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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1） 第壹部份 差遣的意義 本部分區分成兩章，第一章「『差遣』與『彌

賽亞』的聖經觀點」與第二章「活出『彌賽亞』的生命」。 這個部分主要

在說明「差遣」的字義與其用法。另外，也說明《聖經》中所記載「上帝

與人之間的關係與互動」其實就是「上帝從未間斷過的差遣行動」，此差

遣的行動又可稱之為「上帝對人的救恩行動」。在這救恩行動的歷史裡，

上帝的差遣、救恩首先於以色列民族中施行著，爾後在耶穌基督裡完全地

應驗（實現）。耶穌基督活出上帝的「受膏者」生命，領受來自上帝的差

遣使命，並在祂的生命中完成此使命。祂更將祂的使命交付給跟隨祂的門

徒們（基督徒們），而門徒們所組成的團體乃稱之為「基督的教會」。繼

耶穌基督之後，基督的教會成為上帝差遣與救恩的工具（管道）繼續這天

人的愛情故事，即是領受與回應、實踐上帝的差遣使命，以及對融合於她

的基督徒們賦予此差遣的使命。因此第一章、第二章的論述與說明其實是

本論文的核心背景。 （2） 第貳部份 差遣與聖事 本部分區分成四章，第

三章「聖事：差遣使命的接受與實踐」，第四章「耶穌基督是上帝的聖

事」，第五章「教會是基督的聖事」，以及第六章「教會是『聖事』的雙

重意義」。 這個部分主要在說明「聖事」乃是天人相愛的具體表現，表現

出：在上帝差遣行動中所賦予的差遣使命不斷地被人接受，以及被人所實

現。首先說明「聖事」的意義為：天人之間位際性共融的象徵、天人之間

愛情的實現。換句話說，此為上帝的差遣行動在人間具體的實現。接著指

出耶穌基督乃是「聖事」：祂的生命本質、祂所活出的生命便是接受了上

帝的差遣，以及回應了上帝的差遣使命，並實踐之。然而，基督的教會是

身為在地上的「基督的身體」，因此教會的生命、信仰的本質，與教會的

禮儀性慶祝就是「聖事性生命的彰顯」，也可說教會的生命、信仰是接受

了上帝的差遣，並在其生活、行動中實踐了差遣時所領受的差遣的使命。 

（3） 第參部份 差遣與生活 本部分區分成四章，第七章「在與上帝的關係

中生活」，第八章「自我實踐的生活」，第九章「在與其他人的關係中生

活」，以及第十章「在與世界萬物的關係中生活」。 這個部分主要在說

明、反省：當人領受了上帝差遣的使命之後，該如何在生活的高峰、生活

的慶祝層面，以及日常生活的層面中將差遣的使命實踐出來，並且所實踐

的差遣使命又是什麼。而人的生活（無論是生活的高峰、生活的慶祝層

面，或是日常生活的層面）都可區分為四個向度，一是與上帝之間的關係

（宗教信仰幅度），二是自我實踐的生活（與自我之間的關係、自我幅

度），三是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社會幅度），四是與世界萬物之間的關

係（自然環境的保護與管理）。因此，這個部分也就是區分成以上四個向

度，來說明、反省「受差遣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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