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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向萬民作見證，然後結局才來到。」

      (馬太福音廿四14，新譯本)

孟寶松牧師

美國福樂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已故退休宣教學教授溫德博士 (Ralph D. Winter) 曾描述現代宣教的三
個時代，簡述如下：(註1)

一、從沿海登陸 (1792-1910)

現代宣教時代由現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1761-1834)開始。克里本來是一名英國的補鞋匠，因為看

見要完成基督大使命的重要性，於1792年寫了著名的《簡論》(An Enquiry)，興起了歐洲和其他地區的教會的宣教

熱潮。1793年他被差派前往印度宣教，同年11月到達印度的加爾各答 (Calcutta)。在這個時代，神興起了許多宣教

團體(差會)，循著歐洲的現代化和殖民主義的發展，宣教士被差往沿海地區的殖民地。

二、向內陸推進 (1865-1980)

內地會的創辦人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人物。當時各國的差會宣教士都集

中在沿海的城中傳福音，戴德生卻呼籲要向內陸推進，將福音帶入內陸未得之群體。1865年，他成立了中國內地

會 (China Inland Mission)招募宣教士入中國內地傳福音，在短短一年內招募了21位宣教士深入中國的內陸，建立

許多的教會領人歸主(註2)。中國內地會是一個「信心差會」(Faith Missions)，不受任何宗派控制，一切憑信心，

全仰望神的供應。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到1940年世界各地幾乎都建立起教會，甚至許多人以為普世福音化的重

任似乎已經完成，宣教的日子可以快結束了，主快回來了。(太廿四14)

三、贏得「未得之民」(1934 – 現在)

在這個時代有三位主要人物：1) 金綸湯遜 (Cameron Townsend, 1896-1982)、2) 馬蓋文 (Donald McGavran, 1897-1990)、和
3) 溫德 (Ralph Winter, 1924-2009)。湯遜關注那些沒有聖經譯本的語言族群，馬蓋文則指出被忽略的社會群體。他們兩位分
別從民族語言學和社會文化學的角度來看；相同的是，他們把宣教的基本問題從「去何處傳福音」(where)轉移到「向誰傳
福音」(who)。

在上期《崇真MISSION》我們看見在過去兩千年的宣教浪潮，基
督教的發展是從一個文化拓展到另一個文化。最令人驚訝的是，
現今宣教的浪潮已經由歐洲和北美洲，轉移到亞洲和非洲。

1917年湯遜前往中美洲的危地瑪拉宣教，他留意到有許多族群沒有自己的母語聖經，他便開始了聖經翻譯的工作，目的為
全世界所有的族群翻譯自己母語的聖經(最基本是新約聖經)，最終在1934年成立了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和世界少數民族語言研究院(SIL)。馬蓋文牧師也是一位宣教士，當他仍在印度事奉時，他留意到印度的獨特文
化製造了許多不同的「族群」(People Group)。一個族群一旦被福音突破，宣教便產生了「群體歸主」的現象 (People 
Movement)。溫德博士在他們的發現中，提出「未得之民」(Unreached Peoples)的概念。所謂「未得之民」，就是一個族
群沒有足夠的基督徒去將他們的族群福音化(Any ethnic or ethnolinguistic nation without enough Christians to evangelize 
the rest of the nation) (註4)，也有學者定義為「未夠百分之二的基督徒族群」(註5)。

據統計，全世界有17,473個族群，77.6億人口，其中有7,441個「未得之民」的族群，約有32億4千萬人，約佔全世界人口
42.6%，其中絕大部份是穆斯林和無神論者。(註6)

今天，我們生活在第三個宣教時代的末期，面對著32億4千萬的「未得之民」，

誰願意委身投入這宣教的行列，去到他們的中間，將福音傳給他們呢？



美國福樂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已故退休宣教學教授溫德博士 (Ralph D. Winter) 曾描述現代宣教的三
個時代，簡述如下：(註1)

一、從沿海登陸 (1792-1910)

現代宣教時代由現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1761-1834)開始。克里本來是一名英國的補鞋匠，因為看

見要完成基督大使命的重要性，於1792年寫了著名的《簡論》(An Enquiry)，興起了歐洲和其他地區的教會的宣教

熱潮。1793年他被差派前往印度宣教，同年11月到達印度的加爾各答 (Calcutta)。在這個時代，神興起了許多宣教

團體(差會)，循著歐洲的現代化和殖民主義的發展，宣教士被差往沿海地區的殖民地。

二、向內陸推進 (1865-1980)

內地會的創辦人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人物。當時各國的差會宣教士都集

中在沿海的城中傳福音，戴德生卻呼籲要向內陸推進，將福音帶入內陸未得之群體。1865年，他成立了中國內地

會 (China Inland Mission)招募宣教士入中國內地傳福音，在短短一年內招募了21位宣教士深入中國的內陸，建立

許多的教會領人歸主(註2)。中國內地會是一個「信心差會」(Faith Missions)，不受任何宗派控制，一切憑信心，

全仰望神的供應。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到1940年世界各地幾乎都建立起教會，甚至許多人以為普世福音化的重

任似乎已經完成，宣教的日子可以快結束了，主快回來了。(太廿四14)

三、贏得「未得之民」(1934 – 現在)

在這個時代有三位主要人物：1) 金綸湯遜 (Cameron Townsend, 1896-1982)、2) 馬蓋文 (Donald McGavran, 1897-1990)、和
3) 溫德 (Ralph Winter, 1924-2009)。湯遜關注那些沒有聖經譯本的語言族群，馬蓋文則指出被忽略的社會群體。他們兩位分
別從民族語言學和社會文化學的角度來看；相同的是，他們把宣教的基本問題從「去何處傳福音」(where)轉移到「向誰傳
福音」(who)。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以賽亞書六8)

註：

(1) 陳惠文編，《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香港：大使命中心，2016年，頁235-245。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dson_Taylor

(3)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挑戰視野 - 通用版》，頁25。

(4) https://en.wikipdia.org/wiki/Unreached_people_group

(5) 同上

(6)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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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我們唯一的保障

經歷個多月的疫情控制，3月開始，疫情像是穩定下來，所有地方也重新開放。夜店和酒吧也正式開
門，本打算去探訪，但是隊員生病及時間未能配合，極希望在泰國新年前至少可以出隊一次，可惜計
劃不似預期。4月初曼谷巿中心高級夜店、酒吧或卡拉OK有大規模感染個案，疫情擴散至整個泰國。
原本我們的事工在2月中開始逐步復工，3月已回復正常，但疫情再攀高峰，事工必須全面停止。泰國
新年的回鄉及旅行潮後，疫情由嚴重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第三波疫情傳播迅速，2,839人確診暫時是4
月份單日最高感染的一天，4月份單月確診累計36,290例，至5月2日累積確診68,984個案及245死亡個
案。曼谷成為疫情最嚴重的省，醫療系統已負荷不了，現超過1,500確診者等待入院治療，更有患者
等不及入院而死於家中。本已受重創的經濟再雪上加霜，因著政府沒有及時作出防疫措施，反軍政府
的聲音又再高速傳播。請記念泰國的疫情、醫療、民生和政治情況。

有一位在清邁的德國義工Merla來探訪我們隊，我與德國同工Christine一起統籌於4月6-8日於兩個區內
舉辦暑期聖經班。感恩天父垂聽禱告，第一天於Makro貧民區完成活動時，看風雨欲臨，我們仿以「9
秒9」的速度趕回大馬路上，踏上公車往商場吃午餐，雨才嘩啦嘩啦開始下著。飯後我們再次出發往
另一個區，離開商場至抵達貧民區也沒有下雨，完了活動才下滂沱大雨。我們祈禱往後兩天也有合宜
的天氣，天父便在兒童活動結束後才讓雨下來。原本澳洲同工也負責一部分，因為身體不適所以未
能參與，但感恩有泰國同工齊來協助。最後Hua Mak區來的小孩也願意接受主耶穌為救主。看著小孩
單純的信心和歡樂，令我更深明白進天國要像小孩的意思。

我們答謝Merla的幫忙，因新加坡同工Deborah很想家，便邀請她一齊去吃香港師傅弄的中菜。她真的
有宣教士的特質 - 喜歡嘗試新東西，想像她是從沒見過一條有頭的魚放在餐桌上吃。她於泰國也試過
吃炸昆蟲，並期待榴連季節時試試泰國的果王。Merla利用升大學前的一年來泰國服侍，她於清邁宣
教士子女的德語宿舍幫手。她很感恩疫情期間也能順利入境，並與宿舍的宣教士子女一同生活，記念
Merla 7月便回德國升大學，她希望修讀社工管理，求主繼續帶領和保守她。也請記念 Deborah 和
Christine，她們也很想家。也記念在神學院教書的馬來西亞同工Genevieve，她哥哥病重，很想回家探
望，可惜疫情的緣故未能成行。

泰國同工Aeh 4月6日做了手術，需要休息一個月。她說笑整隊也陪她一同休息。4月底上了一連三天
的營商宣教會議BAM Congress，有很多啟智的學習。述職回來已打算開始計劃營商宣教，這個會議很
有幫助，更有機會連繫了在泰國的營商宣教同工。

由於疫情令不少人失去工作，我們原本打算把救援包送往貧民區，但基督教環保回收公司讓同工在家
工作，貧民大聲呼喊需要幫助，同工聯絡了泰國基督教傳媒CBN，感恩他們願意幫助一個區的居民。
我們隊也思考如何幫助貧民區的人如何創造工作和收入。初步想到收集九成新的二手物品，往巿集擺
賣。從中訓練貧民各種技巧，更有機會一齊敬拜和學習上帝的話語。此外，也思想找相關專業人士教
貧民或美女一些技術，如烹調、烘焙或美甲、手作等，讓他們自己建立小生意。還有一個項目很想開
展 - 就是環保工作，除了之前已開展的布衞生巾縫製外，也想回收廚餘分解等。如果你有感動支持貧
民二手巿集，可以聯絡我有關詳情或直接把一些二手東西以較廉價的泰國運輸公司船運來曼谷，Thai 
Logistics聯絡電話：9281-0616。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或譯：力
量），我還懼誰呢？」詩篇廿七1

5月1日開始禁堂食，這日子不知道維持多久。泰國政府限制深
紅區只能有20人的聚會，教會也於網上進行，同工們再次只能
網上見。我們想到以網上繼續兒童活動和查經。星期六總算在
網上與小孩見面了，除了他們的網絡穩定問題外，網上兒童活
動挑戰其實還真不少。此外，連我們歡迎隊長一家的活動一再
改期，深盼6月能親身見面。還有6月底四天的泰國區會議不知
道能否如期進行。請大家記念。

第一位信主受洗的婆婆又搬家了！星期六早上隊長和我幫他們
搬了點東西，由於公公不能再坐在地上，婆婆要求椅子，便把
家中的椅子給他們。這是我2013年認識他們後，第6、7次搬家
了！每次婆婆也能招聚一些街坊認識耶穌。求主幫助公公婆婆
繼續為主作見證。

這個月本是最熱的，感恩待家的日子天父提早兩個月帶來大量
雨水，雖變成了宅女，但不至於成為如咸魚般臭臭。「米奇一
家」可能搬走了，但是「訪客」還是不斷，天父的創造真奇
妙，變色龍和跳躍力極高的蛤蟆也很嚇人！廁所的維修終於在
上星期完成了！十分感恩！現在可以於停工期間，在網上進修
輔導課程。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因潘潘在山國的事工敏感，

她的分享只登載於實體文字版，

請勿轉載分享。)



代禱事項

請為總差在疫情下的事工代禱，特別記念5月11日晚上的總差代表部員大會(網上)。

為總差各功能小組代禱，疫情下只有網上會議，求主加力。

為總差的三位宣教士代禱。特別記念潘潘在山國的事奉，和山國的疫情；蘇姑娘
在泰國疫情嚴峻，求主憐憫泰國人民；羅牧師在8月開始的述職安排仍未決定，求
主引導。

為今年總差的短宣安排代禱，祈望在暑假後可以開關去台灣及沙巴。現在計劃用
網上探訪沙巴的教會。請切切禱告。

黃埔堂普通話分堂網課

轉眼間，春天已經開始了，天氣漸暖，而且有點像初夏
的感覺。疫情仍然反覆，時好時差，非常影響總會的事
工。我們仍然網上開會、網上教學和網上禱告會。感恩
的是，我已完成教授兩個總差網上課程，分別是1月29日
至3月12日的黃埔堂差傳課程，和3月5日至4月16日的黃
埔堂普通話分堂的差傳課程。現在仍然教授另外兩個總
差網上課程，分別是深水埗堂(4月22日至6月3日)和海聯
堂(4月26日至5月31日)，求主加力。

差傳消息及代禱

4月13日至5月12日是今年的穆斯林的齋戒月，總差推動
全球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運動，每天早上轉載禱告手
冊資料，在不同的群組發放，同心為世界穆斯林歸主禱
告。

6月8日、15日、22日一連三個星期二晚上7時30分至9時
在總會在信義宗聯合差傳課程《風潮中的中國教會宣教
史(1842-1937)》，請踴躍報名！截止日期：6月1日。

  (請素描QRcode網上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