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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仍然在歷史中掌權
我們有多相信神的話？

大使命到底有多大？

是大使命還是大抗命？

你為何要撇下九十九？

I。神完美的計畫



二。神是怎么实现祂的计划
神的話語(預言)
金像結局半鐵泥，民不相合(但2)
石碎金像成大山，福音廣傳(但2,太24:10)
埃及成為福音復興新里程(賽19:19~25)
慕思鄰大量歸主(詩87)

+ 神的手(環境)

+ 人的配合 (有時充分非必要)



关于『耶稣第二次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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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怎么实现祂的计划？预言( 神的口)+ 环境(神的手)+ 人的配合



①直接向以色列人傳？

②由中亞絲綢之路傳入？(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③由阿拉伯慕思鄰傳入？
(好像最不可能,卻似乎隱藏神的巧思。)

因為世仇慕思鄰反而信主，反恨為愛，
甚至傳福音給以色列，主『愛能遮掩
一切罪惡』的話就應驗了，以色列全
家歸主的關鍵時刻就到了。彼前4:8,箴10:12

關於實現『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阿拉伯世界慕民信主，福音才能由此傳入
以色列

聖經有預言慕民信主嗎？

有一個領慕民信主的策略－－埃及稱為神
的百姓。相信是作為入口門戶，往四圍阿
拉伯世界宣教。

聖經有預言埃及為福音傳揚中心嗎？

如果上述可能，則會有兩步驟



詩87:3,4,6,7神的城啊，有榮耀的事乃指
著你說的。（細拉）
4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倫人，是在
認識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羅
並古實人，個個生在那裡。
6當耶和華記錄萬民的時候，他要點
出：「這一個生在那裡。」（細拉）
7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說：「我的泉
源都在你裡面！」

有慕民都復興的經文



19當那日，在埃及地中(心)必有為耶和華築的
一座壇，在埃及的邊界上必有為耶和華立的一
根柱。 20這都要在埃及地為萬軍之耶和華做記
號和證據。埃及人因為受人的欺壓哀求耶和華，
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護衛者，拯救他
們。 21耶和華必被埃及人所認識，在那日，埃
及人必認識耶和華，也要獻祭物和供物敬拜他，
並向耶和華許願還願。 22耶和華必擊打埃及，
又擊打又醫治，埃及人就歸向耶和華。他必應
允他們的禱告，醫治他們。

有埃及復興的經文(1)賽19:19~22



23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
進入埃及，埃及人也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
一同敬拜耶和華。
24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
的人得福。
25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
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
了！」

有埃及復興的經文(2)賽19:23~25



23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
進入埃及，埃及人也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
一同敬拜耶和華。
24當那日，以色列必列於第三位，隨埃及、亞述，*
使地上的人得福。
25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
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
了！」

* In that day Israel will be the third, along with Egypt and Assyria,

有埃及復興的經文(2)賽19:23~25



1.賽19:24聖經的順序：以色列
第三，隨埃及與亞述

2.詩87:4 最先提起的是拉哈伯
(埃及)，才是巴比倫(巴比倫與亞
述描述相同地區)與其他伊斯蘭教
地區

埃及相信是作為往四圍阿拉伯世界宣教的入口門戶

我列舉至少有12大理由：



3.埃及我的百姓(賽19:25)

除選民以外，唯一稱為神的百姓的民族

賽19:21-22聖經稱又擊打又醫治的只有祂的
所愛，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管教原是眾
子所共受的。明示埃及是神的孩子(來12:6-
8)，

埃及相信是作為往四圍阿拉伯世界宣教的入口門戶

我列舉至少有12大理由：



1. 團隊合一（詩 133）

2. 身心靈健壯 (約三 1: 2)

3. 神的保護（詩 91，詩121）

4. 財物、行李和證件的安全

5. 聖靈充滿服侍每一個隊員
(徒13: 52; 羅 15:13)

4.歷來都是中東經濟貿易中心，軍事要塞，政治強
國，也曾是五大教區之一

耶路撒冷

安提阿

羅
馬



5.語言文字文化統一，目前與中東
多國同語，同字，同文化

(耶穌愛你)

Yeshua You-Hai-Bak(bek)

(耶穌是主) 

Yeshua Houwa -Al-Rab

埃及稱為神的百姓。相信是作為入口門戶，
往四圍阿拉伯世界宣教的，12大理由：



６.兩年來開放的政治,宗教

埃及稱為神的百姓。相信是作為入口門戶，
往四圍阿拉伯世界宣教的，12大理由：



7.夏甲(埃及人)是以實瑪利(中東人)之母

從埃及人產生整個中東阿拉伯人

大衛與四百隨從得埃及少年人引路，直搗
亞瑪力人，救回所有被擄的，大得全勝。
撒上30:11~19

又一個埃及人成為得勝關鍵，引路者的例
子。



8.十災(假神被擊打)，出埃及的關鍵。禱告呼求與屬靈
的爭戰乃是埃及大復興的關鍵。



9.耶穌幼年的居住地(腳掌所踏之地)

右下教

堂下的山洞與水井據傳耶

穌與母親在此避難過。



10.馬可1世紀傳入，5~9世紀，大部
分埃及人信奉基督古教派Coptic。有
復興的種子與殉道者的血，必定發芽。

亞歷山大聖馬可正教堂



11.埃及是約瑟發放糧食的中心, 舊約第一本翻
譯聖經70士譯本在亞歷山大城翻譯.以後也會是
阿拉伯世界糧食中心。



例 努爾牧師(Menes Abdul Noor)
都巴拉福音教會 (Kasr el-Dobara

Evangelical Church)

雖被慕思鄰所征服，逼迫，
目前仍是中東地區最大的基
督教族群。(約占埃及 9千萬
總人口的10–15％。)爭戰很大，
愛主更火熱。





2.媒體與異媒體策略



但以理解夢的巨像
從神的眼光看世界



金頭－－巴比倫帝國

銀胸－－瑪代波斯帝國

銅腹－－希臘帝國

鐵腿－－羅馬帝國

半鐵半泥腳(分開，攙雜，半強半弱)

東西羅馬帝
國一直延續
至今









海外難民500萬人，國內難民630萬，都急需救助。

敘利亞
2011年爆發
衝突至今6年
，2200萬人
口，一半
1130萬人淪
為難民，其
半數是兒童
。

三。史無前例難民潮



1. 千載難逢的福音門
亞歐大事件: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等國的
難民經陸路海路湧向歐洲，造成歐盟政、經、
外交大混亂，會如何走向？神為我們大開門戶,以

往慕思鄰受大家長,宗
教長老控制,社會文化
轄制,加上員警軍隊壓
制,卻因為ISIS的作亂,
把這些朋友,脫離各種
捆綁,到達我們家門口。



2. 遍地呼聲的黎巴嫩





约 4:34-35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
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
已经熟了(發白了)，可以收割了。

當難民變移民，當需要不再，當清真寺
再次掌控人民思想文化

3. 時機消逝的永世恨



黎巴嫩的短宣情勢判辨

全世界人均難民人數最多的國家，150萬(1.5M)

，1/4是難民

慕思鄰國家中最高的基督徒比例30%

最自由傳福音的慕思鄰國家，簽證簡易

幾乎最安全的慕思鄰國家

先進，中東的巴黎

兒童事工，婦女事工，心理事工，醫療事工都
很需要



二。華人在最受歡迎的歷史時刻

1.華人是全球目前人數最眾多的族群，15億對17億

2.東方人是目前最被慕思鄰接納的群體
3.大陸教會，韓國教會，印尼教會都受血的洗
禮，最能吃苦，最不怕死
4.韓國，中國，印尼，新加坡，香港，台灣教
會陸續復興，帶動下一波宣教大軍
5.海外教會能聯結配搭結盟，眺遠計畫策略，
資源網路經濟，也是宣教大業的重要拼圖



但9:1-3 玛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
流士立为迦勒底国的王元年， 就
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
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
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
十年为满。我便禁食，披麻蒙灰
，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

III. 人是如何配合神的旨意



606 第1次被掳，但以理被掳

593 第2次被掳，以西结，末底改被掳

586 第3次被掳，耶路撒冷圣殿被毁

539 波斯打败巴比伦，古列王下昭(代下36:32)

536 所罗巴伯领五万犹大人归回耶路撒冷。

7月,重新 筑坛献祭

535  2月 立殿根基，重建圣殿，但受阻



9 對他們說：「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
地賜給你們…。 10 因為我們聽見你們出
埃及的時候，耶和華怎樣在你們前面使
紅海的水乾了…，
求你們恩待我父家，並給我一個實在的
證據，…拯救我們性命不死。」(書
2:9~13)

喇合的信心



1.合一祈禱，傳播異象

2.愛鄰舍運動－祝福埃及，宣教黎巴嫩

3.撒種奉獻

二. 我們的可行方案



1. 合一祈禱，傳播異象
為難民的生命，安全，溫飽禱告。為各國能接納這些難民，有更多的機構被感動
伸出援手。

為神的旨意(但2)實現在歐洲禱告，這些多族不能相和的民，正是金像倒塌的前
奏。求主讓那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教會或是福音)，要充滿天下，像大山一般。

每天為慕思鄰的國家或族群提名禱告，將當地現在的屬靈復興情況傳遞出去。宣
告聖靈的大復興及大收割要臨到阿拉伯世界，宣告埃及乃神預定的門路。

為正受逼迫的中東信徒，難民代禱

祝福正在逼害基督徒的慕思鄰激進分子, 讓他們有保羅的經歷

將從神而來的異象及應許分享及其他信徒，建立以神的心－－『宣教』為導向的
教會

興起滿有使命的宣教新一代



2. 參與祝福埃及，宣教黎巴嫩難民－愛鄰舍運動

• 堅固及鼓勵當地阿拉伯信徒，培訓，醫療，建造，
連結

• 祝福當地慕思鄰：做生意，留學，觀光，訪問，教
學，投資………..各種職場宣教

• 可以组医疗团,教育团,辅导团去埃及，黎巴
嫩难民营宣教,领慕思鄰归主。

• 参与本地难民的宣教牧养工作。



•定期奉獻給全力聯結華人教會，宣揚此異象的

美國華福 CCCOWE-USA

•教會定下慕宣的目標，大力支持Sat 7，Frontiers，WAM，

Road of Success等慕宣機構

3. 宣教奉獻



支持埃及，幫助難民

為埃及教會復興禱告，做埃及教
會的約拿單

興起各地難民的事工，特別是黎
巴嫩難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