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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聞《大使命雙月刊》已出版至第100期，

特寫了以下一篇文章作為恭賀，願神繼續使用

《大使命雙月刊》，不斷帶來新的延福思維。

延福界1的聖經學者堅持延福使命要建立於全本

聖經的基礎上，從創世記一章的創造故事到啟示錄

第二十一和二十二章的新天新地。2最近，香港神

學界因職場的挑戰而致力研究創造神學，筆者認為

舊約學者從原文釋經而得的觀點，若應用於延福神

學，則能大大豐富延福事工的信念和實踐。3

神的創造只有一個，但聖靈卻感動聖經的作者

分別以兩個故事來記載，各有其重點。第一個故事
(創一1至二3)表達創造的秩序與功能，並指出神是

創造主和祝福的源頭，祂賜給人類一個普世使命。

第二個故事(創二4-25)強調神與人的親密關係，並

詳細描述祂給人的普世使命。兩個創造故事所啟示

的真理都為延福事業帶來亮光，本文簡單探討創造

神學中的祝福觀和使命觀對延福神學作出的重要貢

獻，希望以此文 磚引玉，引起延福界多作交流。

一、創造故事啟示的祝福觀

延福萬族的使命是要把神給人的祝福延傳給世

上所有的人。「福」或「祝福」是這使命最重要

的概念。一般福音派信徒相信「福」是指「福音」

(Gospel)，就是基督十架帶給罪人的好消息(good 
news)，屬救贖論的範疇。對！福音在我們的信仰

中是絕對重要的，不過以「福」為「福音」這觀

點，是從創世紀第三章人犯罪之後的角度來看救贖

之福。筆者認為，倘能從犯罪之前的創造故事去了

解「福」(blessing)的真理，就能更深入了解神祝福

(bless)人的殷切，進一步以更大的動力去參與延福

萬族的事業，這就包括卻又不止於傳揚福音。換句

話說，對創造論中「祝福」的了解能夠豐富及強化

救贖論中「福音」的信念。中文的「福」(blessing)
與「福音」(Gospel)兩名詞太相似，容易混淆，而

英文的“blessing”與“Gospel”的分別則較為清

楚。

1.「福」是關係的基礎：神要人成為「祝福」

的器皿和媒介

「祝福」(to bless)這一個字的希伯來原文是

“brk”，它是貫徹舊約聖經最普遍的概念之一，出

現超過600次。「神賜福」在第一個創造的故事中

出現了3次(創一22、28及二3)，啟示了「福」的源

頭是神，「賜福」是祂對受造之物的美意。「福」

的受眾是受造之物，特別是人和動物。「福」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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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涵有下跪之意，表示人謙卑跪下接受更高者的祝

福。而中文的「福」字是「示」字旁，由此了解華

人文化中「福」的觀念也與神有關。

「祝福」一詞的意義很豐富，關乎「神與人」

和「人與人」的關係。4中文聖經的翻譯較英文聖

經更能把其中各層次的關係表達清楚：神祝福人是

「賜福」；人祝福神則為「稱頌」、「讚美」、

「稱謝」等等，是向神的敬拜，為神說好話，對神

說好話，是人在領受神的賜福後，因感恩而發出的

回應；而人彼此祝福時也用「祝福」一詞，是人領

受神的賜福後，把這福氣與別人共享。可見，人生

在世，對神、對人最基本的關係都繫於「祝福」的

心態和行動。創造主的原意是人活在世上要常常蒙

福、常常讚頌、常常彼此祝福。

倘若教會能夠活出神祝福的原意，便是個最幸

福、最具吸引力的群體；倘若信徒能活出神的祝福

原意，則是個最蒙福和最有力的見證人，也是最自

然的延福使了。使別人得福的心態也叫人成為最真

誠和有效的福音使者；因此，讓我們多多反思、深

化、體驗和實踐這寶貴的「祝福」關係，又深深地

相信和了解每人都是祝福的器皿和媒介。(參下圖)

天，造了水中和空中的動物之後；祂的賜福帶來

物質的福，使動物多多繁殖和滋生。(創一22)第二
次則是在第六天造人之後；神賜福給人，同樣要

人生養眾多，遍滿地面。(28節)賜福不但是神的心

意，也帶著神的慷概和大能，能夠多生養、多繁

殖，表示地上的資源豐富、四季順暢循環、生態環

境互利互惠、萬物欣欣向榮、生物體能健康、生殖

力旺盛。倘若支持延福使命的教會相信和體驗神賜

福的慷慨和大能，就會在延福萬族一事上以更大的

動力慷慨獻上金錢和人力；在前線工作的延福使則

會以更大的誠意慷慨地與人分享神的賜福了。

神第三次賜福是於創造的第七日，歇工安息

的日子。(創二3)神賜福給「這一天」，接受祝福的

是空間而非物質。5這啟示了神賜的福不止於物質方

面，更有屬靈方面，涉及與神的關係。萬物安息於

祂的懷中，就能蒙福，重新得力，生息不斷。人不

是神，只是受造之物。他必須劃出空間，跟隨神、

倚靠神才能繼續活得有力。因此，延福的教會和信

徒都不要忽視在主懷中安靜的空間、反思受託的使

命，把延福事業交託予神，讓祂加能賜力。

換句話說，若我們能了解神賜福的本質，在延

福事業中便能更活潑的動，也會更安然的靜。這些

動與靜都能為我們加添延福萬族的力量。

二、創造故事啟示的延福普世的使命觀

第一個創造故事啟示，在眾受造之物中神對人

另眼相看。祂不但賜福給人，並且賜他們一個使

命：治理大地，管理海、陸、空的動物。「神就賜

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

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一28) 這就是神賜給

人類的第一個普世使命了。它啟示一個重要的真

理：神所造的人類具普世視野、肩負普世使命能力

和使命感。那麼，神賜給人類的福是甚麼？與賜給

禽獸的福有何分別？為何神要人治理大地？為何人

能治理大地？治理的目的為何？這些都是有關普世

使命觀的問題。第二個創造故事為這些問題提供一

些重要的答案，進一步啟示了神對人堅定不移的祝

福和旨意。

2. 神慷慨和大能的賜福：提升延福萬族的動

力與能力

神賜給受造之物的福，本質是慷慨和有效

的，有物質方面，也有屬靈方面的福。若我們了

解神所賜之福的本質，延福萬族的動力和能力都

會相應提升。

在創造故事中，神首次「賜福」是在第五

「福」字的翻譯：

按關係而變化 神

我

別人 別人

稱
頌

賜
福

祝福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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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全的人觀：整全的人才能肩負普世使命

為何人能肩負普世使命？人能如此，乃因他是

按著神形象被造的。(創一26-27)神造他是個整全
的人：一個具身、心、社(社群性)、靈、管(管理能

力)的整體。

首先，他與所有動物一樣，有一個物質的身

體，但卻是從土而來。其次，他有一個內心的世

界：他如造物主一樣，有自我的意識、能思考和觀

察、能以視覺和聽覺欣賞美麗的事物；他具創意和

判斷力；他具德性，能判斷是非與善惡。

再者，他也是社群性的：他能夠與別人建立關

係，像神一樣去關愛人；他也需要和能接受別人的

關愛；他具語言的能力，能與別人溝通。

最重要的是他有靈性：他會渴慕神，敬拜神，

需要神，他需要建立「神－我」的關係才能得到心

靈的滿足。

最後，他具管理的能力：他能工作，能創

新，能治理，能執行使命。管理就是人綜合了

身心社靈各方面的本質而流露的表現。管理不僅

是一份工作和職業，也包含著人各方面的外在流

露：如自律地強身健體、親子關係的珍惜和培

育、捨己為人的行動、環保的習慣、關心社會的

貧苦和不公義等等。因為他有神的形象才能為神

管理大地，外在的工作與內在的本質是不能分割

的，有諸內才形於外。

2. 神和人配合同工的普世使命：神賜人不配

得的禮物

普世使命是否由人類獨力承擔？非也！乃是

神和人一起同工的禮物。第二個創造的故事稱神

為「耶和華」，表示神與人的關係是親密的，彼

此是配合同工的關係。地上的草木菜蔬能夠長起

來，需要神和人的同工：耶和華要降雨在地上，

人要耕地，才能成事。(創二5)可見，神交給人的

普世使命不是苦差，乃是人絕不配得的禮物，帶

著祂給人的恩典和殊榮。因為這樣，人與神同工

時會被心中的使命感所推動。人算甚麼，竟能與

神同工呢？(參下圖)

3. 整全之福：最合乎人類需要的福

如此，神賜給人的福有何獨特之處？第二個創

造的故事說明了神給人的兩大類賜福，都有別於禽

獸之福。6 第一類是神賜下，人接受的福；第二類

是神賜下，人繼續耕耘之福。兩類都是豐豐富富

的，構成了身心社靈管各方面的祝福，正合乎整

全的人所需求的整全之福。

第一類：神賜下，人只需接受的福 (創二8-9)

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園，那是以樹木圍繞的一個

安全場景。在這場景中，神賜下四種基本的福，均

以樹表示，依次為美的享受、身體的健康、永恆

的意義和道德的標準。令人驚訝的是聖經竟然以悅

人眼目、使人內心愉快的樹木排在第一位，其次才

是可作食物叫人身體健康的果子。這可能是人有別

於禽獸吧！生命樹表示神賜人的永生會茁壯成長；

這永生具永恆意識，使人了解並珍惜永恆的意義與

價值，並因而深感滿足。分別善惡樹則表示設立道

德標準的是神，人接受它便會得福。人間社會若遵

守這道德標準才是福，反之，會帶來混亂。相信今

天活在混亂社會中的我們，對此甚為了解。

第二類：神賜下，人接受並要繼續耕耘的福 

(創二15-25)

這一類的福是福上加福，也是帶著工作責任的

福；神已賜人在伊甸園之福，能履行神所交託的責

任便是福上加福。這類福包括了三種管理之福：工

作之福、道德操守之福、團隊合作之福。

神給人的管理使命

神

人 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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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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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遍滿、治理

祂……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來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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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工作之福：神安置人在伊甸園中，賜

他修理看守的責任(二15)。這節經文的「安置」一

詞，帶有安全、安息、對神專一和與神團契的意

思，7表示了工作不是苦差，而是人以工作向神表

示順服和敬拜。因此，工作是神給人的福份，也是

人藉以向神稱謝。再者，神看重的不是人要耕種糊

口，而是修理看守。可見，伊甸園具備潛質使人藉

工作得福，只是未被發揮。故此，人一方面要以智

慧和創意去管理伊甸園，使地的優秀潛質轉化為實

在的好處，另一方面也因工作而發揮一己的潛能，

造福大地而深感滿足。這就是工作之福。神在創造

中，留下小小的一片空間，讓人耕耘，創出美好。

這也是神人配合的同工和團契，是人不配得的殊

榮、福氣和禮物。神創造，人創作！

其次是道德操守的福：神吩咐人不可吃分別善

惡樹的果子(二16-17)。人要作出道德的抉擇。神

是道德標準的設立者，人已經知道甚麼可作，甚麼

不可作，他要好好管理自己的意志，能按神的標準

作出正確的道德抉擇，這才是福。他有自由選擇的

意志與權利，但這自由是有限制的。選擇活在限制

以內的是福，超越限制的便是反叛神，人便要付出

死的代價。管理普世的使命也要求人管理道德的操

守，能好好地管理便是福上加福了。

最後是建立和管理團隊的福：管理使命需要配

搭良好的隊工，因此神為人設立婚姻和家庭制度

(二18-25)，並且要人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團隊中

最基本和最親密的是夫妻檔。所以亞當看見夏娃之

後，就歡喜讚嘆。她能給他支持、愛護，又同心同

行。但隨著地上人口增加，工作發展，管理的需要

遠遠超越夫妻檔所能承擔，要有更大的合作團隊。

聖經在這裡用了很長的篇幅來描寫最基本團隊的產

生，反映神重視人的社群性和團隊的合作；人能好

好管理合作的團隊就是很大的祝福了。現實的情況

也證實這個真理：同心合意、恩賜與才幹合適配搭

的團隊為管理使命和參與工作的人帶來莫大的祝

福；反之，則為極大的痛苦。

4. 神人同工的結果：延福遍地 (創二10-14)

治理大地的目的是甚麼？是為誰的好處？第二

個創造的故事是以扇形結構寫出，最中心的一段

就是最重要的信息，二章10-14節就是這扇形的中

心。8這段經文以河流啟示出神與人配合同工，使

福延全地。聖經中的「河」代表生命，是神賜給人

的。以西結書四十七1-12和啟示錄二十二1-2都提及

河代表生命豐盛的意思，耶穌也宣告信祂的人腹中

要流出活水江河。(約七37-38) 這一段經文再沒有描

寫工作，表示人已經完成工作，能享受安息和欣賞

工作的果效，回應了第一個創造故事中的安息(二
1-3)。安息不一定是靜止的休息，也可以是滿足的

欣賞。

第二個創造的故事指出普世使命帶來數個福的

果效：滋潤之福、豐盛之福、持續發展之福、遍及

全地之福。滋潤之福(二10)以從伊甸園流出的河來

表示；河有水，水能滋潤。豐盛之福(二11)則以好

的金子、珍珠、紅瑪瑙等寶石表示；金銀寶石代表

著使命的結果遠遠超過人生存所需的，匯集了各種

的豐盛。持續發展之福(二10-14)是以河的發展表

示；天然的河流大部分是多條支流滙集成一條主流

的，但伊甸園的河卻是一發展為四，這代表向前推

進，持續發展，越加增長、興旺的福。所以最後帶

來遍及全地之福：這些河流遍了當時的世界，表示

普世使命最終的結果是把滋潤之福、豐盛之福和發

展之福推向全地。這樣，人在伊甸園接受的使命就

能夠延及普世全地，達成神所賜的管理使命了。

5. 小結

筆者認為創世記第二章的創造故事是創世記一

章28節的大特寫。它啟示神賜人普世使命的原意是

使人蒙福、與祂同工、使福延全地。執行使命的基

本原則有四：首先，由按神的形象被造之整全的人

來肩負責任。其次，這使命並非由人獨力承擔，乃

是與神配合同工，是人的殊榮。第三，在工作中，

祂不斷多多賜福給人，這福有別於賜予禽獸之福，

乃是更高層次的整全之福，完全配合人的需要。第

四：在與神同工的使命中，祂對人有管理上的要

求，達到這些要求也是人的福。最後，神與人配合

同工的結果，是豐盛之福遍及普世大地。這五個基

本原則全部都可以應用於延福萬族的使命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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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履行的整全的福音使命。

三、結論與討論

延福界聖經學者堅持延福普世的使命要建立在

全本聖經上，從創造的故事到新天新地是合理的。

限於篇幅，本文只談創造論。第一個創造的故事給

我們正確的祝福觀，讓我們了解神要賜福給世人的

殷切、慷慨和大能。了解福的本質，可以強化我們

叫別人得福的信念、動力與能力。創造論中的第二

個創造的故事啟示正確的普世使命觀，人與神配合

同工，是神給人極大的恩典和福份。它更進一步啟

示人與神同工的原則，讓我們了解如何信靠神，能

忠心地從事延福萬族的使命。這兩個創造故事啟示

著人起初的福境何等美好，反觀犯罪後的人何等可

憐，使我們更了解基督十架救贖的必須和延福萬族

的必要。可見，創造論是延福萬族的基礎和推動

力。

延福萬族的最終目的，不但使罪人因基督的十

架而得永生，更使萬物藉此在基督裏得贖，往新天

新地去。這新天新地有點像伊甸園，但較伊甸園更

為美好。(參啟二十一1至二十二5)這更美的將來也

成為延福使最有力的盼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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