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宣教入門

第九課…

單元二：宣教與歷史

五彩繽紛的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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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在印度幾十年的努力，
 廢除了殉葬的風俗
廢
殉葬
 建立了圖書館、學校、現代化的教會
 引進了很多英國的植物到印度去種
他的工作、事奉是非常有果效的，
今天的印度人仍然緬懷他當時的貢獻。
去到非洲的宣教士 1792-1910 這段期間
只有很少數人能夠活過兩年的時光，
很多西方的宣教士到非洲去都會帶著棺材，
疾病跟死亡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事。
這些令人害怕的統計數字
無法遏止宣教士出發的浪潮，
福音因為這些熱心的拓荒型宣教士，
能夠在許多國家的沿岸地區札根。

基督教宣教運動有三個時期：把福音傳到
沿岸地區、深入內陸、隱藏的族群和未及之民。
岸地
隱藏
群 未
第一個時期：代表人物威廉克理，英國的宣教士
第一個到印度去的，宣教有很大的特色…
一、前往工場的人流露出
愛和犧牲的精神、樹立非凡的典範。
威廉克理到印度時，有年輕寡婦殉葬的風俗，
丈夫去世以後，寡婦就要跟著陪葬。
他有一次看到一個年輕寡婦被放在一堆柴火上面，
村民就點燃柴火要把年輕的寡婦活活燒死，
威廉
威廉克理受到很大的衝擊，
衝擊
衝上去救那年輕的寡婦，
竟然還被村民毒打 頓
竟然還被村民毒打一頓，
他是這樣進入印度的。

二、對宣教策略發展出很高素質的洞察力。
西方教會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去傳福音、建立教會，
教會
美
傳 音 建 教會
如同保羅的宣教旅程一樣，有四個階段…
1. 拓荒期：首度接觸某一個群體，
這種拓荒型的宣教士通常都很有領袖的氣質，
 傳福音、教導、建立教會、治理的恩賜
 還沒有什麼人信主，宣教士就必須負擔起
做領袖的職責、肩負起大部分的工作
宣教士轉變角色，開始訓練當地的領袖，
2. 宣教士轉變角色
開始訓練當地的領袖
這時候特別需要的就是教導的恩賜，
差會是父母 剛誕生不久的教會
差會是父母，剛誕生不久的教會
就好像是成長中的孩童一樣，
在晝夜的陪伴、辛勤的教導當中，
這孩子也就是本地教會，就慢慢成長

3. 夥伴期，本土的教會慢慢的成長、成熟，
當地教會以平輩的身分跟外來者 起 作
當地教會以平輩的身分跟外來者一起工作，
 關係從父母對子女，變成成人與成人
 帶來改變對雙方都不是很容易，
這是教會成熟必須經過的歷程
4. 參與期，外來的宣教士在受邀時，才參與本地教會的事奉，
宣教士繼續去開拓新的教會、尋找新的宣教工場，
把牧養、傳福音、神學教育的重責大任交給本地教會
在華人地區也是如此，宣教士早期來
幾乎都是他們在傳福音、開疆拓土、建立教會，
 慢慢有本地教會成長起來，針對自己國家的處境
有
會成長 來 針對自
家 處
做出本色化、處境化的神學思考
 宣教士走了以後，
宣教 走了 後
聖靈繼續動工、本地教會繼續成長茁壯

在中國內地會成立之後，
有很多新的差會也跟著成立，
有很多新的差會也跟著成立
1865-1980 將近百年的時間，
有很多的新差會成立，
模式都是比照內地會「信心差會」的模式–
 宣教士的人選、經費
都是由各個教會、教派所派出來的
 如果一個教會沒有這麼大的能力，
就聯合好多教會一起來支持，把錢送到差會，
差會再把錢、還有人，
送到中國、非洲、其他未得之民的地區
當時有很多的內地會：
中國內 會 蘇丹內 會 非洲內 會
中國內地會、蘇丹內地會、非洲內地會、
未得之地差會等等，有很多的差會。

第二個時期：深入內陸的地區，
創始者是 個叫戴德生的年輕人
創始者是一個叫戴德生的年輕人，
 跟威廉克理一樣，很喜歡用統計數字、
圖表、地圖，看全世界還有那些福音的需要
 當提出要向中國的內陸地區傳福音時，
很多英國人都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
並且質問說：「你把年輕人送到中國是要去送死，
那你是不是要背起這些流人血的責任？」
戴德生晚年時候說：
神的工作幾乎都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看起來是不可能的
第
階 看 來 不可能的
 第二個階段就是勉強自己努力的去做
 第三個階段就是回顧前面上帝的恩典，
第 個階段就是回顧前面上帝的恩典
我們說靠主的恩典終於做成了

第三個時期：隱藏的族群、未及之民。
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由金綸湯森所成立，
1917 到瓜地馬拉傳福音，當時是賣西班牙文的聖經。
有一天到一個印地安人部落傳福音的時候，
當地的印地安人問：「如果你的上帝這麼偉大，
為什麼不會講我的話？」給金綸湯森很大的衝擊。
他回去禱告，幾天之後回去找到那個印地安人，
對他說：「我已經決定了，我的上帝會講你的話。」
回到美國、重新打包，再次回到瓜地馬拉的印地安人部落，
回到美國
重新打包 再次回到瓜地馬拉的印地安人部落
住了十七年，當地的印地安人只有語言沒有文字，
金綸湯森就幫他們造字 教他們拼音 認識字
金綸湯森就幫他們造字、教他們拼音、認識字，
把聖經一節一節的翻譯給他們，
花了十七年的時間翻譯完成新約聖經
花了十七年的時間翻譯完成新約聖經，
並且建立了教會、學校、診所等等。

完成以後，他要離開時，
當地人說 「我
當地人說：「我們正需要你來幫助建立教會，
需
來幫 建 教會
我們現在更多人信主了。」
可是他卻說：「如果我在這個地方陪著你們
「
每一天一節一節的來讀聖經，
尚且不能使你們做基督的門徒的話，
那我不想再待更久，因為全世界還有許多的族群
像你們一樣有語言、沒有文字。」
回到美國成立威克里夫營，徵召大學生參與語言學訓練，
 他們就被差派到中南美洲、非洲、亞洲，
對少
為
譯
去面對少數民族為他們翻譯聖經、
教導他們讀聖經、建立教會
 今天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的工作已經涵蓋
三大洋、五大洲，是世界最大的差會之一

這三個時期之後，每一個時期算是一個上帝
所興起新的運動 並且有新的著重點
所興起新的運動，並且有新的著重點：
過渡時期當中，上帝興起「學生自願運動」，
 在整個基督教的宣教歷史當中，
這些學生運動一直佔有非常重要的位子
 特別是大學生畢業以後，正處於選擇職業
跟關乎一生的生涯挑戰、要決定將來要做什麼，
就有很多的團體針對大學生去挑戰他們–
有甘草堆禱告運動、劍橋七傑、學生自願運動、
校園團契、學園傳道會、
在美國每三年一次
在
每 年
Urbana 宣教大會，
會
台灣校園團契每三年有一次青年宣道大會
其他還有「平信徒的宣教運動」，
其他還有
平信徒的宣教運動」，
藉著帶職的事奉，讓平信徒也能夠參與

在同一個時期另外有一位叫做馬蓋文，
在印度發現不同的種姓之間的隔闔–
在印度發現不同的種姓之間的隔闔
把福音傳給婆羅門，就是祭司、貴族、平民、奴隸，
不同的種性之間彼此不相來往，
他就發現在婆羅門當中建立的教會，
其他種姓的人進不去，
 需要在同質性的團體當中來建立教會，
 賤民有賤民的教會、平民有平民的教會、
祭司階層的、貴族階層的，
他們需要有不同的教會
馬蓋文後來並沒有建立新的差會，
馬蓋文後來
沒有建 新的 會
但是積極努力推動跟寫作，
後來大大的影響教會增長運動
後來大大的影響教會增長運動、
「前線宣教運動」的產生。

婦女宣教運動，1865 美國的南北戰爭，
造成
造成了很多弟兄的死亡、受傷，
多弟
受傷
以至宣教差會所需要的人力沒辦法跟上，
這時單單在美國就有四十四個婦女差會，
專門徵召單身的姊妹來申請做宣教士。
婦女參與宣教大出人們意料之外，因著女性特質
很會關懷別人、很會安慰別人、很善於建立關係，
在工場上的表現甚至比弟兄表現得更加優秀。
美國內戰結束後一個世紀，越來越多這樣美好的見證，
很多的差會意識到女性在宣教工場上的傑出表現，
宣教策略就跟著改變，
教策略就跟著改變
 徵召人的時候就也接納單身姊妹的加入
 婦女差會最後完全消失，不然就是
婦女差會最後完全消失 不然就是
併入新的型態、弟兄姊妹通通可以徵召

我們其實活在一個非常興奮的時代，
現在的宣教運動已經不再 是西方人
現在的宣教運動已經不再只是西方人
向世界其他地方宣教的型態，
 因著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教會的興起，
這些地方宣教士人數已經超過白人、西方宣教士人數
 在工場上會看到很多的韓國人、台灣、香港、
新加坡、印度、奈及利亞、巴西、阿根廷
這個時代也不再只是神學生、牧師、神職人員
在做宣教，有更多帶職的、到外地去做生意的，
比方中國人有到歐洲去做生意的，
溫州教會就是非常明顯的典
溫州教會就是非常明顯的典型：
到巴黎、巴賽隆納、羅馬、匈牙利各處，
部分 做生意 部分 專 傳福音
部分人做生意、部分人專心傳福音，
在海外建立許多教會。

宣教的型態在這時代，口號不再是
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
從西方到其他各地，
現在是從各處到各處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宣教的運動既然是上帝的心意，
祂就繼續的用聖靈推動教會繼續的前行，
 有各式各樣的型態，甚至有支援的宣教士，
有些出去做宣教士子女的教師、
有些出去教英文、教漢語
 現在漢語師資在海外也是需要量非常大的，
現在漢語師資在海外 是需要 非常大的
所以對於華人基督徒來講，出去海外
不管是教英文 教中文 做生意
不管是教英文、教中文、做生意，
都可以做為一個宣教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