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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專文

近二十年來，從智慧手機的研發與運用，

網路的普及與高速提昇，到如今的人手

一機，連阿公阿媽都興高采烈的學習如何上網

看影片追劇；而朋友們無論在天涯海角都能立

即通話暢談。加上年輕人喜愛用的Uber、Uber 
Eat、街口支付、LINE Pay、網路購物等等，

我們的生活方式正進入前所未有的新型態中。

不僅如此，近幾年來的大數據，AI人工智慧、

網絡資料與資訊的串連傳輸、虛擬平台、虛擬

貨幣…等，更挑戰了人生的價值與意義性。

如何在此飛速前進的變遷中保持前瞻性與永續

性，實為致勝關鍵。故此，懂得運用並駕馭這

一波革新浪潮的人，才能夠發展出與時俱進的

因應策略並開創新格局、新面貌。

而在這樣的新興趨勢上，我們發現其最

重要的元素乃是：平台（Platform）、夥伴

（Partner）、專業（Profession）。筆著將此三

元素稱之為--未來趨勢的3P，而透過這3P應
用在未來宣教上，必然格外的關鍵與明顯，故

此，亦將其稱為「未來宣教趨勢的3P」。

一、平台Platform(s)

「(多元)平台」意指(多元的)機構或單

位，它們創造了一個主要的價值，即是讓兩

個或多個非常不同型態或性質之主體得以互

相連結、對接，以促成其(與顧客)直接的溝通

與對話（Laure Claire Reillier & Benoit Reillier, 
2017）。簡言之，平台的主要概念是透過提供

連結、架接、匯通使雙方產生相互的活動。目

前，從許多人習慣購物的實體店面，到網路電

商、影音平台、或新興創業平台；我們看見快

速有效的網狀及橫向的連結正在興起，創造了

互惠、互助與互利的經濟模式。

舉例來說：根據二零一八年的「YouTube
使用行為調查」報告，國內使用者每天平均花

費2.5小時觀看YouTube，且其中有81% 受訪

者認同影片內容會影響購物決定。再者，從去

年台灣九合一選舉中，許多候選人選擇與「形

象達人」合作；又或者許多大牌歌手與「網

紅」同台，都顯示不管是候選人或是大牌明星

歌手，還是網紅本身都達到創造高人氣的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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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與提升知名度的雙贏模式。可見在自媒體

時代，個人平台的魅力與影響力。

而對宣教來說，每一個能夠在宣教禾場建立

起來的福音預工平台，都是非常珍貴而有價值

的，並且隨著時間的延續將對當地的影響力與

日俱增。特別在創啟地區或是福音無法或不易

進入的區域，這類的連結與串接提供了合法、

安全、互助、信賴的管道，甚至成為造福當地

居民及社區的橋樑。故此，我們勢必需要更多

借助並發展營商宣教、專業宣教、帶職宣教，

或者是這類可以建立平台的機制。

至於目前宣教中所興起的慈惠事工，例如: 

社區慈善、社區轉化、濟貧事工、參訪事工、

甚至外資的引進以及企業的合作並會談等，因

著各方資源的統合與注入，對宣教當地更有直

接而易見的實質幫助。這也使得在地宣教士的

身分以及人際關係，特別是與當地重要人士及

關鍵人物的連結更加的順暢，並對未來福音的

撒種及引介、宣教士的長久居留及被接納，有

著決定性的影響。例如: 磐石領袖協會在印度

及尼泊爾的社區以及婦女的工作就帶出了實質

的改變與轉化，深獲當地人的好評與讚賞。

因此我們看見，搭建一個有果效、有目標、

有互動，並有益於當地人需要的平台，以至於

和當地人有美好的關係，這樣的前置作業對於

宣教地區未來的福音策略是非常重要的。這也

將是未來許多教會、機構、團體，將致力經營

及投注心力的。

二、夥伴Partner(s)

在商業上，我們總認為須要戰勝我們的競爭

對手，但在Team of Rival一書裡其中卻翻轉這樣

的觀念：林肯不與任何人為敵，因而能創造連

政敵都同心效力的團隊￮「多一個敵人不如多一

個朋友」，一個公司、一個企業，無論有多麼

的龐大、根基有何等的穩固，仍然無法單打獨

鬥，需要各式的團隊來配合與支援。因此擴大

自己的盟友圈，替自己增加勝出的機會是必需

的考慮。

其實，在教會的事物上也是如此。所以，在

這些年間所講的合一運動，亦可以說是夥伴關

係的建立與延伸，而教會近幾年的「回家」運

動，更可以說是將夥伴關係晉升到「家人」的

關係。如何與同質性高的、有著同樣目標，或

者能彼此藉力使力的夥伴一起往前走是很重要

的￮ 無論是在宣教上、商業上，重要的必勝關

鍵是在乎我們有多少的夥伴。

舉例來說: 基督徒均有完成大使命的呼召，

並且為了實現人人都是宣教士，人人都能參與

宣教的目標，CCMN台灣細胞小組教會宣教網

絡平台跨教會、跨宗派、提供不同教會弟兄姐

妹海外短宣平台，近三年來已有超過五十幾間

教會，每年組成十幾支隊伍到世界各地宣教。

這樣的夥伴關係，不僅能讓教會弟兄姐妹學習

跨出舒適圈、開始看見別人的需要，並且彼此

服事，也能加速台灣參與跨文化宣教上的機會￮ 

而台北靈糧堂不僅有各單位、牧區的短宣隊，

亦有跨牧區的Super Team短宣隊，這樣的連結

與夥伴關係的建立，使得宣教的成果更加的豐

碩。

另外，以策略面來說，例如有許多的機構

在同一個宣教禾場都有同工，若在環境的許可

下，能夠建立穩固的代禱與連結，將會比各個

宣教士都只是獨立作業，在資源、人力上更精

簡而有果效。事實上，前面所提及的平台，若

再加上穩固的夥伴關係，就是一個無往不利的

典範。

筆者在以色列的年間，極深的祈願，正是盼

望看到各個不同的國家、種族、特別是全球不

同地區的華人能夠彼此攜手，配搭各樣的資源

與人力、整合各種的事工形態，甚至彙集各地

華人的奉獻 做最有效而精準的使用與服事，真

正成為聖地與當地百姓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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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profession(s)

如前所述，世界上很多國家是沒有辦法以宣

教的方式進入的，所以，我們必須以專業和營

商前行。不只是表面做，而是真正的要在經濟

上能夠自我維持、生活上自我獨立。近年，所

謂的「專業宣教士」是指用個人的專業在宣教

地的公司、單位任職，或是由母國的總公司差

往國外的分公司，並且他的專業能力足以獲得

當地的簽證，進而能在當地居住、生活並與當

地鄰舍、居民維持美好的關係，福音藉此慢慢

的傳開來。帶職宣教亦然，是指一個基督徒帶

著他的職業到宣教工￮，在那裡以職業支持自

己及家人的生活，進而間接或有機會直接傳福

音。

這類的例子從我們所熟知的「醫療」專

業，如: 愛呆西非連加恩醫生、台灣第一位衛

生署駐非洲代表陳志成醫生；嘉基的蘭大衛 

蘭大弼醫生，到「教育」專業，如: 臺灣英語

教育的領航者─彭蒙惠宣教士，早期的賈佳美

牧師 (創立台北基督學院)以及我們所熟知對

台灣醫療與教育均有貢獻的馬階博士…等。而

現今我們可以透過更多其他的創意方式，來打

開分享福音之門￮ 例如藉著街舞專業、足球專

業、領隊導遊的專業…等不同的宣教模式。並

且，因應大國崛起，世界各地開始學習華語的

風潮，因此「華語師資」也是目前可以積極培

育的專業人才。￮

而一帶一路，福音回傳的異象，也促成

商宣的契機與典範洛桑運動（The Lausanne 
Movement）的營商宣教顧問邁茨圖內哈格

（Mats Tunehag），召集 「第一屆全球營商

宣教智庫」，從而成就《洛桑第五十九號專案

報告》，並為「宣教營商」作出概括的定義：

（1）可持續和有盈利的商業行動；

（2）定意對人及國家帶出天國目的及影響；

（3）著重經濟、社會、環境和靈性果效，並

實現整全轉化；

（4）關顧世界上最窮困及最少聽聞福音的群

體。

在這樣的定義下，我們可以藉著營商與宣

教的四個向度來達到商業經營與宣教互惠的平

台與夥伴關係:

（1）營商宣教：藉真正的營商業務去從事宣

教活動（Business as mission）
（2）營商支持宣教：以營商的盈利支持宣教

（Business for mission）
（3）營商中的宣教：在營商環境中聘請非信

徒向他們作見證（Business in mission）
（4）營商為宣教遮蓋：藉營商的名義去從

事宣教活動（Business as platform for 
mission）

展望未來十年，相信我們即將看見一波熱

烈的專業、帶職以及營商宣教的浪潮興起。而

因著銀髮族以及提早退休人士的增加，”金

宣”(宣教的第二春)亦將逐漸成為宣教的人才

之一。求神使用並且藉著這些為福音而去的專

業營商人士，成為收割莊稼的工人。

詩126:5-6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

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

結語:

「未來宣教趨勢的3P」--平台(Platform)、
夥伴（Partner）、專業（Profession） 這三元素

相輔相成￮ 以策略面而言，「平台Platform」

的重要性是「媒合、連結」、「夥伴Partner」
共享的是「資源、資訊」、「專業Profession」
共創的是「價值、服務」。盼望教會、機構以

及神的兒女們，在這飛速變遷的世代中，能夠

看的遠、看的準並掌握先機，懂得運用並駕馭

「未來宣教趨勢的3P」，在神國度未來的藍圖

上 ， 成 為

不 可 或 缺

的 宣 教 人

才 ， 並 且

開 創 新 格

局 ， 新 風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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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知道神是神
◆ 廖芳芳  傳道

我13歲那一年跟媽媽一起受洗，就此展開

我基督徒的事奉人生。那時參加青年團

契、配搭教會司琴，後來成為團契小家長，學

習關懷弟弟妹妹們。大學全家搬到南部後，在

學校擔任團契主席，在教會擔任青年小組長。

2010年神學院畢業後繼續回到南部服事，不只

在教會、更參與在城市的青年轉化團隊，推動

城市的青年工作。

2016年神的恩典使我進入婚姻，享受神創

造婚姻的美好。更感恩的是，神讓一個新生

命加入，我多了一個身分叫做「母親」，至

此也展開始了我的「安息人生」。

2017年年底為自己2018年禱告命名時，

神透過經文以及天父的信給我印證，說這是

『安息』的一年，是回到家中服事家人的一

年，也是重新調整優先次序的一年。在產假

的那段時間，一方面學習如何照顧新生兒、

神也透過孩子常常對我說話。在與女兒的互

動中，神讓我漸漸明白過去我們常在說『做

兒女』這件事。由於原生家庭中我是老大，

又因弟弟出生後家庭的一些變動，我在無法

選擇中成為弟弟的小媽媽，所以做事情、幫

別人、承擔責任無形中成為我的習慣。

一直到成為母親，現實生活狀況是我的服

事需要轉換，因為我可以給的時間、體力、

心力已不如從前，甚至想到要留職停薪、做

全職媽媽。不要說對教會、牧者有衝擊，最

先衝擊的是我給我自己的壓力：我這樣不是

浪費了神對我的呼召？我對神開拓教會的夢

想不就幻滅？我這樣還能稱為傳道人嗎？我

是不是太自我中心沒有思念神的國？…所有

自己裡面負面的聲音在別人尚未加諸我身上

前，就已經把我淹沒。

很多矛盾、自責、困惑在我的心中，深怕

自己做了錯的選擇、怕人看我的眼光、怕神

對我失望、擔心，我這樣的休息神還會愛我

嗎？就在一次一次的掙扎、哭泣中，神透過家

人給我的支持、祂話語自己的安慰，讓我漸漸

明白為何祂說：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過去不懂得休息的重要，長期在做做做的

狀態下，忘了停下也是表示對神的信任以及倚

靠。習慣在用做什麼換得神的祝福的迷失中，

因此當自己好像沒能貢獻什麼時，深怕神的祝

福離開。感謝神的恩典，在與自己的孩子互動

中，神告訴我：「我不也是這樣無條件愛著

你，如同你愛著你的孩子嗎？」。神的話點醒

我長久以來孤兒、奴僕的服事心態，神的愛也

把我找回來、重新對焦，回到我是神兒女的身

分。當遇見了神，『休息』、『停下』不再是

控告以及自責，而是更多可以安靜、聆聽神

並用新的眼光看我在教會的位份、在家中的角

色。如同樂譜中的休止符，可製造出音樂樂句

中不同的情緒表達，休止符可以讓樂曲更豐

富，休息也讓樂曲可以進到下一個高潮。

我不再為了服事而服事、不再為了責任而

做、不再在緊湊的專案活動中只想趕快結束活

動然後回家。我開始享受敬拜，而不是在那

評估主領哪裡帶不好；我更享受跟弟兄姊妹的

互動，而不是覺得他們有一堆問題待我解決；

從全職的角色退下，更體會弟兄姊妹平常在家

庭、職場有夠多的挑戰跟忙碌需要許多被支持

與鼓勵。許多弟兄姊妹回饋我，覺得我當媽媽

後變溫柔了、變美了。我想不只是因為當了媽

媽，更是因為我重新回頭當神的女兒。

那段時間的休息，讓我重新找回起初獻身

的熱情，身體也得到很好的修養與調整，主日

講台的信息預備也更懂得貼近會眾的需要，還

有許許多多的祝福繼續發生…。

休息，知道神是神！休息，也知道自己不

是神，我有多麼需要神！    

 校友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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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惠媚／靈神20屆畢業生

退修會前，我打定主意“不參加”！但是

似乎聖靈一再的要我參加。感謝主！我來了，

若不是神安排一切就是要我來，我真的會錯過

一些重要的信息。2014年，我“破眶而出”，

我不知道人家怎麼看我，但我自己卻是在努力

地找自己的定位，我自封“職場宣教士”，

我實際的在生活中操練，我在靈神所學的一 

切，在職場用我的生命、生活、工作態度，見

證我所信的這位神！我的工作態度被肯定、

我的薪水三級跳，但我的心中似乎有一個缺憾

是：我一直不確定，神學院畢業的我，是“逃

兵”還是‧‧我就是與眾不同的“職場宣教

士”？

在退修會的當天，神巧妙的安排，在忙碌

的星期天的服事中，還抽空去領了一個獎，

『2018年長春藤英語全國優良教師獎』當天，

總公司的總經理還正式的邀請我成為“常春藤

賴世雄英語”的師資訓練的講師，這是我2018

年底的禱告。我想要分享我多年的教學經驗，

倍增更多會教英文的老師，這是我2019年想帶

出的影響力。

當我聽到喬老師的信息，我心中真是激動

不已，“預先備妥第二波成長動能，無懼危

機、風暴來臨”必須在第一曲線到頂之前，就

開始創造第二曲線”這不正是我現在正經歷的

嗎，在第一線教學的成熟期，我正預備創造的

第二曲線—成為一個師資培訓講師。

不單單職場的經理邀請我正式成為總公司

的講師，在退修會的其中一餐的飯桌上，有好

幾位都不認識，大家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沒

想到我旁邊坐著一對從上海來的夫婦，他們正

有一個英語教學的學校，需要師資的培訓。聊

著聊著，我們都熱起來了，似乎是神奇妙的安

排，我期待看見神在我的身上行新事。雖然，

我會緊張也有小小的膽怯，但我開始預備我的

師資培訓的架構與內容，我等候神帶領我再一

次的破框與提升，帶領我經歷祂奇妙的作為！

祁莉娟／靈神23屆畢業生

從2017年6月開始，神一直在我們所服事的

教會中、在我們生命中、思維中一直在破框，

直到現在。神對中國、對祂的教會，還有我和

我先生的人生有一個美善的心意。神在2018年

9月又量一個學校給我們教會，是可以影響教

育和家庭的山頭；有許多地方需要我們用信心

跨越，也期待能更深摸著神的心意，把握神的

時機。

這三天二夜的退修會最￮我感動的是可以再

次享受美好的師生關係。這是在服事工埸，在

人生其他領域中找不到的關係，也是我在服事

的旅程中讓我心感到甜美且被支持的力量之

一。充滿愛、關懷，可以感受到院長和老師們

如父如母一樣，真想把他們一身的絕活和武功

傳授給我們。

在用餐時，跟學長姊的交流也開￮我們對不

同區域服事工場所遇到不同的難題的認識。很

多很美好的時光，好像回到當時在神學院念書

的時候的單純和豐盛。

魏麗蓉／靈神10屆畢業生

第一次參加校友退修會；畢業至今已有15

個年頭，很多的學弟妹都不認識，但整個退修

會都覺得非常的放鬆，校友們彼此熱情的問候

接待，雖是不熟，但大家都很敞開。靈神校友

果真不同，充滿彼此相愛服事的熱情。

藉著用餐並課程安排，大家就不再那樣的

陌生，原本有一些認識的，也就更了解了；因

著更多關係的建立連結，心裡覺得滿足喜樂。

在敬拜中，彷彿又站立在神學院中，來到

了青草地和溪水旁，心靈再次得著滿足和洗

滌，雖然活動緊密，但卻收獲滿滿，共同學

習，一起成長擴張的感覺真是美好。相信生命

大能的更新已經悄然的臨到，就在這點點滴滴

的領受感動中。   

校友退修會感想
特別報導

2019/1/27~29近百位校友齊聚太平洋會館，暫時卸下事奉工作，安靜退下

在神面前察驗自己，重新聚焦使命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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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靈諮商科

˙報名3/1起線上報名，5/15截止

˙6/1筆試、口試

˙6/30 放榜通知

˙獻身研討會 4/28 14:30 

˙新生訓練 8/19－20

4/27（六）青崇

4/28（日）靈糧山莊／宣教大樓

5/1（三）

提供參加者神學課程的實際體驗，並了

解學院環境。歡迎有志於接受神學裝備

者一同來體驗。

4/28（日）2：30PM

新店北新路三段207號4樓

(台北矽谷院區)

神學主日

獻身研討會

靈神體驗日

開始報名囉

神學本科

˙國內報名 3/1線上報名，5/31截止

˙國內考試6/15，放榜通知6/30前

˙獻身研討會 4/28 14:30

˙神學體驗日 5/1

˙新生訓練 8/1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