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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邁向經濟發展和全球政治的處境中，中

國的教會很自然地被置放在一個極具戰略意義的

角色。看著上帝在這個時代處境中，如何透過全球

化、人口移動、教會增長和社會參與等特殊的發展

過程在工作，思考中國教會自身的角色定位和在普

世宣教的使命及責任，並透過宣教訓練發展全人、

全教會及全球性的參與，是很重要的。本文將從全

球視野的擴張、國度心胸的重建、屬靈遺產的傳

承、家庭教會的發展、整合反思的深化、支援系統

的設置等課題，來回應中國教會在面對未來的宣教

事奉，所實際面對的機會和挑戰，以思考其當有的

宣教訓練議題和當有的宣教士關注及素質培育。

全球視野的擴張

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在國際間興起，與全球

化的平台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但這些都只是從政

治、經濟的角度來看待。在中國的教會卻很少關心

或正視全球化對教會帶來的衝擊，也很少思考中

國教會可以在全球化的平台上扮演怎樣的角色。然

而，這些都影響著中國教會在未來宣教策略上的定

位。

中國的教會長期受著政治和神學觀的限制，導

致教會的視野較為狹窄和內向；這也局限了教會在

全球宣教影響的力度。我們可以如何突破這樣的處

境，如何有效地擴張中國教會的全球視野呢？縱觀

今天在海外有大批的華人，但他們仍舊喜歡留在華

人的群體當中，鮮有在當地真正融入並成為具影響

性的地位和角色。以下是個人的建議：

1. 從領袖訓練開始：在神學教育或是領袖培育

課程中，應該加入關於全球化和全球化發展對中國

社會、政治、教會的影響。培育未來領袖必須關注

全球的現況與發展，例如國際金融、全球愛滋病、

貧窮、天災和戰爭導致的人口流動等。如此領袖才

能幫助教會有一個寬闊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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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網際網路聯結：網際網路本身就是一個

擴充全球視野的視窗，透過全球社區的聯結，傳遞

訊息和互動。但今天中國教會基本上還停留在領受

的階段，在神學、社會關注、文化內涵方面的影響

仍舊相當薄弱，如何強化有關這些方面的文章、著

作，透過媒體、網路來發展，期能對全球產生一定

的影響。

3. 從宣教實習的伴隨：自從改革開放以來，

國人在本國及出國旅遊都非常普及，無論是自助旅

遊或是帶團旅遊都是與外界接觸的很好機會。透過

這些機會，刻意地參與一些海外主辦的宣教諮詢會

議，有計劃地採訪、觀摩、參加研討會等，都能夠

擴大視野，體驗跨越文化的經歷。但更重要的一

環，就是能夠與海外的宣教機構配搭，提供一年至

兩年的宣教實習(無論是宣教工場的實習，或在差遣

基地的實習)，由資深的宣教同工或機構同工伴隨。

如此，可以減少新進宣教士摸著石頭過河的痛苦經

驗。

國度心胸的重建

與擴充全球視野息息相關的課題就是國度心胸

的重建。在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中，「大中國」的

觀念是非常清晰的，但經歷過往兩百年被列強侵略

後，這種的民族自信全然盡失。因此導致過去一百

年在知識學界中，一面倒地崇洋媚外。而過去兩三

個世紀，中國又不斷經歷對外戰爭、內戰、政治鬥

爭的噩夢。

直到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開始蓬勃發展，國

家整體建設快速提升，國防軍事和尖端科技日新月

異；在世界的地位日漸受重視。國家亦積極重新建

設民族自尊，強化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這樣

的環境也造成了基督徒參與宣教的一大瓶頸。如此

延續下去，可能另一輪的「帝國主義式的宣教」也

在無形中產生。因此，我們需要從以下幾個角度來

協助調整：

1. 身份認同的重整：身份上的認同，可能是宣

教士生涯中最難突破的困境，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

肉身的民族定位：成長的環境、熟悉的語言文化、

政治理念的認同、國家國籍的身份。如何超越身份

的認同，不單是中國教會要面對並突破的問題，其

實也是我們每一個亞洲教會要面對和突破的。透過

門徒訓練，認真地處理內在身份的優越或自卑，重

新認定我們身為上帝子民的身份。

2. 心靈健康的重整：在一個長期受戰亂、政

治鬥爭蹂躪的時代，造就出心靈創傷的百姓，就連

基督徒也無法倖免。一個宣教士的心理是否健康，

直接影響其在工場上的事奉。在培育中國未來宣教

士的工作上，心靈健康的重建是刻不容緩的。一個

破碎的心靈，帶來破碎的人際關係、破碎的家庭關

係、破碎的社會基礎，也會帶來破碎的宣教事業。

在基督裏得到醫治、生命得到重整、人際得到和

好，福音才能完整地傳遞見證。

3. 國度觀念的重整：基督徒的世界觀是建構在

上帝創造的基礎上，基督徒的宣教觀是建造在健全

的國度觀上。教會雖然在世界，卻不屬於這世界；

基督徒的生命是入世卻不屬世。宣教士的生命能有

清楚的歸屬感，是因為每個屬於上帝的百姓有雙重

身份，但是，當地上的身份與天上身份的價值相衝

突時，每個上帝的百姓應該以天上的價值為價值，

以永恆的國度為依歸。

屬靈資產的傳承

中國教會是在苦難當中煉淨、陶造出來的。文

化大革命期間，基督徒願意捨棄自己的性命，公開

承認信仰，堅定並且至死忠心。在政治和宗教的逼

迫下，教會仍舊選擇走十架的路，捨己跟隨主。

中國教會沒有燦爛的神學思想，卻有簡單的苦難神

學，為主受苦，背負十架，傳主福音，建立家庭教

會。

中國教會強調生命的事奉，強調治死老我，順

服基督。她不太強調學術、技巧和方法，但卻強調

生命重於事奉，生命的聖潔過於事奉的果效。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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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容易掉落二分法的屬靈觀念，但卻是一個重要

的信仰基礎。要有好的宣教，也需要有一個好的屬

靈傳承，如此信仰才能深入。

1. 十架信息的傳承：這是基督教最基本的神

學，也是在這個強調成功、效率、結果、卓越、財

富的時代所失落的基要真理。但是在中國教會歷史

中，背負十架仍舊是中心信息，仍舊是基督徒強調

要走的道路。這些屬靈的資產，需要被沿襲和傳

承。但如何將十架的信息更貼切地在如今這個時代

中闡述和活化，在生命中顯現出來，則是一個莫大

的課題和挑戰。

2. 苦難神學的傳承：中國教會是在苦難中興起

壯大的，苦難也煉淨了教會不純淨的雜質。苦難神

學帶來的是對基督的專一仰望，是對基督在末世的

終極盼望，是為主受苦的單純心志，是過簡樸生活

的具體表現。宣教士的生命特質都在這裏面顯露，

但卻是在今天物質越來越豐富的時代中，逐漸失去

了的一份心志。如何在屬靈的傳承上體會到上代人

為主受苦的精神，今天仍舊能夠繼續持守向前，是

中國教會必須思考的課題。

3. 生命事奉的傳承：在今天這個訊息豐富、

隨地都可以搜索到各樣資訊的時代，也是強調技巧

的時代，人們可以透過訓練來增強自己的知識和技

能。然而，生命的事奉卻是建立在與主的關係上，

建立在時刻以上帝的心意為心意，學習常常在上帝

的恩典和愛中順服信靠上帝的主權。中國教會老一

代的傳道人，就擁有這些寶貴的素質，是經過歷練

和親身經歷的生命，也是現今世代的中國宣教士要

繼續傳承的生命和經歷。

家庭教會的發展

中國家庭教會的發展是一個奇跡，沒有教堂的

外觀，沒有完美的組織架構，只有一群單純的基督

徒，為著信仰同心合意地在一起敬拜。在苦難當中

邁向成熟，在逼迫裏繼續跟隨主。今天在世界各

地開始有人提出，甚至廣泛的推行家庭教會(House 

church)的教會增長模式，可惜仍停留在理論和策

略研討上。事實上，中國家庭教會過去三十年的發

展，有如初期教會的經歷，當中有些重要的元素是

不可忽略的。

1. 教會觀念的突破：家庭教會的經歷，讓我們

重新反思何謂教會！今天我們宣教常常帶著我們自

己宗派特色、教會組織架構、章程政策、教會建築

等限制，但是中國家庭教會卻回歸到初期教會最單

純、簡約的型態，將教會的內涵本質呈現出來。在

一個受限制和逼迫的環境中，仍舊為主作見證，依

然彼此團契相交，在最原始的關係裏跟隨主。

2. 化整為零的策略：教會的存在，不應只是

「來」的教會，現今有許多教會漸漸發展成為「超

級教會」(Mega Church)，信徒抱著消費者的心態，

要參與事奉則必須顯露恩賜才行。家庭教會卻是一

個「去」的教會，一個向外發展的教會，一個去使

萬民作主見證的教會。當海外教會帶著自己的背景

進入中國的時候，我們要特別小心，不要用我們的

模式，而是要看到上帝使用的方式，並鼓勵中國家

庭教會能夠在當中找到教會的本質。在環境越來越

開放，教會開始朝著「堂會制」發展的時候，如何

確保教會不會內向發展，是值得留意的課題！

3. 合一見證的建設：中國家庭教會在70-90年

代初期，可以說是合一的教會。沒有階層的分隔，

沒有宗派的對峙，沒有神學的分歧，沒有教義的衝

突；只有在基督裏的團契，在真理中的交通，在聖

靈裏的合一。但是自從中國越來越開放之後，中國

教會受到越來越多海外宣教和教會的影響，宗派的

爭論開始進入，教義的衝突也越來越多，神學爭論

成為人性軟弱所利用。教會衝突頻生，許多海外宣

教士不顧中國的處境，強硬將「自以為是」的方式

帶入教會當中，導致教會深受分裂之苦。宣教沒有

教會的合一，是沒有見證的宣教。除非教會能夠在

愛、真理和聖靈中合一，才能產生強而有力的宣教

運動。我們需要付出更大的力量來竭力保守聖靈所

賜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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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反思的深化

中國的教育方式導致中國人長期在一個受限制

的環境中被塑造，填鴨式的學習使人無法有批判性

的思維。雖然有唯物辯證的方法論證，但卻受制於

一個以物質為核心的封閉世界觀，完全無法超脫於

這個世界觀的思維；中國基督徒的思維模式當然同

樣受影響。因此整合反思的深化是一個在進入宣教

工場前必須要強化的部分，需要有以下各項訓練：

1. 批判性的思維：批判性思維原意是指邏輯

清晰嚴密的思考(Critical thinking)，其意義是包括

思維過程中洞察、分析和評估的過程。批判性思維

者會從所有的意識方面收集材料，包括口頭或書面

表達、想法、觀察、經驗及推理。批判性思維以智

力上的標準為基礎，這些智力標準不僅包括素材分

類，也包括清晰、可靠、精確、準確、中肯、深

度、寬度、邏輯、重要性以及公平。中國的宣教

士需要在這方面接受特別的訓練，以便使自己能

更深、更廣、更敏銳和更整全地看待事務和處理人

際。

2. 神學性的反省：今天越來越多宣教士是以

專業來服侍，這樣他們可以在許多封閉的國家或群

體中有效的事奉。但是，我們也看到這些宣教士因

為沒有扎實和基本的神學訓練，雖然宣教的工作有

果效，卻沒有神學的反省。許多時候只有專業的影

響，卻缺乏生命的影響。我們需要避免中國教會在

這方面重蹈覆轍，神學裝備就很重要了。然而，神

學反省在宣教的過程中更加重要。我們需要培育會

反思的宣教士，如此宣教就不會只停留在人數的增

長，而是見到生命深度紮根。

3. 處境性的回應：中國教會曾經歷信徒人數

快速的成長，特別是在農村的教會。信徒的背景相

似、社會的結構單一，因此在傳遞福音上，不需要

太顧及處境的問題。但是，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全

球化的影響，社會結構更加多元複雜，群體性的需

求也不同，加上政治、社會、民族和宗教上的敏感

性成為今天宣教工場越來越不可忽視的一塊，因此

如何培育中國教會的宣教士能對處境敏感，也能夠

因應不同的處境，做出合理和彈性的調整是非常重

要的一環。

支援系統的建設

在未來，中國教會將會是大量差派宣教士的地

區，如何能夠有效地支援這廣大的需要，而不是只

憑「信心」和「單程車票」的宣教模式就到處闖蕩

天下？如何能夠讓宣教士無後顧之憂，專心在工場

事奉？如何能夠確保宣教士在跨越文化的過程中，

有效掌握語言、文化和當地的世界觀？如何讓宣教

士的子女能夠有一個長遠的教育發展計劃，而不會

成為宣教士折返的重大因素？如何能夠讓教會下

一代自年青就具有宣教的意識，並願意積極參與宣

教？這些問題都是近兩百多年宣教運動遇到過、也

走過的經歷。

綜觀亞洲宣教運動，差派最多宣教士到不同地

區事奉的是韓國教會。韓國的宣教架構包括差派宣

教士的組織、訓練宣教士的場所、差會聯合組織及

差傳研究中心。這些差會架構的普及與增長，意味

著一個差派國的差傳基礎建設的重要，若沒有這些

建設，差派宣教士只能靠個別教會獨力及小規模的

去摸索運作，一定成不了氣候。從中國教會未來要

面對差派大批宣教士的趨勢來看，建設一個有規模

的差派支援系統是當務之急。不但如此，我們還需

要教育中國教會看待「支援宣教的同工和功能」與

「差派到海外宣教的同工」兩者同樣重要。

1. 理念價值的建構：中國教會參與宣教，有後

進優勢。因為西方教會的經驗、亞洲教會的經驗，

都足以作為參考的模式。當然中國也是一個善於

「仿效」的民族，因此許多機構的模式、組織架構

都可以成為中國教會參考的個案，也可以就地取材

地使用。但是，在仿效、借取運用的前面，個人認

為應該建構一個合乎聖經的理念和價值。任何的組

織、機構都具備其核心價值。因這些的價值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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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構文化(例如財政的運作涉及機構對金錢的看

法，也決定了機構如何籌集、預算、分配和使用金

錢資源)。 

2. 組織架構的設置：組織和架構是根據機構

的異象和使命來設置的，清晰的異象和使命能有效

地集中人力，有焦點地使用資源。組織和架構能夠

有效地支持、結合、聯繫不同的部門和事工發展。

一個完善的宣教組織需要有動員、遴選、訓練、差

派、指導、關顧、聯繫教會網路等功能，如此才能

確保宣教士在進入禾場之前、之中及之後有全方位

的支援，也使得宣教服侍能夠持久而深入。

3. 教會網路的發展：中國教會在過往沒有機構

的概念，教會間也因政治處境無法有組織性的網路

來彼此聯繫。因此，教會推動宣教或差派宣教士多

半停留在各自差派的情況，這樣將會限制未來差派

的人員和宣教工場的發展。教會網路之間的聯繫至

關重要，如何建立一個能夠被眾教會信任的機構？

值得深入探討，並使之實現。

總結

本篇文章，僅代表個人的看法。這是筆者在事

奉中不斷的反省、思考，總結出來的微小經驗，有

許多部分仍舊在實際運作和嘗試當中，深願透過這

篇文章的探討，最終能夠產生拋磚引玉的果效。

也期望透過這文章，能帶來更多美好的思考和啟

發，讓我們攜手同心地伴隨中國教會邁向宣教之

路。中國教會在一個邁向成熟，卻又缺乏經驗的階

段，身為海外的宣教機構、教會，如何能夠扮演一

個「典範」(Model)、「橋樑」(Bridge)、「導師」

(Mentor)、「夥伴」(Partner)的角色，將決定中國教

會宣教的優劣、成敗。求主賜恩典、智慧給我們！

（作者在中國服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