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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宣教的圣经根基

宣教主题贯穿整本圣经。宣教从伊甸园开始。人类堕落后，耶和华神对蛇和女人说：“我又要叫你

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

3:15）“女人的后裔”是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不变的主题，所指的正是基督。宣教使命的终结是神的大声音

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

的 神。”（启21:3–4）

课程2.1 旧约中的宣教

学习目标

2.1.1 了解摩西五经中神托付给所有信徒的宣教使命。

2.1.2 阐述上帝在诗篇以及先知书中所传达的宣教的普世性。

2.1.3 讨论以赛亚书中对上帝的描述以及上帝与列国的关系。

课程2.2 新约中的宣教

学习目标

2.2.1 了解新约中的宣教。

2.2.2 了解使徒行传中福音事工的拓展。

2.2.3 讨论使徒保罗所蒙受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呼召。

2.2.4 阐述启示录中的宣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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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2.1 旧约中的宣教

摩西五经中的宣教信息

2.1.1学习目标：了解摩西五经中神托付给所有信徒的宣教使命。

宣教的起源可追溯到圣经旧约。创世记3:15表明上帝救赎人类的心意，“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提到了夏娃的后裔，

这是圣经第一次预言救主将降世救人。上帝的宣教事工始于伊甸园，止于末世神的城。这是贯穿整本圣经

的主题和中心。

上帝与挪亚所立的约蕴含着向全人类发出的信息（创9:1，8–9）。创世记10章列出了很多国家的名

字，表明世人都属于上帝，祂是全人类的神。

创世记的故事情节很快就发展到了圣经的核心——上帝拯救全人类的宣教事工。创世记1-11章“是整

本圣经的序言，是圣经中其他启示的根基”（(Peters 1972, 87）。亚伯拉罕蒙召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往上

帝所指示的地方，这个呼召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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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夏娃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之约而再次成为中心。这就显明一

个事实，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并非出于个人偏好，也不是为了在当地创立某种宗教。这个呼召源于神的

荣耀，是为了全人类的益处。

人类文明开端的故事很快就发展到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建立。以色列在埃及寄居四百多年之后，出了埃

及。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中，上帝慢慢建立了一个祭祀国度，这个国度的使命就是向列国表明上帝是一位什

么样的神，并且荣耀祂。以西结书36:23显明以色列在列邦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

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

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上帝提醒以色列，说他们“出生并不比其他民族高贵，历史也并不比其他民族优越”（Glasser 1989,

52）。“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

（结16:3）

寄居在以色列的外邦人有权与以色列人同守逾越节（出12:48；民9:14）。外邦人不可被欺压（出22:21），

所献的祭是被接纳的（民15:14）。另外，他们也要平等接受当地审判官的审判（申1:16），也就是说外

邦人与以色列人同享上帝所立的约（申29:11），都要学习上帝的律法典章（申31:12）。这些表明以色列

所蒙受的启示与信心并没有将其他民族拒之门外（Peters 1972, 114）。

圣经历史书以及诗篇中的宣教信息

2.1.2学习目标：阐述上帝在诗篇以及先知书中所传达的宣教的普世性。

大卫王时代的宣教信息

圣经历史书以及旧约智慧书中关于上帝的宣教事工大多记载在诗篇以及所罗门圣殿奉献礼中（王上

8:22-61；王上8:41-43；代下 6-7)。一般认为诗篇中有73篇出自大卫，24篇出自亚萨和可拉的后裔。诗

篇中有约175处所指的是世界列国（普世性信息），许多经文表达了让世界万民都得救赎的盼望。诗篇中

至少有7篇通过整个篇幅传达宣教信息（2，33，66，67，72，117，145）。可以试着阅读诗篇，并标记出

与普世性信息相关的经文，这将使你获益匪浅。

请留意诗篇67:1-7：

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

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与我们。神要

赐福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诗篇第2篇与第10篇相似，主题都是君王在锡安受封加冕。诗篇第2篇被认为是关于加冕礼的皇家圣歌。

新约多次引用这篇诗歌证明基督曾宣告自己是以色列的弥赛亚（太3:17；徒13:33； 来1:5；5:5）。这位

王（弥赛亚）的统治远远超越了大卫王，祂是统治世上列国的。第7节中的“儿子”指的正是耶稣基督。

祂统治列国的应许也出现在了另外一篇皇家诗歌中——诗篇第72篇。诗篇2:8，“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

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Boyles 1999, 46, 47）

诗篇中还有一些诗歌也借着部分内容表达了这个主题。例如，诗篇86：9–10，“主啊，你所造的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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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惟独你是 神”。诗篇所体现的宣教

信息与基督所传的普世性的宣教信息一致。

先知书中的宣教信息

哈巴谷书

1.哈巴谷书中的“普世原则”对你有哪些启发？

有人认为哈巴谷书的主题是邪恶势力所带来的苦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卷书的主题是上帝的旨

意在列国成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建立一个新的群体，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祝福世上所有人。这卷书

述说上帝如何坚守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并籍着祂的子民持守与全世界所立的约。

哈巴谷书2:4宣告了称义的普世原则：“惟义人因信得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7）和加拉太书

（3:11）中对该主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哈巴谷书宣告耶和华荣耀将充满全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2:14）。先知以赛亚也做出了同样的宣告。上帝的计划之一就是

让整个世界充满祂的荣耀（Achtemeier 1986, 50）。哈巴谷书2:20清楚宣告了普世敬拜：“惟耶和华在

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静默。”全地都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上帝正在成就祂的旨意。

约珥书

约珥书第三章宣告了上帝的预言，这些预言是向“凡有血气的”（所有人）发出（2:28）。先知约珥

提到了七个国家，并且两次指出“万民”（3:9; 11–12）。书中关于圣灵浇灌的预言是基督教历史上第

一次讲道中的部分内容（徒2:17–18）。书中还预言信徒将得到能力为主做见证（珥2:28–29），直到地

极（徒1:8）。保罗在罗马书10:13表明外邦人也能得着福音（Limburg 1988, 72）。世上万国万民都能接

受圣灵的恩赐。使徒行传向信徒发出了一个邀请——带着圣灵的能力将福音传到地极！

约拿书

先知约拿被上帝差往外邦人的城尼尼微——亚述帝国首都传悔改的福音。作者写这卷书的目的至少有

两个：（1）向以色列甚至列邦表明上帝救赎的怜悯长阔高深，也让世人看到尼尼微人因为先知所传的悔

改信息而产生的变化；（2）藉着约拿的事例显明以色列离起初所蒙受的宣教呼召有多远，上帝呼召他们

成为住在黑暗中的人的救赎之光（创12:1–3；赛42:6–7）（Stamps 1992, 1326–1327）。上帝对世人

的心意藉着这节经文表达：“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

我岂能不爱惜呢？”（拿4:11）

以赛亚书

2.1.3 学习目标：讨论以赛亚书中对上帝的描述以及上帝与列国的关系。

2.以赛亚书中“仆人”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以赛亚书第一部分（第1-39章）的信息并不只是向犹大人发出而是向全人类发出的。先知以赛亚警示

世人上帝的审判将要来临（10:13-23）。上帝对亚述的具体审判（36-37章）体现了祂对列国的主权。然

而，这卷书不只是警告列国将受审判，还宣告列国蒙受祝福的应许。“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

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2:2）这是预言外邦人将回转归向神，是旧约预言的

重要组成部分（赛40章；45章；耶3:17；阿摩司9:12）。同时，这也是上帝的应许，世上万民都将因亚伯

拉罕的后裔而蒙福（创12:3）(Horton 2000, 62)。

有人认为以赛亚书第二部分是旧约预言的顶点（40章-66章）（Peters 1972 123）。“耶和华的荣耀

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40:5）这里的“显现”是向全人类显

现，具有普世意义。以赛亚书的这部分内容显明了神救赎全人类的计划，而这节经文是基础（Hubbard 1987,

81），表明以色列是为了列国而存在，以色列存在的真正意义是向世界宣教。

上帝赋予以色列和弥赛亚的宣教使命藉着42章6节清楚表述：“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

保守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这节经文表明救赎之约不单是为犹太人预备，也是为外邦

人预备。

以赛亚书最后26章经常说到上帝的“仆人”。这位“仆人”的主要职责是为上帝做见证（43:10, 12），

成为上帝的使者（42:19）。这是上帝的命令，表明以色列的使命是在多神崇拜的世界传扬上帝的真理。

以色列要向世人宣告上帝是独一真神（44:6）。45:22-23宣告了一个伟大的宣教信息：“地极的人都当仰

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 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

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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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55章，耶稣被称为大卫家族的国王，祂实现了上帝对大卫王的应许。这段经文说列国都要到

祂面前，祂是“万民的君王和司令”（55:4）。这让我们再次想到耶稣所说的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太28:18）（Horton 2000, 402）。

受苦的仆人形象既指以色列也指弥赛亚。第53章极其深刻地描述了受苦的基督，祂为世人献上自己成

为赎罪祭。以色列是上帝的仆人，基督是弥赛亚也是父神的仆人，以色列与基督存在的意义都是服事世人。

普世救恩与宣教贯穿整个旧约。上帝救赎全人类的心意藉着祂在伊甸园向夏娃后裔赐下的应许中第一

次宣告。上帝的宣教心意藉着以色列所蒙受的呼召及其生活、事工清楚显明，以色列向列国见证上帝。因

此，我们可以说旧约是宣教之书，以色列是宣教之民。

2.2 新约中的宣教

2.2.1学习目标：了解新约中的宣教。

3.从耶稣的事工中列举3个宣教事例。

宣教士是新约圣经常见的主题。新约作者都是宣教士，使徒书信也是写给宣教士所建立的教会的。四

福音书与使徒行传都在传达宣教使命。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教会历史也与宣教相关，它将宣教事工与圣灵的

降临联系在一起（Steyne 1992, 261）。

毫无疑问，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心，祂在早期事工中有三个事例表明祂对宣教的重视。这三个事例分

别是：（1）差遣十二门徒（太10; 可6:7–13; 路9:1–16）；（2）差遣70个人（路10:1–24）；（3）
差遣门徒（约20:21）。耶稣复活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大使命托付给门徒 （太28:18–20; 路24:44–49;
徒1:8）（Hedlund 1985, 152）。

福音书中的宣教信息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但有些经文也谈到了神对外邦人的应许。例如，耶稣夸赞罗马百夫长

的信心，“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8:11）。

第15章记载耶稣夸赞迦南妇人的信心。妇人的女儿被鬼附，耶稣听了她的恳求，使鬼离开了她女儿

（15:21–28）。

耶稣还宣告，神的国必从以色列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21:43）。

24章14节表明使徒马太对教会所担负的全球宣教使命的理解——这使命关乎天下万民。从耶稣复活到

教会被提之间的这段时期，福音将传遍天下。末日来到之前，世人都将听到救恩的福音。使徒马太以“大

使命”作为这卷书的结尾（28:18–20）。

马可福音

4.关于大使命，马可福音比其他福音书多了哪一点？

马可福音着重强调耶稣所行的神迹以表明祂是全地的主，主题是基督的神性，写作地点是罗马，对象

是外邦人（Elwell and Yarbrough 1998, 89, 90）。在这卷书中，从圣灵而来的神迹奇事使得福音事工效果倍

增。使徒马可在“大使命”中增加了其他福音书中并没有提及的一点，“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

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甚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16:17
–18）。有人认为这两节经文是后来添加的。然而，使徒行传的记载却表明这样的神迹在教会发展中很常

见。马可福音将大使命置于信徒经历的神迹奇事之先。

路加福音

在这卷福音书的开头，路加通过追溯耶稣的家谱强调福音的普世性。马太福音对耶稣家谱的记载追溯

到大卫和亚伯拉罕，但是路加福音追溯到人类的起源——亚当。作者想让“提阿非罗大人”（1:1）明白，

在基督里的信心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路加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位外邦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医

生，曾与使徒保罗一起开展宣教旅行（西4:14；提后 4:11）。

路加福音清楚地表明了福音的普世性，“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

万邦。”（路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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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20:31表明，这卷书的写作目的是让读者相信耶稣就是基督，这也是宣教的最大目的。约翰福

音多次表明救恩的普世性：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8:12，使徒约翰宣告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1:29，耶稣被称为“世界的光”；

1:9，“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10:16，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这些

经文都显明了宣教的必要性，并且这一主题在耶稣给门徒的命令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父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20:21）
对观福音书通过耶稣基督的生平传达宣教使命。基督亲自赐下命令——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使徒行传

2.2.2 学习目标：了解使徒行传中福音事工的拓展。

5.从宣教的角度阐述使徒行传的写作目的。

五旬节那天，众人从各国聚集到耶路撒冷，听到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赞美神，这些表明教会的诞

生具有普世性（徒2:6–8）。耶稣指示门徒，先等候圣灵赐他们能力，之后才可以宣教，直到地极。

此后，门徒们开始顺服大使命。使徒行传记载了宣教士们的故事。很快，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使徒

彼得立刻宣告先知约珥的预言籍此实现了：“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珥2:28）。

使徒行传的记载表明，教会的宣教事工在不断拓展。腓利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紧接着为埃塞俄

比亚的一位太监施洗（他是个有权的太监）。之后，保罗转变归主，后来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伟

大宣教士（9:11–20）。接下来，主预备彼得进入事工，圣灵差派他去往哥尼流的家，哥尼流是意

大利的百夫长，属于外邦人（10章）。第11章记载门徒们在安提阿向希腊人传福音（11:20），“主

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11:21）。当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时，使徒们就差派巴

拿巴去安提阿核实外邦人是否真的归了主。到达安提阿后，巴拿巴“看见 神所赐的恩”（11:23）。

安提阿教会开展了一项重要的事工——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开展第一次宣教旅行（13:2, 4）。第

15章记载，耶路撒冷会议召开，使徒和长老派人给外邦信徒送了一封信，要求他们“禁戒祭偶像的

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15:24–29）。

使徒行传记载圣灵引导保罗到达马其顿（16:6），最终抵达罗马（28:14）。从那时起，教会超

越了犹太教的习俗，福音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保罗书信中的宣教信息

2.2.3目标：讨论使徒保罗所蒙受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呼召。

使徒保罗承认上帝对他的呼召有特别的旨意——向外邦人传福音（罗1:5），他相信基督为全人类而死

（罗5:18； 提前2:4）。因此，他说“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1:16），“凡求告主

名的，就必得救”（罗10:13）。

带着极大的热情，使徒保罗在会堂、市场以及任何有机会传福音的地方宣讲主的道。他写了很多书信，

既写了罪的普世性也写了基督宣教的普世性，“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

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罗5:18）。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他再次强调这一真理，“这是好

的，在 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 神，在 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提前

2:3–6）。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表达了与宣教相关的五点信息。第一，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由祂掌管，向祂

负责（罗1:18–32）。第二，人类是亚当的后裔，罪藉着亚当进入了全人类（罗5:12–21）。第三，基督道

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间，成为赎罪祭向全人类赐下救恩（罗5:12–21）。第四，基督是人类得救赎的唯一道

路（罗3:21–30)。第五，在这卷书的结尾，使徒保罗说那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如今已经显明出来，目的是

“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罗16:26）。

启示录中的宣教信息

2.2.4学习目标：阐述启示录中的宣教信息。

启示录也包含普世宣教的伟大信息。这卷书的主题是教会战胜邪恶与撒旦。第一部分是写给七个外邦

教会的信（启2-3章）。5章9–10节传达了宣教信息，“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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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 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 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使徒约翰写这卷书的目的是呼召教会传扬基督的救恩，迎接无法避免的争战，抵挡邪

恶势力。启示录表达了一个清晰的主题：尽管世界仍然充满罪恶，但教会终将得胜（Steyne1992， 281）。

自我测试

单项选择题：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括号内。

1.创世记10章列出了很多国家的名字，原因是（ ）。

a）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

b）世人都属于上帝

c）团结合一是世界的力量

d）诺亚的三个儿子关系不和睦

2.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是（ ）。

a）建立以色列国

b）作为他在吾珥城过敬虔生活的赏赐

c）赐给他应许之地

d）让全人类都得益处

3.根据摩西五经的记载，寄居在以色列的外邦人（ ）。

a）不允许与上帝的子民居住在一起

b）与以色列民同享上帝之约

c）不允许与以色列民同守逾越节

d）所献祭物不会被接纳

4.圣经历史书以及智慧书中的宣教信息大多可以在（ ）找到。

a）诗篇

b）箴言

c）约伯记

d）雅歌

5.哈巴谷书的主题是（ ）。

a）邪恶势力所导致的苦难

b）以色列复国

c）上帝坚守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并籍着以色列持守与世人所立的约

d）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6.旧约预言顶点在（ ），

a）诗篇

b）以赛亚书第一部分

c）以赛亚书第二部分

d）约珥书第二章

7.新约作者都是（ ）。

a）使徒

b）犹太裔作家

c）宣教士

d）与神同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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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所记载的耶稣的家谱往上追溯到了亚当。

a）路加福音

b）约翰福音

c）马太福音

d）马可福音

9.上帝呼召保罗是为了（ ）。

a）向犹太人传福音

b）在市场上宣讲基督

c）将福音带给外邦人

d）废除犹太习俗

10.启示录中普世性的宣教信息藉着（ ）表达。

a）写给七个教会的信

b）这卷书的主题——教会战胜邪恶与撒旦

c）良善与邪恶的争战

d）敌基督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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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答
第2章

为了帮助大家不局限于课本知识，对所学主题进行更深入思考，以下列出了一些问题并提供了参考答案。

1.哈巴谷书中的“普世原则”对你有哪些启发？

请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回答。

2.以赛亚书中“仆人”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为上帝做见证（43:10, 12），成为上帝的使者（42:19）。

3.从耶稣的事工中列举3个宣教事例。

这三个事例分别是：（1）差遣十二门徒（太10; 可6:7–13; 路9:1–16）；（2）差遣70个人（路10:1

–24）；（3）差遣门徒（约20:21）。

4.关于大使命，马可福音比其他福音书多了哪一点？

马可福音着重强调耶稣所行的神迹，以表明祂是全地的主。

5.从宣教的角度阐述使徒行传的写作目的。

回答：使徒行传记载了宣教士们的活动，从个人事工的拓展到教会在地理范围以及属灵方面的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