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出三重召命，盛載更大使命」 蔡康怡牧師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總幹事)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
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即
逝，我們便如飛而去。」（詩90:10）

	 摩西活到八十歲，才蒙主呼召，深感歲月怱
怱，因此有感而發：

	 「求祢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
們得著智慧的心。」（詩90:12）

	 然而，懂得數算日子的智慧人，又有多少？

	 人作為被造之物，活在創造主的心意中，是自
然不過的事。但人的自我中心，卻令自然的事變得極度罕有。

	 我們的上帝，是一位啟示的上帝。意思就是，上帝要我們知道的，我
們一定有辦法知得清清楚楚。但為何上帝的呼召對我們來說，總像霧裏看
花，一直看不清、猜不透？

	 很多時撫心自問，是看不清，還是不想深究？是否心底深處，早認定
活在上帝的呼召中，就如同走向一條自我犧牲的不歸路？

	 布赫納（Frederick	 Buechner）身兼牧師與作家，一生行在上帝呼召
中，他的牧養與著作祝福無數生命。這句出自他的肺腑之言，對我們絕對
有參考價值：

「神呼召你去的地方，就在你最深的歡愉與世界最深的飢渴交匯之處！」

	 筆者在十多年的牧會生涯裡，以「幫助信徒尋索並活出上帝呼召」為
自己的牧養目標。這些年間，看見一個又一個神所愛的生命與主的呼召相
遇，分別委身在校園、職場、教會、宣教工場，為主作全時間工人。他們
面對的困難與掙扎或許不比其他人少。然而，他們的生命中流露出那份滿
足、平安、熱誠，足證布赫納牧師那句名言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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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一直十分認同神學家博繆(Klaus												Bockmuehl)提出的「三重召命」
觀念，並以此建構自己的牧養框架，幫助信徒整全地活在神的呼召中。
盼望藉着少少經驗分享，能彼此激勵。

1.	 人類召命(Human	Vocation)—人類
被造的基本目的(成為上帝的好管家)。

	 還記得初信者上栽培課時，第一堂
便要我們信主後將生命的主權交給神。然
而，不要忘記，一個人在信主前，已建
立了從成長背景和環境而來根深蒂固的價
值觀，要一下子轉化，用神的價值觀來生
活，實在強人所難。因此，教會應責無旁
貸地幫助肢體在職場、家庭、個人成長、
環保、身體管理等貼身場景作信仰整合，以致他們能有效地實踐合神心意
的生活。

	 筆者嘗試從團契小組入手，建構職場、家庭、婚姻、個人成長等查經
資料，定期與肢體查考，並配合相關課題的講座及聚會，為肢體提供不斷
認識、討論、支援、整合、實踐的平台。

2.	 信徒召命(Christian	Vocation)—屬主的人的共同使命(主耶穌的大使
命和大誡命）。

	 幫助肢體實踐大使命，一直是教會事工的重心，「三福」、「四律」
或「把握時機」等訓練課程，大家也耳熟能詳，因此不打算在此詳述。只
想一提，主耶穌的大使命，不單只是傳福音，「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訓他們遵守」（太28:20）。既是大使命的一部分，「門徒訓練」自然應
是教會不能忽略的項目。雖然坊間不乏門徒訓練的教材，然而筆者對此段
經文反覆思量，發現大使命既只在馬太福音出現，凡「耶穌所吩咐門徒」
的，其具體内容自不然就是耶穌在馬太福音中的一言一行。因此，此福音
書就是最好的門訓教材，筆者也憑此信念，努力與弟兄姐妹深入了解並實
踐當中教導，真的能見證着一個又一個生命突破性地成長。

3.	 個人召命(Personal	Vocation)—上帝對人的獨特呼召，為要更好發揮
人類召命和信徒召命。

	 身處資訊爆炸的年代，人在知識層面上的涉獵雖然越趨廣泛，卻往往
越難作出選擇，最後只會忙於被動地回應生活，被身邊事物牽着鼻子走。
因此，「整合力」在這世代更為重要。辨析信徒的個人召命，就是一項整
合上帝心意、對己認識、和世界需要的屬靈工程。筆者在牧會期間，結合
了基督教屬靈導引、生涯規劃、性向評估、輔導等各方資源，除用於個人
牧養外，更嘗試在團契小組中靈活運用。例如鼓勵弟兄姐妹在小組中輪流
分享自己的生平線（Personal	 timeline)，讓肢體在不斷分享個人經歷中察
驗上帝對自己的心意，同時深化整個群體對彼此的認識和支援。

2022.04.03

02

機構宣佈蔡牧師為總幹事的週年晚會



2022.04.03

	 必須強調，這三重召命互有關連，缺一不可。

	 一般情況，在信徒心目中，最關注的是尋找自己的個人召命，例如自
己應從事哪個行業，是否蒙召作宣教士
等。然而，若這個信徒根本沒有首先札根
於人類召命，在職場、家庭、個人生活上
作上帝好管家，同時又沒有建立傳福音、
使萬民作主門徒的心志，實踐信徒召命，
他再三求問自己的個人召命，最終也難以
得到結論。

	 另一方面，在教會的層面上，往往傾向將重點放在信徒召命上，積極
為信徒提供一系列佈道、差傳培訓，但若教會沒有好好幫助信徒在生活上
活出上帝心意（人類召命)，同時也忽略個別地仔細了解每個肢體在上帝裏
面的獨特呼召，結果教會營營役役，也難以培育出有生命、有使命、有恩
賜的時代工人。

此外，要整全地幫助信徒尋索及實踐三重召命，
就不是教會一兩個部門的工作能夠成事，而是整
體配合，從兒童到長者、從牧養到事工，從整體
到個人，均需緊密配搭。

現時，教會多採取分齡牧養模式，每個年齡層大
多由不同傳道同工負責。好處是同工的牧養可以
更為專注，但弊處是每個年齡層都容易各自為
政，彼此分割，造成跨代信徒彼此之間互不了
解，牧養工作就難以到位。因此，建議教會整體
認真評估各年齡階段的成長需要，建構一個整全
發展的牧養培育藍圖並跨部共同協作、配合及支
援不同年齡層的牧養與培育。

生命培育的工作向來都不容易，卻是值得之至。
培育出深度與闊度並重的生命，教會才能盛載上帝更大的使命，願你我共
勉之！

蔡牧師與弟兄姐妹旅行於門訓

當年牧養的年輕人，很多都行在上帝的
呼召中，成為全時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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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與生活並不是分割的，「香港亞洲歸主協
會」總幹事蔡康怡牧師分享到堂會差傳事工時，提
到不經意地透過生活接觸，也許是一起旅行，或是
吃飯相聚，從而激發弟兄姊妹參與宣教的心，真的
很有感受！感受到蔡牧師生命中那份宣教熱切的心
passion，不是宣傳硬銷，而是生命感染，記得去年
梁美心博士在我們教會講道時特別將passion拆解為
pass	 it	 on，就是傳出去，是這份熱切傳出去，感染
著身邊的人，我們是否缺乏這份熱切呢？

	 我相信這份熱切來自對主的愛及使命的承擔，你愛主嗎？當你愛一個
人時，你不是很想時刻與他/她「在一起」
嗎？當你領受福音的熱誠時不是很想將遇
到的朋友都帶到主面前嗎？但在信主多年
之後，儘管我們仍「肯定」自己很愛主，
只是生命很容易出現分割的情況，意思是
我們的生命被分割為「做禮拜」的生命、
「工作」的生命、「娛樂」的生命，做禮
拜時是必然的「敬虔」，平日工作就另一

副態度，在家時又另一樣，出門旅行的時候，卻想忘掉一切，忘掉自己的
身份，忘掉基督徒的生命，反正出門在外無人認識，於是任何娛樂都嘗試
參與，這正是我們的考驗，我們不是應該無論在何環境，都見證我們內在
的生命麼？

林俊鴻牧師  
「（榮休）前主任牧師」

「宣教的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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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要培養這一份熱切，建立表裏如一的生命，是要我們反思
我們對主的愛，這正如復活主三問彼得：「你愛我嗎？」「你愛我比這些
更深嗎？」我們是否因著世間種種困擾而信心軟弱？甚而心生疑慮？主正
在問「你愛我嗎？」我可有將主「放在心中」？我可有思念主？我可有想
到主的期盼？我可有將祂的話藏在心裏？我可有以主的意念成為自己的意
念？在我們所面對的任何事上，我可有讓主掌權帶領？我們不要將生命分
割為自己掌管與讓主帶領兩部分。

	 生命是一致的，是由內而外的，宣教的熱忱來自內在的生命，不是
表現在參與宣教聚會或是任何訪宣，我們常說讓自己成為福音的橋樑使別
人信主，但如果人在你身上見不到你生命的見證，人又如何接受你所傳的
呢？今日如果有位你認識多年的朋友對你說：「認識你這麼久，都不知你
原來是信耶穌的呀？」那是否意味著我們生活中所表現的與我們所信的有
落差呢？年輕戀人常會問對方：「你愛我嗎？」在肯定答案之後會接著
問：「那麼你是怎樣愛我？」要怎樣回答？愛不是單是言語的表達，而是
行動的配合，當你說愛主的時候，生命的表現是最佳的見證。當你說宣教
的時候，你生命的見證是否配合？

	 你愛主嗎？你願意承擔宣教的使命嗎？求主幫助我們建立生命的				
passion，讓宣教使命在我們生命中傳出去，以生命影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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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教育推廣組「使命團契」2月27日
邀請了「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總幹事蔡康怡牧
師，分享他如何推動教會差傳的經驗。蔡牧師
確立了後方推動差傳的呼召，結合宣教與牧
養，在過去十多年，神在他所牧養的教會，興
起了五位傳道同工成為宣教士，五位信徒宣教
士，廿一位蒙召事奉者。蔡牧師取代傳統教會
以宣教為事工的模式，以宣教為牧養，果實纍
纍；他在答問環節，分享了門徒訓練與宣教召
命的結合，深具啟發性。

 筆者參與差傳教育推廣事奉已有一段日子，深深體會到，教會努力推動差
傳，若未能與門徒訓練接軌，就像一隻單翼的雀鳥，未能成功飛翔。主耶穌所
頒佈的大使命，就是叫「萬民」成為祂的「門徒」；主把兩個概念放在一起，
其實門徒訓練本來就是為了要滿足差傳使命，筆者嘗試把四種訓練與差傳教育
作出一些整合:

 一、訓練門徒透過專注禱告、默想聖經，與差遣的主建立密切的關係。在
追求認識神的同時，也要透過聖經去認識自己。進而了解與別人之間的關係能
如何深化。

 二、訓練門徒明白及分辨主的心意和帶領。門訓最關鍵的操練就是學習順
服召命，若一個門徒追求分辨和明白神的心意，是爲了立刻順服和跟隨，神會
樂意更多顯明祂的心意，特別在宣教的使命。

 三、訓練門徒建立一個關懷普世或萬民的胸襟和視野。當門徒真的願意從
神的心意看萬民的時候，便會關心福音如何傳到未得之民。這種世界觀會直接
影響門徒的價值觀，就是把萬民歸主成為生命投資的優先考慮。

 四、訓練門徒跨越文化的能力。這種能力幫助門徒學習欣賞不同文化的特
點，並願意使用更多的體恤和忍耐去與不同文化的人交往。在全球流動人口的
大環境中，留意神可能會安排門徒隨時隨地，便能把福音傳到未得之民。

 其實，門徒訓練是差傳教育的必要元素，因為門徒生命的成長與宣教意
識、行動二者本來就是分不開，不能有意無意地把大使命與生命實踐分割。盼
望未來差傳教育推廣工作有進一步的發展，願神興起更多門徒實踐差傳使命。

陳國明執事
(差傳教育推廣組組員)參與差傳教育推廣事奉一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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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讓「使命團契」在疫情下重新開始暫停了差不多兩年的聚
會。是次邀請了「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總幹事蔡康怡牧師跟我們分享大使
命的課題。

	 蔡牧師一開始提問我們為何要關心差傳？究竟是愛還是責任？
牧師再提到逆境下的必修科就是Flex ib i l i t y彈性(聚會安排改動、																																																											
形式的改變等），經歷兩年的疫情，教會各項差傳事工幾近完全停頓，可
是，又不能說是完全停頓，因為若信徒都能以大使命為個人生命的中心，
覆蓋整個人生，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以大使命為中心點，作胸懷普世的基
督徒的話，福音亦隨我們整個人生而傳開。令我有最大得著的幾點提醒：

	 1.	 使命人生就是以大使命為個人生命的中心，而不是人生其中某一
部分，將生命的不同範疇整合，讓使命成為個人生命的中心；大使命的教
會就是以大使命為教會各項事工的中心和出發點，而不是其中一項事工，
即是教會各項事工都朝向大使命而行。

崔家琪姊妹
(使命團契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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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使命生活化、在地化：讓人活生生經歷，體驗隨時隨地都是宣教
的機會，以往我們都會認為使命就是一定要去到某地方，做到某些「事」
，才算是宣教，但其實透過人與人之間相處，已經是最好的實踐大使命的
生活，因為生活就是做「人」，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就可以將福音帶
到「人的生命」之中，牧師提到跟弟兄姊妹去旅行都可以成為啟發各人在
上帝面前的領受，因為在途程中，可以回顧，反思自己的生命，大家互相
分享就會有所激勵；	

	 3.	 聚焦上帝呼召的人生：上帝不一定呼召你作牧師傳道，但透過
你每天與人相遇，就成為別人的祝福，我們各人在各個層面都有不同的崗
位，配合自己的性格，恩賜技能，興趣熱誠，探索這個世界的需要，這就
成了我們的呼召和負擔，正因為有著熱誠，這就使我們不斷有動力向前
行，例如：興趣活動、工作等都可成為我們的呼召和負擔。

	 牧師當天分享，有一片段令我十分難忘：有一位長者在翻看舊相簿，
看見相簿入面的都是大大小小與人相處，領人歸主的回憶，讓他十分安
慰，沒有遺憾。我的心當下在想：當我老了，翻開我人生的相簿，是否都
是充滿色彩的照片，還是只是營營役役的生活白忙，兩手空空回天府？

	 到底為何要關心差傳？究竟是愛還是責任？我會說既是愛也是責任，
因為神愛我們，也賜我們關愛別人的能力，而這種關愛別人的能力是神托
付我們的，也自然成為我們的責任。2022年不經不覺已經過了四份之一，
深願大家在年底的時候，翻開這一頁舊相簿，都記錄著一個豐盛的使命人
生。

國內傳道來港進修與訪宣隊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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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團契」的聚會因著疫情
緣故已暫停多時，感恩能透過網上形
式，再次招聚弟兄姊妹參與，有一種
久別重逢的感覺。藉著「香港亞洲歸
主協會」總幹事蔡康怡牧師的分享，
提醒我們差傳斷層和「老齡化」危機
仍然嚴重，要培育出有生命、有使
命、有恩賜的年輕人投身宣教，必須
要認清人生的三重召命，人類召命(活
出上帝的心意)、信徒召命(佈道、差傳
培訓)及個人召命(上帝對人的獨特呼召)，缺一不可。因此，我們需要深思
是否側重在某一召命而忽略他們在上帝裡面的獨特呼召，致使難見成效。

	 此外，蔡牧師分享以往牧養的青年群體，為擴闊他們的信仰生命及屬
靈視野，透過組織短宣隊探訪宣教士及關心他們的需要，讓青年人穩定及
持續地關心差傳事工，從而幫助他們確立呼召，認識自己的恩賜，成為他
們的同行者。在分享昔日牧養的少年人照片時，當中更有不少人成為傳道
同工、宣教士或修讀神學接受裝備，實在令人感到非常的感恩和激勵。

	 作為團契導師，最深刻的提醒是在推動差傳上要貼近不同年齡層的成
長需要，例如少年人可以透過「埋身」的師徒關係牧養入手，以貼地的方
式將信仰整合他們生活中，讓他們成為扎根天國的基督徒。讓我們反思如
何能夠實踐跨代傳承與他們同行，幫助他們結合信仰生活，有系統地引導
他們辨明上帝的心意，讓他們明白使命人生。

趙偉強執事  
(差傳教育推廣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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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著疫情的關係，「使命團契」的聚會
也停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很高興今年2月27日「使命團契」邀請了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總幹事蔡康怡牧師透過
Zoom上與我們分享他在宣教上的服侍體會。

	 蔡牧師是一位年青、有魄力、並滿有宣教異象的牧者，他曾帶領奉獻
小組，也曾在同一時間要跟進超過十位蒙召的肢體，大家可以想像那種艱
辛，實在不足為外人道！蔡牧師是一位生命師傅，以生命影響生命，十年
後，他已經帶領廿一位肢體奉獻服侍主！他持久的委身、廣闊的視野、對
上帝心意的敏銳和僕人般的順服，實在令人敬佩！

	 當中的分享十分激勵及感動........把我們心中早已經平靜的宣教火焰，
再次燃點起來！

	 另外，他在建道神學院之«香港青年宣教培育研究»裡面分享的一篇
文章，引述百德浸信會對年輕信徒的差傳培育理念:教會要幫助年青人投入
宣教，首先，教會要確立宣教「不是」一個部門或者其中一項事工，而「
是」一種生活形態，是基督徒應有的表現。個人認為他的引述很值得我們
思考！

 我在十多年前開始參與潮汕訪宣事奉，在當
中有好幾年的服侍。最初由什麼是訪宣也不
知道，後來慢慢明白及體驗，看到弟兄姊妹
們那種無私的委身奉獻，實在令人感動....…
自己在當中除了行動上參與事奉之外，其實
那段時間也是我在信仰上札根的日子。後來
我亦參與連山訪宣好幾年，因着近年國內的

政策改變及疫情影響，訪宣也被迫停止下來.....原來事奉神並不是你想就可
以做......要看神的心意！

	 感謝蔡牧師的真情分享，他開闊我的視野，更讓我們一班「使命團
契」的弟兄姊妹同蒙造就及激勵！

羅玉賢執事
(使命團契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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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來，站在當中，
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說了這話，祂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門徒一看見主就喜樂了。
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
（約20：19下-21）

1. 「願你們平安！」
使徒約翰記載上述耶穌向門徒顯現的經文，清楚指出耶穌讓門徒看
祂的手和肋旁的傷痕，而門徒一看見主就喜樂了。這見證耶穌復活
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並且耶穌因從死裏復活證明衪真是神的兒子。

為什麼耶穌兩次對門徒說「願你們平安」呢？因為這是猶太人最普
遍的問候語，亦是門徒最需要的。當耶穌被捉拿時，門徒四散，彼
得三次不認主，所以他們內心充滿自責和罪咎。加上耶穌被釘和埋
葬，門徒都失去信心，心靈憂傷、怨憤和不平安。上文提到在那個
禮拜日晚上，門徒聚集在一起，將門都鎖上了，因為門徒偷屍之說
使他們都非常害怕受到牽連而被猶太人逼迫。復活後的主已不再受
時空限制，站在門徒當中，使他們的心靈得著平安、喜樂和釋放。
主的顯現彰顯衪無比的恩典和大愛，鼓舞了門徒的信心，更差遣他
們作最重要的任務：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今日，世界在新冠肺炎肆虐下，已有六百多萬人喪生，而烏克蘭的
戰火亦導致二百八十多萬難民逃離家園，加上日本福島對開海域七
點四級地震，世人活在苦難、恐懼、病患和不平安中，極需要基督
徒同心合意向上帝禱告，為他們求平安，並且積極傳揚平安的福
音。弟兄姊妹！救主耶穌為我們捨棄一切，成就了救恩！盼望我們
心連心、手牽手，奉主的名為世界求平安，並靠著聖靈，為主作美
好的見證！	

2022.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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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為世人求平安！傳平安的福音！」
• 世人面對新冠疫情、烏克蘭的戰火和難民與及日本福島對開
海域七點四級地震，求主感動牧者、信徒彼此守望，為世人
求平安，並積極傳揚平安的福音。

A. 國內事工
• 求主記念潮南仙港、神山、仙城，與及清遠連山吉田、永和的
需要。

• 求主興起更多信徒，接受裝備，承擔福音使命。
B. 泰國清邁恩福之家

• 求主記念藍福秀姑娘、周文先傳道在清邁「恩福之家」學生中
心的需要和事工發展。

• 疫情下，學生中心有學生確診，求主醫治，並保守看顧中心的
老師及學生平安，賜予健康。

C. 德國工場
• 求主記念宋景昌牧師師母和教會的事奉人員的需要和事工發
展，包括剛開始的男士查經小組、3-5月佈道訓練課程、婦女
查經班、各級課程編排及老師安排。

• 宋牧師及師母2月確診後剛痊癒，牧師再次出現花粉症，身體
不適，求主醫治眷顧保守及加力，處理及跟進繁重的工作。

D. 為緬甸求平安
• 求主記念所有緬甸人的需要，使他們早日蒙恩得救。
• 求主記念恩盈中心的需要，並保守中心各人平安與健康。
• 為恩盈中心建立醫療診所禱告，因疫情及政治動盪，材料物價
高漲，暫未能開展，求主開路。

• 求主記念文燦潤牧師師母在泰國的服侍、需要和事工發展，讓
緬甸百姓得著適切的幫助。

2022.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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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使命團契」4 月 18 日聚會安排 :

原訂	2022	年	4	月	18	日(禮拜一公假)將舉行「苦路行」之活動，因疫情影
響，在限聚令下未能實體舉行，現改為「zoom	上苦路行」，安排如下:

日期	: 2022	年	4	月	18	日(禮拜一)	
時間	:	 早上	10:30	至中午	12:00	
形式	:	 Zoom	上進行
講員	:		 許建昌傳道
內容	:	 透過認識苦路14站，思念主為我們所承擔的痛苦，默想基督

的愛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黃玉音執事或許建昌傳道。

請於當日早上按時進入所提供的	Zoom	Link	。

2) 有關「Kairos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原訂	2022	年	5	月至	7	月舉行之「Kairos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因疫
情影響，現延期至2022年8月至9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	: 2022	年	8	月	4、11、18、25	日、9	月	1、8、15、22、24	日	
逢禮拜四晚上	7:30	–	10:00	(共	9	堂)
最後一堂	9	月	24	日(禮拜六)	早上	9:30	-	中午	1:00

地點	:	 教會副堂(實體舉行)
費用	:	 每位$1,000	(包括書本、證書等)
名額	:		 25	人（包括本會及其他教會）
對象	: 差委會委員、訪宣隊員、關心宣教的弟兄姊妹、團契團友及

詩班成員等。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黃玉音執事或周日華傳道。

     

宣教活動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