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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大使命是一项可以完成的使命，因为主

的使命是有目标、有时限的使命。目标：

是使万国、万民都成为主的门徒。时限：就是世界末日

的到来。因此，若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各教会就必须率

先扛起宣教的大旗，在主再来之前，将主的福音传向万

国、万民。今天，福音虽然已传进了世界各国，但是福

音还未完全传入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民族。本人认为：

认领未得之民事工是福音传遍天下最有效的宣教策略。

因此，再次呼吁诸教会：让我们一起携手同心主动去认

领、去赢得所有福音未及的民族吧！如果每间教会都能

开始去认领一个未得之民，那么大使命的万民目标将很

快得以实现。

认领“未得之民”是有圣经根据的宣教策略

圣经要我们传福音到万国，加3:8“万国都必因你

得福。”那是一个有地理观念的吩咐。使1:8就更清楚

地说：“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

力 ， 并 且 要 在 耶 路 撒

冷、犹太全地、撒玛利

亚，直到地极，作我的

见证人。”同时，主耶

稣更吩咐我们要把福音

传遍万民。太28:19-20

主 在 升 天 之 前 颁 布 的

大使命中“所以，你们

要 去 使 万 民 作 我 的 门

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

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

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

结。”提及的「万民」以及在太24:14 中“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向万民作见证，然后结局才来到。”的「

万民」都是「民族」的观念，主耶稣是要门徒到犹太人

之外的民族中去传扬福音。因此，倘若我们相信当福音

传遍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后，主就必再来（启7:9），

那么我们就要把握时机，快快地将福音带到世界上每一

个国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民族！ 

认领“未得之民”是有焦点、有策略的宣教

认领民族事工是一项有焦点的宣教行动。我们不单

单关心自己的民族是否听到福音，我们更需要去寻找、

去关心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哪一个部落、哪一个族群

还有完全未听闻福音的民族。在东南亚地区，就有许多

的未得群体，他们还生活在极度贫穷、落后、偏远、无

助的山区里。他们是国家另类的“边缘人”，没有人关

心他们的生死，我们需要刻意地去寻找、去把福音传给

他们。宣教的使命，人

人有责；宣教的地区，

遍及各地！一旦我们锁

定所要认领的具体目标

后，我们便可以开始计

划如何去接触、帮助、

带领他们来认识耶稣。

所以，这是一个有具体

方向的宣教计划。

有了目标和计划，

要达成认领和帮助少数

民族，我们更需要应用

大使命的完成
赖木森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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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九日，我们在柬埔寨的新事工“腓利

门园林”正式破土动工了！感谢神，我这

80多岁乐龄的人从新加坡来到园林现场--柬埔寨Phra 

Vihear，参与主持将这100公顷的土地分别为圣的仪式--

奉献礼！一起见证这上帝应许之地的神圣时刻。虽然这

次的旅途很辛苦，聚会的人数也不多，但是看着这庄严

且神圣的时刻，我的内心掀起了阵阵涟漪，不得不再一

次对神的作为产生敬畏和感恩，愿一切荣耀归于神！

园林村庄的异象
早在2008年，神把“园林村庄”的异象赐给我们。

就是要我们在当时的大学生事工的基础上，再在这贫瘠

的村庄，透过耕种劳作、种植适宜的农作物的方式，来

扶贫济困、改善这里居民的生活；来落实福音自传会的

福音整全事工的策略，在各地最偏僻与基督徒最稀少的

地方建立本土的教会。完成赢得他们、培育他们、装备

他们、差遣他们并赋予他们能力自立、自养、自治与自

传的使命。

感谢神，这等待许久的愿望已经开始实现！这片土

地，将成为大量种植胡椒的园林村庄；这片土地，将成

为完成神的大使命、荣耀祂名的福地！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

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

结。”（太28：19-20）

 接触未得之民
神的作为奇妙非凡！这个异象之前，神已经开始做

预备的工作。祂先是藉着我们在金边已开办的5所“大

学生宿舍事工”，兴起了一批愿意出去为祂传福音的年

轻领袖。领袖们进入当时的未得群体，向居住偏远山区

人群中的“库伊族”人宣讲福音并结出果子。

库伊族是善良和质朴的民族。贫困的山区生活磨练

出了他们特别吃苦耐劳的品格。有人称他们具有“牛”

的特性。加上他们有务农、砍伐的背景，让我们确信“库

伊族”就是神预备给我们加入参与种植工作的族群。

从未得到已得
因此，寻找库伊族人就成了我们的首要工作。感谢

神，这些福音的果子逐渐成为我们的“和平之子”！

藉着他们，神使我们留意到在70多个村庄里有库伊族人

一些适合的策略，才能有办法将福音传给他们、才能在

他们当中建立教会。策略包括先了解要认领的该民族的

思想、语言和生活方式，且在有必要的时候，改变策略

符合他们的思想，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所传的福音

却不改变。我们也须仔细留意上帝的带领，若神在哪一

个未得民族中为我们打开福音之门的，我们就应该快快

进去。

福音自传会的“未得之民”认领计划的策略是出于

中国的围棋。这是基于每个“未得之民”都不是住在与

世隔绝的地区，而是居住在其他周围民族能接触得到的

地方。因此，透过民族之间的网络，动员周围的民族信

徒把福音带到这些“未得之民”群体当中。

认领“未得之民”是一项有责任感的宣教

认领他们的教会犹如领养孩子的人一样，需要担负

相当的责任与职责。像照顾一个婴孩，一直到他能够自

立和自养。因此“未得民族”认领事工是一项有使命感

及责任感的宣教行动。它是完成大使命其中的一个目

标，故它是有责任感的宣教策略。

认领“未得之民”是一项有投入感的宣教

因着认领“未得之民”的事工是有责任感的宣教行

动，这就促使信徒有投入感的宣教心态。既然那个民族

是他们教会所认领的，他们就会把那事工看为是自己所

拥有的事工。因此认领事工是一项使更多信徒更能投入

宣教，且真心实在地付出祷告、关心、建立关系等才能

够看到成果的行动。

认领“未得之民”是一项具有历史价值的宣教

认领“未得之民”是把福音带进一个未听闻福音的

民族中，因此认领“未得之民”将会帮助那个民族建立

踏入应许之地—腓利门园林
张宝华牧师

居住在其中；藉着他们，我们开始接触这些“库伊族”

人。

“牛车传福音”是很好的福音策略。因为库伊族人

是用牛车运载他们的农作物。因此在漫长的车程中，我

们的同工就陪伴车夫一起听高棉语的约翰福音，又作即

时讲解。感谢主！许多车夫就在这个过程中，明白救

恩，相信了耶稣。今天，库伊族人已经愿意公开承认他

们是基督徒。在已接触的8个村庄里，他们一共带领了

83个库伊族人归向主！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福音整全事工
感谢主！库伊族人归向主就是承受神赐福的开始！

鉴于库伊族人的生活处境，神把帮助他们改变贫困的异

象放在我们心中，催逼我们去执行开荒园林的意愿，

使“腓利门园林”这个上帝应许之地成为祝福他们的地

方！为此，我们特意从新加坡派了一名专业的农耕人士

到柬埔寨去培训当地同工耕种的技能，之后再由同工去

训练库伊族人。

这一切不但给他们的生命带来目标与盼望，也使他

们在信仰的真理上扎根成长。针对库伊族人在灵界的疑

问，我们还差派了一位在这方面有特别恩赐的牧师到他

们当中去教导和讲解属灵的争战、切割祷告等。今天，

我们的同工们正努力地装备这些信徒，使他们成为成熟

的门徒，更盼望神在这支未得之民当中兴起祂福音的代

言人，就是族人能够向同族人传福音。甚至有一天，神

差遣库伊族到另外一个未得之民群体中传扬福音。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已在库伊族人较为集中的

村庄里兴建一小型的宣教中心--就是主的教会。使已

信主的库伊族人可以在主日一起敬拜神，也在这里接受

训练、装备。同时，我们特别在宣教中心里为库伊族儿

童们建了一个小小天地，让他们能够从小在宣教中心／

教会里成长。

 儿童助学事工
不仅如此，为了使这些贫穷的库伊族孩子有机会受

教育，帮助他们脱离贫穷的恶性循环，我们也在库伊

族中策划“儿童助学金”事工，让新一代的儿童可以

上学。愿神感动你们乐意帮助这些孩子！倘若您愿意向

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以认领孩童的方式参与这个儿童事

工，请与我们联系。 

 最后，我祈盼您在祷告中常常记念“腓利门园林”

的事工。愿神使“腓利门园林”--这个神与我们同工

的应许之地，成为神恩、神福的流通管道，将更大的喜

乐和安慰流进贫瘠的心田，一起成就祂那更大更难的

事！请来与我们共同兴旺神的福音吧！

傈僳族
基督徒

彝族
基督徒

汉族
基督徒

白族
基督徒

他们的第一间教会，并且为他们的教会写下历史的第一

页！这真可说是一项举足轻重的宣教事工。在20世纪上

半叶时，神差派一位来自中国内地会的英国宣教士，

富能仁牧师到中国云南省西北部的傈僳族中间宣教近30

年。富能仁以发明傈僳族拼音文字著称，且在他有生之

年完成了全部新约圣经的翻译。富牧师不但勤于向当时

尚是未得群体的傈僳族人传福音，带领他们认识耶稣，

他也给予傈僳族信徒全家圣经的教导，有时甚至对全村

的信徒进行培训。此外，富能仁也让傈僳族的信徒自费

购买书籍、建造教堂和供养传道人。这些做法帮助了傈

僳族教会在日后遭到迫害的时期，并没有因为失去原有

的外援而停止事工。今天，傈僳族已不再属于未得民族

群体。富能仁牧师所付出的劳苦功不可抹！

认领“未得之民”是有末世观的宣教

既然我们已进入末世的尾声，主耶稣必将再来。若

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角度看，大使命的时限已即在眉

头，魔鬼也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就加倍地与上帝及信

徒作战。魔鬼将致力把守那沉睡的信徒，使他们继续在

冬眠的状态，但却更加激烈地与那醒觉的信徒日夜交

战。若从宣教的时限角度来看，我们即相信末世快来

到，就必须快快去完成那赢得万民的工作。唯有当每一

个民族都听到了福音后，末世才会来到！“趁着白昼，

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作

工了。”（约翰福音 9:4）

认领“未得之民”是完成主大使命的宣教

很多基督徒认为传福音是一件做不完的工作。其实

不是如此，主的使命是有目标与时限的。因此，主的使

命是可以完成的！

It is a mission possible and not mission impossible.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诚心地邀请您们来与我们一

起同心去认领并赢得那些未得之民，好使我们心中能

说“主啊！愿祢快快的来！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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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 本色化教会●圣经学院●认领少数民族●儿童助学金●创启事工●整全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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