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人能超越自己的时代 

每个人都身处一时间的轨迹， 

他必须在自己生命的历程中回应上帝的呼召 

而不是在其他的年代 

他们要在自己的时限中起来行动 

因为，没有人能超越自己的时代 

马丁路德金遗孀 Coretta Scott King 





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
就睡了。（徒13：36） 

（大卫按着神的旨意 

服事了他那世代的人就睡了）。 

 

 



人若能在现在每日的生活中 

都认真的活出他在临终闭目前 

所希望达到的人生境界 

他必是大有智慧的人啊！ 

——金碧士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提后4：7-8） 



主耶穌的時代：世界約2億5千萬人 

到1500年-人口增至10億 

2019年5月达到77亿人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天约有15万2千多人死亡 

这些死亡的人 

大部份都没得着永恒的救恩 

教會面對這事實，该如何回应呢？ 

 



   司布真说： 

“你或者是一个宣教士， 

不然你就是一个假的门徒。” 

 

 



如果我们是主真正的门徒 
就一定是个宣教的基督徒 
宣教就是我们生命的首要任务 
传福音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使命 
这就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大蓝图 
 
 



教会一开始就要做门徒训练 

然后差派门徒出去宣教 

到了宣教工场也一样先训练门徒 

这样宣教就会源源不息 

一直推广到整个世界，完成主的使命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提前2：4） 

主......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3：9） 

 

 

 



开阔宣教视野 
挑旺宣教热忱 
协商宣教策略 
携手宣教重任 



       一九七四年在瑞士洛桑举行的 

第一届世界福音会议中，拉富·温特博士
（Dr.Ralph D.Winter）提出了一个崭新
的布道观念，名为“群体”（Hidden or 
Unreached Peoples）的布道策略。 

 

 



今日“福音未及群体”未得之民”
（ Unreached Peoples/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的观念已被全球教会接纳 

成为宣教事工的指标 

 



“未得之民”——「群體」 

是指一群相當數目的人 

他們因共同的語言、宗教、种族、 

職業、階級、生活环境、人生處境或
種種因素等，他们因着彼此之间 

有一些共通点而视自己同属一群人 

 

 

 

 



一个群体，当中没有土生土长的基督徒社群 

或是当中的基督徒人数极少 

或是资源极为缺乏 

以致他们没有力量在本土履行传福音的使命 

需要别的、外来的、跨越文化的力量来帮助 

这个群体才有听闻福音的机会 

这样的群体，我们称之为未得之民 

 



温特和巴列特等在研究上取得共识，同时跟世
界福音事工洛桑委员会属下的数据工作组
（Statistical Task Force of LCWE）议定， 

一致同意现今全球“未得之民”有一万二千个。 

 





1905年 

他的到来开创了石门坎的繁盛时代 

在上个世纪前半期的石门坎 

成为中国现代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 

 

 



100年前的石门坎 

因着宣教士伯格理的到来 

使这个西南边陲小镇 

已经有足球场、电信局、 

双语学校、中学、小学、邮局…… 

还建立中国第一间麻风病医院 

还是中国的足球之乡 

 

 









前往白族的第一位宣教士是1881年中
国内地会的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e)。 

在那些年间，特别是透过建立学校、
孤儿院和医院，许多白族人归向基督
。 



放眼世界未得之民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实行经济开放改革 

大量的农民移居到沿海的城市打工 

如今，中国大概有三亿民工 



 



 



据估计，再过二十年 

中国的民工将会增至六亿 

接近中国人口的一半 

民工是中国最大的未得之民 

亦是普世宣教的当务之急 



中国有1400万盲人 
每一百个人里面，就有一个盲人 
 



 



 



根据国内最大亲情社区 

“你在他乡网”的统计 

至少是7000万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调查 
目前全球至少有3.5亿名抑郁症患者 
中国约有9000万 
美国有将近2090万名忧郁症患者 
 

全球每年因抑郁症自杀的人高达100万 





现时全球有约十七亿的穆斯林 
 

在过去几十年间，有一个新趋势 

就是穆斯林大量移民到西方国家 

 

 





现时欧洲约有五千万穆斯林 
   北美约有九百万穆斯林 

     造成穆宣的良机 

 

 



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和眾多宣教士
在這土地上所撒下的種子渐渐成長。 

按印度的官方統計，基督徒人口雖有
約二千四百萬，但只佔人口總數的
2.3%。 

  





印度還有二千二百多個福音未及之民 

若以單一國家來說 

印度可以說是當代宣教最大的挑戰。 



基督教（广义）的人口24亿 

穆斯林17亿 

印度教徒10亿 

无宗教信仰者8亿多 

佛教徒5亿多 

民间宗教信仰者2亿6千万 

中国民间宗教信仰者4亿5千万 

 



在回应后现代主义、全球化、城市化、
民工和伊斯兰民族的移民潮 

以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 

日益增加的冲突情势 

我们需要对普世宣教有更全方位的关注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
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28：18-20） 

 

 

要使万国得知神的救恩 







华人基督徒能为主做什么？ 



亞洲地區 5,000多萬華人 

美洲地區1,000多萬 

歐洲地區800 多萬 

非洲地區300多萬 

中東地區80多萬  

太平洋和大西洋島嶼100多萬 

在中國以外的華人约有8,000多萬至一亿  

           分佈在180多個國家中 

 

 





全球海外華人教會達9,000多間 

華裔在世界各地發展過程中 

多形成雙文化、多文化的民族 

可以成為中國教會普世宣教的策略性橋樑 

 

 

 





人才濟濟、錢財富裕的北美華人教會，
如何關心世界各地的急迫需要， 

打發工人出去收割庄稼呢？ 

 

 



華人教會如何才能共同以國度眼光、 

普世胸懷，以大格局、大擔當， 

同心協力、眾志成城履行大使命呢？ 

 





“认领群体”即教会或宣教差会， 

认定某一“未得之民”作为福音对象 

承担向这个特定的群体传扬福音、 

使之福音化的责任 

 

 



夜里，保罗看见了一个异象： 

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恳求他，说： 

“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当保罗看见这异象之后，我们就认定
是神召唤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 

于是立刻设法前往马其顿省。 

（徒16：9-10）——《中文标准译本》 

 

 



放眼宣教禾场 





2017/2018年度共计有363,341名 

中国大陆留学生赴美留学 

是美国总留学学生人数的33.2% 



中国大陆的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的人口 

据估计在二○五○年 

全球百份之七十的人都会居住在城市 

故此城市宣教是必须的宣教策略 

 





城市宣教往往比农村宣教的优势 

城市的人口多，故此传福音的对象多 

城市人较容易接受新的观念， 

对福音的接受度较高 

住在城市里的人精神压力大， 

福音能带给他们身、心、灵的满足 

 



现今在全球二百三十多个国家当中 

有六十多个国家有严重的宗教逼迫 

在这种逆境中，宣教往往要付上极
大的代价 





在逆境中，宣教士往往要作福音预工 

建立友谊，帮助和关心有需要的人 

以生命影响生命，作低调的个人布道 

 

 



教会通常是地下式的，以小组为中心 

培训多是一对一，或以小组做单位 

时间和地点都不向外宣传 

在逆境中宣教，主要的关注是安全 

要提防假弟兄、被非信徒发现和当局的关注 

 

 

 



职场就是福音最大的禾场 
 







职场宣教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你在某一领域是精英 

 

你把你身为基督徒的角色带进这一岗位 

让你的同事，身边的人，甚至你的主管，
都可以看到身为一个基督跟随者所展现出
来的生命特质 





 





飞机成功迫降之后，绍茨走进飞机过道拥抱
每一位乘客。 

有人特意问她，“我也会有一个拥抱吗？” 

她说，“当然，我不会让你不被拥抱而离开。
” 

 

 



很多美国媒体报道时都引用了绍茨在 
一条博客帖子里的话 
她说：“作为一名飞行员， 
每次飞行都是为上帝作见证的机会。” 
 
 



绝大部份的基督徒都有地上的工作， 

他们花在职场的时间都比花在家里或教
会里为多，神散布基督徒在各行各业，
岂不是要他们把福音带给职场里的同事、
同行及顾客吗？ 

 

 



另外一种模式是所谓的契约宣教 
 

你本身对普世宣教有特殊的呼召 
你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 
或某一个城市有感动， 
你在那边成立了一个公司， 
或是一个工厂，给了你一个平台， 

让你在那边可以与当地人有主仆的关系，
让你把福音带进这些人的生命中。 
 





林豐樑長老從1989年到2013年 

擔任Payless Car Rental 的董事長兼CEO 

在美國有500多位員工 

作為一名基督徒企業家 

林長老有極大的負擔与具体的行动 

来带领属下的员工，认识神 

并在真理上不断成长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海外华人餐馆超过40万家 



在美国有12.3%的华人从事餐饮业 

美国中餐馆数量业已超过5万家 

在美国各类餐馆中，中餐馆是日本餐、
韩国餐、泰国餐、越南餐、印度餐等
各类餐馆总数的2倍 

 



洛杉矶有6000家中餐馆 

纽约有5000家中餐馆或中餐外卖店 

旧金山有4300家中餐厅 
 

 
 

 





 



当一个基督徒为福音的缘故 

以工作为平台 

到福音未得之地 

一边工作 

一边作福音使者的时候 

他就是一位带职宣教士 

 

 



随着日益增加的贫富悬殊 
个人与家庭问题、人生中种种艰难困苦、 
人心的空虚、无助与惶恐 
宣教的挑战愈来愈大 
 

宣教士不单要关注人的属灵需要 
也要关注人的身体和精神需要 
 
 



在 神 我 们 的 父 面 前 ，  

那 清 洁 没 有 玷 污 的 虔 诚 ， 

就 是 看 顾 在 患 难 中 的 孤 儿 寡 妇 
（雅1：27） 



社區服务的慈善事工 

在世界宣教史上已有悠久歷史  

在一些贫穷的地区 

医疗、教育、扶贫、账灾、 

社区服务与建设 

都对宣教有莫大的帮助 

 



近年來， 在華人的海外宣教中 

社區服务与慈善事工的策略，越來越普遍 

 

這類形式的宣教走向 

通常是最快能與當地人建立關係的渠道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太4） 

 

http://dict.lambook.com/%E8%80%B6%E7%A8%A3


戒毒事工：戒毒中心 

兒童事工：孤儿、残疾儿、特殊儿 

助学事工：支助贫寒学生 

扶贫事工：脱困创业 

老人事工：贫困老人、孤独老人 

照顾病患：癌症患者…… 

监狱事工：监狱布道 

 

 



庄泽豐牧师带领的台湾監獄音樂佈道 

十年來向六萬多受刑人傳福音 

帶領約四萬人決志禱告 

 







23间监狱有2000多囚犯在抄写圣经 

 

神感動詩班的團員，除了奉獻鋼琴， 

也在全台的監獄設立了32間教堂， 

作為受刑人敬拜神，眾教會在輔導受刑人時使用 



反对鸦片、反裹足、创办报刊杂志《万国公报》、
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引进西方思想、向西方介
绍中国、引入西方科学、引入盲文、引入先进的
印刷技术、介绍西方音乐 

 









宣教士在中国： 

到1937年止，在华基督教会所办的医
院有三百所，另有小型诊所六百所。 

传教士将西方的医学和医术介绍到中国，
翻译了西医著作，创办了介绍西医的刊
物，为中国培养出很多医生和护士。 

 

 













到1914年为止 

美国传教士开设的初等学校有近两千所 

中高等学校共二百八十多所 

英国传教士开始的初等学校有一千四百多所，
中高等学校有二百四十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D%E7%AD%89%E5%AD%B8%E6%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9%AB%98%E7%AD%89%E5%AD%A6%E6%A0%A1&action=edit&redlink=1














圣公会创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 

循道宗创办了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大学 

浸信会创办了沪江大学 

长老会创建了之江大学和岭南大学 

伦敦会创建了协和医学堂 

还有新教几个宗派合作创建了金陵女子大学、燕京
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85%AC%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85%AC%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7%BA%A6%E7%BF%B0%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90%B4%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9%B5%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5%8D%97%E5%A5%B3%E5%AD%90%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AA%E6%B1%9F%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8B%E6%B1%9F%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AD%E5%8D%97%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AD%E5%8D%97%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F%E5%92%8C%E5%8C%BB%E5%AD%A6%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9%B5%E5%A5%B3%E5%AD%90%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4%BA%AC%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4%BA%AC%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D%90%E9%B2%81%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4%B8%AD%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5%8D%8F%E5%92%8C%E5%A4%A7%E5%AD%A6




基督教慈幼事业包括孤儿院、 

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慈善机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4%E5%85%92%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8B%E5%93%91%E5%AD%A6%E6%A0%A1&action=edit&redlink=1


 



每年有超過8,000人 

受惠于光鹽社的各項服務 

癌友關懷網  
特殊需要關懷中心 
光鹽福音廣播網 
敬老活動, 冬衣捐贈 
社區關懷和慈善活動 

  



移民服務中心、鷹展學習中心、社區講座、 

金齡學苑：英語 English、電腦 
Computer、健康 Health、藝術 Arts、
音樂 Music、心靈 Spiritual 

心理輔導、心理健康講座、單身團契&課
程、婚姻成長營&小組、親子教育課程、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45-comgp/immigservice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45-comgp/immigservice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145-comgp/yingzhan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145-comgp/yingzhan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145-comgp/yingzhan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154-comgp/yingzhan/workshop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154-comgp/yingzhan/workshop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154-comgp/yingzhan/workshop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153-comgp/goldenage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153-comgp/goldenage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153-comgp/goldenage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46-comgp/goldenage/goldenagelanguage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46-comgp/goldenage/goldenagelanguage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46-comgp/goldenage/goldenagelanguage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46-comgp/goldenage/goldenagelanguage
http://cchc.org/allministries/gp/communityservice/47-comgp/goldenage/goldenage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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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5日的尼泊尔大地震 

许多基督教救援组织进到当地 

协助灾后重建，福音也快速传开 

有超过20万人归信基督 

包含62名佛教僧侣 

 

 

 

 





这些藏民信主 

不是因为基督徒「辩赢」了他们 

或被基督信仰的奥秘「震慑」 

而是因为从基督徒的生命中 

看见上帝的爱 

 



为宣教社区做出贡献： 

建设工厂、开办学校、建立医院 

 

 



在本地社区舉辦專題講座： 

如保健、家庭、婚姻、親子、理財…… 
 

舉辦手藝班：如插花、烹调、修车…… 
 
 



舉辦各类学习班： 

电脑、画画、声乐、舞蹈、樂器、英语、
写作、公民考试班…… 

定期性免费为社区居民洗车、打扫房子、 

扫街…… 

           结合教会资源与社区需要 

           规划推出相应的服务项目 



 
Facebook 月度活跃用户数达 23.8 亿 
 
「 推特」（Twitter）用戶已超過5億 
 
微信2019年一季度用户数量达11亿 
 

 



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责任要为主發聲 

請务必把握这最佳时机 

借助高科技无远弗届的影响力 

积极热切的傳扬基督救人的福音 

 



美国中西部奥克拉荷马州的 Life.Church  
 

从他们教会诞生出来的手机圣经应用
YouVersion  

9 年内在全球范围内的下载超过近 3 亿次 
而且每秒钟都在继续不断的迅速增加 
这是网上最受欢迎的圣经软件之一 



現時代人人可成為宣教士 

幾乎所有事工都可以通過网络執行 

宣教可以從 

任何一家到任何一家 

任何一国到任何一国 

 

 



 

让网络宣教 

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呼召！ 

 

 



大使命交給教會2000年了 

福音要傳遍世界 

靠著以往的方式是无法达到的 

让我們借助各类網絡平台 

來完成广传福音的大使命 



1x100=100 

 

100x100=10,000 

 

10,000x100=1,000,000 

 

1,000,000x100=100,000,000 

 

 



《你为何要信》十集节目统计数据 

 

浏览1190.9万次 

 

401.7万点赞 



第一个是门徒训练 

第二个是团队宣教 

第三个是联合宣教 



假如耶稣没有训练12位使徒 

70名门徒，包括后来主拣选的保罗 

福音的传承和世界的宣教就无从谈起 

 

英国剑桥七杰与美国基督教青年会
(YMCA) 



耶稣差派70位门徒去传道时，是两个、
两个地派遣，这还是在近处传福音, 

如果担当跨文化宣教，则需要更多宣教
的同工。 



联合宣教包括了多重联合： 

宣教士与宣教士的联合 

教会与教会的联合 

教会与差会的联合 

差会与差会的联合 

教会、差会和神学院的联合 

 



十年内差派26位宣教士分布在非洲、 

东南亚和北美各地 

在非洲植堂三间，教会信徒达二千余人 

还动员中国、韩国和美国教会一同参与
普世宣教，为非洲教会建立473间教会
11所基督教学校 

装备了许多非洲当地的牧师 



华人教会可與國際差會合作 

建立宣教伙伴的關係 

例如建立与SIM、OMF、GEM、
威克里夫的伙伴關係 

华人宣教士可以加入國際差會， 

成為國際差會的一員。 

 



华理克： 

我们打算在世界上12个最具有
战略性的城市建立新教会， 

作为在3600个未得人群 

建立教会的资源中心和基地。 

 

 



如果有人想要参与 

成为其中的一员可以通过
PastorRick@saddleback.com 网站
或者在Twitter, Facebook, or 
LinkedIn联系我。 

 









把自己的痛 

和别人的痛连在一起 

在我们分享生命苦难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 

看到盼望 

--黄钰涵 

 



「無論神要你做什麼，去做 

——即使是要冒很大的風險。」 

--華理克牧師 

 

 



遠東廣播公司的成立實在是一個神蹟。 

雖然所擁有的只是少許的經費， 

但創辦人鮑曼博士和布魯格博士卻有偉大
的異象，他們回應了神的呼召，那就是 

           藉廣播傳基督到地極 

 





知道有千千萬萬人尚未聽過福音 
對於那些不論是地理上的、宗教上 
或是政治上福音之門關閉的地區來說 
無線電廣播被證明 
是最有效的傳福音工具  
 
 



葛理翰牧師說： 

「遠東廣播公司是世界上 

果效最大的福音機構之一。」  
 
 



世界展望會前總裁恩思壯說： 

「無論我走到哪裡，都不斷聽到 

神如何使用遠東廣播公司 

改變了人的生命，使人們歸向基督。 

我非常樂意推薦這個偉大的、 

蒙神悅納的事工。」  
 
 



戴紹曾牧師說： 

「1945年，因著遠東廣播公司的成立，

基督教的世界宣教邁入一個新的里程。
60年來，福音藉著廣播傳給了億萬未及
之民。」 



远东广播公司自一九四五年创立至今 

目前拥有约有一千位同工 

使用124种语言，通过265座电台 

向全世界40亿人广播福音 

2017年 

有70亿人次对电台节目留言反馈 



神若给你任务，神一定为你开路； 

神若给你异像，神一定为你成全； 

神若给你使命，神一定与你同工。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主阿，我当作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