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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References:
1. 林安國– “從差傳角度看今天的世界” -- 21 世

纪基督徒装备100课（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
出版）

2. Ralph Winter– “作成衪的工--未得之民的挑戰”
-- 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 (大使命中心出版)

“Shifted global mission strategy from a focus on political 
boundaries to focus on distinct people groups.”



3. 余勵山– “華人教會如何面對二十一世紀普世
差傳的挑戰”

4. 二十一世纪华人福音事工新策略会议报告—
“华人教会外展使命”

5. Luis Bush—“Getting to the Core of the Core:
10/40 Window”   管窥 [10/40 之窗] -- 普世宣教
运动面面观 (大使命中心出版)



林安國– “從差傳角度看今天的世界”

四墙短视症

宝座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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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圣经的教导和启示

创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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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
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创 22:18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
我的话。

加 3:16  -----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
“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但2:34-35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
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
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

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
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但 2:44-45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
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
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

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
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赛 49:5-6 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仆人，

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现
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
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
地极。”



III.福音未得之民





百分之九十五的基督徒是留在同文
化及本地事奉.

世界有三分之一 (二十亿)是生活在
没有教会的人群中



III.福音未得之民

群體- 是指「一大群人，他們在語言、
信仰、种族、住屋、行業、階級或環

境等其中一項或各項都普遍相近，彼此
相同。」
未得之民群體- 「在這個群體內，尚無

本土的基督徒社團，可以向同族人傳福
音，須要來自外地作跨文化的宣教工作
者拹助，否則、福音不可能在這群體內
廣傳。」



III. 福音未得之民
1. [10/40 之窗]







伊斯蘭教陣營有7億600萬人口，佔「10/40之窗 」
中人口的 22%.

印度教陣營共有7億1，700萬人，佔窗戶人口 23%

佛教陣營有1 億5，300萬人，佔比例接近 5%。

其他:無神論的中國。



III. 福音未得之民
1. [10/40 之窗]
2.群体的分类

-- 按照群体的不同需要,厘定可行的福
音策略



從文化及宗教看世界禾埸—分六大文化及宗教群體：

華人群體
伊斯蘭教群體
基督信仰群體（美、歐、俄)
印度教群體
佛教群體
精靈信仰群體

1。絕大部分基督徒居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地區，而大部

分未聞福音的人卻生活在其他地區，所以跨地域及跨文
化的宣教事工乃是全球福音化的最關鍵工作。
2。華人同時是全球最大的禾塲及最有潛力的宣教差派
群體。



根据洛桑委员会举办的YLG 2006 会议
(Younger Leaders Gathering) 所公布, 

未得福音的群体仍有:

佛教徒--- 约1,000 个
穆斯林--- 4,100 个
印度教徒--- 2,700 个
部族--- 2,000 个
其他群体--- 600 个



太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
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



III. 福音未得之民
1. [10/40 之窗]
2.群体的分类
3.近代宣教的进展和策略



1. 開放地區的華人福音事工路線
2。后共產世界的整全福音路線
3。10/40之窗地區的服務

見證路線
4。少數民族的聖經翻譯路線
5。散居之民福音事工
6。封閉地區



1. 開放地區的華人福音事工
2. 后共產世界的整全福音

佈道植堂加上民生建设
Europe Campus Mission (EMC)
“亲情福音”

3. 10/40之窗地區的服務見證
服务事工加上生命见证

4. 少數民族的聖經翻譯
5. 散居之民福音事工
6. 封閉地區



IV. 宏观教会

宏觀教會是以主的大使命為根基的教會，
這教會的增長路線必然是宏觀路線。

「50/50 模式」





跨越行动的原则

一、一家教会不能接
触全球众多社群，必须按
部渐进，可以用认顾的方
法集中在某些未得之民：
例如在某国中的伊斯兰教
教徒或中国的某少数民族。

二、在经常费及建堂
等费以外学习信心认献，
向着25%的目标前进。

三、不但差传基金要
达25%，也应鼓励人力投
入25%，使多人参与短宣、

带职、长宣、差委行政、
差关小组、宣传推动小组
等。

四、勿忘用25%祷告

时间为普世需要及呼声祷
告。

内强行动的原则

一、华人教会用太多
人力在诗班及行政开会，
用太少人力在敬拜及门训，
应有适切的分配。

二、华人教会不能在
主日用十分钟唱一首诗及
读一段经文便说是向神敬
拜，然后等听道及散会。
教会应重估崇拜的真正意
义及内容。

三、华人教会大多数
是90/10甚至是95/5的教

会，太多人力用于强化教
会，太少人力参与布道差
传，应以50/50为目标增

长，这样才能产生近远的
动力，质量并进。

四、华人教会的成人
主日学渐强，但门徒训练
仍弱，应加强分配人力资
源。

延伸行动的原则

一、教会的布道不能
单用吸力，应来去并用，
双管齐下。

二、勿忽略社区服侍，
这是光盐作用，在教会与
社区中建桥梁。

三、针对社区的需要
确定教会服侍路线，务使
社区感到教会对社区的关
心及爱心。

四、延伸的人力若只
放5%，便只得5%之布道

力，教会必增长得慢。
10%的布道资源与人力投

资是起码的分配，比例越
高，增长越快。

五、植堂不但倍增布
道之力，也是在本地实习
宣教之好方法。



V. 教会面对的任务/挑战
1.传福音的挑战

可 16:15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
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V. 教会面对的任务/挑战
1.传福音的挑战
2.教导/门徒训练的挑战

太 28:18-20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

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
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V. 教会面对的任务/挑战
1.传福音的挑战
2.教导/门徒训练的挑战
3.差遣的挑战

约 20:21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
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V. 教会面对的任务/挑战
1.传福音的挑战
2.教导/门徒训练的挑战
3.差遣的挑战
4.全球化的挑战

徒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

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V. 教会面对的任务/挑战
1.传福音的挑战
2.教导/门徒训练的挑战
3.差遣的挑战
4.全球化的挑战



约一 2: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
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