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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舊約的差傳：何時始算起？
一、 “你在那裡？”（創 3：9）－神主動尋找
耶和華神尋找不聽他話的亞當夏娃，已可算是差傳
開始。差傳就是神尋找失落的人，是神作主動。今
天談差傳，教會也當是探取主動的群體。

二、 “女人後裔！”（創 3：15）－聖子的工作
有說，此乃“原始福音”（Proto－Gospel）
。天父
應許有女子後裔與撒但爭戰。差傳，是屬靈爭戰，
是光明與黑暗的爭持（徒 26：18）
。差傳是亞當後
裔中那應許要來的基督耶穌與魔鬼一同爭戰。差傳
一方面是屬靈戰爭，另一方面是女人後裔－基督勝
過撒但。

三、 “因你得福”（創 12：1－3）－蒙福的族頖
談差傳，多從神選召亞伯蘭為始點。焦點是要使萬
民得福。差傳並非只談事工，更是使普世人得著真
正福氣。今天若然差傳成了只是奉獻，差錢，忘記
終歸乃是使人得著屬靈福氣，應該重回亞伯拉罕的
蒙召，他是信心之父，也是領受使萬民得福的源
頭。

四、 揀選族類（出 19：4－6）－蒙召的子民
以色列是神特選子民，是領他們離開埃及為奴之地
的主，神要他們作他的見證人。差傳也著重宣告蒙
拯救這一面，不忘記自己是已離開捆綁得著自由的
人。差傳資訊就是宣講使人得著真正自由的救贖資
訊。

七、 萬民歸順的願景（撒 14：16－17）－萬民歸
降主
回歸後期的先知，在亡國時期仍有萬民歸順此遠象。
那時正值艱難時期，他們仍不忘神國的異象。今天
等候基督再來之時，我們要繼續講差傳，也屬同樣
的道理。

第二課
新約的差傳：惟獨大使命！
一、 主耶穌頒大使命（太 28：19－20）
教會的身份與使命
主耶穌的吩咐，決定教會的存在與使命：
1. 去
2. 使作門徒
3. 施洗
4. 教導

二、 耶路撒冷教會的被動（徒 1－6）
受到逼迫才懂遷出！（司提反殉道，徒 7）

三、 福音隨逼迫而出走（徒 8）
1. 隨走隨傳的宣教
2. 分散
3. 外傳

四、 安提阿教會的差派（徒 13：1－3）
1. 差傳宣教楷模
2. 禁食、聖靈及按手

五、 “萬國禱告的殿”（賽 56：7）－萬國的殿

五、 愛神與愛人（約壹 3：16）

先知獨具慧眼的呼聲，就是神的百姓是引領萬民歸
向獨一真神的群體。誰料神子民卻像列國般悖逆拜
偶像，神要差遣先知去警惕、告誡。從此先知的資
訊既是列邦要同審判，神的子民也要面對偏離他道
路的審問。神的家，神的殿應是萬國禱告的殿，是
聖潔的。差傳也是讓教會醒覺自己是神的百姓，有
特別使命，是聖潔的群體。

1. 教會之間的接濟（徒 11：27－30）
2. 差傳不單是事工，更是生命的流露！

六、 得著城市的策略（徒 16－19）

城市人口眾多，影響力大，如：腓立比、帖撒羅尼
迦、哥林多、以弗所等
保羅方式：1
1. 母會聯繫
六、 “地的四極都敬畏他！”（詩 67）－四方的
2. 聯省事作
朝拜
3. 得大城市
詩人也跟隨先知傳講，體會到神既是列邦萬族之主。 4. 堂會為本
因此地的四極都當歸順敬畏主。差傳不限於一時一
地，乃是四面八方都被呼召來敬拜神。詩人的胸襟
1
賈禮榮（Kane, J. H.）著，黃彼得譯：《宣教神學的聖經
是廣闊的。差傳人及宣教士的心懷也理當廣闊。

基礎》（印尼：東南亞聖道神學院，1980），頁 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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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福音好土
6. 信而受洗
7. 建立教會
8. 善用同工
9. 生命榜樣

七、 迎接主再來
1. 這天國福音要傳遍天下，然後末期才來到！（太
24：14）
2. 教會積極傳福音，就是迎接主再回來的動力

第四課
近代差傳（I）：福音派、普世派

七、 用諸般智慧（西 1：28－29）
1. 基督教教育經典與差傳合用的經文
2. 建造教會與多元智慧
3. 須談蒙召
a. 完全委身
b. 依靠聖靈
c. 勇傳福音
4. 教會自立
a. 小心錢財
b. 眾人榜樣

第三課
教會的差傳：學效的功課
一、 被動與主動
早期教會的現象
1. 耶路撒冷教會：被動（徒 1 至 6）
2. 安提阿教會：主動（徒 11：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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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福音派：四大特點
1. 強調悔改重生（永生確據）
2. 強調聖經權威（聖經無謬）
3. 積極傳播福音（個人救恩）
4. 強調耶穌復活（因信稱義）

二、 普世派：四大特點
1. 重視社會關懷：著意修正僅為傳福音功利關懷
2. 強調神的國度：繼承大公傳統，將文化關懷重
新校回神國度之上，相信最後公義和平、仁愛
國度
3. 重視公平正義：彰顯基督大愛，努力關懷社群，
消除不公
4. 認真關懷社會：教會對神真有信心與對人群愛
心，就當認真關社

三、 差傳事工上－不同的偏重
二、 門徒的代價
1. 門徒是何許人？耶穌與 12 使徒（可 3：13－15）
2. 門徒要付代價！保羅與提摩太（提後 2：2）

三、 禱告的力量
1. 120 人的見證（徒 1：12－14）
2. 遭受逼迫的見證（徒 4：24－31）

四、 殉道者的血
1. 從司提反殉道開始（徒 7）
2. 殉道者的血－教會出現的種籽！

五、 欠福音的債
1. 不以福音為恥，本是神的大能！（羅 1：16）
2. 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羅 13：8）

1. 福音派：福音使命（Gospel Mandate）
a. 佈道植堂
b. 聖經翻譯
c. 醫療宣教
d. 治病趕鬼
2. 普世派：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
a. 扶貧助學
b. 學校教育
c. 社區建設
d. 帶職事奉
3. 二派：漸趨合流（事工變化）
a. 重視姊妹履行使命的機遇
b. 福音漸從北半球移向南半球
c. 道成肉身見證與傳福音模式
d. 強調超宗派與合一
e. 整全事奉及聖靈引導

六、 基督的差遣
1. 父怎樣差遣了，我照樣差遣你們！（約 20：21）
2.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 16：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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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Eskridge,

“Defining Evangelicalism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Evangelicals”
詳參：

1995.

http://www.wheaton.edu/ISAE/Defining-Evangelical
ism/Defining-the-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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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近代差傳（II）：佈道、
關懷社會及整全使命
一、 福音派
福音派源自 1910 年愛丁堡會議，后因普世教會協
會（WCC）成立及國際宣教協會（IMC）融入，漸漸
偏離保守傳統，與固有福音信仰大相逕庭。

三種關係：
1. 社會關懷是傳福音的後果（Social Activity is
a Consequence of Evangelism）
2. 社會關懷是傳福音的橋樑（Social Activity
can be a Bridge to Evangelism）
3. 社會關懷配合福音的夥伴（Social Activity
Accompanies Evangelism as its Partner）

六、 結論：福音信仰 80 年代以來的差傳走勢
二、 一九六六年世界佈道會議
1966 年 世 界 佈 道 會 議 （ World Congress
Evangelism，又稱柏林會議）、教會普世使命會議
The Church's World－wide Mission，又稱惠敦會
議）相繼舉行，確立了福音派陣形，其後葛培理佈
道團贊助多個地區性會議。

三、 惠敦會議宣言
惠敦會議宣言被評為“徹頭徹尾保守陣營出來的
保守聲音”，柏林會議堅持宣講福音乃教會唯一使
命。

1. 不再爭辯“福音與社會關懷誰更重要”
2. 強調整全的使命觀
3. 從群體歸主→處境化→屬靈爭戰→神的宣教→
使命教會→聚散宣教學→聖經神學宣教觀

第六課
他的故事：差傳是述說他故事
（徒 26：12－23）
一、 引子：宣教使命與生活故事

四、 1974 年洛桑信約
1. 強調基督徒經驗、佈道熱誠，著重口頭佈道及
保守教義。
2. 強烈佈道的意識，有關社會服務關懷有不少激
辯。
3. 洛桑會議總結福音派內部爭論，在柏林與洛桑
之間，福音派在教會使命的爭論，大致分三派：
a. 整全佈道派（Holistic Evangelism）：傳福音
和社會關懷應被視為不能分割事工，社會關懷
乃是傳福音一種形式表達，傳福音固然是傳福
音，社會關懷也是傳福音。
b. 純福音主義派（Classical View of Mission）：
認為教會獨一使命就是傳福音，社會改變是傳
福音和個人生命改變的副產品。
c. 整全使命派（Holistic Mission）：以為教會使
命是傳福音和社會關懷兩方面，二者并非同等
重要，傳福音應被視為教會首要和優先責任，
強調社會關懷並非傳福音。
上述三派除整全佈道派，其餘兩派均為福音派採納，
整全佈道派思想雖曾在 1974 洛桑和 1980 芭提雅會
議間不斷被提出，可惜均不能成為福音派主流思
想。

五、 洛桑宣言
〈洛桑宣言〉明顯反映整全使命立場，在往後國際
性會議中重申傳福音首要性，並提出傳福音與社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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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義多屬乎文字
2. 故事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保羅歸主的故事，徒
26：12－23）

二、 全本聖經：故事重心
1. 舊約
a. 創造（創 1）
b. 墜落（創 3）
c. 救贖（創 3－出）
2. 新約：新創造（林后 5：17）

三、 女人後裔來臨的故事
女人後裔要傷蛇的頭（創 3：15）

四、 以色列蒙召的故事
1. 歸與神作祭司國度
2. 聖潔國民（出 19：4－6）

五、 列祖君王後裔故事
1. 揀選猶大支派
2. 猶大支派出來的君王（啟 5：5）

六、 眾先知與將來必成的事
1. 眾先知到基督（來 1：1－2）
2. 以賽亞先知：受苦僕人（賽 50：4－6）
3. 彌迦先知：伯利恒城（彌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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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主耶穌的生、死、復活故事
1. 主耶穌自己預告（太 16：21）
2. 保羅傳道的中心（林前 15：3－4）

第八課
萬民得福：差傳是使萬民得福
（創 12：3）

八、 結語：歷史就是述說“他的故事”
本課鑰字：萬民
1. 保羅的故事（徒 26：12－23）
2. 他的故事與你的故事（徒 1：8）

一、 差傳屬普世性事情：非單一事件
在萬國中叫人信服真道（羅 1：5，16：26）

第七課
創造管治：差傳是關心萬有（創 1：28）

二、 差傳從起始時已在：早已談“萬民”蒙福
亞伯拉罕的典範（創 12：1－3）與祝福萬邦的啟
示（加 3：8）

本課鑰字：萬有
三、 差傳朝向歷史終局：見“萬民”歸降
一、 引言：救贖屬主線卻非全部：二個問題
1. 福音是只從人類墮落才開始的嗎？
2. 提倡一種生態宣教使命可以的嗎？

宣教使命在中啟示錄成就（啟 5：9－10，7：9－
10，21：24－27）

四、 差傳的典範：亞伯拉罕使“萬民”得福
二、 關注“神創造”的故事
1. 神的創造
a. 降服與管理（創 1：26－28）
i. 按自己形象造我們（男女皆然）
ii. 要我們在萬有施行統治
b. 服事與看守（創 2：15）
修理看守園子
2. 創造的目的
a. 神的榮耀
b. 生命與大地相關：大地供養人，大地與人同受
苦
3. 救贖是新的創造
a. 賽 35 章：救恩帶來更新
b. 賽 65：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

1. 離開與出去－蒙召與相應行動
2. 相信與順服－出去表示信靠，當時還不知往那
裡去
3. 後代蒙福－因神持守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後人
因信的義也算在亞伯拉罕本來的信心賬上（羅 4）
4. 萬民得福－從一個家庭的信心引發萬族萬民的
信靠

第九課
行主道上：差傳是行在主道上
（詩 119：32）
本課鑰字：主道

三、 差傳並非在“真空”進行－是給“萬有”
的好消息

一、 差傳－基於神的自我提示（創 18：19）

1. 藉基督
2. 為基督
3. 靠基督－基督與萬有的關係（西 1：15－23）：
期盼萬有得贖

1. 神的揀選：“我眷顧他，為要叫他吩咐他的眾
子，和他的眷屬，遵守我的道，秉公行義，使
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成就了。”
2. 他的道德要求應許：要求遵守我的道，秉公行
義，就是道德要求！

四、 在社區中的福音：生態環境的關注
二、 差傳－從悖逆到信服真道（創 18－19）
在社區中傳揚福音，福音就不是抽象的信條，是具
體的。
1. 福音須進入社區
2. 福音要靈活的傳
3. 福音具備地方性
4. 福音與支援“綠色生活方式”
良友聖經學院《差傳神學》

1. 所多瑪：是世界樣式，見萬國的悖逆
2. 亞伯蘭：是宣教典範，在萬國中使人信服真道

三、 差傳－本是神道的彰顯
1. 他的聖子（道成肉身）
，是再造新族類（林后 5：
17），也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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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的啟示（神聖言），使人得重生（彼前 1：23
－24）

四、 差傳－宣教使命應用到生活中
1. 家庭教育：影響及社會生活
2. 倫理教育：影響及公義見證
3. 教會樣式：屬所多瑪或亞伯蘭？

第十課
經歷救贖：差傳是作他複和使者
（林后 5：20）

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在
那裡，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
除滅他。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
親往埃及去。住在那裡，直到希律死了，這是
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
出我的兒子來。’（太 2：13－15）。
3. 回應神的救贖（出 15：1－21；申 26：5－11；
尼 8：10－12）
a. 蒙召要歡慶：群體歡慶頌神
b. 蒙召去仿效：如何對待外人（出 21：1－11，23：
9）

四、 教會作和平之子－活出救贖（太 5：9）！
本課鑰字：復和

1. 持守十字架為中心
2. 作為出埃及與禧年的群體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
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林后 5：20）。

一、 國家大使的職份
大使是代表國家的重要官員

第十一課
展示神：差傳是成為他見證人（徒 1：8）
本課鑰字：展示

二、 國家大使的特點
1. 大使是國家象徵
2. 大使行國家權柄

一、 主耶穌按父神旨受差（約 20：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三、 基督門徒天職－使人複和
1. 經歷神的救贖：從奴役中得解救（政治經濟、
社會、靈性）
a. 於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轄制他們，加重擔苦害他
們，他們為法老建造兩座積貨城，就是比東，
和蘭塞。只是越發苦害他們，他們越發多起來，
越發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煩。埃及人
嚴嚴的使以色列人作工。使他們因作苦工覺得
命苦，無論是和泥，是做磚，是作田間各樣的
工，在一切的工上都嚴嚴的待他們（出 1：11
－14）。
b. 法老吩咐他的眾民說：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
你們都要丟在河裡，一切的女孩，你們要存留
他的性命（出 1：22）。
c. 你要對法老說：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
兒子，我的長子。我對你說過，容我的兒子去
好事奉我，你還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殺
你的長子（出 4：22－23）。
2. 勝過敵對與壓迫（西 2：15；太 2：13－15）
a.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
就仗著十字架誇勝（西 2：15）。
b. 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

二、 有摩西指著他的說話（約 5：46－47）
神雙重的問題：
1. 萬國的無知
2. 以色列的盲目

三、 有先知為他作的指證（來 1：1）
以色列的雙重角色：
1. 見證人
2. 僕人

四、 有施洗約翰為他先鋒（約 3：30）
“他必興旺，我必衰微”是施洗約翰的名句

五、 有使徒作為他的傳人（徒 4：12）
第一批親眼目睹主耶穌復活的證人

六、 有教會作他身上肢體（弗 1：23）
對基督福音持續的見證

七、 教會未完成的見證（徒 1：8）
教會是：

良友聖經學院《差傳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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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祭司的群體
2. 聖潔的生命
3. 守約的順服

第十二課
領人歸主：差傳是吸引人歸向他
（徒 26：28－29）
本課鑰字：吸引
一、 “稍微一勸”就叫我作基督徒啊

第十三課
識永生神：差傳是
認識永生神（約 17：3）
本課鑰字：認識
一、 認識神：認識神總是一種“及物”動力
1. 必影響你以外“某個人”及“事物”
2. 認識神不但“個人敬虔”，更是“群體見
證”。

引發好奇心

二、 挑戰的處境：信靠那義者耶穌基督
二、 保羅的勸勉與感召力
1. 開放自己被人看見
2. 開放自己接受比較
3. 開放自己接受挑戰

1. “普救論”有其吸引力
2. 門徒堅信“唯獨基督”
a. 舊約：沒有別的神（申 4：35、39）
b. 新約：沒有別的救主（徒 4：12）

三、 永生信仰：跨越罪的鴻溝
三、 信徒生命當有吸引力
吸引尋道者（王上 8：41－43、60－61）
1. 持守應許的神（王上 8：14－21）
2. 尋求神祝福的外人（王上 8：41－43）
3. 謹守神誡命的百姓（王上 8：60－61）

1. 挑戰的處境（申 4：32－34）
2. 福音帶領人離開罪惡捆綁，兼具政治及靈性上
的含意。

四、 福音真理：宣告好消息來臨
毫不妥協的宣告：沒有別的救主（徒 4：12）

四、 領人歸主－靠聖靈大能
1.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
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2.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
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
父那裡去（約 14：12）。

五、 聖靈大能－在人身上莫大吸引力：熱心為善
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教訓我們除
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義，
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和
〔或作無和字〕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他
為我們舍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
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多 2：11－14）。

五、 復活見證：好消息中好消息
1. 我們“看見一人復活”
2. 仍是“沒有別的救主”（徒 4：12）

六、 差傳使命：認識“永生”的主耶穌
1. 傳講要忠心不貳
2. 我們不能不說（徒 4：19－20）
3. 要愛主你的神（申 6：4－5）
4. 耶穌的宣講與服事平衡（可 3：14－15；太 9：
35－36）
5. 使徒的傳道與愛心並行（徒 3：1－10）
6. 門徒的辯道與接待並進（徒 18：24－26）

六、 領人歸主努力
1. 吸引稱讚（耶 13：1－11）
2. 吸引敬拜（賽 60）
a. 神來到他子民中間（賽 60：1－2）
b. 這世界來就近神（賽 60：3－16）
c. 和平來到世間（賽 60：17－22）
3. 吸引認同（太 5：14－16；腓 2：14－16）
良友聖經學院《差傳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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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課
神的見證：差傳的真正目的
（路 24：48；啟 1：9）

第十五課
宣揚福音：差傳是宣揚主福音
（羅 10：14－15）

本課鑰字：見證

本課鑰字：福音

一、 大使命的頒令

一、 對被困子民的好消息

1. 舊約
a. 見“萬國的無知”
b. 見“以色列盲目”
2. 新約
從十一門徒與後來的教會

舊約：“出埃及”與“被擄回歸”的好消息

二、 主的權柄差派

三、 福音傳統：宣傳好消息

1. 天地間所有的權柄
2. 門徒具雙重身份：“見證人與僕人”

1. 神作王（賽 52：7）
a. 平安
b. 美好
c. 救恩
2. 神歸回（賽 52：8）
3. 神救贖（賽 52：9－10）

三、 教會事工規範
1. 大使命中主要動作：使人作門徒
2. 行動
a. 去施洗
b. 使作門徒
c. 教訓遵守
3. 重拾對神信任
4. 建造關乎神的真理

四、 差者、傳者與受差的人
1. 歷史第一批親眼目睹耶穌復活的證人
2. 持續的見證
a. 代代相傳
b. 迴轉不息

五、 鐵三角：教會、差會及宣教士
1. “鐵四角”是加上神學院？
2. 神學與宣教教育的比重平衡

六、 神常與同在
那用之不竭的資源

二、 神子民宣揚主的美德
1. 新約：福音本身就是“好消息”
2. 神的子民宣講：“呼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美德（彼前 2：9－10）

四、 差傳！宣講好消息臨到人間
福音：宣揚“在耶穌裡的好消息”
1. 耶穌是神的統治（可 1：1，14－15）
2. 耶穌是神的歸回（亞 9：9；瑪 3：1, 4：5；徒
1：11）
3. 耶穌是神的救贖（路 24：21；西 1：14）

五、 使徒！宣告主已復活
保羅的好消息
1. 藉舊約聖經顯明耶穌的生平（林前 15：1－4）
2. 獲得救贖的人性，屬神大家庭：稱義、拯救、
和好、赦免、蒙救贖、蒙收納、得以活命、領
受聖靈（弗 2：11－18；羅 3：29；加 3：26－
29）
3. 傳給全世界的資訊（弗 1：10；西 1：5，23）
4. 倫理上的更新（可 1：15；路 3：7－14；弗 2：
10；羅 16：26）
5. 被捍衛的真理（林后 10：4－5；腓 1：27；提
后 1：8）
6. 更新宇宙的能力（西 1：6、23；羅 1：16）

六、 差傳人標記：報喜訊、傳平安福音

良友聖經學院《差傳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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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課
照樣差你：差傳是一脈相傳（約 17：18）

4. 神救贖（詩 145：9；賽 65：17－25；西 1：
16－20；啟 21：24－27）

一、 舊約的差遣

二、 亞略巴古：保羅曾站的平臺（徒 17：16－34）
1. 保羅把握機會宣揚主道（徒 17：22－31）！
2. 效果雖小，但意義重大（徒 17：32－34）！

1. 拯救、傳講、聖靈與話語（詩 104：30）
（約瑟、摩西、眾士師、以賽亞、耶利米）
2. 為救恩和啟示；帶著權柄的差遣；差遣與受
苦

三、 今時的亞略巴古：在甚么地方?
不同的傳媒與平臺

二、 新約的差遣

四、 在公共平臺上宣揚神

1. 差遣的神：
a. 聖父：差遣聖子與聖靈（約 3：17；太 15：
24；徒 3：20；約 14：16、26，15：26）
b. 聖子：差遣聖靈與使徒（約 16：26，16：7
－15，20：22－23，20：21）
c. 聖靈：差遣耶穌與使徒（路 4：18－19；羅 1：
4；來 5：14；徒 13：1－4，16：6－7）
2. 十二使徒
“使徒”就是“被差遣的人”
3. 初代門徒（可 3：13－15）
4. 使徒保羅（徒 22：14－21，26：15－18；羅
1：1；加 1：1）
保羅權威（林前 15：7；徒 14：4；林後 8：
23；腓 2：25）
5. 其他使徒（徒 5：27－32，8：1、14，9：27，
11；1，15：1－6、22，16：4）
6. 一脈承傳（約叁 5－8）
a. 教會忠於真理
b. 教會忠於宣教士

1. 在服務國家職位上（但 6：4；羅 13：4）
2. 要多為政府禱告（耶 29：7；詩 122：6； 提
前 2：1－4）
3. 須尋求城市的好處（耶 29：7 上；太 5：44；
羅 16：24）
4. 平常工作維生見證（帖前 4：11－12，5：14）
5. 呼召有所不同（利 18：3－5；太 5：13－16）
6. 呼召抵抗偶像崇拜（約壹 5：19－21，2：15
－17，3：8；西 3：5；弗 6：12）
7. 呼召去受苦（太 5：11－12；徒 5：40－42，
9：16；林後 12：10；彼前 2： 21－22，4：
12、19；來 12：2－3）

五、 QQ 群體及微博平臺運用
1. QQ 代禱
2. 微博分享

六、 差傳：不單科技傳信
也要建立關係

三、 差傳不限止（約叁
叁 6－8）
1. 差遣（約叁 6）
2. 前行（約叁 7）
3. 支持（約叁 8）

第十八課
讚美禱告：差傳是彰顯敬拜生命
（可 11：17）
一、 生命影響生命

第十七課
平臺見證：差傳是在公共空間見證主
（徒 17：22－23）

敬拜－是宣教使命的目標（羅 15：15－19；啟
5：13）

二、 從見證人至生命流露
一、 公共空間在主手
1. 神創造（創 1－2）
2. 神察驗（詩 33：13－15；摩 5：12－15，8：
4－7；耶 7：9－11）
3. 神治理（創 50：19－20；賽 19：1－15；結
26-28）
良友聖經學院《差傳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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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讚美敬拜－生命直接流露標記
是差傳應用與目的

四、 禱告生命－差傳不可或缺
1. 禱告作為與萬國區別標記（申 4：6－8）
2. 為萬國得福禱告（創 18：19，22－23）
3. 禱告是推翻萬國偶像崇拜的行動（但 6：10；
徒 4：23－31）
4. 禱告與宣教事工（路 6：12－14，10：17－
21；約 17；太 9：36－38；徒 1：12－14，4：
23－31，12：12，8：14－15，13：1－3，16：
13）
5. 禱告是屬靈爭戰（弗 6：10－20）

五、 靈裡敬拜及能力彰顯
順服神及事工展開

第十九課
城市宣教（Urban Mission）
一、 聖經的城市
1. 吾珥城：月城，高度文明
2. 耶路撒冷：君王所在

二、 現代大城市
北京、上海、重慶：人口千萬以上

三、 早期教會的城市宣教
保羅在雅典；亞波羅、保羅在哥林多、以弗所

四、 城市的挑戰
1. 人口遷移
2. 流動性高
3. 貧富落差
4. 混雜多元
5. 種族差異
6. 經費高昂

五、 城市宣教要義
1. 視察屬靈光景
2. 不同階層有別
3. 組合隊工服事
4. 須作靈活變化

2. 面對福音硬土
3. 傳講赦罪福音
4. 服事各等需要
5. 訓練領袖義工
6. 支援鄉間事工
7. 活潑教會靈命

第二十課
職場宣教（Tent－making）
一、 信徒皆祭司的教導
1. 職場壓力是人際：和老闆關係，和同事關係，
和客戶關係
2. 神操練我們順服：背起十架“存心順服，以
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8）
3. “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
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
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無論作什么，都要從
心裡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因
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
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義的，必受
不義的報應。主不偏待人。”（西 3：22－
25）
4. 三種情況不應順從：做違法事情、違背聖經
真理、不道德事情
5. 反而要存心誠實：
a. 不是做在眼前，而是做在心裡；
b. 不是給人做的，而是給主做的；
c. 不是從人得賞，是從主得獎賞。
著名西斯汀大教堂的天花有米開朗琪羅美侖美
奐巨幅畫作（其中一幕是創世記，神從上而下
伸出手，亞當也伸出他的手，二者手指幾乎相
觸）
。米開朗琪羅用了許多心血在這工，頭髮變
白人也蒼老多了。主教檢查作品時，發現教堂
穹頂許多黑暗角落裡也畫了，便問：“這些角
落恐怕永遠無人看到，為何還要如此花費心血
畫呢？”米開朗琪羅回答：“雖然人看不到，
但是神看得到！”“你們或吃、或喝，都要為
榮耀神而行。”（林前 10：30）

二、 亞居拉百基拉夫婦的見證
1. 是與保羅同業（徒 18：2－3）
2. 把生命置諸度外（羅 16：3－4）

三、 職場宣教須配合植堂
六、 城市與差傳
他們家中教會（羅 16：5）
1. 機會處處出現
良友聖經學院《差傳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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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職場宣教的評估

三、 後共產世界—東歐和獨聯體

1. 配合專職工人事奉，建立教會
2. 福音生活化，實行友誼佈道：臨在見證
3. 職場核心價值
每個信徒都是職場工人，工作是神聖事奉，在
工作中為主作見證，問“What will Jesus do？”
活出轉化的生活，也轉化職場。

這些國家 1990 年才開放，需要整全福音，透過
服務社關和生命見證，配合福音事工。這些地
區有不同的信仰背景，由於獨特的文化，對福
音產生不同程度的反應；從過往十多年顯示，
部份國家有很多教會被建立，非常需要直接佈
道，建立教會，培育領袖；部份回教背景的國
家，仍然保守封閉，如創啟地區，需要建立合
適平臺進入。

第廿一課
全球化差傳
3
（Globalization and Mission）
1989 年是現代差傳史上關鍵性分水嶺，差傳工
作多樣化，有 5 條主要發展路線：

一、 開放地區（Open Access Nations）福音事
工路線
從克理威廉和馬禮遜開始，建立傳統的宣教站
（Mission Station），注重開荒佈道、植堂、
譯經、服務和培訓工作，這些地區對福音沒有
抗拒；差傳教會要培育更多專職宣教士以回應
大量的需要，要制定策略，使用本色化方法，
運用各種傳播方式，去收割成熟的禾稼，培育
初信者同心參與成為門徒，激勵其差傳心志。

二、 關注“10/40 度宣教之窗”
有許多封閉地區（Restricted Access Nations）
需要結合多元化文化事奉模式作全人福音之服
務 ， 後 改 稱 為 創 啟 地 區 （ Creative Access
Nations）
。此區約有 60 多個國家，對基督教有
誤解、反感甚而抱有敵對態度，並不歡迎外人，
更拒絕宣教士，但在經濟援助、科技改良、專
業技術、扶貧醫療、環保政治和社區發展等方
面有極大需要；其中大都是印度教、回教和共
產主義的背景。故此需要培育更多專業信徒，
成為雙職或帶職宣教士，經合法途徑取得居留
身份和簽證，或以流動形式，短期進出，在這
些地區服事；另外，還有蒙古、馬來西亞及印
尼，都是極需要福音的國家，這些地區因全球
化影響，已較為開放。

3

本課內容取自以下網頁，作者是資深差傳工作訓練者。

http：//wwwgointlorg/publication/magazine
/article/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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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少數民族群體的聖經翻譯事工
已有多年的歷史，是針對沒有母語聖經的少數
民族，為他們度身訂做適合他們語言文化的聖
經。現時全球約有 3000 多個少數民族仍然沒有
母語聖經，目前威克理夫聖經翻譯差會正致力
於這項工作。過往要完成一種語言群體的聖經
翻譯，需要數十年的努力，現在由於電腦科技
的幫助，只需 5 至 10 年功夫就可完成，大大縮
短所需時間。

五、 散居之民（Diaspora People）和城市宣教
（Urban Missions）
“散居之民”的觀念，早在舊約時代已有，如
猶太人；進入 20 世紀，全球化促進很多超級大
城市的產生，移民的現象更普遍化。本來居於
同一國家的人因著各種原因，移民到各處去，
特別是移向充滿就業和發展機會的大城市，就
是“散居之民”（Diaspora People）或“無國
界之民”（People Without Border）。例如中
國人、回教徒或印度人都是明顯例子。另外如
菲傭及菲籍專業人士、泰傭、印傭；緬甸及中
南半島、尼泊爾、印巴、南亞、墨西哥、中國
等地的勞工；日本、韓國、印巴、臺灣、東歐
和獨聯體的商人；此外更有不同亞洲的留學生
和中國的學者等群體，都在各地的大城市現身。
差會和差傳教會應在所就的大城市，發展跨越
文化的宣教工作，向不同類型的新移民、不同
地域的傭工和各種民族群體，開展城市宣教工
作，然後透過這些群體，將福音傳到其他較封
閉的地區。
全球化帶給人類很多影響和改變，特別是在多
選擇、多元、虛擬、快速短暫和疏離關係的世
界，加上後現代主義和市場經濟帶來價值觀的
混淆，人類落入複雜和充滿壓力的環境中，很
容易迷失和失控，心靈極需要神的愛和真理；
筆者認為近期以上五個主要差傳事工趨勢的改
變，帶給教會機會和挑戰，使教會所處身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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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都可成為宣教工場。各教會必須更新思維，
回應以上的需要，培植更多宣教細胞，教育和
裝備會眾成為精兵，與各差會結連成為差傳夥
伴，同心建立神的國度，榮耀主名，候主再臨。

第廿二課
神的聖言（Text）：找到真理
（Discovery of Truth）
這課程最後的三課，特別著重差傳意識與行動
的目的，作神學上辯解，由探索三個重要名詞
達成：神的聖言、神的群體與及神的世界。
差傳事工活動，因著主的大使命（太 28：18－
20）及大誡命（太 22：37－38）
，不錯有著如其
他團體服務人群的愛心行動。但是，差傳在本
質上，卻是屬於天國的主差派的事情，差傳不
能沒有神聖言的表彰。一切活動、預工等，都
不能忘記表達神的聖言。

第廿三課
神的群體（Community）：藉群體拯救
（Soul Saving）
成功的差傳，須持守本質上三要素，上次提及
的是神的聖言，是次是神的群體，下次是神的
世界。
差傳活動不錯是由主的大使命（太 28：18－20）
及他的大誡命（太 22：37－38）所促成，同時
是透過他選召的群體－教會，去履行而成功。
差傳不可能沒神聖言，但是，也不可能沒有他
使用的群體，神要用他教會達成差傳目標。

一、 群體身份（Identity）（彼前 2：9－10）
蒙拯救群體，具救贖性質：差傳是透過蒙救贖
群體的見證！

二、 群體動力（Power）（約 14：12）
聖靈的大能，具聖靈引導：差傳著重聖靈大能
的作為，不在人為努力！

一、 看重聖道：信徒有責（來 2：1）
教會及一切宣教同工，切勿偏離聖道！

三、 群體見證（Witness）（徒 1：8）

二、 宣講聖道：教會重心（弗 4：11－12）

福音的故事，具生命改變：信眾傳達有血有肉
故事，信徒皆他祭司！

“教會要像教會”，作屬靈造就的工夫！

四、 群體吸引（Appeal）（約 13：34－35）
三、 神的聖言：“腳前燈、路上光”（詩 119：
105）

相愛的生活，具門徒見證：信徒間彼此相愛愈
深，成功程度愈高！

差傳目的是使人敬拜真神！牧者 John Piper 特
別強調：差傳就是為了敬拜！

五、 群體影響（Influence）（徒 7：59－60）

四、 神的聖言：“你的道就是真理！”（約 17：
17）
世界可有真理?差傳終歸目的是讓看見人認識
真理。

生命的衝擊，具十架舍己：差傳透過舍已，教
會歷史就是殉道士寫出來的歷史。

六、 群體影響（Impact）（徒 19：19－20）
社會的改造，具移風易俗：從個人到制度的更
新改變，因為世界也是在他手中。

五、 教會身份：真理柱石與根基（提前 3：15）
教會是真理的群體，勿忘記此重要身份！

七、 群體影響（Anticipation）（太 24：14；啟
6：12－17）

六、 差傳目的：使得真理自由（約 8：31－32）
真理使生命得釋放、自由。

宇宙的更新，具新天新地：差傳是福音指望的
來臨，促發主的再來。

七、 差傳目的：使得著神的基業（徒 26：18）
成為屬於神生命的產業。

良友聖經學院《差傳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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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課
神的世界（Context）：萬象更新
（Transformation）
最後一課，來到差傳本質最後的要素，是神的
世界。差傳本質有三腳－聖言、教會及世界。
是次我們來到“世界”，差傳目標是得著神所
造的世界，失落的世界本屬他，不單教會屬他，
天地宇宙萬有也要歸他。

一、 差傳終極“世界更新”大喜訊（林後 5：17）
在基督裡的再造，新的創造！

二、 差傳事工世人當“回歸神國”（西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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