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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迦勒
現代(postmodern)始於二十世紀末葉(約略為1970年以後)，基本

後

●

本刊為贈閱，
可來信索取，
如變更地址或
取消煩請賜告，
謝謝！

●

為環保盡心，
呼籲個人讀者
改訂電郵版。

上是對理性、傳統價值、語言文化的質疑、解構；揚棄大論述，維

護不同文化與族群的獨特性。它揉合了一部分存在主義、現象學與神秘
經驗，具高度懷疑精神，卻仍缺乏整合性的理論與實踐，像是充滿幻想
的藝術家、高度叛逆性的年輕世代，但也提供了更多元創意、地域而全
球連結的視野 (globalized locality)。
以下是參考美國後現代宣教範例與筆者多年服事經驗所歸納出的
宣教策略：

1. 宣教活動要以能接觸人、滿足不同人群的實際需要為中心。「對什麼
樣的人，我就做什麼樣的人。」(林前9：22) 對知識份子，我們需要回應
他們的困惑與求知；對鄉村居民，則需要給予更多關懷生活問題。對
具叛逆質疑精神的青少年群體，我們也需要理解他們的叛逆與質疑。
先同理，再於其中啟迪真理。在與他們互動中，適度的放下身段，可
以得到他們的認同，建立良好的關係。

2. 盡可能以實際例證來感化人，避免說教。可以把聖經轉化為許多故事
與生活見證。

3. 多利用網路工具來輔導關懷與宣教，微信、Line等。筆者曾以網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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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成功的幫助幾位大陸的肢體。

4. 盡可能讓福音對象有臨場感。把真理聖靈的同在帶入當下，如，討論
對方處境上遇到的問題，並一起禱告求告主。

5. 訴之於理，也需要訴之以靈，訴之以情。
願主耶穌引導、教導我們，使我們成為後現代人的朋友與幫助者！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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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合作

米格

貌，而變得容易只看對方的缺點，甚至愈看愈不順

有不悅的感覺，補上就是了，發揮創意和巧思，運用

眼，放大彼此的差異，漸漸覺得對方不如自己如何如

有限的資源做最大的事。當我用這樣的態度去看待，

何，想要改變對方，忘記欣賞對方的獨特性，忘了要

似乎就更能看見每個人用心向神獻上的，雖然跟我的

接納對方的限制，如同對方也在包容我一樣。感謝

方式很不一樣，但那就是他回應神的方式，他向神表

主，祂給我可以講真話的夥伴，雖有衝突卻能夠就事

達愛的方式，我相信，神都喜悅。感謝神，幫助我學

論事理性溝通，更寶貴的是，因著看重彼此的關係，

習欣賞、接納、合一，不是按照我的標準來做事，而

願意真心向對方道歉並正向解讀對方的建言，經過那

是在過程中順著神的引導，彼此信任，彼此成全。

次衝突與和好，我們更靠近了。

用神的道牧養

看見需要

主的恩典何等豐富，行前預備時最有壓力的聖經

短宣結束，有機會跟其他人交流大陸教會的情

教導與主日證道，也在服事過程中經歷到祂的大能。

況，發現不同地區彼此之間的差異頗大，有些教會資

神真的認識這些受訓的學員，知道他們生命的光景，

源豐富，在聖經、神學上受過裝備的信徒不少；有些

不是第一次參加海外短宣，但這次出發前的心

我

不是不願意變動，而是我無法立即反應該怎麼做。

祂親自引導，課程中所探討的經文正好與學員的生命

教會則面臨缺乏牧者的窘境，信徒嗷嗷待哺；也有一

情明顯有別於以往，因為這次是以受過訓練的

此時，一個特質與我完全不同、平時大而化之甚至不

議題有關，透過教導和彼此討論分享，他們更明白神

些教會因牧者教育程度不高，雖有熱心又忠心，卻無

神學生身份前往大陸西南，而服事內容除了要舉辦兒

按牌理出牌的同工，他臨危不亂，即使在狹窄的會議

的心意，願意降服自己讓神來掌管他們。感謝主，改

法承擔牧養信徒的重責大任，導致信徒因吃不飽而

童和青少年營會、及培訓當地同工之外，另一重點任

室，仍帶大家玩得很開心。而由我主責的小記者採訪

變生命的工作唯獨祂能做，謝謝神讓我參與在其中。

漸漸流失。這次短宣，所見有限，所知也無法代表整

務是教導聖經與主日證道。我過去累積了一些營會經

活動，也在調整後因著他的大力協助而順利完成。坦

而在主日證道的服事上，由於弟兄姊妹很渴慕，要求

個大陸的現況，但確實看見培訓信徒的需要，求神差

驗，倒不擔心，只是因為對當地同工及兒童、青少年

白講，如果沒有他，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但這一

我們每人分別講一篇信息，一個主日他們連續聽了四

遣更多能忠心教導真理的人前往，也在當地興起更多

的情況不熟悉，不確定所設計的活動是否合適，有心

切變動對他而言似乎是再正常不過的，根本不是問

篇信息！看見他們的渴慕，讓我更深地體會「用神的

的工人起來接棒。

理準備到時候要作調整。至於傳講神的道，我對大陸

題。感謝主，我深深體會神給人不同的特質和恩賜，

道牧養」何等重要，

信徒僅有的概念是他們對神的話非常渴慕，深覺自己

有時候，在某種環境下的缺點，換了另一個情境，它

這幫助我更想好好預

不足以承擔這樣的事奉，因此格外恐懼戰兢。太多的

就成了優點，反之亦然，沒有人能單打獨鬥，我們

備自己成為有道可傳

未知與不確定，迫使我們三個同行的短宣夥伴非緊緊

是彼此需要的，恩賜、才幹、特質，真的需要彼此配

的傳道人。

抓住神不可，將近半年前就開始預備，每週一起禱告

搭！

真誠相待

仰望神，不斷把焦點轉向神的大能，而非定睛自己的
軟弱。

順著神的引導

除了服事上經

 告示 
親愛的讀者：
感謝您長期收看《中國與福音雙月刊》並關心本會事工。

在服事的過程，神更深地把合一的感動放在我們

歷神的恩典，在為期

三個人裡面，神提醒我們不要有山頭主義，不要想讓

六週的短宣中，神也

因應郵資調漲，及響應環保，若您願意收看電子版，請以電話
或 Email 告知我們更改寄送方式。

行前訓練，宣教士就不斷為我們打預防針――

別人看見自己有多行，而是要將榮耀單單歸給祂；雖

透過朝夕相處的夥伴

電話：02-28965713

要有彈性！但當考驗真正臨到，還是捏了一把冷汗。

然有分工，但我們眾人的服事應當如同一人的服事，

教導我，人容易因為

Email：cmi@seed.net.tw

其中有一場青少年營會，看到營地的那一瞬間，真的

是串起來的、一致的、連貫的。感恩，神很細微地調

彼此熟了，就不再以

來信註明您的姓名，原通訊地址，欲收件的 Email。

有點傻眼，由於事先商借的羽球館已有人在用，管理

整我們的心態，在營會中，深切感受到合一的美好，

禮相待，變得隨便，

者又不好叫那些人離開，我們只好在會議室進行，受

不僅是我們三人的合一，還包括與當地教會同工之間

也因為彼此更靠近，

限於場地，原本設計好的活動需要立刻全盤換掉。

的合一，甚至包括我們跟青少年之間的合一。因此，

看到對方更多不加

我是按部就班的人，「更改」其實會讓我感到焦慮，

當某同工表現得很好時，我一點都不會吃味兒，而是

掩飾、修飾的真實面

無人能單打獨鬥

2

真心為他們感謝神；反之，當有人在狀況外，我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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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習慣收看紙本，本會將持續寄送給您。
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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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暑期短宣隊

中國牧職人員的依附模式 (下)
趙天恩牧師
編按：趙天恩牧師著作《誠靜怡與中國教會的自立》(台北：橄欖出版，2017)以誠靜怡
(1881-1939)的家庭背景及前半生為題材，分析其與倫敦會之間的關係，為十九世
紀下葉基督教在華差傳工作的特點及模式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研究個案。深入地探
討中國教會邁向自立之路所遇見的困難，及如何影響中國教會的發展。宣教，可說
是基督徒的人生方式，今日全球各地許多宣教事工進行中，從開荒佈道到教會自
立，是一條漫長的路，前人走過的經歷，雖不一定適用今日宣教工場的處境，但如
何面對宣教地的文化、民族性差異，既尊重當地，又不失去真理，以致開花結果，讓
當地教會能夠自立、自養、自傳。趙牧師的研究具參考價值。本文摘自《誠靜怡與中

國福音會是以服事中國大陸為主要福音禾場的差會，台灣區會自1987年起，長期投

國教會的自立》
，經橄欖華宣出版社同意刊登。本刊省略本文附註，詳細資料請參

入中國家庭教會的培訓差傳等事工。近十餘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禾場形態的變遷，自

《誠靜怡與中國教會的自立》一書。

中

農村到城市，逐漸發展為多元化的事工模式。如今兩岸關係因政治而進入膠著，然而神的
道不被綑綁，神的愛不分藍綠。本會很有負擔傳遞異象，陪伴已蒙主呼召的神學生、教會
長執、同工前往大陸親身體驗。特別歡迎受過神學裝備，有全時間事奉心志的青年人，將
來成為本會三化異象宣教士候選人。

(承上期)

三、中國牧職人員的依賴性
我們應該從傳教士對傳道人的篩選、掌控和付薪

對象

~~~~~~~~~~~~~~~

1. 全時間的神學生，二年級以上，或雖為一年級但曾在教會參與事奉至少三年。
2. 在教會帶職事奉，為教會的長執同工或教師牧長。
3. 在教會參與過青少年或兒童事工。

條件

~~~~~~~~~~~~~~~

三個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

1.透過篩選產生的依賴性
傳教士作為僱主有權挑選他們的僱員――中國
助手。儘管他們也承認中國人有較好的品行鑑別力，

2. 全程參與本會舉辦的行前訓練，出發前共同完成合作計劃。

的是，傳教士在挑選傳道人過程中，在能力和品行上

3. 目前服事教會的牧者推薦信。(神學生有師長的推薦信亦可)

容許有明顯不同的標準。因為傳教士很重視佈道的能
力，所以許多人之所以入選，主要是考慮到他們是否
能言善道，即使其佈道方法在「不習慣於邏輯演說」
的中國人眼中並不見得有效。
在中國傳道人員的挑選過程中，傳教士傾向採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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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的果子，他「立志為差會盡忠」，倫敦會的文書田
牧師稱許他是一名優秀的傳道人，並且有著「優雅得
體的禮儀」。
然而，事實上，傳教士除了在那些現成並樂意
的人中，僱用那些較為優秀的人外，並沒有太多的選
擇。正如已經提到的，大多數中國助手並非一開始就
被僱為傳道人，而是被僱作臨時的幫手。那是後來，
傳教士才試圖在他們當中發展傳道人。實際是否被
僱用，乃基於他們當時能否滿足傳教士或差會的特定

本的救恩之道。

西方的牧職人員標準。一位傳教士領袖羅列了以下四
項資格：首先，他們乃徹底地由儒家轉化為基督信徒

＊詳洽本會安主任：02-28965713

勤勞而誠實地工作之人。有一位名叫恩普(En Pu，音

需要，至於在信仰方面也僅僅是要求他們瞭解最基

請您為這項事工代禱，同時也為神學生實習經費奉獻：我們會按需要贊助神學生短

神學生的經費約台幣十萬元。

他們也會尋找那些無論傳教士在或不在，都能

但是他們仍然認為他們自己，而非中國教會，是判斷
如何造就一名優秀的傳道人的最佳人選。非常有趣

宣的經費，並協助參與者在所屬教會開說明會，得到該教會的支持與代禱。估計所需補助

後，他們是特別熱衷佈道者。

譯)的「年輕助手」，他是一名差會在男子寄宿學校所

1. 需交一千字以上的蒙召見證。

4. 通過本會領隊面談。

後，他們「如耶穌基督的精兵，能承受苦難」者。最

者。其次，他們清楚神的呼召去全時間地事奉者。然

因此，在傳教士挑選中國傳道人的理論與實踐之
間就存在著一個內在的矛盾。首先，在挑選中國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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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過程中，傳教士運用了西方牧職人員的標準，但

望他們如此。總體而言，傳教士亦承認「學校計劃」事

有任何的發言權。而且，因

實際上他們僱用的人卻遠遠達不到傳道人的標準。其

實上是失敗的。

為傳道人的薪酬是由差會

次，傳教士不得不訓練臨時的個人助手，使他們成為
長期的專職傳道人，並且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發展成為
牧師。第三，因為在傳教的開創時期，傳教士們更看
重的是對傳道人而非牧師的招募和訓練。較之於牧
師，本地傳道人的優先性也反映在1907年傳教士百
年大會的一項決議上：

結果，傳教士發現他們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如果
他們從成年的男子中挑選助手的話，他們就要冒風險僱
用那些仍不能擺脫儒家價值體系影響，而且明顯尚未
徹底轉化、以基督徒的方式思考的人們；如果他們從寄
宿學校裡挑選，那麼他們就要冒險僱用那些缺乏生活經

提供的，所以中國傳道人
自己也感到應直接對傳教
士負責。在這種情況下，新
興的中國教會沒有多少空
間可以實踐任何的自立。

驗，又通常與中國社會脫節的年輕人。在這兩種情況下

此外，透過傳道人牧

決議：鑑於人們對單純的福音佈道工作的極大

培養出來的牧職人員都缺乏能力、活力和奉獻的心志，

養教會的權限，也能看出

需要，大會強烈地要求每個在華差會儘快建立

但這些卻是有效的福音佈道工作所必要的。無論採取這

傳教士對中國傳道人的控

學校。通過這些學校，人們可以獲得聖經的知

兩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篩選的權力都掌握在傳教士手

制。尚未按立的中國傳道

識，以及講道和實踐工作方面的訓練，裝備他們

中，中國教會不得參與。結果，傳道人的地位雖比中國

人無權主持洗禮和聖餐。

成為傅道人、其職責有別於牧師或教師……在

助手高一點，卻還是要依賴傳教士的訓練和經濟支持。

作為傳教士的助手，他們

傳教士個人的領導之下，效仿(耶穌)訓練十二門

而當傳教士把佈道工作列入中國助手的職責時，中國助

僅僅只能負責一些沒被按

徒的方式。

手就要從事傳福音的工作。

立、不需神職身分也可從

大體上，招募中國傳道人有兩種管道，這與兩種
培育的方式息息相關。第一種可以稱之為「傳教站計

2.透過控制來看待其依賴性問題
所有外國差會僱用的中國助手都直接處於傳教士

圖片來源：

https://www.soas.ac.uk/gallery/
liddell/full76081.jpg

倫敦傳教協會華北區委員會和天津教會中國同事會議，攝於1926年2月

事的次要事工。因為中國傳道人在牧養及靈性方面無權
全面領導，所以，遇到重要的事件，他們便不得不向傳
教士請示。

性關係，讓傳教士的地位，由靈性指導貶低至發薪人
員。這種商業交易的意識，也反映在中國傳道人的薪
酬支付標準之中 : 傳教士以中國傳道人若是沒有在差

劃」(the station plan)，通過這種方式，傳教士從傳教

控制之下。就倫敦會在北京的情況而言，中國傳道人的

站挑選那些有前途、成熟的男子，在教會的工作和生

任期通常是四年，在指定的地點工作，並按等級標準領

活環境中訓練他們。在傳教士的直接監督之下，這些

取薪水。中國傳道人的任命、調動和解僱通常都在華北

然而，傳教士對中國傳道人最關鍵的控制，可能還

分等級的 : 其一，他們完成的工作量；其二，他們學

候選人接受二至六週的聖經以及相關課程的短期培

地區委員會(North China District committee)的春季年

是在於薪酬支付這一層面。傳教士們相當維護他們對

習聖經的努力程度；其三，他們在講道方面自我提升

訓，在培訓期間隙也穿插一些實地工作。其他的訓練

會上決定。能否留任以及加薪都基於傳道人是否能通過

中國人薪酬的決定權，不允許外人的干涉，這包括任何

的努力；其四，他們在差會服務時間的長短。

課程也以同樣的方式在夏冬兩季提供給那些已經參

他們的年度考試。年度考試的內容通常是按著兩本指定

其他差會、相關的中國教會以及傳道人他們自己。1870

然而，隨著僱傭體制的發展，支付給中國傳道人

加工作的傳道人。至於那些文盲則讓他們先學習識

的書，撰寫兩篇文章 (未曾受過訓練者，只看一本書，

年在福州召開的傳教士大會上，盧公明牧師(Rev. John

字。在1890年之前，倫敦會在北京和天津都採用這種

比他們的市場價值更少的薪酬逐漸成為一個趨勢。這

撰寫一篇文)，而兩者，不論未受過訓練或在神學院受

Doolittle，1824-1880)宣稱薪酬和傳教地點都由個別差

方法，海亭公(誠靜怡之父)也是這樣被招募的。

個想法主要受到兩個因素的制約。第一個因素是，非

過訓練的，都要根據一段指定的經文講一次道。

會自行安排，並且「中國傳道人或他的朋友若無任何特

基督徒的中國民眾開始中傷中國傳道人，說他們是為

別的要求，這人的薪酬和傳教地點，可由個別差會自行

了金錢而傳道。為了使中國傳道人擺脫這種指控，並

考慮和安排」。盧公明也主張在同一個差會內，或在同

攔阻那些企圖以牧職謀生的中國人，許多差會都調整

一個地區所有的差會之間應建立統一的薪酬標準，這樣

了中國傳道人的薪酬支付政策，使他們的薪酬少於以

中國傳道人工作地點的變動，或是差會和差會之間的調

其他方式能夠獲得的收益。樂意受苦和接受低薪，後

動就不會受薪酬因素的影響。而在同一地點，不同差會

來成為傳教士清除不良分子的審查策略。第二個因

之間還需達成共識：中國傳道人如果沒得到僱用差會的

素是，1870年代，傳教士開始將本土教會自養作為差

同意，將不得從一個差會跳槽到另一差會；即使獲允許

傳工作的主要目標。他們認為，在中國傳道人被按立

有差會之間的調動，薪酬也不可有任何增漲。

為牧師之前，若支付他們高額的薪酬可能會阻礙教會

第二種方式可以稱之為「學校計劃」(the school

在評

plan)，通過此計劃，傳教士開辦男童寄宿學校，給學

估傳道人

剛受職的傳教員和宣教員在廣東樟坑徑客家
圍村合影，攝於1898-1913年

生們灌輸西方和基督教的教育。被視為可造之材的

的 工 作、

圖片來源：

青年學生會被挑選送到差會的神學院深造。然而，

品行以及

寄宿學校教育出來的學生們結果卻成了「溫室裡的

工作的安

植物」。雖然他們接受的西方教育遠超過中國古典教

排 方 面，

育，但是他們卻缺乏獨立的精神，和堅強的男子漢氣

傳道人事

慨。由於在受訓期間，外國差會為他們提供經濟上的

奉的中國

資助，他們不得不在畢業之後去傳道，因為傳教士期

教會並沒

http://www.sohu.com/a/193144155_742704

3.透過支付關係來看待其依賴性問題

僱主傳教士和受僱的中國傳道人之間的這種商業

會工作，他們能夠賺得的市價作為支付他們的薪酬標
準。中國傳道人領取的薪酬通常是依據以下幾項來劃

自養的進度。他們希望低額的薪酬能夠加速他們自養
的步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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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被傳教士視為薪酬指標的，還包括一個鄉村

1822-1901)和美以美會(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首先，授與牧師職分的權力掌握在傳教

學校校長，或者在普通商店裡當中級辦事員的薪酬。

Mission)在福州的薛承恩牧師(Rev. Nathan Sites，

士手中，他們不情願去按立一位不能達

1877年，支付給中國傳道人的平均薪酬大約是每月4

1830-1895)分別發表了文章挑戰僱傭體制的正確性。他

到他們期望的人。其次，僅僅只有極少

銀兩，1890年約是每月5兩。根據受僱時間的長短和

們指出這種僱傭體制與聖經模式相矛盾，它阻礙了中國

數的教會有足夠的自養能力，從而能夠

僱用差會的情況，薪酬在每月3兩到10兩之間波動。

信徒的增長，並篡奪了新興教會的權力。

按立他們自己的牧師。1877年在312間已

最高的薪酬是每月11到12兩，這相當於上海一名廚子
的薪酬。

點。其他人都強烈地反對。反對者的論據如下：第一，

1897年，北京的倫敦會對中國傳道人採取的月薪

僱用本地助手是一項很普遍的差會政策和實踐，它並不
存在任何錯誤。第二，外國傳教士不能單獨完成宣教大

標準，如表三。

表三：北京倫敦會中國傳道人薪酬標準(1897-1901)
北京
受僱
時間

然而，在七個回應者中僅僅只有一位支持他們的觀

文
(Cash)

鄉村

銀兩
(Taels)

文
(Cash)

業，所以僱用幫手是必要的。第三，事實證明僱傭體制
是非常實用而且有效的，因為大多數信徒都是靠這些受
薪的助手領入教會的。第四，僱用中國助手既便宜又經

銀兩
(Taels)

他們的牧師，而這還不包括由差會維持
的511間「佈道所」。1890年，在522間教
會中只有94間(18%)能自養。倪維思報告
說，在山東的一個地區，美國長老會和英

圖片來源： h t t p://w w w.b a i k e.
com/article-111063.html

傳教士開辦的北京慕貞女校的師生合影，攝於1881年

國浸禮會(English Baptist Mission)加在
一起有四千名信徒但是卻連一位牧師都沒有。

望教會自治，但是他們卻沒有給他們這樣做的權力。

濟。第五，如果採用高第丕和薛承恩的建議，那麼整個

1877年之後，傳教士開始鼓吹各間教會自養；但事

直到1890 年代，大多數傳教士才逐步意識到，

宣教事工將被顛覆。第六，如果按他們的論據推論，那

實上，傳道人和教會會眾卻大力反對，視自養為怪異。

仿效西方的牧職人員模式來培養本色化的中國牧

第一年

12,000

4.0

11,000

3.7

麼傳教士必須降低到中國人的生活水準，這是不切實際

因為一方面，經濟上的依賴習慣已經養成，另一方面，

職人員乃是失敗的。然而，即使遭遇挫折，他們大

第二年

13,000

4.3

12,000

4.0

的。因為受到大多數人壓倒性的反對，高第丕和薛承恩

教會的成員普遍貧困，其捐獻能力也極為有限。1877至

多數人並沒有質疑，將宗教改革後的模式 (P o s t-

第三年

14,000

4.7

13,000

4.3

要求終止僱傭體制，放手讓中國教會按它自己的路線發

1890年間，每個成員平均的年捐是66文(cents)，這甚至

Reformation model)移植到一個非基督教的中國社

第四年

15,000

5.0

14,000

4.7

展的建議很快就被擱置一旁。但是另外有人，比如倪維

比他們在皈信基督之前拜偶像的捐獻還少。中國傳道人

會處境的正確性或可行性。他們也沒有試圖尋找讓自

第七年

17,000

5.7

16,000

5.3

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1829-1893)，一位美國

覺得，從外國差會那裡獲得酬勞令他們更自在，而不是

己融入中國處境的辦法，雖然他們當中也有例外，比

第十年

20,000

6.7

18,000

6.0

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在山東傳教的

取之於會眾的奉獻，而會眾也寧願保持現狀。

如像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1845-1919)。同樣

傳教士，他透過義務的中國信徒發展出另一種福音佈道
註：薪酬單位或以文計價，或以銀兩計價。
資料來源：“Minutes of the North China District Committee(N. C.
D. C.),”April 26, 1897, LMS Archives, London.

的模式。在不給志願的中國同工們支付任何薪酬的條件
下，倪維思開拓並維持五十個傳教點。儘管這一模式被
在韓國的傳教士們廣為採納，在韓國發展出健壯的教會

傳教士認為僱用中國助手是節省差會財力的好
辦法。傳教士向他們本國差會籌款時也同樣表示：僱

村佈道所和相同數目的中國傳道人開展工作。自1860
年以來，有關傳教士與中國傳道人薪酬比率以一個傳
教士的薪金，相等於十二個中國傳道人的薪金，這比
率常被認為是一個通行的標準。
僱 傭 體 制 的 問 題 18 7 7 年 傳 教 士 大 會 上 也 被
提出。美南浸信會(American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高第丕牧師(Rev. T. p. Craw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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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只有那些被特別挑選並受過訓練的牧職人員才擁有
特權，而其他的平信徒只能扮演非常被動的角色，不能

地，他們也沒有嘗試在中國貫徹合乎聖經的教會模式
和牧職模式。但他們對他們本國母會及差派他們來
華的差傳機構的觀念和實踐卻是忠心耿耿。
基本上，傳教士把他們複製西方牧職模式的失

於低人一等的助手地位，在福音傳佈方面不能行使主動

敗，歸因於以下三個因素。首先，中國的基督徒和中

權。所以，這種形勢導致中國教會和牧職人員都在思想

國傳道人並不委身的性格。其次，成年後才歸信耶

上依賴傳教士。因而，僱傭體制培養出來的，都是一些

穌的中國傳道人仍然被儒家的行為規範和思想模式

正是在這種體制下，誠靜怡的父親工作了超過二十

有依賴性的中國牧職人員，這就成為傳教目標和傳教實

影響。最後，「傳教站計劃」的牧職訓練並不充足。

年。許多與他同時代的傳道人都因健康狀況欠佳，精力

踐之間的矛盾焦點。傳教士試圖塑造獨當一面的按立牧

有了這樣的反思，傳教士在1890年代之後，開始將

不足，不少傳道人死於肺結核。誠靜怡的父親也是因病

職人員，但是實際上他們培養出來的，卻是在觀念、領

重點投放在更全面的教育過程上，建立完整系列的

逝世。

導權和經濟上都依賴於他們的二等助手。他們試圖發展

差會學校和神學院校。誠靜怡的父親屬於由早期計

出能夠供養他們自己的牧師的自養中國教會，但是實際

劃培養出來的成果，而誠靜怡則是在新的體系下接

上他們卻無限期地延續了會眾和傳道人對他們在經濟

受了訓練。

所忽視。簡言之，僱傭體制在中國和在印度一樣，都非
常盛行。

用本地的代理人遠比差派傳教士更為經濟。就倫敦
會而言，一位英國傳教士的薪酬能夠支持12到16個鄉

僱傭體制傾向進一步強化歐洲模式。在歐洲模式

真正地參與信仰的傳播。但是在中國，專職的傳道人處

並持續至今，但是基本上卻被與他同道的中國傳教士們

8

組成的教會中僅僅有18個(5.8%)能供養

對中國傳道人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他們接受有能
力自養的教會的邀請和被按立成為該會的牧師。然後，
他平均每個月能夠拿到12.6銀兩的薪水，並且在該教會
有一定程度的領導權。然而，被按立為牧師並不容易。

上的依賴。他們期望培養能與他們同等的中國牧師，但

(全文完)

實際上卻培養出一群被他們認為是下屬的幫手。他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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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

育基督教會的本地牧職人員，實屬挑戰，百多年

識、靈命、事奉上的真正委身於主的教會人才。對中

從小在教會長大，自己應該是基督徒。第三是動機

前的傳教士們是在摸索中前進。當時傳教士想要

國教會最終達到獨立自主的過程，傳教士和本地信徒

不單純的，是為了謀職份(謀生)。這幾類型的學生離

培育本地牧職人員建立自養自治自傳(三自)的教

有不同的思考背景。趙天恩牧師研究昔日在華的教會

傳道人才資格差距甚遠，但宣教士並不想放棄他們，

會，傳教士對照自身牧職養成教育的嚴謹歷程，

歷史，指出傳教士是以西方教會模式為主，不全然是

培訓班老師因材施教，程度差的，以啟蒙教學為主；

免不了將母國母會對教會牧職人員的培育模式自

聖經模式，趙天恩牧師以誠靜怡牧師的養成教育及

對真理不清不楚的，授予基要真理課，使他們明白所

然移植到中國，卻遭遇「水土不服」，面臨在選

北京東城教會之例，當時東城教會是先有自治成份，

信的，以及幫助他們建立自己與神的關係，並委身於

擇本地教會人才及牧職素質上，有很大幅度的現

再按立誠靜怡為牧師，之後帶來了自養。

神。至於動機不單純的，他們往往學習不專心，左顧

實差距。傳教士和本地牧職人員之間形成了僱傭
關係，本地傳道人難獨當一面，在生活經濟、教
會決策上皆仰賴傳教士，中國教會要獨立自主仍
有一大距離。
在趙天恩牧師《誠靜怡與中國教會的自立》

然而，世界宣教課題上，傳教士在異地為福音開
疆土、建教會，隨著福音在當地的發展，傳教士的角
色亦從主導變成協助，最終交棒當地信徒達到自養
自治自傳的本色化教會，使福音在當地落地生根、茁
壯，是普世教會都肯定的方向。

中的〈中國牧職人員的依附模式〉一文提到，

1877年之後，已有傳教士開始鼓吹教會自養，卻

繼往開來的宣教

人協助日常庶務；為了有效佈道工作，亦需倚重中國
人作助手。通常在傳教士身旁工作的中國人，往往成
為福音的初信者，有的之後被培育作佈道事工的助
手。傳教士普遍認為，基督教要在中國生根成長，有
賴於培育本地牧職人員，使之肩負建造、傳承中國教

教會自立的過程
然而，在一個與基督教文化迥然不同的土地上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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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做中學，不免形成依附關係模式(必經的暫時過
程)，一直到他們能獨立自主，這是漫漫長路。

宣教歷史及學習宣教策略。今日的宣教工場處境不

樹」的工作，意思是極高難度的工作。然而我們把視

加上教會成員普遍貧困，其捐獻能力有限，不足

同，大多宣教士背後沒有挾帝國主義之勢，他們在許

角放遠，回顧二百年福音在中國的歷史，好像是在看

以達到教會自養。在培育方面，傳教士們逐步意

多創啟地區小心翼翼，住在當地居民中間，為要得失

縮時影片，步步艱難，豈是「牽牛上樹」可比擬，如

識到，仿效西方牧職人員的培養模式並不適用於

落的靈魂歸主。

今隨著教會在各地興起，勇於回應救主恩召，共同傳

致傳道訓練及屬靈生命操練並不充足；由於大多
是中國第一代基督徒，行為和思想深受儒家文化

主的生命，如此影響教會不能自養。

承大使命，一點一滴都是見證上帝在中國教會中的作
不論著重教會先自治而後自養，或先自養而後自
治，牧職人員的培養是甚為重要的。趙天恩牧師看重

直到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逐漸興起，西方宗派及

為強調個人佈道訓練、教會事奉生活及靈命操練，他
認為神學知識可以使人認識真理，佈道可以增加火熱

然，致本土信徒逐漸有中國教會必須獨立自主的聲
浪：認為中國教會若不獨立自主，一味仰西方鼻息，
就容易被國人輕看；自立，可以打破基督教「洋教」

財

務

報

告

使人站立得穩。

中國福音會（台灣）

傳教士不免給人聯想到是挾西方帝國主義之勢而來，
加上各地教案發生，對於教會傳播福音不利，時勢使

為。

神學教育，參與神學教育創辦，亦重視信仰實踐，極

心，事奉生活可以帶來更多委身，靈命操練則有助於

色彩，建立本色化及普世性教會。

會。

他們生活費，另外又經營小舖作為福音的媒介，帶著

面，是牧職人員在經濟上常年習慣依賴傳教士，

氣候、文化等諸多差異，前仆後繼到中國傳基

督福音，他們為了盡快融入當地生活，需要本地中國

團隊，開展在其他未得之民的福音事工，宣教士供應

當地的老信徒曾嘲笑我們宣教士是在做「牽牛上

影響，致出現不少牧職人員和信徒並沒有真正委身於

自

班學員好不容易畢業後，可加入宣教士建立的宣道

如今我們藉由前人的宣教經驗和腳步，從中認識

士認為中國禾場廣大需要大量的本地牧職人員，

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傳教士克服語言、地理、

士不得不令其終止學習，免得其他學員受影響。培訓

沒有獲得本地牧職人員和信徒的支持。在經濟方

培養本地的牧職人員，並未都能勝任。由於傳教

編輯室

右盼，不時勸說培訓班的學員一起去打工，致使宣教

本會秉持趙牧師的宣教理念，今我們有宣教士
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事奉，面對多元的少數民族、語
言、文化風俗，宣教士在當地成立神學班，培訓當地

2017 年 11~12 月
收支（TWD）
本期收入

609,730 元

選，先請當地教會牧長推薦合適的年輕子弟來讀，一

本期支出

572,084 元

開始，只要有願意的心都接納他們來讀，隨後出現幾

本期結餘

37,646 元

宣道人才，再差派他們到其他族群傳福音。在人才篩

唯當時中國有識之信徒急欲擺脫西方色彩，強調

個問題：一是教育程度不高，很多小學沒讀完，識字

教會應先獨立自主。傳教士則認為教會必須先能自

有限，閱讀不靈光。其次是對真理不清楚，有的連基

養後才能自治，最終獨立自主，自養則在於培育在學

要真理都不清不楚，只認為家庭世代都信奉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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