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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月 8日 

主日講台信息 

從「會友」到「使命門徒」  

／董家驊牧師 

經文：哥林多前書第一章 1－9節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弟所提尼，寫信給在哥林多

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

穌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

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裡所賜給你們

的恩惠；又因你們在他裡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

證，在你們心裡得以堅固，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顯現。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

備。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弟兄姊妹大家主日早安。很開心差傳年會的最後一天，我們要一起來領受信

息。 我想問一下，在座有多少弟兄姊妹是台北信友堂你自認是「會友」的，可

以舉個手。好 謝謝 請放下。希望我今天的信息不會得罪你。 

 

差傳年會的提醒 

從「會友」到「使命門徒」的意思，不是要否定我們是一個教會「會友」的

身分，但是在提醒我們，我們的身分不只是一個教會的「會友」。差傳年會同樣

的也不是在講遠方的宣教士而已，好像我們只是站在遠處禱告、奉獻支持。這些

都是需要的，但是差傳年會也提醒我們，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是奉差遣的。 

剛剛我們所讀的經文，哥林多前書，是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哥林多是一

個什麼樣的城市？哥林多其實位在歐亞大陸（歐洲跟亞洲）的交界處，它是交通

要道，在羅馬帝國當中連結了西邊跟東邊。 

哥林多同時是一個娛樂的重鎮。在古希臘有四大運動盛會，其中我們最熟悉

的就是奧運，奧林匹克運動會，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在當時與奧林匹克運動會齊名

的，叫地峽運動會，兩年辦一次。這個運動會就是舉辦在哥林多。因此它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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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歷史的城市，然而在主前 146年 它被羅馬給攻陷了，整個城被徹底的摧毀。

將近一百年後，主前 44年它被重建，成為一個羅馬殖民地的城市，同時是一個

充滿機會的年輕城市。 

保羅在旅行佈道的時候到了哥林多，住了一年又六個月，建立了哥林多教

會。與他同工的有亞居拉 百基拉。同時哥林多教會也是人才濟濟，亞波羅這位

聖經上所形容，滿有恩賜講解聖經的教師，也曾待在哥林多多年，教導哥林多教

會。這也是一個同時有外邦人跟猶太人並存的教會，內部充滿著多元，他們是有

他們的歷史，但同時有許多的新移民，或者是不同文化背景、世界觀的人來到這

個教會，來到這個城市。 

其實哥林多教會跟台北非常像，哥林多這個城市跟台北有非常多類似的地

方，首先我們都曾經在歷史當中長期的為殖民地，因為殖民地的關係，族群是很

多元的，存在著多元的文化，甚至歷史觀和世界觀的競爭。如同當年的哥林多，

台北也是一個年輕的城市，位在東西方世界的交會之處，如同當年的哥林多一

樣，充滿著向上爬升的機會，但也充滿著被擠到下面的焦慮跟壓力。也如同當年

的哥林多，台北有各式各樣的名講員，各種流派的教導，互相的激盪衝擊，甚至

在許多教會內部都隱隱含著路線之爭。這也是為什麼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花了很大

的時間在處理教會內部分黨結派的事。然而台北跟哥林多也有不一樣的地方，除

了時代差了兩千年，哥林多所敬拜的對象是許許多多的神明，而台北今天當代我

們所敬拜最主要的對象是自我。 

我很喜歡一部電影叫 La La land，中文翻成叫「樂來樂愛你」。我很喜歡它

的原因是它是在洛杉磯拍的，那這部電影出來的時候，我跟我太太還住在洛杉

磯，所以看這部電影有點像是去看一個一個我們到過的地方，包括這張投影片他

們跳舞的地方，也是我跟我太太約會散步過的地方。在這部電影裡面，影評家王

星然他就說，「追尋真我、忠於真我，成為這個時代最時髦、最具道德情操、最

具政治正確的新生活運動。」 

 

自我身分認同 

加拿大哲學家 Charles Taylor在「世俗時代」這本書裡面形容我們的時代是

the age of authenticity，一個真我的時代，不斷要強調真實的我。他怎麼形容呢？

這位哲學家說，在這個真我時代裡面，上帝被推出去了，每個人自求多福，但同

時又被迫要去定義自己是誰，同時又不能告訴別人應該怎麼做，於是充滿著徬

徨、害怕、焦慮又冷漠，同時我們很努力的要爭取他人認可我們對自己的自我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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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這樣的困境當中，許多時候我們常常用兩種方式，試著去找到自己，

第一個方式，就是透過加入一個組織，第二個方式，就是透過努力的追尋自我的

實現。而這兩種方式也無形當中影響著我們的門徒生活，影響著作為基督徒我們

怎麼去跟隨耶穌。 

透過加入組織想要找到我們真實的身分、意義、歸屬，最終我們一不小心，

就把跟隨耶穌等同於只是加入某一個組織；一不小心，把跟隨耶穌等同於只是參

加組織的活動；一不小心，做禮拜變成了跟隨耶穌的同義字。 

弟兄姊妹，我千萬絕對不是在說崇拜不重要，崇拜太重要了，這是我們一個

禮拜當中學習規禮、對齊的時候。這也是一個生命的節奏，提醒我們有一天，七

天裡面，六天當工作，有一天當分別出來與上帝對齊，太重要了。但是，若我們

把做禮拜這個事件就等於我們在跟隨耶穌了，或許我們把跟隨耶穌看得太少，看

得太狹隘了。 

而另外一極端，當我們想要透過追求自我實現來跟隨耶穌的時候，其實我們

就把跟隨耶穌簡化為活出美好的自我，活出自己最大的潛能。 

所以今天我們的題目叫做從「會友」到「使命門徒」，就是我們要用一個新

的眼光跟角度，來看待什麼叫做作主門徒，來看待作耶穌基督門徒、作耶穌基督

跟隨者的意義是什麼。 

你知道在台灣的國立大學裡，每年畢業生當中有五成以上的學生沒有繼續做

他的專業所訓練他做的事情。當很多訪問去問這些人，為什麼不去用他大學的專

業來工作的時候，他們說，「因為我讀了之後才發現那不是我要的」。當很多時候

我們進一步問，「那如果可以重來一次，你會選什麼？」許許多多的畢業生說，「我

還是不知道我要的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困境，一方面透過加入組織試著找到意義，一方面又試著自己去

定義自己是誰，但是卻在當中陷入破碎跟孤立的困境。 

 

基督徒的身分：蒙召作聖徒 

在哥林多前書第 1章第 1節，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說，「奉上帝旨意，蒙召作

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弟所提尼，寫信給在哥林多上帝的教會，就是在基督

耶穌裡成聖、蒙召作聖徒，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我用

的是和合本修訂本，所以會跟和合本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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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短短的兩節經文裡面，有一個字不斷的重複，就是「蒙召」。當我們迫

切的渴望透過加入組織來定義自己是誰的時候，當我們迫切的努力透過自我實現

來找到自己是誰的時候，保羅卻提醒我們，我們的真實跟身分來自蒙召，我們是

被上帝所召的。 

這世界的組織會過去，就如同當年的哥林多的教會，如果當年哥林多教會的

信徒他們的身分只是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如今哥林多教會何在？早就不在了。如

果我們的身分是寄託於組織，組織會過去。如果我們的生命是寄託於個人的自我

實現，那更加的不穩定。但是基督徒的真實身分是來自我們是蒙召的，在基督耶

穌裡成聖的，蒙召作聖徒的。聖徒的意思不是作道德完人，而是被分別出來的。 

保羅說，你們是蒙召的，如同我是蒙召的一樣。我們的身分認同基礎，既不

是自我建構，也不是群體的身分認同，而是我們被那位創造萬有的上帝所呼召，

這位上帝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 

因此，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不是要抓住某一個原則，來作一個有原則的人，

而是作一位有基督的人。這是很不一樣的，因為這世界充滿著許多的事情，是我

們無法靠一個單一的原則去判斷一切事情的時候，以致於神學家潘霍華他就說，

我們不可能只是把一個冰冷的原則當作耶穌來跟隨，耶穌是有位格的。 

就好像今天如果我的孩子他們想要來愛我，問說：「爸爸，教我一個原則，

我只要遵守那個原則就是愛你」，我要講什麼？我大概很難講，因為如果我講說

這個原則就是要聽爸爸的話，有些時候其實事後我會後悔他們聽我的話。如果那

一個原則是，長大之後，老了，記得要常回來看我，如果我們住在不同的國家，

常回來看我是什麼意思，他會不會為了我的這一句話最後內疚一輩子，而我作為

父親也為著我的這句話讓我的兒子內疚一輩子，我也內疚一輩子。 

如果我們今天要抓住一個原則，來過一個跟隨耶穌的生活，其實不可能的。

的確有一些原則幫助我們來跟隨耶穌，可是不要忘記上帝是活的。因此作一個使

命的門徒，首先我們要問自己是，上帝的主權有沒有在你我的生命當中活潑的彰

顯？我們每天的生活是日復一日，年過一年這樣過，還是每一天我們都在上帝面

前跟上帝說，「主，你有甚麼話要說？主，你有什麼心意」？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天早上我會靈修，靈修的時候我會默想一段經文，默想

那段經文一方面是自己領受，另外一方面是，如果那一天裡面有任何人要請我為

他禱告，我就一定去用那段經文來為他禱告。為什麼？因為如果今天我要按著我

的意思為他禱告，其實我大概都知道我要禱告什麼，所以有的時候我需要常常問

上帝是，「神，今天我在默想的經文，你有甚麼話要對我說，你有甚麼話要對我

的弟兄，我的姊妹說，有甚麼話要對這位還不認識你的人說」。跟隨耶穌是跟隨

一位有位格的上帝。而蒙召成為聖徒不是作一個道德完人，而是作一個與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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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別的人。 

疫情改變了許多事，幾個禮拜前有人請我講一個專題叫做疫情後的教會與社

會關懷，他們希望我談一談疫情帶來哪些改變。我想了很久在預備這個專題，最

後我跟邀請我的人說，我的結論是，疫情沒有帶來什麼改變，疫情只不過突顯出

早就改變的事情。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疫情改變了我們的教會生活，讓我們的信仰受到挑戰，但

或許是因為我們已經太習慣把我們的信仰生活依附於某一些活動、某一些節目，

以致於當我們沒有辦法進行那些活動跟節目的時候，我們突然覺得我們的信仰生

活震盪。 

可是我們看到教會在一開始他就是跟隨一位永活的上帝，在一個變動的時

代，在不同的處境當中來持續的回應呼召，持續的跟隨耶穌基督。今天疫情只不

過突顯出我們把跟隨耶穌跟我們日常生活作了太大的一個切割，以致於好像只有

參加某一些教會活動的時候我們在跟隨耶穌，而平時週間的上班就是在世界按照

世界的邏輯來拼活。所以疫情也再一次提醒我們，我們不只是一個組織，我們不

只是「會友」，我們是回應那位呼召我們的上帝，在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基督是主，教會是上帝的 

其次保羅提醒他們，「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願恩惠、平安從我

們的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保羅講到真實的歸屬感，我們永恆的歸屬

不是屬於任何一個地上的組織，而是我們是上帝的教會。 

弟兄姊妹，這帶來一個極大的釋放，就是教會是上帝的。因此一方面我們要

努力的來回應，來建造教會，但另外一方面我們可以不用那麼焦慮，因為教會是

上帝的，所以誰負責？最終不是我們負責，是上帝負責。 

常常我們會看到許多時候，包括牧者、我自己，當投身一個事工，一開始是

出於回應上帝，可是久而久之，事工變成我的上帝；久而久之這個我所負責的變

成我的寶貝。於是當它被攻擊的時候，我感到我個人被攻擊；於是當它受虧損的

時候我感到我個人虧損；當它失敗的時候我感到我個人是失敗的，所以我們要常

常被提醒，我們是上帝的教會，基督是他人的主，也是我的主。 

保羅邀請哥林多的教會進入到一個更大的故事裡面來重新認識自己是誰、自

己屬於誰。我們或我們教會不是孤立於上帝的教會之外的，我們是在上帝的普世

宣教心意裡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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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信友堂的建立可以最早追溯到 1860年，在一個遙遠的地方有一個叫美

北長老會的群體差遣的宣教士，也不是來台北建立教會，是到了上海的黃埔建立

了教會。有一位叫但約翰的宣教士所建立的。台北信友堂的開始是因為在十九世

紀普世宣教運動所結出的一個果子，而在廿世紀 1949年因著當時國際局勢的變

動，許許多多的上海的這些當時的華人領袖，特別是當時教會已經是宣教士交棒

給華人的教會領袖，來到台灣的 1949年建立了台北信友堂。而台北信友堂也一

直是參與在上帝的普世心意的裡面。第一屆的洛桑福音大會在 1974年瑞士洛桑

舉辦的時候，我們的韓偉長老就是其中一位華人教會的代表，並且在兩年之後，

這一群參加第一屆世界洛桑福音運動的六十幾位華人教會領袖開始的世界華人

福音運動，韓偉長老也是台灣教會的代表。 

一再地我們看到，其實我們的故事是在一個更大的故事裡面，而那個更大的

故事是上帝的故事。因此一方面我們要在本地盡忠，在本地成為委身於這個群

體，來見證耶穌基督的福音，而一方面我們要想到我們是屬於上帝的，祂不但是

我們的上帝，也是其他教會的上帝，也是普世教會的上帝，更是全地的主。 

我們被呼召成為聖徒，就是不以這世界的方式來改變這個世界，而是以十字

架的方式，基督捨己，以復活戰勝了死亡，祂邀請我們完全的降服於祂，放下自

己，我們在耶穌基督裡才經歷轉化的能力，因著對上帝偉大心意的認識，我們的

降服不再是屈從。今天很多的時候基督徒的降服是，「上帝，我知道你掌權，我

不得已，我只好順服你」，如果我們真認識上帝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我們的

降服不是放棄自己的主權，而是歡然的交託我們生命的主權。 

十九世紀著名的佈道家跟慈善家喬治穆勒，上帝透過他做了許許多多偉大的

事情，而且穆勒是一個禱告的人。有一天有人來問穆勒說，「你禱告的能力從何

而來？」我也很想問，「你禱告的能力從何而來？」好在有紀錄穆勒的回答，所

以我不需要自己去問。穆勒說，「There is a day Mueller died to his own ambition , 

will, and agenda.」（曾經有一天，穆勒這個人向著自己的野心、意志、跟他想要

完成的事情死掉。）這是禱告能力的來源，願主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成就在我們

身上，如同在天上。很多時候我們太執著要成就我們的事情了。 

前段時間我壓力很大，跟一個朋友在出來聊天的時候，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我們對很多的事情看法很不同。在那次聊天裡面，我們就聊到說，其實最終

不論我們兩個為主成就了什麼，還是一事無成，最終存到永遠的大概不會是我們

所做的事情，而是我們兩個人在基督裡那真實的相愛的關係。 

當我們學習向上帝的心意全然的降服，向自己的野心、意志、議程、控制，

死掉的時候，那帶我們進入到一個更開闊、更美麗的上帝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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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我們與主耶穌成為生命共同體 

第 9節，保羅再次提醒哥林多教會，「上帝是信實的，祂呼召你們，好與祂

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共享團契。」共享團契的意思就是成為生命的共同

體。這裡講到上帝是信實的，而且祂呼召我們，因此我們每個人的生命是有意義

的。我們被呼召是作聖徒，同時要與基督共享生命，並有分於上帝自己的使命。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當你來參加教會一年一度的差傳年會的時候，你的心態

是什麼。從小在教會長大，每年的差傳年會我覺得都是一次對我的定罪大會，就

是提醒自己其實外面還有很多人還沒信主，就是提醒自己要奉獻了，就是提醒自

己要關注一年都沒有關心的宣教士，很真實的，從小在教會長大，有的時候教會

的差傳年會對作為一個學生，作為一個年輕人的感受真的是如此。 

但是我們常常忘記一件事情，就是差傳的意思是重新去認識上帝對我們眾人

的使命，差傳的意思不是只是為那些被差傳的人禱告、守望、看顧，也是再一次

的想起我們也是奉差遣的，我們也是奉差遣傳揚福音的，有些人在遠處，有些人

在近處，有些人在遠處異地跨文化宣教，但是不代表我們這些沒有去跨文化宣教

的人，我們在本地就只是無所事事，就只是一年紀念他們一次。差傳提醒我們，

我們每個人都在回應同一個上帝，回應同一個使命，但是以不一樣的方式，有些

人，上帝呼召他成為宣教士。有些人，上帝呼召他成為本地的牧者、傳道人。有

些人，上帝呼召他在本地以他的專業，以他的工作來服事上帝，但是我們每一個

人都是奉差遣的。 

而且差傳提醒我們，每個人都渴望找到自己生命意義，其實領受使命不就正

是代表領受意義？當我們到處都在找哪裡可以發揮自己生命的真實意義的時

候，差傳提醒我們，每一個耶穌基督的門徒 其實我們是何等的幸福，因為我們

是一群有領受使命的百姓。教會的使命是什麼？保羅提醒，是上帝呼召我們，要

與耶穌基督共享團契，成為生命的共同體。 

我跟我太太結婚十五年，我在石牌信友堂長大，但我結婚的時候是用台北信

友堂的教堂，然後沈牧師祝禱。十五年後的今天我跟我太太有兩個孩子，一個八

歲，一個六歲，因為很長一段時間想要孩子，要不到，所以非常珍惜這兩個孩子，

非常愛這兩個孩子。今天早上當我要出門的時候，我的孩子跟我說，「爸爸，可

不可以跟我玩那個 Stack cups」，就是那個什麼弄杯子的東西，我就跟他說，「爸

爸要出去服事了」，然後兒子就很失落的眼神。我發現孩子可以是上帝的禮物，

但是也可能一不小心變成我們生命的偶像。 

在過去這三年當中，我們家庭要分別做了幾個其實蠻大的決定，包括搬家，

從一個國家搬到另外一個國家，包括明年身分上服事職分的一個轉換，但是當我

在回想這些過程的時候我發現，最寶貴的其實不是「作對決定」這件事，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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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決定的過程當中經歷上帝同在」的這件事。 

所以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保羅在宣教，在他被捕要被送去羅馬的時候，遇到船

難，他的生命危險，都遇到困難，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候，當主站在他旁邊跟他說，

「我要與你  我與你同在，不要怕」，他的心就有確據，他就有了力量，那個力

量不是來自他已經知道要怎麼搞定他的事工，他的力量也不是來自他曉得他的事

工在兩千年後將會有極大的影響力，不是的。 

事實上許多的宣教士至今過世幾百年，默默無聞，無人紀念。許多宣教士他

們所建立的教會 我們常常講很多那些宣教士建立的教會如今變得多大，有許多

宣教士今天他們當年所建立的教會如今已經人去樓空，但是這不代表他們的生命

沒有意義，因為保羅在這裡說，上帝是信實的，祂呼召我們要與主耶穌基督共享

團契。 

因此在我們生命的每一個跨越的過程當中，真正重要的或許不是這個決定是

不是百分之百完美、正確，而是在這過程當中我們是不是被上帝抓住，是不是與

上帝同心同行。而當教會的使命就是與上帝在一起成為生命共同體的時候，我們

自然就是在回應上帝的使命。 

 

每個信徒都是帶著使命的門徒 

Missional discipleship「使命門徒」。「會友」到「使命門徒」在講的就是跟

隨耶穌就是作主門徒。我們所跟隨的耶穌是誰呢？不就是那位宣教的上帝嗎？因

此，作主門徒本身就是在跟隨那位宣教的上帝，因此本身就會驅動我們去回應上

帝的使命。我們每個人都被呼召，成為一個帶著上帝使命回應上帝使命的門徒。

這不是說我們就不再是某個教會的「會友」了，而是讓我們看到我們的身分不只

是「會友」，更是屬上帝的門徒，是帶著使命的。 

今天差傳年會當中，我們許多時候都會鼓勵弟兄姊妹，包括石牌信友堂這禮

拜跟未來兩週是我們的宣教月，我們都會鼓勵弟兄姊妹要為宣教禱告，奉獻，甚

至參與，pray- give- go。但我想這個順序也可以反過來，在差傳年會當中，我

們也可以學習 go- give- pray。這個 go就是我們這次所講的跨越，跨越自我中心

的界線，跨越帝國這個世界邏輯怎麼運作的界線，以一個有別於世界的邏輯來見

證福音的好消息，跨越教會內部群體的差異。跨文化，是的，很困難，要學一個

新的語言，要去一個陌生的地方，然而在我們當中就在我們當中，我們也有許多

要跨越的。 

上禮拜在跟長老開會的時候，有一次我們在談到跨文化，有個長老坐在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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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就指著我說，「各位，我跟他也有文化差異啊」。這位長老是我們家很好的朋

友，從小看我長大，他就是像我的親叔叔一樣，但是很有意思，即便如此之親，

年齡差個二、三十歲，我們之間仍然有很多想法是很不同的。 

而當我們學習在跨越內部差異的時候，當我們跨越的時候，其實我們需要

give，這個 give可能是降服，把自我放下，把我們的野心放下，把我們的自以

為義放下，而在降服於主的當中，我們來到上帝面前，同時想到那些在遠方的宣

教士。在我們內部跨越的時候，我們更深刻的體會到，在同個語言的環境裡，尚

且跨越都那麼困難了，更何況是那些遠方的宣教士。這時候我相信我們的禱告是

更有感的，我們的禱告就不再只是「主啊，求你紀念他，好，我今年禱告完了，

我今年有為宣教士禱告」，而是更有感受的是，在內部的跨越尚且那麼困難，更

何況是那些遠方的宣教士，而當我們禱告的時候，我們也想到我們能夠 give給

的，我們能夠奉獻的不只是金錢，也包含金錢，也是我們生命，我們的時間，我

們的恩賜跟才能。今天許許多多創啟地區，其實真正要進去裡面宣教的，可能用

傳統宣教士的身分根本進不去，但是用專業的身分，用營商的身分進去，才能夠

進得去。 

在差傳年會的最後，提醒我們跨界從現在就開始，而當教會成為一個開始跨

越自我中心的界線，這世界帝國邏輯的界線，內部差異的界線，仇恨對立的界線，

教會圍牆的界線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有些人在近處，有些人在遠地，都是被

差遣宣講這好消息的人。想像一下，如果今天在世界各地宣講好消息的不只是宣

教士，不只是牧師，不只是傳道人，不只是長老執事，而是每一個基督的門徒，

這個世界會多麼的不一樣。 

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上帝謝謝你，你讓我們的生命是領受使命的生命，天父，孩子為台北

信友堂感恩，幾十年來你使用教會參與在普世的宣教當中，幾十年來，你感動許

許多多的弟兄姊妹，默默的忠心委身，今天我們再一次把自己委身於你，再一次

對你說，主，我們在這裡，求你差派我們，不論是在近處，或是你感動我們往遠

處去，不論是透過禱告支持，還是透過親自投身，主，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蒙你呼

召，成為聖徒，並且要與你成為生命共同體。祝福台北信友堂在差傳大會當中我

們經歷生命的更新，都成為帶著使命進入世界奉差遣的門徒。奉耶穌基督的名禱

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