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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國光

們從聖經和教會的復興史上看見一個原則──當神的兒女開始禱告，

我

就帶來教會的復興，接著就產生宣教動力、興起許多宣教士，他們受

差派出去傳福音的果效就很顯著。

從聖經看「復興與宣教」的關係
雖然聖經中有多處地方提及復興與宣教的關係，但這裡只先看兩處即
可。首先是以賽亞書 49 章 5-6 節說： 「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祂的僕

 本期內容 
專題

 復興與宣教

∕葛國光

人，要使……以色列到祂那裡聚集。現在祂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

 中國教會普世宣教之展望

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

∕ 金但 以理

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這裡所說的「使雅各眾支派復

 中國教會復興之路

∕ 楊 天道

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指的就是以色列的復興，因為對以色列
而言，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事，然而，神卻說這「尚為小事」！換言之，還
有比這更大、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作外邦人的光，把福音傳到地極」！
另一處經文是使徒行傳1章8節：「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

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
證。」這裡更直接了當地說，必須要先被聖靈復興，然後才能在本地、海
外、同文化、異文化等各地作主的見證，宣揚基督。

CM I 活 動預 告

 中國宣教面面觀 研討會
封 底文

 中福家書

與 宣教
興
復
從教會歷史看「復興與宣教」的關係

的改變並重新奮起，人們渴慕認識主耶穌基督，教

接著再從教會歷史來看，大多數的復興歷史中

會掀起了復興的浪潮。此次運動共有三個階段，第

都能看見，當教會復興了，自然會帶出對人生命的

一個階段的領導人有墨吉地、默基、史通；第二階

負擔，於是，宣教也就成了自然發出的行動。本刊

段的領導人有德威特、畢察、泰勒‧威廉、賀普金

前兩期所提到的例子，現在進一步多作探討。

斯；第三階段的主要領導人是律師芬尼，他於 19
世紀在紐約西部小鎮開始，一直到英美各地，不斷

1.摩拉維亞教會之例

20世紀初，英、美兩國都有好幾次大大小小的
復興和學生宣教動員，這些浪潮不但快速地興起、
壯大，而且還互相推波助瀾。按1945年的統計，不
到半世紀，從歐美差派出去的宣教士達兩萬人，其
中以 1920 年到 1921 年為高峰，這一年內就派出了

637位宣教士。

多的教會開始看重禱告，甚至在一些教會中最受歡

從1727年的7月16日開始，親岑多夫（Count

學生宣教運動。一位名叫撒母耳‧米勒（Samuel

Z i n z e n d o r f）帶領的弟兄姊妹們在德國翰胡

Mills）的學生，米勒的母親在他小時候就把他奉

（Herrnhut）的主護村，經過多日竭力付出代價的

獻給神。19世紀初（1806年），米勒在麻省威廉學

1907 年從平壤發生的復興，直到 2007 年，已

Good TV禱告大軍等），再加上每年去韓國參加

禱告後，復興於8月10日主日中午發生，當時在羅斯

院就讀期間，因著大復興的撼動也影響到了美國校

延燒了整整一百年。據韓國政府 2007 年公佈之資

「亞細亞聖徒訪韓大聖會」經歷禱告與復興震撼的

牧師（Rothe）帶領聚會時，忽然一股能力臨到，使

園，所以該校有很多學生會在每星期三、六下午聚

料顯示，全國人口信奉佛教的佔22.8%，信仰基督

人數也愈來愈多（2010年全球華人共有超過4000人

他面伏於地，會眾也同感而面伏於地。這股靈火持

在學校附近的河邊禱告。8月裡的某一天，米勒與同

教（含天主教）的超過 29.3%。韓國將浴佛節、聖

去參加，台灣人數仍是最多）。

續燃燒著，眾人便在詩歌、禱告和哭泣中一直聚會

學們因遇雷雨、走避不及而鑽進了一個乾草堆中，

誕節均列為全國性的假日。全球最大的教會──韓

到午夜。

就繼續以禱告來渡過被驟雨困住的時間。當時，聖

國純福音教會就屹立在首爾漢江旁。遭遇國家困境

靈引導他們熱切地為海外宣教禱告，米勒也與同學

時，元首多會帶頭禁食禱告。韓國教會的復興，自

們共勉： 「若是主肯，我們必能！ 」 這句話亦成

然也帶動了海外宣教的行動，韓國差派宣教士到海

為一句箴言。日後，那躲雨的乾草堆上豎立了一塊

外的人數之多，躍居世界第二，按2009年的統計有

紀念碑（這應該是歷史上唯一立碑紀念的一次禱告

20,840位1，也是世界增長最快的差派國。近年，韓

會）。自此，美國宣教運動快速壯大，超越了英

國每年平均差出約1000位新宣教士，每兩年平均有

國。

超過30%的驚人增長率。因著教會的復興，使韓國

此後，他們按照利未記6章12節的教導：「壇

上的火要在其上燒著，不可熄滅！」於是，從8月
26日起，他們有24位弟兄和24位姊妹互約委身，每
兩人認領一個小時在寶座前靠聖靈禱告，男女孩童
也被感動在當天晚上聚在一起禱告。禱告的結果便
產生了強烈的負擔──要努力使基督的救恩在不認

迎的聚會就是禱告會（如新店行道會、貴格會合一

3.韓國之例

堂等），還有禱告網絡的成立以及媒體的帶動（如

至於宣教方面，台灣教會在過去二十年差派宣
教士的人數，從70多人（不包含召會）增長到274
人（到2004年底的統計），但其中約有一半是「召
會」所差派的。換言之，二十年來，台灣在宣教上
的進展非常小，這與台灣教會無論在教會數量和人
數上的增長，都是不成比例的！這不單是「復興與
否」的問題，也是「宣教看重與否」的問題。

大學生獻身全職的比例甚高，其中40%學生的心願

• 中國大陸的光景 ：七○年代，神州大地曾在

是成為傳道人！長老會是韓國最大的宗派，其總會

河南、浙江、福建、安徽等省份出現局部性的復

立；神學院和大學裏的學生大批的加入為宣教禱告

的神學院有2萬4千名學生，在每年約800位入學新生

興，復興帶來了福音的廣傳，進而透過家庭教會的

到1760年的二十八年間，他們共派出了226位宣教

的運動，美國這個國家已為全世界差派了眾多的宣

當中，有高達40%學生的志願是作宣教士，而其中

移民宣教，使福音再往其他各省傳播出去。近年

士，腳蹤不只傳遍歐洲每一國家，還遍及南、北美

教士。 1886年7月，慕迪邀請251位大學生到麻省的

有30%想去中國宣教。

來，在「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的呼聲下，不少

洲、亞洲、非洲。華諾克博士（Warneck）在《新

黑門山，展開為期一個月的聖經研討會，透過講員

教徒的使命》書中說道：「這個小教會在二十年中

的普世宣教信息，以及數次的長時間禱告會，最後

進行的宣教工作，比全地教會在兩個世紀中所完

到研討會結束時，有100名學生立志要往海外宣教。

成的更多。」到了 1930 年，摩拉維亞差會已差派

後人稱此為「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 台灣的光景 ：昔日教會宗派林立，彼此不太

了 3000 位宣教士，他們的宣教士與信徒的比例是

Movement，簡稱SVM），其口號是：「在我們這

往來互動，對復興與禱告的負擔薄弱，對宣教普遍

• 海外華人的光景 ：相對於兩岸的教會，海外

1:12。

一代要把福音傳遍天下！ 」短短兩年，已有2106名

不看重。所幸近二十年來，透過台中、台北、高

華人教會既屬於移民教會，往往對所在地的教會復

學生選擇海外宣教。SVM推選了約翰‧穆特（John

雄等各城市的牧者聯禱會之建立，牧者們開始了

興沒有太大負擔，不知不覺中比較「顧自己」。然

Mott）為主席，目標是協助奉獻宣教的學生，裝備

連結禱告，代禱者也漸被組織起來，進而使愈來愈

而，北美近年來開始有一些牧者對復興有負擔，如

識主的列邦中被聽聞、被接受。1728年2月10日，

一個世紀過去了，每逢宣教士回國，都會被邀

他們特別為宣教禱告；2月12日，有26位弟兄互約

請到各處分享異象和事工；差會更是一個接一個成

委身宣教，並且住在一起時常禱告。此後從1732年

2.美國的大覺醒
美國經歷過四次的大覺醒，其中第二次大覺醒
是發生在 18 世紀末到 19 世紀初，當時教會的弟兄
姊妹及社會民眾紛紛悔改認罪，帶來了信仰與生活



地主領奮興聚會。在復興的浪潮下，北美又產生了

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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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開始回應，希望也能參與其中；事實上，在大

華人教會的復興必定產生宣教

環境仍未開放的情形下，大陸教會在宣教上是比台

1.華人教會目前的光景

灣更有心、也更有潛力的，但可惜目前還缺乏經驗
和教導。

他們直到他們能被差會接納和差派。當時每位學生
都認真地簽署：「若主許可，我願成為一名海外宣

1. Dr. Sung-Sam Kang, “Rationale for Mission Structures” , www.tokyo2010.org/resources/Mission_Structures_Sam_ Ka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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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信牧師在美國推動「美國回歸真神」的禱告運

金但以理〔作者畢業於美國富樂神

動，或如洛杉磯一批牧者每週一聚集一起為美國的

學院，目前在中國城市教會牧會〕

復興與宣教工作禱告。 至於宣教方面，由於在北美
的華人宣教機構和宣教學者較多，因此，從宣教教

化、習俗等方面進行提前的研究調查，也需要設立

育及推動工作而言，北美華人教會扮演了相當吃重

學習各國語言的培訓中心，因此，為了普世宣教，

的角色。

中國教會需要進行全面及深入的宣教研究和語言培

2.華人教會的復興與宣教之路

訓工作。或許先對中國的少數民族進行研究，以此
為基礎，繼續對各種宗教圈和國家進行研究，並將

有人問：「台灣現在有很多人在禱告，但為什

研究成果通過雜誌、書籍或影像光碟等形式出版。

麼還沒有像韓國那樣復興呢？」其實，台灣教會在

（參圖二4）

禱告的質與量上，仍與韓國教會相差甚遠。韓國的
禱告非常迫切、認真、努力，一波接一波從不間

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社會和教會都經

二，宣教動員：參考美國「學生志願運動」

歷了極大的改變。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參考指標，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完全可以期待十年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比例──10萬

斷；從 1907 年開始至今，韓國每間教會天天有晨

在

（參圖一3），可以成為中國教會進行海外宣教的一個

禱，又有通宵、禁食等各種禱告聚會，所以這一百

的資料顯示，2010年中國的GDP為5.879萬

到十五年後，

年所積聚大量的禱告及其功效，當然帶來持續的復

億美元，而日本的GDP為5.4742萬億美元。

中國教會差派

興！因此，台灣和所有華人的教會，都需要在禱告

這意味著，日本自1968年超越德國成為全球

出去的海外宣

上付代價、作更大的投入，如此，復興才會來到！

第二經濟大國以後所保持42年之久的名次，

教士數目將超

同時，我們也不能等復興來了才開始宣教，而是現

首次讓位予中國，中國自此成為僅次於美國

過1萬名。

在就要在宣教工作上有所預備和參與。就以韓國教

1
的經濟大國 。但中國經濟的崛起，也是為了

會為例，他們在1979 年時只有差派93位宣教士出

中國教會的普世宣教事工。

去，到了 1989 年，人數遽增至 1178 人；雖然韓國
的復興早在1907年就爆發，而在1974年福音大爆炸
之後，宣教士的人數並未明顯增加，乃是直到1989
年才開始明顯增加的，這就讓我們看見，如果復興
了卻沒有看重宣教，仍可能不會展開向外宣教的行
動。所以，我們一方面要迫切禱告祈求復興，二方
面要積極的在神學院和教會中教導何謂宣教，以致
教會都能普遍的以宣教為導向，並且呼召和訓練宣
教士，透過本地和海外短宣的參與，累積經驗、預
備教會，那麼，一旦復興來臨就可以立刻承擔宣教
的責任。

假設到了

2025年，中國

《普世宣教手冊》（Operation World）

教會要差派1

2010年出版的第七版，裡面論述到中國教會

萬名海外宣教

的現況時，顯示福音派信徒從1975年的270

士，那麼就需

萬，到 2010 年的 7 千 5 百萬，增長了三十多

要在以下幾方

倍；首次估計中國教會的宣教士有12萬名，

面做好扎實的

其中在境內的有11萬8千名，在海外的有2千

預備。

名；而在中國境內從事跨文化宣教的則有 2
2
萬名宣教士 。中國教會差派到海外的宣教士

數目，與二十年前韓國教會的數目相當，當
時也是韓國舉辦奧運會之後的時代。筆者認
為，韓國教會的海外宣教士數目的增長經歷

圖一：韓國教會宣教士的增長

一，宣教研究 ：未來的宣教士將分佈在華人

名奉獻者中，有2萬名到了宣教工場，其他人則留在

圈、佛教圈、回教圈、印度教圈、民間宗教圈（部落

美國本土參與後援、支持的工作。那麼，中國教會

圈）等超過160個國家或區域中服事，為此，需要對

為了差派1萬名宣教士，需要5萬到10萬名奉獻者。

各個宣教工場的政治、經濟、宗教、社會、教育、文

而且 2025 年時的宣教士們如今正處於青少年或大

禱告會帶來復興，復興又會帶來宣教，兩者關
係不僅密切，更會成就福音的遍傳。期盼神復興華
人教會就在這些年間，也祈願各地的華人教會能有

1. 京華時報，2011年2月15日。

大覺醒，快快奮起，向普世未得之民宣教，建立主

2. Jason Mandryk, Operation World (USA: Biblica
Publishing, 2010), 7th edition, pp.214-6.

的教會，以迎接基督不久再來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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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eve Sang-Cheol Moon,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Korea : Curr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April, 2008). 註：2010年的資料參考Operation World （同上）。
4. 圖的概念引發自Ralph D. Winter, The Impossible Challenge-The Founding of the U. 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The ﬁrst four years
of the Mission Frontiers Bulletin January 1979 to December 1982, USA: WCIU,2004), pp.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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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時期，所以

圖二：宣教運動關係

現在要先在兒

5
中心，而每間每年要培養出20名以上的宣教士 。

四，宣教差派 ：1973年8月在韓國首爾舉行的

童主日學、青

「亞洲宣教研討會」（該次會議中也成立了亞洲宣教

少年團契、大

協會），溫德博士（Ralph Winter）發表了一篇〈神

學生團契中加

救贖計劃中的兩類組織〉（The Two Structures of

強宣教動員與

God＇s Redemptive Mission）的論文，其中特別強調

宣教教育；還

6
了「差會」在宣教運動中的重要性 。中國教會如欲健

有考慮到未來

康的參與普世宣教，就必須發展出許多運作良好的差

會，以差派 1 萬名宣教士來計算，除了海外的差傳
機構之外，中國教會自己也需要成立至少200個差
會。而這些差會要制定宣教的策略與方向，選拔出
合適的准宣教士，訂定差派的政策與制度，包括支
持與管理宣教士的辦法，同時要對宣教工場實況進
行監督與跟進。從中國教會未來差派宣教士的方向
來看，筆者認為40%～50%的宣教士會前往中國西
7
北和中亞、中東等地的回教圈 ，另有30%～40%的

走向海外的宣

宣教士會前往西藏和東

圖三：宣教運動階段

教士大部份都
需要有大學以

佛教或印度教圈，其餘

上的學歷，因

大約 10% ～ 30% 的宣教

此，針對大學

士將前往北非及世界各

生的宣教動員

地。當然，也有相當數

聚會，將是中

量的海外宣教士（不少

國教會進行宣

於 30% ）可能先行在各

教動員運動的

地華人圈中參與開拓、

一大重點。假

牧養教會的服事，再以

設每個100人

此為橋樑，向本地人進

次的宣教聚會

行跨文化宣教。

中能出現 10 位

以上的四項環節，

宣教奉獻者，

也是四個重要步驟，將

那麼，就需要

是中國教會走向普世宣

召集 5 千到 1 萬

教的關鍵性要素，是關

次的百人規模

心中國教會普世宣教運

的宣教動員聚
會，才可能達到「差派1萬名宣教士」的目標。



南亞、印度半島等地的

動的工人必須關注並投
人類學、宗教比較、異端辨證等。(2)事工課程，例如

身的領域，更是掀起宣

三，宣教訓練 ：中國教會的普世宣教應特

跨文化佈道、跨文化門徒訓練、跨文化教會開荒、教

教運動的階段性指標。

別注重「差派前的訓練與裝備」。筆者去瞭解目前

會增長學、領袖訓練、屬靈爭戰、城市宣教、宣教士

（參圖三8）

被差派到海外的中國宣教士時，普遍得到的反應

行政、宣教士與教會等。 (3) 技能課程 ，例如英語、

是「文化程度低、語言能力差、宣教訓練弱」，甚

宣教地語言、小型生意管理、農業基礎、醫療基礎、

至成了當地教會的負擔或外邦人的笑柄，實在很遺

跨文化溝通、宣教工場研究、社區開發與服務等。(4)

憾。中國教會要差派最優秀的人才到充滿各樣挑戰

靈性課程，例如宣教士的靈性操練、宣教士的家庭生

5. 筆者提到數字的時候，只是理想型的資料，為的是能提前展望。實際上，一間宣教士培訓學校不可能是100%的成功率——
訓練出多少，就能差派多少。反而從目前的觀察來看，受訓學生當中若能有三分之一最終到宣教工場就很不錯了。

的宣教禾場，因此務要扎扎實實地做好差派前的訓

活、宣教士的人際關係、宣教士的團隊事奉等。如果

6. 溫德，《神救贖計劃中的兩類組織》（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中文版陳惠文主編，美國大使命中心，2008），頁209。

練，訓練內容包括：(1)宣教課程，例如聖經基礎、

十五年內想差派出1萬名宣教士，那麼平均每年以6百

7. 主要基於在中國教會有廣泛影響的「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等結果。

宣教歷史、宣教神學、宣教策略、宣教動向、文化

名來計算，則需至少成立30間宣教士訓練學校或培訓

8. 概念參考The Process of Mobilization (Mission Mobilizers Handbook, USA: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1996), pp.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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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會的復興，被公認

興是否仍在延續？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問題。

中

為教會歷史上罕有其匹

復興的教會有什麼標誌？是教會和信徒數量的增

的現象。在海外人士的心目

加？是社會參與度、認知度的上升？或是敬拜和佈道

中，今天全世界增長最快的教

等諸多事工的現代化、規範化？研究聖經裡面有關信

會，非中國教會莫屬。但細究

仰復興的記載，可以發現兩個基本的模式：(1)在舊約

起來，誰也不清楚中國教會的

時代，復興的表現是「激進的悔改」，發生在「神的

發展究竟有多麼驚人的成績，

百姓」中間； (2) 在新約時代，復興的表現是「主道

我們在缺少足夠資料的狀況

的廣傳」，發生在「未得之民」中間。無論是在約西

下，只能通過相當主觀的個人

亞王或是尼希米的時代，無論是在施洗約翰或是耶穌

經驗和印象來判斷。人們也許

門徒的周遭，其共同的現象都是心靈的覺醒 和生命的

可以大略估計，在中國每一天

復甦。人心的醜陋和狡猾的罪行無處可藏，而上帝的

有多少萬人歸主，或者每一分
鐘能為上帝贏得多少靈魂，但

自然映射出來的，這是不可抗拒的影響力所致。

靠著「不懈的禱告」之外，就是憑著「單純誠實的

復興，源於人對上帝話語的重視。任何時候，只
要出現輕忽神的律法和使命的趨勢，教會的衰落不久

事實。此外，「僅僅」迷戀屬靈書籍或熱衷於解經論
辯，也會阻礙我們負責任地將神的話語應用於行事為
人的實際。而一個嚴肅對待上帝的道的教會，一個堅

城市教會或登錄一個基督教網



持信仰思辨的群體，必定會經歷真實的、也是緩慢和

站時，也不難得出如此的結論。大家都同意「近年

農村社群和教會的萎縮趨勢，很難說是令人樂觀的景

來中國教會發展很快」，但這樣的說法既籠統又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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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復興，雖然史無前例，卻也當遵循同樣的原則。

復興無法重來。我們可以為復興進行的準備，除了

明顯的提升，這是在參觀一所

在城市中的份額與力量勢必江河日下。再聯想到

燒的靈便降下。由此可見，中國教會要期待和預備

觀不是藉助策略和工具，而是當人降服在啟示之下所

中國基督徒的數量和構成均有

的增長速度是滯後於城市的增長速度，結果，教會

降下；當五旬節的門徒不再堅持以色列復國時，焚

物。正如成功教會的經驗難以複製、教會歷史上的

有大量資料和調查顯示，

的增長相比，其實沒有可見的優勢。換言之，教會

上的以色列百姓決定不再心懷二意時，復興的火便

達，就是「主的道大大興旺」。當然，如此的蔚然大

即至，這正是啟示錄中主耶穌向眾教會反覆警告的

教會，因此，教會信徒人數的增長與城市新入人口

們可以反覆從聖經中看見這樣的原則──當迦密山

人無可為之的「神來之筆」，而非秘訣、技術的產

法迴避的問卷。

當的關注，但大部份畢業學生和打工族並未能進入

註定發生在對信仰一絲不苟的個人和教會之中，我

帝的真實，帶來神國的擴張，用使徒行傳中常見的表

所處的時代，這是中國教會無

了。我們反而容易觀察到，儘管城市教會投入了相

波，表明神的靈是活潑又堅執的。而聖靈的工作，

神學院，目前在中國城市教會事奉〕

未來的歷史又將如何評價我們

展不能實現民生的改善一樣，不過淪為統計數字罷

人的熱心只能燃燒剎那；真實的復興卻能一波接一

復興有無捷徑？教會歷史上的復興，幾乎都是

該如何判斷當前復興的規模，

社會（至少是基督徒）的誠信度，便如同經濟的發

皿。虛假的復興曇花一現，終究不能持久，原因是

真理和聖靈的工作則是暢通無阻的。復興必定見證上

GDP數字一樣蒼白無力。我們

的官話。舉例來說，假如基督教會的發展並未提高

尋找並使用那些不顧自己身家性命、甘付代價的器

楊天道〔作者畢業於美國三一福音

這樣的計算，難免像報紙上的

乏反例，有點類似於聲稱「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快」

歷史上還是在今天，復興之所以能發生，都因為神

心靈」；雖然我們的經驗和思想都已經不再單純，
但我們的動機可以更純粹。今日的中國教會在自
身的發展中已有太多或明或暗的議程，不論它們是
經濟的或政治的，都勢必成為復興的攔阻，民族主
義的狹隘情懷、做大做強的虛榮心態、煞有介事的
頭銜名目……這些若不除去，我們就不可能經歷從
「上頭」賜下的復興。

累積的復興。當復興來臨時，我們的舉手投足或隻字

信仰的復興與文明的輝煌一樣，都是厚積而薄

片言，都會吸引他人歸向上帝。與初代教會的圖畫對

發的。中華基督化的口號雖然呼籲了多年，但是仍

也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用不可見的內在生命

照，今日我們所談論和期待的復興，不乏臆想和誇張

停留在概念的層面，也正因為文明的創造是苦心孤

和信心的份量，來證明教會復興的事實。但不管這些

的成份，其中包含對數字的迷思、對技巧的迷思、對

詣的工程，所以中國教會的復興之路需要勇氣，更

指標能否算作事實，我們都可以找到許多更加明顯的

資源的迷思、對名人基督徒的迷思；而所缺少的是對

需要恆心。我們要繼續期待和禱告新一波或真正的

反證，例如，當教會發生醜聞，卻沒有人公開道歉和

上帝話語的確信和尊重。今日在中國大陸，像樣的聖

復興來到，要仰望上帝裂天而降，一掃中國教會的

引咎辭職；當事工無疾而終，卻沒有人承擔責任和再

經註釋和神學專著尚未誕生，連平信徒的聖經培訓和

頹勢；也仍然要呼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去收割莊

接再厲；當信徒流失大半，卻沒有人改弦更張和修補

查經小組也不盡人意，這樣的局面令人懷疑，我們所

稼。當我們以信心的眼睛前瞻並懷抱未來的喜樂，

籬牆……，這些都不應該屬於「復興教會」的表現。

謂的「復興」是否真實和持久。面對大眾媒體、消費

在真理上嚴肅而單純，在事奉上含辛茹苦又謙卑儆

這些固然不能推翻中國教會在汶川地震後的關懷事工

文化、多元主義的各方夾擊，也許，中國教會的「生

醒，靠著主，一步一步踏上中國教會自己的復興之

等等可圈可點的成績，但至少提醒我們，中國教會是

存問題」比復興更值得關注和探討。

路！

否經歷了真正意義上的復興？以及我們姑且認定的復

就定義而言，復興永遠是神主權的作為。無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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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宣教面面觀 研討會
講員簡介

2011 年 4 月 30 日（周六）

時間：

早上9:00～下午4:30

中華福音神學院 地下室102教室 ／台北市汀州路3段101號

地點：

（捷運-台電大樓站）
主辦：中國福音會

●

余雋瑞牧師：中國福音會香港區會董事會主席，香港中國宣道神學院副院長。

●

李錦綸牧師：現任中國福音會專任神學教師，曾任中國福音會台灣區會會長。奧古斯丁及系統

神學研究，國際教父學學會（IAPS）會員。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科學碩士、維真學院道碩及神碩、渥
太華大學神學系哲學博士。著有Augustine, Manichaeism, and the Good. New York-Bern: Peter Lang,

協辦：中華福音神學院校友會

1999．《世紀中國文化莖──中國歷史的神學詮釋》、《永活上帝生命主──獻給中國的教會神學》、《道成

引言：過去十年，中國經歷了巨大且快速的改變，在ECFA之後，兩岸關係也進入一個新階

肉身救贖源──獻給中國的教會神學》。

段，這樣的改變會對中國宣教工作產生哪些影響呢？我們將由多位長期從事中國事工
的牧者/老師，與您分享中國宣教的種種現況與重點契機，並盼藉此研討園地與眾同
工同道廣泛交流、深度探討，期有屬神的眼光與高度，去看見當前和未來的宣教事工
重點、發現更多的參與途徑！

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教牧學博士；曾在台灣新店行道會、美之城教會及北美等地牧會多年，在中國、
澳洲、哥斯大黎加、墨西哥、歐洲各處從事佈道、奮興培靈等宣教工作，在Good TV空中聖經學院和

報名表

*** 來賓報到 ***

姓
名

性
別

9:00 - 9:10

致詞&禱告

主 席：葛國光 牧師

9:10 - 10:10

研討一 中國宣教的現況與前瞻

主講人：葛國光 牧師

10:10 - 10:40

研討二 座談時間（回應研討一）

主講人：所有的來賓與講員

所屬教會 或
服務單位
聯
絡
資
料

*** 茶點時間 ***

10:40 - 10:50
10:50 - 11:50

研討三 中國職場宣教的現況與前瞻

主講人：余雋瑞 牧師

11:50 - 12:20

研討四 座談時間（回應研討三）

主講人：所有的來賓與講員

13:20 - 14:20
14:20 - 14:50

研討五 中國神學教育的現況與前瞻

主講人：李錦綸 牧師

研討六 座談時間 （回應研討五）

主講人：所有的來賓與講員

*** 茶點時間 ***

14:50 - 15:00
15:00 - 16:00

研討七 中國少數民族宣教的現況與前瞻

主講人：余雋瑞 牧師

16:00 - 16:30

研討八 座談時間（回應研討七）

主講人：所有的來賓與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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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公Tel：

家Tel：

E-mail：

手機：

請問：
1．您是否第一次參加中國福音會舉辦的研討會？ □ 是
2．您是否有在中國服事或工作的經驗？ □ 是 □ 否

*** 午餐&交流時間 ***

12:20 - 13:20

10

葛國光牧師：現任中國福音會台灣區會總幹事。學經歷：台灣科技大學、中華福音神學院道碩、

多所神學院擔任過客座教授。

研討會程序
8:30 ～

●

職
稱

□牧師/傳道人
□宣教士（含帶職、雙職）
□長老/執事/福音機構同工
□其他

**聯絡電話
請務必至少
填寫一項

□否

【報名方式】
★請於4月25日周一下午5點前報名，費用300元（不論參與堂數），含餐點、講義。費用於報到時
交服務同工即可。本次研討會將致贈每位來賓佈道小冊《真神何處尋》一本；前50位報名者，
另外加贈中國與福音學刊《教會轉型與發展》一本。
1. 網上報名www.cmi.org.tw。
2. E-Mail報名：cmi_seminar@hotmail.com請提供報名表所需資料。
3. 傳真報名：影印本報名表，填妥後傳真到02-28965360。
洽詢電話：02-2896-5713 分機212 盧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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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代禱同工： 平安！
中國新年期間，有兩個主日應邀到二間教會傳講宣教信息，一間是三百多人的都市中型教會，另
一間是五、六十人的鄉下小型教會；前者平日熱心在本地社區傳福音、努力開拓，是個年輕的教會。
我講完信息後進行呼召，許多人到台前跪下，表示願意獻上自己、為主而活、作大使命的基督徒，並
且該教會的負責牧者還主動表示，要把中國福音會列為他們宣教奉獻支持的對象。感謝主！也感謝
他們對本會事工的認同。
後者則是一間有五十年歷史的鄉村教會，想到這間教會四周偶像廟宇環伺，基督徒比例連千
分之一都不到，心中實在猶豫是否要講宣教的信息？經過禱告，有感動講「復興與宣教」這主題，但
以「復興」作為主軸，宣教方面就簡略帶過。沒想到，聚會結束後，教會牧師有感動要把當天主日奉
獻（十一奉獻除外）都奉獻給我們。而在我呼召的時候，也有很多弟兄姊妹走到台前，跪在主面前為
自己、為華人教會的復興與宣教來禱告。
感謝神！新的一年，我們期待看見聖靈的工作更多臨到華人，深信神要使用華人在普世未得之
民中傳福音、建立教會，繼而復興教會，因為主已應許：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
（太24:14） 主再來的日子近了！讓我們更加齊心努力、加緊腳步傳福音，預備主
的再來。
消息與代禱
一．總幹事行蹤：祈請為葛牧師2011年3-4月在

二．徵召宣教夥伴：中國福音會三十年來一直是個服事眾

以下各教會的服事代禱

教會的宣教差會，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全力為著中國宣

1. 台北主日講道（3/6）

教，進而期盼協助中國大陸教會成為「宣教的中國」。我

2. 台北都市標竿教會主日講道（3/13）

們誠摯的呼籲教會、團體或個人，加入成為支持我們的宣

3. 美國洛杉磯第一衛理公會主日講道（3/20）

教夥伴，為著宣教所需經費 定期的認獻和代禱。

4. 美國洛杉磯慕主錫安堂主日講道（3/27）
5. 美國洛杉磯聖道堂主日講道（4/3）
6. 宣道會台北堂主日講道（4/10）
7. 聖光神學院獻身研討會（4/10）
8. 台北樹林國語禮拜堂主日講道（4/17）

三．徵召宣教士：最近紛紛有傳道人與我們接觸，表明對中
國宣教的負擔。是的，中國教會需要大量的工人，你若聽
見了神的呼召，歡迎與我們聯絡，一同參與在這偉大的宣
教使命行列。等你出來服事的不是哪個團隊或個人，而

是神與神的國！

9. 台北禮賢會主日講道（4/24）

中國福音會台灣區會總幹事

2011年2月10日

中國福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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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收支 （TWD）
本期奉獻收入

665,580

本期支出

711,376

本期結欠

-4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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