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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六月，

《 大 使 命 雙

月刊》採用了應時

且極富挑戰性的主

題：「一帶一路與

普世宣教」。其

中，主題文章作者之一的林日峰博士，表達了他殷切的期盼：「願神

藉著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經發展，指引華人『教會、宣教士、差會

及神學院』這四個『差傳鐵四角』為這跨歐亞非區域的宣教事工作

好準備……加入普世宣教的行列……」1 筆者無能也無意就「一帶一

路與普世宣教」這課題發表言論，只是希望根據個人淺薄的經驗，對

「神學教育與普世宣教可有的關係」稍作分享。

神學教育可能無助於普世宣教

作為福音派的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前任院長，林博士把神學院置

於「差傳鐵四角」之內，認為神學教育對普世宣教至為重要，這是很

可以理解的；事實上，把這四方面緊扣在一起的，還有下列對宣教

甚多參與和研究的人士：鄭果、石偉漢(差傳鐵四角)、曾景雯(差傳

四柱)、唐榮敏(立體差傳鐵三角)、溫以壯(差傳角錐體)。2 此外，也

曾有神學教育工作者撰文論及神學與宣教的關係。3 然而，按筆者對

西方及華人神學院的觀察，以及對「宣教」、「教會使命」的初步

涉獵，神學院能否勝任(或願意)成為差傳鐵四角的一角，端視乎人對

神學教育與宣教何干？
吳羅瑜

主 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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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差傳」和「教會使命」(英文Mission/

Missions)所賦予的定義。

就華人教會而言，「『宣教』大部分時間是

代表跨文化、跨地域的傳福音和培育門徒的行動，

『宣教士』是一些被差派作此類行動的使者」。4 

一般來說，「宣教」和「差傳」二詞可以交替使

用。5 這種想法很容易理解，因為華人教會以福音

信仰居多，就算是在接受《洛桑信約》(兼顧大使命

與大誡命)的教會和機構中，談到「宣教」和「差

傳」，都會強調要向各方各民傳揚耶穌拯救罪人的

福音，呼籲人悔改(包括離棄偶像和罪惡)，接受耶

穌為個人的救主，敬拜三位一體的真神。不但如

此，福音信仰的華人教會，一般相信聖經是這位上

主最終的啟示，是信仰和行為的最高權威。這些是

教會歷代持守的信念，也是經得起考驗的真理。然

而，西方不少大宗派的神學院，甚至一度號稱為保

守的神學院，今日已經偏離了這些核心的真理，否

認耶穌是唯一的救法，反對把聖經凌駕於其他經典

之上。可惜的是，由於華人神學院的師資往往受訓

自這些神學院或大學的宗教系，有可能連偏離了真

理也不自覺，還嘲笑別人落伍，沒有膽量正視問

題，殘餘霸權思想等。6 這種神學院大有可能對上

述定義的宣教嗤之以鼻，不但無助於宣教，更成為

宣教的阻力。7

以上的觀察主要是針對深受西方制式化神學教

育影響、已具規模的華人神學院，然而，這種神

學院教育並非神學教育的全部。華人神學院、靈修

院、聖經學院、甚至培訓班等，都是廣義的神學教

育，在中國大陸經常被稱為「神學院」，且經常與

宣教掛鈎結合。百花齊放的神學教育，用心良好，

但師資、學員、設備往往良莠不齊，畢業生是否都

在聖經、神學、跨文化適應上裝備足夠，能以應付

宣教工場各方面的挑戰，殆成疑問。

神學教育可以有助於普世宣教

當然，就算是在過往，跨文化的宣教也不一定

拜制式化神學教育所賜，因為不少的宣教熱誠和衝

勁是源於大學生的福音運動；1885年春離開英國

往中國參加內地會的「劍橋七傑」，就是明顯的例

子。不過，無可否認的是，在宣教歷史上，神學院

和靈修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以中國教會的「福音

傳回耶路撒冷運動」為例，上世紀40年代，前往新

疆的兩大團體(西北靈工團、遍傳福音團)，成員多

半分別來自山東濰坊靈修院、陝西鳳翔西北聖經學

院。8 時至今天，一般差會都會鼓勵宣教士在赴工

場就職前，先接受全時間或部分時間的正式神學裝

備，以應付事工上的需要。9

事實上，今天一些西方神學院屬下設有宣

教學院(school)，或宣教中心(center)，或宣教系

(department)，頒發宣教/跨文化研究的碩士、博士

學位。10 華人神學院中也有少量開設宣教中心或宣

教系，並頒發碩士學位、文憑者。有心從事跨文化

宣教的華人信徒，特別是英文程度足夠者，可有很

多選擇的空間。另一些神學院不一定設有宣教系或

頒發宣教/跨文化研究的學位，但可能開設主修宣教

的學位課程，11 或把「宣教學導論」(或是「宣教面

面觀)列為一般學位課程的必修課之一。

不過，神學教育對裝備未來宣教士、差會同

工、胸懷普世宣教的教牧同工，不能止於學制上的

要求與編排，同樣重要的是在其他方面的配合，例

如在早會、退修會中邀請宣教士或差傳機構的同工

分享工場的需要和心路歷程，鼓勵學生參加短宣

隊，強調靈命的長進，注重個人的品格、心理的健

康等整全的發展。12

教會使命、普世宣教可以有助於神學教育

今天華人教會具規模的神學教育，大多依據西

方傳統的神學教育模式，分為四大範疇：聖經神

學、歷史神學、系統神學、實踐神學，而很多時

候，宣教方面的教導，歸入實踐神學的範疇。隨著

神學教育的專科化，四個範疇往往各自發展，學

生(甚至老師)經常缺乏整合與融貫的能力。不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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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提升學術的前題下，神學教育有可能淪為

象牙塔式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之間存在著鴻

溝。在不少學者看來，宣教(或使命)就是整合與強

化神學教育的關鍵。持這種看法的人中，有宣教方

面的學者，也有聖經研究的學者；有從Mission的跨

文化、跨地域傳福音的定義入手，也有根據Mission

指使命(神的使命—Missio Dei和教會在世各方面的

使命)的角度來發展；有認同普世基督教協進會的大

宗派人士，也有福音派的人士。

例如，福音派的新約聖經學者 I .  H o w a r d 

Marshall認為，新約聖經各卷的內容在多元中具有

一致性，因為都是關於耶穌救贖的宣教(Mission)

產品，貫徹新約聖經的主題就是宣教。13 同是福

音派，但側重舊約研究的聖經學者Chris topher 

Wright，更以Mission為整本聖經的中心，只是他採

取了Mission一字的廣義，泛指有計劃、有目標的行

動，包括神創造、救贖、恩待人類的行動，以及神

的子民在世上參與神計劃的各方面使命。14 值得注

意的是，有別於過往宣教神學以聖經某些經文作為

宣教基礎的做法，他們兩人力陳Mission就是聖經的

中心思想，Christopher Wright更進一步建議，神學

教育應從Mission的角度來傳授各科與各門課。

當然，以廣義來理解Mission，Christopher 

Wright並非第一人，早在上世紀中葉，已經有宣教

學者建議這種範式的轉移，而且認為Missiology由

此可在神學教育上更受重視。這趨勢在認同普世基

督教協進會的大宗派人士中尤其顯著。此外，也有

其他神學工作者，認為Mission可作為整合及強化神

學教育的關鍵。15

按筆者淺見，對Mission採廣義或狹義，都有

其根據及可取之處，重要的是：教會不能忽略大

使命――向普世傳揚耶穌是救主、使人作祂的門

徒。16 神學教育應是為教會裝備胸懷普世宣教的工

人，不論他們是牧會或任職機構，也不論他們處於

本地或身在他鄉。宣教及宣教學主要卻不是為了鞏

固神學院而設！

結論

總括來說，神學教育與宣教二者的關係錯綜複

雜，某些神學院所提供的教育未必有助於普世宣

教，因此關心宣教的教會領袖和一般信徒，應當明

辨，以禱告和金錢支持秉持福音信仰、認真辦學，

學術與靈命並重的神學院。筆者也深願這些華人神

學院靠賴神的恩典，不負眾望，裝備更多華人信徒

投入普世宣教與履行教會在世的使命，讓神的國度

在世間得以拓展。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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