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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世 界 普 世 的 教 會， 不 管
宗 派 背 景、 神 學 信 仰 為
何， 有 四 個 最 主 要 的 信
念，讓教會能夠聯合在一起。首
先是大家公認的耶穌再來，因為
祂很快就要再來，所以我們很緊
迫需要去傳福音。為了有效傳福
音，必須好好訓練門徒，而且是
精心策畫來建造門徒。

屬靈的羅盤
詩篇七十三篇有如屬靈的羅
盤，讓我們在困難中遇見上帝。

「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
人！」( 詩七十三 1) 作者亞薩是
以色列非常著名的屬靈領袖，一
開始祂就點出一個屬靈中非常八
股的說法，但是他自己並未親身經
歷到，1-2 節的確有極大的反差。
第 3 節提到他的理由，因為看見
這些驕傲的人，腦滿腸肥卻能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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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正寢。4-12 節則是重新闡述第
3 節的結論，說明這些邪惡的人，
很有錢卻也很驕傲，且有勢力。亞
薩心裡面的想法是，如果真的有
一位上帝存在，為什麼世界仍有
這樣的事，那我一個人清心寡慾，
有什麼用？但他又覺得不能放棄，
處在進退兩難之間，心裡相當掙
扎、沮喪。在聖經中講門徒訓練
可以朗朗上口，但在逆境中講門
徒訓練，一點都不容易。
最 關 鍵 的 經 文 在 17 節：「 等

我進了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
局。」 這是一個轉捩點。生命中
很多複雜、沒有答案的問題，無
法在日常生活經驗中解決，必須
在上帝的聖所中，才能找到終極
的答案。亞薩在聖所裡學到的功
課，讓生命有全然的翻轉，重新
點燃對上帝的熱愛；我們也可以
從他身上學習，使門徒訓練根基

整理◎莊恩慈

於上帝。
他對生命的評價，來自於一個錯
誤的眼界。(18-20 節 )
亞薩非常忌妒這些人的功成名
就，但是後來才想到他們的結局
如此荒涼，亞薩當下是以短暫的
眼界，評價自己的生命，而非永
恆的眼光。在門徒訓練的領域中，
我們要從永恆的眼光來作評價生
命。這個世界非我家，我們只是
旅程中一個過客而已，但上帝給
我們一個使命，要向世人傳福音，
並且建造門徒。太多的基督徒把
世界當成自己的家，所以在訓練
門徒時，一定要幫助他們翻轉對
生命的看法，注目在永恆而非暫
時；注目天上而非地上。
第二、他生命的目標，是一個錯
誤的渴望。(21-22 節 )
這是一種帶著憤怒和沮喪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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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因為出自於錯誤的渴望。門
徒訓練不只是在頭腦上增加知識，
或做更多的事，而是起始於一個
心的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必須改
變，否則沒有任何事情會改變，
我們心裡那股致命的吸引力必須
被挪去，讓上帝佔據我們的心，
成為我們的主，將我們心中錯誤
的渴望加以潔淨。如果只是看我
們內心的渴望，而非看上帝要我
們擁有的渴望，會讓我們的門徒
訓練一敗塗地。

生命的淬鍊

第三、生命的根基 (23-24 節 )

好的寫作能力，但不要出書。我

在聖所裡面他認識上帝的能力，
是上帝的差遣和扶持。在以色列，
牽住右手代表的是一種支持，強
調兩件事，其一是上帝會保護你，
其二是上帝會提供你一切的需要。
上帝成為亞薩的資源和根基，他
必須信靠上帝，因為他在聖所裡
看見了上帝的榮耀。如同今天在
教會中，我們最急需的，是對上
帝有一個耳目一新的異象。無論
在生命中、事工中、門訓中有難
以解決的難題，都只能在上帝的
聖所裡找到答案。因為在上帝的
同在、話語中，就能看見上帝的
榮耀，並從永恆的角度來看我們
的世界，使我們內心的渴望，在
上帝面前得到潔淨，這不是靠我
們自己的能力或努力，而是上帝
完全的能力。

1968 年我十歲時，接受了耶穌
基督，但在高中時離開上帝有四
年之久。1975 年耶穌基督再度成
為我真正的主。後來我向上帝禱
告：「我要改變世界！」主回應了，
卻要我停留在一個晦暗不明的狀
態中。神應許給我很好的領導統
御技能，但並不會給我非常大的
事工；有很好的口才，但不會到
全世界各地宣講；擁有很好的心
智，但不會攻讀博士學位；有很
問神，這樣的情況要多久？神說
廿年。對廿一歲的我，等於判了
終身監禁。但我後來順服了上帝，
進入當時全新加坡最小的教會牧
會。教會成長得非常緩慢，我本
來就沒有想成為牧師，我心目中
的英雄是戴德生或學園傳道會、
導航會裡有名的人物。
通常在一個福音機構，只要說
「跑」，大家都可以齊頭前進，
但在一個教會裡面說「跑」，會
友能夠起步走就不錯了。在新加
坡神學院讀書時，聖經讓我看見
教會的破裂，我的心為教會而哭

泣，上帝對我說：我派我的兒子
為教會死，而你居然不願意來服
事教會 !? 我開始哭泣，主讓我看
見教會本體在靈界中，是轉化世
界最重要的工具。教會能生發極
大的潛能，合一的教會，是普世
宣教一把最重要的鑰匙，而門徒
訓練必須成為教會的中心引擎。

對門徒訓練眼界的轉移
教會出現了領導統御的危機；換
句話說，教會少了與世界顯著不同
的分別。問題不在於有多少人來教
會聚會，而是哪一種人會來教會？
因此，不是我們要不要建造門徒，
而在於要建造出什麼類型的門徒？
門徒訓練在教會生活扮演一個非常
重要的角色。一般教會有以下幾種
情況：抱怨太多的節目；擁有太少
的義工或志願者；領導統御的方向
不清楚；團隊不夠團結；會眾沒有
受到門徒訓練的栽培。門徒訓練的
內容必須精心策畫，很多教會只將
其降格為一個很簡單的事工，然而
我們是要栽培人，而不是製作一個
活動。要建造門徒的人，自己必須
先成為門徒。花時間在領袖身上，
以智慧來栽培領袖，並且讓一個領

第四、以神成為力量和福分 (25-28節)
亞薩改變之後，內心的渴望也
改變，儘管肉體衰殘，但神成為
心裡的力量和福分。那些離棄神
且作惡的，神都會滅絕。當我們
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與神
親近，我們絕對有益。進入上帝
的至聖所，看見祂的榮耀，被上
帝改變，在地上我們就在沒有可
愛慕的，這就是門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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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帝賜予的救恩，就能與神有
深入、豐滿的連結。救恩在上帝
裡面是完全、永恆、免費、無限
的代價。這是門徒訓練最重要的
核心，因為耶穌基督為我們而死，
好叫我們可以去幫助人認識上帝。
這是門徒的身分訓練，也是教會
改變世界的力量。

大使命的迷思
袖去栽培下一個領袖。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
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
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加二
20) 這是保羅生命中的宣告。其中
包括門訓中兩個重要眼界的轉移，
其一是從「已經委身的基督徒」，
變 成「 與 基 督 同 釘 十 架 的 基 督
徒」；這種轉移是門訓的精華。
我們必須在教會裡，生產出謙卑
與基督同釘十架的門徒。經文所
表達的雖是一個過去式，在保羅
的某個生命歷程的時間點，他作
了一個重要的決定：跟隨基督。
門徒就是一個跟隨基督的人，認
識耶穌、愛耶穌、服事耶穌、越
來越像耶穌。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在希臘原文裡面是兩個複合詞，
是一起與基督聯合，並與祂同釘
十字架；這是對耶穌基督完全的
認定，以及對上帝全然的降服。
我們以為降服就是放棄、丟掉，
但剛好相反，最高境界是將我們
的生命獻給上帝，放在祂的愛、
恩典和旨意中，融入神全然的智
慧與美麗。當我們越認識上帝，就
越愛祂；越認識祂就越順服於祂。
所以在門徒訓練中，我們也是在
走一條悔改的道路，回轉將我們的
生命放在祂的裡面，與祂同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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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自己更
多委身於上帝就夠了，然而祂期
望我們的是全然的降服。教會要
為此悔改，委身不能取代同釘十
架，後者才是真正對門徒的呼召。
喬治 ‧ 慕勒（George Muller）曾
被問及屬靈力量的秘訣，他回答
是他向神死的那天。
一個大使命的完成，是在禱告
密室中，門徒全然的降服。門徒
訓練中，最重要的要旨：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降服是普世宣教
一把重要的鑰匙，當我們把所有
的鑰匙交給上帝以後，教會就開
始得到復興。上帝要用教會成為
一個最重要的屬靈的工具，來改
變這個世界。
門訓中另一個眼界的轉移應該
是，從「我們為神做大事」，轉
變成「神為我們行了大事」；是
上帝在我們的生命中工作，我們
要學習在祂面前安靜。在末世，
我們要求的是一個毅然決然、決
定性的行動，不能只想著如何放
鬆自己，隨意走來走去。蒙召進
入這個屬靈的軍隊，服事我們的
上帝，要學習在神面前靜默安息，
看見上帝為我們做了什麼，這比
我們為祂做了甚麼更重要。我們
為祂做事，是因為祂成為我們行
大事的支撐點，否則以我們的有
限，很快就會燒盡自己。不斷思

教會的目的是要榮耀上帝，如
果達到這個目的，優先的順序雖
然是成為一個普世宣教、傳福音
的教會，但我們使用神的話、聖
靈、門訓成為資源，是要達到一
個終極的目的 —像基督。如果
我們沒有產生耶穌基督的模樣，
就會失去我們的目標。一個對主
忠心的主要要素，並不只是忠心
為主作見證、宣揚福音而已，乃
是自己的生命被福音改變。所謂
徹底翻轉的使命，其定義就是成
為一個門徒，然後不斷倍增。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18-20 節中，
我們對大使命有些錯誤的觀念：
1. 我們誤將焦點放在能否達成。
總是尋找正確的策略、資源，
為了達成耶穌給我們的使命，
然而焦點不是我們，而是耶穌
基督，因為所有的權柄都給了
祂。
2. 大使命的本質並不是傳揚一個
信息，而是活出一個像基督的
生命。
3. 完成大使命並非只限定在少數
的宣教士身上，應該是建立一
個精心塑造門徒訓練的教會，
栽培神的兒女一起來完成。
4. 大使命主要不只是帶人信主，
也要讓這些人成為門徒。門徒
訓練始於福音的傳揚，因為門
徒帶出門徒，因此當我們能去
做個人佈道，才會帶出願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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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門徒。
5. 我們強調的重點不是方法，而
是使命本身；不只是去，而是
使萬民作門徒。
6. 衡量的標準不在信主的人有多
少，或建立多少教會、多少人
受洗，而是我們建造出甚麼樣
的門徒，能對上帝全然的順服，
並在聖靈的能力帶領之下，完
成上帝的使命。
7. 主教導的不只是一個門徒，而
是使萬民作門徒。教會所要關
注的，是普世萬民都成為門徒，
我們不可能單打獨鬥，而是群
策群力；也不能只靠人的力量，
而是倚靠聖靈的大能；不是單
憑自己的聰明，乃是要有上帝
話語的智慧。
大使命與教會息息相關，直到
主再來為止。不論得時或不得時，
都要做門訓工作，因為這是完成
大使命，需要具備的條件。真理
並不能夠改變生命，改變生命的
是真理的應用，要讓真理產生應
用，必須建造門徒。

門徒的記號
教會門徒有八個記號：
1. 目標導向。所有教會的事工，
都要是為了建造門徒而設立。
2. 盡職傳福音。領人歸主，然後
認真跟進。
3. 精心設計的成長策略。讓每個
人在其中各取所需，藉著恩賜
栽培而動員。
4. 領袖的委身。領袖必須能成為
表率。
5. 異象的鑄造。傳遞一個明確的
異象，能夠付諸行動。
6. 凝聚異象。提出具體方案來執
行異象。
7. 以小組為單元的基礎架構。小
組教會和精心建造的門徒教會
不一樣，小組是一個基礎，藉
此完成建造門徒的目的。
8. 屬靈的倍增。不只讓生命得到
轉變，且能生出更多同樣性質
的門徒；屬靈的成熟必須先於
屬靈的倍增。
營造一個門徒建造的教會，是
藉著上帝的恩典，達到生命的轉
變。在教會裡面，我們都是一群

墮落的罪人，但我們已被上帝的
恩典救贖。一個玻璃工廠所生產
的就是一個杯子，一個紙工廠所
生產的就是紙，一個製鞋工廠所
生產的就是鞋子，所以教會所生
產的應該就是門徒，完成耶穌所
留給我們的大使命，呼召我們去
使萬民也作門徒，使他們的生命，
經由這個榮耀的福音加以轉變。

曾金發牧師
(Edmund Chan)

「徹底翻轉的門徒訓練」
將於 1/20 與 1/27
《特會精選》時段播出
1/20
10:00 進入神的聖潔會所
11:00 活出同釘十字架的生命

1/27
10:00 營造專注的門徒教會
11:00 收割豐盈的普世莊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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