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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导论

一、什么是差传？
A. 基督教，信仰，真理A. 基督教，信仰，真理

1. 人所建立的一套系统。

2. 独一真神启示的信仰。

3. 圣经启示：

a. 以色列的历史；

b. 耶稣基督的复活；

c. 圣经的预言。

4. 基督徒人数。

5. 50 亿人的永生或永死。

B. 差遣的概念从圣经教导而来B. 差遣的概念从圣经教导而来

1. 摩西。

2. 賽 6：8。

3. 约 20：21。

4. 太 28：18–20。

C. “差传”（missiology）的词义C. “差传”（missiology）的词义

1. Misso―任务。

2. Logo―探究。

D. 探究神救赎人的行动D. 探究神救赎人的行动

1. 原因。

2. 历史。

3. 有效的传扬方式。

E. 差传的特质E. 差传的特质

1. 多范畴―利用不同学科的材料。

2. 实践的―按神的引领参与。

3. 动态的―因应改变。

二、为什么教会要认识及参与差传？
1. 神的心意。

2. 复兴之路。

3. 教会蒙福：

a. 短宣的体会；

b. 短宣的祝福；

c. 教会的见证。

4. 世界的需要：

a. 全球的非基督徒人数；

b. 自认基督徒，却不明白相信的是什么。

三、课程内容（参目录）
1. 第一部份―从圣经认识差传的根基。

2. 第二部份―从历史认识差传的进展，包括以下时

期：初期教会时期、国教时期、中世纪时期、差

传先锋时期及近代差传时期。

3. 第三部份―从环境和事工来认识差传。

4. 第四部份―教会怎样参与差传。

四、课程目标
通过学习差传，更明白和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让我们的心更贴近主的心肠，脚更贴近他的脚踪，

并按照神的心意在差传事工上有更美好的事奉。

五、思考问题
1. 差传是什么意思？

2. 差传有什么特质？

3. 为什么要学习差传？

第二课
差传与旧约

一、摩西五经
A. 差传首次出现在创 2章A. 差传首次出现在创 2章

1. 罪进入了世界。

2.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创 3：8–9）。

3. 没人可差。

4. 神差自己到世人那里（创 3：15）。

B. 亚伯拉罕的差传信息B. 亚伯拉罕的差传信息

1.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

的地去……”（创 12：1–2）。

2.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 12：3）。

3. 神的心意（创 26：4）。

C. 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完成差传任务C. 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完成差传任务

1. “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出 7：5、17，

8：22，10：2，14：4 等）。

2. 使神的名传遍天下（出 9：16）。

3. 成为万国的祝福（出 19：5–6）。

4. 祭司的工作有 3方面：

a. 代表人把需要带到神面前；

b. 教导人神的律法；

c. 向人讲明神的心意。

5. 见证、仆人（赛 43：10–12）。

D. 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接纳外邦人D. 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接纳外邦人

1. 外邦人也要照样办理（民 15：14–16）。

2. 神计划的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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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书
1. 所罗门献圣殿的祷告―“……使天下万民都认识

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王

上 8：41–43）。

2. 所罗门让示巴女王认识了耶和华，她称颂耶和华

（王上 10：9）。

三、智慧书
1. 约伯论及救赎主（伯 19：25）。

2. 诗篇中的差传信息（诗 2，22，66，67，87，

96，98，117，145 篇）。

四、先知书
1. 番 3：9。

2. 弥 4：1–2。

3. 约拿书。

4. 以赛亚书：

a. 神 要 审 判 列 国（ 赛 14：28–32，15–16 章，

19：1–18，20：3–6），证明他是全地万国的神。

b. 耶和华挑战所有假神（赛 41：21–23）。

c. 以色列民常被称为神的仆人（赛 41：8–9，42：

19，43：10，44：1–2、21、26，45：4，48：

20）。

d. 以色列民也是神的使者（赛 42：19），就是代表

神出去传扬和见证他的。

e. 神要差遣福音的使者（赛 66：19）。

f. 人当归向耶和华（赛 55：1–3、7）。

五、被差的人
1. 他们愿意遵行神的吩咐，却不一定完全无过。

2. 他们都清楚蒙神直接呼召。

3. 神对他们都有特别的要求，就是必须按神的心意

过生活。

4. 神给予他们清楚的任务，就是要直接或间接地让

万民认识神，并回转归向神。

六、结果
旧约让我们知道，神爱世上的万民。可惜，以色列

人没有效法神，爱惜世上的万族。但是，神的救赎

并没有停止。

七、思考问题
1. 神的救赎工作在什么时候开始？

2. 神所差遣的人都成功地完成差传的使命吗？

3. 诗 145 篇如何跟差传有关？

第三课
差传与新约

一、四福音—差传的耶稣
A. 耶稣基督的身分A. 耶稣基督的身分

1. 神的儿子（约 1：49；太 24：33；路 4：41）。

2. 世人的光（路 2：32；约 8：12）。

3. 世人的救赎主（可 10：45；约 3：16）。

4. 王（太 2：2；可 15：2；赛 62：11；亚 9：9）。

B. 耶稣基督的工作B. 耶稣基督的工作

1. 服侍犹太人：

a. 在迦百农赶污鬼（可 1：21–28）；

b. 洁净长大麻风的（可 1：40–45）。

2. 服侍外邦人：

a. 医治迦南妇人的女儿（太 15：22–28）；

b. 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约 4：3–42）。

C. 给门徒大使命的 4个记载C. 给门徒大使命的 4个记载

1. 太 28：18–20。

2. 可 16：15。

3. 路 24：45–48。

4. 约 20：21–23。

二、使徒行传—差传的信徒
1. 在使徒行传的大使命（徒 1：8）―差传的能力来

自圣灵（路 24：45–48）。

2. 救恩从犹太人开始，向外邦人传扬。

3. 圣灵给门徒能力作见证，又主动带领差传的工作

（徒 13：1–3，10：44–46）。

三、书信—明显的差传信息
1. 新约书信之目的。

2. 差传的目标，是建立能够建立教会的教会。

3. 保罗是宣教士的榜样（罗 11：13），注重祷告和

信徒生活行为的见证（提前4：12），倚靠圣灵（林

前 2：4）。

4. 罗马书：

a. 罗 1–3章―世人都需要神的救恩；

b. 罗 4章―因信称义，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罗5：

20–21）；

c. 罗 1：14―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

拙人，保罗都欠他们福音的债。

d. 差传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有团队的同工。

5. 彼前 2：9―所有基督徒都有责任和托付去传福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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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示录
1.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启 1：12–20）。

2. 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启 17：14，19：

16）。

3. 耶稣基督是全地的审判者（启 14：14）。

4. 在启示录中可以看到差传的果效：

a. 启 7：9–10；

b. 启 6：11；

c. 启 20：11–14。

五、差传信息在新旧约
1. 在旧约，信息主要是吸引外邦人。

2. 在救恩成就以后的新约，强调所有门徒都必须参

与差传的工作。

六、结语
人失败后，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到世界完成救

赎。人因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去万民中传福音，

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到了得救的人数满了以后，

时间就结束，大审判就开始。最后，邪恶给扔在火

湖里。

七、思考问题
1. 神的救赎工作在什么时候开始？

2. 神所差的人都成功地完成差传的使命吗？

第四课
差传与圣灵

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的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了。圣

灵引导信徒，并给能力他们在世界中作见证。圣灵

也用神迹奇事证明信徒所传的道。

一、圣灵制定差传方案
1. 方案并非随意随机，而是从亘古就有（弗1：4）。

2. 方案包括 3方面：启示、管理和转化。

二、启示
圣灵启示救赎的过程：救恩由犹太人开始，但大多

数犹太人会拒绝（徒 2：1–42，4：1–18）。

三、管理
A. 圣灵预备差传的资源A. 圣灵预备差传的资源

1. 圣灵按自己的心意差遣信徒（徒 13：2）。

2. 圣灵在不同的环境下预备和感动差传的工人，例：

彼得、腓利、保罗。

3. 除了预备工人，圣灵也为差传事工预备金钱。

B. 圣灵制定差传的方式B. 圣灵制定差传的方式

1. 用神的话语（圣经）、众门徒的生活见证、祷告

和神迹奇事（彼前 1：23；提后 3：16；弗 4：1；

路 18：1–8；雅 4：2–3；徒 2，10，20 章）。

2. 给予信徒能力。

C. 圣灵订明差传的目标C. 圣灵订明差传的目标

1. 最大的目标：让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2. 针对不同的群体：

a. 保罗差传的对象是外邦人（徒 18：6）；

b. 美国的慕拉第（Lottie Moon, 1840-1912）到中

国的农村去传福音；

c. 英 国 的 威 廉• 克 理（William Carey, 1761-

1834）到印度去传福音。

3. 全面的传福音工作 /专门的工作。

D. 圣灵安排差传的事工D. 圣灵安排差传的事工

到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离开某个地方、到另外的

国家等（徒 16：6）。

E. 小结E. 小结

无论是个人或团体，差传的工作都是一致的（徒 2

章）：先是楼房内的祷告，接着是圣灵的充满，然

后是有力的见证。

四、圣灵转化受众的生命
A. 方法―神的话A. 方法―神的话

差传最有效的方法，是神的仆人传讲神的话语。

B. 长时间才见成效B. 长时间才见成效

1. 莫拉维亚宣教士在拉布拉多北部的一个小镇霍普

代尔（Hopedale）服侍。

2. 威廉•克理在印度服侍。

3. 耶德逊（Adoniram Judson, 1788-1850）在缅甸

服侍。

五、思考问题
1. 神的救赎工作在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

2. 神所差的人都成功地完成差传的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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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初期教会时期

一、差传历史的 5个时期
1. 五旬节到公元 300 年―初期教会时期。

2. 公元 300–500 年―国教时期。

3. 公元 500–1500 年―中世纪时期。

4. 1500–1910 年―差传先锋时期。

5. 1910 年至今―近代差传时期。

二、初期教会时期的社会背景
1. 大城市，道路四通八达。

2. 希腊语通行。

3. 犹太人复国的盼望。

三、初期教会时期差传事工的理念
A. 最终目标A. 最终目标

太 28：18–20。

B. 圣灵降临以后（路加福音及使徒行传）B. 圣灵降临以后（路加福音及使徒行传）

1. 圣灵降临以前，是等待和祷告。

2. 圣灵降临了，差传的工作开始。

3. 圣灵分派信徒传扬福音，与人同工。

4. 圣灵赐人能力和力量传福音。

5. 作见证（路 24：48）。

6. 对悔改、赦罪、救恩响应（徒 2：38）。

7. 教会是合一群体，不是组织严密的机构（徒2：42）。

8. 教会的差传路，是受苦与受死的路程。

C. 保罗书信中的差传理念C. 保罗书信中的差传理念

1. 差传的动机―关心（弗 2：12）、责任（林前 9：

1）、感恩（加 2：20）。

2. 软弱中工作（林后 11：30）。

3. 让人与神和好（林后 5：19）。

4. 教会是新群体（加 3：27–28）。

5. 在神的得胜下进行（林前 15：55–57）。

D. 基督徒出世而又入世的人生D. 基督徒出世而又入世的人生

彼前 2：12。

四、初期教会时期的差传策略
A. 专门做差传事工的宣教士A. 专门做差传事工的宣教士

B. 保罗的差传模式B. 保罗的差传模式

1. 以大城市为首先的福音据点。

2. 在大城市中建立穏健的教会。

3. 以犹太会堂为工作的起点。

4. 团队事奉。

5. 生活见证及使徒教训。

6. 文化接纳及适应。

C. 教会快速增长的原因C. 教会快速增长的原因

1. 罗马的道路系统。

2. 罗马的军队保护。

3. 希腊文的普遍。

4. 希腊的文化和哲学鼓励人寻求真理。

5. 基督教超越了当时的各种宗教。

6. 很多外邦人认识和敬拜耶和华神。

D. 公元 100–300年差传策略和环境的改变D. 公元 100–300年差传策略和环境的改变

1. 教会的领袖用希腊文写作。

2. 信徒见证―照顾贫穷人、收养弃婴。

3. 殉道者―基督徒受逼迫。

4. 隠蔵的教会―基督徒秘密聚会及传福音。

E. 公元 300 年E. 公元 300 年

1. 福音从耶路撒冷向西传至葡萄牙，向北至英国中

部，向南至北非，向东至中亚地区（今天的伊拉

克）。

2. 福音所到之地：

a. 基督徒是人口的 7%；

b. 已经听过福音的人口是 17%；

c. 圣经的翻译；

d. 为耶稣基督而殉道的信徒人口。

3. 福音已经传遍整个罗马帝国。

F. 反省F. 反省

与犹太教的分裂。

五、思考问题
1. 公元 30–300 年的初期教会时期，教会有什么地

方是失败的？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呢？

2. 保罗的差传理念有哪 5方面？

3. 公元 30–100 年间的差传策略，有哪些至今仍然

适用？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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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国教时期

（公元 300–500 年）

一、国教时期的背景
A. 君士坦丁A. 君士坦丁

1. 312 年，罗马东部的君王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 约 272-337），战胜罗马西部的君王

马克森狄（Maxentius, 约 275-312）。

2. 313 年，基督教得到合法地位（米兰诏谕）。

3. 圣职人员得到豁免权，教会得到馈赠，美丽的教

堂建成。

4. 信徒素质下降。

5. 吸纳了一些异教的观念，例：膜拜圣徒、殉道者、

马利亚及殉道者遗物。

B. 异端亚流派兴起B. 异端亚流派兴起

1. 亚流（Arius, 256-336）的教义。

2. 324 年，亚流派定为异端。

3. 亚流派在往后的 30 年暗中活动。

4. 353 年，亚流派再得势，主张更极端。

5. 378 年，亚流派衰微；381 年，君士坦丁堡会议

定尼西亚神学为正统的神学。

6. 亚流派的影响，例：耶和华见证人。

C. 罗马天主教兴起C. 罗马天主教兴起

1. 324年的尼西亚会议，教会认同教士和主教观念。

2. 330 年，罗马主教得到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势。

D. 西罗马自 5世纪开始不断受外族入侵D. 西罗马自 5世纪开始不断受外族入侵

1. 410 年，西哥德人入侵罗马。

2. 451 年，匈人入侵罗马的高卢。

3. 455 年，汪达尔人入侵罗马。

4. 476 年，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

二、跟初期教会时期差传的分歧
A. 西方的教会A. 西方的教会

不注重对外的差传工作。

B. 东方的教会B. 东方的教会

注重差传，但认为差传应该完全是教会的工作：

1. 教会是宣教的一切。

2. 信徒不应该也不能自发到远方宣教。

3. 差传是教会整体的工作，不是个人。

4. 差传的工作不能在教会以外。

5. 差传与合一也不能分开。

6. 差传必然是向心的。

7. 最重要的是一同敬拜。

8. 圣餐就是终结。

三、其他发展
A. 以城市教会为中心，向乡村扩散，发展差传A. 以城市教会为中心，向乡村扩散，发展差传

1. 到乡村建立教会，以容纳更多人。

2. 主教及圣职人员为传道的主要动力。

3. 国家斥资建立教堂，大型教会渐立。

B. 修道团体的出现B. 修道团体的出现

1. 教会的素质下降。

2. 有些认真的信徒离开教会，去沙漠或旷野单独生

活，追求属灵的事。

3. 修道士成立小群体，发展了修道院。

4. 修道院承担了向邻近群体传福音的责任。

C. 涅斯多留派的差传工作C. 涅斯多留派的差传工作

1. 在 431 年的以弗所会议中，涅斯多留派在不公正

的情形下给定为异端。

2. 涅斯多留派信徒离开罗马向东走，以幼发拉底河

东岸的伊得撒为中心，建立了新的基地。

3. 被迫迁往波斯，成立了波斯教会。

4. 把福音传到波斯、中东、北非、锡兰，甚至中国。

5. 东方的波斯，开始更大规模逼迫基督徒。

四、再过了两百年后
1. 基督教成为国教，反而更机构化及世俗化。

2. 修士及修道院成为主流的宣教形式。

3. 教会面对异教及异端的挑战。

4. 异端在别的地域更努力地宣扬他们的信仰。

5. 罗马教会因政治原因而权力渐强。

6. 东西方教会彼此越走越远，神学理念亦如此。神

学理念设定了宣教方向。

五、思考问题
1. 米兰诏谕对教会有什么影响？

2. 在国教时期的差传策略有何独特？

3. 有人认为这段时间最重要的事，是君士坦丁战胜

马克森狄，你同意吗？为什么？



7良友圣经学院《差传导论》v2

第七课
中世纪时期

（公元 500–1500 年）

一、北方蛮族归信基督
1. 哥特人―罗马境内外的异教徒的挑战。

2. 第一个归信基督的蛮族人是法兰克人。

3. 圣帕提克（St. Patrick, 约 385-461）在不列颠

建立教会。

4. 6 世纪中叶，苏格兰修道院派宣教士前往欧洲大

陆，向日耳曼人传福音。

5. 罗马教会在 6 世纪才开始注重差传。597 年，大

贵格利（Gregory I, 约 540-604）派一个大概

40 人的宣教团队到英格兰传福音。

6. 爱尔兰塞尔特教会在 6 世纪开始派宣教士往外宣

教。

7. 英格兰教会派波尼法修（Boniface, 675-754）

宣教，日耳曼人归信基督。又差遣威利勃罗

（Willibrord, 约 658-739）和十多位宣教士到

荷兰传福音，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人都归信了

基督。

8. 丹麦、瑞典归信基督，是因为安斯卡（Ansgar, 

801-865）。挪威人信主，则因为哈拉得逊（Olaf 

Haraldsson, 995-1030）。

9. 东欧斯拉夫民族的归信，是因为东正教会两

位宣教士区利罗（Cyril, 826-869）及美索狄

（Methodius, 826-885）到那里宣教，使福音传

至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地。

10. 988 年，基辅公国君王弗拉地米尔（Vladimir, 

958-1015）受洗归信基督，下令国家的众民归

信基督。希腊东正教建立起来。

二、伊斯兰帝国兴起
1. 610 年，穆罕默德（Muhammad, 约 570-632）在

阿拉伯创立伊斯兰教。

2. 穆罕默德在 632 年离世时，整个阿拉伯都归信了

伊斯兰教。

3. 637 年，穆斯林攻取耶路撒冷；到 8 世纪，占领

北非、西班牙、叙利亚和波斯；870 年，扩展并

扎根在亚洲众多国家。

4. 500–1000 年，罗马教会教皇权力大增，促成了

最重要的决定：十字军东征。

三、修道院的改革
1. 10 世纪，法国克吕尼修道院改革，要求修士以按

时祷告为最重要的工作。

2. 修道院的改革让教会重新受信徒和民众的尊重。

四、教育的发展
从9–11世纪，教育是由修院和教堂办的学校承担，

后来大教堂的学校发展成为大学。

五、东西方教会永久分裂
从 6–11 世纪，东西方教会在文化、礼仪和教义上

分歧加剧。最后因为在《尼西亚信经》的争持，罗

马教皇利奥九世（Leo IX, 1002-1054）与君士坦

丁堡宗主教赛鲁拉留斯（Michael Cerularius, 约

1000-1059）决裂，最终在 1054 年，罗马拉丁教会

和君士坦丁堡希腊教会永久分裂。

六、基督教在远东的发展
A. 中国唐朝A. 中国唐朝

1. 景教碑记述景教在唐代流传的情况。

2. 福音传入中国始自唐太宗时期，顺利发展了 150

年，其后受唐武宗灭佛波及，静止了 400 年。

3. 到了宋朝，中国已无一名基督徒。

B. 蒙古B. 蒙古

1. 景教在蒙古部落中活跃。

2. 自元朝开始，蒙古景教徒进入中国的中原地区。

天主教和景教徒称为“也里可温”，意思就是“敬

拜耶和华的人”。

3. 1294 年，罗马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教士孟高

维诺（G. Montecorvino, 1247-1328）到了大都

会见元世祖忽必烈，在中国传扬福音。

4. 福音传给了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他和孟高维

诺共同翻译了一些经书。

5. 在孟高维诺去世的 1328 年，中国信徒大概超过

一万，20 年后增加到两万。

6. 元朝灭，明朝汉人把蒙古人和色目人赶离中原，

福音在中国再沉静两百多年。

C. 景教在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C. 景教在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

1. 不重视圣经的翻译。

2. 没有认真学习中国文化。

3. 没有重视培训领袖。

七、中世纪差传工作的特色
1. 从上而下的方式是主流。

2. 罗马教会认为战争是扩展神国合宜的手段。

3. 修道院成为教育和差传的中心。

4. 基督信仰在中世纪传遍了欧洲和亚洲，并在欧洲

主导了今天的西方文化。

八、思考问题
1. 法兰克人是如何归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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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字军东征的决定是对的吗？你如何在圣经中找

到支持的理据？

3. 你认为哪个事件在东方的基督教发展中最为重

要？为什么？

第八课
差传先锋时期

（1500–1900 年）

一、16世纪宗教改革
1. 在 13 世纪，罗马天主教开始变质。

2. 在意大利、法兰西和英格兰，普遍信徒都认为罗

马教廷必须改革。

3. 1517 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

1546）钉在威丁堡城教堂的 95 条反对论点，震

动整个欧洲。

4. 马丁•路德在德国建立了路德宗，慈运理（Ulrich 

Zwingli, 1484-1531）在瑞士兴起了宗教改革，

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在法国带动

宗教改革。改革运动席卷整个欧洲。

5. 改革运动后，海外的差传工作延至 18 世纪初才

恢复。

6. 在改革运动期间，罗马天主教建立了耶稣会：

a. 1542–1549年，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 

1552）到印度、日本；

b. 1581 年，利玛窦（M. Ricci, 1552-1610）前往

中国。

二、富朗开派宣教士到印度传教
德 国 敬 虔 运 动 领 袖 富 朗 开（August Francke, 

1663-1727）派宣教士到印度，注重教育儿童、翻

译圣经为当地文字、解释福音、训练当地圣职人员，

成为改革宗差传的模式。

三、莫拉维亚教会
1. 1722 年，莫拉维亚教会牧养一群莫拉维亚难民。

2. 1727 年，教会经历了一次属灵的复兴。

3. 24 小时的祷告链维持了 100 年。

4.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和他

的弟弟成立了“循道会社”，就是今天的卫理公

会，打破殖民地的界线，让差传工作全球化。

四、“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理
影响全球的差传工作最大的是威廉•克理。

1. 组织英国浸信会差会。

2. 1793 年，威廉•克理全家到了印度宣教。

3. 他在印度服侍 40 年，把圣经翻译成 30 种语言，

设立了 126 家教会，还有学校，并创立差会，引

发近代宣教运动。

五、伦敦会
1. 1795 年，以加尔文神学为基础的公理会、圣公

会、长老会和循道会领袖，成立超宗派差会伦敦

会。

2. 共识：海外建立的教会，内部体制和礼仪可以跟

随宣教士原来的宗派，也可以让教会自行决定。

3. 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于

1841 年抵达南非宣教。他相信自己是神差遣的差

传工作先驱，所以除了传福音，也做了很多非洲

的探索和记录、画地图，影响许多英国人到非洲

宣教。

六、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部
1. 1810 年，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部成立，目标是

在异教地域传扬基督信仰，并推广自治、自养、

自传的“三自原则”。不到 150 年，差会共差出

4,800 位宣教士往世界各地传福音。

2. 耶德逊在 1813 年往缅甸宣教，学习艰深的缅甸

文及翻译圣经。缅甸是佛教国家，不时有瘟疫，

宣教士很少，传道工作极其艰辛。耶德逊在缅甸

事奉 37 年，事奉 6 年后才有第一个缅甸信徒。

耶德逊死的时候，缅甸的基督徒约有 7,000。

七、学生福音运动与普世宣教
1. 17 世纪初，7 位在巴黎念法律的德国留学生献上

自己作海外差传，为主殉道。

2. 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查理•西门（Charles 

Simeon, 1759-1836）成立查经班，成员热爱布

道，成立为宣教士祈祷的团契，模式很快传到其

他国家。

3. 1885 年“剑桥七杰”加入内地会成为宣教士，前

往中国开荒布道。

4. “干草堆运动”于 1806 年开始。1808 年，他们

成立了“弟兄会”推动宣教。往后的 60 年，有

527 人加入团契，其中半数蒙召前往海外宣教。

5. 1886 年，北美青年会举行夏令会，251 位参与学

生中，99 位决志献身海外宣教。大会继续在 167

所大学分享海外宣教的异象，结果共 2,106 名学

生奉献宣教。“学生志愿运动”于是在 1888 年

组成，招募北美大学生到海外宣教，口号是“在

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不久，各国的学

生团契也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

6. 学生运动对差传有极大影响。从 1792–1878 年

威廉•克理推动差传之时，宣教士约有2,0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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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学生志愿运动之后的几十年，宣教士人

数升至超过 15,000。

八、差传先锋时期在中国的新景象
1. 1807 年，伦敦会差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到中国。他创办英华书院，又在

1823 年出版《神天圣书》和《华英字典》。

2. 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在 1865

年成立中国内地会。

九、19世纪下半叶的普世差传会议
基督教超宗派的差传会议―1854 年在纽约举行，

1860 在利物浦，1888 年在伦敦，1900 年再次在纽

约，最后 1910 年在爱丁堡。

十、差传运动与教会复兴
两者有密切关系，不能分开。差传运动往往在教会

复兴或是觉醒以后出现。

十一、结语
1. 16–17 世纪，罗马天主教强硬的殖民地差传模式

是主流。

2. 18 世纪后，神开始兴起基督徒到世界各地传扬福

音，也用“三自原则”建立教会。

3. 在近代的差传事工，学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4. 在中国，宣教士的服侍重点和对象各有不同。马

礼逊以教育为主，戴德生以平民为主，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則以政府要员为主。

5. 这段期间，神的救赎工作在全地全面展开。

十一、思考问题
1. 为什么改革运动以后的海外差传工作停了下来？

2. 威廉•克理如何打破差传的传统？

3. 戴德生与莫拉维亚教会的差传工作有什么相同及

相异之处？

第九课
近代差传时期

（1900 年至今）

一、20世纪的自由神学
1. 11–16 世纪―人文主义取代教会的权威。

2. 17 世纪―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兴起。

3. 18 世纪―理性主义的思潮进入教会：

a. 拒绝所有不合乎人理性的启示；

b. 认为圣经不是神启示的真理；

c. 认为教会的工作是改造社会而不是传福音；

d. 认为各种宗教只是殊途同归。

4. 20 世纪初―渗入美国的差传领域：

a. 1900 年， 克 拉 克（William Newton Clark, 

1841-1912）批评排挤其他宗教。

b. 1920 年， 弗 莱 明（Daniel Johnson Fleming, 

1877-1969）提倡“分享和聆听”的方式。

c. 1932年，哲学家贺京（William Ernest Hocking,  

1873-1966）提倡差传是“跟别个地区的人一同

寻找真知识和神的爱”。

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渗透了普世基督教

会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6. 1963–1996 年―在世界差传和传道委员会议中，

差传的宗旨被重新定义。

7. 1974 年―葛培理（Billy Graham, 1918-2018）

召开洛桑世界福音会议。

a. 《洛桑信约》重申：

① 神的目的、圣经是最高权威、耶稣基督是世界

唯一的救主。

②	基督徒在社会上有维持公义的责任。

③	众教会在布道和差传上应该合作。

b. 成立洛桑世界福音会议委员会，以推动基督教会

普世的差传工作。

二、关心服侍群体各种需要的差会
很多不同的差会虽然以传福音为主，但也关心所服

侍群体的各种需要。

1. 差传机构 EM 为落后的国家兴建学校、医院、教

堂、孤儿院等。

2. 基 督 教 机 构 IJM（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帮助及拯救在奴隶贩卖中的受害者。

三、圣经翻译
近代的差传工作注重圣经翻译：

1. 1900 年，圣经个别的书卷已经翻译为 517 种语

言，1990 年达到 2,000 种。

2. 今天，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有 4,500 多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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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个族群翻译圣经，甚至为没有文字的族群创

造文字，工作非常艰巨。

四、20世纪灵恩运动对差传的影响
1. 1906 年，美国洛杉矶亚苏撒街的奋兴会把灵洗和

说方言连在一起，带来很大影响：教会分裂、教

会变成灵恩派。

2. 1910 年，200 位灵恩派宣教士踏上差传之路。

3. 在传统教会的差传工作缓慢下来之际，灵恩派的

差传工作为普世宣教注入一股力量。

五、差传人力资源转向亚洲
A. 韩国A. 韩国

1. 1884年，第一位美国宣教士抵达韩国。1997年，

韩国大概有 1,200 万基督徒和 3 万多所教会。在

1970 年代中叶，韩国每天就有 6所教会成立。

2. 韩国教会的兴旺，背后有政治和属灵的原因：

a. 政治―韩国受日本统治 36 年，所以西方人赶走

日本人后，就欢迎西方人，包括宣教士。

b. 属灵―韩国教会注重祷告，也有很多神学院，所

以有充足的传道人，而且有使命感要全国归主。

3. 海外的宣教士：

a. 1979 年―93 位。

b. 2012 年―超过 25,000 位在 177 个国家事奉。

B. 中国B. 中国

1. 1929 年，南洋布道团在广西梧州创立，后改

名“中华国外布道团”，总部搬到印尼泗水。

1945–1973年建立了15个教会，后各堂会自立，

差会告一段落。

2. 1945 年，灵粮世界布道会在上海创立，宣传福

音，从上海起，扩展到全中国和远东各国，直到

地极。

3. 1947 年，中国布道会在上海成立并建立教会，

在杭州建立圣经学院，在江湾建立孤儿院。1949

年，中国布道会差遣 300 位宣教士到印尼，在

玛琅建立了东南亚圣经神学院，今天事工仍然继

续。

六、思考问题
1. 自由神学如何影响普世差传？请列举 3 个重点。

2. 为什么韩国能够在 30 年间差出超过 250 倍的宣

教士？

3. 你能在圣经中找出 3 处（或更多）经文，支持基

督徒也应关怀社会吗？

第十课
差传之目的

一、教会对大使命与社会改革的看法
A. 一致与分歧A. 一致与分歧

1. 不同教会对大使命的目标虽一致，但对于社会改

革的参与却没有一致看法。

2. 有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也被称为社会福音派；另

外也有传统的基要派。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福音派渐衰微。

B. 福音派教会兴起B. 福音派教会兴起

1. 1966 年，葛培理在柏林世界福音会议上，指出福

音与社会关怀有关系。

2. 1974 年，斯托德（John Stott, 1921-2011）在

洛桑世界福音会议上，提出差传的双重使命。

a. 文化使命源于创 1–2章。

b. 源于圣经的文化使命有 4项特点：

① 以家庭为单位建立群体（创 1：28）。

②	人有责任研究宇宙，明白其中的关系和美丽，

归荣耀与神（创 2：19–20）。

③	人有责任保护地上的一切，不能随便误用动

物、植物、海洋、陆地。

④	十诫的第三诫是守安息日，所以人有责任反思

和赞美神的创造。

c. 教会履行文化使命的失败―福音使命应优先于文

化使命，但不能代替文化使命。

3. 福音派对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的关系，没有一致

的看法。主要有 3个不同观点：

a. 以福音为主，文化使命为辅。

b. 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是伙伴关系，传福音优先。

c. 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都是差传的本质，没有首

要、次要的分别。

C. 历史中差传的文化使命C. 历史中差传的文化使命

1. 早期宣教士―没有分开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

a. 在初期教会时代，信徒一面传福音，一面服侍有

需要的人。

b. 在中世纪，修道院是差传中心、教育中心、文化

中心。

2.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a. 例：威廉•克理在印度花了 9 年争取废除杀婴献

祭的习俗，又用了差不多 30 年争取废除寡妇在

丈夫丧礼上烧死的传统；慕拉第除了传福音，也

时常帮助穷人、分派食物、收养孤儿等。

b. 西方宣教士注重文化转送（transfer），而不是

文化转化（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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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小结D. 小结

1. 透过社会关怀的文化使命作福音预工的机构：

a. 香港、加拿大―福音戒毒机构。

b. 法国巴黎―侨胞服务中心。

2. 从圣经的角度看―雅 2：16 及太 22：39（爱人如

己）。总括来说，文化使命是基督徒的责任。

3. 按神所给的恩赐、感动和环境，决定参与社会关

怀的范畴和投放的资源：

a. 按环境决定。

b. 按弟兄姊妹能用的时间决定。

c. 把神的公义和怜悯放在生活的所有层面上，使社

会按神的心意慢慢地转化。

二、差传的福音使命
1. 以传福音为主，包括分享救恩和教导信徒遵行主

耶稣的所有教训。

2. 当得救的人数多起来，就应该建立教会。

3. 建立教会是最终目的，宣教士就自然而然：

a. 专注于传扬福音、领人归主、建立主日敬拜、主

日学、团契等。

b. 让本地信徒尽快自治、自养、自传。

c. 积极培养本土教会领袖，以防宣教士被驱逐的时

候教会就倒下。

d. 目标是建立能独立的教会。

4. 建立能植堂的教会：

a. 能植堂的教会所需的思维、教育、运作技巧。

b. 目标是建立一个继续建立能植堂的教会。教会的

一切朝这方向前进。

c. 教导建立教会、领袖培训领袖、继续为植堂祷告、

预备经济、选地方和落实植堂。

5. 建立差传的教会：

a. 能植堂的教会不一定是差传的教会，因为一般人

接触同胞都是比较舒服的。

b. 差传的教会需要更远大的眼光，并培训更愿献上

自己为主受苦的信徒。

c. 在教导上，差传的教会需要认识普世差传的需

要，而不单是所在城市的需要。

d. 差传的教会需要有系统地教导、培训及训练信徒

差传的工作。牧者要有身教和榜样。

三、双重使命
撒种和收割比喻福音使命、文化使命。

四、思考问题
1. 早期教会如何实践福音使命及文化使命？

2. 圣经如何支持福音使命及文化使命并行？

3. 你认为差传最终之目的是什么？为什么？

第十一课
差传与文化（一）

一、文化是什么？
A. 文化的定义A. 文化的定义

1. 很多不同的定义。

2. 在一个社会所学到的所有思想和行为。

3. 纪尔兹（Clifford Geertz, 1926-2006）：“从

历史透过象征传下来的意义，用以沟通、延续和

建立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

4. 文化不单包括一个社会的人喜欢吃什么、穿什

么，也包括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艺术、信仰、

生活习惯、对善恶的判断、对美与丑的评审等。

5.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中也显

出不同的行为和思维。

B. 文化的特性B. 文化的特性

1. 文化是动态的，随时间而改变。

2. 一种文化底下的生活方式都是有关连的。

3. 文化是从学习而得到，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4. 文化是一个社会或是一个群体所共同分享的。虽

然在一个文化底下有次文化（也称“亚文化”或

“非主流文化”），但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所共同

接受的。

5.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人用以解读别人行为的基础。

C. 文化最少有 4个层面C. 文化最少有 4个层面

1. 普遍性的层面―所有人类社会都拥有的。

2. 一个国家或民族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3. 在国家或民族底下的次文化层面。

4. 个人的层面―个人选择怎样跟从那些文化原则来

过生活。

D. 从圣经的启示来思想文化D. 从圣经的启示来思想文化

1. 神容让多元文化―创 11：5–9对比启 7：9–10。

2. 所有文化都有濳力来荣耀神。李察森（Don 

Richardson, 1935-2018）讲到“救赎的类比”，

认为很多文化都有一些特殊的礼仪、神话或价值

是指向神的。

3. 没有神的救赎，文化有 3方面的败坏：

a. 民族主义；

b. 种族中心主义；

c. 偶像敬拜。

4. 圣灵透过人在文化中工作，改变人心，改变文化，

让人的生活更加美善。

二、文化与差传的关系
1. 神的心向着全世界的人，耶稣基督更吩咐门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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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使万民都成为他的门徒。福音的使命从来都是

夸文化的。

2. 教会发展的历史―跨文化的差传工作。

3. 19 世纪，差传工作跟殖民主义混在一起，把西方

文化加在别的民族之上。

4. 初期教会要求外邦信徒也守犹太人的律法，但是

圣灵让教会知道，守犹太人的律法不是必须的。

5. 洛桑会议肯定地提出，必须让神的话语来判断文

化。没有跟神的话语冲突的文化应当保留，否则

就应该拒绝。

6. 必须拒绝的文化，例：敬拜不同的神祇。

7. 在异文化中传福音时，要避免把敬拜偶像的仪式

用于敬拜真神。

三、参与差传事奉
1. 不应只做传福音的工作，以为文化的工作跟我们

无关。

2. 基督徒有责任转化文化，让人生活得更好，更合

神的心意。

四、思考问题
1.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特色是什么？

2. 文化有哪些层面？

3. 你认为差传与文化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为什

么？

第十二课
差传与文化（二）

一、 差传事工的分类
1. 同文化的差传（M1/E1）―把福音传给同语言、

同社会背景的人。

2. 近文化的差传（M2/E2）―向邻近的外族传福音。

虽然地区不同，但是彼此有很多价值观相同。

3. 异文化的差传（M3/E3）―向远方的外族传福音。

彼此在语言、地区、生活习惯、价值观等，都有

明显的差异。

M1/E1、M2/E2、M3/E3 的分类比较常用，却不是一

定的，也有 M1、M2、M3、M4、M5 的分类。

二、沟通误解区
1. 点头的误会―中国人以点头为同意，印度人却以

摇头为同意。

2. 宴会的位子―中国人很讲究，作客的太随便就会

失礼了。

3. 基督徒跟佛教徒沟通时发生误会―大家对重生有

不同理解。

4.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时发生的误会。

三、沟通的过程
1. 沟通的过程大概可以分作 4个阶段：

a. 编码（coding）；

b. 传送（transmit）；

c. 接收（reception）；

d. 解码（decoding）。

2. 当接受信息的一方有回应的时候，上述过程就重

新开始。

3. 任何一个阶段出了问题，信息就会被扭曲，出现

误会：

a. 在言语上；

b. 在行为上。

四、重要的跨文化观念
A. 尊荣与羞耻的观念A. 尊荣与羞耻的观念

1. 要把福音传给跨文化的人，先要建立关系。但如

果羞辱了对方也不知道，就难以建立关系。

2. 尊荣与羞辱的概念在福音中也很重要，因为人应

当尊荣神，却因犯罪而羞辱了他。

B. 罪与义的观念B. 罪与义的观念

1. 中国人难以接受罪的观念，更难以承认自己是罪

人。中国人看犯罪是犯法，不认为自己是犯了法。

2. 圣经所启示的罪，是不完全之意。罪是应该做的

不做，或不应该做的却做了。人会在思想、说话

及行动上犯罪。

3. 圣经所启示的义，是因信耶稣而有的，不是因自

己的好行为。

4. 其他概念：审判和永死、重生和永生、救恩等。

五、文化适任（Cultural competence）
1. 文化适任以前，先有文化适应。

2. 文化适应的过程：

a. 文化喜悦―对新的文化充满好奇，喜爱尝试新文

化中不同的事物。

b. 文化敌对―对新的文化很难接受，觉得不舒

服、心灵受伤。高尔斯（Robert Kohls, 1927-

2006）提出的应对方式：

① 深入了解所在的国家；

②	了解奇怪的文化背后的原因；

③	不要作出负面批评；

④	找本地人分享经历和感受；

⑤	最后要有信心。

c. 文化调整―坚持下来，接受异文化的观点和生活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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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最后适应―本土人的生活再不是异文化，成为了

平常的文化。

六、异文化的其他方面
A. 关于悔改A. 关于悔改

无论是个人或是群体的悔改，方式都是异文化的人

所能理解的，例：哥尼流一家（徒 10 章）。

B. 接受耶稣为主时要做的决定B. 接受耶稣为主时要做的决定

1. 有些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例：不能再拜以前的偶

像，或者再过以前不好的生活。

2. 有些却比较模糊。

C. 在异文化中传福音的方式C. 在异文化中传福音的方式

1. 使用圣经―不同的渠道最有效的方式：故事书、

话剧、录音、电影等。

2. 活在异文化的人群当中―静静地等待机会向他们

传福音。

七、思考问题
1. 什么是同文化、近文化、异文化？

2. 在沟通过程中如何产生误会？

3. 如何减少或解决文化冲击？

第十三课
全地的福音需要

一、全地的福音需要很大
1. 按 2020 年戈登康维尔神学院里的全球基督教研

究中心发表的统计，全球基督徒人数约 25 亿，

当中包括自称基督徒的和天主教徒等。

2. 按约书亚计划（Joshua Project）的资料，全球

有 32 亿人是完全没有福音传给他们的。

3. 全球的宣教士远少于世界的需要。

4. 非基督徒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认识最少一位基督

徒的只有 19.7%（只有 1.2% 的增长）。

5. 今天的教会能够满足这需要吗？

a. 从人数来看。

b.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c. 从基督徒殉道的情况来看。

二、特别受关注的 3个差传地区和群体
A. 10/40 之窗A. 10/40 之窗

1. 北纬 10–40 度，从亚洲到非洲西部，涵盖 60 个

国家，超过 31.6 亿人口。1 这里大部份人没听过

1 Joshua Project 网页，“10/40 windows”。

福音，也没有教会可以向他们传福音。

2. 10/40 之窗的 3个特点：

a. 包括全球 3 个最主要的非基督教国家，信奉伊斯

兰教（10亿）、印度教（10亿）和佛教（2.4亿）；

b. 包括全球最贫穷的 50 个国家；

c. 最缺乏宣教士的地区，只有 8%。福音工作成效不

彰，对福音抗拒，教会可能也忘记这里的需要了。

3. 这是撒但的据点，对完成大使命至为重要、优先。

B. 40/70 之窗B. 40/70 之窗

1. 北纬 40–70 度的地区，从爱尔兰西岸至东面的

日本北海道。

2. 是差传学者韦拿（C. P. Wagner, 1930-2016）

发出的呼吁。

3. 包括了基督教最重要的派别：罗马天主教、东正

教和新教。

4. 公元 2000 年，普世教会把祷告对象从 10/40 之

窗，延伸至包括 40/70 之窗的区域。

5. 这地区曾经历两次教会分裂，带来很深的仇恨。

6. 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对马利亚的敬拜根深蒂固。

7. 50% 人自称为基督徒，但真正重生的只有 5%：

a. 捷克共和国的福音派基督徒只有 0.7%，比越南的

2% 更低。

b. 今天德国自称基督徒的，超过人口的 65%，但福

音派只有 2%；反而自称是无神论者的，却是全世

界最多。

8. 这地区的重要：

a. 正面影响世界上很多国家。

b. 在 40/70 之窗的国家，普遍都有较高的文化和经

济水平。

C. 4/14 之窗C. 4/14 之窗

1. 迈尔斯（Bryant L. Myers）在海外差传协会

（Evangelical Foreign Mission Association）

的介绍。

2. 领英（Barna Group）的研究。

3. 对差传的事工带来很大的影响。

4. 4–14 岁的儿童和少年人是个怎样的群体？

a. 数量很大，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一。

b. 最不抗拒福音。

c. 受苦的一群―全球每日有 4 万儿童死于疾病或营

养不良。

d. 最被拒绝的一群―全球有1–2亿儿童没有家庭，

成为街童。

e. 最受害―因战争死亡、成残疾、失去家园。2

5. 正确发展全面的儿童事工，吸引儿童和父母，教

会就会增长。
2 <https://www.air.org/centers/national-center-

family-homeles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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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儿童事工对教会的增长和差传事工的影响，比想

像中重要得多。

7. 长线的工作―辛劳、成效。

D. 对圣经的需求D. 对圣经的需求

1. 今天，有些族群有不止一个译本的圣经，如中文、

英文；但仍有很多族群根本没有圣经。

2. 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的统计：在全球 7,378 种

语言中，有 717 种有整本圣经，1,582 种有全本

新约，1,196 种有部份圣经。完全没有圣经的语

言有 3,883 种，人口超过 2 亿。进行翻译中的有

828种语言，未开始翻译的有 1,892 种。

3. 翻译全本圣经需要 30 年，藉科技的帮助可以缩

短至 10–15 年。翻译一种全新语言的圣经，也

需要 15 年；而相近语言的圣经，需时较短。

4. 翻译圣经最大的挑战还是人才，译经人才要接受

多年的训练。

5. 翻译圣经，宣教士所面对的是时间的挑战。

6. 圣经翻译的工作值得吗？

E. 世界各方面的趋势E. 世界各方面的趋势

1. 2050 年世界人口大约增至 98 亿。

2. 世界主要的宗教增长―福音派增长 58%。

3. 世界宗教的 3种情况：

a. 全球的人越来越接受宗教。

b. 世界越来越宗教多元化。

c. 在全球人口最多的 25 个国家，宗教自由都有后

退的情况。

三、思考问题
1. 10/40 之窗有何特点？请列举 5项或更多。

2. 40/70 之窗有何特点？请列举 5项或更多。

3. 4/14 之窗在中国重要吗？为什么？

第十四课
差传与祷告

一、什么是祷告？
1. 不单是向神求生活所需（太 6：11、33）。

2. 是向创造天地的神宣告对他忠诚。

3. 第一句当说的就是“神啊！”

4. 祷告的基础是神的应许。

5. 唤起我们不停经历这位顾念和帮助我们的神。

6. 当我们想起所有的喜乐、安全、身分、将来都在

神的手中，祷告是必然的结果。

7. 保罗对信徒的吩咐（西 3：16–17）。

二、祷告与差传的关系
A. 差传需要祷告A. 差传需要祷告

1. 大使命的事工，也是属灵的争战（弗 6：12）。

2. 是美好的仗，美好的见证（提前 6：12）。

B. 耶稣教导门徒要求收割的主B. 耶稣教导门徒要求收割的主

“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太9：

36–38）。

C. 祷告是完成神旨意的渠道C. 祷告是完成神旨意的渠道

1. 派珀（John Piper, 1946-）：“相信祷告会成功，

耶稣基督的旨意也一定会成就。”3

2. 祷告是挥动神话语这武器的能力。

3. 万国降服在神面前，在乎宣讲神的话语；宣讲神

的话语能否成功，在乎祷告。

4. 圣经的记载：

a. “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弗 6：19）。

b. “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西4：

3）。

c. “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帖

后 3：1）。

5. 派珀：“忠于神的心意，以神的得胜为首要的目

标，透过祷告，让神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

6. 不要把祷告这最有能力的武器给忘记了。

三、主祷文与差传有关
1. 在太 6：9–13，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这是个

命令。

a. 7 次“我们”―集体的祷告。

b. “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的父，万有的创造者，

差他的独生儿子到世界完成救赎的神，

c. 有 3 个“愿”―都是求神管理大地，以致神的旨
3 <https://www.desiringgod.org/messages/prayer-the-

work-of-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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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能完全行在地上。

d. 求神赐生命，也赐下维持生命的一切所需；赦免

一切不公平、不公义，让人与人的关系都可以重

新开始。

2. 唯独神能够拯救世界万民，所以这主祷文也是差

传的祷告。

3. 按耶稣基督的吩咐祷告。耶稣基督的心意，就是

万民都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也按神的心意过

生活。

四、普世教会的差传祷告
1.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藉着科技发起祷告运动。

2. 例：为穆斯林世界祷告 30天；海外基督使团（前

内地会）、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等机构也有邀请

众教会代祷的网页。

五、证明祷告的果效的例子
1. 莫拉维亚教会的祷告链。

2. 一个见证。

六、关于祷告的几个注意事项
1. 祷告的动机必须是爱。

2. 祷告不是机械式的工作。

3. 祷告应该包括认罪。

4. 基督徒跟祷告应该是分不开的。

七、如何建立差传的祷告事工？
A. 分享需要A. 分享需要

1. 具体认识世界的巨大需要。

2. 了解宣教士的需要。

3. 写下祷告事项，见证神回应祷告。

B. 操练祷告B. 操练祷告

1. 建立祷告的生活和行动，不停地祷告。

2. 记念宣教士的差传工作。

3. 记念宣教士的祷告生活。

八、思考问题
1. 保罗如何教导差传与祷告的关系？

2. 主祷文与差传有什么关系？请列举 3项或更多。

3. 你认为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请解释。

第十五课
建立教会差传事工

一、首要是祷告
1. 常常为自己祷告。

2. 教会全体也必须恒切地祷告。

3. 为同工祷告，以致同工能够同心，有同一个异象。

4. 教会和参与差传事工的同工都要祷告。

5. 为计划祷告。

二、差传事工计划注意事项
1. 在整个计划的过程中，都应该在祷告。

2. 目标应该是长时期的，阶段中有清楚的描写。

3. 按教会的需要，也按教会的能力。

三、培训
A. 教会内的培训A. 教会内的培训

1. 差传学习小组。

2. 主日学课程。

3. 请宣教士到教会作有系统的教育。

4. 变化越多越好。

B. 教会外的培训B. 教会外的培训

1. 北美的培训是把握时机课程（Kairos Course）和

宣教心视野课程（Perspectives Study Program）。

2. 培训时间长短，在乎节数、书本和功课的要求。

C. 分享式的培训C. 分享式的培训

1. 可能没那么有系统。

2. 教会的祷告会。

3. 除了文字以外，也可以选用好的视频。

4. 邀请宣教士用电邮分享近况。

5. 使用特别聚会，例：特别的祷告会。

6. 每年举办差传年会，安排晚上的敬拜。

7. 特别活动。

四、差传最终的目标是参与行动
1. 弟兄姊妹在祷告上参与。

2. 弟兄姊妹参与差传的培训。

3. 在不同的范畴上参与差传事工：

a. 差自己的会友到海外作全职宣教士。

b. 参与短宣。

4. 要行动，否则教会对差传的心就会冷淡下来。

五、跟不同的差传机构联系
这些机构很可能不是明显地标志着是差传机构，尤

其福音对象是在敏感的中东国家。在这些敏感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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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就可能需要更多的工作才能知道有哪些是基督

教背景的差传机构。

1. 不同的国家有各种形式的差传机构。

2. 在经济上支持不同的差传机构，让神的国度能够

不受经济缺乏的影响。

3. 如果教会能够在各方面有适当的参与，无论是对

机构或是教会都会带来好处。

六、最终的目的—建立一个差传的教会
1. 差传的教会把心志和行动都放在世界的福音需要

上，这样的教会必会得到主更大的赐福。

a. 理想的情况，是每位弟兄姊妹都“认领”一个地

方或宣教士，不断为那地方或宣教士祷告，并且

每一两年去短宣一次，关怀和支持宣教工作。

b. 更理想的情况，是每位弟兄姊妹都“认领”一个

地方，参与长期的短宣。

2. 以上的单单是理想吗 ? 不是的。但教会必须付上

代价，才能建立差传的教会。

七、思考问题
1. 建立教会差传事工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为什么？

2. 你可以如何参与教会的差传训练？

3. 教会可以如何鼓励弟兄姊妹参与差传的行动？

第十六课
差传铁三角、铁四角、铁五角

一、差传铁三角、铁四角、铁五角？
1. 差传的铁三角―宣教士、教会和差会，三者缺一

不可。

2. 过去数十年，在差传事工上加上了第四个重要的

机构，就是神学院。

3. 过去十多来，在差传的事工上再加上一个角色，

就是企业机构。

二、宣教士
A. 最重要的角色A. 最重要的角色

没有宣教士，就没有差传。

B. 神选召的仆人，不是自荐B. 神选召的仆人，不是自荐

1. 清楚知道成为宣教士是神的心意。

2. 按温德（Ralph Winter, 1924-2009）的看法，

宣教士还需要有一个清楚的地区或群体对象。

C. 接受足够的装备C. 接受足够的装备

1. 知识―具一定的教育水平、学习能力，并愿意不

停地学习新知识。

2. 性格―能够参与团队工作、谦卑、爱人、不惧怕

挑战。

3. 家庭―如果是有家庭的，要跟配偶一起事奉。

4. 健康。

5. 适应异文化。

6. 事奉年数的要求。

三、教会
A. 孕育宣教士A. 孕育宣教士

1. 最初宣教士是在教会里信主的。

2. 教会培养他们的属灵生命。

3. 教会塑造他们的性格。

4. 教会是宣教士学习和操练事奉的地方。

5. 传道人在教会里经过长时间磨炼。

B. 支持宣教士B. 支持宣教士

1. 后方支援―祷告、经济、探望、短宣。

2. 教会是宣教士的招募中心吗？

四、差会
1. 差会的工作在差传工场上的后方。

2. 行政工作：

a. 发出代祷信、管理宣教士的账目、寄发奉献收据、

跟教会建立关系、寄发刋物、安排保险、处理官

方信件和档案等。

b. 筹款方法和有效的过程。

c. 宣教士跟众教会之间的桥梁角色。

3. 招募宣教士，考虑、辅导、教导、协助。

4. 培养教会的差传意识。

5. 推动差传意识。

6. 研究有效的差传策略。

7. 调和宣教士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8. 安排宣教士离开工作后的生活。

9. 特殊的时候，应对工作。

五、神学院
1. 神学院需要培训适合参与差传事工的宣教士。

2. 神学院要切合工场的文化需要，让神学生体会工

场的实际工作情况。

3. 神学院和差会之间要有交流，以训练、改进宣教

士。

4. 神学院可以把有差传负担的神学生介绍给差会，

让差会得到更多有差传恩赐的宣教士。

5. 在差传的地域开展神学院以培养本土的同工。

六、企业机构
1. 差传工作的一个新方向，就是营商差传，一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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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面传福音。

2. 透过专业工作在夸文化地区传福音：䫶

a. 创造“工作”；

b. 拿工签；

c. 在当地创造职业。

3. 透过工作，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接触不同的

群体，所以对普世差传有很大贡献。

4. 营商差传的工人应该有什么训练和如何训练，都

是需要探讨和有系统地建立起来的。

5. 当我们在思想、学习的同时，异端和异教的信徒

也在努力工作。我们必须尽力工作，把福音传遍

世界。

七、思考问题
1. 宣教士是如何训练出来的？

2. 教会在普世差传上的角色是什么？

3. 教会可以怎样跟差会合作？

第十七课
宣教士的历程

一、蒙召
1. 信徒感受到神的呼召，作出回应，是以耶稣基督

为中心的。

2. 宣教士体会加略山的爱，回应神的呼召，放下已

习惯的生活，去远方传扬救恩，让他国的民族享

受在主里的平安、喜乐和永生。

3. 不该有的动机：

a. 自负，把自己放在生命的中心。

b. 自己苦待自己、为自己而受苦。

c. 为了生活。

4. 最重要的动机，就是回应主的爱和呼召。

二、清楚所去之地的宣教环境
1. 解错―世界变化很快，要正确认识所去的地方。

2. 预期错―要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

三、从两方面装备
A. 性格A. 性格

1. 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与人合作。

2. 有保罗对传福音的热忱―若不传就有祸了。

3. 保持对主耶稣完全委身，常常省察自己的动机。

B. 神学院的学习B. 神学院的学习

神学院不能创造完美的宣教士，却能教导学生明白

圣经和真理、如何作牧者，并持续地学习，在真理

和经验上进步。

四、选择和参加一个合适的差会
A. 选择差会A. 选择差会

1. 对基督教友好的国家，会接受宣教士去传福音。

2. 对宣教士不友善的国家，宣教士要用不同的身分

前往。

3. 时间方面，宣教士是预计长时间逗留当地做福音

工作，还是以专业身分完成一个项目就离开？

4. 事奉性质是开荒，还是承接已经建立的教会？不

同性质的事奉，就需要不同恩赐的宣教士。

B. 不同差会有不同要求B. 不同差会有不同要求

不同的差会有特定的服侍对象、特定服侍地区、特

定的工作，如传福音、开荒等，宣教士要知所选择。

C. 怎么肯定“神为这仆人预备了什么地方”？C. 怎么肯定“神为这仆人预备了什么地方”？

1. 母会最了解宣教士的性格、恩赐和事奉，可以向

差会和宣教士提供准确的意见。

2. 差会应该小心考虑、甄别准宣教士：候选人是否

按照神的心意申请？理念和负担是否跟差会一

致？恩赐是否吻合宣教工场的需要？

3. 当宣教士肯定了事奉的地区，可以探访当地的教

会。这样既可认识未来的同工，又可彼此了解。

这也是准宣教士与海外教会同时寻求神心意的时

候。一般来说，准宣教士会探访两个或更多合适

的地方，更认清神要他去之处。

4. 宣教士会考虑不同的差会和工场，应该对神的心

意很清楚了。

D. 正式向差会申请成为宣教士D. 正式向差会申请成为宣教士

1. 填写初步表格。

2. 通过初步评估。

3. 初步的见面。

4. 接受健康检查及心理测验。

5. 指导及有关训练。

6. 申请旅游签证、拿到签证。

7. 经费筹募。

8. 在工作地点接受工作预备及训练。

9. 学习当地文化和语言。

五、跟差会、母会、支持教会和弟兄姊妹联系
1. 在事奉的地方，跟本地人建立良好、健康的关系。

2. 在差传的地域建立具有差传使命的教会。

3. 按时发家书及代祷事项。

4. 按时回国述职。

5. 需要转换事奉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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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引退—跟差会商讨、安排
1. 商讨的阶段―在最后的任期，差会当了解宣教士

的意向，也明白彼此及事奉工场的需要，作出安

排。

2. 执行的阶段：

a. 如果宣教士准备退休后在事奉工场定居，就要跟

从差会的守则，避免为事奉工场的同工带来困

扰。

b. 宣教士退休后，差会可按需要安排合适辅导。

3. 跟进―生活上给予合适的支援或事奉的机会，让

宣教士退休之余，也可继续参与神国的扩展。

七、思考问题
1. 宣教士有哪些良好及不良的动机？

2. 宣教士最重要的有哪些训练？

3. 你认为宣教士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请解释。

第十八课
宣教士的支援

一、对宣教士的支援
A. 从宣教士献身开始A. 从宣教士献身开始

1. 对宣教士的支援，可以从信徒回应神的呼召而献

身成为宣教士开始。教会应特别为他们祷告，又

给他们更多机会在不同的岗位上事奉，并且训练

他们成为更好的领袖。

2. 已婚信徒应该夫妇一同成为宣教士。

3. 让这些弟兄姊妹参与不同领域的事奉，以明白不

同事工的性质、要求和挑战。

4. 教会可以特意训练他们成为属灵领袖，从主日学

的学生成为老师，从团契的职员到长老、执事等。

B. 教会的关怀B. 教会的关怀

1. 教会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的心志和性格得到磨

练，成为更合神心意的仆人。

2. 教会应主动关怀、鼓励他们。

3. 关怀他们仍然未信主的父母。

C. 出发前的需要C. 出发前的需要

1. 很多的祷告。

2. 爱心奉献金钱。

3. 信心的认献。

4. 宣教士的需要―关怀年长父母、管理居住的房

子、子女的生活、搬家。

D. 开始工作后的需要D. 开始工作后的需要

1. 定期联系，知道彼此的需要，互相代祷。

2. 教牧的探望，对宣教士的牧养和属灵健康尤其重

要。

3. 教会无论组织访宣队或短宣队，都能为宣教士带

来鼓舞。访宣队探访慰问，短宣队则协助宣教士

的外展事工，例：医疗讲座与服务、培灵会、布

道会、汽车维修等。可以为教会带来新动力，吸

引慕道者。

E. 一段日子后的需要E. 一段日子后的需要

1. 教会跟差会和神学院联系，差会让教会和神学院

更了解工场的发展和需要，支持、供应宣教士。

2. 与宣教士一同计划―牧者和短宣队的探访、提供

什么服侍、神学院老师较长时间的事奉等。

3. 给宣教士补给：

a. 技术方面―新电脑软件、建立稳定的网路系统、

维修房子。

b. 专业方面―辅导、建筑维修知识。

c. 神学方面―无论是宣教士个人需要，或遇到当地

人在信仰与文化上的冲突要处理，神学支援就很

重要了。

4. 当资源有限时，就不能提供上面充足的供应了。

F. 宣教士回国述职F. 宣教士回国述职

1. 差会与教会安排不同的聚会：

a. 安排回国报告。

b. 宣教士作个人分享，牧养考虑作全职宣教的人。

2. 宣教士回国述职时，也是他们重整生命的时候。

3. 这是宣教士跟差会、教会和神学院当面讨论的好

时机。

4. 回国报告完结后，宣教士再次出发：

a. 教会应该再次给予他们肯定；

b. 教会也应该鼓励弟兄姊妹作多元化的参与。

5. 当宣教士退休回国后，还是有需要的：

a. 适应回国后的生活环境；

b. 帮助退休的宣教士继续事奉主。

二、宣教士面对的挑战和需要
A. 在对基督教充满敌意的地域A. 在对基督教充满敌意的地域

1. 宣教士出现抑郁、跟周边的人（尤其配偶）关系

紧张、工作不能集中精神、持续感到恐惧、感到

灵命枯燥等，都是警号。

2. 需要透过一些方法，让身心灵保持健康。

3. 差会和母会可在不同层面帮助宣教士，包括：

a. 各方的关怀。

b. 藉电话和互联网保持恒常联络，专心聆听他们。

c. 持续鼓励他们。

d. 让他们有适当的休息，甚至离开宣教工场，到外

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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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尽可能去探望他们。

f. 有必要时，为了宣教士的益处，让他们离开工场。

B. 亚洲来的宣教士B. 亚洲来的宣教士

从亚洲来的宣教士，需要可能很不相同。

1. 要由差会筹募经费，经济需要较大。

2. 父母可能要求单身的宣教士（尤其是独生子女）

回国结婚。

三、思考问题
1. 教会可以在哪方面支援出发前的宣教士？

2. 教会可以在哪方面支援出发后的宣教士？

3. 你认为中国的宣教士最大的需要是什么？请解

释。

第十九课
短期宣教

一、什么是短宣 ?
1. 以时间的长短来定义―由两个月到两年不等。

2. 以行程的性质来定义―离开居住地到国内或国外

传福音，或者做有关的工作。

3. 以信仰与文化来定义―为信仰缘故到跟本身不同

信仰与文化的国外，从事和传福音直接或间接有

关的工作。

二、短宣旅程中的不同元素
1. 旅游―接触异文化的人：

a. 体会他们生活中的优势与不足，认识他们的文

化、历史、需要、福音的需要等。

b. 比较和自己文化之间的异同。

c. 世界无乐土，到处都有贫穷人，让人渴慕天国。

2. 朝圣―脱离日常生活的旅程，在异地体验和谐与

平等，忍受艰苦和俭朴的生活，谦卑自己跟从团

队的决定，以致对信仰有更深体会。

3. 差传：

a. 教会的事工―举办外展聚会吸引未信者，或布

道、查经、训练等。

b. 团队当保持彼此与神的交通，灵修、读经、祷告。

c. 事工要有一定的弹性。

三、组织短宣的原因
1. 为了弟兄姊妹―无论是福音工作或服务，都让他

们感受在多元文化中更深的合一与和谐；另外，

也为自己的丰富感恩，并且更明白神在他们身上

的旨意。

2. 为了教会―满足神对差传的旨意，也帮助弟兄姊

妹的灵命更新。

3. 为了满足城外或是海外众多的需要。

四、短宣的由来
20 世纪中期才开始在美国普遍出现。1950 年代，

世界充满危机。学者称 1945–1969 年为不可思议

的年代，因为一方面各国都面对政治及社会动荡，

让差遣宣教士更难；但另一方面福音派却不断成立

新的差会，差出宣教士到海外。1960 年美国主流福

音派杂志开始强调差传的重要，鼓励信徒以金钱和

人力支持宣教工作。

1. 18–19 世纪，威廉•克理为传统差传工作带来改

革：宣教士学习当地语言、翻译圣经、适应当地

文化。

2. 1910 年，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展开了罗马天主教

以外的普世差传工作。

3. 从 1920 年起，弟兄会及美国之友开始有短期事

奉的安排，呼吁年轻人和大学毕业生到海外参与

建设及医疗服务，以支援宣教士。

4. 1950 年代末，短期宣教开始受重视，原因：

a. 19 世纪末的学生运动，让人重新思考及安排短

宣。

b. 飞机让短宣普及与可负担。

c. 中美洲国家开发旅游，信徒可以前往。

5. 1965 年，苏丹内地会发表：短期任务的安排也是

差传工作。短期任务虽然不能取代宣教士，却能

支援宣教士的工作，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

6. 1967 年，有宣教机构把宣教士的定义也包括那些

在国内外短期为福音工作的人，并在两年后开始

接受短期宣教的申请，任期是一个月到两年。

五、短宣的争战
异端也积极宣教。摩门教在 1830 年成立后，就有

定期的宣教。今天他们大概有 53,000 个全职宣教

士，在全世界 404 个地点宣教，年龄主要是 25 岁

以下。他们不必有神的呼召，在受训以后就出发到

所安排的地方事奉。男的任期是两年，女的是一年

半，工作时间是早上 6点半到晚上 10 点半。

六、思考问题
1. 短期宣教有什么元素？

2. 短宣在今天重要吗？为什么？

3. 为什么要参加短宣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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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课
短宣的计划与短宣队的建立

一、选择短宣地点需要考虑的因素
1. 生态环境。

2. 政治环境。

3. 跟当地教会的关系。

4. 出发的时间及行程的长短。

二、计划短宣行程
1. 决定出发的时间及行程的长短。

2. 行程的费用。

3. 了解当地的情况。

4. 行程与事奉的时间表。

5. 在计划短宣行程的过程中，必须紧密留意当地及

本地的情况，保持跟当地教会的联络。

三、在教会介绍和推广
1. 推广的时间应在出发前 6个月或是更早。

2. 预备介绍的数据。

3. 清楚介绍行程的目标。

4. 按照教会的需要，安排介绍的时间。

四、短宣队员的招募
1. 合理安排招募的时间。

2. 要按神的心意选择短宣队员。

五、短宣的预备
1. 安排队员之间彼此认识。

2. 短宣培训。

3. 彼此祷告。

4. 心态的预备。

5. 队员需要清楚自己的工作。

6. 队员要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千万不能做。

7. 语言的预备。

8. 预备必要的工具。

9. 队伍需要定时聚会。

六、短宣需要遵守的规则
1. 队员必须严守纪律。

2. 队员必须放下自己。

3. 服侍工作要放在优先位置。

4. 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改变。

5. 队员之间彼此接纳和相爱。

七、短宣结束后的报告与分享
在教会分享经验，见证所得的属灵福气，甚至组成

祈祷小组，继续为短宣工场代祷，并按神的心意再

出发，成为工场的帮助与祝福。

八、思考问题
1. 在短宣行程的计划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2. 有哪些训练对短宣队来说是重要的？

3. 你认为整个短宣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请解

释。

第廿一课
本土差传

一、本土差传是什么？
1. 本土差传是教会按圣灵的引导，在本国作跨地域

和跨文化的差传工作。

2. 本土差传和教会传福音工作的区别，在于本土差

传所传的福音对象信主后，会因为族群、语言、

文化或路程等原因而不到你的教会聚会。

二、今天本土差传的需要
A. 中国A. 中国

1. 按2020年底的普查，中国大陆人口有14亿1,178

万，是自 1949 年以来首次下降，却比 2010 年增

加 7,200 多万。住在城镇的占 64%，乡村 36%。

汉族人口占 91%，少数民族 9%。汉族人口比 2010

年增长约 5%，少数民族增长超过 10%，他们各自

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化。

2. 按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2018–2019 年 8 个

热门的留学目的地中，中国留学生共 390 万，而

单在美国就有 110 万。他们当中，约 50–60% 的

人在未来 5–20 年学成后会回国。在这些海归留

学生中，在国外信主的估计约 60 万，回国后流

失率估计是 90%。因此，海归信徒实在需要国内

的教会牧养。

3. 按 2019 年不同资料的估计，在中国工作的外国

人约 90 多万，而 2018 年在中国的留学生超过 49

万。无论是工作或留学，这些外国人都会在中国

生活很长时间，他们也需要信主，是教会的福音

对象。

B. 美国B. 美国

美国人口不足 3 亿，但目前却是历史以来有最多

不同族裔的时代。当中欧洲移民超过 70%，非洲移

民 11.4%，西班牙语系的 7%，亚洲移民 4.5%，中东

4.3%。13% 的国民在家中是以非英语交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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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耶稣的本土差传
1. 耶稣吩咐门徒要倚靠圣灵，作本土差传的工作

（徒 1：8）。从地域和文化角度看，犹太全地和

撒玛利亚就是本土差传的范畴。

2. 耶稣在世的工作也包括服侍外邦人（约4：1–42；

路 7 章）。

四、保罗的本土差传
保罗的 3次宣教旅程都在罗马帝国境内：

1. 第一次宣教旅程（徒 13–14 章）―从叙利亚的

安提阿到最远的亚大利，当中包括彼西底的安提

阿和特庇等共 9个城市。

2. 第二次宣教旅程（徒 15–18 章）―也是从叙利

亚的安提阿出发，最北到腓立比，最西到庇哩亚，

共到了 16 个城市。

3. 第三次宣教旅程（徒 18–21 章）―共到了 26 个

城市。

五、本土差传事工的过程
1. 定明目标―按圣灵给每家教会或是群体的感动而

定。

2. 定下服侍的对象：

a. 目标对象；

b. 相关对象。

3. 定下过程的每个阶段。总体可以分为 3段：

a. 预工―预备人的心来接受福音。

b. 布道―讲解福音，邀请信主：

① 群众布道；

②	个人布道；

③	多媒体布道。

c. 成立教会。

4. 合理思考每个阶段所需用的时间。

5. 定下每个阶段的目标结果。

6. 定下每个阶段所需要的资源。

7. 选择适合的接触渠道。

8. 招募和分配工作。

9. 检讨与改进。

六、跨文化的本土差传
跨文化本土差传的过程跟本土的差传事工差不多，

但在所有的工作中，必须加入不同文化的考虑，以

免引起误会，使人拒绝福音。

七、思考问题
1. 耶稣基督如何教导门徒关于本土差传？

2. 中国有什么本土差传的机会？

3. 你认为本土差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请解释。

第廿二课
国外差传

一、国外差传的需要及中国基督徒的宣教机会
1. 越南―总人口接近一亿，当中 51% 是佛教徒，

超过 10% 是基督徒，但当中福音派基督徒只有

2.6%。

2. 印度―总人口接近14亿，超过80%是印度教徒，

基督徒只有 2%。

3. 阿富汗―总人口接近 4,000 万，其中 98.8% 是伊

斯兰教徒，0.02% 是基督徒。

4. 北韩―总人口大约 2,500 万，其中 1.66% 为基督

徒。

5. 日本―总人口大约 1.2 亿，超过 68% 是佛教徒，

2.16% 基督徒，0.57% 是福音派基督徒。

6. 沙特阿拉伯―总人口超过 3,500 万，其中 91.9%

是伊斯兰教徒，4.3% 基督徒，福音派基督徒只有

0.58%。

7. 土耳其―这个曾经以基督教为主的地方，今天已

经成为伊斯兰教国家，当中96.2%是伊斯兰教徒，

只有 0.6% 基督徒，0.04% 福音派基督徒。

二、中国教会能够为海外差传做更多
A. 过去的中国海外差传工作A. 过去的中国海外差传工作

1. 宋尚节、计志文在东南亚的差传工作。

2. 中国教会在海外教会、差会和神学院的帮助下培

训宣教士，展开了海外的差传工作。

B. 中国教会在差传事工上的独特优势B. 中国教会在差传事工上的独特优势

1. 基督徒很多，有濳质到海外作宣教士的信徒也

多。

2. 很多牧者都有普世差传的异象。

3. 中国教会有经济能力支持差传事工。

4. 世界华人众多，中国宣教士更容易进入华人的圈

子。

5. 信徒可以跟贫穷艰苦中生活的人共鸣，让他们更

容易接受福音。

6. 信徒吃苦耐劳，坚毅不屈的意志很适合作差传工

作。

7. 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要比西方国家更好。

三、中国宣教士的挑战
1. 宣教士在神学、教牧学、辅导学等的装备还不充

足。

2. 宣教士普遍较年轻，社会经验不足。

3. 教会的牧者和领袖一般没有差传经验。

4. 中国本土没有一个较有规模的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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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教会没有大的宗派。

四、中国教会如何发展差传工作？
1. 跟海外华人教会或者西方教会合作。

2. 跟海外教会一同培养和训练宣教士。

3. 跟海外教会一同差遣宣教士到同一个差传地点工

作。

4. 跟海外教会在经济上一同支持差传事工。

5. 跟海外教会一同探讨对中国宣教士更有效的差传

策略。

五、正在进行的中国海外差传工作
1. 今天，来自亚洲的宣教士大约占全球宣教士的

35%。

2. 中国已经有数千人接受了《把握时机》的宣教课

程。

3. 中国众教会已经有计划要在数十年间差遣 30,000

位宣教士到海外工作。

六、思考问题
1. 有哪些国家是需要国外差传帮助的？

2. 中国有什么差传的机会？

3. 你认为国外差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请解释。

第廿三课
短宣例子

一、加拿大西部短宣分享
1. 约在 12 年前，教会一些弟兄姊妹受感动要开始

差传的事奉。他们从一位在一些人口有数千、只

有几十个华人的城市做差传工作的弟兄那里，

认识了这群华人的福音需要。这个群体普遍未信

主，要长时间工作，与家人、儿女关系疏离，生

活艰苦，好像是被遗忘的人。

2. 弟兄姊妹开始自发去探访这些华人。起初每月出

发，乘公车到不同小城的餐馆去认识华人，每次

去 6、7 个小城，后来就选定路线固定探访 5 个

城市，每次行程 5 天。他们到中餐厅吃饭，结识

华人，经过 3 年才跟老板、员工相熟，队员也越

来越多，可以轮替出发。后来他们选定一个目的

地，持续前往。这小城只有 7,000 人口，连同附

近另一地点合共一万人，只有 50 多华人，大多

是餐馆老板。

3. 这些弟兄姊妹的教会和当地一家教会，都接受这

事工为教会的事工，于是事奉有了基地和资源，

行程也没那么辛苦，事工推展快速顺利得多。聚

会多是实用的，辅以圣经信息，两三年后举行布

道会清楚讲福音，信的人生命有很大改变。

4. 由于初信者的英语水平不足以参加本地教会的聚

会，短宣队和教会就安排他们使用教会的地方举

行崇拜及主日学。聚会开始时是短宣队员负责，

慢慢训练初信者，帮助他们成长。当地教会也有

弟兄姊妹加入短宣，做探访工作。

二、海外短宣分享
1. 数年前，一位宣教士向我们介绍巴拿马差传事工

的需要。巴拿马有教会，也有华人教会，可是缺

少传道人，都是依靠宣教士的牧养，但是宣教士

也不足。巴拿马有华人 20 万，散居在全国，有

些华人聚居的地方并没有教会。

2. 有华人教会只有一个从美国去的宣教士，已经在

那里事奉 30 多年，并早已过了退休年龄。教会

跟巴拿马的宣教士联络，了解当地教会的情形和

需要。他们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包括查经班、儿

童事工、健康检查及讲座、牙齿检查及护理、事

工中心需要修理及建设无线网络等。因此，我们

就组织了一次阵容较大的短宣。

3. 教会定了短宣队的行程为 10 天，队员共 11 人，

包括教牧同工、护士、牙医、熟悉维修工作的，

以及经验丰富的事奉人员。每个队员都需要有一

两位祈祷伙伴，时常祈祷。所有队员每两三星期

相聚一次，彼此认识、祈祷、讨论事工，并学习

当地文化、语言、短宣守则和态度、差传知识，

以及分派工作。教会同时收集和准备短宣的物

资，例：儿童手工材料、牙齿检查套装、维修及

建设工具和物料。

4. 短宣行程总是充满改变的，队员必须见机行事。

但无论是开车、改变活动、因报名人数太多导致

物料不足而要重新设计手工等，都体验了神丰富

的供应。

三、参与短宣带来的影响
直接的体验，直观的感受，以致那地方的需要深刻

地印在心中。

四、思考问题
1. 你认为本土差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请解释。

2. 你认为国外短宣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请解释。

3. 你的教会可以如何推动国外短宣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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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课
差传前瞻

一、21世纪是怎样的世界？
A. 全球化A. 全球化

全球化是自由市场、国家与省份、资讯科技的总和，

让每个个人、公司和国家都能更远、更快、更平宜

地接触到世界各地。在 15–19 世纪，全球化是透

过殖民统治；在 20 世纪，是透过跨国企业；到了

21 世纪，是在个人层面透过科技联系不同人合作，

与其他人竞争。

1. 益处：

a. 跨国企业更容易在工资低的地方找到劳工，产品

更廉宜。

b. 本地教会更容易找到海外短宣的地方。

c. 封闭国家的国民更容易在网上下载圣经。例：电

影《耶稣传》可以在任何国家播放。

d. 宣教士可以透过新媒体与群体对话。

2. 坏处：

a. 落后国家被剥削，贩卖人口更容易。

b. 政治、宗教激端分子更容易藉科技发动大规模破

坏。

c. 年轻人的沟通能力下降，人与人的关系更疏离。

B. 移民人数增加B. 移民人数增加

单在 2017 年，美国就有超过 100 万留学生。跨国

企业的管理阶层不停转换工作的国家，很多人为生

活到海外工作，单在加拿大多伦多就有 600 万海外

劳工。在 2018 年，超过 6,500 万人因为战争、饥

荒或其他危机离开家园，全球移民越来越多。有人

是移民了才可领受福音，基督徒也因移民而在住下

的国家为主作见证。

C. 暴力增加C. 暴力增加

911 事件后，欧洲、亚洲都有极端的恐怖袭击；美

国的鎗枝管制是严重问题；中东、非洲的基督徒常

受伊斯兰教徒逼迫，每年均有超过 9,000 名信徒为

主殉道。

D. 绝对贫穷的人口将增加D. 绝对贫穷的人口将增加

因为中国、非洲东部及西部的经济起飞，从 1800–

2017 年，生活在绝对贫穷线下的人口 ( 每天赚不到

1.9 美元、不能念书、患病无法就医、不能吃饱 )

已从 85% 降到 9%。但是，2020 年的新冠肺炎把情

况改变，生活在绝对贫穷线下的人口可能会加倍。

E. 自然灾害频繁E. 自然灾害频繁

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是明显的，这些破坏已表现在

各地的旱灾、风灾、水灾之中，也损害了粮食和食

水的供应。虽然各国已经正视二氧化炭的排放量，

但是仍然有其他严重的问题：过度捕捞鱼类、空气

和食水污染等。

二、21世纪亚非拉教会参与的全球差传工作
1. 韩国―差传领袖计划在 2030 年差遣 10 万名全职

宣教士和 100 万专业基督徒，到世界各地传福音

及植堂。

2. 中国―在 1940 年代，牧者有异象把福音沿丝绸

之路传回耶路撒冷，可惜运动在解放后终止。

1976 年，香港举行第一届世界华人福音运动，在

2006 年的第七届会议，重新认定主的大使命，计

划差遣 10 万名带职传道人向中国及耶路撒冷之

间的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传福音。

3. 印度―1947 年独立时大批宣教士离境，1960 年

代本土宣教兴起，1977 年印度差传协会成立，

2009 年约 5 万名宣教士服侍国内不同文化的印度

人。今天，也有印度宣教士参与海外的差传工作。

4. 拉丁美洲―巴西是最早参与差传的国家，1970 年

初就派宣教士到海外事奉。1975 年成立安提阿差

会，从 1972 年不到 600 位宣教士，到 2010 年增

加至超过 5,000 位，当中最少 200 位在伊斯兰教

国家事奉。

5. 非洲―尼日尼亚差会在 1980 年成立，1986 年差

出 500 位宣教士到海外，到 2005 年人数上升至

5,000 位，到 65 个国家事奉。2006 年，他们计

划在 2021 年差出 1.5 万名宣教士。

三、未来差传的人力资源来自哪些地方？
A. 非西方宣教士A. 非西方宣教士

1. 拉丁美洲。

2. 韩国。

3. 菲律宾。

B. 非西方宣教士在差传上的优势和挑战B. 非西方宣教士在差传上的优势和挑战

1. 优势：

a. 较少政治障碍。

b. 更能吃苦和面对艰难。

c. 有接近的文化和属灵经历。

2. 挑战：

a. 在跨文化和差传学上的训练不足。

b. 需要额外投放时间学习语言。

c. 更容易受政治的压迫。

四、未来宣教士的主要工作
1. 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

2. 植堂、建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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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援助各地的需要：社区建设、照顾贫穷人或难民。

4. 祷告。

五、新冠疫情下的改变
1. 现场聚会、宣教工作暂停。

2. 物资供应受到阻碍。

六、科技对差传工作的帮助
1. 新媒体―一个人可以向全球千万人发出信息，是

很新颖、有效的传福音和培训平台，能打破地域

的界限，只是不能越过文化的差异。

2. 人工智能―有很大潜质，却需要大量资源来维

持。

七、思考问题
1. 21 世纪的世界有什么特色？

2. 非西方的宣教士有什么优势？

3. 未来的宣教士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跟以往宣教士

的工作比较，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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