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萬同胞在等待
羅10：1-4，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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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1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2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
神有热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识；3 因为不
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
的义了。4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
他的都得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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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13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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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
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16 只是人没
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17 可见信道是
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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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現在的人口大約13億，基督徒大
約有1.1億，占中人口的8.46%

• 奧運會開幕式大約有一萬名10,000運
動員進場走了2小時左右，大约是5,000
人/小时的速度

• 如果我們以這樣的速度計算13亿人需
要29年 248 天

• 如果基督徒走前面需要 2年 186天

• 接下来的27年6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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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系同胞 （1-4）

a. 掛念自己的同胞 v.1

• 保羅是外邦人的使徒11：13

• “愿”的重点是在“喜欢”或“喜悦”，而
不是在盼望—表达出保罗内心里真诚
的愿望。

• 具體的行動—向神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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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系同胞 （1-4）

a. 掛念自己的同胞 v.1

b. 瞭解同胞的情形 v.2-4

• 第二節開始有“因為”

不知道神的義

要立自己的義

不服神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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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系同胞 （1-4）

a. 掛念自己的同胞 v.1

b. 瞭解同胞的情形 v.2-4

c. 我们的情形

• 身在海外，生命反轉

• 国内同胞，众神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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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狂欢的地带》

《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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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系同胞 （1-4）

二.得救途徑（13-15a）

• 求告主名就必得救 V.13

 保羅的同胞是立錯了義

 我們的同胞是求錯了主

• 共同的原因是沒有奉差遣的 V.14-15a

 沒有奉差遣 沒有傳道的

 沒有傳道的 未曾聽見

 未曾聽見 未曾信他

 未曾信他 求錯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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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系同胞 （1-4）

二.得救途徑（13-15a）

三.與我何干（15b-17）

• 保羅是否不務正業？

• 基督徒当各盡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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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年二十五歲時受差派來

到中國傳福音。(共27年)

他從事編譯工作，也沒有忘

記傳福音的使命。

完成翻譯聖經、華英字典

馬禮遜的服事是：

1.帶病服事 ；2.帶職服事

3.帶眷服事。

來華時有人譏諷他妄想帶領

中國人歸主絕無可能成功，

他回答了一句名言：“ 我不

能，但神能”

馬禮遜(1782-1834年)



裨治文(Bridgeman，1801-1861)

 1830年，美國公理會差派裨治文來

中國，經過一百三十五天的航程。

 為該會派赴中國的第一位美國傳教

士。

 到廣州就跟馬禮遜學習漢語文。於

1832年5月起出版一份英文的月刊

《中國叢報》。

 在三十年內，裨治文在中國創辦和

參與了五個傳教組織：基督徒聯合

會、《中國叢報》、“益智會”、

“馬禮遜教育協會”、中華醫藥傳

教會。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年)

 1832年生。17歲蒙呼召去中國傳教。

 積極準備去中國，學中文，學醫，過

簡樸的生活。

 1854年到中國上海，到73歲(1905)。

 1865年成立“中國內地會”。三十九

年後(1905)，有宣教士828人，分佈十

八個省分。

 1905年葬在揚子江邊( 他的子女中，

有二男二女在中國夭折，他的愛妻亦

病死於中國)。

 名言“ 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
全数支取； 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
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戴家至今六代向中國傳教。



十九世紀由英國來華的劍橋七傑

1885年，七位剑

桥大学杰出毕业

生响应上帝呼召

献身加入中国内

地会，赴中国宣

教。

他们的见証及榜

样当时曾震动英

国。

他们也影响英美

两国的学生基督

徒运动。



• 戴德生（HudsonTaylor）在他接近生命的盡

頭時，他肯定地說：“倘若我不相信中國
人是失喪而需要基督的話，我永不會想到
要往那裏去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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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基督徒的人數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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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人口 基督徒(人) 比例

全国 13亿 1.1亿 8.46%

傈僳族 634,912 300,000 47.25%

景頗族 132,143 50,000 37.84%

朝鮮族 1,923,842 600,000 31.19%

獨龍族 7,426 1,450 19.53%

佤族 396,610 75,000 18.91%

怒族 28,759 4,000 13.91%

拉祜族 453,705 50,000 11.02%



民族 人口 基督徒(人) 比例

滿族 10,682,262 10,000 0.09%

回族 9,816,805 500 0.00005%

苗族 8,940.116 36,000 0.4%

維吾爾族 8,399,393 800 0.001%

羌族 306,072 300 0.10%

藏族 5,416,021 9,770 0.18%

瑤族 2,637,421 100 0.0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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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人口 基督徒(人) 比例

畬族（she）709,592 未知 未知

鄂溫克族 30,505 未知 未知

德昂族 17,935 未知 未知

保安族 16,505 未知 未知

塔塔爾族 4,890 未知 未知

門巴族 8,923 未知 未知

珞巴 2,965 未知 未知

塔吉克族 41.028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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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基督徒的人數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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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人口 基督徒(人) 比例

全国 13亿 1.1亿 8.46%

傈僳族 634,912 300,000 47.25%

景頗族 132,143 50,000 37.84%

朝鮮族 1,923,842 600,000 31.19%

獨龍族 7,426 1,450 19.53%

佤族 396,610 75,000 18.91%

怒族 28,759 4,000 13.91%

拉祜族 453,705 50,000 11.02%



• 韩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宣教士输出国

–根据2005年的韩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3

的韩国人为基督徒，信徒数量超过了韩国的
第一大宗教佛教，而且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海
外宣教计划。

–据统计，韩国教会已向169个国家和地区派
出了2万多名传教士，数量仅次于美国。

–按人口比率是世界第一

–北京幾個大的家庭教會是由韓國的宣教士帶
領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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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和中國比起來只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 為什麼他們能派這麼多宣教士呢？

• 500人的教会

–全額支持50多位自己教會的宣教士

–部分支持90多位其他教會的宣教士

–每个小组認領宣教士來支持

–教會所有奉獻的50%是用在宣教

–他們的目標是70%用在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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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
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
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
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瑪 3:10)

• 華人教會的宣教情況呢？

–由於籌款難而不敢參與

–由於籌款不足被迫退出

–由於籌款不足沒有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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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藉著聖經告訴我們“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 我們同胞失散的靈魂，大多是因為他
們求錯了主

• 他們求錯的主因是沒有人向他們傳，
導致他們沒有按真知識求

• 雖然我們不能保證我們所傳的都會被
接受，但我們應當尽到我們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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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該怎麼作：

1. 心裏對同胞有負擔，時常在禱告中
向神祈求

2. 關心及瞭解同胞的需要

3. 支持宣教事工

a. 為專人專項禱告

b. 參與長宣、短宣

c. 向親戚朋友傳福音

d. 經濟上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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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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