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郵：office@gointl.org.au   網站：www.gointl.org.au 

郵箱：P O Box 353, Gordon NSW 2072 Australia 

地址：Suite 6, 895 Pacific Hwy, Pymble NSW 2073 Australia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華傳）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OFFICE  澳洲辦事處 

 

 . . . 1 

2017

777 

華傳澳洲通訊  
宣教是聖經的基礎 
Mission is the basis for the Bible 

 

 

 

 

在探討「普世宣教」的事奉上，有兩個相對的論點，它們

各持異見，最終卻又歸到同一個結論，就是：我們應當積

極參與普世宣教。 

第一個論點：聖經是宣教的基礎 (The Bible is the basis for Mission) 

我們為什麼要宣教呢？ 因為宣教有聖經的基礎！ 

首先，「聖經建立了普世宣教的理據」。第一，是人的罪。聖經宣告人類

普及性的墮落，各人今生在罪惡中沉淪（羅 3:10 & 23），死後在神的審判

中永恆地受刑（來 9:27，帖後 1:9）。第二，是神的愛。聖經同時宣告，

「神愛世人」，祂以犧牲的行動表明了神對罪人完備的愛（羅 5:8）。第三，

是唯一的拯救。聖經宣告說，在基督耶穌以外，再沒有其他拯救的方法和

機會（徒 4:12）。所以，我們需要參與普世宣教，並向全世界每一個民族

宣告基督耶穌的救恩。 

其次，「聖經確定了普世宣教的必要。」因為聖經把宣教定位。第一，宣教是神的「命令」。舊約有「愛神」

的大誡命（申 6:5）；新約就有「普世宣教」的大使命（太 28:18-20）。把「愛神」與「宣教」定為命令，

並且彼此同列在聖經中，這實在叫信徒在宣教服事上需要深深自省。第二，宣教是神的「定旨」。人類歷史

的演進與終局，正走在神普世宣教的主權計劃中。在新約裡，主耶穌就作了這項預言性的宣告，說：「這天

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 24:14）並且，主耶穌把這普世宣教的實現，

連接在但以理書中末世事件演進的程序裡（eschatological sequence），成為地上國度興替的終結與天國降臨

的先兆或先決條件。神的心意已決，祂定意要祂的教會與信徒，在人類歷史演進的軌道上，落實普世宣教。 

我們為什麼要宣教呢？第二個論點：宣教是聖經的基礎（Mission is the basis for the Bible） 

聖經是神的啟示—神向我們說話，表達神的心意。是先有「心意」，然後有表達心意的「說話」。那整體聖

經的啟示（in the totality of the Biblical message），中心要表達的「心意」（central theme）是什麼呢？許許

多多的聖經研究者，都看出神啟示的中心就是普世宣教。從聖經整體信息的演進看，我們領悟神所說的、所

作的、以祂的主權所命定的，就是普世宣教的漸次展開，直到完全實現。由神祝福亞伯蘭「一人」以致祝福

地上「萬族」，我們看見由一人演進到一家、一族；然後，到以色列國度，到超越民族、疆界，匯聚萬族萬

民的天國國度；最後，就是萬族萬民回歸，成為「一個」敬拜創造和救贖主的新群體。這幅普世宣教完成的

圖畫，朦朧若現在啟示錄七章中。 

我們為什麼要宣教呢？ 首先，「從啟示（聖經）的目的看宣教」，神在聖經裡對我們所說的，總意就是要我

們明白，並且參與在祂的普世萬民宣教行動中。讓我們再聽聽剛為我們完成犧牲贖罪、復活的主耶穌所說的：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太 28:18-20） 

我們為什麼要宣教呢？「從啟示（聖經）的情懷看宣教」，聖經的中心信息就是神愛世人，這愛啟動了神最

大的犧牲，也成就了神與人最美的復和。讓我們體驗神的愛，既得著祂的愛，也就把祂的愛傳遞祂所愛的

「世人」。聽聽聖經說：「主…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 3:9 下） 

當你拿起你的聖經，翻開它，看看，想想： 

無論從聖經看宣教，或從宣教看聖經，總

意就是你按神的心意，在適當的角色和崗

位上，樂意地參與在普世宣教裡。阿們。 

華傳 (澳洲) 辦事處主任  劉德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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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每一位基督徒都應該參與的
一個宣教課程，可以幫助我們去廣

闊視野，對宣教改觀。” 
墨爾本華人浸信會  余邱詠詩 

“Comprehensive, accurate 
teachings of a Christian’s mission 
from a bound Biblical perspective. 

Challenging, inspiring and 
interactive!” 

墨爾本約明基督教會   

Frank Ng 

“廣闊視角，
擴展胸懷， 
放下自我， 
勇敢行動！” 

墨爾本 

約明基督教會   

潘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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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的 客家人 

國家: 中國 

民族: 客家 

人口: 35,638,000 

世界人口數: 43,196,000 

主體語言: Chinese, Hakka 

主要的信仰: 民間宗教 

聖經: 完整 

受狀況: 福音荒凉的族类 

信主的人: 少於 2％ 

 
中國 的 漢族 (湘) 

國家: 中國 

民族: Han Chinese, Xiang 

人口: 38,377,000 

世界人口數: 38,484,000 

主體語言: Chinese, Xiang 

主要的信仰: 民間宗教 

聖經: 沒有翻譯聖經的需要 

受狀況: 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 少於 2％ 

 
中國 的 回族 

國家: 中國 

民族: Hui 

人口: 13,468,000 

世界人口數: 13,666,000 

主體語言: Chinese, 

Mandarin 

主要的信仰: 伊斯蘭教 

聖經: 完整 

受狀況: 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 : 少於 2％ 

 
中國 的 維吾爾族 

國家: 中國 

民族: Uyghur 

人口: 11,537,000 

世界人口數: 11,907,000 

主體語言: Uyghur 

主要的信仰: 伊斯蘭教 

聖經: 完整 

受狀況: 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少於 2％ 

 
印度 的 班尼亞族 

國家: 印度 

民族: Bania 

人口: 29,245,000 

世界人口數: 29,559,000 

主體語言: Hindi 

主要的信仰: 印度教 

聖經: 完整 

受狀況: 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 少於 2％ 

 
 
 

敬宣&艾兒 

於創啟區宣教，對象是九

百萬待聞福音的人 

• 為他們的團隊發展，及

年輕同工夫婦禱告，求

主看顧，保守帶領 

• 為他們在教導聖經真理

方面的服事禱告 

• 為他們的身體健康，也

為他們的女兒們禱告，

靈命，身體，生活，工

作，學習都蒙神保守。 

林蘭芬 

泰國宣教士，在泰國清萊

伯特利聖道學院以泰語培

訓泰裔傳道人 

• 為她 2018 年 1 月至 5

月 期間返回澳洲述職的

安排禱告 

• 求神醫治她的左膝蓋，

因退化性關節炎引起疼

痛 

• 為泰北華傳團隊在清邁

的開荒佈道事工，求主

預備教中文，英文的短

期老師。 

容我&芷禹 

C 國實習宣教士，服事對象

是少數民族（包括回族） 

• 為他們在 C 國文化歷史

學習上有果效，好在服

事上帶來幫助和益處 

• 為他們服事的教會能繼

續健康發展，在未來三

年内能完全獨立 

• 為他們在澳洲的兒女身

心靈健康，無論工作，

讀書都有好表現，好見

證。 

高陽&沈默 

華傳首對服侍穆士林群體

的宣教士，對象是二千萬

在東亞待聞福音的人 

• 目前氣候濕熱，高溫都

在 40 度以下，求神繼續

賜予健康身體 

• 為運動班及中文教學禱

告，求神的靈同在，親

自帶領這班婦女 

• 為 9 月需要重新申请入

境簽證，有消息在核發

簽證時將會更加困難。 

 
 
 
 
 
 

馬理奧&艾淩 

候任雙職宣教士，預備到 C

國參與營商宣教，服事大

城市內長者。 

• 感謝神是聽禱告的神，

在過去一個多月，工作

過程順利，得到許多協

助與鼓勵，感恩 

• 求主繼續帶領前面的

路，預備 SH 所需的一切 

• 求主保守家人有主賜平

安，在各事上有祂同

在。 

人口最多的福音未及之民 --- 5 0 個人口最多的未及之民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族）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太 24:14 

怎樣為未及之民禱告？ -- www.joshuaproject.net 

§  請讓你的禱告充滿對我們得勝君王的讚美和感謝！  §  請相信你的禱告是有果效的，能摧毀魔鬼的營壘。  

§  請為做這特殊收割工作的工人來禱告 §  為工場上工人的需要 :  

在持續不斷的禱告中認領這些族群  -  聽到呼召並“去  ” ! 與耶穌有親密關係、資源、訓練、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學習

培訓、身體和靈性上的庇護、人脈、門戶開放、得神膏

抹、有智慧，與其他信徒連為一體等等。  
§  祈求神預備這個族群的人心，使他們能夠領受生命的道。  

求主向這個族群顯明祂的心意。  
求主使他們能得到聖經，神的話語和耶穌的代求   
求主顯明必須攻破的屬靈營壘   

 

為華傳澳洲辦事處宣教士禱告  

mailto:office@gointl.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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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經看本地跨文化宣教  (一 )   

現代資訊科技和旅遊突飛猛進，更促進世界全球化，許多民族因各種

緣故，無論為了工作、留學、追求夢想、移民、難民或民工等，都遷

移異地定居或暫居。當民眾廣闊視野，社會轉向國際化，跨種族婚姻

也越來越普遍。然而，不少民族也強調保存其原有文化和民族的特

色，趨向凝聚族群，避免失去其民族身份。 

這對傳福音和宣教帶來甚麼影響和轉機呢？今天教會著重海外宣教，

很少了解在社區或門前異民族的福音需要，後者變成隱藏的福音未得

之群體，看到他們的存在，但忽略關心他們。綜合聖經和歷史的觀

點，宣教其實是由本地開始延伸到遠方，包括同民族和異民族。 

舊約中的宣教意向 神創造宇宙萬物和人類，人類明顯來自同 

一個根源（創一 26-28）。亞當和夏娃受撒旦的引誘而犯罪，他們 

的墮落影響全人類與神隔離，也影響了人與人、人與宇宙之間的關係。巴別塔事件引發人類被分散世界各處，語

言變成不通，產生多種民族和文化，種族優越感導致種族歧視，民族之間的關係趨向惡劣。 

神早已承諾祂的救恩（創三 15），讓人有機會與祂復和，由揀選亞伯拉罕和以色列民來展開祂的救贖計劃。神不

僅祝福和關懷他們，乃是要他們身為神的選民，有特別任務向萬民見證耶和華是唯一真神，並通過他們萬民也能

領受神的恩典和祝福（創十二 1-3；廿八 14；出十九 5-6）。 

布勞（Johannes Blauw）和其他宣教學者提出在舊約時代，以色列民的使命是以集體生活和崇拜見證耶和華，他

們的宣教模式是吸納外邦人「來」向他們認識和歸信耶和華，並加入他們的社群成為一份子（出十二 47-49）。

[1] 在應許之地和周圍的多神論萬民中，以色列民要積極見證和宣告耶和華的主權，衪在以色列民的歷史所行的作

為，顯明祂是宇宙萬物獨一真神，以及祂的公義和審判。當摩西領以色列民出埃及時，可見他們吸引了「許多閒

雜人」決定信靠耶和華，跟隨他們離開埃及（出十二 38）。  

先知以賽亞強調神的救恩是普世性，以色列民不可忘記他們是神的宣教子民的身份，或轉成內向和排斥外邦人，

因神特別吩咐他們的職責是「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賽四十九 6）。可惜以色列民失

職，導致國亡人民被擄分散。葛偉駿（Arthur Glasser ）指出當以色列民被擄到列邦國家時，神仍然要他們繼續生

存為一個民族，為在列國定居求「平安」來見證衪（耶廿九 7）。[2]  在被擄分散情況下，可說但以理和他三位朋

友，以斯帖和末底改成為本地「職場宣教」的好榜樣。 

以色列民散居於世界各地除了被擄也有自願，因散居的移動和影響，猶太人對宣教使命態度有改變。當以色列民

無法返耶路撒冷的聖殿敬拜或遵守節日，先知們宣告神不是限於聖殿，以色列民在不同地方同樣可以敬拜神。散

居的猶太領袖就在列國建造會堂，發展新的崇拜模式，並展開向外邦人傳教的動態。 

在新舊約之間，散居的猶太僑民反思其歷史和先祖的失職，決心遵守摩西的律法，忠於耶和華。他們在定居的處

境建立會堂，遵守割禮和安息日。遠離耶路撒冷的聖殿，猶太僑民轉向禮儀式的崇拜，包括唱詩、讀聖經、證

道、禱告等。在外邦人的多神論和混亂不道德社會中，猶太僑民敬拜耶和華唯一真神和遵守高道德標準，他們的

生活見證引發當地人的好奇心，吸引外邦人追求真理和一神論信仰。希臘帝國時代將希臘文和文化普及化，在這

影響下猶太僑民比較開放與外邦人來往和講希臘語，猶太學者也將舊約聖經譯為希臘文七十譯本（Septuagint），

讓外邦人有機會看明聖經，更了解猶太教信仰。耶穌曾提及猶太人在這段時間的改宗運動（太廿三 15），他們歡

迎外邦人參加會堂的崇拜和認識耶和華，因此，有些外邦人自願改教信奉猶太教，還有些表示敬畏耶和華，如哥

尼流和他一家（徒十 1-2）。[3]使徒行傳記載五旬節的事件，當時有來自不同地方的改教者（proselytes）及敬畏

耶和華者（God-fearers）與猶太人一起聚集於耶路撒冷遵守節日（徒二 5-11）。                            …… 待續 

1. 布勞約翰著，賴英澤等譯。《教會的宣教使命》。台北：東南亞神學協會，1964。2. Arthur F. Glasser. Announcing The Kingdom: The Story of 

God’s Mission in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3:129-130. 3. 參考棣立德著，曾家衛譯。《使萬民作門徒》。台北：華神，
1979:89-94；Arthur F. Glasser. Announcing The Kingdom: The Story of God’s Mission in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3:167-
170, 174-177.  

（本文擇自華傳雙月刊 2015 年 7 月，作者曾景雯博士，為前任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系系主任及副教授，亦為華傳前國際董事） 

10 月團契聚會日期更改，

詳情容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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