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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宣教运动有三个时期：把福音传到

沿岸地区 深 内陆 隐藏的族群和未及之民沿岸地区、深入内陆、隐藏的族群和未及之民。

第一个时期：代表人物威廉克理，英国的宣教士

第 个到印度去的 宣教有很大的特色第一个到印度去的，宣教有很大的特色…
一、前往工场的人流露出

爱和牺牲的精神、树立非凡的典范。

威廉克理到印度时，有年轻寡妇殉葬的风俗，

丈夫去世以后，寡妇就要跟着陪葬。

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年轻寡妇被放在一堆柴火上面，

村民就点燃柴火要把年轻的寡妇活活烧死，

威廉克理受到很大的冲击，

冲上去救那年轻的寡妇，

竟然还被村民毒打一顿，竟 村民毒 ，

他是这样进入印度的。

但是在他在印度几十年的努力，

废除了殉葬的风俗 废除了殉葬的风俗

 建立了图书馆、学校、现代化的教会

引进 多英 到 度去种 引进了很多英国的植物到印度去种

他的工作、事奉是非常有果效的，

度今天的印度人仍然缅怀他当时的贡献。

去到非洲的宣教士 1792-1910 这段期间

只有很少数人能够活过两年的时光，

很多西方的宣教士到非洲去都会带着棺材，

疾病跟死亡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事。

这些令人害怕的统计数字这些令人害怕的统计数字

无法遏止宣教士出发的浪潮，

福音因为这些热心的拓荒型宣教士福音因为这些热心的拓荒型宣教士，

能够在许多国家的沿岸地区札根。

二、对宣教策略发展出很高素质的洞察力。

西方教会到 洲 非洲 拉 美洲去传福音 建立教会西方教会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如同保罗的宣教旅程一样，有四个阶段…
1. 拓荒期：首度接触某一个群体，

这种拓荒型的宣教士通常都很有领袖的气质，

 传福音、教导、建立教会、治理的恩赐

 还没有什么人信主，宣教士就必须负担起

做领袖的职责、肩负起大部分的工作

2. 宣教士转变角色，开始训练当地的领袖，2. 宣教士转变角色，开始训练当地的领袖，

这时候特别需要的就是教导的恩赐，

差会是父母，刚诞生不久的教会差会是父母，刚诞生不久的教会

就好像是成长中的孩童一样，

在昼夜的陪伴 辛勤的教导当中在昼夜的陪伴、辛勤的教导当中，

这孩子也就是本地教会，就慢慢成长



3. 伙伴期，本土的教会慢慢的成长、成熟，

当地教会以平辈的身分跟外来者 起工作当地教会以平辈的身分跟外来者一起工作，

 关系从父母对子女，变成成人与成人

带来 变 都 是 容易 带来改变对双方都不是很容易，

这是教会成熟必须经过的历程

参 外 受4. 参与期，外来的宣教士在受邀时，才参与本地教会的事奉，

宣教士继续去开拓新的教会、寻找新的宣教工场，

把牧养、传福音、神学教育的重责大任交给本地教会

在华人地区也是如此，宣教士早期来

几乎都是他们在传福音、开疆拓土、建立教会，

 慢慢有本地教会成长起来，针对自己国家的处境

做出本色化、处境化的神学思考

 宣教士走了以后，教 走 ，

圣灵继续动工、本地教会继续成长茁壮

第二个时期：深入内陆的地区，

创始者是 个叫戴德生的年轻人创始者是一个叫戴德生的年轻人，

跟威廉克理一样，很喜欢用统计数字、

表 看全 界 有 音图表、地图，看全世界还有那些福音的需要

当提出要向中国的内陆地区传福音时，

英 能很多英国人都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

并且质问说：「你把年轻人送到中国是要去送死，

那你是不是要背起这些流人血的责任？」

戴德生晚年时候说：

神的工作几乎都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阶段就是勉强自己努力的去做

 第三个阶段就是回顾前面上帝的恩典，第 个阶段 是 顾前 帝 典，

我们说靠主的恩典终于做成了

在中国内地会成立之后，

有很多新的差会也跟着成立有很多新的差会也跟着成立，

1865-1980 将近百年的时间，

有 多 差会成有很多的新差会成立，

模式都是比照内地会「信心差会」的模式–

 宣教士的人选、经费

都是由各个教会、教派所派出来的

 如果一个教会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就联合好多教会一起来支持，把钱送到差会，

差会再把钱、还有人，

送到中国、非洲、其他未得之民的地区

当时有很多的内地会：

中国内地会、苏丹内地会、非洲内地会、中 内 、苏丹内 、非洲内 、

未得之地差会等等，有很多的差会。

第三个时期：隐藏的族群、未及之民。

威克里夫 经翻译会由金纶汤森所成立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由金纶汤森所成立，

1917 到瓜地马拉传福音，当时是卖西班牙文的圣经。

有一天到一个印地安人部落传福音的时候，

当地的印地安人问：「如果你的上帝这么伟大，

为什么不会讲我的话？」给金纶汤森很大的冲击。

他回去祷告，几天之后回去找到那个印地安人，

对他说：「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上帝会讲你的话。」

回到美国、重新打包，再次回到瓜地马拉的印地安人部落，

住了十七年，当地的印地安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金纶汤森就帮他们造字、教他们拼音、认识字，金 汤森 帮他 字、教他 拼音、认 字，

把圣经一节一节的翻译给他们，

花了十七年的时间翻译完成新约圣经，花了十七年的时间翻译完成新约圣经，

并且建立了教会、学校、诊所等等。



完成以后，他要离开时，

当地人说 「我们 需要你来帮助建立教会当地人说：「我们正需要你来帮助建立教会，

我们现在更多人信主了。」

可是他却说 「 我在 个 着可是他却说：「如果我在这个地方陪着你们

每一天一节一节的来读圣经，

尚且不能使你们做基督的门徒的话，

那我不想再待更久，因为全世界还有许多的族群
像你们一样有语言、没有文字。」

回到美国成立威克里夫营，征召大学生参与语言学训练，

 他们就被差派到中南美洲、非洲、亚洲，

去面对少数民族为他们翻译圣经、

教导他们读圣经、建立教会

今天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工作已经涵盖今天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 作已经涵盖

三大洋、五大洲，是世界最大的差会之一

在同一个时期另外有一位叫做马盖文，

在印度发现不同的种姓之间的隔阖在印度发现不同的种姓之间的隔阖–

把福音传给婆罗门，就是祭司、贵族、平民、奴隶，

种 相来不同的种性之间彼此不相来往，

他就发现在婆罗门当中建立的教会，

他 姓其他种姓的人进不去，

 需要在同质性的团体当中来建立教会，

 贱民有贱民的教会、平民有平民的教会、

祭司阶层的、贵族阶层的，

他们需要有不同的教会

马盖文后来并没有建立新的差会，

但是积极努力推动跟写作，

后来大大的影响教会增长运动、来 影 教会增长运动、

「前线宣教运动」的产生。

这三个时期之后，每一个时期算是一个上帝

所兴起新的运动 并且有新的着重点所兴起新的运动，并且有新的着重点：

过渡时期当中，上帝兴起「学生自愿运动」，

 在整个基督教的宣教历史当中，

这些学生运动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子

特别是大学生毕业以后，正处于选择职业
跟关乎一生的生涯挑战、要决定将来要做什么，

就有很多的团体针对大学生去挑战他们 –

有甘草堆祷告运动、剑桥七杰、学生自愿运动、

校园团契、学园传道会、

在美国每三年一次 Urbana 宣教大会，

台湾校园团契每三年有一次青年宣道大会

其他还有「平信徒的宣教运动」其他还有「平信徒的宣教运动」，

借着带职的事奉，让平信徒也能够参与

妇女宣教运动，1865 美国的南北战争，

造成了很多弟 的 亡 受伤造成了很多弟兄的死亡、受伤，

以至宣教差会所需要的人力没办法跟上，

这时单单在美国就有 十 个妇女差会这时单单在美国就有四十四个妇女差会，

专门征召单身的姊妹来申请做宣教士。

参 宣 女 特质妇女参与宣教大出人们意料之外，因着女性特质
很会关怀别人、很会安慰别人、很善于建立关系，

在工场上的表现甚至比弟兄表现得更加优秀。

美国内战结束后一个世纪，越来越多这样美好的见证，

很多的差会意识到女性在宣教工场上的杰出表现，

宣教策略就跟着改变，

 征召人的时候就也接纳单身姊妹的加入

 妇女差会最后完全消失，不然就是女 最 完 消失， 是

并入新的型态、弟兄姊妹通通可以征召



我们其实活在一个非常兴奋的时代，

现在的宣教运动已经不再只是西方人现在的宣教运动已经不再只是西方人
向世界其他地方宣教的型态，

着 非 美 教会 起 因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教会的兴起，

这些地方宣教士人数已经超过白人、西方宣教士人数

 在工场上会看到很多的韩国人、台湾、香港、

新加坡、印度、奈及利亚、巴西、阿根廷

这个时代也不再只是神学生、牧师、神职人员

在做宣教，有更多带职的、到外地去做生意的，

比方中国人有到欧洲去做生意的，

温州教会就是非常明显的典型：

到巴黎、巴赛隆纳、罗马、匈牙利各处，

部分人做生意、部分人专心传福音，部分 做 意、部分 专 传 音，

在海外建立许多教会。

宣教的型态在这时代，口号不再是

f h h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
从西方到其他各地，

现在是从各处到各处现在是从各处到各处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宣教的运动既然是上帝的心意，

祂就继续的用圣灵推动教会继续的前行，

有各式各样的型态，甚至有支援的宣教士，

有些出去做宣教士子女的教师、

有些出去教英文、教汉语

现在汉语师资在海外也是需要量非常大的，

所以对于华人基督徒来讲，出去海外

不管是教英文、教中文、做生意，管是教英 、教中 、做 意，

都可以做为一个宣教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