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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化萬千的現代社會中，行走天路的朝聖者常需要一份更新版的地圖，這份地圖建構在熟悉的地理上，卻能標示出最新的路
線變化，指引尋路的人。

宣教恩情路—宣教士的靈性成長
作者

▎伍潘怡蓉

我

從小是個表面看來外向活

在中學時接觸了協同會台東教

潑的人。然而，遇到陌生

會， 1 對當時外國宣教士的生活

人，我卻常有幾分害羞；不喜歡

留下深刻印象。還記得他們如何

應酬的場合，也不喜歡泡在人群

接待像我這樣質疑基督教的小女

中，有時，我甚至找不到與朋友

生：當我自以為是，不停挑戰牧

聊天的話題。而我最大的享受，

師的說法時，他卻溫柔、耐心地

是獨自一人看書與思考，因此，

講解信仰的奧妙。宣教士也開放

「宣教」始終沒有出現在我的夢

自己的家庭與生活，容許我觀察

想清單中，更無法想像自己有朝

他們的為人處事。我可以具體看

一日會成為宣教士。

到他們如何對待孩子，並在其中
感受他們夫妻的恩愛互動，甚至

充滿上帝恩情的路徑
由於受班導師的影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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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們的弱點、孤單與掙扎。
與其說這些宣教士的真情打動
我，倒不如說在他們身上見到上

帝的真實與同在，而宣教士的人

移民三年之久。藉著接觸他們的

華人團契要學的第一個功課，是

生，更是充滿上帝恩情的路徑。

生活，我更多明白新移民在香港

「為他人洗腳」
：從燒茶水、預備

上大學後，我在台灣校園

的奮鬥與困難，見到許多家庭的

點心、帶領查經、講道，到最後

福音團契，接觸到更多來自不同

悲劇與無助。這些真實的相遇，

清潔場地、開車送契友回家，樣

國家的宣教士。他們領受呼召，

幫助我跳出既定的中產階級意識

樣都得做！拓展事工的初期，服

來到台灣服事，大多過著簡樸生

型態與生活方式，學習認識不同

事繁重吃力，回到舒適的家後，

活，凡事親力親為，委身事奉。

階層的世界觀與人生觀，並從他

有時會自問：我為何不好好享受

從他們身上，我學習效法基督

們的生活經歷，體會其中的喜怒

德國的浪漫歲月，或者與先生同

的基本屬靈功夫，例如對神簡單

哀樂，認識平淡人生中的幸福與

享大學殿堂的新知，輕輕鬆鬆過

的信靠與順服、不停效法耶穌的

盼望。三年經驗讓我體會到，宣

日子？然而，海外的學人與專業

「捨己」榜樣、對靈魂得救有負

教之路是一個跨文化的過程─

人士的服事經驗，卻漸漸深化我

擔、貼身做門徒訓練等。這讓我

跨出既定的思考框架，跨出熟

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為我打開新

體會到，宣教生命的深處，是熱

悉的行為模式，從他者的生命看

視角，看到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心

忱地為神國擺上，更是效法基督

世界，從陌生人身上得到啟發，

靈的需要。我稍稍體會到，何謂

道成肉身的生命學習。

在與自己相異的人群中，與神相

因為神的呼召，可以不斷操練放

遇，經歷聖靈的光照，生命從而

下自我，甘心付出。昔日中國宣

有所改變。

教的夢想，竟清晰的展現在德國

看不見的推動之手

之後，隨著先生到德國進

與歐洲的土地上。原來，宣教心

1989 年六月四日，因在電

修，我有機會參與海外留學生牧

是由神的愛所推動，宣教動力不

視機前目睹天安門廣場事件，此

養工作。當年，來到海德堡求學

是策略，而是神對人的無限憐愛

後二十六年，一雙看不見的手，

的華人多是學生或學人中的佼佼

與疼惜。

將我的人生與中國宣教串聯起

者，能留在這古城做生意的，個

離開德國到比利時進修靈

來。1993 年，我到香港進修，其

個都有自己一套生存哲理。我在

修學，其中一個原因，是出於我

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受中國神學
研究院的異象─中國神學教育
─ 所吸引。 2 若將我當年一些
重要的決定，包括進修、服事、
婚姻，拼成一幅圖畫，隱隱約約
可以看到其中一個遙遠、模糊的
夢想。只是在當時的時空，我
無法為這多彩的夢想著上特定顏
色，也不知該如何呈現圖畫中的
細節。渴望中的興奮、不能預測
的焦慮，是觀看不清的心境。
婚後，因為隨著先生參與
其母會事奉，我曾在香港服事新

▎一雙看不見的手，建立了與眾不同的信仰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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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人宣教經歷與宣教生命的反

人士與知識分子的掙扎也與上一

思與整理。從旅居德國到求學期

代不同：經濟發展帶出許多新的

以往的宣教理念容易採用

間，我有多些時間與先生踏足歐

社會問題，價值觀亦隨之轉變；

「我去傳福音」的表述，這樣的

洲不同國家、體驗不同文化，比

現代化過程使人更追求物質的享

論調容易讓傳福音的人置自己於

較華人文化與反思信仰傳統。另

受、較不重視形而上的世界，而

高處；進入聆聽信息之人生命

一方面，也有許多機會與不同國

多元化的社群也在不同城鄉凝

的，是宣講者的「福音」，而單

籍的宣教機構配搭，無論是理解

聚。新的宣教處境催促宣教士不

向的傳達行動，使受眾只能停在

不同宣教士背後的文化與傳統，

斷提昇自己，好讓福音的傳講與

接受性的位置。然而，當代的宣

或看到他們處理事情的角度與作

見證可以貼近時代的變化、回應

教反思卻強調平等與互益的夥伴

風，這些相處讓我體驗到跨國籍

人心的需要。

關係，此類表達著重傳道者與聽

配搭的困難，但是也大大拓寬我

面對多變與多元的挑戰，宣

道者同時向耶穌基督與祂的福音

的見識與視野。有趣的是，神讓

教士的靈性成長已經成為許多堂

開放。來自「耶穌基督」的福音

我在進修期間，藉由靈修指引，

會與差會的關注焦點。筆者近年

進入兩者的生命，且建立相互影

有機會與教會的邊緣人談信仰，

參與宣教士的退修會，帶領靈修

響的關係中，而這種互動會讓參

幫助他們從人、神的關係與上

指引，對於宣教士的靈性成長，

與者經歷耶穌對雙方的改變。因

帝國度的視角看人生。我發現，

提出四方面思考：

此，在宣教行動中，宣教士不是

宣教士的角色像是搭橋者─幫
助尋道者在自我與自我、自我與

拯救者；在其中，他們反而更體
（1）處理宣教工場的人際關係

神、自我與人之間搭橋，讓破碎

常聽到前輩們說，很多宣

的內心有機會縫補、使飄泊的心

教士離開宣教工場的主因之一，

靈尋到歸家之路、讓隔絕的孤島

是人際關係的問題。直到閱歷多

找到與人聯繫之橋。

了，他們才明白這方面的學習實

悟耶穌基督作為真正救贖者的真
理，而宣教對象則是與我們一起
體會救恩的夥伴。
（3）足夠的個人反思空間

屬不易。與上司各持己見時，挑

宣教士生活中充滿外在的挑

戰宣教士學習彼此尊重與順服；

戰與掛心的人事；忙碌的事工、

與同儕比較時，促使宣教士學習

眼前的急需很容易便占據內心的

彼此成全與捨己；與宣教對象的

空間。外在的要求與壓力容易讓

聖經教會 與神學院的服事，昔

差異加大時，學習忍耐與寬廣。

宣教士的精神與體力耗竭，若再

日對中國的夢想更具體地展開與

當宣教士邀請人接受福音與效法

加上不懂得對工作放手，充滿掌

落實─針對不同學人、專業人

基督、作主門徒時，自己首先就

控與擔憂的神經緊張，容易導致

士、教會領袖同工，提供接待與

成為日日活出十字架赦免與和好

失眠，引起多方的健康問題，最

訓練。回望四分之一世紀的中國

的見證人。在一個講求團隊事奉

後影響宣教生活的素質。因此，

宣教路，我深感今日新的宣教圖

的年代，好的隊工需要有個性成

宣教士要懂得調整自己的生活作

畫、宣教處境、宣教哲學、宣教

熟的成員，當宣教士遇到跨越不

息，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聆聽神

方式，與二十六年前大不相同。

過的關卡時，尋求適當的輔導幫

的提醒與引導，在聖靈的光照

中國都市化與城市宣教的需要，

助自己改變、學習人際技能，也

中，洞察與處理壓抑的負面情緒

成為宣教學新的研究焦點。專業

是成長的好時機。

宣教士的靈性成長
回到香港後，由於投入香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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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互成長的宣教心態

校園

（特別是由失望帶來的挫敗感與

不滿足），重新在呼召中更新委

人生之所以吸引人，不在於他們

會宣教的重點不單單只是一種跨

身，在神的愛中肯定自己的價值

的豐功偉業，乃在於他們在宣教

越地理的體驗與策略規劃，也不

與獨特。

中領受神豐富的恩典，得以見到

應僅是教會中一個部門事工；差

神奇妙救恩的榮美。許多宣教

傳與宣教的焦點，首先應是認識

英雄的壯志或歷險經歷，曾攪動

宣教行動背後的神，這位始終恩

由於今日世界的宣教處境變

我的宣教激情，但年齡漸長後，

情與共的神。惟有如此，教會群

化萬千，面對新的挑戰，宣教士

反而是一些默默無名、卻至死忠

體才知道如何回應這位推動差傳

需要不斷提昇自己。除了裝備相

心的宣教士故事讓我心動。他們

的創造主，一起尋求屬於他們的

關的神學與聖經知識，也可以吸

平凡的一生，見證不平凡的上帝

宣教方向與重點，其對象更可以

取牧養、輔導的經驗，學習行政

之愛。而今，我看宣教士不單單

擴及職場與公共領域。當信仰群

管理效率的改革方法，其他相關

是一種身分，更是一種生命與心

體能在差傳與宣教行動中，增加

的短期進修也可以增加宣教士的

態。真正的宣教士不是因為去得

對神的體驗，差傳與宣教就能帶

技術與反思能力。然而，因著宣

多遠，而在乎宣教生命有多寬

動教會的生命成長活力，宣教行

教處境的多元化，再加上時代改

廣；不是因為其使命有多重要，

動也就帶出敬拜的熱情與慶賀。

變，各事奉工場面對的問題不盡

而在乎宣教心有多堅定。

（4）裝備新的知識與定期進修

✤

相同，宣教士不能全然複製上一

嚴格來說，我不是加入差

代或他人的模式，反而需要整合

會的宣教士，也不是教會按程序

的能力（integration）與應變的

差派的宣教士。回望走過的宣教

靈活度（flexibility）。為了更好

旅程，這條路不是我期待的，也

1. 關於協同會台東教會，請參考教會網

的服事神，並回應人心的需要，

不是當年我可以計劃出來的，然

站 http://www.meworks.net/meworksv2/

吸取知識與提昇技能，也應是全

而，宣教路迷人之處，在於走在

人靈命培育的一部分，值得列入

未知路上，不斷經歷神的同在與

對宣教士關顧與支持的項目中。

驚喜。雖然有高山低谷，卻因此
見到生命中不同的美麗奇景，在

附註

meworks/page1.aspx?no=77227
2. 關於中神，請參考中神網站 https://
www.cgst.edu/hk/cht/about_mission
3. 關於香港聖經教會，請參考教會網站
http://www.hkmbc.org.hk/

呼召中不斷前行與成長，並在路

回望走過的恩情路

上經歷神與人的恩情，有份參與

在四分之一個世紀與不同
宣教士相遇，我發現，宣教士的

建造神國，實在是一種恩寵。
這些年，我也更多體會，教

伍潘怡蓉
曾在臺灣校園福音團契服事。1993 年，她到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進修神學與輔導。多年來，她一
直參與海外中國學人的門徒訓練，並於比利時魯汶大學進修靈修學與教牧學。2009 年回到香港中
國神學研究院服事，她期望日後繼續在整合實踐神學與基督教靈修學上有更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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