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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一帶一路上的福音使命
與策略展望
金但以理

2015年3月28日，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

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

動》(簡稱「一帶一路」)。這是中國政府對外關係的頂層設計，將會

影響未來十年的對外事務。所謂「一帶一路」是貫穿歐亞大陸，東邊

連接亞太經濟圈，西北進入歐洲經濟圈，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由東方

主動發起的有計劃的溝通與對接中華文明與歐洲文明的戰略行動。

「一帶一路」所涵蓋的範圍廣大，對正在崛起的中國及中國教會，既

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也是一次歷史性的機遇。那麼，「一帶一路」的

涵蓋範圍有哪些？「一帶一路」的宗教處境又如何？中國教會又要如

何抓住「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歷史機遇，完成主所託付的大使命呢？

「一帶一路」的涵蓋範圍

「一帶一路」涵蓋了65個核心國家，覆蓋面積達5,539km2，約

佔全球總面積的41.3%。涵蓋的人口為46.7億，約佔全球總人口的

66.9%。2「一帶一路」是對古絲綢之路的傳承和提升，將成為中國與

圖一：「一帶一路」橫貫歐亞1



18 《大使命》雙月刊   第一二二期   二零一六年六月

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歐洲經貿和文

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帶一路」的策略也漸漸成為

中國對外開放與對外經濟合作的總綱領，推動中國

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經貿合作快速發展。數據顯示，

2015年中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相關的49個國

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總額達148.2億美元，同

比增長18.2%；貿易總額達9,950億美元，同比增

長25%。3「一帶一路」不僅影響經貿關係及資金流

的方向，也將在宗教與文化領域帶來更深更廣的互

動。

「一帶一路」的宗教處境

「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和地區是世界三大宗

教的發源地，也是非基督徒人口最集中的區域。很

多國家或地區都有著複雜的政教關係，一些國家是

政教合一或以某種宗教為國教，如沙特阿拉伯、

約旦、卡塔爾、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汶萊、敘利

亞、葉門、伊朗等以伊斯蘭教為國教，泰國、柬埔

寨、不丹、斯里蘭卡等以佛教為主要信仰，以色列

以猶太教為國教，尼泊爾曾長久以印度教為國教

等；一些國家的某一宗教也是絕大多數人的信仰，

如印尼的伊斯蘭教、印度的印度教、緬甸的佛教，

以及中亞各國的伊斯蘭教等。「一帶一路」區域也

將是中國教會走向普世宣教時最主要的宣教區域與

國家。

「一帶一路」上的福音使命

耶穌在升天前，應許門徒們說：「這天國的

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

到。」(太二十四14)因此，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被釘死、為我們成就救恩的好消息，一定會傳遍

「一帶一路」區域的佛教圈、印度教圈、伊斯蘭教

圈的每一個國家和地區。耶穌基督頒佈的大使命(太

二十八18-20；可十六15-16；路二十46-49；約二十

21；徒一8)，也是在這些區域要完成的福音使命。

若是對這些大使命經文進行分析，會發現福音使命

所包括的內容有異象傳遞、禱告運動、廣傳福音、

門徒訓練、教會繁殖、工人培訓、神學教育、差傳

運動等核心性事工，這也可以構成生生不息的大使

命事工策略(如圖二所示)。

為了完成主耶穌基督的大使命，需要先看見福

音運動的異象，並從禱告開始參與，如為宣教工

場的禁食禱告、通宵禱告、異地同時禱告、踏地禱

告、環城禱告、廿四小時守望禱告等。然後，用適

合當地處境的方式進行廣傳福音，如個人佈道、親

友關係佈道、街頭佈道、逐家佈道、福音餐會、音

樂佈道、節期佈道、文字佈道、媒體宣教、福音營

會、大型佈道、遍傳福音行動等。當出現信徒時，

藉著門徒訓練一步步培育造就，從初信到信徒、從

信徒到門徒、從門徒到領袖，最終期待門徒倍增門

徒。這樣，就可以在門徒倍增的基礎上，建立教

會，並繼續期待教會倍增教會，從而帶來本土化的

教會繁殖運動。信徒倍增，教會不斷增加時，就需

要預備工人培訓與神學教育，訓練本地教會的領袖

及全職傳道人，讓教會能夠自治、自養、自傳。特

別是宣教工場建立的教會，從初期就要擁有宣教的

異象，讓他們起來接棒，一起投身完成大使命的福

音運動之中。

「一帶一路」上的策略展望

上文提到了福音使命與核心性的事工內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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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在不同宗教處境中，如何能夠實踐這些大使命

事工呢？這不僅要有宏觀的策略作為指導，也需要

智慧的方法來加以實踐。在百度百科中，對策略做

出如下的解釋：「策略就是為了實現某一個目標，

首先預先根據可能出現的問題製訂若干對應的方

案，並且，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根據形勢的發展

和變化來製訂出新的方案，或者根據形勢的發展和

變化來選擇相應的方案，最終實現目標。」4 因此

策略是為了完成某一個目標而製訂的整體性的方

案。愛德華代頓(Edward R. Dayton)也說：「策略是

為了達到目標或解決問題所提出的方法進行全面性

的解釋，或者提出整全的接近方式或計劃。策略不

是細節性的計劃，而是全盤性的計劃。」5 中國教

會為了完成「一帶一路」上的福音使命，需要發展

出效法耶穌基督、基於聖經真理、傳承歷史榜樣、

切合處境特點的宣教策略。以下筆者將以促進穆斯

林群體歸向基督為例，展望一下策略與方法。

1. 穩固根基：宣教士首先要在信仰上建立穩固

的根基，確認世上每一個民族的人惟有藉著耶穌基

督的寶血才能得救，脫離罪的捆綁、得到真理中的

自由，並成為義的奴僕。(羅六18)一切宣教事工都

要建造在耶穌基督的根基之上。宣教道路上會有許

多的挑戰，如語言的障礙、文化的衝擊、價值觀的

張力以及屬靈的爭戰等，若沒有穩固的根基，很難

有得勝的事奉。

2. 道成肉身：耶穌離開天上尊榮的環境，道成

肉身來到世界，作一位跨文化的宣教士。他成為一

名猶太人中的木匠，使自己在凡事上與他的猶太人

弟兄相同——社會上、語言上、文化上和宗教上，

只是沒有犯罪。(來四15)保羅也效法基督，在甚麼

人中就做甚麼人。(林前九19-23)這麼做的目的，就

是為了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宣

教士進入穆斯林社會，也需要學習他們的語言、文

化、習俗，甚至宗教。利瑪竇與戴德生到了中國，

都是以道成肉身的模式，先從服裝打扮上本土化，

這是處境化宣教的起點。中國宣教士也需要跟宣教

工場的本地人打成一片，才能更好的邁出宣教的步

伐。

3. 愛的橋樑：宣教士必須與穆斯林的朋友和

鄰居建立愛的關係，要先做語言和文化的學生，並

通過友誼建造橋樑。建造愛的橋樑，要學會通過穆

斯林常用的字眼的含義理解他們的語言，而不是期

待他們理解我們的語言。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在穆

斯林群體中宣教，最好不要用「基督徒」這個詞來

強調我們得救的身份，而是使用「神國的國民」這

一辭彙。對很多穆斯林而言，「基督徒」的意思是

「西方的、腐敗的、偏見的、帝國主義的、多神論

的、不潔淨的、與十字軍有關的教徒」。這些決不

會是我們想傳達的信息，我們要傳講關乎神國的福

音，因為「神的國」在穆斯林語言中是一個未被污

染的辭彙。另一個例子是關於使用「神」或者「安

拉」的辭彙。對中國基督徒而言，常常從教義的角

度定義「安拉」和「神」有根本的區別，從而拒絕

使用「安拉」這個名詞。而事實上，阿拉伯的基督

徒對「神」的稱呼就是使用「安拉」，阿拉伯文的

聖經翻譯也使用「安拉」，因此「安拉」可以說是

阿拉伯語對「神」的翻譯。我們需要學習保羅的榜

樣，從對方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並尋求可用的文化

和宗教的橋樑，來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帶給新的未信

之民。(編註：這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叫法。阿拉伯基

督徒會以「安拉」稱呼「神」，因為「安拉」在阿

拉伯語是「神」的意思，但中國國內和一些地方則

不會用。西方宣教同工因為不受未信者歡迎，所以

要用一些當地人能接受的方法藉此被人接納，但華

人較容易被未信的穆斯林朋友接納，所以未必需要

用這個進路。)

4. 降低障礙：在穆斯林中宣教，不只要主動改

變我們的用詞，也要深入瞭解對方接受耶穌基督福

音過程中的各樣障礙。穆斯林對接受耶穌基督的福

音有以下幾個典型的障礙：a.埃撒(爾撒)是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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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相信三位一體的神嗎？c.埃撒(爾撒)是安拉的兒子

嗎？d.聖經是真實的嗎？e.埃撒(爾撒)是死在十字

架上的嗎？由於穆斯林的傳統教導對這些問題都有

很多負面的渲染，以致迷惑人們不能對這些問題有

客觀的考察。舉一個例子來說，穆斯林認為耶穌沒

有釘死在十字架上，也沒有復活。但我們可以藉著

說明耶穌為何必須死以及通過《古蘭經》證明耶穌

確實死了的兩個事實來澄清他們的疑問。另一個例

子，就是關於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的身份，穆斯林

將此誤解為聖潔的神與女人發生性關係而生出半神

半人的人來。但我們要清除他們的偏見，除去認識

上的障礙，因為聖經和古蘭經都清楚地寫到：a.耶

穌沒有肉身的父親；b.神沒有跟馬利亞發生性的關

係；c.耶穌因聖靈感孕而生；d.馬利亞——耶穌的

母親——生耶穌時還是處女；e.耶穌是無罪的；f.耶

穌是神的道。6 降低這些障礙，才能廣傳福音及門

徒訓練。

5. 平安之子：耶穌曾經命令門徒們走遍整個加

利利，去尋找配得的人，即平安之子(路十6)。找

到平安之子，會藉著他/她打開整個家族廣傳福音

的門。從路十1-11可以看見，平安之子有以下的幾

個特點：a.向你打開他的門(v5)；b.領受你的祝福且

顯出興趣(v6)；c.好客(v7)；d.在某方面對你提供支

持(v7)。從太十5-14也可以發現幾個特點：a.他是

配得的(v13)；b.在他的家中有影響力(v13)；c.接待

你(v14)；d.聽到所講的話(v14)。聖經中不乏這樣的

平安之子，如百夫長哥尼流、瞎子巴底買、安德烈

帶領彼得、腓利帶領拿但業、腓立比的呂底亞與禁

卒、雅典人丟尼修，管會堂的基利司布、撒瑪利亞

的婦人等。在穆斯林群體中宣教，也要尋找神所預

備的平安之子，他們將幫助打開宣教的門。

6. 見證影響：當穆斯林願意跟從基督的時候，

不要將他們從自己的族群中割離，而是要保持同族

中原有的身份。當他在自己的族群及朋友中作光作

鹽時，其他人會看到改變的生命而被耶穌吸引，藉

此神的國擴大並且增長。從哥尼流的家族、呂底亞

的家族、腓立比禁卒的家族、基利司布的家族歸信

主的例子來看，神常常藉著平安之子影響整個家

族。福音信息進入整個家族中，帶來轉化的生命，

使整個家族受到基督的影響，從而使神的國與很多

新信徒向前邁進。

7. 形成運動：我們不只期望找到平安之子，

而且期望看見整個家族蒙福。我們不只要看見整個

家族蒙福，還要看見福音從家族傳到家族，健康的

屬靈家族迅速繁衍並且加倍增長，從而形成一個運

動。這裏的秘訣就是耶穌基督所展示給我們的門徒

倍增原理——門徒倍增門徒、福音化家族倍增福音

化家族、教會倍增教會。就如使徒行傳中的記載：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徒十二24)，「你

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

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二2)，「猶太、加利利、

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

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徒九31)。在

家族性教會繁殖運動中，不需要追求外形的擴大，

而是需要關注繁殖的動力。就如大象和兔子的例

子，大象繁殖年齡是15歲，一次只能生1隻，並且

需要22個月的懷孕期；但是兔子雖小，繁殖年齡是

3-4個月，一次可以生4-12隻，懷孕期只有31天。一

隻大象和一隻兔子，5年之後的繁殖將出現巨大的

差距，大象只能多出3隻，但兔子卻可以繁殖到500

多億。我們從早期教會歷史中看見，福音從一個

家族傳到另一個家族，順著自然的關係網絡發展，

發展出無數的家庭教會。在基督教前三百年的歷史

裏，幾乎沒有外形高大的教堂建築物。他們用家庭

作教會，教會的核心也是家族，就形式而言，教會

幾乎是看不見的，但是他們卻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以上是穆斯林圈中的宣教策略的初步探討，其

他還有佛教圈、印度教圈、部族宗教圈等，都需要

探討出處境化的宣教策略。最近幾年，不斷聽到中

國教會的宣教士走向海外，尤其是「一帶一路」上



21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122 June 2016

的國家，如越南、泰國、柬普寨、老撾、緬甸、印

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或印度、孟加拉、尼泊

爾等南亞國家，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

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約旦、埃及等中

亞與中東的穆斯林國家，包括以色列，這些國家中

都已經有了中國的宣教士。而且，這只是開始，在

未來隨著「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持續落實，將有

更多的中國基督徒隨著經貿潮流前往「一帶一路」

中的國家和地區。這是神所興起的時代性的浪潮，

我們需要抓住這個機遇，乘浪而行，以穩固的靈

性、宏觀的視野、普世的胸懷、智慧的方法以及忠

心的大使命事工，來完成神在這個時代託付我們的

福音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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