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書亞二千計劃 (Joshua Project 2000)                           1998-02-25  

目前全世界福音派教會力量匯集的重心，無疑是所謂公元二千年運動。該運動起始於

福音派運動的核心領導人， 1989 年 1 月 5-8 日在新加坡舉行的「公元二千年普世福音

全球諮商會議」。當時只有 300 多位代表參加，該運動的策略是「 decentraliza tion & 

networking」 (下放權柄及彼此聯結 )。  

 

 該運動的總部只是「聯絡中心」，主要運作是透過二大系統：其一是十四個事工網路：

如差傳、婦女、青年、神學教育、門徒栽培、植堂、禱告及屬靈爭戰各項事工 . .，把所

有從事該項事工的機構負責人及宗派代表召聚一堂，討論如何分享資源及共同努力完

成目標，以收群策群力及避免衝突、浪費的效果。  

  

另一個系統是在各國建立二千年運動辦公室，整合各國資源，完成二千年目標。所謂

二千年運動的總目標是要在公元二千年時「A whole chruch for every people  and the whole  

gospel for every person」 (讓全世界每個人聽到整全的福音，並在每個族群中建立強壯

的教會。 ) 

 

該運動發起不久，其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Luis Bush(總主席是華人王永信牧師 )即提出北

緯「 10 -40 窗」的策略目標。所謂 10 - 40 窗指的就是地球上一塊長方形的窗形地區，

北為北緯 40，南為北緯 10，西起西非 . . .東則延伸至太平洋的部份區域。  

  

這塊地區的特徵是：  

(1)新舊約的歷史都發生在這區域；  

(2)古文明大半起源於此；  

(3)各大宗教起源於此，現有 7 億 6 千萬回教徒、7 億 1700 萬印度教徒、1 億 5300 萬佛

教徒在此；  

(4)這地區土地只佔全世界 1/3，居住人口卻佔世界 2/3；  

(5)全世界 55 個對福音最封閉的國家位於此，而這 55 個國家共有 29 億 1000 萬人住在

此；  

(6)全世界有一半的人是窮人 (年收入不到 500 美金 )，約 28 億人，其中有 24 億人住在

此；  

(7)全世界的窮人，有 79%也是最少聽見福音的人，而這些人中有 99%就住在此，這裏

也是全世界生活品質最差的地方―識字率最低，嬰兒死亡率最高；  

(8)這地區也是撒但在全地最後盤據的堅固營壘所在。  

 

然而， 1995 年 5 月在漢城舉行的公元二千年普世福音化全球諮商會議 (GCOWE 95')舉

行時 (共有全球來自 186 個國家的四千多位教會領袖參加 )，覺得需要更詳細的定義「何

謂公元二千年完成大使命」。於是根據四份專家擬出的「未得族群」的名單找出在 10 -  

40 窗之內最需要福音的 1739 個族群。根據最早提出「族群」(ethnic group or  people group)

觀念的宣教學家 Ralph Winter 的說法，他以民族、語言、國界、宗教、職業等因素為

考量，發現全世界共有 2 萬 4 千個群體，其中還有一萬個未得族群 (信福音基督徒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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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但這份新名單根據的標準是 :  

(1)人口超過 1 萬人以上的族群；  

(2)最需要福音的族群；  

(3)以民族、語言、國界 (Ethnic -l inguist ic-poli t ical )為考慮因素，  

如此，全世界只有 1 萬 2 千個群體，而其中有 1739 個未得族群。在 1995 年大會中就

提出了「約書亞計劃」 :「在公元二千年  12 月 31 日前，在這 1739 個群體的每個群體

中建立起一個拓荒植堂運動 !」  

 

 

這個約書亞二千計劃的實際進行步驟為：  

 

第七步 :  找尋自己適合的角色  

個人積極參與必能帶來全面的成功  

 

第六步 :  在所有群體中設立教會  

差派植堂隊到尚無教會的群體中開設教會  

 

第五步 :  為群體禱告，並差宣教隊前去  

在 1997 年十月，為其禱告並差派人前往  

 

第四步 :  製成每個群體的詳細資料鼓勵教會認領  

每一個群體都有詳細的資料，也有教會願意認領   

 

第三步 :  到工場探討、研究植堂的方式   

通力合作，務求能深入研究群體實況，將福音傳入   

 

第二步 :  與世界各地的教會領袖合作  

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宣教士能協助該計劃  

 

第一步 :  找出最需要植堂的群體  

由差傳專家編製一份更完善的福音未及群體的名單  

 

 

 這個計劃和過去的宣教運動最大的不同在於，不是鼓勵個別的宣教士出去，而且鼓

勵一整個教會去認領一個族群，甚至好幾個教會一起認領一族群，動員全教會的力量

長期為該族群禱告，差派調查研究隊去了解該族群狀況，差遣禱告隊去該族群中現地

禱告，差遣福音隊去作初步福音接觸，最後差派宣教拓植隊去建立教會並訓練本地同

工，發動在該族群內的植堂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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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劃在 1995 大會傳遞出來後，得到不少迴響，南韓教會很快認領 300 個未得族群，

不久南美洲哥斯大黎加教會認領 50 個族群，南美福音宣道聯盟認領最少 100 個族群，

非洲國家決定為此計劃差出一萬名跨文化宣教士 (特別針對北非國家 ). .，於是在 1997

年 6 月底前，有 2 萬 5 千個回應傳到 80 個國中的 450 個宣教機構，共認領了 1739 個

族群中的 1160 個族群，只剩下 579 個族群，而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到 7 月 4 日在南非

首都 Pretoria 舉行的 1997 年普世福音化諮商大會中 (GCOWE '97)，由 376 個宣教機構負

責人參與的三天研討會中決定再認領 390 個族群，非洲一些國家的二千年運動負責人

也決定認領一些族群，於是在大會結束後，只剩下 172 個族群未被認領。而這其中有

2 個是中南美島上華人族群，有 2 個是在台灣的族群，英文列出的是 Malay 和 Uighur，

實際是指的在台灣的哪個族群，需要再查問。  

 

總之，約書亞計劃是全世界福音派教會集中全力要在公元二千年前完成的目標，而 1739

個族群只剩下 172 個族群未被認領，教會可以做的是：  

 

(1) 為這 1739 個未得族群禱告，求主差遣聖靈在這些百姓的心中作工，使他們願敞開

心接受福音，關於這些族群的資料，和撒那事奉中心和公元二千年運動都可以提供。  

(2) 為那些已認領族群的教會和宣教機構禱告，求主給他們策略、聖靈的能力、智慧

和好的機會，能在這些族群中完成福音的突破，並建立起本土化的強壯教會。  

(3)中國大陸的邊疆少數民族、東南區的華人族群，在台灣的未得族群，應該是我們有

責任要認領的對象。  

(4)華人教會一定要加強植堂的能力，甚至跨文化植堂的能力，才能在參與這計劃中完

成使命。  

 

約書亞計劃是上帝在末世吹起的號角之一，呼召祂的軍隊進入最後的未得之地，爭戰

得勝，完成大使命，但願華人的教會也能回應這呼召，投身在上帝救贖全地的大計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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