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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是中國

《詩經˙小雅》的一句話。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文

化大放異彩，百家爭鳴，但在澎湃喧囂之中，《小

雅篇》卻提出警告，文人術士，治國治民者之處

世、律己以及治國態度，要「戰戰兢兢」。戰：之

所謂驚懼；兢：之所謂慎戒。

今天的世代，思想、文化以及信仰狀況似乎也

到了相似的情形。印度教(包括佛教)歷史久遠，深

入民間；穆斯林攻勢強勁，發展迅速；其他異教更

是不勝枚舉。尤為嚴重的乃是基督教本身內部的分

化，教會自己對聖經的淡化，以及傳統核心信仰的

邊緣化。今日教會的信徒及同工們豈能不萬分的小

心謹慎！

上世紀的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以

及所謂的新興教會(Emerging Church)等，給教會，

尤其年青一代，帶來不少困擾與禍害。今日，後現

代思潮席捲全球，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影響教會及

信徒；異端邪說、似是而非的教導，令信徒眼花撩

亂、左右搖擺；加上倫理道德下滑、社會問題嚴

重、貧富懸殊、資源分配不均、社關環保的呼聲日

益高漲；教會應如何應對？

如臨如履──
整全宣教、謹防誤區 
王永信

華人教會兩百年來多注重傳福音，救靈魂，建

教會，這是教會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主所託付給教

會的「福音使命」，是教會絕對應作的事。但另一

方面，教會卻有時忽略了主同時交託給我們的「文

化使命」。

耶和華神在創造人之後，賦予人的第一個責任

就是「治理這地」，並且管理神所創造的各種活物

(創一26、28)。主耶穌在世時多次教導門徒要作世

上的鹽和世上的光(太五13-14)，對社會、文化、政

治、道德、家庭、信仰等方面發揮光照與防腐的作

用；這是聖經的吩咐，我們不可忽略。

感謝神，特別藉著1974年的《洛桑信約》 提醒

普世教會在這方面的職責與實施。筆者近年來也蒙

神恩典，多次傳講這方面的道理：「基督徒的雙重

使命」(見下頁圖)。
但是近年來，除上述「福音使命」 及「文化使

命」 外，一些宣教領袖們，更教導並推動第三個使

命——「大自然使命」。

由於人口膨脹、資源消耗劇增，加上人類對大

自然不夠愛惜，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嚴重，一

些生態專家極力鼓勵加強注意生態和環保。西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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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紛紛起而響應，甚至成立The Evangelical Climate 
Initiative (www.christiansandclimate.org)，呼籲基督

徒推行綠色運動，關注全球暖化的危機等。筆者認

為關注生態環保，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基督徒及非

基督徒都有責任。但是過分高舉「大自然使命」，

會否影響教會在傳福音、建立教會，及跨文化宣教

的實力？猶記得十八、十九世紀「新派神學」興起

時的堂皇口號――社會關懷。但久而久之，他們以

社會公義、扶貧、教育為主，而不再重視傳福音、

救靈魂的聖工；因此被稱為「社會福音」。王明道

先生稱他們為「不信派」。

試舉一例以說明之。上世紀美國著名的傳道人

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 1861-1918)，他是

浸信會的牧師，熱心事主，但他的教會處於紐約市

的東區，有很多從歐洲來的新移民，屬於社會的低

下層，所以他整日奔波勞碌，為他們肉體的需要

及物質生活而奮鬥。多年之後，他漸漸以扶貧為主

軸，而不再注重傳福音，救靈魂，甚至後來被人稱

為「美國社會福音之父」。

其實，我們不需要特別強調教會對大自然的

責任。因為真正的基督徒，絕對贊成關懷環境

(Ecology)，也絕對贊成關懷自然(Nature)。我們愛

神當然要關愛祂的創造。中國傳統

的「愛」的觀念是「愛屋及烏」，

意思是我愛我的親友，當然也關愛

他的房屋，甚至也連帶關愛他房屋

上的烏鴉。然而，我們不要忘記聖

經的話：「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

救罪人。」(提前一15)「祂是愛我，
為我捨己。」(加二20)。人是神的最

愛，也是祂拯救的對象。主耶穌給

門徒的大使命也說明了祂最大的關

心：「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給萬民聽。」(可十六15)因此，「救

人」 與「救地球」 的終極意義是不

可同日而語。

但是，近年來新一代的宣教思潮竟是如此方

向。2010年7月在南非舉行的第三屆洛桑大會所撰

寫的《開普敦承諾》(The Cape Town Commitment )
中，呼籲今日教會從事「積極而先知性的」對大

自然的關懷行動(Urgent and Prophetic Action on 
Creation Care)。

今年春天，多位宣教領袖在美國東部舉行一

連串的宣教會議，其中一項研討主題是「環境宣

教——植堂與植樹」。教會的人力、物力有限，如

果深深進入關懷環境及大自然，則勢必消耗(甚至耗

盡)教會資源，以致嚴重影響主給教會的主要大使命

(太二十八18-20)。今日的教會千萬不要再踏入以往

的誤區，輕重不分，本末倒置(Major the Minor)。
另一方面，筆者認為教會不需要將社關、環保

過度吹捧，否則可能誤導信徒，使他們誤以為關懷

社會、注意環保、關心自然就是宣教。其實，這些

只是宣教的副產品。試以十九世紀兩位著名宣教士

為例來說明。

第一位是被譽為「近代宣教之父」 的威廉克

理(William Carey)。他在印度的數十年中，不僅傳

福音、建立教會，他還將植物品種、科學技術、高

等教育、銀行概念等引進印度。「克理是一個宣教

文化使命        文化使命

治理這地(創一28)       (太一13)世上的鹽

社會、公義、文化、政治、教育、
科學、藝術、家庭……(林後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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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使用每一種媒介，把真理的光照亮印度生活每

一個黑暗面。他是印度現代化故事的主角。」(參
《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497-501頁)

另一位是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當時英國

社會問題嚴重，大部分人沉溺酗酒，尤以基層為

甚。當時，倫敦平均每四間商店其中一間就是酒

館。約翰衛斯理衝破教會四堵牆壁，進入人群，關

心基層的需要，積極向大眾傳福音，復興教會，導

致當時英國社會的改變。英國多數的酒館自動關

門；第一因為老闆信了主，第二因為沒有了顧客。

因此，真正的宣教工作，是藉福音的大能改變

人心、改變社會、保衛環境。求神幫助華人教會明

白宣教的真正意義以及輕重次序。說一句直截了當

的話，不論我們如何幫助人有好的生活，受好的教

育，但假如我們沒有帶領他相信主耶穌，他的最終

結局仍然是滅亡！

保羅對腓立比教會的教導是：「你們顯在這世

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二15)惟願華人教會，

面對今日危機多變的世代，以「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 的態度為主發光，照亮社會，持守

真道，廣傳福音，直到主來！

（作者為大使命中心榮休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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