程，而是隨著本身職業的變

動、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政治關係的建立，以

及其他環境變遷的因素，而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

陌生的地方去，就如使徒行傳八章本居於耶路撒

冷的執事與平信徒一般。因此，每位信徒和家人

均要在心理、信仰、職業與專業或技術上有好的

準備，機動地隨時讓神調派。所以，每位信徒要

在堂會生活中奠定信仰的基礎、有紀律的靈修退

修、有系統的上主日學或參加查經班，更要學習

不同的事奉技巧，特別是個人佈道及培育新信者

的方法。此外，神學院或培訓機構也要提供合宜

的訓練，特別是作創啟服侍的義工。

此外，今天的高科技和媒體是傳揚不變信

息的最佳途徑，它們能把信息傳達至最不容易接

觸的未及之民中。所以，需要大量善用高科技媒

體的信徒投入這行列，以不同的體裁盛載有關信

息，包括歌曲、短片、戲劇、舞蹈及其他合宜的

資訊。這也是福音派教會必須從速探討的一個延

福取向。

結論

延福使命中多變的取向是為了傳揚不變的信

息，使世人回歸創世的福樂境界。福音派對於不

變的信息是堅定和持守的，但多變的取向卻是一項

新的挑戰。讓我們不要忘記，聖靈仍是那位在延福

使命上最活潑的工作者，祂必定會帶領和引導。我

們要堅持在禱告和等候中，領受祂的帶領，並在摸

石子過河的途中學習與祂同工同行。前面或會有失

敗的時刻，但卻是成功必經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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