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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宣教合作

宣教事工要求本土教会、国家教会与国际宣教士合作。过去二十年，第三世界福音空前觉醒，许多国家

纷纷开启宣教事工。如今，大部分基督徒生活在南半球，而西方工业国家的基督徒人数却在下降。自1974年
洛桑会议召开以来，福音界多次召开会议探讨教会（包括宣教）如何增强合作赢来“丰收”。非政府组织（NGO）
与宗教非政府组织（RNGOs）数量也在迅速增长，以迎接世界贫穷国家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课程8.1 本土阶段

学习目标

8.1.1 阐述“教会”的定义及其使命。

8.1.2 阐述宣教在本土教会中的重要性。

8.1.3 列举新约中的宣教事例。

8.1.4 讨论本土教会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参与宣教事工。

课程 8.2 国家阶段

学习目标

8.2.1 阐述为什么需要建立全国性的教会组织机构。

课程 8.3 国际阶段

学习目标

8.3.1 阐述阿根廷与尼日尔的国际合作宣教模式。

8.3.2 简述非政府组织（NGO）的起源。

8.3.3 阐述1974年洛桑会议召开的目的。

8.3.4 了解马尼拉会议人员组成。

8.3.5 阐述五旬宗世界团契成立的宗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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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本土阶段

教会的功能与目标

8.1.1 学习目标：阐述“教会”的含义及其使命

1.为什么教会最终必然得胜？

以弗所书5:22–32，使徒保罗说教会是“极大的奥秘”（32节）。“教会”一词常指教堂建筑或信奉特定

教义的基督教教派。这个词源于希腊语“ekklesia”，意思是：召开公民大会讨论社会成员都重视的事情。从

这个意义上说，该词没有宗教含义，仅仅表示一种会议。从逻辑上来说，公民大会应由负责任的权威角色召

开。由此可见，教会指的是蒙受上帝呼召进入祂独特事工的人。这些人与上帝建立了独特的关系。

“教会”一词在福音书中只出现了两次，而且都在马太福音。第一次是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第二次是在谈论如何对待有过错的弟兄的时候（太18:17）。彼得承认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随即对他以

及其他门徒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注：“权柄”原文

作“门”）。”（太16:18）耶稣宣告“聚集在一起的人”（教会）最终要得胜，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东地区，村口或城门正是村庄或城市召开会议的地方。“阴间的权柄（原文作“门”）”

就是撒但与其爪牙设谋攻击教会的地方。然而，荣耀的主明确宣告——撒但的阴谋诡计不会得逞！

从广义上讲，“教会”包括古往今来因信基督而成为神家一分子的所有信徒，我们将其称为“普世教会”。

然而，保罗在使徒行传中所提到教会是指狭义上的教会，是位于特定地理区域中的具体教会（徒14:23；罗16:5）。
尽管“ekklesia”这个词在福音书中只出现过两次，但在整部新约却出现了115次，其中有85次指本土教会，有

30次指普世教会。

以下是根据地理位置命名的部分教会：

1.耶路撒冷教会 （徒 8:1）
2.安提阿教会 （徒 13:1）
3.腓立比教会 （腓 1:1–2）
4.以弗所教会 （弗 20:17）
5.加拉太教堂 （加 1:2）
6.亚细亚教会 （启 1:4）
那时，没有为信徒聚会而专门建造的教堂，他们在固定的地点进行家庭聚会（徒12:12，16:15；罗16:23；

林前16:19）。

教会的使命

2.教会的使命由谁承担？

以弗所书2:14–15，保罗称教会为“新人”，被神呼召完成以色列没有完成的使命。以色列的使命是

成为“万民之光”（赛51:4）。然而，以色列失败了。于是，先知以西结宣告：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

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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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36:22–23）

基督升天前，祂将宣教使命明确地托付给教会（太28:18–20；可16:15；路24:47）。每一位基督徒都必

须具有普世福音异象。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责任，Harold Lindsell （1970）说：“明知世人失丧，

信徒却无动于衷，这极为荒谬！明知要向主人交账，管家却整日无所事事，这极为愚蠢！”（155）

使徒保罗将自己委身于一份特殊的使命，那是在他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基督亲自托付的。其实，

那份使命也是主耶稣托付给每一位信徒的。使徒行传26:18，保罗向亚基帕王叙述他所蒙受的使命：“我差

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 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教会是神的旨意与计划的实现。教会被神分别为圣，传福音给世上列国。以弗所3:10，“为要藉着教

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由此可见，世人通过教会与上帝和好（林后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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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些书信的名称——罗马书、哥林多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

迦书，表明传福音是一项持续不断的事工。因此，当今教会必须投入其中。

8.1.2 学习目标：阐述宣教在本土教会中的重要性。

本土教会宣教的成功需要每一位信徒的参与，它不仅是当地信徒的责任也是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所有

信徒的责任。宣教是本土教会存在的原因。这不只是为宣教禾场推举宣教士候选人、提供经费、献上祷告。

宣教是教会一切事工的指南。然而，这里的“宣教”不只是去往远方、其他城市甚或国外传福音，也包括

留在教会所在区域传福音。本土教会领袖应该对本土教会在普世宣教中承担的重要角色充满信心并满怀异

象。他们对神话语的教导以及所树立的榜样能够激励会众对普世宣教充满激情。

作为补充，大家可以阅读神召宣明会资深宣教士保罗·布南（Paul Brannan）所撰写的《宣教觉醒团队：

本土教会宣教事工清单》（The Missions Awareness Team: Checklist for Building Missions in the Local Church，
免费下载网址：http://worldagfellowship.org/wp-content/uploads/2011/08/ MANUAL-THE-CHECKLIST1.pdf）。

阅读该书的同时也请结合本课程接下来的学习内容，了解如何正确推动本土宣教事工使之更加高效。

教会领导（包括教牧人员）要接触真实的宣教生活，以免纸上谈兵。宣教体验方案包括：（1）拜访宣

教禾场，参与短宣；（2）邀请不同的宣教士来教会交流、分享，并与他们保持联系；（3）牧师在讲道时

经常涉及“普世宣教”主题。通过实际体验与交流，鼓励本土教会成员，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宣教事工。

教会领导应该鼓励并组织会众为不信者代祷，经常与会众分享其他国家宗教信仰与风俗文化方面的具

体信息。教会要与宣教士保持联系，从而帮助会众及时了解宣教禾场的状况及需要。这些都有助于教会关

注宣教事工现状，会众也能够对宣教士予以直接支持。

关注宣教事工最有效的策略之一就是召开“宣教大会”，请宣教士向会众报告事工开展状况并带领会

众祷告。大会的重点应该包括：为宣教代祷；为宣教经费奉献；接受宣教呼召。参与普世宣教的教会在属

灵上将蒙受极大的祝福。

8.1.3学习目标：列举新约中的宣教事例。

新约记载了本土教会的宣教事工。耶路撒冷教会是福音事工的起点。这个教会的特点记载在使徒行传

2:42–47，会众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并且祷告，彼此相爱，凡物公用。他们在逼迫面前仍然坚守使徒们的

教导。他们当时所遭受的逼迫是“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的原因之一（徒8:1）。

那时，除了教会所发生的诸多神迹奇事，腓利也怀着极大的属灵热心在撒玛利亚甚至更远的地方宣讲

福音（徒8:5）。尽管耶路撒冷信徒物质匮乏，但他们对上帝有着深入的了解，并且奉祂的名成就了伟大的

事工。正当他们经济陷入困境时，外邦教会帮助了他们——为他们捐款并请保罗代为转交。这是一世纪教

会信徒彼此怜恤、彼此相爱的例子。

安提阿教会也是新约中的本土教会。后来，这个教会成为差遣宣教士的伟大教会。Williams（1990）
说安提阿教会是“伟大宣教士进入罗马帝国的‘跳板’（202）”。罗马书10:14–15列出了保罗针对信徒

及教会事工重点的发问，“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

听见呢？”安提阿教会重视宣教，突出体现在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道（徒13:3），而这一事件也突显

了本土教会的重要性。教会必须差遣宣教士！

关于宣教事工，新约中还有一个例子——腓立比教会慷慨捐助宣教士（林后8:1– 6）。腓立比教会是

资助宣教士的典范。保罗初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只有腓立比教会供给他（腓4:15）。他们在自己极

度贫穷的状态下，还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林后8:2），而且信实地、持续地供应保罗（腓4:16）。保罗向

腓立比教会表达感谢，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

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腓1:4—5）腓立比教会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看到支持宣教事工并

不受环境条件的限制，也不取决于当地教会的物质财富。这样的支持源于慷慨的心，是因为感到需要向失

丧的人传救恩的福音。

8.1.4 学习目标：讨论本土教会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参与宣教事工。

举一个关于支持宣教事工的例子。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他所在的教会为主日学

的男孩子开展了一个名为“Royal Ranger（皇家骑警）”项目。小男孩也参加了。他有一项任务，完成后

可以得到一枚“世界宣教”勋章。于是，他在周围所有邻居的门口放了一张字条，请他们将不想要的鞋子

放在门口，明天他会过来取走。那些鞋子将被送往西非一个贫穷的国家。结果令他大吃一惊——竟然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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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500双鞋子，而且大部分完好无损！后来，这些鞋子被送到非洲的一个穆斯林国家，那里的教会正处于

发展初期。牧师们以非常低的价格卖掉了鞋子。尽管价格低，但他们得到的钱足够资助400个孩子参加青少

年夏令营。小男孩既有创造力又有爱心，他的故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本土教会如何支持当地甚或国外宣教

事工。

8.2 国家阶段

国家教会

8.2.1 学习目标：阐述为什么需要建立全国性的教会组织机构。

3.国家教会可以通过哪些措施资助宣教士？

随着地方教会的成长与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机构，其职能是保持教义的纯粹性、培训、

委任牧师及教会领导、管理全国性事工项目（包括宣教）。神召会宣教士在很多国家建立了教会，其中大

部分都成立了教会总理事会（隶属于教会总理事会）。国家教会是本土机构（地方性的机构），与该地区

以及世界各地神召会教会保持兄弟关系。这种兄弟关系通过会议和国际组织保持，例如非洲神召会联盟，

它汇集了来自非洲各国的总负责人，主要目的是协调并促进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宣教事工。

国家教会的领导人必须委身于“大使命”。他们需要具备成熟的属灵生命以及远大的属灵异象，并且

认同国家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完成大使命。宣教不是次重点，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计划，而是至关重要的。

宣教是整个国家教会的中心，它燃起信徒拯救失丧灵魂并培养门徒的热情、激情。

国家教会成立时应该为国内及国外宣教事工设立一个独立的部门（国家宣教部）。这项计划不应拖延，

不应等到教会成员数量增长或经济充裕时才予以考虑。宣教部应持续为当地教会和牧师提供宣教方面的信

息，包括宣教禾场正在建立的教会的状况，以及已经建立的教会差派、资助的宣教士的情况。

教会的宣教负担与异象应该传递给处于各个年龄阶段的信徒——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可以开展宣

教项目，邀请平信徒一起参与，比如：短宣。为了宣教事工的顺利开展，国家教会必须成立祷告团契，为

宣教士、宣教禾场代祷。

宣教部应该制定宣教士差遣方案，其中包括宣教士候选人招募制度，以及在国内各教会筹募宣教经费

的计划。北美神召会（North American Assemblies of God）采用“信心承诺”的方式在当地教会筹募宣教经

费。当地教会信徒靠着信心承诺每月奉献一定数量的钱给教会。之后，教会将信徒的奉献交给宣教部，最

后由宣教部分配给在国内及国外服事的宣教士。被资助的宣教士要通过探访、信件等方式与当地教会保持

联系。

宣教部最好通过圣经培训机构提供宣教所需要的材料与信息，使教会领导能够在跨文化交际方面得到充

分培训。如果全球宣教成为全国所有教会的一项事工，宣教部就要尽一切所能将宣教与跨文化交际学习作为

国家教会所设立的圣经学校或培训项目的重点。

另外，宣教部应该认真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管理体系，接受资助的宣教士要汇报宣教经费使用情况。一

定要确保所有宣教经费真正用于宣教。合理的财务体系以及经费使用情况报告能够激发资助者的信心。在宣

教经费中，行政管理所占比例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

“全球宣教”是神召会成立的最大动因。神召会于1914年成立之时就明确表示：为了有效开展宣教事工，

要在宣教经费与人员安排方面进行协调、合作。会议提出的一项决议就是成立宣教士差遣机构。

因此，它们终于应运而生……五旬宗派的中心……以及……宣教经费被送往各宣教中心、分配到各宣教

禾场。因此，神召会要求长老们寻求更好的策略解决宣教经费分配以及宣教士差遣问题，从而加强各中

心之间的合作，提高宣教事工效果（新宣教指南2004，11）。

Morris O. Williams总结说：“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传福音到‘地极’，那就不能算作完全顺服于大使命。

教会是应该关心‘自己’，但是绝不应该忽视其他民族和国家失丧的灵魂。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成为‘差遣宣

教士的教会’。”（Williams 1979,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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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国际阶段

8.3.1学习目标：阐述阿根廷与尼日尔的国际合作宣教模式。

4.阿根廷宣教士通过哪些方式获得支持？

当代宣教初期，几乎所有宣教士都来自欧洲或北美。20世纪末，曾经的宣教禾场也开始差遣宣教士。如

今，世界上超过1/3的基督徒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在那些国家，本土教会越来越多地加入海外宣教事工。当

来自世界各国的宣教士在同一片宣教禾场开展事工时，唯有彼此合作才能事半功倍。

国际合作模式

阿根廷

国家教会常与其他国家宣教士在海外宣教禾场共同开拓教会，并且这种合作日益频繁。例如，阿根廷神

召会1989年就已积参与海外宣教项目。这所教会拥有160名宣教士，被派往37个国家。这些宣教士与来自其他

国家的宣教士成为同工，彼此合作（Walz 2003）。为了支持宣教士，阿根廷国家教会（Argentina National Church）
要求国内每个教会为宣教经费奉献，其中大部分经费转交给特定宣教士。在阿根廷，这种支持宣教的方式被

称为“宣教个人化（personalization of missions）”。所筹经费的1/10用于支付管理费用，宣教经费发放频率为

每月一次。宣教事务由宣教委员会管理，其成员共11位。

阿根廷宣教士服事的国家中只有7个是拉美国家。神召会宣教士在拉丁美洲的21个国家参与服事，其中18
个国家有宣教部门。然而，这18个国家中只有4个向海外差遣了大量的宣教士，分别是：巴西，萨尔瓦多，哥

斯达黎加，阿根廷（Walz 2001）。

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胡安是（Pastor Juan Masalykam）阿根廷科尔多瓦教会的牧师。他带领会众顺服上

帝的呼召支持宣教事工、差遣宣教士。他召开宣教大会，教导信徒为支持宣教士而做出“信心承诺”（定期

奉献宣教经费）。他将宣教士的需求告诉会众以及教会的每个“细胞小组”的成员。这所教会共有400多名成

员，几乎人人都参与了宣教事工。2000年，科尔多瓦教会差遣了25位宣教士，奉献了5万美元用于宣教事工。

尼日尔

尼日尔的宣教事工开始于1991年，那时布基纳法索神召会得到尼日尔政府批准予以正式登记（Johansen
1993, 9）。到达尼日尔的第一位宣教士来自布基纳法索。紧随其后的是一对来自法国的宣教士夫妇，他们在

首都尼亚美开展事工。1992年11月，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也来到这里，定居在该国重要的内陆城市马拉迪。

截止1993年，尼日尔共有五所教会（Convention des missions 2002）。在这片宣教禾场服事的宣教士除了来自

布基纳法索、法国、美国，还有一些来自非洲国家，例如：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多哥。

以上来自六个国家的宣教士成立了一个宣教联合会，由布基纳法索的一位宣教士担任会长。他们还成立

了一个“中央基金（Central fund）”，将经费分配给尼日尔各类宣教项目。他们商定每三个月举行一次会议，

交流事工进展情况、为项目做决策，例如：圣经学校、学生入学制度、事工安排、建筑项目、学校、医疗诊

所等一切与尼日尔宣教相关的事务。他们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最后做出决策（pentecostal evangel 2003）。尼

日尔神召会共有30家教会、两所圣经学校、两所小学和一家诊所（B. Teague, pers. comm.）。在尼日尔服事的

宣教士来自不同国家，他们带着相似的目标、教义、理念，策略相互协作。他们正成为宣教士有效合作的典

范。当然，由于具体做法上的差异，彼此间一定程度的包容是必要的。然而，为尼日尔建立教会的共同目标

使得这些差异不再成为阻碍。

非西方宣教士开展事工有一些优势。首先，他们跨文化交际敏感度高于西方宣教士；其次，他们有时可

以进入西方宣教士被禁止或者难以进入的国家。另外，非西方宣教士通常能说几国语言，因此学习语言相对

容易。这些因素有利于他们更有效地传福音。而且，他们对属灵争战更有经验，在神迹奇事方面更有信心。

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将世界分为“属世的”与“属灵的”，一切都与属灵世界

相关。

其他模式

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也派遣宣教士去往其他国家，但是没有与国家教会合作，在宣教禾场

也几乎没有与其他国家的宣教士合作。所有的宣教事工都由当地教会开展（Snider and Dorsing,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rch 21 and 22, 2003）。巴西神召会也是如此（Walz，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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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

8.3.2学习目标：简述非政府组织的起源。

5.非政府组织（NGO）成立的目的是什么？

非政府组织不属于政府，也不由政府创建，因此通常独立于政府之外。从定义上看，非政府组织可以包

括盈利性机构，但事实上一般仅限于非商业性质的社会、文化、法律以及环境保护组织（Willetts 2002）。有

些非政府组织是由宣教团队创立的。

“非政府组织（NGO）”一词于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开始使用，联合国宪章第10章第71条授权联合国经

社理事会“为同那些与该理事会所管理的事务有关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作出适当安排”

（www.un.org/wiki/Non- governmental_organization）。第一个非政府组织是1863年成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二十世纪的全球化是非政府组织兴起并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推动因素。许多问题，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

的问题，政府无法解决。政府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似乎以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益为中心，而非政府组织

（NGO）关注的是人道主义问题。举个例子，2005年1月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了第五次世界论坛，出席的代表

中有一千多名来自非政府组织（法国新闻社 2005）。

科尔顿（Korten）确定了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救济和福利——直接提供服务，例

如，食品与医疗卫生援助；第二阶段小规模地实现自力更生，帮助当地改善组织结构，实现自给自足；第三

阶段，改变当地甚或整个国家制度或机构（Korten 1990, 118）。

过去几年，宗教非政府组织（RNGOs）的数量日益增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救世军（Salvation Army）、

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和天主教救济会（ Catholic Relief Services）。2001年，仅这三个组织就报告收入

超过16亿美元，并宣称超过1.5亿美元用于传福音事工（Berger 2003, 1）。

希望护航（Convoy of Hope）

“希望护航（Convoy of Hope）”由神召会资助，与宗教非政府组织RNGOs合作，其宗旨如下：希望护

航（Convoy of Hope），a 501(c) (3) 非营利组织，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提供灾难救援、构建物资及服务供应链、

资助公益项目，开展扶贫发展项目，帮助受伤之人。希望护航开展的公益项目包括：免费分发食品、日用品；

提供职业、健康医疗服务；开展儿童成长事工等等（www.convoyofhope.org/who.html）。尽管其他宗教非政

府组织（RNGOs）由国家教会管理，但希望护航（Convoy of Hope）是由神召会管理的最大的宗教非政府组

织。

快乐地平线儿童牧场（Happy Horizons Children’s Ranch）

另外一个宗教非政府组织是位于菲律宾的神召会“快乐地平线儿童牧场”。这是一项人道主义援助事工，

属于非营利项目，致力于为菲律宾流浪儿童提供保护与康复治疗。

“快乐地平线”监管、照顾数百名流浪儿童。这些儿童大多是因内战而被遗弃或沦为孤儿，被功能失调

或贫困家庭虐待、抛弃，而冷漠的社会令他们的境况雪上加霜，身心倍受摧残。他们数量日益增多，

无处不在。其中很多都还是小孩子，还无法理解自己的命运。他们乞讨、偷窃，甚至为了一顿热饭、

一次热水澡、一张干净的床铺而出卖自己。他们处于生死边缘，经常遭受殴打、非法拘禁、拷打、性

虐待、强奸和谋杀。“快乐地平线”致力于帮助这些儿童不再流落街头，回归生活正轨，过有意义、

丰富的人生（www.hhcr.org）。

医疗卫生事工（Health Care Ministries）

医疗卫生事工（HCM）是神召宣明会的医疗部门。HCM通过短期福音医疗团队、紧急医疗救治、为宣

教士提供医疗服务、举办健康教育与培训等方式开展事工。HCM服事理念：

为了继续完成耶稣基督的事工，我们需要不断寻找方法向世人传福音、服事。在HCM，我们相信医疗卫

生事工是传福音的一种途径：帮助我进入原本无法进入的地区，向那些原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拒

绝福音的人传福音。我们的目标不止于医治人们身体上的疾病，而是努力超越手中的医疗设备，为人们

带来精神、情感乃至属灵上的医治。我们为人们带来希望，因为希望才是真正的医病良方。更为重要的

是，上帝藉着我们对世人的关怀、怜悯，打开福音之门，赐下独特的机会。我们的医疗卫生团队已受邀

去往一些几十年来一直拒绝宣教士入境的国家。我们愿意倾听病人的心声，也因此赢得了被倾听的权利

（www.healthcareministries.org/abou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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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宗派会议

8.3.3学习目标：阐述1974年洛桑会议召开的目的。

《洛桑公约》

第一届福音派普世宣教大会于1974年夏天在瑞士洛桑蟠龙宫举行，由福音派领袖葛培理牧师所带领的委

员会策划并组织，是1966年德国柏林“全球福音大会（World Congress on Evangelism）”的后续行动。来自

150个国家的2300多名福音领袖出席了会议，商讨普世宣教事工，会议的主题为：众人都要听到祂的声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此次会议发布了《洛桑公约》（Lausanne Covenant），由约翰·斯托得所率领的起

草委员会定稿。《洛桑公约》是近代福音教派最具影响力的文件，宣布了福音派教会与宣教事工的共同原则、

宗旨和使命。

《洛桑公约》重申了福音派的主要教义，包括基督在救赎中的独特性。关于布道的性质，公约声明如下：

但布道本身是传扬圣经上所记载的历史上的基督是救主和主，劝导人们信靠主，并且与神和好。我们发

出福音的邀请时，不能向人隐瞒作门徒的代价。基督依然在呼召所有跟随他的人要舍己，背起十字架，

与教会认同。福音布道的结果包括顺服基督、融入教会和在世上负责地服事。（《洛桑公约》）

第5条，声明基督徒有责任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传福音。

我们确信，神是全人类的创造者及审判者。所以我们应当共同负担起他对人类社会的公义及和好的关注，

以及对那些受各种压迫的人的自由的关注。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不论种族、宗教、肤色、

文化、阶层、性别或年龄，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尊严，所以应当受到尊重和服事，而不应受到剥削。我们

在此表示忏悔， 因我们忽略了社会关怀，有时认为布道与社会关怀是互相排斥的。尽管与人和好并不等

同于与上帝和好，社会关怀也不等同于布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于救恩，我们还是确信：福音布道和社

会政治关怀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因为这两方面是我们在神论和人论的教义上，以及我们对邻舍的爱

和对基督的顺服的必要体现。救恩的 信息也包含对各种形式的疏离、压迫及歧视的审判。无论何处有罪

恶与不公正的事，我们都要勇敢地斥责。当人们接受基督时，他们就得以重生，进入祂的国度；他 们不

仅必须努力在这不义的世界中彰显上帝的公义，还要传扬祂的公义。我们所宣告的救恩应当在个人生命

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改变我们。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洛桑公约》）

最后，公约呼吁众信徒联合起来共同完成洛桑会议所制定的目标。

因此，我们以信心和决心，郑重地与上帝立约，也与众弟兄姊妹坚立此约。让我们为了普世宣教而一同

祷告、共同计划、合力侍奉。我们呼吁其他人与我们一起同工，愿上帝以祂的恩惠为祂的荣耀，帮助我

们，使我们誓忠于此信约。阿们，哈利路亚！（《洛桑公约》）

马尼拉会议

8.3.4学习目标：了解马尼拉会议人员组成。

1974年到1989年期间召开了许多会议。其中，1989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会议是一次重大事件。参加

会议的代表有4,300名（包括苏联和东欧，并且妇女、平信徒及年轻领袖所占的比例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会议），

他们共同研究过去几年的合作所取得的成果，为普世宣教制定策略。马尼拉会议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所做出

的决策将成为世界福音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方向，被称为“第二届洛桑会议（Lausanne II）”。会议最终结论

发表在《马尼拉宣言》的二十一项确信中。

在这次会议中，比尔奥布赖恩（Bill O’Brien）呼吁福音派教会加强合作。在谈到“教会优越感”这个

话题时，他对教会分裂现象进行了谴责：

演员换了，一世纪的闹剧却仍在上演。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存在于教会内部、教会之间以及翼锋教会（福

音机构）的相互争竞中。从传统到教义到实践，他们之间的争竞延续至今、愈演愈烈，当今世界所产生的教

派已超过20,000种，（没有明确宗派、组织的）福音机构多达2,000个……（Manila Conference 1989, 206）
来自澳大利亚的罗宾克莱顿（Robyn Claydon）在会议上发言：

全世界的教会都当竭力追求与神同工，且要彼此同工，这是普世宣教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各教会要相

互协作、鼓励、代祷、建造、支持，彼此承认（包括各自的事工），从而形成不断成长、充满活力的基督徒

联合体。唯有如此，这个世界才能充满祷告、呼召、传福音、宣教。（Manila Conference 1989, 215）

这些会议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宣教事工需要合作。如今，2/3的宣教领袖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拉丁美洲、

非洲以及亚洲教会正迅速成长，他们在普世宣教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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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宗世界团契（The Pentecostal World Fellowship）

8.3.5学习目标 阐述五旬宗世界团契成立的宗旨、目的。

6.五旬宗世界团契（The Pentecostal World Fellowship）的性质与职能是什么？

为鼓励五旬宗信徒互相合作，五旬宗世界团契召开了五旬宗世界会议（Pentecostal World Conference）。

第一次会议于1947年在瑞士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于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期间召开过18次会议。

五旬宗世界团契的性质与职能：

五旬宗世界团契是一个合作团体，由五旬宗教会与世界各地具有相同立场的团体组成。它不是任何国家

的立法机构，而是一个联合体，致力于将福音传到地极，是服务机构，具体职能如下：

（1）在祷告中相互扶持；

（2）在传福音、宣教中彼此鼓励、支持；

（3）促进全世界五旬宗信徒建立团契关系、相互协作，主要方法是每三年召开一次五旬宗世界会议；

（4）为团契成员及相关机构提供咨询与合作的途径；

（5）针对与教会相关的重要的属灵问题以及生活、社会问题，相互表达关心、给予建议；

（6）危难时刻给予救助；

（7）促进福音事工特殊领域人员交流；

（8）为了教会的益处，分享有价值的信息与最新的统计数据；

（9）作为五旬宗世界团契，我们要向世界发声——捍卫我们的信仰、伸张社会正义并保护

遭受逼迫的基督徒。（Pentecostal World Fellowship 2009）

北美五旬宗/灵恩派教会（PCCNA）

五旬宗派还有一个机构是北美五旬宗/灵恩派教会（ Pentecostal / Charismatic Churches of North America，
简称：PCCNA）。该机构的前身是北美五旬宗团契（Pentecostal Fellowship of North America，简称：PFNA），

1948年成立于爱荷华州得梅因市。北美五旬宗教会的创始成员包括：神召会、Church of God (Cleveland，
Tennessee）；四方福音教会（Foursquare Gospel Church）、五旬节圣洁会（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 Open
Bible Standard Churches。

PCCNA是灵恩派与五旬宗派联合体的一部分，也是种族和解运动的一分子。PFNA的成立是为了弥合教

义上的分歧，但 PCCNA树立了更宏大的目标——调和种族与文化差异。1994年，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举行

的一次会议上，PFNA宣布解散， PCCNA成立。PCCNA总部位于加州洛杉矶，三十七个不同的教会加入了这

个新机构（北美五旬宗/灵恩派教会网站）。

PCCNA在其网站上，对其宗旨作出陈述：北美国五旬节/灵恩派教会成立目的是，提供一个基本“架构”，

帮助与PCCNA宗旨及目标一致的北美五旬宗与灵恩派教会、机构、事工组织建立团契并且相互交流、合作。

这些教会与团契都认同圣灵的浇灌与更新，有着共同的普世宣教目标，他们渴望共同见证圣灵在末后的日子

要浇灌所有人（www.pctii.org/pccna/mis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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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单项选择题：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括号内。

1.“教会”一词在福音书中只出现了两次，而且都在（ ）。

a）马可福音

b）路加福音

c）约翰福音

d）马太福音

2.（ ）是教会一切事工的指南。

a）良好的管理

b）代理牧师

c）宣教

d）财务监督

3.Williams（1990）说：“（ ）教会是伟大宣教士进入罗马帝国的‘跳板’。”

a）耶路撒冷

b）安提阿

c）腓立比

d）哥林多

4.“福音帐篷”事工是指（ ）。

a）为非洲当地教会提供整栋建筑

b）鼓励当地信徒提供帐篷支架

c）为非洲当地教会提供钢架和顶篷，当地信徒完成搭建工作

d）美国教会信徒将其视为宣教事工并予以支持

5.在阿根廷，教会通过“宣教个人化”方式资助宣教士，这种方式是（ ）。

a）宣教士个人去不同的教会筹集经费

b）国家教会从财务预算中为宣教士提供经费

c）国家教会（Argentina National Church）要求国内每个教会为宣教经费奉献，之后发放给特定宣教士

d）筹集经费是宣教士的职责

6.世界上第一个非政府组织（NGO）是（ ）。

a）国际关怀组织（CARE International）

b）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c）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
d）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7.第一届跨宗派世界福音大会（ ）。

a）1972年在罗马召开

b）1974年在洛桑召开

c）1989年在马尼拉召开

d）1982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

8.在《洛桑公约》中，社会责任与传福音（ ）。

a）相互排斥

b）并不都在表达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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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都是基督徒的责任

d）都是基督徒的责任，但是重要程度不同

9.第二届洛桑会议（Lausanne II）”（ ）。

a）1985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

b）1989年在马尼拉召开

c）1982年在柏林召开

d）2004年在韩国召开

10.北美五旬宗/灵恩派教会（PCCNA）树立了更宏大的目标，（ ）。

a）促使五旬宗与灵恩派在教义上的统一

b）统一敬拜风格

c）调和种族与文化差异

d）统一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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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答

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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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教会最终必然得胜？

彼得承认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随即对他以及其他门徒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

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注：“权柄”原文作“门”）。”（太16:18）耶稣宣告“聚集在一起的人”（教

会）最终要得胜，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

2.教会的使命由谁承担？

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具有普世福音异象。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责任。

3.国家教会可以通过哪些措施资助宣教士？

宣教部应该制定宣教士差遣方案，其中包括宣教士候选人招募制度，以及在国内各教会筹募宣教经费的计划。

4.阿根廷宣教士通过哪些方式获得宣教支持？

为了支持宣教士，阿根廷国家教会（Argentina National Church）要求国内每个教会为宣教经费奉献，其中大

部分经费转交给特定宣教士。在阿根廷，这种支持宣教的方式被称为“宣教个人化”。所筹经费的1/10用于支

付管理费用，宣教经费发放频率为每月一次。

5.NGO成立的目的是什么？

向各国提供非商业性质的社会、文化、法律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援助。

6.五旬宗世界团契（The Pentecostal World Fellowship）的性质与职能是什么？

鼓励团契中的五旬宗团队以及宣教同工相互合作。

第三单元测试

复习本单元学习内容，完成第三单元测试（第118-121页）。请勿参考任何资料，

独立完成，自行核对答案。针对错题，回顾课本相关内容。单元测试成绩不记入本课程

总成绩，但可作为学习情况参考以及最终成绩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