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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馬太 28:19-20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

教 訓 他 們 遵 守， 我 就 常 與 你 們 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整全的福音

◆ 莊祖鯤

徒 2: 41-47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都恆心

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

奇事神蹟。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

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

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　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

他們。」

這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經文，尤其

是有關大使命的聖經章節。從

中文翻譯來看，這段聖經給人的印象

是：「所以，你們要去」這個命令動

詞。所以中國教會談到傳福音常常都

是要人去去去…先去再說，接下來就

看神怎麼帶領。然而這段聖經中唯一

的動詞不是「去」，而是「使萬民做

我的門徒」，這裏有三個動詞是分詞，

分別是：「去」、「施洗」和「教導」。

經文的真正意思是，你們要去使人做

門徒。為了要使人做門徒，所以你必

須去，去給他們施洗，去給他們教導，

這三個分詞是跟「使人做門徒」這個

動詞有關的，因此整個大使命的重點

是「使人做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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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造就

今日教會的問題是我們什麼都做

了，就是沒有使人做門徒。我們出去

傳福音，往往只注意多少人決志、多

少人受洗。我們努力給人施洗，像下

餃子一樣，使得教會有一群受過洗但

沒有重生得救的人。我們沒有真正花

時間去做門徒造就。「使人做門徒」

的意思是帶領人成為耶穌基督的門

徒，幫助他跟耶穌建立親密的關係。

這件事說來容易，做起來並不容易。

這不是一個課程，而是一個過程， 我

們常常以為讓弟兄姊妹上完「門徒訓

練」的課程之後，他們就會成為門徒

了，其實這是錯誤的。帶領門徒是一

個漫長的過程，我們需要花工夫、付

代價才能達成使命。

整全的宣教除了佈道，還要加

上門徒造就。缺乏門徒造就的佈道工

作，只是花拳繡腿，不能結出真正的

果子。所以你先別高興佈道會中有多

少人信主，你必須了解：傳福音、佈

道、領人信主是門徒培訓的起點，而

不是終點。所以在傳福音的同時，你

必須想好接下來的門徒造就應該怎

麼做。之前我曾說過短宣隊的工作往

往不像我們想的那麼正面，原因在於

短宣隊只能做福音佈道，他們無法做

門徒造就。那麼，教會要不要做短宣

呢？我個人認為短宣隊應該跟當地的

長期宣教士或教會配搭，使教會能夠

繼續做門徒造就，否則就失去短宣的

意義。有些教會將大半的宣教預算放

在短宣隊中，使長期宣教的工作受到

忽略，這是值得檢討的問題。無論是

在本地或海外，當我們帶領人信主的

時候，我們就要投注心力去做門徒造

就。我們不僅期待信主之人—量的增

加，我們更要重視栽培門徒 -- 質的問

題。

華人教會這些年來一直在研討

有關教會增長策略、佈道策略。台灣

教會近一、二十年來也常常到海外去

觀摩一些大型教會。有時教會的人數

一多起來，會友的素質如何就難以掌

握。然而，門徒造就是重質不重量的。

以中國教會來說，從 1949 年開始到

1979 年這三十年間，教會人數是日漸

減少。因著共產政權的建立，神使祂

的百姓被煉淨。1949 年中國教會受洗

的人數大約是七十萬到一百萬，到了

1979 年文革結束之後，全中國的基督

徒有多少人？我猜最多十萬，剩下十

分之一。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逃走的、

背叛主的，以及為主殉道的。總之，

堅持信仰、願意為主擺上的基督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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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有十萬人。文革期間，連三自教

會都關門了，直到 1979 年三自教會

才開始一個一個慢慢恢復。1979 年

到 2009 年這三十年，教會是爆炸性

的增長，數以千萬的人信主。這個爆

炸性的增長起點如果從 1949 年算起，

那是幾十倍的成長，但如果從 1979

年算起，那是幾百倍的成長。神的智

慧在於，祂寧可讓時間、讓環境煉淨

基督徒，因此中國教會的增長不是從

一百萬開始，而是從十萬開始成長。

今日台灣教會不能成長的原因是什

麼？我相信在於質的問題，不是量的

問題。假如台灣來個像文革的逼迫，

不知道台灣的基督徒會剩下幾個？中

國大陸基督徒爆炸性的成長固然是件

可喜的事情，可是這幾千萬的信徒也

可能有很大的問題，他們需要神的憐

憫與恩典來邁向成熟。

十幾年前非洲盧安達發生種族屠

殺的慘案。盧安達人口中有 90% 的基

督徒和天主教徒，但是種族屠殺卻發

生在此地，種族仇恨勝過了基督信仰

所教導的真理。盧安達有兩個主要的

種族，一個叫胡圖族、一個叫圖西族。

圖西族人佔 20%，胡圖族佔 80%。圖

西族人數雖少，卻被殖民地政府刻意

培養，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官都

是圖西族，而民眾卻多是胡圖族的。

盧安達獨立以後，長年被打壓的胡圖

族就起來反抗了，此後種族摩擦不斷

發生。根據報導，有一個教堂的神父

是胡圖族的，修女中卻有幾個是圖西

族的。種族屠殺開始時，許多圖西族

難民湧進教堂，那個神父打開大門，

讓暴兵進來，教會裏三千人，包括男

女、修女、兒童，全部被殺光，遍處

屍體。一個胡圖族的神父，竟然容許

暴民殺害圖西族的修女與信徒，這是

怎麼回事啊？因此，有一位宣教士沉

痛地表示：你到非洲看宣教的成果，

就像看到一條大河，河面寬達三公

里，可是河水卻只有十公分深！這就

是非洲的宣教。

我看中國大陸今天的情形也是如

此，信徒有幾千萬，但是信仰的素質

卻參差不齊。我們聽過很多可歌可泣

的故事，可是不要以為現在所有中國

的信徒都是願意為主擺上的。這些年

來，海外的華人教會湧進中國宣教，

雖然有帶去祝福，但也夾雜了許多似

是而非的觀念─包括成功神學。假如

再來一次大逼迫，這幾千萬的中國信

徒又會剩下多少？

信徒的素質比數量重要，所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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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門徒造就。教會的健康比教會的

增長更重要。信徒信仰素質的提升，

自然會帶來教會人數的增長；信徒能

活出基督的生命，自然能夠吸引慕道

友走進教會。

門徒造就是需要花功夫、付代價

的。容我舉個例子，有一位香港帶職

事奉的姊妹，她受過神學的教育，有

感動做中國傳道人的培訓。因為這些

傳道人的教育水平比較低，都沒受過

任何神學的訓練，所以她設計一些神

學課程來教導這些傳道人，但後來發

現費時費力，效果不彰。後來她經人

介紹，採用我和師母在「真光協會」

錄製發行的一套解經講道的光碟，把

它編寫成教案，開始做門徒培訓，後

來陸續有其他姊妹一起加入這樣的服

事。五年來，每個月與這些傳道人聚

集一次。課程不單是教導聖經知識，

也包含夫妻關係、子女管教…等等，

並且有問題討論，也有一些個人輔

導。這些姊妹們跟這些傳道人建立了

深厚的個人關係，不只是知識性的傳

授，並且是門徒造就。她們花了許多

的代價，讓這些門徒知道如何把聖經

的真理應用在生活當中。

事實上，無論是信徒或是傳道

人，大多是在生命上出問題，而不是

在知識上出問題。所以大使命中最重

要的一環就是「門徒造就」，將來在

神的審判台前，我們所做的工作都必

須向主交帳的，沒有門徒造就的福音

和宣教事工，無非是草木禾稭的事工

而已。

社會關懷

一個人信主以後，由於生命的

改變，將成為光和鹽，從而對社會產

生影響力。假如今天社會腐敗得一塌

糊塗，基督徒必須自問：我們在社會

上扮演了鹽的角色嗎？我們這些鹽都

失了味嗎？還是這些鹽都放在鹽罐子

裡？如果社會敗壞，我們基督徒是難

辭其咎的。

不過在個人佈道和社會更新之

間，要很小心去注意它們之間的平

衡。聖經中神所啟示的救贖計劃，是

拯救人類，並沒有拯救社會；人可以

認罪悔改，社會本身卻不會認罪悔改；

這個世界最後會被毀滅，然後才有新

天新地。但是這些被救贖、被更新的

人，是社會更新的催化劑，這就是耶

穌用比喻說的：「一點點的麵酵使全

團發起來」，我們這群被主更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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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麵酵，就是催化劑。我們是新造

的人，有新的使命感、新的眼光、新

的價值觀，神會使用我們每一個人在

社會上扮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好讓

我們能夠去服事我們這個世代的人。

如果我是一個政治家，我該做一個好

的基督徒的政治家，如果我是一個企

業家，我該做一個好的企業家。

我最近在寫一本書，書名叫做

《迥別》，副標題是「卓然不凡的歷

代典範」。在這本書中，我提到了一

些古今中外的基督徒，有政治家、企

業家、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等，

因為他們生命的改變，他們用他們的

信仰服事他們那一世代的人，帶來了

社會的某種改變。福音不會直接拯救

社會，但是透過基督徒的見證，可能

使社會被改變。社會假如被改變，那

是因為福音的延伸以及基督徒帶來的

見證。在書中，我談到約翰衛斯理、

威伯福斯，因為福音運動帶來很多人

信主。同時，英國社會上、下階層的

許多基督徒，因活出基督的樣式，所

以整個社會風氣被改變。為了寫這本

書，我去買一本已經絕版了的書《衛

斯理之前與衛斯理之後》，談到自從

有約翰衛斯理和他的福音運動之後，

對英國所帶來的改變，書中列出英國

社會前後一百年的對比。因此，我們

知道個人的福音與社會的更新兩者之

間是有關係的。但是傳福音、搶救靈

魂跟社會關懷責任之間的輕重緩急應

如何取得平衡是需要主的智慧。整全

的福音，一定會對社會產生影響，而

社會的影響一定是從個人的生命改變

開始的。你不可能藉著蓋醫院、蓋學

校來使社會風氣改變，唯有被神改變

的生命，才能夠對社會、對群體產生

影響與貢獻。

約翰衛斯理

最後我要談談約翰衛斯理。從史

料的記載中，我們知道他常騎著馬，

風塵僕僕的到處佈道，他走過超過

二十五萬英哩的路。不但如此，他在

馬背上讀書、寫日記，令人難以想像。

後來他年紀大了，有人為他預備馬

車，那時候的路況很糟糕，坐在馬車

裏也搖晃得非常厲害。可是他在馬車

上擺滿了要讀的書，他的著作豐富，

有三百多本，他也編寫過文法書、希

臘文的書，還有一本家庭醫療手冊。

他是一個佈道家，也建立了教會，又

是社會改革家，身兼許多角色。他有

許多開創性的做法，影響了歷代的教

會。約翰衛斯理的時代就和今天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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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樣，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

會，大批的勞工從農村移往都市去，

因此農村人口大量減少。勞工進入都

市後，住在骯髒的地方，處處被剝削。

許多兒童八歲開始就進煤礦坑工作，

通常活不過三年。在這樣的背景下，

約翰衛斯理開始傳福音，他如何傳福

音呢？他是第一個採取小組教會的做

法，其實就是在做門徒訓練。他每次

佈道完，就把這群決志信主的慕道友

編成小組，派一個資深的基督徒做小

組長，然後每月有一至二次的小組聚

會。在聚會時，小組長就問組員一些

生活上的問題，然後按著聖經的教訓

給他們教導，經過一兩年後，當組員

的生活確實有進步，按著聖經的教導

去行時，這位小組長就會向衛斯理報

告，然後為他施洗。所以當時這些人

要受洗，不是隨隨便便地，常常要等

個兩三年，等他的生活願意按著聖經

的教導去行的時候，才能夠受洗。約

翰衛斯理的做法是在做門徒造就，當

時門徒的增長並沒有很快，當約翰衛

斯理去世時，全英國大約有八萬多人

信主，工廠裏的工人信主以後，整個

生活、態度都轉變了，使得整個社會

的風氣受到影響。約翰衛斯理對錢財

也有獨到的見解，他說：「賺越多越

好、花越少越好、捐越多越好。」門

徒造就應該涵蓋生活上各個層面，包

括投資理財，都需要教導。假如我們

只講一些空泛的道理，信徒的實質生

活卻沒有改變，那是因為信仰還沒落

實。約翰衛斯理也創立主日學，教導

信徒識字。因為當時許多人都是文

盲，讀不懂聖經，所以他堅持每個信

徒必須先認識字，然後再讀聖經。他

教導文盲識字，並且教導生活的技

能，讓教會裏的太太們懂得最基本的

加、減、乘、除，可以量入為出，管

理家用。他也教導衛生常識，改善生

活環境，所以衛斯理對教會的信徒，

真的是徹徹底底的給予門徒造就，以

致於當代教會能夠在社會中成為燈

臺，基督徒也能夠為光為鹽，影響深

遠。這是值得我們深思與效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