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 福音的传播

“福音传播”（Evangelism）源自以阿提卡方言为主的希腊通用语ευάνγελος

（eu-angelos），意思是“好消息的带来者”。教会蒙召向世界传播福音，这包括你

的耶路撒冷和你的地方社区（徒１:８）。

在我们周围的许多人还没有听说过耶稣的名字。但是，我们多数人生活在一个

有基督教会的社区，我们在教会中服侍，使基督改变生命的信息为人所知。我们如

何向那些尚未发现上帝爱他们的人传递我们的信仰呢？

第一节 信仰经历

学习目标：

10.1.1 说明人们未成为基督跟随者的原因。

10.1.2 解释信心飞跃的意义。

第二节 向家人传福音

学习目标：

10.2.1 证明我们向家人和他人传福音动机的正当性。

第三节 教会与世界

学习目标：

10.3.1 论述教会如何影响世界。

第四节 国内传道

学习目标：

10.4.1 明确谁是你的邻舍。

10.4.2 在你服侍的区域范围内找出一个“撒玛利亚”的例子。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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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说明人们未成为基督

跟随者的原因。

1. 因宗教信仰跟随基督与

因想与神有生命连接而

跟 随 基 督 之 间 有 何 不

同，为何将二者区别开

来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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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仰经历

非洲公司的（African Enterprice）创始人南非人迈克尔・卡西迪（Michael 

Cassidy）用一个古老的故事来向那些信心摇摆不定的人发出了明确挑战，这些人怀

疑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故事的内容大致如下所述。

许多年前，有人在一个罐子里发现了下面这封信。罐子被人绑在遥远沙漠小径

上的一个水泵旁。

1932年6月，这个水泵可以正常使用。我在泵里放了一个活塞垫圈，这

个垫圈应该能用五年，但是垫圈会变干硬，而水泵需要注水才能启动。因

此，我在白色岩石下面藏了一瓶水，不会被晒到，瓶口用软木塞好了，不

会洒出来。水足够用于注满水泵，但如果你先喝一些就不够了。将水倒出

四分之一浸泡皮垫圈，使其湿润。然后，将余下的水快速倒入，并且使劲

抽动水泵。水就会被抽上来。水井里始终都有水，要有信心。在你打上水

来后，灌满瓶子，放回原处，留给下一个到来的伙伴。

沙漠皮特

设想一下在1936年，你是一个精疲力竭、口干舌燥、穷途末路的旅行者。你来

到沙漠皮特的井旁。你会不会喝下那瓶少量的、或许根本不够你喝的水，而忘记井

里无限的水资源呢？或者你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将瓶里的水倒入水泵来获取充足的水

喝呢？

鲁莽、不假思索的人可能会疯狂地将瓶里的水喝个精光。深思熟虑的人看到的

情况是：通过操练信心，可以冒险得到生命的应许；但是如果疑惑，只会得到暂时

的缓解，却要接受死亡的现实。你这个旅行者会操练信心吗？

艰苦跋涉的旅行者需要认真思索相信的对象。他必须相信沙漠皮特是一个真实

存在的人，而不是想象中的虚构人物。没有科学证据可以证明他的存在，但有罐

子、信和在白色岩石下面的瓶子作为凭证。

沙漠皮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不是一个搞恶作剧的人？这个玩笑似乎有些

太恐怖了。他是不是疯了？信中合乎理性的语气显示不出这一点。他这个人可信

吗？不过可以看得出他的可信性，从岩石下面的水瓶，可以证明他是可信的。由此

可以推定，在不能验证他的可信性之处的情况下，他也应该是可信的，而且人们只

能单纯地去相信。

旅行者必须考虑信心的实体：一个几乎可以确定存在的人叫做沙漠皮特。于

此，就要迈出信心的一步，相信沙漠皮特和他所说的话。如果迈出这一步，旅行者

就会得到报偿，水泵开始工作，清凉的救命之水涌流而出。

我们在另一个沙漠中的另一口井旁看到另一封信。“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

生。”（约4:13-14）。

那么，如果人们不愿意朝着基督的方向有个信心的飞跃，我能做些什么呢？关

于如何传福音的书有很多，就是环球大学（Global University）也有这样一门课程。

我们必须与我们的邻舍、同工、朋友建立关系，向他们表明我们关心他们。但是，

学习目标：

解释信心飞跃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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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没有任何回应，我们是否就弃之不顾了呢？我们会不会为自己找借口说

“噢，我已经设法告诉他们福音了”呢？

下面是一则展现坚韧力的故事。格里・斯沃普（Geri Swope）和他的丈夫罗伯特

一同牧养俄勒冈州的布鲁克斯神召会（Oregon’s Brooks Assembly）达42年之久，格

里在40年的时间里都在俄勒冈州地区理事会办公室做行政助理工作。她在写给我的

一封信中说：“现在，我79岁了。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为服侍我们的主制定一些

计划。我有一个百试百灵的牛奶巧克力糖制作秘方，每个月我都会拿着一盘子我自

己做的牛奶巧克力糖去银行、药店、邮局，还经常送给医生、牙医和五金店员。”

一天晚上，格里无法入睡，她坐在床上，脑子里有个非常强烈的想法：“为什

么不带着一些牛奶巧克力糖去酒吧呢？”格里决定不管冒什么样的风险都要做这件

事。如果在耶稣讲的故事中的牧羊人愿意舍下99只安全的羊去寻找失丧的一只，那

么，她一定能够做同样的事情。

这位勇敢的姊妹带着自己做的牛奶巧克力毅然决然地离开家。拉开酒吧的门，

格里注意到一个男人站在弹球机后面。“你是老板吗？”那个男人点点头。她继续

问道：“我在这个社区住，我经常给其他店铺送去我自己做的牛奶巧克力糖。我想

也给你们送一些。”在老板考虑她说的话和她手上的东西时，格里最后说了一句：

“除了百事轻怡（Diet Pepsi），我不喝其他东西，但是我想和你做朋友。”

老板吉尔喜欢格里所说的话，也喜欢她的说话方式。他接过牛奶巧克力糖，向

她道了谢，并且把她带进酒吧。吉尔向她介绍了每个坐在酒吧凳子上的人，这期

间，她的牧师丈夫一直在酒吧外面等着她。格里说她在酒吧受到的热情礼待不亚于

她在去过的任何一间教会所受到的。她说：“那天晚上我开始了一项新的侍奉工

作。现在，每周六晚上，我会做好一大盘子牛奶巧克力糖带去酒吧。我在那里的经

历可以写成一本书，我喜欢与陌生人聊天。有时，他们可能喝得多些，但我不会为

此动摇的。有个晚上，一个家伙要给我买一杯喝的。我告诉他，“除了百事轻怡，

我不喝其他东西。”

所有的顾客都喜欢格里。她没有向酒吧的那些人讲道，而只是想爱他们，得到

他们的信任，让他们知道当他们需要她的时候，她就会在那里。一个周六晚上，格

里注意到从前经常到她教会的年轻人。她坐到他旁边，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到主的

家。年轻人告诉格里，他正在考虑回去。

过后，格里告诉吉尔，她把他的名字夹在了她的圣经里，每天都在为他祷告。

吉尔鼓励她继续为他祷告。有一天，格里若有所思地说，“上帝了解我们每个人的

个性，知道我们最适合从何处参与到他的计划中，将福音传播出去，认识到这一点

真是件美妙的事情。吉尔执意让我把丈夫带来。他们要给我们做牛排吃！这才是真

正的成功。”

我们应当永不放弃。有意义的、个人的福音传播工作就是与人建立关系。最首

要的是我们与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然后，我们再与人逐步发展真挚的关系。传福

音不是利用一些程序化的东西或追求信徒的数量。传福音关乎信任与诚实，传福音

让我们如《马太福音》5章13-16节讲述的那样，作盐作光。

2. 为何关系通常会带来极

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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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证明我们向家人和他人

传福音动机的正当性。

3. “让其他人向我未得救

的 家 人 传 福 音 要 比 我

向 他 们 传 福 音 更 容 易

些”，请对这一说法做

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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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向家人传福音

救恩不是遗传性的。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2006）在《艰难时期的奇思

妙想》（Good Thoughts in Bad Times）一书中写道：

“上帝啊，我发现在我救主的家谱里接连四代中不寻常地记录了四次

值得注意的变化。

罗波安生亚比雅，一位坏父亲生了一个坏儿子。

亚比雅生亚撒，一位坏父亲生了一个好儿子。

亚撒生约沙法，一位好父亲生了一个好儿子。

约沙法生约兰，一位好父亲生了一个坏儿子。

上帝啊，由此，我领会到，我父亲的敬虔是不能遗传给我的；这对我

来说是个坏消息。但是，我也领悟到，现实生活中的不敬虔不都是遗传

的，这对我儿子来说是个好消息。”（第30页）

自由选择是上帝给人类的绝妙恩赐之一。在《路加福音》15章，耶稣讲了三个

有影响力的故事：一只走失的羊、丢失的一块钱和一个迷失的儿子。牧羊人和寡妇

寻找他们丢失的东西直至找到，但是，父亲在等待他的儿子回家。父亲知道他的浪

子首先要做的是“醒悟过来”（路15:17）。

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学到一门功课，权柄或许能影响一个人的特定行为，

但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内心。在向家人作见证时，积极的氛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基

督徒，在与人分享福音之前，就应该成为福音的见证。《布道生活化》（Lifestyle 

Evangelism）一书的作者乔・奥尔德里奇（Joe Aldrich）将之称作“福音的生命乐

章”，也就是有基督内住的美丽生命，并且在每天与人的交往与相处中把这生命活

出来。“奏响生命的乐章”，他说道，“当福音化作生命的乐章时，救赎关系的建

立就成为可能。”（Aldrich 1993）

别让作见证的努力付诸东流。一个家人的决定取决于你的忍耐力和你拒绝放弃

对他们回应基督呼召的盼望。而且，你要接受朋友的鼓励和关爱。在一个圣诞节，

我们家收到了一盘被遗忘很久的录音带，上面附着一张字条，“我想你一定会喜欢

它的！爱你的阿米莉亚。”早在20年前，我担任牧师职位的初期，我会将周日讲道

的重要内容重述一遍，用录音机录下来，阿米莉亚会带着录影带去那些不能出屋的

人家里放给他们听。在我收到的这盘特别的录音带中，我听到一个微弱、稚嫩的背

景声音，“耶稣爱我，我知道。”这是我两岁大的儿子的声音。我在录音的时候，

经常需要照看我的儿子，因为我的妻子要出去教课。阿米莉亚送这盘录音带的时

候，我的儿子正好是个浪子。我们的信心在动摇，我们需要听到和记起他唱过那首

歌。

不要拆毁建立关系的桥梁。在生活中，一些最惹人喜爱的话语是：“不管你曾

经做过些什么或去过什么地方，你总可以回到家中！”你需要重新建造一座通往家

的桥梁吗？如果你的关系破裂了，就重新再来，向对方道歉。今天就是开始修复破

裂关系的时机。揣摩开始对话的方式。你在与人分享福音之前，应该成为福音的

见证。不要设下埋伏突然袭击，别指望你的亲属会对一个传福音的陷阱有积极的反



114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应。福音不需要陷阱的帮助来发挥效用。透明的做法要比操纵的手段更有吸引力。

保持倾听和讲话之间的平衡。不要错过关键的时刻，让圣灵在那一刻亲自说

话。留给圣灵说话的空间。如果家人受到了伤害，你要保证能随需随在。每个人在

生活中都会经历失望和丧失。随需随在通常是你最伟大的能力。一只倾听的耳和同

情的心使你的信仰具有效力和影响力。无条件的爱可以逾越过去的障碍。曾经有人

说过，爱在哪里被看见，福音就在哪里被听见。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上帝的爱与你隔

离。不要切断你与家人之间的爱的联结。

最后，借着祷告将你的家庭放在上帝的手中。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爸爸来到街角

的一家食品杂货店，杂货店老板打开一大罐糖，让小男孩把手伸进罐里拿糖，能拿

多少糖就拿多少。“不了，谢谢，”小男孩说。老板从糖罐里抓了一把糖放进小男

孩的口袋里面。父子俩走出杂货店后，爸爸问他为什么最初老板让他拿的时候他不

拿。小男孩说：“我想拿，爸爸，但是，你没看到老板的手有多大吗？”

上帝的手要大过我们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将这话放在心上，

坚信不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根本不值得任何怜悯，而如今耶稣基督要在我这

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提前1:15-17，

《信息版圣经》）

����
学习目标：

论 述 教 会 如 何 影 响 

世界。

4. 为何一些人将他们的金

钱奉献给传福音事工，

却不对自己的家人努力

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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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教会与世界

青年归主协会（Youth for Christ）前任国际会长、印第安纳州厄普兰德市泰勒大

学校长（Taylor University in Upland，Indiana）杰伊・凯斯勒（Jay Kesler）说过：

我支持教会是因为她为人类最持久、最有价值、最无私的努力提供了

动力。所有这些学校、医院、孤儿院、大学、救济机构，并且倡导废除奴

隶制、维护女性权利和抵制雇佣童工，这些都是从何而来？这一切都是因

为人被上帝的圣洁和公义触动，从而决定去改变世界。

如果你今天从这个世界上把基督徒大使命的影响取走，世界将会因其

自身的邪恶而崩溃。

据巴巴拉・塔齐曼（Barbara Tuckman）的伟大历史著作《遥远的镜

子》（The Distant Mirror）记述，在黑暗时代的12年期间，从莫斯科到开

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黑死病。那些穿着棕色制服挑拣死尸、照

顾病人和提供其他帮助的小人物是谁呢？阿西西的圣芳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不仅仅是我们在歌声中唱到的头上顶着光圈儿的人物。圣芳济各

奉耶稣基督的名走出家门帮助人们减轻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痛苦。他对《马

可福音》16章15节中主宣布的大使命的解释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

民听。只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使用语言！”（Kesler 1994-2006）

我们向世界和我们的社区作见证的重要一点是带着耶稣的爱和怜悯满怀激情地

去触及生命。向遍布200个国家的长期宣教士提供定期的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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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与拉丁美洲 

遍及非洲的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是宣教士教会他们读书写字的。然而，当基督教

信仰在非洲复兴时，贫穷与疾病带来的影响也唤起了人们的同情。神召会差派了宣

教士和提供医疗保健的牧师团队带着物资飞往全球艾滋病流行地。

拉丁美洲儿童保育组织（LACC）目前也在二十多个国家开展了事工，通过300

个项目来满足八万儿童的需要，使这些孩子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

界。这项事工通过将耶稣介绍给青少年，带给他们全新的生活，进而改变了他们的

世界观和看待问题的视角。他们第一次因着基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以爱和自我尊

重为基础来看待自己的生命。他们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潜力，这为他们考虑择业与

在职场上获得竞争技能打开了大门，而对耶稣爱他们并且对他们的人生有一个计划

的认识正是一切思想的基础。

拉丁美洲有一代的孩子都来自贫民窟。这些孩子们听到了基督的仆人领袖传讲

给他们希望的福音。这些仆人领袖通过话语和更为切实的方法向孩子们传达上帝的

爱，使他们体验到何为真正的生命。这一事工得以开展是因为地方教会的支持。每

个儿童保育组织的孩子都得到了世界另一个地方的人的支持和帮助。地方教会在改

变着我们的世界。

我相信教会的重要性。加入耶稣基督的教会并在教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只是

一群人固守在古老的传统上，也不是不切实际地吟诵死气沉沉的宗教术语。成为教

会的一分子意味着参与到耶稣基督发起的事工中，“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太16:18）。

凯斯勒博士还建议，如果我们制作出教会的示意图，它要远比一台电视机或电

脑的示意图复杂得多。它将涉及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教会的示意图不仅是画

出一些箭头代表来到教会的信徒，表示他们聚集在一起唱几首流行的赞美诗与合唱

歌曲，它也应包括一些箭头代表走出教会的信徒，他们回到自己的生活工作中去影

响周围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别的，每个人都对教会的事工有独特的贡献，这正

是上帝定意的计划。因此，作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必须影响我们的社区和这个

世界。

5. 最近几十年非洲大陆发

生了怎样的变化？ 

����
学习目标：

明确谁是你的邻舍。

������

第四节 在身边传道

神召会的使命是：走出教会，成为上帝的爱和他救赎计划的见证人。有时，我

们只想去遥远的地方传播福音，但是，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1章8节时，我们知

道大使命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邻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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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１:８）

一天早晨，我坐在长滩（Long Beach）一家餐厅边吃早餐边读报纸。我想独自

享受清晨的自由。一位老妇人走进餐厅坐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她不断往我这边看。

我看得出来，她很想和我说话。她先开了口：“你认为经济萧条什么时候能扭转

呢？”“我有个女儿在帕洛阿尔托。”“我在长滩有地产。”“这家餐厅的食物真

不错。”“我认为女人不应该等到孩子五岁或再大一些才到外面工作，但是，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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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这种观点对不对。你是怎么看的？”

我回答了她的每一个问题，但很少抬眼看她，而且只用“是”或“不是”回答

的。我只想看我的报纸。但是，最终我意识到这位老妇人是不会轻易停止发问的。

我把报纸放在一边同她聊了起来，我们俩一直聊到再也喝不下去咖啡了。

这位孤独的老妇人在寻找一个朋友，她想找到一个看她为重要的人。她强烈

地渴望与某个人说话，我就是那个人。这件事让我想起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

10:25-37）。

在我离开餐厅时，我问自己：“谁是我的邻舍？”那位老妇人是我的邻舍。那

位给我倒咖啡，一声不响的年轻人是我的邻舍。那对在我们离开后拿走我们凳子的

夫妇是我的邻舍。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

我的服侍理念就此成形了，首先是以圣经关于人的价值理念为基础。人本身就

是我们服侍的目标，而不是达成我自身目标的工具。我的会众实际上包括这个世界

上的每个人，就如那位餐桌旁孤独的老妇人。如果拒绝接纳任何一个人，你就在上

帝对你的呼召上打了折扣。

一位宣教士来到德国，他问当地路德宗教会的牧师他的教会有多少人。他得到

的回答是“六千人”，宣教士对这个数目惊讶不已。他诧异地继续着他的提问。你

们每周日有几场礼拜呢？“只有一场，大约有200个来自我们教区的人参加。”这位

年轻牧师并没有用每周日坐在教堂长椅上的实际人数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

表明，他首先考虑的是他教区的人数，他将整个教区看作自己的责任范围。

有一次，我的电话在凌晨两点半响了起来，我从睡梦中醒来拿起电话。是个男

人打来的，电话里杂音很大，听起来好像在一间酒吧里。对方的声音有些不清楚，

他打电话的目的是为寻求我的帮助。

我简要地听了他说的事情，告诉他第二天再给我打电话。他说：“牧师，人们

会在下午三点受到伤害，同样也会在凌晨三点受到伤害。”那个男人是又一个“邻

舍”。我们需要记住：侍奉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不断地舍弃自己生命的行动。《马

太福音》10章39节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

生命。”

在研读经文时，我注意到耶稣在心里有非常明确的目标，他活出了一个全天候

回应者的样式。也就是按照周围人的要求和需要制定他的日程计划。他没有在早上

先制定一个日程计划，然后严格地按计划行事。他把人和人的需要看作服侍的机

会，并且恪守这一点。不论牧师或者平信徒领袖，每个领袖都会遇到丢弃服侍耶稣

的工作而只想在人前表现自己的试探。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遇到的大部分人都不怎么可爱。因为恐惧、不喜欢或不方

便，每个主要城市都有一些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耶稣期望我们去向那些被

遗弃的人传福音。

在侍奉中，我们当中的多数人都不具备适当的资格去帮助那些海洛因成瘾或陷

入犯罪帮派的邻舍，因为应对他们需要一些非常手段。但是，挑战青少年国际组织

（Teen Challenge International）为向棘手地区传福音做出了一个好榜样。

菲尔・库克斯（Phil Cooks）是南加州洛杉矶市中心区的牧师，也是挑战青少年

国际组织在洛杉矶的主管，他讲述说，15岁时，他在霍索恩的神召会（Hawthorne 

6. 对于“谁是我的邻舍”

这个问题，耶稣是怎样

回答的？

学习目标：

在你服侍的区域范围

内找出一个“撒玛利

亚”的例子。

7. 你会采取什么步骤向那

些不讨人喜欢的人彰显

基督的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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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y of God）停车场被捕。他写道：

我跳过教堂的围墙，跑到停车场躲避警察追捕，他们知道我在附近的

两所住宅出售海洛因。我就是在这个地区长大的！我认识霍索恩教会的牧

师。艾尔兰牧师每次看到我，就会对我说耶稣爱我。我会朝他笑笑，然后

还是我行我素。我很尊敬他，因为我知道他爱我，而且希望帮助我。

我被抓后，参加了挑战青少年国际组织的复兴项目。现今，我在霍索

恩牧养的这间神召会教会，睡的是艾尔兰牧师睡过的那张床，学习着他写

的经文注释，用他各种版本的圣经准备讲章。

真希望为我祷告的母亲能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我已经准备好一次穿越

星空之旅了。主耶稣，你快来吧。但是，直到他来的那日，我都会坚守在

这里，向我的邻舍讲述耶稣。

我们需要听到和传讲这样的信息：“直到他来的那日，我都会坚守在

这里，向我的邻舍讲述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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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验

圈出最佳答案。

1. “福音的传播”源自希腊语

a）eu-angelos。

b）pistis。

c）karis。

d）koinonia。

2. 沙漠皮特的故事说明一个旅行者必须怎样做才能

获取救命之水？

a）顺原路返回到起点。

b）耐心地待在那里不动，等待救援者。

c）采取最符合逻辑和科学的措施。

d）迈出信心的一步并且全然投入。

3. 《约翰福音》4章13-14节说耶稣所赐的水在我里

面会成为

a）使我们更渴的饮料。

b）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c）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使我们保持警醒。

d）一个内在的指南针，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

4. 有效的传播福音意味着

a）成为一个优秀的沟通者。

b）与人建立关系和彼此交往。

c）做足够的广告与扩充市场。

d）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大型福音事工。

5. 向家人和他人传福音的关键是

a）不要拆毁建立关系的桥梁。

b）放弃破裂的关系，开始更有价值的新关系。

c）在适宜的时机，用真理对抗他们。

d）以上选项都对。

6. 迷失的羊、丢失的硬币和浪子的比喻说明

a）救恩不是遗传而来的。

b）自由选择是上帝赐给人的伟大恩赐。

c）一种积极的氛围是至关重要的。

d）我们不要拆毁建立关系的桥梁。

7. 关于如何向家人和朋友传福音，我们从《提摩太

前书》1章15-17节可以学到什么？

a）托付另一个人赢得你家人和朋友的灵魂。

b）如果关系破裂了，再重新开始。

c）借着祷告，把家人和朋友交在上帝的手中。

d）我们必须成为世界的盐和光。

8.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有必要的情

况下，使用语言！”是一个值得遵循的命令。这

句话是谁说的？

a）奥利金

b）阿西西的圣芳济各

c）奥古斯丁

d）犹大

9. 教会如何能够改变非洲和拉丁美洲人的生活？

a）支持全职宣教士到那些地方。

b）在那些地方开展医疗保健事工。

c）通过拉丁美洲儿童保育组织资助一名儿童。

d）以上选项都对。

10. 神召会的建立基础是

a）主日学。

b）传教。

c）创办圣经学校。

d）医治运动。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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