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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全的宣教觀
總編輯

過去兩屆的世界華人福音大會都十分注重全人

Wright) 為大會研經講員。他四天信息的總題為 The

福音；2006年在澳門舉行的第七屆華福大會以「基

Holistic Mission of God and God’s People (大會手冊

督全人福音遍萬邦」(Spreading the Holistic Gospel

沒有中譯題目)。會前，每一位出席人都收到萊特在

of Christ to All nations），而2011年在印尼峇里的

2010年出版的The Mission of God’s People: A Biblical

第八屆華福大會則以「基督整全福音臨萬民」(The

Theology of the Church’s Mission 的中譯本《上帝子

Holistic Gospel of Christ to All Peoples) 為主題。可

民的宣教使命》以及蔡元雲醫生編輯的《神的使

見，今日華人教會的宣教意識已漸趨成熟，不只關

命―― 啟動新步伐》兩本書，指明為會前必讀的材

心本國、本族，而是萬邦、萬民；不只關心「傳福

料。可見大會對「整全宣教觀」的關注。

音」、「開荒植堂」，而是「全人的福音」(Whole

萊特於2006年出版 The Mission of God:

Gospel)、「整全的宣教」(Holistic Mission)。可

Unlocking the Bible’s Grand Narrative (中譯本名為

喜、可賀！

《宣教的上帝：顛覆世界的宣教釋經學》2011年

兩次華福大會更邀得美國和英國著名的講員主

台灣校園書房出版）厚達580頁的鉅著。在英文

講多堂聚會，實屬難得；透過他們的信息，使華

原著的扉頁介紹本書內容時說：“Most Christians

人教會知道今日教會的走向、宣教事工的趨勢。在

would agree that the Bible provides a basis for mission.

2006年第七屆華福大會中，馬鞍峰教會 (Saddleback

But Christopher Wright boldly maintains that mission is

Church) 創辦人華克倫 (Rick Warren) 分享他的

bigger than that–there is in fact a missional basis for the

PEACE計劃 ―― P lanting churches that promote

Bible! The entire Bible is generated by and is all about

reconciliation; Equip servant leaders; Assist the Poor;

God’s miss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Bible, we need

Care for the sick; and Educate the next generation，擴

a missional hermeneutic, and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

闊了華人教會的眼界和心胸，讓弟兄姊妹看到走入

that is in tune with this missional theme. … Wright gives

人群的需要，要作世上的光和鹽。

us a new hermeneutical perspective on Scripture. This

2 0 11 年 更 邀 得 被 譽 為 著 名 聖 經 學 者 司 徒 德

new perspective provides a solid and expansive basis

(John Stott) 接班人的基斯萊特 (Dr. Christopher J. H.

for holistic mission. Wright emphasizes throug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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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olistic mission as the proper shape of Christian

著萬有的得贖。因此我們作為基督徒所從事的生態

mission. God’s mission is to reclaim the world – and

行動，同樣兼具創造和救贖兩個向度。」(見英文原

that includes the created order – and God’s people

著p.61, 中譯本102-103頁)

have a designated role to play in that mission.”可見，

這些觀念對華人教會而言，是一個嶄新的想

作者著述本書的目的是鼓勵教會重新界定「整全宣

法；但在另一方面又產生一些「困惑」。多少年

教」的意義、重塑「整全宣教」的範疇。他認為上

來，傳福音、救靈魂是教會的主要目標。在創啟地

帝的使命是要得回世界，包括一切受造物；而上帝

區不能直接傳福音，而是善用專業身份，以生活和

的子民在這方面有特定的角色。

生命的見證達到宣教目的之「雙職宣教」，經過

而在中譯本的扉頁介紹則說：「對許多基督徒

20、30年的推動，普遍華人教會才開始接受。如

而言，宣教似乎是一個既親近又遙遠、既熟悉又陌

今，專家又提出宣教要顧及地球和全宇宙，又要有

生的名詞；它是教會要履行的大使命，使萬民作主

環保行動。究竟「宣教」的領域有多廣？教會能做

的門徒？還是傳福音與佈道？抑或是社會關懷與追

到嗎？這樣是否會逐漸走向「社會福音」？到底

求社會公義？當今日的教會或是為著宣教的意義爭

「整全福音」和「社會福音」界線在哪裡？

論不休，或者落在缺乏宣教熱情的光景中時，我們

另一方面，萊特又 認為：「整全的宣教若只

需要一次徹底的典範轉移，回到上帝自己對於宣教

含括人類(即使整全地含括人類！)，基督流出的寶

的整全定義，重新發現最深廣的宣教動力。宣教，

血，並不觸及其他受造物與上帝之間的和睦(西一

是上帝對於人類的犯罪墮落與受造世界的嘆息勞

20)就不是真正整全的宣教。」〔Holistic mission,

苦，所發出的決定性答覆；宣教，不只是上帝託付

then, is not truly holistic if it includes only human beings

給教會的使命而已，它乃是上帝自己自始至終的使

(even if it includes them holistically! ) and excludes the

命！」

rest of the creation for whose reconciliation Christ shed

萊特在該書的第四部分「宣教的領域」第十二

his blood ( Col 1:20)〕(見英文原著 p.416, 中譯本492

章提到「杜普瑞茲於1991年的一篇文章開宗明義說

頁)。若基督的血不只為人類而流，也是為一切受造

道：『近年來，我愈來愈相信，地球(和全宇宙)的

物而流；因此「整全的宣教」要包括關顧一切受造

公義，是教會宣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個人也

物。這樣是否擴大了基督的大使命？

有此信念。」他接著又說：「然而，環保是否真的

為使華人教會明白今日宣教趨勢，同時守住福

是教會宣教使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本章之

音信仰立場，《大使命》雙月刊編委會特別將本期

前詳細針對聖經神學的討論外，讓我再提出數點，

的主題定為「整全宣教觀的探討」，透過邀請多位

解釋我為何認為，源自上帝使命的此一聖經宣教

神學工作者、宣教學者撰文分享，並轉載兩篇分

神學(這是我在本書中嘗試闡明的)必須包括生態領

析宣教士事奉的文章，幫助華人教會思想，並正視

域，並視實際的環保行動為基督教宣教範疇中的一

「整全宣教」的真義。

個部分。」(見中譯本488頁) 萊特這項見解，引起
教會對普世宣教與宇宙萬有關係的關注。
在《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一書中，萊特更清
楚解釋上帝的救贖包括一切受造之物，萬有靠十字
架而與上帝和好；希望普世教會明白上帝的使命是
從創造到新創造。「……被造人類的宣教使命就是
要關懷照顧上帝所創造的大地。而當我們身為蒙贖
之人時，這項使命更加沈重了，因為我們同樣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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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本期文章能激發華人神學家、聖經學者、
宣教學者和宣教士對「整全宣教觀」進一步的探
討，華人教會的宣教事奉將更上一層樓，這是我們
的禱告和期盼。願神恩待華人教會的宣教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