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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華人教會神學家
滕近輝牧師之普世差傳宣教觀

蕭錦華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一	 引言

滕近輝牧師（1922-2013）是華人教會中躬行普世宣教大使命的代表

領袖，長期領導華人教會和差會的本地海外差傳事工，推動華人信徒參

與普世差傳宣教事業。前宣道會會長王路易（Louis L. King）稱他為宣教

領袖和國際性傳道者，宣教五大洲。
1 宣教學者盧家馼更認為無人夠資格

評論其差傳工作經驗，如推動本地海外教會差傳，創立發展香港差傳事

工聯會，建立神學院差傳系，又作宣教士傳教西加里曼丹。
2 滕牧師在力

踐普世差傳事工過程中逐步構築扎根聖經的普世差傳宣教神學思想，成

為當代華人教會差會和領袖信徒履行普宣大使命的藍本。學界還沒有專

1 王路易：〈賀辭〉，余達心等編：《事奉的人生：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誌賀滕近輝
院長六十壽辰論文集》（香港：宣道，1982），頁15∼16、18∼19。

2 滕近輝著，張藹宜譯：《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香港：宣道，1982），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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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分析其普宣思想及建構過程，只有一些學者探討其事奉和思想時略及

其差傳事工和觀念。
3 筆者專論其聖靈觀和時代神學觀時亦發現，他以時

代使命要求信徒作時代先知按聖靈帶領參與普世福音運動，認為聖靈啟

示促成教會普宣使命，華人教會佈道應注重普世目標和時代需要，借鑑

聖經異象和差傳歷史宣教海外，
4 但未全面深究其普宣思想及如何形成演

進。所以，本文爬梳滕牧師的專書、論文、講章、牧養感言、回憶錄及

訪問等載述，考察他從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各時期，推動本地海外

華人差傳事工過程中形成發展的普世差傳宣教觀念，以及影響其觀念發

展的基督教歷史和時代背景包括諸信仰運動思潮，揭示當代華人教會普

世宣教神學思想發展之成就。

3 黃碩然：〈生命的事奉：我的牧者滕近輝牧師〉簡介其早年至 1978年的差傳活動。（余
達心等編：《事奉的人生》，頁 402∼ 403。）鄺炳釗：〈滕近輝牧師事奉觀念的分析〉指他以
聖靈為普世福音事工的策略者和創始成終者，主張華人教會處境化差傳事工，抱國際主義

差傳普天下。（《事奉的人生》，頁 349∼ 350、352。）黃彩蓮：〈滕近輝（1922-2013）〉指其
文字、神學教育、牧會、講道事奉滲透差傳佈道的推動，為北宣差傳的榜樣。（李金強主編：

《香港教會人物傳》﹝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2014﹞，頁 222∼ 226。）何明章：〈滕近輝牧
師與香港宣道會〉指他在香港宣道會推動海外差傳，使之成為繼承西差會的先導團體。（陳

韋安主編：《滕近輝牧師的事奉、思想與人生：華人教牧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建道學刊》

第 45期﹝2016﹞，頁 118∼ 124。）陳惠文：〈光輝耀遐邇—滕近輝牧師在世界各地事奉的

研究〉指他領導當代教會合一合作、佈道植堂宣教及研經培靈等運動，推動普世事奉。（陳

韋安主編：《滕近輝牧師的事奉、思想與人生》，頁 150∼ 166。）梁家麟：〈二十世紀華人
福音信仰者的面譜—滕近輝牧師的思想和事工〉指他抱普世福音使命發展普世華人教會

聯合差傳運動，又推動北宣為宣教教會。（陳韋安主編：《滕近輝牧師的事奉、思想與人

生》，頁 16∼ 22、44∼ 46。）高明發：〈《給我羊》—滕近輝牧師牧養模式初探〉指他

在 1981 至 1986 年間以北宣差傳發展尤其差傳年會和宣教士人數為念。（陳韋安主編：
《滕近輝牧師的事奉、思想與人生》，頁 182∼ 184.）

4 蕭錦華：〈靈上加靈—一代忠僕滕近輝牧師之「靈力長進」聖靈觀〉，陳韋安主編：

《滕近輝牧師的事奉、思想與人生》，頁 234∼ 235、242、247∼ 248；蕭錦華：〈與時並進，
駕御潮流—1970-80年代華人神學家滕近輝牧師之「時代神學」〉，黃文江等主編：《恆
與變之間—1949年以來的中國基督教史論集》（香港：建道神學院，2017），頁 420∼
422、431∼ 43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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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響滕牧師構築普宣思想之教會歷史與時代背景

（一） 十七至十九世紀世界基督教宣教歷史

甲 歐洲敬虔運動與屬靈大學生運動

十七至十八世紀德國路德宗國家教會回應普宣需要興起敬虔運動

（Pietism），先鋒施賓納（Philip Spener）推動小組禱告會和查經班佈道，

他的學生富朗開協建哈勒大學成為運動中心。運動核心人物組織是富氏

弟子秦親道夫（Zinzendorf）及其莫拉維亞佈道會（Moravian Mission）。

秦氏為主獻身宣教海外，資助其會宣教士到歐美非洲作跨文化宣教，成

為衛斯理大復興和威廉克理的英國浸信會差會的先驅。宣教士以忠誠堅

毅帶職宣教，見證基督大愛。
5 滕牧師視此運動及其後約翰•衛斯理的牛

津大學學生事工為屬靈大學生運動，是神作工途徑，認定衛斯理藉禱告

和聖靈充滿獲能力復興。
6

乙 偉大世紀世界宣教擴展運動

繼十八世紀宗教大醒覺運動，十九世紀基督教興起世界性宣教擴

張運動，故史稱之為偉大世紀。運動具合一非宗派特性，形成諸教會福

音機構，注重決志信主敬虔生活見證主愛救贖及社會關懷。北大西洋區

宣教進入更多未得國族。運動先鋒是近代宣教士運動之父威廉．克理

（William Carey），其《宣教義務暨實務諮議》是近代宣運憲章，主張

廣泛證道派當地語言聖經，建立教會及事工培訓，倡行差會模式，產生

歐洲許多超宗派差會。如戴德生中國內地會推行超宗派宣教，招攬宣教

5 John Mark Terry, ed., Missi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oundations, History, and 
Strategies of World Missions,  2d ed. (Nashville, Tennessee: B&H Academic, 2015), 170-71; Ralph 
D. Winter, Steven C. Hawthorne,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Reader, 3d
ed. (Pasadena, Calif.: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9), 274-76.

6 滕近輝：《都是恩典—滕近輝回憶錄》（香港：宣道，2009），頁 145；滕近輝：
《路標》（香港：宣道，1971），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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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138

士如劍橋七傑大學生促成信心宣教運動。
7 滕牧師認定世宣運動是禱告與

聖靈能力支持的祈禱運動，源自愛德華．約拿單（Jonathan Edwards）新

五旬節祈禱運動。
8

（二）	十九世紀中至二十一世紀初的時代運動思潮背景

甲 歐美基督教會合一運動

十九世紀中起基督教福音派發動教會合一運動。1846年世界福音

聯合會展開各宗派聯合運動。1969年舉行全世界代表大會，會員包括

八十國二百宗派團體。六十年代起英美教會合一運動迅速發展，主要是

宗派內各派別聯合。運動有三個重要世界性聯合會：英國教會聯合會、

世界福音派教會團契及萬國基督教聯合會，深遠影響滕牧師的教會合一

觀念。
9

乙 基督教與天主教聯合思潮

合一運動產生基督教天主教聯合思潮。1910年愛丁堡國際宣教會議

函請天主教教皇代表參加。1961年新德里大會邀請天主教代表列席。該

教大公會議改進派主張鋪平與基督教復合道路，教皇若望二十四世亦稱

基督徒為分離的弟兄。滕牧師認為其教崇拜儀式已有許多改變，但沒有

改革教義。
10

丙 普世教會增長運動

六十年代中起美國富勒神學院教會增長研究院分析教會發展基本原

則途徑，推廣相關傳教方案到世界各宣教區展開實用主義的普世教會增

長運動（Church Growth Movement）。它歸納五旬節派等教會增長原因，

7 Terry, ed., Missiology, 173-76, 187.
8 滕近輝：《路標》，頁 256。
9 滕近輝：《路標》，頁 177∼ 180。
10 滕近輝：《路標》，頁 182∼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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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注重：祈禱、見證主、建立新教會、聖靈能力工作、在易接受福音地

區工作、以家庭聚會建立教會基礎。南美深度佈道（Evangelism-in-depth）

的發展原則還有：傳教以教會發展與多人得救為目標，獻身盡責；帶領

慕道者決志；發動全教會作工；小組互助佈道；周詳計劃事工；擬定事

工全年目標貫徹執行；效法天主教傳教為主社會福利為副佈道策略，以

學校教育為教會直接事工；建分堂和佈道所發展成教會；神學院課程包

括教會發展。
11

丁 世界差傳運動

六十年代起世界性宗教復興、屬靈爭戰、協作網絡與國際夥伴計劃

及處境化等新宣教景象出現，促使世界基督教差傳運動在全球尤其南部

興起。差會由傳統差會變為福音性新興差會，領導權從外國差會轉移本

地獨立差會，產生更多拉美非洲第三世界信徒。
12

戊 普世基督教合一運動及針對它的《惠敦宣言》福音派普世福

音使命立場

1948年普世基督教協進會（WCC）成立推廣普世基督教合一運動，

違離福音派純正神學，政策過分包容，接納東正教等，普世教會統一，

基督教天主教聯合，取消基督教宗派。其普救主義（Universalism）把

宣教由個人重生轉向普世社經改進，屬正統基督教領導宣教的各宗派

國外佈道差會聯合會，和福音派國外佈道差會聯合會的眾差會及其他

11 Ken Silv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Birthed Church Growth Movement," Apprising 
Ministries  (AM Missives), 10 July, 2010, <http://apprising.org/2010/07/10/fuller-theological-
seminary-birthed-church-growth-movement/> (accessed 8 May 2019)；滕近輝：《路標》，頁
288∼292。

12 Michael Pocock, Gailyn Van Rheenen, Douglas McConnell, The Changing Face of World 
Missions: Engaging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Trends(Grand Rapids, Mich.: Baker Academic, 
2005), 1-348；徐以驊：〈美國新教海外傳教運動史述評〉，收徐以驊主編：《宗教與美國社會：
美國宗教的「路線圖」》（北京市：時事，2004），頁 320∼ 350；（美）達訥羅伯特（Dana 
L. Robert）著，徐以驊譯：〈向南移動：1945年以來的全球基督教〉，收《基督教學術》
第 7輯（上海：上海古籍，2009），頁 210∼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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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學刊140

宗派差會，便脫離協進會。反對合一運動的上述兩會屬下百個差會及

其他差會、國外佈道團體、神學院及大學宣教士代表參與兩會在 1966

年於美國惠敦大學舉辦教會普世使命會議，重新確定福音派宣教原則態

度，向世界宣告教會普宣事工的理論策略、實踐及教會使命，公布《惠

敦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共約完成本世代普宣世界使命。13 

滕牧師也參與會議講道，
14 中譯了宣言。福音派在宣言表明教會普世福

音使命的兩大立場：

A. 信徒的現今需要：需要獻身信念，表明福音派一致立場，重申聖

經啟示傳福音使命—盡心盡力盡財傳教給人口急增國族部落。面對世俗

權勢擾亂心靈，信徒須順服主，讓聖靈完成神旨意，相信福音推展，為教

會普遍性歡欣，認識神在各國有見證人而得勝。為未能在對福音有良好反

應的傳道區多設教會，在佈道區新教會倚靠聖靈作為，進行差會合作而

認罪。又以福音使命為最重要，防範印回佛教等異教熱傳，反對教內異

端理論。如新普救主義（Neo-universalism）以宗派合一運動取代福音工

作，漠視教會差會間、基督教天主教間的區別，錯建全球性教會組織。
15

B. 本時代教會的世界使命：佈道上抵擋諸教聯合、新普救、國家主

義、異教及天主教新運動，藉着建立地方教會，差會協助教會增長，福

音派合一，聖靈聖經為本社會科學為輔佈道方法，擁護社會公義，宣教

世界，戰勝撒但。具體如次：

1. 針對諸教混合主義，把以基督的獨一、絕對性及救贖工作為中心

的福音傳給不同文化宗教的民族。

2. 反對普救主義誤指基督受死使全人類包括不信者的罪得赦免，傳

揚相信主才能赦罪的唯一福音。

13 史祈生譯：〈會議緣起〉、林塞（Harold Lindsell）著，史祈生譯：〈會議綜觀〉、滕
近輝譯：〈惠敦宣言〉，皆收入林塞、滕近輝（中文版編者）編：《教會普世使命會議報

告書》（The Church's Worldwide Mission）（香港：宣道，1968），頁1∼6，157∼158。
14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 xii。
15 滕近輝譯：〈惠敦宣言〉，頁 159∼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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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宗教團體或外國的國家主義反對信徒宣教，堅持引領未信歸

主，不管其已屬任何教會或宗教，避免不適當不道德方法誘人改

變信仰。

4. 針對天主教以接受教皇權柄為條件跟基督教聯合，可乘機向天主

教徒作見證，堅持宗革領袖所示聖經原則—惟靠對基督的信心

得救。

5. 針對教會少領受聖靈權能戰略，未能在對福音有良好反應地區盡

力工作，積極建立新教會作為神傳教世界的主要工具，信靠聖靈

管領自治自養自傳地方教會，祈求復興，再思差會在教會擴展中

的角色方法。

6. 面對差會教會並立，遵守大使命差宣教士傳教世界。差會和教會

澄清宣教士與本地教會領袖工作範圍，以合作精神締造兩者正確

關係，達成普宣使命。差會具傳教而增加強固教會的意義。

7. 基督教會合一對普世性使命富有意義，但組織合一無助佈道。各

宗派信徒間有合乎經訓的合一關係，都是基督肢體，應建立教會

間差會間的全國、地區、國際性福音派聯合會。

8. 理智新時代下教會差會宜應用心理學、商業管理等理論，不專倚

理論技術，而靠聖靈引導工作，把宣傳原理及對佈道區社會文化

的認識應用於宣教，認定以聖靈充滿者宣講福音是傳教主要方

法。改進引人獻身宣教的技術，提高宣教士教育水平，明白聖經

知識和屬靈準備是最必需，還研習運用羣眾傳播、社會學等知識。

9. 針對事工未能承擔社會責任，重申普宣首要性同時也表明神關心

社會公義與人類福利，擁護種族平等及一切形式社會正義。

10.針對源自撒但的國家主義和本地宗教興起，在聖靈裏以祈禱和傳

福音作武器跟撒但爭戰。認定效忠基督，超越種族文化國家社會

界線，使教會與差會放棄對立，代禱支持各地見證主的人。
16

16 滕近輝譯：〈惠敦宣言〉，頁16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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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華人教會屬靈復興運動

二十世紀初至二十一世紀初華人教會經歷多次屬靈復興運動。如

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國大學生佈道奮興運動：丁立美牧師在中國數十大學設

佈道團向大學生佈道，發起連環代禱運動，成為信徒禱告榜樣。抗戰及勝

利後大學生佈道復興運動：趙君影牧師等在百所大專院校設團契栽培學生

信徒，祈禱聖靈工作，造就許多屬靈青年和亞洲教會領袖，復興教會。

二十世紀初至二十一世紀初奮興佈道運動：宋尚節等牧師在中國南洋主領

奮興佈道會呼召萬計華人信主事奉，聖靈大能帶來復興。近現代靈命進

深運動：名牧如賈玉銘融合神學教育與培靈造就優秀傳道。倪柝聲建立

家庭組織教會聚會所倡行新屬靈觀念路線，傳教中國南洋及歐美。王明

道的剛強屬靈見證給中國教會走出一條靈命進深路線。國內教會興起：

建國至今在政權壓迫下信徒熱禱傳教，信徒增至一億，彰顯聖靈大能。
17

庚 華人教會差傳運動

二十年代末起華人教會興起五波差傳運動。1928至 1941年中華國

外佈道團：由美國宣道會宣教士翟輔民等創立，在東南亞佈道建立華人

教會。三十年代丁立美牧師：率先赴雲南苗族佈道。1938至 1949年回到

耶路撒冷佈道團：從西北邊疆經印度再到耶路撒冷傳教。1945年至今靈

糧世界佈道會：由趙世光牧師發動傳教港台、印日及北美。1960年至今

海外差傳運動：華人差會和國際差會華人宣教士約七八百人到亞非歐美

澳洲宣教，加強華人教會佈道負擔和屬靈追求。
18 滕牧師積極參與諸差

會海外宣教，如任香港差傳事工聯會主席，聯合香港教會差會及差傳機

構推廣差傳異象使命，裝備堂會差會及宣教士推行普宣。又任大使命中

心董事會主席，推動東歐中亞等地宣教及華人差傳教育研究。
19

17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30∼134、140。
18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 135∼ 138。
19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網頁〈使命〉、〈歷史〉，<https://hkacm.net/about-2/>（2019年 5月

8日下載）；大使命中心製作：《大使命中心歷史簡介》（紀錄片），2017年 6月 27日發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Y4URX1iayo>（2019年 5月 8日下載）；滕近輝：《都
是恩典》，頁 150∼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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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華人神學教育運動

七十年代起世界各地興起華人神學教育浪潮，碩士級神學院陸續設

立，至二十一世紀初多達三十間，遍布港台、新馬、印尼及美加，造就

大量牧者及福音機構人才，擴展福音事工。滕牧師視此運動為華人教會

進展的屬靈運動，
20 亦參與推動，如建立中國神學研究院，提升建道神

學院師資，開拓北美華人雙文化牧養課程。
21

壬 華人教會合一協作運動

運動主要包括五十年代以來香港宣道會區聯會成立和華福運動。滕

牧師擔任該會主席領導推動堂會間合作長達三十年。華福運動是大陸以

外華人教會興起的合一普世福音運動，以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

直到主臨為異象，設立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推動華人教會合一協

作傳教，履行主的普宣大使命。其運動源自 1974年洛桑世界福音會議等

會議，滕牧師亦參與諸會議，長任華福董事會主席帶領參與運動發展。
22

癸 華人教會佈道植堂宣教運動

運動從1960年代展開而以宣道會為中心。滕牧師以宣道會北角堂

主任身分計劃帶領堂會展開植堂運動，拓植十二所分堂，使北宣成為

植堂最多堂會。1987年滕牧師和朱文正牧師主持美國華人宣道會聯會

後推行七年倍增植堂計劃，使堂會大增。滕牧師伉儷在印尼加里曼丹

佈道培訓，協助宣道會拓植當地華人和達雅人教會。他也推動六十年

代興起諸跨國宣教運動，如提倡順服主命為普宣禱告合力事奉的洛桑

20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38。
21 陳惠文：〈光輝耀遐邇〉，頁 146∼ 150。
22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46∼149；世界華福中心網頁〈世界華人福音運動簡介〉、

〈華福運動歷史淵源〉，<http://www.cccowe.org/content.php?id=about_cccowe_movement_
brief>, <http://www.cccowe.org/content.php?id=about_history_chart>（2019年 5月 8日下載）；
陳惠文：〈光輝耀遐邇〉，頁 150∼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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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他在運動中的積極角色提升華人教會在普世教會的地位和參與

國際事工的信心。
23

子	 華人教會研經培靈運動

運動指五十年代展開的港九培靈研經會、紐約靈命進深會、新

加等地教牧釋經講道研習會及牧職神學院推行的研經培靈運動。滕牧

師長期主持參與諸會運動，協助教會牧者領袖及信徒追求靈命與事奉

長進。
24

三		滕牧師在各時代形成發展之普世差傳宣教思想

（一）	六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初：

聖靈能力為本教會合一宗派合作普宣觀念

1961年滕牧師已赴菲越印尼及高棉等地教會宣教。1963年主領新加

坡教會聯合培靈會，在凱錫克培靈會講道。1964年在北美宣道會年會、

美國乃役神學院暨宣道會神學院、馬尼拉教會聯合佈道會及法英華人教

會講道。1965年赴印度日本宣教，次年到惠敦大學教會普世使命會議講

道。
25 其海外宣教經驗和前述《惠敦宣言》立場，以及敬虔、屬靈學生、

世宣擴展、歐美教會合一、教會增長差傳等世界運動和華人教會屬靈復

興、合一協作、培靈差傳等運動，都啟發他從此時起產生普世差傳宣教

思想。其惠大會議講道從〈使徒行傳〉等經卷和教會歷史提出聖靈工作

是傳福音到諸方言國族，促成教會普宣。聖靈供應佈道所需各種能力在

普宣上有七方面表現：

23 Lausanne Movement Webpage "The Lausanne Covenant," <https://www.lausanne.org/zh-
hant/covenant-zh-tw/lausanne-covenant>(accessed 8 May 2019)；陳惠文：〈光輝耀遐邇〉，
頁155∼161。

24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 164∼ 168；陳惠文：〈光輝耀遐邇〉，頁 161∼ 165。

25 滕近輝：《都是恩典》事奉紀要，頁 xi∼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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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靈澆灌是神按其主權賜予信徒作見證能力佈道，表明新運動

展開。

2. 聖靈充滿信徒能令眾人信主，具屬靈素質，建立教會，使佈道

發展。

3. 聖靈充滿教會能把福音廣傳本土外地，教會擴展，像衛斯理教

會大復興。

4. 聖靈能力勝過黑暗權勢的道德敗壞，其福音改變社會人心。

5. 祈禱與聖靈工作合一互為因果。

6. 聖靈能力使信徒勝過逼迫。

7. 行證道神蹟，信靠主。26

聖靈選召最優秀工人如保羅傳教，國內教會應鼓勵最佳傳道作國外

宣教士，順服聖靈引導專心宣教。被主重用的宣教士也在國內被重用。

如敬虔運動促成佈道大躍進，聖靈感動信徒奉獻自己和金錢於國外佈道。

使徒行傳揭示聖靈引導信徒佈道三個原則：1.佈道於戰略性城市即當今

都市。2.引領戰略性階級即國家領袖和知識分子信主發揮影響，故視大

學生事工具重大價值。3.像保羅在各地建立教會後轉攻新區。聖靈路線

是使差會工場新立教會自治自傳自養，宣教士訓練本地傳道人領袖負起

教會責任又向外傳教。聖靈顯明愛心服務在佈道上的價值，學校、醫院、

福利等是佈道工具。在羣眾行動時代大規模佈道（Mass Evangelism）尤

其聖靈經訓為本聯合佈道會是急需工作。聖靈充滿教會表現信徒合一精

神，推動合乎聖經的合一運動如設委辦會尋求合一佈道方法。聖靈是力

量來源，應在個人生活和差會教會中尋求聖靈充滿，佈道復興，避免以

技術代替聖靈。
27

1968年滕牧師主領新加坡亞洲佈道會議查經，又赴澳洲諸教會團契

和寮國、巴基斯坦等地教會講道。1969年主領印度台泰的培靈會和福音

26 滕近輝：〈佈道—與教會的能力〉（會議講詞），《教會普世使命會議報告

書》，頁36∼41。
27 滕近輝：〈佈道—與教會的能力〉，頁 4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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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1970年主領雪梨浸信會及神學院聚會，在新西蘭、祕魯、新畿內

亞教會和凱鍚克培靈會講道。
28 其海外宣教經驗逐漸豐富，普宣意識日

強。針對基督教天主教聯合和普世基督教合一風潮，順應歐美教會和華

人教會的合一差傳與屬靈復興等運動及《惠敦宣言》立場，他在 1971年

著《路標》中進一步構築教會合一協作普宣使命的基本觀念。他主張基

督教會合一，是主的明訓，顯出神的形像榮耀及愛，產生見證能力。信

徒合一是信仰、工作、愛心上聯合，表現基督之愛，為教會合一見證放

棄歧見，不許社會種族文化區別或信仰次要區別造成分裂，但不放棄贖

罪等基本信仰。他反對教會聯合成不計較信仰內容的大混合組織，如普

世基督教協進會禮拜讓佛回猶太三教及守望台領袖參加，又發展權力高

層組織。他反對眾教會統一組織形式讓領導權落入少數上層手中。如前

美南浸信會主席迪赫博士指，協進會倡教會組織統一使宗派特色和地方

教會自理性消滅於一個集權大組織，組織複雜失效。宗派不跟合一真理

衝突，只保持自身特點，宗派運動促進福音普宣。他反對基督教與天主

教聯合，引聖公會神學家丘奇曼（Churchmen）指天主教持容納主義以妥

協併吞他教，令基督教消失，失去屬靈原則。基督徒應對天主教徒採取

友愛態度，乘聯合思潮向之傳教。
29 他指當代華人教會傳教指標，除指

向能力之源—聖靈作為，還指向普世性目標。

他借鑑華人教會差傳運動主張中國教會承擔海外佈道。他視使徒行

傳記教會從小亞細亞擴展歐洲事工為普宣第一站，主張華人教會按神計

劃向外宣教，從神獲得十一種想不到的果效或挑戰：

1. 引導：神準備安排信徒普宣工作，改動完成其路線計劃達成目

的。

2. 信主：神預備人心尤其姊妹，聽道信主又傳給家人等眾人產生影

響。

28 滕近輝：《都是恩典》事奉紀要，頁xii。
29 滕近輝：《路標》，頁 180∼ 182、185∼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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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應：信徒憑信心仰望神供應一切。

4. 逼迫：撒但用宗教或其他因素方式攻擊佈道信徒。

5. 喜樂：在逼迫中產生喜樂，禱告讚美顯出恩典。

6. 能力：從內心到外在環境發生神蹟，乃神工作次序和佈道路線。

7. 勝利：神協助信徒領人歸主。

8. 改變：福音改變殘忍者為愛心助人者，恩典化信徒仇敵為友接受

福音。

9. 影響：神作為和信徒傳道感動人一家信主得救。

10.平安：撒但破壞佈道，但神改變風雨作成聖工。

11.結果：得嘗福音大能堅固信心，建立最佳教會。

信徒應尋求順服神引導普宣地極。
30 他在普世指標上進而提出

教會發展指標，指出教會正確路線—從區域性而普世性（Local yet 

Worldwide）。教會是普世性的，擔起本區福音事工外還培養信徒普世觀，

參與兩大事工：普宣事工即海外傳道；跟其他信仰相同宗派協作佈道，

靈性上交通尋求主裏合一，是合乎經訓的平衡正確路線。
31

（二）	七十年代前半期：禱告異象、使徒教會、

靈風先知引導教會宗派合作增長擴展國度觀念

1972年滕牧師在北美華人福音會議講道，主領三藩市華人教會聯合

培靈會和東京中日福音交流大會。1973年主領芝加哥爾班拿（Urbana）

學生宣教大會。
32 面對普宣事業不振，順應屬靈學生、教會增長差傳運

動、亞洲教會差傳覺醒、華人教會復興合一、培靈差傳運動及《惠敦宣言》

立場，他在大會中從新約異象提出基督、聖靈、教會在普宣大使命事業

中的重要角色。福音書揭示基督是宣教士典範，普宣榜樣，宣教旨在尋

30 滕近輝：《路標》，頁231∼244。
31 滕近輝：《路標》，頁 282、286∼ 287。
32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 xii∼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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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拯救罪中失喪者，成全律法，過結果子生活，彰顯基督。信徒效法主

宣教策略：放棄權利尊榮，認同被服事者，順服神，活出主教訓。又效

其宣教態度精神，與主同負一軛，捨己謙卑事人，以與主同工為權利，

成全神旨意。又把宣教工場和福音面向普世萬族，認識神國的世界性。

信徒像保羅被主差派宣教萬國，作主再來的先驅。差傳是實踐大使命事

工，使命是信徒必須遵從主的命令，普宣萬民。

現在亞洲漸多教會醒覺差傳責任，跟西方信徒協作完成大使命。使

命先後有三個任務：向世界宣講福音；使人悔改歸神；提供門徒訓練。

其步驟兼顧教會海外工場。信徒履行普宣使命有兩大確據：主應許遵行

使命得享主的同在，其天下權柄確保使命勝利。
33 他從使徒行傳指普宣

是以聖靈為始終，信徒得着聖靈才能完成大使命。蓋宣教乃屬靈爭戰，

聖靈賜人屬靈能力對付惡靈保證差傳成功。聖靈是差傳推動者，賜與信

徒能力面對逼迫作見證。它又是差傳的能源能力，給事工開啟新時期和

運動，賜予結果、擴展、敗魔能力。禱告跟聖靈工作互動。它又是差傳

策士，給事工確立七大原則，包括前述引導信徒佈道原則，還建立具差

傳意識本色化教會，進行羣眾佈道運動，接納福音派各宗派而聯合行動。

它又是差傳供應者，即前述呼召恩賜工人作指定事工。差傳由聖靈能力

展開，非單靠人力，不應以技巧代替聖靈，要追求聖靈充滿個人差會生

命復興差傳。
34

他從以弗所書教會比喻指教會在本質和宣教使命上是：

1. 基督身體：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以普宣完成主身體在世界增

長。差傳使命和教會增長的兩個原則是信徒同心與總動員作工。

2. 新人：按神形象新造聖潔之人，不分國籍。教會差傳旨在增加主

裏新人，關顧會友靈命促進增長。

33 他在爾班拿大會演講被中譯成《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頁6∼30。
34 滕近輝：《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頁 3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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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家：由世界萬族信徒組成互愛的神家庭團契，差傳是擴展基督

國際之家。

4. 神國度：國民順服君王勝過罪惡，有公義喜樂生命，跟人傳教，

使國度擴展世界。

5. 屬靈而活的聖殿：建基於先知、基督及使徒啟示神話語，聖靈運

行，故差傳是建立紮根神話語而活用屬靈原則的教會。

6. 基督新婦：心靈上愛主領受福音經歷神來向人傳教，不單憑學

識。

7. 燈臺：作世上的光普宣世界，用宣講和生命見證宣教。

8. 基督軍隊：守護信仰生命的純正，以宣教爭戰敗魔使人歸主。

主給亞西亞教會的信要求宣教士保守信仰傳統—信仰的純正、起

初的愛、勇毅、行善、靈命、純潔及把握機會宣教。
35 教會迫切需要履

行普宣大使命，因為：

1. 針對當時相對論產生新的上帝觀、道德觀、佈道觀、世俗主義，

基督福音是唯一救法，應迫切宣教完成使命。

2. 信徒是神使者，當竭力差傳領人歸神。

3. 信徒確信審判而世人都需要救恩。

4. 信徒渴慕榮耀神，而只有敬拜者尊衪為聖。

5. 基督的愛激勵信徒作和好使者普宣世界。

6. 主說福音傳遍萬民末期才臨基督再來，普宣是促進主再臨事工。

普宣面臨低潮因為撒但蒙蔽人心不見福音，誤導信徒沒有差傳必

要，造成西方差傳倒退。他認定神正組織兩隊反攻撒但大軍：招聚信徒

重啟新差傳運動；興起第三世界教會覺醒差傳責任。神盼望東西方教會

聯合擴展國度，故信徒普宣深具意義—把救恩榮耀歸與神。
36

35 滕近輝：《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頁52∼61。
36 滕近輝：《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頁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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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爾班拿會宣教以後的七十年代前中期更積極宣教世界推動華人

教會普宣事業。1974年他在瑞士洛桑宣教會議擔任主席團員，主持韓國

福音大爆炸會和台北培靈研經會，獲選香港差傳事工聯會主席，更有力

推動華人教會差會普宣事工。1975年他在日本和新西蘭凱錫克培靈會講

道，主領台北葛培理佈道會研討會，獲選亞洲差傳聯會主席，推動亞洲

教會普宣。1976年往多倫多和印尼華人教會聯合培靈會及新加坡凱錫克

培靈會講道，獲選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主席，成為華福運動掌舵人。1977

年頻密赴英美德、馬尼拉、西非、中東等地宣教，傳講普宣信息。
37 他

在這時期累積的多方面宣教經驗驅使他持續在《抉擇》撰文，從普宣視

角構思華人教會路線。這時期前後階段的文章分別編成《時代的挑戰》

和《現代教會路線》，展現其普宣思想的多元豐富發展。
38 他在前書呼

籲信徒駕御時代洪流，在差傳上趁第三世界興起推動中國等國的教會宣

教，教會大眾傳播運動正充份利用這時代特有工具傳教，如青年夏令福

音營。
39

當今是國家主義時代，尤其在第三世界。亞非各國華人教會應接受

時代挑戰，不倚賴西方教會，訓練領袖作海外佈道，培養受託觀念，但

避免狹隘國家主義，善用西教士協助。針對各國異教興起，今天也是東

方宗教復興時代，佛回兩教積極傳播。教會應更積極佈道，防範宗教綜

合趨勢確守救恩真理，友善對待異教徒，認識其他宗教。
40 他檢討二十

年代起中華國內佈道會等華人教會差傳工作缺失，指佈道只限國內邊疆

不能喚起中國教會支持，倚靠個人或西方教會經濟支持，不能發動具組

織差傳工作。他主張當代教會差傳不單顧自己團體差傳，也跟其他差傳

37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xiii。
38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 xii∼ xiii；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台北：校園，

1977），序。
39 滕近輝：〈時代洪流與時代夾縫〉，收氏著：《時代的挑戰》（香港：宣道，

1975），頁 1、5∼ 6。
40 滕近輝：〈教會與時代感〉，收氏著：《時代的挑戰》，頁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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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合作締造普遍差傳運動，避免小圈子或不持久。
41 他指教會領袖作

為時代守望者應趁當代聖靈風向領導教會前進，其風向之一是普世教會

增長運動。運動是一種新思想形態即教會總動員宣教擴展教會的大計，

也是一種適應體系和據聖經制定的原則，在世界各文化區按照本地情形

實施適當佈道方式。順應華人神學教育運動，他主張神學院設立教會增

長課程分別培訓教牧和信徒推行增長運動，出版有關書刊。他視教會增

長為宣教的最重要和有效途徑。聖靈第二大風向是海外佈道，稱差傳工

作，始於數十年前韓國，在中國教會未造成潮流。亞洲諸國已積極展開

差傳，尤其中國教會在聖靈推動下開拓海外宣教事工，如岷尼拉華僑靈

惠堂和香港宣道會國外傳道團等。他主張華人教會趁風宣教完成救贖計

劃，視海外佈道為在主前的榮耀。
42 在普宣上他亦重視時代先知指引，

指今天教會存在六類時代所需先知。其中教會的戰略型先知領袖指示教

會路線，富有屬靈戰略價值，當響應其倡導教會佈道增長信息，使教會

滙成普宣洪流，像南美教會先知總動員的深度佈道。
43

針對東方宗教興起和普世基督教合一運動，順應世界與華人教會的

合一增長差傳復興等運動及韓國教會爆增運動，他進一步借鑑聖經異象

和初期教會歷史拓展其普宣思想。他從差傳異象提出當代是亞洲教會差

傳時代，保羅的馬其頓異象展示主揀選福音路線，開啟西方之門使福音

巨流流入歐洲。今天這異象也臨到東方教會，擴展信徒視野開啟教會的

新差傳時代。他主張亞洲教會投入這洪流完成大使命，差傳不足的華人

教會形成廣泛的差傳運動，產生差傳洪流。
44 世界華人教會已覺醒差傳

的重大意義，如九國華人教會組成差會，差傳教士宣教或資助差傳。新

加坡等地教會成立差傳事工聯合會辦差傳會議，各教會協力履行大使命。

配合教會差傳進展，他提出馬其頓異象對華人教會的七大意義：

41 滕近輝：〈教會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收氏著：《時代的挑戰》，頁12、16∼17。
42 滕近輝：〈今日聖靈之風的方向〉，收氏著：《時代的挑戰》，頁 22∼ 27。
43 滕近輝：〈時代先知的六種類型〉，收氏著：《時代的挑戰》，頁 51、53。
44 滕近輝：〈劃時代的四個異象〉，收氏著：《時代的挑戰》，頁 61、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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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會史上最大挑戰：十八至十九世紀普宣運動的主要動力，今

天教會應接受它獲取屬靈活力，差傳成為普遍大運動才能成

功。

2. 由禱告誕生：領袖應祈求主把負擔託付會友來發動全教會關心差

傳。

3. 由聖靈引導而來：是聖靈使用工具，喚起教會差傳完成大使命。

4. 愛的使命：愛心信徒像保羅響應差傳異象。

5. 產生連環功效：如保羅所建歐洲眾教會成為傳福音中心，差傳教

會應建立同樣的差傳教會，連環差傳。

6. 去的異象：教會應像西教士履行大使命去普宣世界。

7. 擴展異象：差傳教會不只着眼自己教會，要被主擴展屬靈眼光，

視差傳為擴展途徑。
45

除了馬其頓異象，初期教會向外邦人傳教和啟動普宣運動兩大異象

也出自禱告。使徒行傳記初期教會八大危機之一是受傳統觀念束縛誤以

為只可向猶太人傳教，但神藉着彼得正午禱告指示新的傳道路線—向

外邦人傳教，使教會擴展廣傳福音。另一是安提阿教會差傳危機，但教

會領袖禁食禱告讓聖靈把普宣負擔交託他們，順服聖靈差遣保羅和巴拿

巴佈道遠方展開普宣大運動。所以，華人教會普宣事工是以禱告發動和

進行。
46 他在教會普宣和增長上高舉聖靈和禱告的大能。回應洛桑會議

及會中世界宣明會會長穆寧漢博士（Dr. Mooneyham）有關上帝對以利

亞的呼籲，他提出教會最需要像以利亞的人，散發信心、聖靈、禱告、

獻身的能力。聖靈降臨使信徒得着能力傳教世界見證主，像福音爆炸，

作出比主所作更大事工。教會應重振對聖靈能力的信心和追求。借鑑近

年韓國祈禱會促使信徒激增，教會躍進，他對信心禱告的能力產生新信

心，視為福音爆炸引線，以禱告發動聖靈能力為教會增長的秘訣。他又

45 滕近輝：〈馬其頓異象的重現〉，收氏著：《時代的挑戰》，頁68∼73。
46 滕近輝：〈扭轉局勢的祈禱〉，收氏著：《時代的挑戰》，頁 90、9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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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九世紀倫敦傳道會差會祈禱會支持太平洋大溪地宣教粉碎偶像的神

蹟為例，指祈禱與聖靈能力會合，華人當回應主呼召以禱告發動聖靈能

力在普世擴展神國。
47

他從保羅的教會比喻提出教會路線的普世合一外向傳教的三方面。

1. 響應《惠敦宣言》反普救主義的普宣大使命立場，篤信聖經普世

教會作為基督身體追求合一的三方面表現：a. 眾教會合作，不因

觀點區別破壞合一見證。b. 跟批評聖經宗派中篤信聖經的教會合

一合作。c. 放棄宗派主義追求一元中的多元（variety in unity），

使各宗派保留其重點。

2. 針對教會內向只顧本堂培靈以致枯萎，教會作燈台栽培會友外向

發光，跟眾教會合作佈道。

3. 教會作為基督軍隊用各種活潑方式「去」敵區傳教，以聖潔、進

取、愛心促進教會發展，不作消極成聖教會。
48

信徒靈命長進途徑之一是理智上了解基督心意—真理與慈愛，進

而感情上受感動，再在意志上順服主旨意。中國信徒在感情上比歐美者

熱心，但意志不及後者，後者在艱苦地區為主犧牲表現較好。他呼籲中

國信徒進入意志階段，為主克苦宣教。
49 他又指信徒多如創世先民自築

象牙塔，呈現隔離隔膜。塔內教會萎縮，信徒獨善其身不傳教。以民把

信仰本族化，忽略傳教萬國的救贖計劃。信徒當回應基督呼召建築象徵

聯繫、關懷、團契、見證的五種橋。其一是宗派間的橋，反對宗派主義。

蓋合一的聖靈運行使信徒合一，信徒應從聖經信仰建起宗派間合作傳教

的橋樑，認同各派價值。另一是本地傳教與海外佈道間的橋，中國教會

要連結本地傳教與海外佈道加強福音工作。
50 他推演普世教會作主軍隊

47 滕近輝：〈火、角、能力〉，收氏著：《時代的挑戰》，頁110∼111、113∼116。
48 滕近輝：〈教會路線十問〉，收氏著：《時代的挑戰》，頁 117∼ 118、122∼ 123。
49 滕近輝：〈把握途徑〉，收氏著：《時代的挑戰》，頁 131、133∼ 135。
50 滕近輝：〈建塔與建橋〉，收氏著：《時代的挑戰》，頁 15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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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宣的觀點，指福音傳遍天下預言已應驗，信徒當響應基督大愛發展成

史上最強大集團，普宣福音。
51

（三）	七十年代後半期：華人禱告培靈擴展教會、

跨國宗派會堂差傳植堂建立普世教會觀念

七十年代中後期，針對國家主義和華人教會狹隘佈道視野，滕牧師

借鑑世界宣教歷史和西方與華人教會的合一增長、差傳復興、神學教育

等運動及《惠敦宣言》方針，滕牧師繼續拓展其普宣思想。他就近年華

人教會出現三大變化而提出相應的宣教對策：

1. 消極到積極：漸多教會擺脫宗派間、傳道個性、工作範圍的狹窄

而關注聯合工作，全球華人教會應開始關心聯合事工。

2. 依附到主動：近十年人才增加，事工從依附西教士漸變主動，以

青年為中堅。發動差傳工作是華人教會主動化最顯著表現，東南

亞及英美響應差傳者尤多，期待更多青年獻身宣教。

3. 分裂到合作：華福會議是世界華人教會領袖合作新表現，赴會

的世界各宗派聖職領袖追求同心興旺福音。他認為會議成功是

因各地領袖在福音聖工上超越傳統藩籬合作更有效傳教，並有

更廣視野合作。其合作的聖經基礎是以基督身體—教會是所有

宗派信徒組成，故真教會分子是以個人而非團體為單位，是普

世性的。
52

主藉着馬其頓異象使保羅超越猶太人界限和亞洲界線，傳教歐洲外

邦，是宣教重大轉機。華人教會也需要雙重異象：差宣教士向海外華人

傳教，又差往其他民族傳教。華人應在普宣事工上放下華人中心主義，

51 滕近輝：〈令人驚奇的基督〉，收氏著：《我是誰》（台北：道聲，1975），頁
192∼193。

52 滕近輝：〈世界華人教會新貌〉，收氏著：《現代教會路線》，頁 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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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海外華人為差傳事工首步對象，第二步跨族向他族傳教，締造華人教

會擴展重大轉機。
53 他又指聖經歷史上十次信徒靈命關鍵危機之一，是

首屆教會領袖會議上彼得按照異象捐棄成見向外邦人傳教，決定了教會

路線擴大傳教範圍。另一危機是安提阿教會領袖祈禱依從聖靈引導展開

差傳直到地極。所以，教會歷史是差傳歷史，應以差傳運動翻開華人教

會歷史新一頁。
54 他指神差以賽亞向以民擴展帳幕之地的呼召，也呼喚

華人教會在獻身、教牧進修、恩賜運用、工作範圍、福音事工及信心與

目標等九方面向外擴展。
55 神呼召亞伯拉罕的使命是託付他和後裔包括

基督徒叫別人得福。這銀色使命線貫通聖經，像摩西吩咐以民獻銀製作

會幕器皿，要求被救贖的所有信徒作主賜福器皿完成大使命。
56

約翰異象中神寶座前七盞燈是聖靈之火，故五旬節聖靈降臨使各人

以如火之舌見證主復活。門徒說方言預表今天聖靈幫助信徒履行普宣各

語言民族的大使命。
57 世界宣教歷史展示禱告與聖靈能力交互作用，啟

動教會普宣事工。如威廉克理帶領世宣運動由一個同心祈禱會展開，為

世界人類得救祈求。新英格蘭大復興影響該會產生，是由十八世紀耶魯

大學創辦人愛德華約拿單在聖靈感動下禁食祈禱展開，聖靈作工復興。

英國倫敦傳道會歷史亦彰顯祈禱能力。
58 他認定普宣是敬虔運動的屬

靈遺產。運動領袖施賓納追求敬虔信息是復興的呼籲，運動信息注重個

人研經與聖潔生活、平信徒事奉與見證、改良教牧訓練重視靈性，尤其

注重遠近佈道。施氏啟導莫拉維亞佈道會創立人秦親道夫推動近代普宣

53 滕近輝：〈教會前途的轉捩點—毗努伊勒〉，收氏著：《現代教會路線》，頁
29∼30。

54 滕近輝：〈向歷史學習—聖經歷史中的十大關鍵〉，收氏著：《現代教會路線》，
頁 35，43∼ 44。

55 滕近輝：〈今日華人教會所需要的九項擴展〉，收氏著：《現代教會路線》，
頁 47∼ 54。

56 滕近輝：〈貫通全部聖經的四道線〉，收氏著：《現代教會路線》，頁 59∼ 60。
57 滕近輝：〈靈火的異象〉，收氏著：《現代教會路線》，頁 81。
58 滕近輝：〈保守教會的能源—祈禱〉，收氏著：《現代教會路線》，頁 9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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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其普宣信息透過十八至十九世紀英美福音信仰大醒覺發展成當今

普世福音信仰基督徒的屬靈財富。
59

響應普世教會增長運動，他從主的教訓提出華人信徒推進教會增長

的要素或條件：

1. 合而為一：有團契、工作、見證上合一三個角度，也有個人間、

堂會間、宗派間、國際間交通合作四個層面。堂會間保守聖靈所

賜合一的心使教會增長。

2. 根深葉茂：信徒靈命深度與教會增長有關，如主所說扎根結果比

喻，培訓會友靈命深度才能增加信徒。

3. 撒種多收成多：主指量是質的條件，傳福音的面線點必須更廣長

更多，建立更多教會。

4. 有信心：主在天國發展上以芥種形容信心的作用，應以信心為教

會發展必需條件。

5. 付代價：主教導信徒變賣一切獲得天國，傳道應為愛教會付代

價，令會友追隨促進教會發展。

6. 追求聖靈：五旬節新祭裏的酵預表聖靈能力促進教會增長，應追

求聖靈能力。

7. 持守信仰如磐石：主將教會建立在彼得表白信仰上—基督是永

生神之子，必須持守確信福音救一切相信者。
60

他又提倡華人教會以普世差傳為推動普世教會增長運動重要途徑，

復興開荒佈道精神。教會裏有保守與擴張兩種趨向，擴張注重向外傳教。

近年各國福音會議提醒返回擴展陣線，華人教會擴展戰士是具開荒鬥志

和信心的傳道。開荒工作除了海外宣教還包括本地建立佈道所、福音的

59 滕近輝：〈保守屬靈的遺產—兩個影響久遠的屬靈運動〉，收氏著：《現代教會

路線》，頁107∼110。
60 滕近輝：〈教會增長的途徑—耶穌基督心目中教會增長的條件〉，收氏著：《現

代教會路線》，頁 117∼ 123。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157
蕭錦華：現代華人教會神學家
滕近輝牧師之普世差傳宣教觀 

劇團和戒毒所、工業福音團契及中學生團契等，需要一流特殊的人才，

除恩賜外還具堅決奉獻精神。

華人教會應改變視佈道所為二三流人才之地觀念，作四件要事：

1. 神學院教導開荒事工的重要性。

2. 各宗派教會注重開荒及其人才，薪酬合理。

3. 效法美國某些宗派據經訓設立一組人員專責傳教先鋒工作，在地

方展開事工三年後移往新陣地，已建教會移交別人。

4. 創建教會或佈道所的母會領袖和會友，認定其會所工作必會成

熟。

他在開荒上向世界華人教會呼籲：

1. 神學生承擔開荒，復活威廉克理、劍橋七傑、莫拉維亞宣教士、

宋尚節的精神。

2. 灌輸會友擴展觀念，推動長執會友實施擴展教會計劃，建立分

堂，發動差傳，協助福音團體。

3. 教會青年宣教。61

他又舉初期教會為例提倡華人教會普宣。保羅所建四間教會都遠近

傳教。腓立比教會效法保羅差遣宣教士，又資助保羅及其歐洲教會宣教

遠方。歌羅西教會產生阿尼西母、以巴弗兩位忠心海外宣教士。帖撒羅

尼迦教會也具遠方宣教異象，其良好宣教表現出於徹底悔改、服事神心

志、對主再來盼望及信心愛心。哥林多教會也有司提反、福徒拿都和亞

該古協助保羅宣教。華人教會應具備諸教會優點，有遠宣異象同心宣教。

十八世紀起莫拉維亞弟兄會差宣教士往世界各地開荒佈道，發揮敬虔運

動精神，誠為感召華人教會青年差傳的力量。運動中心哈勒大學促使該

會六百餘人以佈道聞名於史，其事工有七大特點：

61 滕近輝：〈教會倍加運動的途徑—差傳〉，收氏著：《現代教會路線》，頁

14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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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體會眾逐家聯合赴海外佈道，往最艱苦地宣教。

2. 宣教士像保羅帶職宣教，跟本地居民打成一片，異於歐美差會

教士。

3. 具強烈開荒精神，足踪遍及世界。

4. 以交託與喜樂中的對神順服態度履行大使命，熱誠宣教，聖靈運

行，像衛斯理進深靈命。

5. 富海外佈道責任感，低調往未聞基督之地見證主。

6. 愛慕基督，表現為普宣工作，像芥種社。

7. 堅毅犧牲精神，如長期向印第安人艱苦宣教，助人謀生。62

他又從該會宣教士的佈道樣式提出門徒訓練（Discipleship Training）

是當代華人教會的重要課題，門訓普及化使教會更有佈道力量。如主呼

召人傳福音的門訓，信徒追求聖靈充滿而傳人信仰見證主，又教導人向

別人作見證，一個一個傳教。
63

他拓展異象視野下的世界華人教會普宣觀念，從使徒行傳七類異象

提出神對普宣事工旨意及異象對事工作用：

1. 差遣異象：像保羅接受基督主權，差信徒到未得之地，主應許拯

救脫離外邦人。信徒應接受主使命而具使命感。

2. 超越異象：像彼得領受超越律法吃不潔食物異象，明白真理不變

方式常變。信徒應尋求神在這時代使用的佈道方法，如過去以培

靈會增進信徒靈性，今天應改用主興起更多的交互方式（Inter-

action）—專題講座、靈命進深功課、信徒夜校等。

3. 擴展異象：信徒需要保羅從耶路撒冷擴展到羅馬的傳教異象，擴

大宣教視野，為事奉和教會機構定更大計劃。

4. 馬其頓異象：教會普遍差傳可締造傳福音大運動，差傳範圍性質

不必限於海外，超越本堂的本地、教會性、非教會性（如文字廣

62 滕近輝：〈教會倍加運動的途徑—差傳〉，頁150∼161。
63 滕近輝：〈教會基層份子的心態與訓練〉，收氏著：《現代教會路線》，頁 178，

180∼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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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福音工作都屬差傳（Missions），應視差傳運動為世界華

人教會倍加運動，造成最大擴展。

5. 能力異象：聖靈降臨異象四大重點：強風使初期教會成為主的屬

靈精兵；火熱見證使攔阻變為助燃紙；加強恩賜又予新恩賜；使

門徒說方言預表展開主內合一，用不同語言講說神作為普宣世界

各族。

6. 保證異象：給保羅保證傳教不落空，也保證華人信徒宣教能在困

難中剛強。

7. 安慰異象：像司提反榮耀殉道，世界受逼迫信徒也需領受安

慰。
64

他又提出華人教會向外佈道的佈道預工（Pre-evangelism）和佈道繼

工（Post-evangelism）理論方法。針對教牧信徒偏重佈道會，只視福音聚

會或書報為佈道的舊觀念，他批評其傳教範圍狹窄欠效，主張福音工作

如建金字塔先增基層寬度，即事工基層是佈道預工，從廣泛佈道預工爭

取更多收穫。佈道會只是收割莊稼，會前預工撒種很重要。華人教會多

只顧本堂工作不肯建立分堂，他提倡應用圍棋的大處着眼祕訣：

1.以百年大計建立佈道所或分堂展開佈道。

2.建教會學校或在校設教會吸納學生擴展教會。

3. 用電視台福音節目和福音劇團等間接方法讓未信多接觸福音，增

加佈道預工廣度。

在接受新觀念下直接與間接福音工作並行，愛心服務加上救恩宣告

見證。如葛培理佈道會讓教會認識佈道會準備工作和後繼工作同樣重要，

後者是教會規劃栽培決志者，對佈道很重要。
65 歷來世界各區福音會議

具四方面佈道價值：

64 滕近輝：〈佈道！佈道！佈道！〉，收氏著：《現代教會路線》，頁187∼194。
65 滕近輝：〈佈道！佈道！佈道！〉，頁 195∼ 200。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建道學刊160

1. 使各國教會更重視差傳。

2. 給普世教會啟發教會增長等新觀念，促進教會發展。

3. 尋求聖經與教會史中傳教原則方法用於今日教會。

4.  加強重視聖經信仰與合一感。

但與會教會領袖誤以為方法是最重要，一味追求完善教會組織和方

法。在聖靈大能推展普宣的前提下，他認為會議所倡好組織好方法只為

聖靈工作預備通道，重點仍應置於靈性與聖靈能力上，教會路線應是「靈

性與能力＋好組織好方法」。
66

隨着普宣實踐意識增強，他從 1978年起長期宣教，在印尼宣教一

年，主持新加坡亞洲福音會議查經。1979年到紐約、夏威夷、溫哥華華

人教會聯合培靈會講道。
67 期間他繼續發展其普宣思想。他認為史上世

界各國的十字架象徵主愛和犧牲，超越種族政教、時代文化、年齡階級

等界限，產生最大普世結合體—教會，故各國包括華人教會都應具跨界

的普世性。
68 像主以芥菜種比喻教會，教會必從最小發展到最大擴展世

界。
69 初期教會預言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由地下教會發展成普世教會的歷

史，也表示其對普世教會發展充滿信心。
70 先知彌迦和保羅的預言指主

日見尊大，其真理救恩從小傳到地極，基督被普世人信奉，故信徒生命

必重演由小而大過程，是神奧秘的計劃。
71 主教導門徒聖靈降臨後便得

能力把福音傳到地極，故信徒被主愛激勵得着聖靈能力能作比主在世所

作更大的工作，因聖靈不受時空限制，信徒被聖靈充滿能到地極達成普

宣使命。
72

66 滕近輝：〈末世教會柝聲〉，收氏著：《現代教會路線》，頁217∼219。
67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 xiii∼ xiv。
68 滕近輝：〈十字架—偉大的象徵〉，收氏著：《不自由的自由》（台北：道聲，

1978），頁 98。
69 滕近輝：〈信仰的證據〉，收氏著：《不自由的自由》，頁 118∼ 119。
70 滕近輝：〈從地下教會到普世教會〉，收氏著：《不自由的自由》，頁 138。
71 滕近輝：〈基督臨世七奇〉，收氏著：《不自由的自由》，頁 160∼ 161、168∼ 170。
72 滕近輝：《靈力剖視》（香港：天道書樓，1979），頁 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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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八十年代初期：聖靈、異象、屬靈傳統

啟示華人教會合一向外普宣使命觀念

1980年滕牧師出任韓國第二屆宣教大會講員和宣道會國際團契

（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主席，加強推動國際宣教事工。73 這年起

他繼續借鑑使徒教會和世宣歷史，順應歐美和華人教會復興合一、增長

差傳、神學教育等運動及《惠敦宣言》理念，進一步深化其普宣思想。

其本年出版《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繼續從初期教會危機史建構以

聖靈與聖經異象為本、方言為預表的華人教會合一向外策略差傳的普宣

大使命觀念。他指五旬節說方言是神為教會展開普宣所賜超自然確據，

是差傳事工最大鼓勵。方言預表聖靈能力下福音傳遍不同語言萬民。神

在救恩計劃中差遣聖靈進入世界解除罪和混亂，把各國被救贖者帶進基

督之愛的合一，方言是普世教會合一記號。
74 宇宙創造印證神是組織大

師，聖靈給信徒預備屬靈恩賜，透過歷代差傳事工揭示普宣策略。
75 敬

虔運動的家庭佈道家庭團契是教會普宣有效方法，兩者是該運動、十八

世紀英差傳運動、華人小羣運動及當今瑞典差會事工的成功祕訣。
76

主頒布普宣大使命是教會擴展的觀念性基礎、普宣憲章甚至教會基

本方向，教會領袖信徒必須熟習。普宣推展是藉着三方面的條件或工作：

1. 聖靈催逼：聖靈臨到信徒工作的事包括充滿信徒又從中溢出向外

伸延，推信徒往世界去普宣收莊稼。

2. 逼迫：神用逼迫把信徒趕出去傳教，像使徒建立教會。

3. 差傳事工：彼得獲教會祝福佈道各省，安提阿教會差最優秀領袖

保羅等去宣教，耶路撒冷教會也差首席使徒宣教。諸教會領導都

是國際性差傳先鋒，成為歷代至今教會榜樣。

73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xiv。
74 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香港：宣道，1980），頁 28∼ 29。
75 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 37。
76 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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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差傳事工是由聖靈引導、禱告、順服三大因素產生。差傳呼聲

一直在亞洲，漸多亞洲教會用更具體方法回應呼聲，形成普遍性運動。

亞洲教會應攜手參與國內外差傳，像亞洲差傳協會。華人信徒應多為亞

洲差傳禱告，養成廣闊眼光，差傳上自我教育又教他族，尋求具體方法

普宣擴展教會。無力差傳海外的教會團體可求主賜差傳信心能力，徵收

奉獻幫助其他團體差傳，傳講差傳信息，並推動本地差傳。若差傳在亞

洲成為普遍運動，亞洲教會必經歷最大增長復興。
77

他認為彼得突破傳統向外邦人傳教的異象加上保羅的異象，開創普

宣新紀元。神在不同時代使用不同差傳方法，教會須找出神屬意差傳方

法，即產生時代感—採用最吸引現代人的上乘傳播方法傳教，使福音連

繫現代問題。
78 使徒教會大使命目標是透過施洗訓練門徒普宣，履行普

宣使命的策略包括原則和方法。

甲 藉着廣傳福音與教會增長策略完成普宣使命之原則

滕牧師從馬太福音的撒種、稗子、芥菜種、麫酵、隱藏珠寶、葡萄

園、授銀、捆綁壯士、綿羊山羊、婚筵十個國度比喻歸納出十個擴展天

國的原則，主張教會應用原則普宣增長。

1. 量：教會撒種的量是其質的基礎，要把量變成質，像初期教會建

眾教會。亞洲教會應朝着每五年最少建一間分堂的目標，掀起教

會增長運動。

2. 質：好種子的質產生量，教會應效初期教會訓練信徒為無懼逼迫

的福音使者。

3. 信心：教會祈求在亞洲興起信心領袖，籌劃事工推動教會增長。

4. 聖靈能力：像尋求聖靈能力的印尼泗水（Surabaia）教會增長快

速，信徒在個人和教會生活上追求聖靈能力。

77 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63∼67。
78 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 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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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犧牲：初代使徒為主犧牲克苦傳教，構成福音事工最大動力。亞

洲教會甚少受良好教育青年成為宣教士，信徒應在宣教奉獻事奉

上表現犧牲精神。

6. 整體動員：教會是神的葡萄園，應總動員會友宣教，多建立教

會。

7. 發揮屬靈恩賜：亞洲教會的特殊事工包括青年與文字工作、領袖

訓練、大眾傳播、神學教育、校園佈道等都需要人才發揮恩賜，

各宗派應規劃提高事工質素，進行超宗派性事工。

8. 捆綁壯士：信徒應奉主名禱告用神大能捆綁撒但，擴展神國。

9. 服事：愛的服事是信徒見證和教會事工，是傳教強大力量。像使

徒教會照顧饑寡，亞洲教會須重視社會服務。

10.催逼：屬靈催逼影響人為主抉擇。佈道會講員應營造感情力量，

在心理上催使會眾歸主。
79

乙 廣傳福音策略之方法

使徒行傳啟示教會傳教策略四種方法：

1. 在對福音反應良好地方集中佈道，一而再的造訪傳教。

2. 像腓利為主贏取重要階層人物廣傳福音。

3. 像安提阿教會把最好工人差往工場，將有力佈道家組成開荒隊，

集中資源支持。

4. 提拔像亞居拉的非專業宣教士和福音工作者，醫生護士、教師作

家及音樂藝術家都宜帶職傳教。
80

滕牧師認為亞洲教會需要優秀領袖領導推進對外傳教事業，是教

會普宣成功的必要因素。領袖應像初期教會領袖具備美好品德才能：忠

心、獻身無我精神、對當代人深厚認同感、出色口才、合一精神、對福

音絕對信心、完美德行、具異象及不分國族。針對國家主義，亞洲教會

79 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77∼84。
80 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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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耶路撒冷教會領袖以國際心態產生國際性差傳事工，只贊同忠於

國家的民族主義，不煽動民族仇恨，在國際差傳和神學教育上團結合

作。
81 各時代信徒都須承擔主的大使命，華人教會要履行大使命—

差傳工作，根據主的權柄，藉着禱告領受聖靈能力及所予火熱見證、

生命見證及各種恩賜差傳。大命使是外向的，使信徒眼光、代禱圈及

傳教工作擴大。使命範圍是全世界，超越華人圈而向他族宣教。使命

基本內容是帶領萬民用信心接受救恩作信徒，再接受門訓變成跟從主的

門徒。主應許與使命教會同行。普宣使命推行步驟是由近及遠一圈圈擴

大。針對教會誤解差傳是傳遍一區才進另一區，他提出教會應同時進行

本地外地的差傳，以及向海外華人與他族的差傳。信徒應効法主抱持使

命、獻身、逼切、滿足、服務、同在、保證、責任、忠誠、順服之情感，

履行普宣使命。
82

 1981年他往美國砵崙華人教會聯合培靈會講道，參加世界華人福

音會議，連任該會董事會主席直至 2001年，長期領導世界華人教會合一

普宣。
83 他就在 1981年指敬虔運動提倡加強教牧靈性訓練注重海外宣

教。針對今天末世教會情況，信徒需要新敬虔運動：以提摩太前後書保

羅所述敬虔真理為規範，保持敬虔運動優點。
84 傳道信徒都應傳承神在

歷史裏形成的屬靈產業。如啟示錄記主吩咐信徒遵守神道憑信心進入其

門，即傳福音的遺產，「保守 emphasis on evangelism and missions」。85 

1981至 1982年間他從宣道會屬靈傳統提出教會差傳的廣義是在堂內外、

近處遠處、本地海外傳教，均屬個人和團體，是普世性的。他牧養的北

宣自 1962年起透過團契和主日學節目和差傳培靈年會向會友教育差傳

81 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89∼94。
82 滕近輝：〈加利利山──大使命〉，收氏著：《靈程高處的經歷》（台北：校園，

1980），頁 133∼ 143。
83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 xiv。
84 滕近輝：〈末世的「新」敬虔運動〉，《中神通訊》，1981年 1月，收氏著：《一

份禮物—給事奉的人》（增訂版）（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0），頁 48∼ 49。
85 滕近輝：〈屬靈的遺產〉，收氏著：《一份禮物》，頁 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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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觀念。他肯定美加宣道會教會差傳年會確保宣道會使命感和傳教重

點，挑旺信徒宣教心志。信徒應參與年會提升靈性委身宣教。
86

1982年他主持日本全國福音會議查經和南韓亞洲差傳聯會議與亞洲

教會復興會議講道，參與成立亞洲福音信仰教會聯會推動亞洲教會合作

宣教。
87 這年他提倡華人教會在普宣上或信仰圈裏追求本色化，指今天

教會佈道推行本色化有兩種限制。1. 區域性限制：華人分佈大陸台港、

新加坡、北美、東南亞等地，觀念文化互異，難以劃一本色化進路向他

們傳教。2. 普世性限制：世界各國普世性文化活動日多，信徒在傳教上

很難把基督教與任何一種文化配合以獲得傳教效用。面對限制，華人教

會應在傳教上追求屬靈能力，在信心、奉獻及努力上求突破。
88 他贊同

華福會議成功號召普世福音信仰華人教會走上合一合作復興之路，華福

中心普宣事工產生廣泛影響，包括差傳、教會增長、中西合作、青年工

作等會議及《今日華人教會》等全球刊物。華福異象造成普世華人教會

更強的合一運動和佈道事工。
89 他又呼籲北宣為非洲宣教會友代禱，指

代禱是宣教士領受力量的源頭，加強海外佈道。
90 信徒應體會主對失喪

者的泣憐、歎息、孤單之愛，作為普宣動力。
91 教會不單推動本堂佈道，

還要支持需要各教會聯合推進的文字廣播等事工。文字事工是教會普宣

大使命的主要項目，確保佈道思想爭戰勝利。
92 他主張中神擁有全備的

科系包括差傳佈道系和大眾傳播系等，
93 藉着差傳學等專門神學教育推

動華人教會普宣。1983年他進一步提出華福運動的普宣意義，視它為主

86 滕近輝：〈對差傳培靈會出席率的盼望〉、〈保持本會的屬靈傳統〉，收氏著：《給
我羊—滕近輝牧師牧養感言》（香港：宣道，1995），頁 152、162。

87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 xiv；〈西行觀感〉，收氏著：《給我羊》，頁 170。
88 滕近輝：〈本色化的限制〉，收氏著：《一份禮物》，頁 106∼ 110。
89 滕近輝：〈第二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收氏著：《給我羊》，頁 5。
90 滕近輝：〈進軍非洲〉，收氏著：《給我羊》，頁 165。
91 滕近輝：〈傳福音的動力—體會主愛〉，收氏著：《給我羊》，頁 8。
92 滕近輝：〈大題小做〉，收氏著：《給我羊》，頁 16-17。
93 鄺炳釗：〈滕近輝牧師事奉觀念的分析〉，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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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世華人教會中興起的傳教運動，旨在主再來前完成普宣使命。它出

自聖靈感動，造成華人教會復興，催使全球華人教會努力宣教。
94 6月

他在泰國華人宣教士聯合退修會擔任講員，肯定華人差會和國際性差會

的宣教士在主愛中合一差傳。
95 他以北宣為例指差傳是教會福音聖工的

生命線和戰線，差傳年會是其神經中樞。信徒應參與年會差傳，奉獻代

禱支持宣教士。受過神學訓練信徒獻身宣教。
96 他更從保羅、戴德生、

亨利馬廷、威廉克理、宣信、士林證耶、李文斯頓、翟輔民等宣教家差

傳事蹟，強調宣教士捨己獻身精神對普宣的重要性。
97

（五）	八十年代中後期：神救贖為中心自近而遠處境

化普宣工作循環擴展觀念

借鑑世宣運動史，響應歐美和華人教會的合一增長、培靈差傳、神

學教育等運動及《惠敦宣言》立場，滕牧師反思福音派與自由派差傳觀

念爭辯和普救主義挑戰，繼續豐富其聖靈與異象本位普宣觀念。1984年

他肯定華福普宣事工及方法，如西馬來華福區委會培靈研經年會、青年

宣教大會及華福中心世界華裔事工會議等，使許多青年獻身宣教成為普

宣新力量，又推動各國土生華人宣教。
98 他指聖靈是見證之舌的動態，

是外向差傳的靈，像酵擴展，是基督國度增長的動力。
99 其引導異象激

勵保羅傳教歐洲，感動其教會同工，是普宣主要動力，也能對華人教會

產生擴展作用，在普宣上帶來九種驚奇果效：結果子、供應、逼迫、信

心喜樂、神蹟、改變、影響、平安及結局。
100 彼得領受天布縋降異象傳

94 滕近輝：〈「華福」的意義〉，收氏著：《給我羊》，頁38。
95 滕近輝：〈差傳前線一瞥：泰宴記〉，收氏著：《給我羊》，頁 45。
96 滕近輝：〈全教會參與「差傳年會」〉，收氏著：《給我羊》，頁 182。
97 滕近輝：〈差傳史中迸出的燦爛火花〉，收氏著：《給我羊》，頁 47。
98 滕近輝：〈請為華福各地的幾項事工代禱〉，收氏著：《給我羊》，頁 189。
99 滕近輝：〈「動」的聖靈〉，收氏著：《一份禮物》，頁 142。
100 滕近輝：〈馬其頓異象：直到地極〉，收氏著：《聖經中的十大異象》（香港：宣道，

1984），頁 12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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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外邦人造就劃時代福音擴展，顯明神為各時代定下不同的普世救贖計

劃及安排。信徒應在傳教對象和方式上尋求神指示，配合本時代背景需

要，超越藩籬活用各種方法，完成普宣使命。
101 他從以西結的聖殿河流

異象提出華人教會和信徒人生的門口流出源自神的福音使命之河，需要

屬靈的更新濬通，重新確定奉獻宣教心志，排除差傳阻礙，擦亮異象視

線，廣拓宣教工作達成大使命。
102 1985年他提出中國神學研究院的教育

立場是促進教會合一，讓各宗派神學生彼此了解，引導其教會合作。又

開設差傳課程造就兼顧本地海外普宣的差傳人才，使內外傳教合一。
103

宣道會各堂會合辦差傳奮進大會是推行普宣有效方法，激勵該會本地堂

會一起發動差傳達成總動員目標，持守本會屬靈傳統—注重差傳和深化

靈命。
104 普宣事工是一個基本循環、擴大的規律：在神救贖計劃下賜福

音給信徒，信徒再傳福音給別人，歸榮耀於神。福音一圈圈的擴大，傳

遍天下。
105

1986年他具體提出普宣的基本觀念和意義。過去差傳或宣教具有

兩個路線的觀念：1. 教會差人向海外非華人傳教。2. 教會或堂會差人到

會外本地或海外傳教，代禱和經濟上支持宣教士，傳教對象不管華人或

非華人，最終目標是普世性的。這是重演使徒從耶路撒冷到地極傳教

觀念：堂會從本地展開差傳陸續擴展地極。他主張第二條路線觀念，指

香港教會差傳事工需經過中間過程使投入教會增加，更多傳道信徒對

差傳產生負擔，形成差傳步驟。這差傳路線產生三方面作用：1. 教會

增加建立分堂，視植堂為差傳一部分。2. 堂會使用大部分差傳奉獻支

持福音機構差傳。3. 較強堂會自己計劃海外差傳。兩條路線差傳事工

都有交流合併，促進普宣。港九教會海外宣教士中作超越文化種族差

101 滕近輝：〈天布縋下的異象：超越性的擴展〉，收氏著：《聖經中的十大異象》，
頁138∼143。

102 滕近輝：〈北宣門口流出的河水：愈深愈廣？〉，收氏著：《給我羊》，頁 196。
103 滕近輝：〈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八個「一」〉，收氏著：《給我羊》，頁 203。
104 滕近輝：〈「差傳奮進大會」有感〉，收氏著：《給我羊》，頁 205。
105 滕近輝：〈藉我賜福〉，收氏著：《一份禮物》，頁 177∼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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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工作者比例日增，反映中間過程中差傳走向成熟，期待海外宣教士

倍增。他又指福音派（Evangelicalism）與傳福音（Evangelism）兩詞牽

涉同樣意思：「Evangelicalism implies evangelism: to be an evangelical is 

to be evangelistic」，主張福音派教會以廣傳福音為首務。教會所用「差

傳」或「使命」一詞的英文Mission從眾數演變成單數，引起比較自由

派（Liberal）與福音派辯論。前者把Mission差傳的使命觀念擴闊為教

會向普世表達神的愛、公義、真理、基督精神的追求。後者堅持差傳最

重要工作是向人宣講（Proclamation）福音信息、基督救贖，使人歸信

（Conversion）。他傾向福音派立場主張教會以傳福音為重點，首務是用

言語宣講福音，不否定非言語的見證、宣講、使命也屬福音工作。
106

他提出華人教會注重差傳三大原因，差傳是：1. 神對教會旨意：神

計劃使亞伯拉罕及其後裔把救恩臨到全世界。信徒也是其屬靈後裔，必

須差傳完成普世救恩使命。2. 聖靈工作方向：神差聖靈降臨的首務是以

智慧七眼和能力七角把福音傳遍世界。信徒應奉神旨意差遺履行差傳使

命，藉着聖靈普宣。3. 教會發展重要動力：借鑑馬其頓異象廣傳福音步驟，

堂會應從內向轉為外向差傳，使其觀念、代禱、奉獻、關心、宣教及果

效發展。
107 因此北宣應實現兩個突破：差更多會友尤其受神學訓練者宣

教海外；提高差傳目標，在向海外華人進行半超越文化差傳基礎上拓展

異族宣教。
108

1987年他繼續從先知和教會領袖宣教史蹟，呼籲神學生養成屬靈志

氣，擴大眼光容量，委身普宣使命。如威廉克理成功宣教印度，學園傳

道會創辦人白立德祈求普世事工而宣教百多國。
109

他從聖經提出佈道神學八大觀念：

106 滕近輝：〈宣教的重要意義〉，收氏著：《一份禮物》，頁204∼206。
107 滕近輝：〈宣教的重要意義〉，頁 204、207∼ 211。
108 滕近輝：〈在差傳事工上本堂所期待的兩個突破〉，收氏著：《給我羊》，頁

212。
109 滕近輝：〈屬靈的大志〉，收氏著：《一份禮物》，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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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定觀念（Predestination）與佈道（Evangelism）關係：信徒像保

羅相信預定論又積極傳教。預定論有兩大元素：認識神的主權，

關注失喪者。在神學上追隨加爾文派（Calvinist），工作上效法

阿民念派（Arminian），相信神主權與其揀選拯救有最佳配合。

2. 人類最後命運觀念（Human Destiny）與佈道關係：面對普世主

義或普世論挑戰，信徒效法保羅傳福音基本觀念：人人接受神公

義審判，應努力勸人接受福音，是佈道的極強動力。福音派持此

觀念而能積極宣教。

3. 教會使命（Mission）與佈道：信徒採取整全使命進路（Holistic

Approach），包括佈道與見證。針對不以教會使命為傳福音的新想

法，信徒應持守傳教是宣講神在基督裏拯救世人的恩典的信仰立

場，區分見證和傳福音。前者包括言語和生活的見證，後者用口

講宣揚（Proclamation），包括有聲無聲見證，意義更廣。信徒應

以傳福音（Evangelism）即普宣福音大使命為首務，還包括見證生

活，確保傳福音的整全性。信徒要成為門徒，用生活見證主及福

音的真實性。信徒口傳福音也用人生見證主，是佈道雙重路線。

4. 神學主調（Basic Theological Orientation）與佈道：主調包括創造

與救恩（Salvation）和創造與救贖（Redemption）。信徒需要創

造論和救贖論而側重後者，佈道注重神的救贖。

5. 佈道中心：佈道以神而非人為中心（God-centred Evangelism），

接受其主權。

6. 處境化（Contextualisation）與佈道：本地海外佈道使用處境化

方法，說明神在主裏怎樣解決人需要和人生問題，把人基本問題

連繫基督救恩。

7. 護教學路線與佈道：發展護教學，活用其理性、經驗、超自然、

綜合的四大進路宣講。

8. 佈道動力（Motivation）：即推動傳教的基督。110

110 滕近輝：〈從聖經看佈道〉，收氏著：《一份禮物》，頁23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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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九十年代：聖靈連環性大能下從本族

到普世的普世教會合一宣教擴展國度觀念

1989至 2005年間滕牧師擔任大使命中心國際董事會主席；1991年

起任國際短宣使團顧問，推動普宣事工。
111 回顧使徒的牧範和世宣運動，

順應歐美和華人教會諸運動、國內教會興起及《惠敦宣言》理念，他進

一步拓展其合一普宣思想。他從以弗所書主張華人教會回應普宣大使命，

從本族宣教長進到普世宣教。聖靈向信徒啟示神的福音是普世性的奧祕，

華人教會需要聖靈顯明使命奧祕，使信徒投入帶應許的普宣使命。聖靈

也顯出另一新觀念：華人信徒要關心普世，不只中國人，是大使命的動力。

聖靈根據主權威賜能力給教會完成普宣。方言給信徒預言性保證：聖靈

大能下福音傳遍各言語民族，神在主裏賜信徒合一的心，故教會憑信心

參與普宣使命運動是主的計劃。神在大陸興起信徒傳教，國內外信徒都

應利用這歷史契機合力宣教。
112

1998年他又從天國真理提出聖靈大能下教會合一普宣的信息。他指

信徒分屬不同宗派堂會及國族，但在基督國度裏卻同屬於神，超越種種

分隔，合一於普世國度，故應建立普世教會合一觀念。信徒須委身普宣

來建立普世性基督國度。天國擴展就是教會擴展，信徒要應用國度擴展

原則追求教會增長發展，即前述量質兼重和總動員等原則。其中聖靈是

建立國度的重要能力，把好牧人基督的心放在信徒裏面，使他們委身普

宣，傳教兼顧遠近，取得國度勝利。聖靈給佈道信徒造成連環性的三種

能力：把福音傳入新地區、勝過逼迫、再傳到更新地區的能力。信徒憑

三種能力普宣地極擴展國度。教會佈道時也在聖靈引導下推行愛心社會

服務，也是國度擴展的能源。福音與社會服務並行，形成普宣模式。
113

他還借鑑初期使徒的牧範歷史提出教牧信徒敬虔禱告與同心事奉對教會

111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xiv。
112 滕近輝：《從以弗所書中學習在聖靈中長進》（香港：宣道，1996），頁 51∼ 55。
113 滕近輝：《聖經中的國度真理》（香港：宣道，1998），頁 3∼ 4、9∼ 10、42∼ 48、

52∼ 53、92∼ 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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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普宣的重要性。如彼得禁食禱告破除成見向外邦人傳教，改變耶路

撒冷教會觀念，造成猶太和撒瑪利亞的宣教成就。安提阿教會領袖在巴

拿巴和保羅教導下祈禱產生向外宣教。兩位使徒同心下選擇各自同工分

展佈道，造成福音在歐洲和小亞細亞雙管齊下。
114

（七）	二十一世紀初：從教會增長到平衡兩面進路

促成普世教會普宣擴展國度觀念

2001年滕牧師轉任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董事會永遠榮譽主

席，繼續推動華人的普宣事工。
115 借鑑敬虔與屬靈學生運動、歐美和華

人教會諸運動及《惠敦宣言》立場，他繼續深化其教會增長普宣擴展思

想。這年他從使徒教會十二次興旺偉蹟全面提出普世教會增長的因素或

途徑：

1. 信徒過美好教會生活，如愛心分享、家庭（小組）聚會及敬拜

等。

2. 祈禱的領袖、期待神蹟、放膽見證主。

3. 潔淨教會。

4. 家庭與教會聚會並行。

5. 適當溝通、事奉分配、屬靈組織的教會模式，造就信徒恩賜發揮

和聖靈工作。

6. 信仰靈性被建立，敬畏神。

7. 傳教負擔。

8. 靈性與大信配合。

9. 同心祈禱。

10. 向外邦人傳教。

114 滕近輝：〈百世牧範：實踐於今日（三）—祈禱生活〉，《牧蹤》第8期（1998
年4月）、〈同文（六）—同心合意〉，《牧蹤》第12期（1998年12月）， 收氏著：《良
言善導I—牧苑促膝談》（香港：宣道，2004），頁17∼18、24、26。

115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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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避免人意規條。

12.花時間在最有效果地區佈道，把握機會獻身作工，注重大中小學

生事工。他強調學傳、學生福音團契、爾班拿宣教會之類學生福

音事工，是教會廣傳福音的動力。
116

2002年他又從聖經的平衡、兩面觀念豐富其教會普宣擴展思想。

就超世入世上，主要求信徒脫俗分別為聖，又入世推行社會服務作為福

音果子，活出豐盛生活見證，像衛斯理教會復興。能力與方法上，教會

效法使徒教會採取適當方法配合聖靈大能，包括不同方法處理教會靈性

與事務工作，上下溝通的智慧方法，分工合作，領袖資格、正確權柄

觀、教會領袖按立與專責的確立等，促進教會增長擴展。質與量上，教

會追求量的增長提升質素，但不以量取代質，因為神要的是高質素靈命

信徒。如衛斯理、莫拉維弟兄會復興運動、美國復興運動及亞洲群體歸

主運動等量的發展帶來教會質素淨化。分別與合一上，教會要區別於世

俗，也要在眾宗派、差會、信仰重點間追求合一，視不同會派同屬神家

各有優劣，彼此接納學習，建立普世教會觀。耶路撒冷與地極上，普世

華人教會應同時在本地海外遠近各處宣教，履行普宣大使命。個人與國

度上，在神的國度計劃下基督教各宗派的特點都產生於歷史特殊處境和

需要，被神使用，在其民族文化處境中促進傳教，使普世教會更完全。

各宗派信徒應互相學習，協力宣教擴展神國。理性與感性上，借鑑敬虔

運動、眾先知及保羅、宋尚節等先賢宣教貢獻，信徒的感性需要理性、

神學的基礎來掌握聖經真理推行普宣。
117

116 滕近輝：〈百世牧範：實踐於今日（十一）—向使徒時代的教會學習教會增長的

途徑〉，《牧蹤》第30期（2001年12月），收氏著：《良言善導I》，頁35∼41。
117 滕近輝：《偏差與平衡—完美靈性的追尋》（香港：宣道，2002），頁 53∼

61、71∼ 79、85∼ 89、171∼ 172、242∼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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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結

針對基督教天主教聯合思潮、普世基督教合一運動、東方宗教興

起、國家主義、自由派福音派差傳觀爭辯、普救主義、華人教會狹隘佈

道視野及普宣事業不振等問題，借鑑十七至十九世紀歐洲敬虔運動、屬

靈大學生運動及世宣運動等宣教擴展歷史，響應十九世紀中以來歐美

基督教會合一運動、普世教會增長與差傳運動、亞洲教會差傳意識覺

醒、韓國教會爆增、華人教會的屬靈復興、合一協作、植堂差傳、研經

培靈、神學教育等運動及福音派《惠敦宣言》普世佈道立場，滕牧師從

六十年代起從聖經差傳異象、使徒教會發展及個人豐富的世界宣教經

驗，建構發展面向華人教會的普世差傳宣教神學觀念。他主張基督教會

尤其華人教會合一，研經培靈，普及門訓，加強差傳的年會、神學教

育、護教學裝備及文字事工，感召青年，培訓一流宣教人才，緊握差傳

異象和救恩信仰，傳承教會尤其宣道會屬靈傳統，推行普宣。信徒應掌

握差傳事工的循環擴展規律和神與救贖論本位佈道觀念，平衡超世入世

等兩面傳教進路，養成普世教會思想，以基督應許權柄為確據，效法主

愛及其精神，憑信心、同心、禱告、方言預表及聖靈引導大能，合一總

動員進行本地海外的教會植堂增長及差傳事工，兼重質量，以差傳為主

線，走從本國到普世、宣講為本見證為輔的跨民族文化宣教路線，完成

普世福音大使命。差傳由國際視野的戰略型先知教會領袖帶領，作好

佈道預工繼工，利用新時代佈道組織及方法工具，佈道與社會服務並

行，因地制宜進行本色化、處境化宣教。東西方教會尤其福音派華人

教會進行跨國族、宗派、教會、堂會合作傳教，不結天主教不倚西差

會，應用國度擴展原則，追求普世教會拓展，建立基督國度。總之，滕

牧師以聖經異象、基督大使命、聖靈權能、使徒教會進路、教會差傳增

長擴展、國度建立為中心的普宣神學觀，對於當代華人教會的普宣思想

與差傳事業的建立發展，作出莫大貢獻，也標誌着當代華人普宣神學思

想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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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				要
本文爬梳滕牧師的專書、論文、講章、牧養感言、回憶錄及訪問等載述，

考察他從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各時期推動本地海外華人差傳事工過程中形成

發展的普世差傳宣教觀念，以及影響其觀念發展的基督教歷史和時代背景包括諸

信仰運動思潮，揭示當代華人教會普世宣教神學思想發展之成就。針對基督教天

主教聯合思潮、普世基督教合一運動、東方宗教興起、國家主義、自由派福音派

差傳觀爭辯、普救主義、華人教會狹隘佈道視野及普宣事業不振等問題，借鑑

十七至十九世紀歐洲敬虔運動、屬靈大學生運動及世宣運動等宣教擴展歷史，響

應十九世紀中以來歐美基督教會合一運動、普世教會增長與差傳運動、亞洲教會

差傳意識覺醒、韓國教會爆增、華人教會的屬靈復興、合一協作、植堂差傳、研

經培靈、神學教育等運動及福音派《惠敦宣言》普世佈道立場，滕牧師從六十

年代起從聖經差傳異象、使徒教會發展及個人豐富的世界宣教經驗，建構發展

面向華人教會的普世差傳宣教神學觀念。他主張基督教會尤其華人教會合一、

研經培靈、普及門訓、加強差傳的年會、神學教育、護教學裝備及文字事工，

感召青年，培訓一流宣教人才，緊握差傳異象和救恩信仰，傳承教會尤其宣道會

屬靈傳統，推行普宣。信徒應掌握差傳事工的循環擴展規律和神與救贖論本位佈

道觀念，平衡超世入世等兩面傳教進路，養成普世教會思想，以基督應許權柄為

確據，效法主愛及其精神，憑信心、同心、禱告、方言預表及聖靈引導大能，合

一總動員進行本地海外的教會植堂增長及差傳事工，兼重質量，以差傳為主線，

走從本國到普世、宣講為本見證為輔的跨民族文化宣教路線，完成普世福音大使

命。差傳由國際視野的戰略型先知教會領袖帶領，作好佈道預工繼工，利用新時

代佈道組織及方法工具，佈道與社會服務並行，因地制宜進行本色化、處境化宣

教。東西方教會尤其福音派華人教會進行跨國族、宗派、教會、堂會合作傳教，

不結天主教不倚西差會，應用國度擴展原則，追求普世教會拓展，建立基督國

度。總之，滕牧師以聖經異象、基督大使命、聖靈權能、使徒教會進路、教會差

傳增長擴展、國度建立為中心的普宣神學觀，對於當代華人教會的普宣思想與差

傳事業的建立發展，作出莫大貢獻，也標誌着當代華人普宣神學思想發展的重要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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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錦華：現代華人教會神學家
滕近輝牧師之普世差傳宣教觀 

ABSTRACT
Countering the ideological trends of Christian-Catholic alliance, ecumenism, 

rise of eastern religions and nationalism, evangelical-liberal debate about mission, and 
universalism, Rev. Philip Teng(1922-2013), a prominent Chinese theologian and pioneer 
missionary gradually develop a theology of world missions and evangelism for the 
Chinese church since mid 1960s. He took reference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evangelism 
such as the movements of pietism, university student evangelism, worldwide missions 
of the great century in the 17th-19th centuries and the significant Christian movements 
since 19th century including ecumenical movement, church growth movement, world 
mission movement, the evangelical awakening of Asian church, exponential growth 
of Korean church and the movements of spiritual revivals, oversea missions, Chinese 
churches in one accord for world missions, church planting and evangelism, bible study 
and convention, theological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and the evangelical views 
of Wheaton Declaration (1966). His theology mainly aims to tackle the narrow vision 
and insufficient work of world miss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in that time. It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biblical visions, Great Commission, power of the spirit, development of 
Apostolic Church, church growth and expansion through evangelism, and establishment 
of Kingdom of God. To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he advocates a God/Salvation-
centred evangelism moving circularly from local to the world through unifying and 
mobilizing the Chinese church. Churches are to adopt a cross-ethnic/culture approach 
assisted by strengthening discipleship/missionary/apologetics training, mission 
conference and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using the ways of proclamation, witnessing, 
contextualization, up-to-date organization and methods, social services, church planting 
and expansion, and cross-race/domination/church collaboration, etc. His theology mark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heology of world missions 
and has been giving in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world missions of 
the Chines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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