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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Acts 1:8 NIV84)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作我的见证；
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普世宣教的动力是三一神的圣灵（Who）

普世
宣教

The power of the world mission is the Spirit Of God, 

The mission of the world mission is to witness for Jesus, 

The strategy of the world mission is to go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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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似乎穿透了我的身体和灵魂！我可以感觉
到他的力量，像电流一样一遍一遍的流过我的
身体。感觉像液体的爱临到我，我无法用其它
方式来描述！

查尔斯.芬尼
查尔斯.芬尼 Charles Finney

(08/29/1792 – 08/16/1875)

复兴之父（Father of Revivalism）
The Holy Spirit seemed to go through me, body and soul, 

I could feel the impression, like a wave of electricity, going 

through and through me. Indeed it seemed to come in waves 

of liquid love, for I could not express it in any other way.

Charles Finney



孙大信（Sadhu Sundar Singh）
（09/03/1889－1929）东方使徒

那些开放自己的心转向基督
的人将感受到他的能力平安。

孙大信

Those who turn to the Master 

with open hearts will feel his 

power and experience peace.

Sadhu Sundar Singh



叨雷（RA Torrey）
（01/281856 – 10/28/1928）
宣教士，布道家，圣经学者，牧师！
慕迪圣经学院第二任院长。
“宣教，复兴，医治”
（Evangelism, Revival, and Healing）

圣灵充满的六个条件（叨雷）：

1）完全依靠基督十字架的拯救，
接受神的赦免；
2）完全杜绝生命中各样的
罪恶（内心与行为）；
3）公开承认基督为主；
4）完全降服委身于神；
5）祈求渴慕圣灵充满；
6）凭信心接受圣灵。



普世宣教两策略：

1）地理策略：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本地建堂/植堂

撒玛利亚：外地短宣

直到地极：海外长宣

（古罗马）

（古印度）

（埃塞俄比亚）

耶路撒冷



普世宣教两策略：

2）群族策略：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本族

撒玛利亚 –类族
1.5-2.5（亚洲/Asians）
ABC，CBC，BBC

直到地极 –异族

耶路撒冷



普世宣教两策略：
2）群族策略：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本族华人

撒玛利亚 –类族亚裔
1.5-2.5（亚洲/Asians）
ABC，CBC，BBC

直到地极 –异族他裔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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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的动力是三一神的圣灵；使命是作基督的见证；
策略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使徒行传 1:8）

1） 如何领受圣灵的能力？（徒 1:4，1:14，2:1）
1.1 顺服，等候，同心合意的祷告
1.2 圣灵的火能超自然的延续燃烧，尤其是通过领受过圣灵的人
1.3 圣灵充满的六个条件（叨雷）
1 完全依靠基督十字架的拯救，接受神的赦免；
2 完全放弃杜绝我们生命中各样的罪恶（内心与行为）；
3 公开承认基督为主；
4 完全的降服委身于神；
5 祈求渴慕圣灵充满；
6 凭信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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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的动力是三一神的圣灵；使命是作基督的见证；
策略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使徒行传 1:8）

2） 如何见证基督？（徒 2:14-38）
2.1 基督是唯一救主，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2.2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2.3 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了战胜罪恶与死亡的权柄生命；
2.4 我们各人要认罪悔改，奉基督耶稣的名受洗，罪得赦免；
2.5 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
2.6 为基督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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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的动力是三一神的圣灵；使命是作基督的见证；
策略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使徒行传 1:8）

3） 普世宣教两策略
3.1 地理策略（徒 2:5-11；3-7章；8:4-25）
1. 本地：本地事工，建堂教会，植堂，传福音
2. 外地：外地短宣
3. 直到地极：海外宣教
3.2 族群策略（徒 2-7章；8-10章）
1. 本族：个人布道，网络福音，国语事工（我们华人族群）
2. 类族：教会儿童，青年事工（我们的下一代（亚裔））
3. 异族：教会英文事工（我们本族，亚裔之外的人）
核心概念：父的权柄，主的应许，圣灵的大能，人的顺服！



1. 你领受过圣灵的能力吗？
2. 你打算如何领受圣灵的能力？
3. 你如何参与教会的植堂行动？教会为什么要植堂？
4. 你如何参与支持教会的类族，异族宣教事工？

挑战代祷
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