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宣教入門

第一課…

單元一：宣教與聖經

宣教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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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上帝，聖經並不是把不相關的事拼湊在一起，
而是揭示出神和祂對子民、萬國的心意和計劃。
是
對
萬
意
劃
當從整本聖經中認識到神的工作，就會清楚知道
 祂定意要護衛祂的榮耀、使祂的榮耀在萬族中被尊崇
尊
 聖經一開始就說「起初神創造天地」，
神是阿拉法、是俄梅戛，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
整本聖經和人類歷史的中心，就是這位配得我們專注的神。
每講到宣教，第一就是要問「誰是宣教的主？」
是因為教會主任牧師非常的關心宣教，
所以就在教會講宣教的道，
還 有特別熱
還是有特別熱心的人想要為上帝做些什麼，
想 為 帝
什
這個叫宣教嗎？這些的概念都不算正確，
宣教開頭是上帝 翻開聖經第 個需要知道的
宣教開頭是上帝，翻開聖經第一個需要知道的
就是「上帝是宣教的主！」

人類的起源，上帝把一個使命交給人類，
也就是最初的代表人物亞當和夏娃，
也就是最初的代表人物亞當和夏娃
但是他們並沒有盡到責任，就看到全地
因著人的墮落犯罪受到了汙染，
人跟人、跟神、跟萬物之間產生矛盾。

人類墮落以後上帝開始祂的行動–
在萬民中呼召亞伯拉罕 立約 在地上成就 個民族
在萬民中呼召亞伯拉罕、立約，在地上成就一個民族，
 從 創十二 – 啟二十 所有記述的都是神的故事
 啟二十 – 廿二 是最後的結局、在天上的狀況
讀了聖經卻忽視宣教，是完全誤解了聖經的原意。

宣教學者說這等於是人類對上帝集體的背叛，
 他們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
塔頂通天好傳揚自己的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
 但上帝在 創一 明白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
上帝希望全地都能成為伊甸園、成為祂的國，
藉著
藉著人的傳揚、人的出去遍滿地面，
傳揚
遍滿
就把對上帝的知識、敬拜、屬性，
他們就傳揚在全 上 使全 都成為伊甸園
他們就傳揚在全地上，使全地都成為伊甸園，
成為人跟神可以交通的一個所在

聖經是一個愛情故事，不過常常只看到單方面的愛–
神怎樣愛祂的子民。如果知道聖經的重點是人也要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神，就應該從祂的角度來閱讀，
 從神的觀點出發，這偉大的愛情故事才會有意義
 神不單是愛人，還要把我們的心志更換一新，
讓我 成為
讓我們成為全心愛祂的子民
愛祂的子民
人先認識神才會愛祂，聖經是神向世界萬族、萬民
示祂自己 把
吸引到祂面前來
啟示祂自己，把世人吸引到祂面前來，
以敬拜、尊崇、順服，向祂表達真誠的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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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從神的角度，來看看聖經一些重要的事件…
亞伯拉罕蒙神賜福，藉著祂叫地上萬族因他得福，
神的旨意不僅是叫萬族得福、乃是神自己要得榮耀。
有一回亞伯拉罕把戰利品的十分之一獻給神的祭司
麥基洗德，藉此表達向神的敬拜，
創十四18-20 麥基洗德公開宣告亞伯拉罕是蒙神賜福，
祂說：「願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賜福給亞伯蘭，
至高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出埃及記的故事好像不是一個偉大的宣教事件，
出埃及記的故事好像不是
個偉大的宣教事件
神卻藉此叫全地的人都認識祂，
出埃及的故事是被引用最多最多次的
出埃及的故事是被引用最多最多次的–
埃及公認是最多假神的國家，神不單摧毀假神的名聲，
更使自己從假神中分別出來 讓世人認識祂是
更使自己從假神中分別出來，讓世人認識祂是
萬神之神，好叫世人知道在全地沒有像我的。

進迦南、攻取迦南，同樣為了達到一個目的 –
神要藉此建立一個分別為聖的民族來事奉祂，
藉 建
分別為聖
來事奉
因著這個民族和他們的見證，
吸引地上每一個民族來尊崇和認識祂，
尊
神的計劃很簡單，祂要彰顯自己的大名 –
藉著以色列使人認識祂的名。
神定意攻取迦南為了完成兩件事情，
目的是使祂得到純淨的敬拜，
 神因住在迦南地的民族行惡多端而施行審判
 祂要摧毀偶像崇拜的系統，
從而保存自己子民的忠誠以及祂名的聖潔
存自
誠
潔
神的心意不是讓以色列成為唯一敬拜祂的民族，
以色列只是神的長子 是莊稼中初熟的果子，
以色列只是神的長子、是莊稼中初熟的果子，
神的目的是要確保祂是獨一的敬拜對象。

「宣教」中文聽起來就像「宣揚基督教」，
 英文叫做
英
mission
 「宣教活動」加複數，小寫的 missions
 大寫 MISSION 就是「神的使命、神的宣教」，
「
要讓世人認識祂是萬神之神，在全地沒有像耶和華的，
祂要在埃及並遠至全地建立祂的大名
祂對法老說：
出九16 然而我讓你存活，是為了要使你看見

我的大能 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全地
我的大能，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全地。
當時神策劃一個有力的計劃來吸引萬族的注意，
 在舉世著目之下把一個民族領到自己的面前
 建立一個地上萬族都能參與的敬拜模式
祂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看到大衛、所羅門、還有一個稱為「神的名」的地方，
神宣告興建聖殿的目的：
神宣告興建聖殿的目的
申十二5 耶和華選擇何處為立祂名的居所，
你們就當往那裡去求問。
你們就當往那裡去求問
 聖殿首是彰顯神的地方，敬拜者在此
不斷的高舉祂的屬性 用故事 詩歌頌揚祂的作為
不斷的高舉祂的屬性，用故事、詩歌頌揚祂的作為
 這是神與人相遇、建立關係、同住的地方，
從神提出建立會幕，就透露出嚮往和尊崇祂的百姓親近，
神提出建 會幕 就透露出嚮往和尊崇祂的
親近
出廿五8 他們要為我造聖所，使我住在他們中間。
我要做他們的神 他們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們的神、他們要做我的子民。
大衛王更重要的成就是引導百姓重新認識神的心意 –
神要萬民來敬拜祂，大衛撰寫詩歌成為預言，
代上十六24 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

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

所羅門承接了父親大衛的異象完成聖殿的建造，
在這
在這個敬拜神的地方，萬民都可以遇見神。
拜
地
萬民都
所羅門獻殿的禱告，
表示同樣期待神會歡迎萬族來敬拜祂，
「這個聖殿要成為萬民禱告的殿。」
因著神奇妙的大能，
其他民族的人會尋求以色列的神，
他們朝向這殿禱告。
所羅門就求神垂聽祂們的禱告 –
王上八41-43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聽，
著外邦 所祈求
照著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
使地上萬民都認識你的名、敬畏你，
像你的百
像你的百姓以色列一樣。
色列 樣
成就祂對普世的目的。

神要吸引萬民，有什麼事會阻礙、遲延這個計劃嗎？
只有一件事
有 件事 – 神嚴厲提醒子民不可犯的罪拜偶像。
神嚴厲提醒子民不可犯的罪拜偶像
所羅門竟然帶領百姓去敬拜那可憎的偶像，
王上十一1-8 所羅門的心就轉向別神，
就轉向別神
甚至在聖山的視線範圍內建了神龕。
許多世代之後以色列民對所受到的審判依然迷惑，
以西結卻預言了復興，但復興的目的何在？
結卅六22-23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

以色列家啊 我行這事不是為你們 乃是為我的聖名
「以色列家啊，我行這事不是為你們，乃是為我的聖名，
就是在你們到的列國中所褻瀆的。
我要使我的大名顯為聖 這名在列國中
我要使我的大名顯為聖；這名在列國中
已被褻瀆，就是你們在他們中間所褻瀆的。
我在他們眼前，在你們身上顯為聖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聖殿建成後不久，
示巴女王聽
示巴女王聽見所羅門因耶和華之名所得的名聲，
羅門
華
得
聲
而來到耶路撒冷學習，要聆聽所羅門的智慧話。
她離開的時候認識到神是位守約的神，
王上十9 耶和華你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因為祂永遠愛以色列。
這是獨立個案嗎？顯然不是，
王上十24 全地都求見所羅門的面，
要聽神放在他心裡的智慧話。
智慧書所羅門要傳達給世人的主要教訓，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所羅門向世界宣告要敬拜神，
在神的引導之下過智慧的生活，
神的名聲和人對祂的認識就此開始廣傳。

到了新約耶穌基督，是神榮耀故事的高峰，在末日，
祂要從各族各民中把人買贖回來，叫父神得榮耀，
啟五9 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

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
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
因此當發現祂每一個行動，都促使神得著榮耀的故事
得以在萬民萬族當中流傳的時候 就不至於訝異了
得以在萬民萬族當中流傳的時候，就不至於訝異了。
耶穌渴求父的大名被尊為聖，教導門徒的禱告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原文更明確的是說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原文更明確的是說
「父阿，求你使你的名為聖」，求你向全人類
高舉、突顯、提升、彰顯、啟示你的名字，
叫你的名傳遍天下，使全地的人認識、敬拜你
 最好是從全球的角度來認識、來祈求，就如耶穌所教導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使徒行傳記載到保羅的異象，是神的榮耀遍及萬國，
保羅 生要做的事就是繼續達成這個目的 –
保羅一生要做的事就是繼續達成這個目的
萬國都要起來尊崇、愛神、順服、敬拜祂。
他以最精準的話說出宣教的目的：
羅一5 在萬國之中叫人為祂的名信服真道。
保羅把世界分成兩個區域：
基督的名被傳過的地方、未被傳過的地方，
 以基督的名從來沒有被傳過的地方
做為他優先事奉的所在
 有清楚的異象視自己為祭司，
導
萬 歸 神 幫 列
去教導、指引萬國歸向神，幫助列國
把榮耀歸給神、叫祂的心意得滿足
保羅因著這光輝的異象付出極大的代價
保羅因著這光輝的異象付出極大的代價，
深知道這是值得他勞力、期盼的。

最後永恆的榮耀，當人類歷史終結時會很驚訝的發現
神的大愛所成就的事 是有何等的豐盛
神的大愛所成就的事，是有何等的豐盛！
 祂的大愛得勝、祂贏得了萬民全心全意的愛
 耶穌也完全實現祂向天父的承諾 –
約十七26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

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裡面，我也在他們裡面。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和他們同住，
 他們要做祂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每個民族及其獨特的身分將會延續到永遠
啟廿一22-26 在天國的城內，列王不停的把眾民的榮耀和尊貴
呈現在神的寶座面前，我們 同事奉祂，
呈現在神的寶座面前，我們一同事奉祂，
並因著額上有祂的名字而感到敬畏和光榮。
當那日，我們凝視祂的臉 如同蒙愛的祭司來事奉祂，
當那日，我們凝視祂的臉、如同蒙愛的祭司來事奉祂，
神榮耀的故事到那時就完全的成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