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家 得救
1976 (1:6) 2021(7:0)



10/17/2022 父親受洗
10/28/2009

洛杉磯嘉惠爾醫院
L.A. Garfield Medical Center



戴師母的媽媽



體貼天父的心

啟示錄 7:9-10



上帝的全家福(願景, 異象Vision)上帝想要一個家

• 啟示錄 7:9-10

此 後，我 觀看， 見有許 多的人 ，

沒 有人能 數過來 ，

是從各 國、各 族、各 民、各 方來的 ，

站 在寶座 和羔羊 面前，

身 穿白衣 ，手拿 棕樹枝 ，大聲 喊著說 ：

願救 恩歸與 坐在寶 座上我 們的神 ，

也 歸與羔 羊！



馬太福音26:36-39

耶穌 同門徒 來到一 個地方 ，名叫 客西馬 尼，就 對

他們 說：你 們坐在 這裡， 等我到 那邊去 禱告。 於

是帶 著彼得 和西庇 太的兩 個兒子 同去， 就憂愁 起

來， 極其難 過，便 對他們 說：我 心裡甚 是憂傷 ，

幾乎 要死； 你們在 這裡等 候，和 我一同 儆醒。 他

就稍 往前走 ，俯伏 在地， 禱告說 ：我父 阿，倘 若

可行 ，求你 叫這杯 離開我 。然而 ，不要 照我的 意

思， 只要照 你的意 思。

耶穌體 貼 天 父 的 心



1. 馬太福音的大使命 馬太福音28:16-20 (作門徒)

2. 馬太福音24:14 (主再來)

3. 馬可福音的大使命 馬可福音16:15-18 (神蹟)

4. 路加福音的大使命 路加福音24:47-48 (悔改, 赦 罪)

5. 約翰福音的大使命 約翰福音20:21-22 (差遣)

6. 使徒行傳的大使命使徒行傳 1:8 (聖靈, 同步)

主的大使命



Pearl G. Young Missionary 榮耀秀教士

榮教士1904年7月6日出生在加拿大，父親是德高望重的鄉村
醫生，母親是敬虔爱主的家庭主婦。母親熱愛宣教，母親家中
出了3位宣教士，而父親家中則出了2位宣教士。
天氣不好或大風雪時，母親總是對她說：“今天聚會人數會很
少，所以我們一定要去。” 這種事奉主的態度對榮耀秀有極深
遠的影響，使她在遇見一件很難做的事情的時候，就更堅定地
去完成。
1929年10月，25歲加入內地會，到中國服事19年，曾被關進
日本集中營，屢受逼迫。
1947年，榮教士離開內地會，以獨立宣教士身分，在河南一帶
宣教。因共產黨驅逐，離開中國回加拿大。禱告中，她心中忽
然閃現「福爾摩沙」這名字，年已50的她在1954年來台灣，
帶著一個嶄新的榮耀信息，那就是藉着聖靈的浸得着耶穌豐滿
的顯現和同在。於當時木柵溝子口建立錫安堂。身無後援的榮
教士，在台拓展出25間錫安堂教會，一切都憑對主的信心仰望。
1986年11月30日蒙主恩召



台北馬階醫院 1979.7-1981.1
台東基督教醫院 1981.2-1982.8



Pearl G. Young Missionary 榮耀秀教士





吳俊德、戴以榮 (柬埔寨)
無花果、無尾熊、無酵餅

小確幸 大使命



1. 禱告

使 徒行 傳 22:8-10 (1. 求問神 Asking God)

我 說： 主 阿， 我 當做 甚 麼 ? “What shall I do, Lord?’’ I asked.

撒 母耳 記 上 3:10 (2. 等候神 Waiting on God)

撒 母耳 回 答說 ： 請說 ， 僕人 敬 聽！

Then Samuel said, “Speak, for your servant is listening.”

以 賽亞 書 6:8 (3. 順從神 Obeying God)

我 說： 我 在這 裡 ，請 差 遣我 ！And I said, “Here am I. Send me!”



一會愛一族，預備主再來 請代禱: 8/12-9/14-10/14-11/16 (台灣-東南亞)

1. 咖啡族大學(司老師)

2. 小額貸款(福+9兄姊)

3. 孤兒院 (Saut and Sugi弟兄)

4. 聖經翻譯(克老師)

5. 耶穌傳影片翻譯(利牧師)

6. 咖啡鑑定(約弟兄)

7. 咖啡農場(福弟兄, 利牧師, 畢牧師)

8. 禱告屋(福弟兄, 畢牧師)

9. 咖啡族語福音廣播? 醫療短宣?

10. 教會傳承, 教會分享: 小教會大使命

當地 Batak族 & 衛理公會; 宣道會

洛杉磯錫安堂 愛 東南亞咖啡族
(34萬4千人)

信仰伊斯蘭教
沒有教會
沒有聖經(沒有文字)
沒有耶穌傳
沒有福音廣播



1. 禱告組(摩西，亞倫，戶珥) + 奉獻: 每個人

2. 短宣組(約書亞---): 生意人

化學工程師

英語教育老師

大學老師

幼教老師

鋼琴老師

陶藝老師

銷售

牧師

小教會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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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4:14 (使命) (策略) 啟示錄 7:9 (異象)

一 愛 族一會

9.1
地
震
南
亞
海
嘯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

，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

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大誡命 Great Commandment）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 (Ethnic group) 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2. 專注 (馬太福音24:14)



全世界有79.1億人

19億穆斯林

10億印度教徒

17,428 族群 (people group)

7,412 未得之民 (unreached people group)

42.5% Joshuaproject.net

各國 、各族 、各民 、各方



更正教宣教運動的三個時代

三個時代 / 四個先鋒
第一個時代：向沿海地區

(1792 - 1910) 先鋒：威廉．克里 ( William Carey )

第二個時代：向內陸挺進 To The Inland Places
(1865 - 1980)先鋒 ：戴德生 ( J. Hudson Taylor )

第三個時代：贏得未得之民 Hidden and Unreached Peoples
(1934 - 現今) 先鋒：金綸．湯遜、馬蓋文

(William Cameron Townsend, Donald A. McGavran)
危地馬拉 Guatemala, 喀克其奎人 Kakqikui



把握時機

完成任務 Finishing The Task (FTT) 三個發展階段

Bible
聖經翻譯

Believer
重生得救

Body
建立教會

好奇心 Curiosity

代禱者 Intercessor

探索者 Explorer

2033



•Joshua Project：joshuaproject.net/

•國際愛穆協會：www.aimutoday.com

•宣教日引：www.cross-roads.org/index.php

•華人策略聯盟：chinesestrategyalliance.org/

•敞開的門：www.opendoors.org.hk/TC/

www.opendoorsusa.org/

•Prayercast：www.prayercast.com/



Acts 1:8

但聖 靈降臨 在你們 身上， 你們就 必得著 能力， 並要
在耶 路撒冷 、猶太 全地， 和撒瑪 利亞， 直到地 極，
作我 的見證 。 (不是然後)

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has come upon
you; and you shall be My witnesses both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even to the remotest part of the earth.”

( not then)

3. 同步



主的大使命兩個層面:

同文化--竭力達成

(Pursuable)

跨文化--指日可待

7,412 (Finishable)

把握時機(Kairos)
宣教生命課程







小教會大使命

一會愛一族，預備主再來 (禱告)



禱告

使 徒行 傳 22:8-10 (1. 求問神 Asking God)

我 說： 主 阿， 我 當做 甚 麼 ? “What shall I do, Lord?’’ I asked.

撒 母耳 記 上 3:10 (2. 等候神 Waiting on God)

撒 母耳 回 答說 ： 請說 ， 僕人 敬 聽！

Then Samuel said, “Speak, for your servant is listening.”

以 賽亞 書 6:8 (3. 順從神 Obeying God)

我 說： 我 在這 裡 ，請 差 遣我 ！And I said, “Here am I. Send me!”



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人，他的人生是幸運的，
他一生都會很快樂。
知道神要他做什麼的人，他的人生是幸福的，
他永遠永遠都會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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