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宣教入门

第三课…

JOHN STOTT 曾说：「拣选呼召亚伯拉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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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讲宣教，马上想到 太廿八 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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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创造天地的主，在创造的高峰
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
 圣经是以宇宙做起点、而不是以地球做起点，
一开始整个起初神创造宇宙万物，
然后把焦点再拉到地球来
 是以全地、而不是光讲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这块地方
 以人类始祖亚当、而不是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来开始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传扬的神 是天地的主
我们传扬的神，是天地的主，
不只是基督教、或是以色列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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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细查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就会明白神祝福亚伯拉罕的应许，
就会明白神祝福亚伯拉罕的应许
 并非有意把万民摒除祝福之门
 乃是要提供一个途径好叫万族得福
是
个途
万族得福
上帝到底要以色列民积极的、还是被动的
来履行这个宣教使命？从三段的经文来看…
1. 创十二1-3 亚伯拉罕之约，神宣告祂的计划，
除非认识到 十二2-3 是神的三个带着祝福的应许，
否则就无法完全领悟这几节经文
是所有宣教经文当中最紧要的
2. 出十九4-6
3. 诗六十七
然后从以 列民的呼召、他们的机会，
然后从以色列民的呼召、他们的机会，
还有他们的回应来看宣教。

创十二1-3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你
离 本地 本族 父家 往我所 指示你的地去
 三个重要的应许：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
福
名
 应许的目的句：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并非个人独享
 在这应许之后加上一个目的句：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我必赐福给你」叫做顶线的祝福

底线责任：有一个祝福、带出一个责任 –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大使命是神借着教会赐福，或是把救
大使命是神借着教会赐福，或是把救恩
带给地上万族、万民的命令。


所以早期使徒、新约的作者，很少直接提到
耶稣在 太廿八18-20 所颁布的大使命，
所颁布的大使命
反而论到普世宣教时，多次提到亚伯拉罕之约，如：
罗四13 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承受世界的应许。
神给
拉 和他后裔 受世 的应许
 后裔、应许的福，都是上帝在履行亚伯拉罕之约
 只要是信而顺服的基督徒，就会承受亚伯拉罕的福气、
同时也承受亚伯拉罕的责任
使徒行传、保罗书信，都不断提到亚伯拉罕之约，
 都知道耶稣赐下大使命，并不是新的东西
 而是回到两千年前，
秉承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之约，
交付给教会，赐给他们福气、把责任托付给他们
亚伯拉罕之约是神永不更改的旨意
亚伯拉罕之约是神永不更改的旨意，
在 来六17 也提到的。

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所订三重的身分跟职责：
1. 属我的子民，我们要成为神宝贵的子民，
基督徒无论走到那里去，显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福音就是跟着我们走的
做神的君王跟祭司，
的
跟
，彼得前书 君尊的祭司，
2. 做
有着像君王的身分、但又是祭司，
 身分像君王一样的尊贵
身分像君
样的尊贵
 职责又像祭司，就是站在人跟神的中间，
 把上帝的心意教导给不认识神的万族万民
 站在上帝面前，为所代表的、
或所处地区的人民、国家来祷告
教导律法、为万民来祷告，
这就是所谓祭司的职份，
这就是所谓祭司的职份
也就是我们是做万民的中保

第二段的经文…
出十九4-6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上帝要以色列民回顾
神是怎样从埃及一直背负着他们，
好像老鹰在教小老鹰飞行时 样。
好像老鹰在教小老鹰飞行时一样。
 出埃及记首先记述神以奇妙的作为
把以色列民族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由于是神拯救之恩的受惠者，
经文就暗示他们呼召跟职责，
经文就暗示他们呼召跟职责
顶线的祝福、底线的责任就跟着来了

3. 圣洁的国民，圣洁好像觉得是要干净，
原来「圣洁」是完全的分别为圣 来归给神的意思
原来「圣洁」是完全的分别为圣、来归给神的意思，
当然行事为人就会有比别人更高的道德标准，
也在 民当中被看为圣洁的
也在万民当中被看为圣洁的。
彼前二9 神呼召祂的百姓，是要叫他们宣扬

那召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以色列民、现今的外邦信徒，
都被称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祂特别期待的宝贝，
目的是要叫我们成为祂的宣教士、见证人
 神赐下这些福气并非全由我们来享用，乃是为了
传扬祂奇妙的作为，让人被祂奇异的光所吸引
这也就是上帝在叫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
这也就是上帝在叫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
祂的最高的心意–要让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

第三段经文 诗篇六七篇，来源是 民六24-26，
或称为 伦的祝福 大祭司的祷告
或称为亚伦的祝福、大祭司的祷告，
有人称为宣教诗… 顶线的祝福

诗人刻意指出这次收获是初熟的果子，
也是 个象征代表来自各族 各邦 各国的属灵丰收
也是一个象征代表来自各族、各邦、各国的属灵丰收，
因此愿主满满的施恩典赐福给我们。

1 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
2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在巴别塔的时候，是一个人类集体的背叛，
人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来传扬自己的名，
免得分散在全地上，
结局是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他们彼此无法沟通



五旬节的事件，圣灵从天上降临，
使徒靠着不是自己的能力、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说出万族的话，
五旬节的时候刚好相反，圣灵降临，
使徒们靠着圣灵的力量说出外族的话，
就把神的名传扬在列邦 列族当中
就把神的名传扬在列邦、列族当中，
这样就叫父神的名因此而得着荣耀

目的句
的句

3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4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

引导世上的万国。
5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6 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与我们。
7 神要赐福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祂！
很可能是犹太人在五旬节所唱的，
旬节在使徒行传看到神的灵倾倒、浇灌在万民身上，
五旬节在使徒行传看到神的灵倾倒、浇灌在万民身上，
出现异乎寻常的聚集，远超过之前任何一个节期…

以色列民族是在神的眼中有非常独特的设计、机会，
上帝帮助以色列国回应呼召有两种力量：
上帝帮助以色列国回应呼召有两种力量
向心力或叫吸引力，离心力、不是分散而是要扩展。
向心力 上帝把以色列设在欧 非 洲的交界点
向心力–上帝把以色列设在欧亚非三洲的交界点，
以前所有通商的道路都要经过以色列，
 结五5 以色列是在列国的中心
 妓女喇合听到上帝的神迹奇事，
心里就产生敬畏
他有一个吸引力、是放在世界的中心。
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这样祷告：
论到不属你百姓以色列的外邦人，若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
他们应听见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以及伸出来的膀臂，
来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照着外邦人向你所求的 切而行
照着外邦人向你所求的一切而行，
使地上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 (王上八41-43)。

但是也看到旧约当中有一种扩展力，比方说：
 被卖为奴的约瑟、被放逐的但以理、以斯帖
被卖为奴的约瑟 被放逐的但 理
斯帖
 以色列的小女子向亚兰王的大元帅
长大麻疯的乃缦，来宣告神医治的大能
麻疯
来宣告神
 先知约拿被差到尼尼微城
你可能会说这些人好像都不是自愿去的？
如果问这问题那就打在要点上面…
以色列一次又一次搞不清楚上帝要他们做什么，
 以为只是要承受上帝特别的恩典、律法、祝福，
是在万民之上的，他们有时候称呼
外邦人是狗、是比较低等的动物
 教会偶尔也会有这种心态，
呼 有
叫外邦人
称呼没有信主的叫外邦人
但这些都不是上帝最中心的心意。

上帝要我们往外扩展，或自愿、或不自愿，
 情愿去，上帝的能力跟恩典就伴随我们
情愿去 上帝的能力跟恩典就伴随我们
 不愿意去，上帝就借着逼迫、被掳、不愿意的方式，
但最终还是要把 的名传
但最终还是要把祂的名传开
新约希腊文有两个字，
 一个 exbaloεξβαλω 被踢出去，
被赶鬼、赶出去，都是同样一个字
 一个 apostelloαποστελλω
教会可以因着顺服被差出去，被差遣出去
教会如果不愿意、不顺服，
常常就会有逼迫临到，以至于基督徒被迫出去，
希望我们都是顺服上帝的旨意，
甘心的出去 让神的名
甘心的出去，让神的名
借着我们的顺服，传扬在列邦、列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