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
徒13:1-26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事奉主、禁食
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 于
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
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 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
堂里传讲 神的道．也有约翰作他们的帮手。 。。 他们离了别加往前行、
来到彼西底的安提阿．。。 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
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 神的恩中。。。。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

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司得、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
里传福音。。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作门徒．就回路司得、以哥
念、安提阿去， 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 二人在各教会中选
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 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
去。 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 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 神怎样
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 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

太13:31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13:32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
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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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家和我的教會
有一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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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故事
－ 因祂帶我走天路

5/6/17 3



			

My	Story	–	Life	Development	Timeline						�  	

	

	

	

	

	

	

	

	

	

	

	

	

	

60-65	40-45	17-22	
Late	Adulthood	

7	
Middle	Adulthood	

7	
Early	Adulthood	

7 	

 

Nodal	Events	

26

Mentors	

.

Ministry	

Education	

5

Work	

18

Family	

4

Achievements	

Future	Goals	

9

Future	Desires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7 37	

幫助：
我

我家
我的教會
來展望



融入教會的使命

• 第一課：融入教會的使命 –全地
• 第二課：融入教會的使命 –在本地
• 第三課：營造機會
• 第四課：捍衛我們的信仰
• 第五課：以家庭爲使命單元
• 第六課：重新塑造我們的生活



這個學期的目標

• 神给了我们基督徒终极目的,	终极使命,	那就是
实现耶稣基督的使命。
1. 基督正在为永世建立祂的国。

2. 我们的任务是在全世界帮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3. 我们的任务还包括遵从神建立祂国度的计划。

4. 我们从所跟从的那一位得了使命。

5. 但我们不应当仅作为一位个体基督徒来实践这一使命;	因为基督,我
们的主,有一个计划,其核心是通过一个有共同目的的群体 ---教会 ---
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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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神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来实现祂的使命,并且祂有
一个全球性的，我们社区的，个人的，和家庭的策略。
我們要委身在這個使命和策略中。



第一課：全地的使命
• “過去我一直是把使徒行傳當做歷史在讀，從來沒有從「傳福音的策略」這樣的角度來思

考過使徒行傳，更從來沒有覺得今日也當學習當時的策略。這一課的內容，對我來說是

一個全新的領域。當我開始從這個角度思考以後，很驚訝的發現我的基督徒生活很大程

度的沒有參與在神的計畫中；或者更嚴謹的說，我可能在渾然不覺的狀態下，在「行動

上」部分參與了這個計畫，但是 ，是糊塗的、完全不明白全局的。”

• “第一課的內容拓寬了我的眼界，彷彿帶我到另外一個高度來重新理解宣教與使命，看

見使命是神在祂的計畫裡呼召我們要來承接的，是交到我們手中的、無可推諉的職責。

最讓我感到興奮：我知道當我領受了使命，按照這個使命在努力著，我就參與在神的計

畫當中。”

•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对于神给我的命定到底是什么非常想搞明白，非常纠结，以为只要

一眼看到那个终点的圖畫了，那再回过头看现在就清楚了，就好办了，就有落脚点了，

就像保罗清楚地领受了神让他揭示的那个奥秘和做外邦人使徒这两条使命，他就很笃定

地去做每一件事了。但是现在我们觉得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像是一幅非常长非常长的卷

轴渐渐在我们与祂的互动过程中展开的，祂有一个我们在见祂之前所长成的一个主要的

角色定位或者说命定，但是神给我们的角色、定位远远不止这么单调。祂有一步一步活

潑的带领，我们现在不管明白多少，都可以在一个非常积极的层面上与祂互动，我们在

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神要我们做的事，明白了祂在我们每一个阶段所要我们做的，

然后就去做，这就是和神的大使命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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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當地
• “週五晚上許多福音朋友來教會吃晚飯，其中有許多人

願意留下來一起查經。

• 飯食服事的弟兄姐妹也被激勵。
• 有弟兄姐妹對傳福音大發熱心。

• 有十來位福音朋友與我們一同參加春季退修會。

• 各種的關懷，交流，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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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營造機會

• “以前觉得自己的见证不够，所以不敢去传福

音，现在能够“放胆穿讲神国的道”，而且在
传福音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在真理装备上的
不足，从而再回到圣经上去学习；以前不屑于
去了解福音朋友们的一些想法和预设，比如进
化论，现在能够试着去读一些相关的书来理解。
在这方面，还需要对神的带领和保守有更多细
致的体会。”

• “应用方面，这学期设计的操练，真正坚持下

来的，是每周五与福音朋友吃午饭。其他的幾
項操練都沒能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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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为你的信仰辩护

• “另外在学期的学习中，我发现神一直在
带领我往“持续学习和长进”的方向思考。我
们信主以后要想在社区中有持续的见证，
生活方式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我观察周
围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家，这种转变多
是渐进式的。但只要我们有持续的转变，
一段时间之后必然能叫人察觉出来。反之，
若是停滞不前，就给人“信主之后也没什么
变化”的印象，损害了福音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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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转变你的家成为使命中心
• “我和配偶開始和弟兄姊妹配搭，邀請福音朋友到家裡來吃飯，

關懷他們，交朋友，有機會也和他們交流對信仰的看法，也學

習屬靈長輩如何將話題和神連接起來。”

• “這段時間，我發現我和配偶吵架或爭論的次數比以前多很多，

以前可能半年一次，這半年不到的時間，大概已經有四到五次。

有時候爭吵是在討論主日學的作業的時候，有時候是生活上的

小事，我想神是在試煉我，要練淨我的一些隱藏的意念，當我

開始自認為，自己的靈命有些長進，在各方面表現得也很不錯，

神試煉我，透過和配偶吵架爭論這種很不舒服，甚至痛苦的方

式，為了使我察覺，自己隱藏的意念了，這意念包含了偏見、

論斷、驕傲、自卑等等潛藏於深處的意念，是我必須帶到神面

前認罪悔改的，求神幫助我能夠正視我內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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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imeo.com/80489131

大藍圖：新約和神的使命



心意更新：人生夢

• 古人讲读书人要以天下为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有人献身科学，
有人为自由奋斗，有人热心公益。

– 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是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余闲时间读
读圣贤书，与三五好友唱唱昆曲；为了使这个生活目标高
大上一点，我觉得我要钻研昆曲，传播昆曲，至少要把传
统承继给我的后代，就是“为往圣继绝学”的意思。

– 然而，这样的目标或者志向似乎不够大不够全，它并不能
涵盖我生活的全部方面：夫唱妇随听起来很令人向往，然
而并不是夫妻生活的全部，生活中还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
家长里短的纷扰；唱好了昆曲也并不能消除我心中的焦虑
和忧愁，也不会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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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更新：宗教化的人生夢

• 信主后，对于“为什么活着”，似乎还是没有
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而只是有一些具体的目标：
– 寻求个人生命的建造，希望有更丰盛的生命；

– 夫妻之间和睦相处，能够同心合一；
– 儿女们能够乖巧听话，健康成长。
– 如果说的更高一点，就是凡事为了求神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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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更新：融入神使命的人生
• 这一课，融入到全地的使命中，是一个很好的思考这个问题的开始。

• 在大使命的框架下，来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和安排的使命：包括好好工
作，工作上的使命；教育孩子，培养下一代的使命；夫妻合一的寻求，

等等。这样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就充满意义和目标。过一个使命的生活，

就是过一个遵行和顺服的生活。

• （幫手）我们心中荣耀的盼望是神国最终的完全降临，但是我们当下的

参与方式就是寻求神的旨意然后遵行，寻求到多少，看到多少，就遵行

多少，神领我们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所以过一个使命的生活，

其实就是过一个遵行神从大到小各项旨意的生活。我想按照神对每个人

每个阶段的不同托付，大可以大到国度的连接，比如，连接北美和中国

的福音事工，小可以小到极为个人的层面，比如洗碗、刷牙，中间当然

有更多的层面，比如工作、婚姻家庭、教养子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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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1: 在使命中建立Hab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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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us: an orientation of 
the soul for the purpose of 
acquiring wisdom, which 
all men and women need 
regardless of their position 
in life. -- Edward Farley 
in Theologia: The Unity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全職，
讀神學院
～ 0.1%

在教會有（話語）服事，
經常與人探討信仰 ～ 10 %

早期教會對弟兄姐妹們
的培育過程

1. 實踐智慧
2. 在群體／團隊中學習
3. 在使命中成長
4. 在服事中學習
5. 傳承，交託



體會2：認識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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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3：有使命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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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 － 當地 的平衡

外展 當地

Ralph Winter: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注重全球

需要進入當地
教會

注重當地

需要積極參與
全球事工

這兩類的領
袖必須有一
致的看見，
彼此看重和
扶持。



體會4：回應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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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事態度的更新：連接，了解，尊重，接納
• 三源合流：如何“合流”？
• 屬靈道路的思考：國度連接
• 2017年論壇8月3-5日
• 三源合流與神學更新

• 時代性的至關重要：
• 謙卑順服：“小跟班”
• 不放棄
• 在群體中學
• 在神興起的團隊中學習



太13:31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
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13:32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
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
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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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祢榮耀國度降臨 讚美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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