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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人生三大难题



民工生涯



Train

7

Train



1. 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2. 人生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

人生三大难题



公司总部设上海，管控世界各地业务



1. 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2. 人生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

3. 人为什么没有平安，从哪里得平安？

人生三大难题



99年9月，遇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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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神和主耶穌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
支派之人的安。

散住，散居： διασπορά, diaspora

雅各书1:1



全球化的一大趋势：



全球化的一大趋势：

根据联合国Population Division的数据，现
今世界约78亿的总人口中，有约2.72亿人
(3.5%)不居于出生地，迁徙移居到其它国家
或地区。



散居(Diaspora)的概念

英文diaspora原为希腊文 διασπείρω

（ diaspeiro ̄ 意思是「分散」 ）。历史上旧约

时代「分散」的犹太人及新约时期「分散」的基
督徒，均用这字。

洛桑开普敦大会定义散居民：凡生活或工作所在
的国家不是原出生地的人。



• 中华民族跟犹太民族有极为相似的「散居」特
征。据历史记载，早在唐朝（公元618至907年）
就有华人移居海外，因而有唐人之称，并在全
球很多地方仍有历史悠久的唐人街。

• 中国经过百年的苦难，各种推力与拉力的作用，
华人成了当前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散居之民。

华人散居概况



什么是散聚宣教学？

----从差传学角度有系统地探讨人
口散居的现象，冀求明白及参与神
在散居人口中的救赎事工与宣教使
命。

(参溫以諾博士〈散聚宣教學〉《大使命雙月刊》第七十期，2007年10月號，

頁24)。



纵观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人的被造到新
天新地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到「从散到聚」是神
在祂所造的子民中的心意。

• 「分散」原有神的美善旨意

• 暂时「分散」体现神的慈爱

• 「分散」成就「聚集」宣教

从整本圣经看“散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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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神和主耶穌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
派之人的安。
2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
大喜乐；3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
忍耐。4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雅各书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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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
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6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
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7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甚么.
8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
见。

雅各书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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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
10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
同草上的花一样。
11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雕谢，
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
要这样衰残。

雅各书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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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神和主耶穌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
支派之人的安。

散住，分散： διασπορά, diaspora

雅各书 1:1



表里如一的信仰

行为印证的信心

作成熟的基督徒

雅各书的中心主题



《雅各书》的12个生活主题

•怎样得 胜 试 炼 （雅各书 1:1-11)
（雅各书1:1-11）

•怎样胜过试探（雅各书1:12-18）

•怎样学用主道（雅各书1:19-27）

•怎样爱心待人（雅各书2:1-13）

•怎样活出信心（雅各书2:14-26）

•怎样谨慎言语（雅各书3:1-12，4:11-12）



•怎样作智慧人（雅各书3:13－18）

•怎样远离纷争（雅各书4:1-10）

•怎样准备未来（雅各书4:13-17）

•怎样妥善理财（雅各书5:1-6）

•怎样忍耐等候（雅各书5:7-12）

•怎样为人代祷（雅各书5:13-20）

《雅各书》的12个生活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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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胜 试 炼

雅各书 1:1-11



得 胜 试 炼
（雅各书 1:1-11)

一、遇试炼当看为祝福（1:2-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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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遇试炼的客观事实:

首先，试炼随时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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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
大喜乐；3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
忍耐。4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雅各书1:2-4,9-11

9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10富足的降卑，
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
样。11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
雕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
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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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遇试炼的客观事实:

其次，试炼各色各样

首先，试炼随时会来



一、遇试炼当看为祝福（1:2-4, 9-11）
1. 心存喜乐 (2,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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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胜 试 炼
（雅各书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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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
喜乐 (雅各书1:2)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10  富足的降卑，
也该如此！ (雅各书1:9-10a)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
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

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著基督 (腓立比书
3:7-8)



Ａ．信心试验，灵命成长 (3)

Ｂ．世上人事，不足为靠 (10b-11)

1:3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1:10 …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11 太
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乾，花也凋谢，美容就消
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34

为什么遇试炼要心存喜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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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12) 我知道怎样处卑
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腓立比书4:11-12



一、遇试炼当看为祝福（1:2-4, 9-11）
1. 心存喜乐 (2, 9-10)

2. 恒心忍耐 (4)

1:4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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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胜 试 炼
（雅各书 1:1-11)



忍
刃 Knife

心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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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
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6只
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
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7这样
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甚么．8心怀二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雅各书1:5-8



二、遇试炼当祈求智慧（5-8）
1．认识真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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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
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得 胜 试 炼
（雅各书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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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认识真神很重要呢？

1: 5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 神是完全智慧的神

• 神是厚赐与人的神

• 神是不斥責人的神

• 神是回应祷告的神



二、遇试炼当祈求智慧（5-8）
1. 认识真神 (5)

2. 持定信心 (6)

1:6 只要凭著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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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胜 试 炼
（雅各书 1:1-11)



Ａ．犹豫不定，主不赏赐 (6,7)

Ｂ．人心不定，一事无成 (8)

1:6 …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
翻腾。7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麽。

8 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45

为什么向神求智慧需要具備信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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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遇试炼当看为祝福（1:2-4, 9-11）

1. 心存喜乐 (2, 9-10)

2. 恒心忍耐 (4)  

二、遇试炼当祈求智慧（5-8）

1. 认识真神 (5)

2. 持定信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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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胜 试 炼
（雅各书 1:1-11)



•不可一味强调神迹、好处；

•不可要挟神，命令神；

•要扎根圣经，扎实门训；

•要热心传福音！

应用：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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