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太福音 28:18-20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 
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 
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了。 



箴言 21:1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 
的水隨意流轉。 
 

歷代志下 36:22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 
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 
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詔通告全國… 



神在歷史裡面興起古列王 
以賽亞書 44:28 
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 
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 
 

以賽亞書 45:1-2  
我─耶和華所膏的古列；我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 
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鬆列王的腰帶，使城門在他面 
前敞開，不得關閉。我對他如此說：我必在你前面行， 
修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閂。 



賽45:3- 4  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使 
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列的緣故，我就提名召你 
你雖不認識我，我也加給你名號。 
賽45:13  我憑公義興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 
必建造我的城，釋放我被擄的民；不是為工價，也不是 
為賞賜。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但以理書 2:20-21  
但以理說：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 
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 
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 



History is  
HIS 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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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要傳回耶路撒冷 



世界主要宗教分布 

  



10/40之窗 

 絲 綢 福 音 之 路 

神的作為奇妙！ 



一帶一路的產生背景及內容 



一帶一路的合作共贏理念 
1.理念：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 

        互利共贏。 

2.目標：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3.方法：全方位交流,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 

4.方向：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 

5.體現：利益、命運及責任的共同體。 



一帶一路的建設原則 
 原則：共商、共用、共建 
  

• 堅持 開放合作 
• 堅持 和諧包容 
• 堅持 市場運作 
• 堅持 互利共贏 





一帶一路的路線圖 



絲 路 新 圖 
• 1、新亞歐陸橋經濟帶（西北方向）：通過新的亞歐大陸橋

向西通過新疆連接哈薩克及其中亞、西亞、中東歐等國家，發揮新疆獨特的區
位優勢和向西開放重要視窗作用，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中線：北京—
—西安——烏魯木齊——阿富汗——哈薩克斯坦——匈牙利——巴黎 

• 2、中蒙俄經濟帶（東北方向）：連接東三省，向東可以抵達

綏芬河、符拉迪沃斯托克出海口，向西到俄羅斯赤塔通過老亞歐大陸橋抵達歐
洲。現已開通“津滿歐”、“蘇滿歐”、“粵滿歐”、“沈滿歐”等“中俄歐”
鐵路國際貨物班列，并基本實現常態化運營。琿春——延吉——吉林——長
春   ——蒙古國——俄羅斯——歐洲 

• 3、中國-南亞-西亞經濟帶（西南方向）： 
  （1）通過雲南、廣西連接巴基斯坦、印度、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馬來西

亞、越南、新加坡等國家； 
  （2）通過亞歐陸橋的南線分支連接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國家。 

 



絲 路 新 圖 
• 4、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南路）：福建為核心區，通過環 
     渤海、長三角、海峽西岸、珠三角等地區的港口、濱海地帶和島嶼共同 
     連接太平洋、印度洋等沿岸國家或地區。 
• 南線：泉州——福州——廣州——海口——北海——河內——吉隆玻—— 
     雅加達——可倫坡——加爾各答——奈洛比——雅典——威尼斯 

• 5、長江經濟帶，包括長江幹流2838公里，長江流域7.1萬公里的
河流，它覆蓋我國11個沿江省市，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
北、湖南、四川、重慶、貴州、雲南等，貫穿東中西。 

• 中心線：連雲港——鄭州——西安——蘭州——新疆——中亞——歐洲 

• 6、21世紀新絲綢之路陸上經濟帶，還包括 
     渝新欧（重慶、新疆、歐洲）、蓉新欧（成都、新疆、歐洲）和 
     義新欧（義烏、新疆、歐洲）等發展軸。 



「一帶一路」的經濟意義 
「一帶一路」的經濟共榮圈計畫象徵著 
   中國的崛起，也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具 
   野心的計畫。 
 一帶一路的計畫包含了65個國家、全世界 
   67%的人口(47億)，及全球 GDP 的29%  
   (21兆美元)。 
 一帶一路所涵蓋的地區多半是人口眾多， 
   卻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 



「一帶一路」的宣教契機 
「一帶一路」所涵蓋的地區恰恰是「未得  
   之民」─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佛教徒 
   ─主要群居之地。 
 隨著中國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崛起，華人基 
   督徒也可以沿著這條路線到各國宣教。 
 目前已有大量的中國工人、商人和政府官 
   員前往這些地區,當然也有些基督徒在內。 

 



聚焦城市  開拓門戶 
• 海上絲綢之路（一路）連接 97 個海港
城市，陸上絲綢之路（一帶）連接的 
28個國家，創建新核心區及貿易中心。 

• 在有策略性地點建立門戶城市(Gateway 
Cities)，作為訓練、延伸及支援的基地。 



跟高鐵走  沿線設點 
• 過去條條大路通羅馬，在羅馬大道上
有駐防城、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等,
是保羅宣教的路線與使用的策略。 

• 今天條條高鐵通中國：中亞高鐵、歐
亞高鐵、泛亞高鐵，59,000公里，貫
穿28國，為我們鋪好了最好的宣教路
線，在高鐵的道上「通」與「傳」。 



跟經貿走  動員商宣 
• 鼓勵基督徒商家到這些地方投資設
廠，支援宣教士及本地教會發展。 

• 組織大使命公司，派人到這些地方
商業宣教。 

• 可採取溫州三合一模式： 
               移居＋商宣＋植堂 



• 一帶一路是經濟帶、是商賈路。2015中
國企業投資在49國140億美元；丞包
3000工程合約，涉716億美元。基督教
向亞洲宣教，一直沿經貿路線。（景教，
天主教耶穌會，馬禮遜） 

•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
現已有60多個國家參與，是一個經濟大
聯盟，1000億融資中國出一半，是金融
流通大道。 



城鎮建設  急需人才 
• 很多城鎮因一帶一路變成國際經濟貿易中心，
急需各行各業人才，如銀行、財務、翻譯、
法律、醫療、服務業、教育、辦學、中英文
老師、美容、餐飲等人才。 

• 帶職或雙職宣教將可大派用場作全人福音，
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兩條腿走路，是耶穌傳
道模式，也是保羅策略。 



「一帶一路」是宣教時機的標記：   
      華人基督徒要「抓住時機」 
• 以斯帖抓着時機，拯救子民：「焉知你
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 「以薩迦支派有二百族長都通達時務」
understood/discerned the times  洞察時機
（代上12:32） 



• 一帶一路帶給我們加快完成聖經中意
會出來的三國演義： 

“呼召僕國（中國）帶領列國進入神國”,
真正落實宣教的中國。 
（中國很快將會是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國家） 

• 我們要洞察時機，我們的責任是去， 
   主在等候我們的委身及參與。 
（禱告、直接參與、支持我們參與） 



「一帶一路」兩條路線的比較如下： 
     一路(海上)      一帶(陸上) 
   東南亞、亞非洲 l  中亞地區 
   異教徒共約20億 l 穆斯林約7千萬 
     基督徒約2億  l 基督徒約250萬 
    華人超過3千萬 l  華人數十萬 
 

 因此，顯然華人教會應以海上絲路 
   為宣教的優先考慮。 
 （兩條路線主都藉著TEE有所預備） 



神帶領我們走過
2006 - 2016  
十年長宣 

（TEE 宣教） 



TEE：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 
   （延伸神學教育） 
 



教  會 神 學 院 

學 生 

畢業生  



將神學教育延
伸送到教會去 



正規神學課程 



S.M.de Tucumán, 
1971 

PARAGUAY 
CHILE TUCUMÁN 



設計了非常棒的小牧者系列
門徒訓練教材，有14個課程
來裝備信徒成為合主用的工
人。四十多年間教材被翻譯
成80種語言，在110個國家有
基督徒、教會或機構在使用。 
過去10年我們全時間投入中
文TEE的事工。 

SEAN International Ministry / UK 





    差遣宣教 
101豐盛的生命 

102豐盛的恩光 

202以弗所書 
301保羅生平及書信 

302摩西五經 

401靈界探索 
402如何講道 

203基督徒的工作觀 

303聖經實用手冊 

 門徒訓練四壘圖 

201 基督生平 



「基督生平及教牧神學」在主耶穌基督的帶領 
  與祝福下，十年的成果： 
 第一代結業生62班：687位 
  第二代結業生179班：2086位 
    第三代結業生27班：289位;  
      第四代結業生 4班：40位          
 美國有21班結業生：213位 
 鄧牧師帶38班結業：539位 
 沈牧師帶韓宣教士結業：160位 

（總共4014位結業，完成18個月學習） 



目前畢業至少有338班： 
中國281,美國23,馬來西亞7,臺灣4,香港2，
澳門2班，澳洲1，印尼1， 
緬甸2,越南3,柬埔寨1,汶萊3,泰國1, 
義大利3班，韓國4班（15個國或區） 
 

將中文TEE結的果子獻給主， 
將一切的榮耀、頌贊、感恩 

都歸給三一真神！ 
 



這十年,使用過SEAN中文TEE教材的
華人教會或機構如下： 
 

美國：加州爾灣中華福音教會、真理堂、 
San Pedro宣道会、恩典大使命教會。 
芝加哥CCCM芝華宣教使團、西北教會、 
活水教會、城北教會、真光堂、新光教會。 
新澤西若歌教會，紐约豐收靈糧堂。 
夏威夷第一華人教會。（IN,SD,OH,NC） 



馬來西亞：浸信會神學院、吉隆玻/檳城/
古晉/山打根/怡寶/斗湖/芙蓉/麻六甲/ 
柔佛/地區的浸信會、聖公會、巴色會、 
衛理公會、EFCC。 
台灣: 
宣道會系統、美仁浸信會、臺北仁愛堂、
101團契、淡江教會、桃園航空城教會、 
玉裡協同會倫理堂、台中大裡慕義堂、 
板橋貴格會、台中眾教會聯合學習班。 
 



香港：宣道会及歐洲非洲的宣教士們。 
 

澳門：二龍喉浸信會、城市宣教。 
 

印尼：華人基督教會聯會PGTI棉蘭培訓班、
衛理公會、宣道會。 
 

澳洲：墨爾本華恩堂、布里斯本浸信會、
西雪梨華人教牧同工聯會有20多間教會牧
者及代表在學。 
 



義大利及西班牙：溫州教會。 
 

緬甸：基督教傳道人訓練中心（M&H參與） 
 

越南：七間華人教會聯合教牧班。 
 

泰國：泰華宣教士。 
 



柬埔寨：金邊基督教恩典堂。 
 

國內：許多家庭教会、三自教會、 
神學院及培訓班、海歸團契、華商團契、
許多少數民族…… 
 

汶萊、英國、北愛爾蘭、馬達加斯加、 
留尼旺島、寮國、韓國、匈牙利。 
（今年希臘雅典的教會也要開始TEE班） 
 



前瞻 2017  
主若許可…… 

主啊:我在這裡,求你差遣! 
請教會及弟兄姐妹們 

繼續更多的支持我們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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