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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宗旨：

我們培育忠誠和順服的門
徒，使他們成為以基督為
中心的教會的一份子。

馬太福音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我們的期刊會刊登在
http://simtaiwan.org/歡迎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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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訓教會與宣教
蔣祥平牧師/博士
SIM 東亞區理事會主席

SIM 的宗旨提到『我們培育忠誠和順服的門徒，使他們成為以基督為中心的教會的一份子。』
門訓的教會，就是一間重視以門徒生活操練方式為信念的教會。宣教是神委託信徒履行大使命拯救世人
的行動。把門訓和宣教加起來就是一間強調門徒生活方式操練，帶來積極宣教行動的教會。
建立一間強調門訓又積極宣教的教會，重要性何在?
一、精心門訓的教會必精心宣教
精心門訓的教會，也就是服從上帝主權及照祂心意而建立的教會。門訓的教會不是以門訓或教會為中心，
而是以神為中心!精心的門訓是關乎神，而不是門徒。唯獨有了神才有門徒！因此教會雖然可以有很多門訓的
課程或活動，但如果沒有認真以神為神，在乎神，與祂建立密切的關係，它將只是一種形式而非合神心意的
門訓教會。以神為中心，在乎神的教會，必也在乎神所在乎的。神所在乎是顯明的，祂在乎萬國萬民的靈魂
聽聞和相信福音而得救(彼後 3:9)。精心門訓的教會必精心宣教！意思是認真作門訓的教會，也就會是認真
作宣教的教會。門訓與宣教成功的共同點在於精心和認真。
二、門訓的教會栽培門訓的宣教士
門訓的教會栽培有門徒素質的宣教士。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耶穌成功栽培祂的門徒，最後如何把福音傳開
而看出。有好的門訓宣教的教會就會栽培出良好門徒素質的宣教士。
筆者多年參與推動宣教工作發現，宣教士多半是很有個性的人，也因為他們超一般人的個性，上帝使用
他們作勇敢的決定。個性不是問題，耶穌用很多很有個性的門徒，例如：彼得的個性衝動，雅各和約翰的個
性剛烈；約翰被稱為雷子 (可 3:17)。 問題在個性裡的罪，即生命裡的破口，是否不斷地
被處理，這也就是門徒本質裡不可或缺的！有個性的宣教，帶著充滿破口的生命，往往在
宣教工場上帶來的問題多於建設。宣教士人際關係頻頻出狀況，無法與教會，差會和同儕
合作，傷亡率高。問題不在於工作的能力，而是生命的問題。門徒看重的是一個人在神
面前的所是(being)，而不只是他的所作(doing)。
宣教士在宣教工場像不像一名主的門徒，讓筆者想到「鳳梨宣教士」之稱的
Otto Koning，他是美國派往印尼東部之新幾內亞服事的宣教士。初到工場因為常被當
地居民偷竊的可惡行為而觸怒，尤其偷了他三年艱辛種植的鳳梨。最後他從愛他們到厭惡
他們。在他第一期服事回國述職反省中，發現自己不斷生氣，是因為自己太在乎自己。
懺悔回到服事國後，當地居民驚訝地發現他的脾氣改變了，問他：「先生，你成為基督徒
了是不是?」，宣教士這才恍然大悟！他雖為基督徒廿餘載，現在當地的居民才
「看出」他是名基督徒！接著，那村大批村民歸向基督， 比起同地區其他的村落，
該村福音的進度快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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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門徒生命素質的宣教士，神才能重用他來衝擊和影響所服事的宣教工場。栽培精心門徒的宣教士，是教會
的責任。教會派出怎樣的人，工場上也就有怎樣的成果。宣教工場中福音的進度與成敗，效果是事倍功半抑或
事半功倍，與宣教士門徒的素質息息相關。宣教士衍生于教會，教會任重道遠！
三、門訓的教會開拓門訓的教會
門訓教會的宣教帶來另一個影響，是開拓與建立門訓的教會。精心門訓的教會，才有概念在工場如何建立精
心門訓的教會。這從有正確門訓之宣教士作為開始，宣教士是健康的門徒，自然就建立健康門徒的教會；意思
是一間教會參與宣教不只是去建立一間教會，這一間被建立的教會還必須成為一間門訓的教會。成功門訓的效
果在於它有否倍增，故門訓宣教教會的成功也在於她是否繁衍一間與自己一樣素質的教會。
廿一世紀，從各方面的徵兆來看，主耶穌回來的日子近了。主要回來，表示了福音必須快快在萬民中傳開。
福音的使命就是帶領人作主的門徒。這些年來，筆者觀察世界不同角落的教會紛紛看重教會門訓的工作，雖然
方法各異，當似乎成為了一種趨勢，這是可喜，也是難能可貴的。因為這是末日聖靈催逼教會聚焦做該做的
事，來迎接耶穌的再來。教會誠心看重門徒生活方式的努力，帶來傳福音與宣教的熱忱。願華人教會皆準備自
己成為一間健康門訓宣教的教會，來栽培優秀門訓素質的宣教士，以建立健康門訓代代相傳的教會。阿門。
(作者曾多年擔任馬來西亞砂拉越美裡福音堂主任牧師。現為華福砂拉越區區委會主席。)

生命影響生命的門訓
謝明福
(玻利維亞)

雖然培訓門徒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我個人發現，在我
自己的經驗中，個人接觸的方法是有效的。我想在這裡簡
單地和你們分享一個例子。
在我初來到玻利維亞的幾年，我就認識羅伯托了。
當時他只有十四歲，是一名卡車助手。這輛大卡車載著我
的車子和物品穿越了一千五百多公里，來到我在阿根廷邊境的新事工站。
多年之後的一天，羅伯托在騎自行車時被一輛汽車撞倒了，失去知覺的他被送進醫院。在恢復知覺之後，
他只記得我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其他的通通不記得了!於是，我接到通知後以擔保人的身份去了醫院，醫生很快
把他推進急診室。
在這個幾乎要了他性命的手術之後，我邀請他接受耶穌，感謝主，他也願意把他的生命主權交給主耶穌。
那時候，他的妻子剛剛生了一個兒子。
後來，羅伯托一家搬到了這個國家的另一個地方，多年來我一直都有和他聯繫，跟進他的屬靈生活。現在，
神藉著羅伯托來幫助他人，帶領許多人進入了神的國度。雖然羅伯托住在這個國家的另一端，但是他經常和我
保持聯繫，和我分享神一直在做的令人興奮的大事。
我發現，有效的門徒訓練不僅僅是一個固定的、有組織的學習計畫；它也可以是與他人分享你的生命。在這
種特殊情況下，門訓與輔導的過程中的其中一個成功因素就是同理心。同理心使得他人不會感到自卑、無用或
被拒絕。話雖如此，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也不能忘記，只有神才有能力改變生命，我們只是祂的器皿。願榮耀
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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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教中培育基督的門徒

Watson(馬拉威)

挑戰
我們在尚比亞和馬拉威都看到了同樣的挑戰，我們在
這兩個宣教地區度過了我們過去九年的生活。其中一些
突出的挑戰是：
1.教會的活動太多，但屬靈的成長卻很少；
2.有太多的領袖，但很少有人願意參與教會的事工；
3.不清楚帶領會眾往何處去的牧師；
4.有太多龐大的會眾，卻沒有任何宣教的熱情。
我們清楚地感覺到，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
缺乏門徒訓練。這也促成了我們為馬拉威教會設立了
“ 十二課國際門徒訓練計畫 ”。

馬拉威基督徒無法在工作場所成為真正的見證人。因此，
我們已經開始在教會中宣講和教導門訓，目的是把馬拉
威的教會成員變成像基督一樣在職場上做光和鹽的門徒。
領導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馬拉威教會不能培養出門徒，
她就會無意識地在教會中培養出玩弄手段的“政客”。
因此，我們認識到門徒訓練是產生敬虔領導最有效的工
具，我們正在為不同宗派的牧師和非信徒領袖舉辦門徒
訓練研討會。那些受過門訓的人，現在開始培訓他們自
己的教會成員了。

參與宣教

門訓宣教大會

此課程以主訓者耶穌所教導的，以及使徒保羅在植堂事
工中所實踐的為基礎，主題包括迫切的需要、課程設置、
簡明的定義、呼召、性格、選擇、代價、承諾、核心價
值觀、委身和一貫的方式。
社會影響
雖然大部分馬拉威人聲稱自己是基督徒，但在真正意
義上，馬拉威的經濟是由亞裔非基督徒控制的，這些人
是“未得之民”。將福音傳給他們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

門訓座談會

儘管馬拉威與亞洲同時接受福音，但馬拉威仍然是一
個宣教禾場，而不是宣教士差遣國。馬太福音 28 章 19 節
告訴我們，耶穌吩咐門徒去使萬民作門徒。我們的結論是
沒有門訓就沒有宣教，而沒有門訓的宣教就算不得是宣
教。因此，我們在全國各地為牧師和非神職人員領導舉辦
了一系列的宣教大會，首先關注門徒訓練，然後是禱告，
最後是宣教。
請記住，我們的宣教工作最終只會以一件事來作評估，
那就是我們在宣教禾場所培養的門徒和門訓者。
在主日分享門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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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發現門訓之意義
Ken 和 Mariko Ogawa(坦尚尼亞)
在上帝的眷顧下，門訓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首先我出生
和成長在一個宣教士家庭，我們經常被訓練要首先檢查我們與上帝的
關係。事實上，我的父親在他的宣教生涯之前，曾是新加坡門徒訓練
中心(DTC)的首批學生之一。其次，在日本接受神學訓練之前，我
的大學教育(第一年在加拿大 Covenant Bible College，另外三年
在美國伊利諾斯州的 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十分強調在
社區環境下的門徒訓練，這對學生的靈命訓練至關重要。最後，我的
妻子 Mariko 也在 DTC 接受過培訓，在她接受基督教大學教育之前，
她參加過青年使命團(YWAM)。
當我們第一次被派往 SIM 在坦尚尼亞的宣教禾場時，我們參與了
許多現有的項目(事工)，以及語言學習。作為年輕的宣教士，我們與
困難和掙扎作爭戰，在我們所能完成的事中找到喜樂和滿足。但在我
們的內心深處，我們並沒有在我們的宣教事奉中獲得真正的靈命上的
滿足。我們祈求上帝給我們一個答案。當我們去此國最大城市沙蘭港
度假時，認識了恩達羅牧師，上帝給了我們答案。恩達羅牧師在
Dodoma 的一個教堂做牧師，並開始了一個名為 MAPANA 的門徒
訓練項目。這個專案回答了我們關於在坦尚尼亞宣教的一些基本問題。
作為宣教士，我們在這裡向非基督徒宣講救贖福音。坦尚尼亞有
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非基督徒，因此需要宣教士來傳福音；但另一方
面，這個國家也有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基督徒(因著多年來許多來自西
方的宣教士的努力)。如果在這個國家的基督徒被裝備和訓練，到未
及之地傳福音和植堂，不是更有效嗎?為什麼這裡的基督徒不熱心作
見證或傳福音呢?
我們深信與人分享福音的事工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訓練所謂的
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成為耶穌基督的有效和積極的見證人；另一是
培養對福音的真誠和內在的靈命的渴望，不斷地關注人們與主的關係。
第一個方面將強調關於如何分享福音的知識和實際方法 ; 第二方面考
察見證人的基本內在靈命狀態。檢視我們與神的內在關係，以及分享
福音的外在表現，都是我們所謂“門徒訓練”的目標和目的。
在我們自己的家庭中，丈夫和妻
子之間，父母和孩子之間，都應該進
行門徒訓練。不斷地肯定耶穌基督的
真理，熱心地順服祂的教導，彼此真
誠地寬恕和相愛，這些都是我們在作
門徒時所表現出來的基本特質。在我
們的第三個宣教任期內，我們將與
MAPANA 理事會成員以及 MAPANA
項目的主任恩達羅牧師合作，在我們
的教會進行門徒訓練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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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培訓

Khrieko 和 Nitho(泰國)

所謂主門徒，就是一位接受耶穌為生命的救主，並遵從祂的教導，以便成為更像祂的人。
成為門徒的重要性
在馬太福音 28 章 19 至 20 節，我們看到幾個動詞如“去”、“作門徒”、“施洗”和 “教訓”等。在希臘
文中，“作門徒”是唯一的命令句動詞，而其他的都是分詞和從屬詞。因此，大使命的核心目標就是“作門徒”。
在宣教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一個門徒與普通信徒之間的區別。
有一個人參加了村裡的小組。在這個小組中，包括這個人在內有四個人接受基督為他們的救主，並接受了洗
禮。後來這個人到城裡工作，不久之後就沒人能聯繫上他了。我們繼續探訪和關心村裡的信徒，他們的信仰變
得更加堅定。幾年之後，那個失聯的人回到了村裡。我們經常去拜訪他，他也來過教堂幾次，但之後他不再來
了，因為他又回到了老我，回到他的舊信仰去了。這是一位典型的信了耶穌卻沒有門徒生命的人。
培訓門徒的方法
作為教會的栽植者，我們必須非常有創意，以便與社區建立良好的溝通橋樑。這包括教授英語、運動、音
樂、廣播、營會、分發文宣品、個人佈道、保健診所、公開講道等。我們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撒種，我們總是祈
禱種子會落在好土上。“跟進”是很有挑戰性的，這是我們事工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我們發現有人對福音感興
趣，我們就約他們見面，在他們的地方教導聖經。
在聖經學習中，我們從創造開始，以審判結束。《舊約》和《新約》各上六堂課；如果我們每週見面一次，
那麼完成這項聖經學習大約需要三個月的時間。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根據他們的需要添加其他主題。
在這段時間內，我們將會知道誰真正感興趣，而誰只是在敷衍。當有人決定接受基督為他的救主時，就為
他安排洗禮。然後我們會繼續探訪他，培訓他作主門徒，並禱告有朝一日看到他培訓他人為主門徒。
我們可以在門徒培訓時使用優良的
聖經教義書籍 ; 然而，門徒培訓不
只是學習聖經或使用好書。我們的
經驗告訴我們，那些加入我們傳福
音行動的信徒，他們的信心成長得
更快！因此對他人做見證分享乃是
門徒重要的操練。
我們採取四個步驟來說明這些信徒:
1. 他們在看，我們在做
我們帶領所有的活動：唱歌、禱告
、
學習神的話語等等。
2. 幫助他們去做
我們說明他們選擇一段資訊，在他們分享資訊之前陪伴他們一起
學習。我們在教堂內外都用這個方法。
3. 讓他們去做，我們從旁觀察
他們準備好分享的資訊並呈現出來；會後我們回饋意見給他們。
4. 委託他們去做
他們被委託執行某件任務，我們則從旁協助，回答他們的疑問，
並繼續為他們禱告。
成功的門徒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旅程，我們見證了好些教會成員已經開始培訓他人為主門徒。我們感謝上帝回應
了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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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及門訓，缺一不可
(吳偉傳道 - 美國馬里蘭州基督教德國鎮中國教會)
雖然門訓一直是眾多教會事工的中心，但是教會在宣教上顯示的軟弱無力卻令人對門訓的果效產生懷疑。主
要原因之一是教會沒能把門訓和宣教有機的結合起來。一個常有的現象是：如果教會的門訓進展得不順利，那
麼教友就不會積極考慮參與宣教。但這樣的思想實際上忽略了參與宣教本身，就應該是門訓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今年 5 月 13 號至 28 號，因著 SIM 海外華人事工的引薦，我們教會組織的短宣隊從美國飛到南非，此
趟的非洲之行讓我們親身感受了南非約翰尼斯堡和莫三比克馬布多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親眼看到那裡
的人是多麼需要福音；看到了段忠義牧師等宣教士怎樣在這樣不同的環境裡開展福音工作；見證了福音的真理
如何在這些宣教士的身上和事工裡彰顯出了神的榮耀和信實。
參加這樣的訪宣不但是支持了當地的教會，更是在知識上、實踐上讓我們訪宣隊有意想不到的得著。團隊
中無論是資深的牧者或年輕的信徒都大大開闊了眼界，深深感到我們所學的比我們帶去的幫助要多得多！因此，
從門徒建造的角度來看，這具有重大的意義，而這樣的裝備更是在教會的主日學或小組的門訓中得不到的。
門訓課程，乃是宣教的基石，而參與宣教可以檢驗門訓課程對受訓人屬靈生命建造的程度，而且是神的道得
以充分實踐的重要途徑。兩者缺一不可！

為基督散播愛心
(Budin-創啟地區)

我們服事的工場是一個山區，交通不便。這裡絕大多數人口只是掛名的基督徒，
心底裡其實仍然堅信當地的萬物有靈論信仰。當地人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特別是對
青年人而言，就是缺乏經濟和教育資源及機會。2014 年，我們與當地教會合作，開
辦了一個青年宿舍事工。
藉著這個青年宿舍事工，超過三十名青年被“收養”和培訓。我們提供他們在學校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同
時每天早晚也計劃性的指導他們閱讀聖經。此外，他們也有機會參與當地教會的不同事工，包括音樂和敬拜、
主日學、唱詩班及帶領主日崇拜等。
在宿舍居住的溫蒂和蘿西是被“收養”的一對姐妹。去年，溫蒂高中畢業，被一所州立大學錄取 ; 妹妹蘿西
目前正在修讀她的高中最後課程，她已經承諾會到神學院繼續就學。
另外，有九名青年宿舍的校友正在全國各地的大學繼續他們的學業；兩人在神學院就讀，準備將來成為神的
僕人。還有一位在讀高中最後一年，現在已經決定明年開始在神學院就讀。
感謝主，透過這個事工，好些住在宿舍的校友的家人，也已經接受了耶穌基督，並在他們村裡的當地教會接
受培訓。在過去的幾年裡，溫蒂和蘿西的父親一直在教堂做禮拜，並成為了 一名積極的信徒。
" 本文經SIM東亞區辦公室同意轉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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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SIM 印尼辦公室之變動
感謝主的恩典！SIM 在印尼服事已經將近二十年了，我們的目的乃是在印尼推廣宣教使命並與教會合作，透
過禱告、奉獻、裝備及差派印尼宣教士到海外參與跨文化宣教工作。我們感謝眾教會多年來在主裡忠誠地支援
我們，以及印尼 SIM 差派理事會各成員的殷勤工作，使得印尼禾場的事工得以拓展。
三年前，在當地教會的鼓勵下，SIM 決定把印尼當作接收禾場 (Receiving Field)， 開始從海外差派工人
到印尼國內服事，隨後也成立了一個新的接收理事會。但有鑒於 SIM 國際的全球事工策略為“ 一個國家只有一
個理事會 ”，故此我們決定將差派理事會與接收理事會合併，組成印尼 SIM 唯一 一 個理事會。
2019 年年初，我們收到了印尼 SIM 差派理事會成員的請求，希望獨立成立一個新的宣教機構，目標是單
單差派當地宣教士在印尼國內服事 ; 因此，SIM決議祝福這個新成立的宣教機構，而以下所列人員原為印尼 SIM
差派理事會會員，現今乃是此新成立之宣教機構的領導團隊：
1. Rev Grace Elim (林黎清牧師)
2. Rev Paulus Daun(葉昌賢牧師)
3. Rev Imanuel Frengky
4. Mr Mulia Widjaya
5. Mr Amin
6. Mr Sinsin
7. Mr Timothy Daun
SIM 誠摯祝福此新成立之宣教機構 - 印尼馬其頓呼聲差會 (Suara Makedonia Indonesia, SMI)，並禱
告他們被上帝使用，榮耀主名。 SIM 也在此聲明，上述所提新成立之宣教機構乃獨立運作的機構，上述所提之
人員也不再代表 SIM 與各教會接洽任何與 SIM 有關之事務。
未來 SIM 將透過印尼理事會繼續管理印尼禾場的差派和當地事務。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SIM 東亞區
總主任林厚彰博士。聯繫方式如下：
SIM 國際事工差會(東亞區辦事處)
地址：116 Lavender Street, #04-09, Pek Chuan Building, Singapore 338730
電話：+65 62983611
電郵：rd.eastasia@sim.org 或 eastasia.info@sim.org

台灣區代禱事項
1. 感謝主2019的青宣(14屆)SIM招聚了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等地的同工以及在南亞宣教的宣教士一同
來參與此盛會。為期2天的宣教博覽會有近300位的學生前來認識我們差會，請為後續跟進學生們的工作代禱，
盼望上帝使用這世代的青年學子來將這大使命的棒子繼續傳遞下去，成為福音的出口來祝福這世界。
2.SIM國際部主任已通過將台灣成為宣教試用工場，目前台灣不但差派台灣宣教士做跨文化的宣教並且也接收
宣教士來台宣教。Bobby Law被指派為台灣區試用工場的主任。請為Bobby和其團隊有聖靈的指引代禱，在
尋求和評估事工的可能性中建立以長期策略性的事工為導向，並在籌備過程中所需的經費也求神來供應。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常與你同在。

GO GREEN

G

GREEN

SIM希望减低對紙張的使用，保護地球資源和節省印刷成本。鼓勵
您從印刷版雜誌轉向電子版雜誌，請聯繫taiwan.info@sim.org ，
註明您願意更改索取雜誌的方式，謝謝。
您也可以主動到我們的網站下載電子版雜誌www.simtaiw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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