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內容：

聖經基礎
差傳宣教歷史
新舊詞彙概念

宣教趨勢
契機
動力

網
上
課
程
版

第六至十一節



主後五個宣教歷史時期
重要時期 代表人物 延續差傳的元素 差傳衰落的原因 宣教機制

新約時代

主後
0-400
羅馬帝國

耶穌
初期教會
君士坦丁

 耶穌成就救恩，頒佈大使命
 門徒受逼迫而帶着福音四散
 將基督教列為合法宗教

 羅馬帝國只是「軟
弱」的基督教國家

 沒有在野蠻民族中
將福音傳開

自願前去/
受逼迫/
非自願前去

主後
400-800
野蠻民族

修士
查理曼大帝

 建立修道院，成為宣教中心
 建立神聖羅馬帝國

 基督教與異教信仰
混雜；沒有向外佈
道

自願前去/
受侵略

主後
800-1200
維京人

奴隸  受維京人侵略時，見證神
 基督教與政治勢力
混合

受侵略/
非自願前去

主後
1200-1600
穆斯林/
十字軍

耶穌會
盧勒
馬丁路德

 托缽修士離開修道院向外傳
道

 盧勒向穆斯林傳福音
 提倡宗教改革，聖經被譯成
各地的語言

 歐洲出現瘟疫
 十字軍攻擊穆斯林
 宗教改革中忽略差
傳

自願前去

主後
1600-2000
直到地極

威廉克理
戴德生
湯遜

 近代宣教的三個時代 --- 自願前去



近代基督教宣教運動的三個時代
第一個時代
1792-1910

第二個時代
1865-1980

第三個時代
1934-現在

宣教重點 沿海未得之地 內陸未得之地 隱藏及未得之民

宣教先鋒

威廉克理被稱為近
代宣教運動之父，
是首位深入東方文
化的宣教士。

戴德生被稱為差傳
動員之父。他招募
了上千名宣教士深
入中國內地開荒佈
道。

湯遜被稱為聖經翻
譯之父。他認為不
同語言的民族都有
權利，用自己的文
字讀神的話語。
馬蓋文被稱為群體
觀念之父，提倡有
系統地向全球未得
之民傳福音。

相關運動 乾草堆禱告運動 學生志願運動 學生海外宣教運動



“年輕人，坐下！當神要
叫外邦人悔改的時候，祂
知道怎樣去作，用不着你
我操心。”

1792年威廉克理
被成年領袖輕看說：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薪火相傳的宣教烈燄

名言：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
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福音來華宣教簡史

1. 景教 唐朝(635–845)

2. 也里可溫教 元朝(1271–1368)

3. 天主教 明末清初(1245-1838)

4. 基督教 清朝(1807)



景教

•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
一座記述景教在唐代流
傳情況的石碑，現藏于
西安碑林博物館，(1625
年挖掘出來)



也里可溫教 =信奉福音的人
• 1289年，教廷再派方濟各會
宣教士孟德高維諾(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前往東方各
汗庭。1293年，孟德高維諾
到達元大都拜見忽必烈，並
獲准在大都宣教，由是開始
了元代基督教在華傳教之歷
史，當時與唐代以來傳入中
國的景教被合稱為也裡可溫
教。

• 1328年，孟德高維諾死於中
國，當時全中國內有信徒三
萬人，可見其盛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6%B5%8E%E5%90%84%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5%BE%B7%E9%AB%98%E7%B6%AD%E8%AB%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5%BE%B7%E9%AB%98%E7%B6%AD%E8%AB%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BD%E5%BF%85%E7%83%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F%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5%BE%B7%E9%AB%98%E7%B6%AD%E8%AB%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中英語文的創橋者

名言：我不能，我知道我不能，但是神能。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 ~ 1834

•英國倫敦宣道會宣教
士。第一位從西方來
華的基督教新教宣教
士，中國基督教的先
驅和奠基者。在華曆
二十七載，主要貢獻
為翻譯聖經，編纂英
華字典，創辦英華書
院，開設醫療診所，
以及創辦中文報刊等。



米憐 ( William Milne)  1785 ~ 1822
1813年到中國.

•英國倫敦宣道會宣教士，是繼馬
禮遜之後第二位來華的基督教新
教宣教士，馬禮遜的親密同工與
助手。在中國廣州、馬來半島的
麻六甲從事宣教工作達十年之久，
直到去世之日。主要貢獻有翻譯
聖經、創辦及主持麻六甲英華書
院，以及從事辦報等文字宣教工
作。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 ~ 1861

美國第一位來華宣教士，為
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會（美
部會）所差派。先後在廣州、
澳門、上海從事文字宣教達
30年之久。他創辦了中國第

一份英文期刊《中國叢報》；
參與翻譯中文聖經，並先後
參與創立了中國益智會、馬
禮遜教育協會、中國醫藥傳
道會，以及上海裨文女校等。
他也可說是美國第一位“中
國問題專家”。



蔡高 -基督教第一位华人信徒

• 1788 年出生於廣東中山.

• 08-09-1812 .決志,

• 16-07-1814  施洗,



梁發 -基督教第一位华人牧师

• 1789出生廣東高明縣.

• 1816 受洗.

• 1827按牧.

• 1839 鴉片戰爭.馬儒漢為英
國領事.

• 寫了救世路,勸世良言.

• 1855,4月 –去世於廣州.



廣傳時期1842-1907

• 為何傳得很快?

• 宣教士被取消不合法的地位.

• 不平等條約允許西方人請華人教中文.建立教堂,醫院,墳場.
中國信徒不再受逼迫.

• 1871年美國,英國屬靈大復興,學生聽見海外宣教之事.

• 1865戴德生建立了中國內地會.

• 1876 有29個差會,473個宣教士.





第一屆世界福音宣教大會
大會主題：「眾人都要聽到祂的聲音」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1974年7月16日-7月25日正式在洛桑舉行第一屆世界福音宣教
大會，從全球150國家，2,700位基督徒參見了此次世界宣教會議。



2010年10月16至25日在南非開普敦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三屆
世界福音洛桑會議，有來自198個國家、300多個族群，4,000
多位參會者，及1,000位特邀來賓、觀察員，每天以八種語言
同步翻譯進行。



Lausanne Covenant 洛桑信約

1. 上帝的目的
2. 聖經的權威與能力
3. 基督—世界唯一的救主
4. 佈道的性質
5. 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6. 教會與佈道
7. 佈道的合作
8. 教會在佈道工作上同工
9. 佈道任務的緊急性
10. 佈道與文化
11. 教育與領袖
12. 屬靈的爭戰
13. 自由與逼迫
14. 聖靈的能力
15. 基督的再來



Lausanne Covenant 洛桑信約

1974年，聖靈感動70餘位華人教會領袖於
「洛桑世界福音會議」領受
「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
的異象，發起「世界華人福音運動」
(華福運動/CCCOWE Movement)。







宣教士(Missionary)

從英文顧名思義，應為帯著使命的人(A Person with a

Mission)。所以，廣義地說，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是順
服主耶穌基督大使命的「宣教士」。

但從狹義的角度，「宣教士」乃是指被差派參與跨越地
域、文化、種族、宗教與語言的福音傳人。



“宣教士”可大略分為六類：

(1)全職宣教士(亦稱Full-time Missionary為長期宣教士)

(2)帯職宣教士(亦稱Tent Maker織帳篷的人，意既像保羅
一樣，一面有織帳篷的職業，一面在各地宣教。

參見《徒》18:3)

(3)短期宣教士(Short Term Missionary簡稱“短宣”)

(4)協力宣教士(Associate Missionary)

(5)後援宣教士(Supportive Missionary)

(6)實習宣教士(Intern Missionary)



差會(Mission Agency)

差派宣教士的機構，負責甄選、裝備、照顧宣教士
、以及開拓推展宣教。“教會(母會)是差傳的主體，
「差會」是教會差傳的手，伸到教會不能到的地方
。”(見林安國牧師《攀上高峰》P.8)目前華人教會
有兩種「差會」:一為以宗派為主之「差會」，一為
超宗派之「差會」。



母會或差派教會(Mother／Sending Church)

差派宣教士的教會，也是宣教士隸屬之差派宣教士的
教會，也是宣教士隸屬之教會。「母會」負責宣教士
的後援與關懷:是忠心為宣教士代禱也在經費上供應宣
教士的後盾。「母會」要與宣教士所參與的差會保持
直接而密切的關係。



10/40之窗(10/40 Window)

由西非至亞洲，北韓十至四十度長方形的地區。此狹長
的地區有六十個國家，包括中國，約有超過卅億的人口
。1974年在瑞士洛桑會議，Ralph Winter以此區域之
“Unreached People(未及之民)”向與會之福音派領袖，
提出嚴肅的挑戰。1989年在菲律賓馬尼拉第二屆洛桑會
議上，Luis Bush首次以“10/40之窗”，向大會提出宣
教的新策略:以“種族”來劃分未及之民的傳統理論，
改為以“地區”來劃分。





同文化(M1)、近文化(M2)、異(跨)文化(M3)

指三個階段的宣教事工:由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同文化)

開始，經過撒瑪利亞(近文化)，把福音再傳到地極(異文
化)。



差傳鐵三角/立體鐵三角/差傳天砰

➢差傳鐵三角
「差傳鐵三角」的概念，就是差會、堂會及
宣教士的搭配

➢立體鐵三角
堂會、差會、神學機構、宣教士彼此構成一
個立體的宣教鐵三角形，任何三者都成為其
他一個單位的穏固差傳基石，彼此良性互動
缺一不可。



➢差傳天砰
差傳天砰一邊是所有宣教士，另一邊是
本土教會，最基本是平起平坐。



宣教伙伴

「宣教伙伴」指出全體教會在宣教的路徑上是彼此分擔
與同心合意興旺福音，這是神的心意與祂所喜悅的事；
打破教會間不對等的關係，在神的愛與公義中彼此分享
教會的金錢、人力、困境、恩賜與所有資源，做神忠心
管家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