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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序

二千年前，當耶穌基督與十一個門徒在那相約的山上，準備

向他們宣佈「大使命」時，馬太福音的作者特別記載了一個小小

的觀察，就是「還有人疑惑」（太二十八 17）。當年在復活的

主面前，那些曾貼身跟隨主的門徒，也見過復活了的耶穌，竟然

仍有「疑惑」。看來今日當我們面對「大使命」時，有一點「疑

惑」也實在不足為奇。可是「疑惑」是甚麼？我們要如何除去「疑

惑」呢？

馬太福音中使用「疑惑」這個字共有三次：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

呢？」（太十四 31）

耶穌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

能行無花果樹上所行的事，就是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地，

投在海裏！』也必成就。」（太二十一 21）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太二十八 17）

從頭兩段經文可見，在馬太福音中「疑惑」是跟「信心」相

對的，「疑惑」就等同於「欠缺信心」，並非「不信」，卻是「小

信」；不是否定主，而是有「疑惑」，以致未能全心投入而卻步。

耶穌給門徒頒佈使命時，當然知道門徒的「疑惑」，然而他

幫助門徒面對疑惑的方法不是去安慰他們說，大使命有多容易；

他也沒說門徒可以選擇比較容易的任務，做不來就只做那些容易

成功的；他也不去提高門徒的自我形象說他們有多聰明、恩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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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厲害，所以不用擔心云云。他卻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

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太二十八 18）。

前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在 1962年一篇演說中談到要把太空

人送上月球時，他說：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in this decade and do the other things, not because 

they are easy, but because they are hard, because that goal will 

serve to organize and measure the best of our energies and skills, 

because that challenge is one that we are willing to accept, one we 

are unwilling to postpone, and one which we intend to win, and the 

others, too.（大意是說選擇上月球不是因為它容易辦到，而是因

為它是困難的，是不容延遲的事，也是許勝不許敗。）

同一道理，要投身大使命不是因為它容易，相反這是又大又

難的；但是耶穌基督比它更大，所以我們要去，所以我們能去。

當我們要履行大使命，就會面對不同的「疑惑」，但耶穌基督要

我們注目於祂自己，因祂已經擁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祂是萬

王之王、萬主之主，祂要我們倚靠祂的權柄和能力去使萬民作主

門徒。在人看，使命是困難的，但它卻是刻不容緩的事，也是終

必成就的任務，因為主常與門徒同在（太二十八 20）。

那我們怎樣可以由「疑惑」進到「相信」呢？最好莫過於按

主的方法，查考神的話語，讓祂親自透過聖經對我們說話，讓真

理的聖靈引導我們明白神的心意，建立對神的信心。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遵守。」（太二十八

20）神的話不止於教訓，查經更是為着要遵守。感恩本書的查經

資料不單有助增進頭腦的知識，也對我們行道帶來挑戰，其中的

教訓及鼓勵十分寶貴。願教會透過這查經導引，重新確認主的心

意以及祂給我們的大使命，也對神所吩咐的有關教訓，重新從頭

到尾檢視和實踐，除去我們對差傳使命一切的疑惑，能以全力投

入，回應呼召。互勉。

陳家良牧師

基督教靈光中文堂主任，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現任〔第三十九屆〕董事

林序

誠意邀請您開啟心靈，明白宣教的主對普世及您的心意……

作為堂會中推動宣教的牧者，聽見弟兄姊妹對宣教感興趣，

甚至願意投入和參與，都會感到很振奮。然而宣教是否只是少數

熱心的弟兄姊妹的專利呢？我們該如何開始認識宣教？除了個人

對宣教有主觀的感受和熱誠外，還需要甚麼以幫助身邊的弟兄姊

妹、甚至自己去印證宣教的呼召呢？

信徒要考慮是否有神的宣教呼召，可以先從 ABCDE五個方

面檢視自己：

Age — 年齡方面，個人認為 28-35歲是投身作前線宣

教士的黃金年齡，一方面要有一定程度的人

生閱歷，也不能太年長，因為需要格外適應

的能力。

Bible lover — 對聖經是否熱愛，有沒有起碼讀完一次。

Commitment — 委身的程度，不論是對工作或事奉的態度，

甚至是個人感情生活及蒙召的經歷。

Discipleship — 個人學習作主門徒的表現，以及有否帶領別

人作主門徒的經驗和能力。

Evangelistic — 樂意傳揚福音的動力，對人是否有興趣、語

言的表達能力，以及有否經歷福音的活力。

以上五點中，個人對聖經的熱愛，又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要

素，因為我們回應上帝的心意，都是從明白神的啟示而來。信徒

讀經、研經的目的，除了是去認識上帝以及祂的心意外，更重要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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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杜麗莎的迷惘

杜麗莎十分灰心與沮喪，後悔來到馬來西亞。回想起初得知

可以在吉隆坡一家醫院工作時，她覺得這是個上好的機會，不僅

因為當護士的薪金高，而是正如她向父母解釋：「我不能以宣教

士的身分到馬來西亞，但可以在那裏當護士為基督作見證。」

杜麗莎所屬的教會十分支持她前往馬來西亞工作，甚至差遣

她以帶職宣教士的身分去。她仍記得差遣禮當天非常興奮，及後

在機場送別時那依依不捨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初到馬來西亞的幾個月，一切充滿着新鮮感。她喜愛探索新

環境，品嚐新的食物，也愛結交新朋友。她發現馬來語並非如想

像中的難學，感到喜出望外。

新相識的馬來西亞朋友對她有興趣學習本地的語言及風土人

情，甚是欣喜，不但介紹她到自己喜愛的商店，更邀請她到家中

作客，甚至帶她到華麗的清真寺參觀。

然而令杜麗莎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清真寺宏偉的建築，而

是穆斯林在信仰上的委身，他們每天熱切虔誠地五次禱告。「如

果我記得每天禱告一次也算是不錯了。」她心裏苦笑。

她站在後方，與他們祈禱的地方隔着一座精緻的木雕屏風，

此情此景令她不禁跟自己教會敬拜的情況作比較：「基督徒是否

如這些穆斯林一般認真地敬拜？我們是否抱着同樣的尊崇和敬畏

來到神面前？」

的就是要將之實踐出來。在知識上了解神的心意，不代表能夠行

出來，特別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知更多、識更廣，當然沒有

吃虧；但有知識卻沒有行動，充其量只代表資料庫夠大而已，生

命不一定能因而改變。

本書旨在幫助讀者在研讀和查考聖經的過程中，先從更明白

上帝拯救萬民的心意開始，繼而引導讀者考慮一些個人反省問

題，反思宣教對你的關係與意義。當然，答問題的時候，讀者能

逐漸學習如何處理和解釋經文，但更重要的是：藉着這 24課查

經資料，幫助我們先認識宣教的上帝本身，以致推動我們回應祂

的宣教使命。

本書提供了一個紮實的研經進程，鼓勵你以自己當下的處

境來回應上帝的心意。只要肯認真、仔細地用，相信聖靈會幫

助你更深的認識祂，讓你活潑地與宣教的主對話，並且回應祂

的心意。

閱讀本書的時候，我心中常湧現「興起為耶穌」這句子，它

既是一首耳熟能詳的傳統聖詩，也激盪着心靈中那份對上帝及教

會熱熾的期待。「興起為耶穌！」多麼盼望是這一代基督的教會

以及眾信徒真實的寫照；同時又深切地禱告主，讓它不僅是一句

伴隨滿腔熱情的口號，更是讓心靈開啟、留心聆聽宣教的主吩咐

的歷程。畢竟，神的聖言該是神子民（你與我）同來順從宣教之

主的基礎。

林偉俊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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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會覺得自己是這個伊斯蘭教國家裏唯一的基督徒。縱然

與朋友相聚，孤單的感覺總是揮之不去。文化衝擊所帶來的壓力

漸漸蠶食她的自信，信心亦開始動搖，心裏的懷疑與日俱增：「基

督真是唯一的道路？伊斯蘭教沒有救恩嗎？我有權向他們宣講基

督嗎？是否正如我的人類學教授所說：傳福音只是帝國主義的一

種表現？」

杜麗莎最後不得不承認：「我不只灰心與沮喪，更是困惑。

或許我只管做好我的工作，不要再想傳福音了。」

丹尼牧師的苦惱

「或許到外面呼吸一口新鮮空氣會有幫助。」丹尼牧師想

着，並步出家門。他與許多牧師面對着同一個難題：明天就是教

會的「差傳主日」，但至今仍未確定講道的經文，大部分有關宣

教的經文已經講過了，想不出甚麼新的可分享。

這不是因為丹尼牧師不認同差傳，事實上他殷切期望自己的

教會可以成為一家大使命的教會，努力承擔起使萬民作門徒的使

命。

況且，他知道在講道中經常提及神對萬民的關注，對推動信

徒委身差傳十分重要，但現在就是想不出新的題材。

望着萬里無雲的夜空，他憶起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他的

後裔必多如天上的繁星。一個模糊的意念在他腦海中浮現：「神

豈不是還告訴亞伯拉罕一些關乎萬國的事嗎？這與差傳有何關

係？」

大學生賓治的困惑

「我將會取得學位，有一份理想的工作，然後娶妻、買房子、

生兒育女，過着幸福的生活。」當賓治最初考進這所國外的大學

時，實在是這樣打算，直至遇上麥卡度教授。

賓治從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但藉着麥博士的幫助，他才明

白到，人知道有神跟藉着接受基督來與神建立關係，有很大的分

別。在大學一年級時，賓治讓基督成為他生命裏的救主和主宰。

然而，麥博士對他的影響不僅如此。賓治發覺她真心關懷學

生，特別是那些從其他國家來的。她常向人分享福音，又以行動

多方面表明基督的愛。藉着她的教導和榜樣，賓治知道基督徒不

只是追求個人的平安與豐盛，更應為基督並祂的國度而活。

賓治自己也開始參與向留學生外展佈道工作。他性格外向開

朗，很容易結交朋友。雖然投入參與就要付出很多時間，但他仍

滿心感謝神使用自己來影響別人的生命。

在一次為留學生舉辦的遠足攀山時，麥博士問賓治：「你畢

業之後有甚麼打算？」

賓治回答：「嗯，我仍不肯定。當初出國唸大學，我只是想

將來掙到一份高薪厚職，但現在覺得這樣很膚淺，你有甚麼建

議？」

麥博士微笑着回應：「你有農業方面的知識，在東南亞很多

地區都用得着。或許神帶領你來這裏，就是要裝備你作跨文化的

服侍。」

「你的意思是，我應該當宣教士？」賓治打岔，內心感到不

安，甚至有點困擾，因為他不曾到過外地，不知道自己是否願意

離開家人和朋友。

麥博士微笑着說：「不一定，請放心。以宣教士的身分事奉

神只是其中一個可能性，亞洲的需要和機會多的是，或許神要這

樣使用你，但也可以在這裏使用你。」

賓治不安的情緒稍為紓緩，但當麥博士說下去，他仍然思潮

起伏。麥博士說：「賓治，重要的是我們要成為一個心懷普世的

基督徒，具有神關懷萬國萬民的心腸。神不需要每一個人都去當

宣教士，但肯定想我們以不同的途徑全然奉獻自己的生命來履行

大使命。」

這對賓治來說是一個嶄新的觀念，但他開始明白。「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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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成為一個心懷普世的基督徒呢？」

麥博士笑說：「我想你不曾這樣問過吧！首先是從神的角度

去看萬族萬民。」麥博士揭開聖經，指出神從起初已定意萬族都

要認識祂。

以上的故事，你是否感同身受？你有類似的經歷或問題嗎？

雖然這些人物並非真人真事，但他們卻反映現今的真實情況。以

下所描述教會的宣教概況，正是華人教會的狀況嗎？

很多教會正積極參與宣教，各宗派都在策劃和組織，以期差

出跨文化宣教士；差會增加宣教士訓練；神學院開始設立宣教科

目。神正在興起人來推動宣教，好叫大使命教會倍增。宣教會議

及研討會在不同地區舉行；宣教禱告行動正在增長；還有不少宣

教通訊、書籍及刊物。這一切努力的結果使教會開始發展跨越文

化界限的福音工作。

我相信在普世宣教的任務上，神要華人信徒扮演一個特別的

角色。一方面，華人無論在亞洲或中東地區都比西方人更容易被

接受；而整體來說，適應力也強。如今，有些人在本地向異教徒

或少數族裔傳福音，更有人成為宣教士，前往亞洲或世界不同國

家去。

神已將一些黃金機會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該如何好好把握？我們

該如何差出宣教士，又使他們的服侍得以維持並人數不斷增長？

重要的關鍵之一是深入認識差傳的聖經基礎。若然要使忠誠並有

效宣講福音的宣教士倍增，我們必須確信宣教是神自己的心意。

本書
寫作目的

本書旨在幫助讀者探究聖經中關乎普世宣教的主要經文，我們將

會探討以下問題：

‧為何要差傳？

‧萬族萬民與神的救贖計劃有何關係？

‧宣教宏業的核心是甚麼？

‧教會的使命是甚麼？

‧聖靈在普世宣教方面扮演甚麼角色？

‧我們有權向異教徒傳福音嗎？

	

你將會發現，差傳的聖經基礎不僅限於某幾段關乎大使命的

經文，而是建基於全本聖經，正如神學家約翰史托特（John	

Stott）所說：

「所以，普世宣教是整本聖經要我們履行的使命。這使命是

建基於神的創造—全人類都要向祂負責；也是因着神的屬

性—祂既滿有慈愛和憐憫，又與人相交，不願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都悔改；亦是源於神的應許—萬族都要因亞伯拉

罕的後裔得福，並成為彌賽亞的後嗣；又藉着主耶穌基督—

祂已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被升為至高，萬口皆稱頌；

還有神的靈—祂使人知罪，為基督作見證，驅動教會傳揚

福音。神的教會是跨越國界的宣教群體，要遵行使命直至基

督再臨。」

只讀一次上段文字，未必可以讓你完全掌握史托特話裏的意思，

請你再慢慢細閱一遍，留意其中的重點。基本上，它指出宣教的

命令貫穿整本聖經，讓我進一步解說：

你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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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創造—

	 因為我們都是祂造的，所以要向祂負責。

‧基於神的屬性—

	 我們讀聖經，就曉得神既充滿慈愛和憐憫，且與人相交；祂也

願意尋找失喪的人，因為祂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神的應許—

	 在創世記十二章，神首先應許亞伯蘭（後稱為亞伯拉罕），萬

族都要因他得福，這也是對他的呼召。

‧基於主耶穌基督—

	 基督超越宇宙一切的權柄，配受所有人尊崇和順服。

‧神的靈—

	 聖靈在地上的工作不僅是教誨和激勵信徒，更使人知罪，賜人

力量為基督作見證，並推動教會傳福音。

‧神的教會—

	 教會是由萬族萬邦的人組成，性質上是一個受命去宣教的群

體，直至耶穌再降臨。

本書的
對象

宣教士—期望你可以透過研讀不同的經文，更加肯定自己對神

的委身；願神的話語重新激發你的熱忱，在列國之中繼續宣揚祂

的榮耀，並使你更有膽量、愛心和聖靈的能力。這對你的靈性健

康和工作果效十分重要，同時更有助你將宣教的異象帶給神差派

你去服侍的群體。若神在那裏興起宣教運動，將是何等美妙！

牧者—你們是否遇過丹尼牧師的苦惱？若你衷心渴望自己的教

會成為大使命教會，又感到難於找到合適的資源，助你從聖經不

同的部分預備宣教講章，這書必定適合你！本書寫作的方向雖然

不是從講道大綱出發，卻能幫助你發掘箇中的真理。期望透過研

讀本書，加上禱告的心，可以助你預備講章，將其中經文的真諦

傳遞給會眾。

神學生、教會同工及信徒—本書也是為你而寫，讓你更深認識

神，更清楚明白將福音帶到萬族萬邦的重要性，並願意參與其中。

若要華人教會真正成為「安提阿教會」，我們不僅需要宣教士和

具有宣教異象的牧者，更需要多些實踐大使命的教會和心懷普世

的基督徒，你在這方面具有重要的角色。

宣教學老師—宣教神學與差傳聖經基礎的書對你來說，是不可

或缺的。若能用一本查經手冊來幫助學生個別掌握聖經中主要的

宣教經文，豈不更好？本書正切合此需要。

讓我們為着神的榮耀，齊心努力地在華人教會發動強大的宣教

運動！

使用
指引

本查經手冊當然可作個人研讀，但透過小組討論，裨益將更

大。所以，建議讀者組成查經小組，彼此分享，定必使各人得着

從神話語中發掘真理的樂趣和果效。

書中多以一課討論一段經文，請先禱告，求神打開你的心

靈，並賜你悟性去明白真理，然後細閱經文數遍，接着才回答 

問題。

問題的設計期望達到以下目的：首先，對經文內容有基本掌

握，例如人物、時間、地點、事件、原因、結果等等；第二，明

白神在這段經文要向我們說甚麼，有何教導；第三，着重帶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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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經文與普世宣教的關係。

最後，要將所領受的應用在日常和教會生活中，不然，我們

所得着的就不完整了。每課最後的「進深思考」部分，讓有心志

的讀者更深入研讀和思考。

總的來說，期望透過這查經手冊可以激勵你的心志、擴濶胸

襟，並付諸行動。

預備好了嗎？讓我們一起開始。

神一直
想念着你

經文：創世記十一 1-十二9

在祂完美的旨意之中。i

平安穩妥不在於
我們以為沒有危難，

乃是在乎神的同在，並安然

巴赫（T. J. Bach）

1881-1963

委內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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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
內容

經文：

創世記十一 1-9

1 為甚麼人要建造一座塔？（十一 4）

2 他們這樣為何是一種悖逆的行為？（十一 4，九 1）

3 神對人類的悖逆有甚麼回應？（十一 5-9）

人類不但惡貫滿盈，現在更是各說不同的語言，並且分散在全地

上。神創造人，原是叫人可以認識祂、享受跟祂一起和榮耀祂。

但從創世記，我們看到神創造的本意未能達到，因此神預備展開

救贖計劃。

經文：

創世記十一 10-26

本段涉及洪水至亞伯蘭之間的多個世紀。閃族是閃的後裔，包括

阿拉伯人、巴比倫人、希伯來人及腓尼基人。

雖然蓮黛十分享受探親

的旅程，但當她將要回家，

就更感高興，因她一直掛念

着丈夫及孩子。她的袋子裏

載滿了手信，每想到將禮物

送給家人時歡樂的情景，她

便會心微笑。

為甚麼手信別具意義

呢？因為它代表一份關心，

表示有人在掛念你。你可知道神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想念你呢？

雖然在初期教會出現之前，信徒一直沒有積極將福音傳與外

邦人（非猶太人）。但神的心由始至終都關注着萬族，我們從創

世記十二章，看到神對亞伯蘭的呼召，就可以明白這點。

經文
背景

人類的歷史算不上有一個輝煌的開始。先是亞當和夏娃不聽神的

話，接着是該隱犯罪，後來人類越見敗壞，甚至「耶和華就後悔

造人在地上」（創六 6），使洪水臨到大地；最終除了挪亞一家，

所有人都被毀滅。可是，洪水過後，人類的景況卻沒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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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創世記十一 27-32

4 本段記載了亞伯蘭的族譜，請配對以下人物與亞伯蘭的關係：

 他拉 a. 兄弟

 撒萊 b. 侄兒

 拿鶴 c. 父親

 羅得 d. 妻子

 哈蘭 e. 侄女

 密迦 f. 兄弟

5 十一 30 說明了關於撒萊 ii的甚麼重要資料？

 （十二 1-3將進一步解釋這項資料的意義。）

6 誰與亞伯蘭同往哈蘭？

經文：

創世記十二 1-3  亞伯蘭蒙召 iii 

7 請用自己的說話演繹耶和華對亞伯蘭的呼召。

8 耶和華何時第一次對亞伯蘭發出這個呼召？（徒七 2-3）

9 耶和華對亞伯蘭有甚麼應許？（十二 2-3）試比較神所要賜給亞

伯蘭的恩典與他離開本族本鄉的代價。

10 你認為亞伯蘭要相信神的應許，會遇到甚麼難處？（十一 30）

11 如果你身處亞伯蘭的景況，有何感受？

12 神應許要藉着亞伯蘭成就甚麼事？（十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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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認為神說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亞伯蘭得福，是甚麼意思呢？

（十二 3；徒三 25-26；加三 6-9）

14 你自己與你的教會可以怎樣成為流通的管子，使地上萬族得福？

經文：

創世記十二 4-9 

15 亞伯蘭對神的呼召有甚麼回應？

16 亞伯蘭要在哪些方面具備信心，才能順服神的呼召？

17 神進一步應許他甚麼？（十二 7）

總結

神應許藉亞伯蘭賜福給萬族，最終是透過差派耶穌基督成為世

人的救主。亞伯蘭當然不會明白這點，亦測不透他如何可以成為萬

族的祝福。然而，我們若以新約啟示的亮光，再看創世記第十二章，

就明白到神的心意不單是為猶太人，而是給所有的民族帶來救贖的

恩典！

以上查考的經文，可以一個

滴漏去表示，寬闊的頂端代表創

世記第十章的列國，然後轉移至

十一章的閃族，再收窄至十一章

末的他拉一家，以至在十二章集

中於亞伯蘭的身上。

神不單賜福給亞伯蘭和他

的後裔以色列，而是要他們成為

萬族得福的途徑。這個計劃的巔

峰就是神差派彌賽亞—耶穌

基督。

今天，我們已得着從亞伯蘭

而來的福氣！神一直想着你！

可是神要萬族得福的計劃仍未成就，在許多的地方，就是一家

福音派教會也沒有。近一點，在亞洲很多族群，仍然有很多群體未曾

得着救恩之福，因為他們沒有屬於自己語言文化的教會。事實上，亞

洲是未得之民 iv 的集中地，大約佔 60%！我們有權利，亦有義務成

為他們得福的途徑。

試想一想，每當我們參與宣教，就是有份成就神在四千年前對

亞伯蘭的應許，也讓神救恩的祝福延伸到萬國之中。

列國
	 	 	

	 閃族
	 	 	

	 他拉一家
	 	 	

	 						亞伯蘭
	 	 	

														以色列
	 	 	

										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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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深
思考

1 神對亞伯蘭的應許，在聖經不同的經文中重複出現。請看以下

經文，明白神如何向亞伯拉罕並他的後裔一再重申祂原來的

應許：

 

	 神對亞伯蘭（亞伯拉罕）的應許—

 創十三 14-17，十五 1-21，十七 1-22，十八 16-19，二十一 8-13，

二十二 15-18。

	 神對以撒的應許—

 創二十六 1-6，二十六 23-24。

	 神對雅各的應許—

 創二十八 10-15，三十五 9-13，四十六 1-4，四十八 1-4。

	 神對摩西的應許—

 出三 1-10，六 1-8。

2 在聖經裏，亞伯拉罕常被引為信心的典範（羅四 1-25；加三 6-9；

來十一 8-19），我們該如何效法他的榜樣？ 

3 使徒行傳第三章記載，一個生來瘸腿的人得醫治後，羣眾聚集

在所羅門的廊下，彼得向着他們這些猶太人講論，引用神多年

前對亞伯蘭及列祖的應許，說明祂要賜福給萬族。彼得說：「你

們是先知的子孫，也承受神與你們祖宗所立的約，就是對亞伯

拉罕說：『地上萬族都要因你的後裔得福。』神既興起他的僕人，

就先差他到你們這裏來，賜福給你們，叫你們各人回轉，離開罪

惡。」（徒三 25-26）

 你有沒有想過得以轉離罪惡也是福分呢？一般來說，我們認為

福氣就是身體健康、友誼或物質上的好處。然而神使你離開罪

惡和自我，以致可以享受祂的同在，並服侍祂，這是何等大的

福氣（參徒十一 18；羅二 4）。請細想回顧這奇妙的祝福，然

後以禱告向神感恩。

注 :

i Pearls from Many Seas（Wheaton, IL: Van Kampen Press, 1951）, 32; 引自 Vinita Hampton 
and Carol Plueddemann, comps., World Shapers: A Treasury of Quotes from Great Missionaries 
（Wheaton, IL: Harold Shaw, 1991）, p.73。

ii 撒萊其後改名為撒拉﹙參創十七 15﹚。

iii 嚴格來說，這不是亞伯拉罕之約﹙參創十五﹚，但這裏提及的應許其後正式成為該約的
一部分。神無條件地應許將「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底大河之地」賜給亞伯拉罕的後裔
﹙十五 18﹚。

iv 未得之民是指一個民族中未有具規模和自立能力的教會，故仍須要靠外來的幫助在該群
體中傳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