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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周碧珊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於今年 5 月發布最新一次有關全

港教會普查（2014-2019）報告，指出這 5 年間，

全港教會聚會人數下降、奉獻減少。� 

正 當 大 家 思 考 如 何 重 整 香 港 差 傳 工 作 之 同 時，

2019 年的香港社會狀況及 2020 年的全球疫情，

讓我們更加無可避免地進入新的常態。今期《往普

天下去》以「香港差傳運動重整」為主題，邀請到

教會牧者分享在差傳新世代中的新方式、新形態。 
 
「迎難而上 – 2019 年教會普查帶來的啟示」提到

以靈活的差傳策略、動員不同年齡層肢體參與；「在

後疫情時代的差傳思維與出路」提醒我們要重新對

焦、重新學習。「新時代下的差傳運動方向」給予

我們以另一思維去面對已轉變的香港。「大移民中

的宣機」指出聖徒遷徙延福萬民，教會如何面對今

日香港新一波移民潮。 

「艱難中放棄或堅持」講述工人如何在困境中堅

持，直至見到曙光。「耶穌的愛在生命中流動」分

享教會如何接待香港的少數族裔。另外由今期起，

「差傳研究」分主題刊出「病毒傳播與福音傳播」

部分內容，今期以「差遣宣教士」為題，有 11 項

內容和大家分享。資源推介介紹 3 本營商宣教好書，

在這創啟時代，營商服侍會否是一個新的出路？

「在挑戰中關顧宣教士子女發展」鼓勵大家以行動

支持和關顧宣教家庭。 

封面相片說明︰

黎明來到 - 
黎明時分於香港中區和維多利亞港之鳥瞰圖。

Cover photo by By Urbanoid.Pro on Shutterstock

目錄
主題︰香港差傳運動重整

迎難而上 – 
2019 年教會普查帶來的啟示 
在後疫情時代的差傳思維與出路 
新時代下的差傳運動方向

大移民中的宣機 
 

 

聆聽進言 
艱難中放棄或堅持 
 
咫尺宣教 
耶穌的愛在生命中流動 

差傳研究 
病毒傳播與福音傳播

 - 差遣宣教士 

資源推介 
營商宣教好書 

在挑戰中關顧宣教士子女發展  

熊黃惠玲  

司徒嘉敏

編輯室 

陳家良

小鴿子 

 

施傳道

萬傑森

 

編輯室

1

6 

8

11

14

16

18

20

24

25

今期出版 3,600 本。如要轉載，

請先與本會出版部聯絡和註明出處。

往普天下去（2020 年 10-12 月 ) ︱ 總第 200 期

1978 年創刊

總編輯	 劉卓聰

執行編輯	 周碧珊

編委會	 林淑嫻	 楊靖紀	 卜海崙　

	 司徒嘉敏			熊黃惠玲

出版發行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地址	 香港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128 號威利商業大廈 11 樓

電話	 (852)	2392	8223

WhatsApp	 (852)	5345	5133

電子郵箱	 info@hkacm.org.hk
設計	 陳英豪

承印	 e-print

迎難而上
2019 年教會普查帶來的啟示



      

1
1 「2019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0 年 5 月。

主題文章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每 5 年舉行一次全港教會普

查，最新一次的調查在去年（2019 年）舉行，

並於今年 5 月底舉行發布會。報告 1 結果出現很多不

樂觀的情況：參加崇拜的人數下跌，奉獻減少，植

堂意欲下降，年輕信徒減少，年長信徒人數比例增

加，教會牧者相繼達到退休年齡，未來堂會牧者嚴

重不足。限於篇幅，筆者只集中討論聚會人數、堂

會經濟及信徒年齡層變動這三方面，以及思想這些

現象對差傳事工的衝擊。

參加崇拜的人數減少

教會普查的數據以 2019 年 3 月 31 日為止，調查

結果顯示，香港教會平均每周參加各類崇拜人數是

268,822 人，較 2014 年的 305,147 人；5 年減少

了 36,325 人，減幅是 11.9%。（見表 1）2019 年

3 月 31 日，香港尚未出現社會運動和疫情兩項大

事。這兩項大事嚴重影響香港的社會就業和經濟，

相信會對堂會造成更嚴重的衝擊。

自疫情出現，教會改為網上崇拜，團契和主日學也

只能透過網絡進行，信徒長期無法參加實體崇拜。

相信會影響他們對堂會的歸屬感，當疫情過去，教

會恢復實體崇拜後，信徒會否因為對教會失去歸屬

感，而進一步令參加崇拜和各類聚會的人數減少？

 

 

奉獻收入減少

堂會收入一般倚靠信徒奉獻，當信徒人數減少，堂

會的奉獻收入亦受影響。今次調查，反映堂會過去

5 年的收支情況，大致上與過去接近。（見表 2）由

2014 年的 95.7%，減至 2019 年的 91.7%，減幅是

4%。另一方面，堂會來自服務收入和投資 / 儲備都

有較大的增幅，這是堂會能保持財政收入穩定的原

因。( 見表 3)

表 2：堂會收支情況 ( 比率 % )

迎難而上
2019 年教會普查帶來的啟示

熊黃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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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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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00

175,571

216,739

292,287
305,147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盈餘 46.20 47.50 46.50 51.10 48.00

平衡 18.10 20.30 17.50 12.80 15.50

不敷 35.70 32.30 36.50 36.10 36.50

268,822

表 1：堂會參加崇拜人數的變化

出席人數

情況／年度

年期

Photo by Didin Emelu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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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 9 9 4 到 2 0 1 9 的 2 5 年 以 來 ， 其 中 1 5 - 2 4
歲 及 2 5 - 4 4 歲 年 齡 層 的 會 眾 人 數 ， 都 不 斷 減

少 。 ( 見 表 4 )

15-24 歲是少年至青年期，他們的可塑性非常高，

如果可以好好栽培，是堂會未來的接班人，可惜這

個 年 齡 層 由 1994 年 的 18.20%， 減 至 2019 年 的

10.20%，減少了 44%。

25-44 歲是人生最精壯時期，也是人一生最有賺取

金錢或收入最豐的年期。就教會而言，這個年齡層

是最有能力奉獻，也是最得力事奉的一群。教會的

長執等領袖，很多都是來自這個年齡層。可是，由

1994 年的 45.2%，減至 2019 年的 25.2%，減幅達

44.2%。

15-25 歲及 25-44 歲這兩個年齡層是教會的主骨幹，

25 年以來人數驟減，這對教會未來的發展將會有重

大的影響。

年長信徒增加

另外，45-64 歲及 65 歲以上兩個年齡層人數增加

了。45-64 歲由 1994 年的 16.8%，增至 2019 年的

33.9%，增幅是 101.7%。65 以上的年齡層，則由

1994 年的 12.4%，增至 2019 年的 18.2%，增幅是

46.8%。( 見表 4)

這顯示，香港的教會與社會一樣，出現人口老齡化

的現象。另一方面，則是年輕人加入教會的人數不

增反減。原先年輕的 25-44 歲的年齡層，經過二十

表 3：堂會收入來源 ( 比率 % )

自 2020 年初出現疫情，全球各國紛紛封關以阻疫症

傳播，同時也妨礙了經濟發展。專家預計，2020 年

全球的經濟大衰退，將會比九八年的金融風暴更為

嚴峻；並且估計，仍要有好幾年時間疫情才會過去，

經濟才有可能回復疫情前的水平。社會經濟不景，

失業率高企，人們收入減少，教會的奉獻也自然會

減少。相信當前堂會的經濟狀況，會遠差於 2019 年

調查的情況。

信徒年齡層的變化

年輕人減少

堂會除了面對參加崇拜的人數減少，奉獻收入減少

的困難，另一重挑戰是堂會信徒出現老齡化的情況

嚴峻。調查結果顯示，教會的年輕人減少，年長的

人數增加，如果把 2019 年的年齡層與 2014 年的結

果相比較，兩次的差別不大，但如果從 1994 年相

比，大家就會發覺到當中的變化。( 見表 4)

2009 2014 2019

信徒奉獻 96.20 95.70 91.70

服務收入 5.30 5.40 12.50

投資 / 儲備 11.00 9.00 19.20

物業租金 4.00 3.80 4.80

母會支持 13.70 12.70 9.00

1994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15 歲以下 7.40 14.50 14.10 12.80 12.40 12.50

15-24 歲 18.20 19.30 16.10 14.20 12.80 10.20

25-44 歲 45.20 41.60 36.50 32.00 27.40 25.20

45-64 歲 16.80 15.30 21.50 27.20 31.40 33.90

65 歲以上 12.40 9.30 11.90 13.80 16.00 18.20

表 4：按年齡劃分的會眾總人數（1994-2019）

來源／年度

年齡／年度

Photo by Anthony Intraversato on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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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日子，自然晉升為 45-64 歲的年齡層。

對 差 傳 事 工 的 挑 戰

教會人數減少、奉獻收入減少、年輕信徒流失及老

齡化現象，這是香港教會目前面對的挑戰。在這樣

情況下，教會要維持本身的運作和發展已自顧不暇，

仍要支持海外的差傳事工，繼續差派宣教士往海外

宣教嗎？教會對外的佈道和差傳工作能否暫緩，甚

至停下來呢？教會無論置身於甚麼情況，仍要傳福

音和宣教嗎？

務 要 傳 道

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

萬民聽」（可十六 15） 是耶穌基督頒布給教會的

大使命，這是教會和信徒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次，教會不是在人才濟濟、財力充裕時才宣教。

保羅提醒我們：「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

人， 警 戒 人， 勸 勉 人。」（ 提 後 四 2） 保 羅 的 話

提醒我們，教會不論在甚麼情況都要肩負起傳福

音的使命，教會縱然遭遇重重困難，仍不能放下

傳福音的責任。初期教會的使徒，在羅馬政府和

猶太人的壓迫下，依然努力不懈地傳福音。

第三，困難不是停止傳福音的借口。司提反被猶

太公會的人捉拿，後來還被石頭打死。司提反殉

道之日，就是耶路撒冷教會大遭逼迫的開始。當

時，除了使徒，門徒都因為逃難而分散在猶太和

撒馬利亞各處。（參徒八 1）儘管被迫離開家園，

門徒並未忘卻傳福音的責任，他們隨走隨傳，後

來還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並安提阿。

起初，他們單向猶太人傳福音；後來，生於外邦

的猶太人信主後，再向外邦人傳福音，從而建立

起外邦人教會──安提阿教會，門徒稱為基督徒，

就是從安提阿開始。（參徒十一 19-21）這間興

盛的教會，是信徒在遭遇患難時誕生，患難不能阻

擋福音的傳播，反而擴大和促進福音的傳播，教會

第一隊宣教隊伍，就是由安提阿教會差出去的。

靈 活 的 差 傳 策 略

無論在甚麼情況下，傳福音的責任都不可推卻，

但傳福音的策略卻可以靈活多變。就着香港教會

目前的人手、經濟的困難，筆者有以下幾方面的

建議：

工 場 調 查

 
香港差會開拓工場，很多都是由加入差會的宣教

士，按着他們對某個民族或國家有負擔而開拓工

場。又或者是差會主管經由介紹認識某個地區的

人，經穿針引線之下開拓新工場。這些開拓工場

的模式是直接差派宣教士到工場去，再摸索展開

工作 的渠道。這種 反複試驗 ( t r ia l  and error) 的

方式應用在開拓工場上，不是不可以，卻要花上

較多時間、精力和金錢。

在 2000 年，筆者因應某個差會的邀請，到某個工

場進行工場調查。差會原本計劃在該地區開辦學

校，並藉辦學傳福音。經調查後，發現該地區人

口老化，學校數目不單沒有增加，反而大幅度縮

減。當地官員更明確地表示，他們需要的不是學

校，而是老人中心。筆者把資料寫成報告交由差

會考慮，最後他們把計劃擱置；因為他們的宗旨

一直是藉辦學傳福音，不是做老人服務。由於預

先進行工場調查，差會能節省大量時間和金錢。

在香港當前經濟緊縮的情況下，筆者建議香港差

傳界應成立聯合的差傳調研中心，在開拓每一個

工場前，都先做工場調查，了解工場的情況和需

要，然後提出差傳策略建議，再交由各差會按能

力去承擔。這樣做既節省金錢和時間，又更容易

見到傳福音的果效。

表 4：按年齡劃分的會眾總人數（1994-2019）

Photo by Daniel Tseng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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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歲的迦勒與 85 歲的迦勒當然有分別，但他

的雄心和毅力卻保持一樣。年齡不應該成為事奉的

限制，只要有決心，縱使未讀神學，他們有專長和

經驗時，依然能成為宣教工場的祝福。

以專業服侍

筆者去年與同工們探訪柬埔寨，遇到一位姊妹，她

退休前在政府醫院兒科病房工作，退休後她來到柬

埔寨的孤兒院，以義工身分服侍愛滋孤兒。在拜訪

柬埔寨的宣教單位時，發現很多單位都缺乏處理會

計的人手，其實不單柬埔寨，其他地區的宣教單位

都面對相同難處。有位精於會計的同工見到這種情

況，心裏受到感動，覺得自己退休後，可以到宣教

工場幫忙會計工作。

很多宣教工場都是幅員廣大，交通不便，宣教士極

需汽車代步才能探訪和服侍當地人。工場上的宣教

士很少能買得起性能良好的新車，二手車又常出現

毛病，有熟悉汽車維修的弟兄專家，即時在港透過

Video call，指導宣教士檢查汽車。

在工場的宣教士，很多都會在中國傳統節期舉辦慶

祝活動，他們會邀請當地人參加，與他們建立關係，

以便日後傳福音。活動不可缺少的是節日特定食物，

堂會很多肢體都懂得做中式點心，到工場幫忙包糉、

做月餅或其他中式點心和小食，協助宣教士的福音

工作。

從上述的例子說明，不管甚麼年齡層的人，也不管

是男性或女性，只要有一技之長，又樂意服侍神，

都可以為宣教工場作出貢獻。

合 併 類 同 工 作

在宣教工場，不同的差會都做着類同的服侍，例如

在東南亞國家，農村的孩子進到城裏讀大學。由於

大學宿舍的設備不夠，所以許多差會都會開設學生

宿舍接待學生。筆者去年有機會到訪柬埔寨，發現

不同的差會和教會都設立「學生宿舍」，供大學生

居住。機構會聘請當地人打理宿舍，宣教士則在管

理宿舍的同時，也向學生傳福音，栽培初信者。學

生們要強制參加查經班、團契和主日崇拜。這種傳

福音方式既滿足學生的需要，也能傳福音，兼且果

效不錯，帶領了很多人信主。

限於人手和財力，各差會所辦的宿舍規模都較小，

學生由十數到數十名。假如將同類型的工作合併，

由多間差會共同管理，達到資源和人手共享。這樣

做當然不容易，但能節省人手和資源。

動員不同年齡組別的人委身宣教

當前的現況是，年輕信徒只有堂會信徒的十分之一；

45-64 歲的長者卻佔三分之一，若加上 65 歲的年齡

層，中、老年信徒佔信徒人數的一半（52.1%）。

教會缺乏年輕信徒，年長信徒遠多於年輕信徒，那

該怎麼辦？

差傳事工需要年輕人，但不應只限於年輕人，不同

年齡層的信徒也可參與。迦勒以探子的身分探訪迦

南時年 40 歲，當時他雄姿英發，45 年後，迦勒在

約書亞分地時，請纓要得希伯崙地，他這樣介紹自

己：「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

他所應許的使我存活這 45 年；其間以色列人在曠野

行走。看哪，現今我 85 歲了，我還是強壯，像摩

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

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約十四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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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的宣教模式

香港差派的宣教士，任期由 2-3 年不等，年輕宣教

士擔家帶口的前往工場，差會和教會都要為他們作

出很多籌謀，比如安排住宿、子女教育及購買醫療

保險等，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費用確實不菲。倘

若未來香港教會堂會的經濟嚴重緊縮，可能會猶豫

能否承擔差派宣教士的費用。

流動宣教

傳統宣教士長期留在工場，學習當地文化和語言，

他們要與當地人建立關係，才能有效地在工場傳福

音和建立教會。但支援工場的同工、營商宣教的宣

教士，卻不一定需要長駐工場，可以流動方式、定

期或巡迴到工場。去年探訪柬埔寨，某間差會的負

責人就是以這種形式管理工場。他們工場同工的服

侍方式也很靈活，會計同工每月在柬埔寨工作 3 星

期，然後回港工作 1 星期。也有同工留在柬埔寨工

作 3 個月，然後回到老家 1 個月，再回到工場去。

並非所有宣教士都能採用這樣的工作形式，需視乎

工作性質而定。這種形式的好處是讓同工能與老家

教會保持聯絡，享用老家的醫療福利。這類同工有

效地在工場服侍，更由於在工場間歇性地停留，不

必在工場安家置宅，大大減少宣教費用，也免去申

辦長期居留簽證的煩惱。

咫尺宣教

各地封關，即使未能遠赴海外，其實香港的教會或

信徒也可在港進行咫尺宣教。居港的少數族裔佔香

港人口的 8%，人數多達 60 萬。我們可以向來到我

們身邊的印尼、泰國、巴基斯坦等族裔人士傳福音。

咫尺宣教不單大大節省宣教經費，還能學習跨文化

宣教，讓 信 徒 和 教 會 持

續燃點向萬民傳福音的

熱 誠。 咫 尺 宣 教 需 要 不

同年齡的信徒參與，退

休老師可協助少數族裔

學童補習中文，通曉家

務的婦女可訓練印尼或

菲律賓外傭做家務，弟

兄可陪伴少數族裔男士

處理事務（比如找屋、續領保安員證等）。詳細情

況請參考本會出版的《咫尺宣教實錄》一書。

網絡宣教

親身前赴工場宣教固然重要，但在科技網絡發達的

今天，透過網絡來傳福音、培訓、牧養和教導等日

趨盛行。這種方式跨越了地域的限制，也大大節省

資源，在疫情期間，不少教會也透過網絡崇拜來牧

養他們的羊。相信縱使疫情過後，透過網絡傳福音、

宣教及牧養，更會是大趨勢。

總結

疫情不單對香港社會，也對教會產生很大的衝擊。

疫情過後，世界會變成甚麼樣子，實在難以估量，

宣教的策略和模式相信會出現重大的變化。不管未

來如何，傳福音依然是教會不變的使命，我們不可

以人手、經濟等困難而裹足不前。

為了遵循神的旨意，迦勒不計較自己年邁力衰，一心

迎戰凶猛的迦勒底人，為要得神應許給他的希伯崙；

耶穌和保羅無視逼迫和患難，依然決心前往耶路撒冷，

他們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香港教會今

天雖然面對重重困難，願我們都像這些先賢一樣，迎

難而上，肩負起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的責任。

（作者為本會資深研究員）

《咫尺宣教實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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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香港受疫情影響已經快接近一年。

相信越來越多人不得不接受我們的世界從此

不再一樣。在疫情下，不論國家、產業、經濟都在

轉型，教會也在轉變。面對不再一樣的世界，香港

的教會應該如何繼續實踐那不變的差傳使命？

從反思到再對焦	

（From Reflection to Refocus）

無可否認，教會一直都是以活動為主導的方式進行

差傳，如：短宣體驗活動、差傳課程、差傳團契、

差傳祈禱會等。當疫情臨到初期，教會各樣活動都

要停下來，不論是差傳教育、關懷和推動，彷彿都

未能如常進行。受疫情影響下，看似一切都不能做

的時候，正是安靜、反思、學習和重整的時候。

這次疫情激發了教會在各方面的思考，迫使我們反

思教會的本質是甚麼？跟宣教的關係又是甚麼？短

宣活動又是為了甚麼？到底有哪些差傳的事工真正

不能捨？有哪些是我們曾經以為不能捨棄而又可以

用不同方式進行，甚至效果比原來的、預期的更好？

過去十多年，短宣活動成為香港教會在推動差傳時

必定有的活動。有的教會誤以為宣教是為短宣活動

而生，甚至宣教只在海外才能進行。雖然近年已有

不少宣教機構和堂會推動「咫尺宣教」，關心在港

居住的不同族裔人士；但對香港普遍的教會來說，

仍然未能積極地回應。

關懷身邊的群族

疫情發生後，我們的活動空間受到限制，不過，當

我們願意張開眼睛觀看所在的社區時，我們不難發

現總有這些不同族裔的人士在社區內。教會可以如

何帶領他們成為主耶穌基督的門徒？假如差傳的目

的，是要讓萬族萬民都能一起敬拜這位獨一的真神，

教會在參與差傳工作時，怎能忘記接觸活在身邊的

這些不同族裔人士呢？

最近，在一次「疫情下的宣教」聚會中，已有講員

提出，即使在疫情過後，因着防疫注射、衞生檢

疫安全、旅費調高、群眾聚集驚恐症候群等，短

宣活動可能會受到波及。因此，短宣工作要尋找新

的面貌、新的平台、新的方法，要重新找到合適

的載具。筆者也非常認同回應講員林祥源牧師在回

應時段提出的看法，這次改變是一個永久性的改

變（permanent change），而不是過渡性的改變

（t ransi t ional change）。因此，需要有策略性的

改變。

主題文章

在後疫情時代的
差傳思維與出路

司徒嘉敏

Photo by Anastasia Petrov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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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改變，當然不可缺的是禱告。疫情使大家都要

停下手上的工作，在禱告中，不再像昔日只以事工、

活動為中心，而是以神的心意和國度、未得之民的

生命需要、個人心志的調整為焦點。在行動（Doing）

受限制的情況下，正是檢視生命存有（Being）實況

的好時機。不單這樣，前線和後方，甚至不同國家

工場的同工，在疫情期間可以透過網絡更緊密的聯

繫，彼此守望禱告。面對一個全球性的改變，教會

更需要好好的禱告和閱讀神的話，讓挑戰成為機會，

讓更多不同族裔的人得聞福音。

從放下知識到重新學習	

（From Unlearn to Relearn）

2010 年 10 月底，在南非開普敦（C a p e To w n）

舉行的第三屆洛桑大會提出，福音要從每一個角落

到每一個角落，從萬邦到萬邦（from everywhere 
t o e v e r y w h e r e）。過去 10 年，隨着全球化和全

球人口流動，加速了「咫尺宣教」的進行。這次疫

情，全球各國都大受影響，大家的生活都「逼到」

線上，不論是教育、工作、購物、教會等，無不在

線上進行。

在疫情下，網絡媒體成為一個結連世界各地的重要

平台。網絡媒體宣教開始備受關注，並提出讓網絡

媒體成為新的一個面向全球的宣教平台，可以突破

時間、地點的限制，把福音傳開。不過，也有不少

人提醒，網絡媒體絕非單是轉換陣地，由線下改為

線上；也不只是一個工具，在受限之下才使用，而

是一個有其獨特觀念和思維模式的東西。因為媒體

和群體一樣，都有其獨特的文化，所以當我們真的

要在網絡媒體實踐宣教時，我們需要認識在網絡媒

體中受眾的文化，以至我們能夠運用他們易理解的

方式表達信仰。

事實上，活在新媒體時代，工具在塑造人類新的行

為和行為模式，同時人們的使用也在塑造工具。因

此，教會可以如何不單不失去塑造這個工具的機會，

更是宣教的機會？面對疫情後的一個新世界，教會

需要活像一位宣教士，學習面對和進入跨文化的處

境中。

靈活協調作新事

在思維方面，教會需要建立文化的觸覺和重視關係

的結連。不論是面對不同族裔的文化、網絡文化或

其他現象，需要多一點文化的意識，以便作出適切

的回應。重視讓群體由關係連結而成，而不再受限

於某個空間或地點。鼓勵和建立弟兄姊妹，在各自

由連結關係的群體中傳福音，為主作見證。當然，

隨着網絡和科技對人類生活行為的影響和塑造力不

斷增加，在過程中的確帶來不少挑戰，面對真假資

訊泛濫的情況，我們需要提高分辨能力。 

在心態方面，放下已有的知識和經驗，謙卑地重新

學習新知識，以進入和回應在新世界中的需要。此

外，在疫情期間，種族矛盾和衝突在世界各地都出

現，面對不同形式的監控，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

越疏遠，信任度減少。因此，教會需要繼續培育信

徒活出真誠、關愛他人的心懷。疫情終有一天會過

去，但這個世界將會更加充滿不確定性。在行動方

面，教會需要更有靈活度和協作力，願意與本地或

各地其他不同的團體、機構一起配合。

事實上，差傳的方式是需要不斷創新，差傳的參與

也是可以多樣化的。不過，過去長期一段穩定發展

的時間，不知不覺令香港教會在差傳的參與，變得

「事工化」和「形式化」。疫情成為一個重要的契機，

讓教會再次醒來，留心察看並配合那位掌管歷史的

主，要作新的事。

（作者為大埔浸信會牧者）

Photo by Tobias Tullius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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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下的

差傳運動方向

自從港版國安法在 7 月 1 日生效後，不少團體

或機構都深表關注。大家都關心，如何做才

不致觸犯法例。早前我們邀請到鍾老師（化名）在

一研討會中分享，講員提醒大家，要對形勢多一點

分析，就能掌握其狀況多一點。 

形勢分析	

從全面管治特區理解立法  

 
隨着國安法的生效，香港已進入了「第二次回歸」，

中央政府多次强調希望能夠實踐全面管治。一方面，

許多官員表達希望保留一國兩制的實踐；另一方面，

政府亦希望有更大的權力、更快的速度去處理反政

府勢力。 

部分香港人視此為侵犯自由、一國兩制提早完結；

而中央政府則認為，香港已失控多年，只是現在才

確立權力以保社會穩定。以中央政府的看法是，如

果你不是反對政府的話，你不用害怕。 

最大的困難是，條文比較空泛概括，亦沒有指引。

過往我們在香港所做的不一定構成犯法，但今後可

能都會被認為是涉及安全問題。故此，有許多事情

需要釐清，卻沒人可以幫忙，只能靠自己領悟。

從中美對抗看立法	

 

執法時間性與基督教機構

 
從中美對抗的情況下，中國認為很多外國勢力在影

響香港，認為是危害了國家安全，故以立法手段去

反制，可是雙方矛盾升級。倘若中美之間矛盾沒有

加速升級的話，相信基督教機構（特別是跨國機構）

不會太大影響。

若美國共和黨勝出今年 11 月大選，共和黨背後代表

着許多基督教勢力，同時亦因該黨針對中國，可以

預見屆時與美國有關的本港差傳或基督教機構，將

會更明顯地受到影響。 

基督教機構的難處	

 
1. 具國際背景之本地基督教機構︰一般都來自國際

組織，可是卻不能控制其國際夥伴的看法和做法。

當中美矛盾激烈，有國際背景的機構應如何表態？

這實在是十分複雜的。 

2. 教會內部︰明顯地，教會內部在此事上一直持不

同意見。

主題文章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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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共識︰國安法後，機構的內部管理層、領袖

如何尋得共識，而不會影響內部分裂？ 
流失︰因社會情況急轉直下，人才和經濟支持都

有機會流失。但我相信，在未來的時間仍有新的

機遇。 

新時代下，我們與內地越來越趨向相同。過往，

我們以外面人的身分去思考、與內地交流；在全

面管治下，新的機會是我們以中國的部分去看整

個事件，這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人力︰國內教會人力資源、實力強大；當我們無

法再維持國際身分時，要思考日後如何融入。

事工︰以宏觀角度去看形勢，思考新的事工模式

需要改變或重新整理。 

如何回應現今的轉變？  

每個差傳機構有不同的考慮，沒有標準答案。我

會有 4 個考慮，透過機構結構、工作範圍、工作

性質、支持網絡及同工主要來源等︰

 

四個範圍

1. 機構結構

國際機構在香港有的分會，相信日後會把其亞洲

總部設在香港以外地方，以避免同工面對較大的

風險和不確定性。 

2. 工作範圍

	
「踩界」的工作︰以往我們有很多在大陸裏面「踩

界」的工作，但現在新的國安法實施的時候，這

些「踩界」的工作還能不能在香港進行呢？ 
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如果專做一帶一路的國家，

非洲、亞洲等，即使身處香港，影響也不大。

3. 性質

若只做營商宣教、醫療，問題不大。透過教育服

侍，在外國而非在中國，影響不大。若慈善、社

會工作，推動社會改變的工作，可能會多一點困

難，會涉及與政府交涉。若要推動政策或政策倡

議，不再受歡迎。甚至直接做福音工作，會令政

府產生尷尬的。 

4. 支持網絡及同工主要來源

由本地移往外地，影響不大；若是國際機構要繼續

留港，則其支持網絡及來源較難維繫。 

7 大方向  
 

1. 工作如常，別自亂陣腳	

維持以往一直做的事情，其實是最好的做法；別

要讓恐懼嚇怕自己，沒有必要擱置上帝所祝福你

的工作。 

2 . 開始討論應變部署

 
若過往所做的工作「踩界」，又希望將來如常的話，

就應開始部署資金、資訊和人力的安排，放在一些

較中立的地方，甚至是另外一個全新的機構。  
 
資金︰資產、海外及本地流動資金、團體註冊。要考慮

如何配置資產，本地及海外的流動資金如何處理。

若要成立不同機構或團體去配置資源，則需要團體

註冊。好處是方便工作，但同時要考慮拆開後如何

產生聯繫。 
資訊︰敏感資訊處理及資訊流通方向改變。過往，

很多資訊都比較公開和透明，但在國安法下，機構

也要開始以創啟地區形式去處理敏感資訊。 
人力︰小而機動的人力方向。繼續在香港的機構，

要考慮以較小規模、機動性及自主性的人手處事，

以不同小組的方向思考工作。 
 

3 . 了解內地宣教機構模式	

 
香港差傳機構可以參考內地差傳機構運作，他們即

使面對很大的困難，仍然可以差出許多宣教士，這

是值得香港的教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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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元化與創啟化  

不論身分及工作模式，都要逐漸多元化及創啟化，

以營商、醫療的身分繼續做。 

5. 建立緊密夥伴關係 

在國安法下，鼓勵人們互相舉報；故此我們需要建

立一些緊密的夥伴關係，以便互相支援。例如，有

些機構遇到問題時，另一些機構可以提供支援，這

是重要的。 

6. 建立小組同工守望團隊 

機構應加强關心不同同工的需要，設立小組以守望

整個團隊。當發生某些問題時，隊員有可信任的人

去分享和互相支援。 

7. 屬靈更新及預備受苦 

最後，對機構而言，這是屬靈更新和預備受苦的心

志。無論作出甚麼行動，對教會最大裨益的，是那

種屬靈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未來，我們不知道會發

生甚麽事，惟有我們的生命得着屬靈更新，並已預

備受苦的心態，這才使人們有更多的凝聚。

因着近期香港局勢的急速發展及各種原因，在

我們眼前正發生香港新一波移民潮，而這次

移民潮的規模可能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

新一波移民潮	

根據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本年 10 月 6 日公

布，有關巿民移居海外的意向調查 1 結果，最新的數

字顯示，打算移民或移居海外的受訪市民高達 4 成

4（43.9%），創近 3 年的新高。在有移民或移居

意向的巿民中，有 35% 人表示近期已為移民或移居

做好準備（以所有受訪巿民為基數，即 15.3% 受訪

巿民表示有作準備）。而最多受訪者選擇的移居目

的地是英國（23.8%），其次是澳洲（11.6%）和

台灣（10.7%），有意移居內地的市民則不足一成

（9.5%）。

事實上已經有部分香港人移居他方（根據統計處普

查資料，2019 年中至 2020 年中有約 2 萬人移出香

港，參考 2018 年的數據全年僅 7,600 人移民海外）；

資料來源請參考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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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良

大移民中的宣機

Photo by Aron Van de Pol on Unplash

筆者的教會於 8 月也做了一個小型的調查，有大約

35% 的人有機會就會移居其他地方，而有接近一

半的人已經為離開香港做了一些準備（可能是補領

BNO 以備不時之需）。從負面角度看，香港教會將

會面臨很大的衝擊，無論在經濟、人才等等都會出

現困難；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擺在眼前的正是一個

空前（甚至可能是絕後）的宣教機會！

聖徒遷徙延福萬民的聖經記載

聖經中，不乏神使用他子民的遷徙去延福萬民的記

載，這些遷徙有時是自願的，有時是不自願的；而

神的恩典並祂的福音，就是這樣向各國各族傳開了。

以亞伯拉罕為例，神吩咐他要離開本族本鄉前往遠

方，乃是要藉他的子孫成為多國的祝福；新約也有

例子，使徒行傳記載「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

大遭逼迫。……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徒

八 1、4）當時教會遭受大迫害，信徒散居各地，他

們走到哪裏就傳到哪裏，福音結果傳遍天下！

耶穌所頒布給門徒的大使命，豈不強調門徒要「去」

使萬民作祂的門徒嗎？神的心意是要門徒帶着使命

「出去」，可是按一般的人性，大多都是安於現狀

不願意冒險，大部分人都寧願在家鄉落地生根、開

枝散葉；可是神也會用上直接的「命令」（大使命）

或間接地「容許」，甚至「迫使」（被虜或逼迫）

子民分散到各地，去成就祂的救贖計劃。所以無論

你是否歡迎大移民這個現象，筆者相信大數量的香

港基督徒移居海外，至終也可以成就神的工作。

那何不主動配合逆境中的宣機，成就神延福萬民

的工作！

多方面的宣教機遇	

1. 移民大軍人才不缺

香港是普世華人教會當中，甚至世界上基督教人才

非常集中的地區，擁有許多神學院、資深的基督徒

及基督教領袖。當這一群人，無論以任何原因選擇

離開香港分散到世界各地時，也將福音種子散到世

界各地的社區當中。倘若這些基督徒帶着宣教及見

證主的心志在當地生活，將會成為當地教會及社會

很大的祝福。

最近也有基督教網台主辦了幾次以移民海外為主題

的網上聚會，參加者反應熱烈，並且在留言中也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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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其中打算移民的不乏教會領袖，甚至有傳道

人或牧師等。

2. 初到貴境人心開放

另一方面，當香港人去到人生路不熟的國家，這一

群新移民進到新的環境，很可能會重新思考人生，

也會更願意結識新朋友，或改變生活模式；如果基

督徒能夠在這適應時期與這些家庭同行，讓他們感

受到基督徒的關愛，也必然會對信仰態度更開放，

以至受聖靈感動信主。

3. 對移民普遍態度更明白接納

筆者從朋友及教會圈子中得到的印象，這新一波移

民潮和以往有明顯的不同。以往的移民潮都是因為

香港以外所發生的事件（如六四天安門事件及中英

談判等），而恐怕香港的生活及價值觀「有可能會」

變質而引發。

但今次對於很多香港人而言，改變已經發生在眼前，

移民與否的問題大家也很理解，能以較開放、接納，

甚至鼓勵的態度去討論。當然，也有教會或信徒會

對移民看得較為負面，相信比起上幾波的移民潮，

負面的態度會相對較少，但在討論移民宣機時也要

留意不同意見。

4. 真身分打開創啟宣教之門

在這個時代，許多國家都不歡迎專職宣教士入境，

所以宣教士的簽證問題往往為宣教工作帶來很大的

障礙。然而許多不歡迎「宣教士」的國家，卻很歡

迎「新移民」在他們的國家作出貢獻；所以必須要

重視一般信徒在宣教工作上越來越吃重的角色及貢

獻。當出走的信徒被裝備成為有質素、有生命、有

使命的「新移民」，以自己的職業或投資移民的身

分進到創啟國家的時候，他們就能成為福音工作的

新力軍。而且按照 Authentic Lives2 這本書的作者

Hales 建議，這種以「常人」身分住在當地居民當

中作鄰舍的基督徒，往往更能夠擺脫隱藏身分的宣

教士所要面對的矛盾及阻礙，是故移民潮之下，正

是推動以真實身分（Authentic Lives）在創啟國家

見證的大好時機。

把握空前的機遇

我建議，香港的教會、差會及歐美國家的華人教會

積極組織起來，把握這個空前的宣教機遇，以下是

一些具體的建議：

1. 在教會營造開放的討論氣氛

既然大量香港信徒會移民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在牧

養上就不能避而不談，最好就是營造能公開討論的

氣氛，讓不同的意見都可以表達出來，才可以一起

同行牧養。

2. 舉辦移民分享會或講座

營造討論氣氛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在教會舉辦公開

的移民分享會或者講座等，教會與信徒在移民與否

的考量及過程中，與他們同行。其中一些講座也歡

迎未信的朋友參加，讓他們得到資訊及服侍，也讓

教會在移民的過程中服侍他們。如果中小型教會人

數不多，也可以聯合區內其他教會合作，或者以宗

派名義聯合宗派內各堂會一同舉辦，合辦的好處是

可以有更充足資源，邀請到某方面的專家或講員分

享，更能吸引到信徒或未信參加者。

  參看 Thomas Hales III, Authentic Lives: Overcoming the 

Problem of Hidden Identity in Outreach to Restrictive Nations 

(Pasaden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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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織移民支援小組

以幾個準備往同一個國家的，或就近地區的家庭為

基礎，當中歡迎一些未信主的家庭參與，可以組成

一些移民家庭的互相支援小組。筆者也聽聞有個別

大型教會，甚至有整個團契的弟兄姊妹一同移民往

某一個城市，以便互相照應，教會可以順應情況與

他們同行。

4. 靈性支援與牧養

透過支援小組，提供靈性上的支援及心靈的輔導，

鼓勵信徒建立受苦及見證福音的心志。歐洲的華人

教會一般都資源十分有限，新移民信徒應該多從奉

獻的心態來參與當地教會，以樂於參與服侍的心態

來投入當地的教會生活；不要以消費者的心態來期

待別人服侍自己。

5. 聯繫當地華人教會

教會應聯繫當地的華人教會，讓當地華人教會為新

移民家庭表達關心與支援。這些帶着傳福音心志的

基督徒新移民，配合當地華人教會裏應外合成就基

督的福音。其實，許多英國的華人教會也正準備接

待由香港來的新朋友。

6. 實踐咫尺跨民族宣教

歐洲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新移民，當中有許多都

是來自福音封閉國家的，例如阿拉伯人及非洲人。

新移居的香港人也可以參與當地的跨民族福音事

工，好處是既然大家都同是新移民，自然地較為容

易打入他們的圈子，並可與當地福音機構配合開展

跨民族的福音工作，正是實踐咫尺宣教的好場景。

7. 移民牧者參與香港人福音事工

應鼓勵移民牧者發展當地香港人福音事工，移民的

牧者傳道人以「宣教士」「主動出擊」的心態，發

展新移居香港人的福音事工，把握大家都同是新移

民新身分所帶來的認同感及機會，向新移居香港人

見證基督的愛。

8. 鼓勵隨時隨地作見證的心志

筆者認為移民與否不是道德抉擇，教會不應一刀切

反對或者鼓勵人移民；但面對移民潮，我們不應避

而不談，更不應只從負面的角度看移民的基督徒，

而標籤他們「對神無信心」。反而要積極在一開始

尋索思考的階段，就與他們同行，鼓勵信徒無論留

港與否、身在何地，也要有受苦及見證福音的心志。

畢竟絕大部分出走往海外的香港信徒，都不是為了

宣教，許多只是出於害怕、逃避苦難，或是為保障

下一代的自保心態，所以也要留意及理解這樣的心

態，以愛心牧養同行，才可以進深一步挑戰信徒擁

抱使命，化消極為積極，化移民為宣教。

神既然容許這麼多的香港人移居外地，必有祂自己

的美意。願神讓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並叫萬民得着福音！

（作者為基督教靈光中文堂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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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沒人會預料到世界經濟、各國政府面對

疫情的能力是如此脆弱！截至 11 月 17 日止，

全球確診數字已超過 5,500 萬人，死亡人數超過

132 萬 1。面對這境況，筆者只有慨歎相比病毒的

傳播速度，基督徒或教會能作的實在有限。

能持續發展

在這次疫情中，大家發現各地的醫療制度（這包括

各類醫療人員的訓練、醫院的設備、藥物及醫療用

品的供應、疫情消息的透明度等）、各政府部門平

日的運作配搭、決策者是否能明辨各種資訊，按着

國情（包括財力、物資、人力等）去作出適切的回應、

人民的衞生及醫療知識、以及群體對自己的文化或

信仰的固執程度，都深深地影響着病毒的擴散或患

者的康復進度。進一步者，疫情總有一天會停止，

但在未停止前，如何叫國民能好好的生活下去？

其實一個國家如是，一個機構也如是。當我們談

論營商宣教，目標本該是建立一個可以持續發展，

面對不同政治、經濟的環境下，仍能收支平衡，

給社區帶來祝福、給員工足夠的薪津去生活，繼

而把主的救恩藉着言語、行動與未信的群體分享，

帶領他們成為主的門徒，與我們一起在社區內散

發主的榮美。

能全心全意

可是，不少走營商宣教的，並不願做個全心全意的

生意人。當大家在家鄉工作生活時，與公司簽訂

勞工合約，都會明白做工的要履行合約內的職責、

條件，才能得薪水。但很奇怪，當我們蒙召去當

營商宣教士時，不同的人卻會對這個職責有不同

的解讀。因此，帕特里克．賴（P a t r i c k L a i）在

他的《織帳篷 ‧ 職場宣教》（見今期「資源推介」

P.24）一書內列出有 5 類的職場宣教人。最痛苦

的是，大部分營商宣教士沒有做生意經驗和訓練，

亦不願盡力去學，卻想在異文化中去開創事業，又

不甘於每天工作至少 8 小時，每周最少工作 5 整

天，認為應要去為主得人，另作別事。因着背後

有其他經濟來源，這些生意在工場的政府和人民眼

中，是個不倫不類、虧本卻仍能繼續運作的事業。

艱難中放棄或堅持
小鴿子

Photo by Dave Michuda on Unsplash

聆聽進言

1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Photo by Koshu Kunii on Unsplash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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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會這樣做，是因為他沒有別的財政來源，

必須用盡一切方法去養活一家九口，但這也令他

更方便與鄰舍，甚或不同的政府部門打交道，建

立關係的渠道。上月他與數名同道一起南行去探

訪，領了數人歸主。

親愛的弟兄姊妹，若您肯定主呼召您去作營商宣

教，那請您先學些營商的技能：會計、巿場策劃、

推廣、銷售方法……。主要求我們的，是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地去愛祂，就讓您的生意成為

您對祂表達愛的方法，堅持到底，直至見到曙光

的到來。如果生意已經上了軌道，又聘有能幹、明白如何推

動機構運作的副手，那麼老板當然不用每天在公司

坐鎮，但在公司成立的首數年，哪有一個生意可以

不花心力和時間便能獲利？對於一般營商者，獲利

是應該的，是自然的事。但有些作營商的宣教士，

卻把獲利看為不道德的事。聖經有吩咐人去做虧本

的生意嗎？主責備的，是那不按公平和公道的原則

去取利而已！

能艱難中堅持

其實最能令人感動的，是人的堅持，在困難失敗

中不斷尋找出路，把自己的理想抱負以行動去實

踐出來。上期談到的旅行社老板，起初他投放時

間在公司的社交媒體帳戶內，以吸引各地朋友到

此來遊玩，參加他的旅行團。但當全球疫症大流

行，不單外國遊客不准入境，連本地人也要禁足

在家，熱門的旅遊地點都要關閉，在沒有旅行團

的同時，仍要痛苦地與航空公司交涉，追回機票

的退款。相信若是外來的宣教士早已放棄，甚至

返回家鄉去避疫。但因他是本地牧者，相信主要

他以營商的方式去開拓絲路上各民族的事工，那

便得堅持。

他在禁足令的數月內，先在自己家園內建了一個

水池，讓自己和鄰居的孩子有玩樂之處，這亦是

他為女兒施洗的地方。當禁足令稍稍放寬時，便

把積蓄拿來，與其他信徒一起建了一間鷄舍，組

織自己的兒女成為員工，一起學習養雞、收取鷄

蛋、接訂單。再過一個月，應該有鷄肉可以出售

旅行社老板今年 5 月，在家中空地建立的試驗鷄舍，傾全力去

建立的鷄場。

教導兒女與小鷄為伍

（作者為中亞洲宣教士）

Photo by Dave Michud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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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Niclas Ingvarsson on Unsplash
施傳道

伊斯蘭教在全球是第二最多信徒的宗教，而宣

教士要在伊斯蘭國家傳福音更是困難重重。

今天最多穆斯林的國家是印尼，其次是巴基斯坦，

第三位是印度。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未分裂前原本

就是一個國家，若把印巴這一片土地合起來計算，

這就是最多穆斯林的地方。

廣東話班接觸婦女

有不少印巴裔人士早在英治時期已移民到香港定居，

他們生活在香港這一片自由傳講福音的好地方，很

可惜的是他們並沒有很多機會聽到福音。移民到香

港的穆斯林大部分是巴基斯坦人，他們喜歡自成一

角，很難融入香港人的社群，最大的障礙就是語言。

很多婦女嫁來香港，無法用廣東話溝通，有些婦女

只能說一點英語，所以他們很少與香港人接觸。

去年，我教會樓上有一個剛來港的巴基斯坦家庭，

一個媽媽帶着 3 個兒女來港與丈夫團聚。我們看見

他們的需要，為他們開辦廣東話班，剛好有一位愛

主的姊妹知道我們的情況，介紹一位巴基斯坦裔的

廣東話教師給我們。這位姊妹甚至奉獻教師的薪金

給教會，讓這廣東話班順利開辦；又有一些愛主的

姊妹加入成為義工協助教學，姊妹們與巴裔老師成

為朋友。這位年輕的巴裔女老師更與姊妹們分享她

面對的困難，尋求姊妹們的意見。在這過程中，我

看見神奇妙的供應和作為，讓我不斷讚美神。

男士也需要被聆聽

巴基斯坦男士因為工作緣故，比較能說廣東話或英

語，但大多數都不能閱讀中文，這也成為他們工作

的障礙。因此，他們只好選擇勞動性的工作，例如：

地盤工作或保安等。

我認識一個家庭，這家的爸爸以前做地盤工作，但

因受傷只好轉做保安，收入驟減。他一個人的收入，

要養活香港的妻兒和住在巴基斯坦的父母；言談間

感受到他的憂慮，倘若他再遇到意外，全家就會頓

失依靠。我沒有想過只是幾次的探訪，他竟願意深

入分享，相信我的聆聽已是他最好的幫助。

孩子的功課成為巴基斯坦家庭最大的困難，中文科

就是孩子最大的障礙。若孩子不能突破這障礙，

長大後也只能做勞動性的工作，出現跨代貧窮的問

題，所以大部分有孩子的家庭都需要功課輔導。

耶穌的愛

在生命中流動

咫尺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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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是每個小朋友都參加背頌古蘭經的學習，我

們仍可以想像得到，一個小朋友從小學到中學，每

天都到教長面前學習伊斯蘭信仰，只有星期日休息。

如此說來，他們用 6-12 年的時間把小朋友牢牢的捆

綁在伊斯蘭信仰裏。

耶穌的愛在流動

我們都是耶穌基督的見證人，都可以進入巴基斯坦

社群中間，成為他們的朋友；伸出我們的手，幫助

他們走過所面對的困難，把耶穌的愛帶給這些巴基

斯坦朋友。

從那位背頌古蘭經的青年人口中，他常常提到，我

們很多義工在他成長、面對學習困難上幫助他，他

十分感謝每位幫助過他的義工，又很喜歡與義工傾

談心底話。另一位巴基斯坦婦女，在生活上常遇困

難，她也常常分享義工們曾經幫助她，並能記得每

位義工的名字。耶穌的愛在這些生命中流動，相信

每位義工與他們分享的見證會成為福音的種子，在

他們心裏成長。

我們是主耶穌基督福音的使者，求主感動我們走進

這些未得之民中間，神叫這些巴基斯坦朋友住在這

個能夠自由傳講福音的地方，我們豈能讓這未得之

民繼續未聞福音呢？這個禾場需要更多弟兄姊妹和

教會進入和參與。「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

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

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十 14-
15)

( 作者為基督中心堂 ( 荃灣 ) 少數族裔事工負責人 )

恩典多而又多

我教會在一個屋邨開設南亞功課輔導班，以一對一

的方式幫助南亞學童。開始的時候只有 3-4 位義工

參與，到招收南亞學童的時候，小朋友介紹他們的

朋友來報名，學童報名的人數比義工多。當義工們

知道人手不足，就邀請更多義工來協助，神也呼召

一些實習的神學生來幫忙。我又再次看見神奇妙的

作為！

這些南亞學童都是新的參加者，而義工們也是沒有

經驗的。第一天的功輔班，南亞小朋友大聲地用自

己的家鄉話交談，有位小朋友完全不理會義工，又

有小朋友很想玩遊戲；義工們仍然很用心地教導學

童，十分積極和投入幫助他們。義工們的投入成為

我很大的鼓舞，因為他們不會受小朋友的表現影響

或氣餒，我更看見他們對小朋友的愛。

在穆宣的服侍中常遇到挫折和失望，倘若沒有這份

堅持和忍耐，穆宣是不會成功的，最重要的是對穆

斯林的愛。疫情期間，我們暫停功課輔導班的服侍，

希望新學年開學後，神再次招聚這班小朋友和義工，

盼望神使用義工的生命祝福我們的小朋友。

自小在牢牢捆綁中

巴基斯坦小朋友從小就要開始學習古蘭經，每天放

學後到古蘭經中心，學習頌讀阿拉伯文的古蘭經和

伊斯蘭信仰，他們學習的重點是背頌和遵守，不注

重明白和理解。

我認識一位青年人，當時他讀中六，面對 DSE 的考

試壓力，他十分期望入讀大學；同時他在古蘭經的

學習也面對很大的考驗，他需要完成背頌全本古蘭

經。雖然他已能夠背頌大部分，還有 4 章未完成；

他每天用 4 個小時、星期六更是全日在古蘭經中心

學習，他十分努力背頌。結果他能完成背頌全本古

蘭經，在結業禮中獲頒證書嘉許，對他來說是十分

光榮的事。

 

Photo by dash masoud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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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傳播與福音傳播
差遣宣教士

萬傑森
Photo by Shawn Ang on Unsplash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之下，著名禱告資源網站普

世 宣 教 手 冊 (Operation World) 於 今 年 6 月

出 版 了 Global Transmission,Global Mission( 病

毒傳播與福音傳播，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與契機 )。
書中指出我們已走進未知的領域中，對社會文化、

經濟、媒體、教會、差傳和宣教士產生深遠的影響，

作者將他的發現歸納為 80 個現象，相信這對未來

差傳運動極具影響力、極重要的一本書籍。今期起，

我們會在本欄「差傳研究」分主題刊出，今期以「差

遣宣教士」為題，有 11 個項目和大家分享。

政治與經濟

我們可能會看見傳統西方差傳模式瓦解，這樣說並

不誇張。就算不是崩潰，也至少可能是大幅衰退。

原因如下：

1) 全球地緣政治和相關的經濟情況大大影響普世宣教。

因為我們的差傳模式需要資金，所以顯而易見，突

然的經濟下滑會使差遣宣教士有困難。更重要的是

地緣政治的影響。一般而言，當世界和平繁榮的時

候，利他主義、全球意識、籌款、簽證、外遊都相

對易辦。當全球處於衝突和經濟動盪的時期，這一

切就困難起來。

值得一提的是，自鐵器時代晚期以來，每逢有龐大

而穩定的帝國掌權，都往往為差傳提供良好的條

件。強大而穩定的帝國通常有很好的交通基建（例

如羅馬帝國鋪設的道路）、標準的度量衡、法治，

遏止暴力犯罪和混亂，改善公共衞生和醫療基礎設

施，有共通的語言，識字率提升，技術快速進步等

等。這些都有助加速福音傳播。在不列顛治世 1 或

美利堅治世 2 就確實這樣。然而，就算在強烈敵視

基督教的帝國裏，以上因素也助長了福音傳播，基

督教在羅馬帝國和中國的增長就是明證。

世界可能即將陷入巨大的經濟困境；而且，世界大

國的影響力下降，又越來越彼此仇視和對抗，那麼

接近無政府狀態的情況將會增加 3，我們可以預期

教會差遣宣教士到其他國家的機會將會大大削減。

2) 差傳工作本來已經昂貴，至少某些模式的差傳是這樣。

差遣一個長期工人（別說是一個家庭）全職受薪做

差傳工作，是昂貴的事，特別是如果宣教士期望有

北方世界的生活水平。加上醫保、養老金、兒童教

育、定期回家等等，需要一大筆投資，但是不能保

證有任何回報。不能否認以這種方式宣教是昂貴

的！綜觀來說，這通常非常值得，但是並不便宜。

除了維持宣教家庭的支出，大型項目尤其需要投放

大量現金：蓋樓、製作傳福音或門徒訓練材料、挖

井、為當地人提供醫療或教育，這一切有價值的項

目，還有無數其他項目，只有在基督徒樂意奉獻時

才能完成。

3) 宣教奉獻與經濟繁榮息息相關。感恩的是，這不

是鐵一般的定律。許多基督徒即使在經濟困難時期

也慷慨解囊，樂意奉獻。很多來自經濟較不富裕的

差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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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傑森

家境或國家的信徒，施贈的比例可能比富裕的弟兄

姊妹高。不過一般來說，當經濟受打擊的時候，基

督徒的奉獻也會打折扣。順景時，呼籲人按聖經教

導那樣慷慨奉獻，可能會違反人性傾向，更何況當

我們自身有經濟需要時，我們怎樣能為素未謀面的

人慷慨付出呢？早期研究顯示，基督徒的奉獻在新

冠肺炎疫情衝擊下，頭幾周驟減 4。最近美國一份有

關非牟利機構的報告 5 指出，將近一半機構預計會

損失 5 成或更多收入。這正在影響西方教會運作事

工的能力，那麼更可以確定，這會更嚴重地影響宣

教差傳。我聽聞一些宣教機構因為西方捐獻減少，

不得不「裁減」幾百個在海外工場的本地同工。另

一個機構的宣教士也被知會，因為奉獻減少，未來 6
個月只能以一半的資助為生。

前線與後援	

4) 宣教更容易受財困打擊，因為人通常把宣教排在

最低的優先次序。教會預算縮減的時候，通常首先

停止奉獻給海外宣教。他們通常優先把錢用於添置

音響設備、多聘一個牧養兒童的傳道人、捐助社區

食物銀行，以及其他許多財政預算項目。有些教會

的預算是按種類劃分的，那樣可以保障對宣教的奉

獻最少幾個月，之後也會出現上述的情況。在南方

世界許多地區，奉獻跟生存的關係比較密切，直接

影響教會每月、甚至每周的財政健康。那麼，在全

球疫情之下，眾教會實際上只能接觸當地社區，服

侍世界的規模大幅縮減，宣教工場的財政豈不是更

艱難嗎？有些宣教項目沒有可供宣傳的一面，有些

宣教崗位沒那麼英勇動人，例如差遣國的行政崗位，

他們收到的奉獻也會減少。普宣出版社的團隊是研

究員和動員者，我們十分熟悉這個事實。

有些宣教士跟捐助者已經建立牢固的關係，較少受

奉獻減少的影響，但也不一定能倖免。然而，世界

脫離新冠肺炎疫情之後，海外宣教資助會重新多起

來嗎？還有待觀望，但是我預期，眾教會將會比過

往捐較多錢給附近的項目，而這意味着宣教奉獻受

到打擊。

5) 在福音未傳到的地區宣教，也許最受影響。多年

來都有研究顯示 6，基督徒並沒有按本分慷慨奉獻。

這些研究發現，用於宣教的奉獻，等於所有基督徒

收入的千分之一。而用於宣教的錢當中，只有很少

用於還沒有聽過福音的地方。對前線宣教士的奉獻

往往出於真正的信心。你無法保證這樣奉獻會得到

可觀的回報；宣教士可能要忠心服侍多年以後，才

取得突破。而且，人奉獻金錢給福音未及之地的事

工，支持宣教士接觸最少聽福音的人，礙於安全考

慮，奉獻者很可能難以和那些宣教士聯繫。

6) 在北方世界的宣教運動，宣教組織的結構通常耗

用很多資源。宣教機構規模很大，運作精密，講求

專業，因此需要大量資金來維持。然而，在裏面做

行政的同工，由於崗位聽來並不英勇動人，所以籌

募自己的薪金有困難。要麼他們支薪不足，要麼機

構不得不由宣教同工籌得的資助，調動部分來支付

這些被認為是必要的日常開支。當前奉獻減少了，

出發宣教的人也少了，對未來的全球宣教造成後遺

症，所以我們需要革新，重新組織完成大使命的方

法。我們談論新冠肺炎疫情怎樣影響宣教的時候，

立即談財政損失和行政資源，這本身就反映了宣教

已經變得多麼制度化！當然，從前並非一直是這樣

的。有些人會說，今天最有效的宣教發生在機構主

導的框架之外。

宣教訓練持續

7) 宣教訓練雖然沒有完全停止，但是被打斷。這星

期，我在網上跨越大西洋見一個美國人，他將會成

為普宣的隊員，已經完成 3 個月迎新培訓，加入我

們的宣教機構（國際環球福音會）。迎新培訓起初

是面對面的，後來因為美國的社交隔離措施，轉移

到網上。我們事工的辦公室在英國一家宣教學院裏

面。這個學年最後一個學期才剛開始，學院也已經

全面網絡化。如果，西方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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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教會差遣
宣教士統計簡報」說起

劉卓聰

Photo by fauxels from Pexels

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之前，還沒有開始提供網絡教學，

將會面臨生存的困難！

感謝神供應網上的替代方案，可以進行小組會議、

使用圖書館的書刊、交功課等等。儘管這些靈活的

措施使人讚賞，卻不能完美替代人在群體裏面對面

接觸，學生看見理論變成現實，從中學習，受到真

實的塑造。更何況我們是裝備人進入跨文化服侍，

做很費靈性力量的事工？基督徒的教育和事工裝備，

就像生活其他層面一樣，需要因時制宜，發展新的

策略來作有效的訓練。

許多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財政已經岌岌可危。新冠

肺炎疫情對他們的存亡有多大影響？有多少機構將

被迫倒閉？多數神學院和基督教院校的學生人數下

跌，許多宣教機構預期，長遠來說招募到的人數會

暴跌。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日常生活空間萎縮、經

濟下滑、全球外遊停擺、宣教動員活動減少，會使

宣教機構有一段時期難以招募到新的工人。我們當

然期望和禱告情況會相反，但是種種跡象表明這個

情況是最可能的。

8) 現在宣教士前往工場變得困難，甚至不可能。許

多國家關閉邊境，有些國家不准某些地區的人入境，

有些國家禁止任何人入境。如果現在到海外去，很

可能給人很差的觀感，你本身的文化會覺得這樣做

不好，你去的國家那裏的人也會覺得你不應該這時

候來。就算你能夠進入某個國家，經費也比平時高

得多，尤其是如果你抵達後首兩周需要自費在政府

指定的隔離設施裏度過。旅遊保險和醫療保險費用

也增加，而你籌募到的支持減少。

9) 在滯留狀態裏的宣教士。請特別記念那些已經從

工場回來述職，或是準備出發的宣教士！今天我從

一位朋友聽到，有位我和他都認識的宣教士試圖返

回服侍的工場，他們本來在那裏服侍一個很少聽見

福音的群體。他們現今滯留在一個國家，不是他們

自身的國家，也不是工場的國家，在等待回到他們

蒙召服侍的地方，不知道要等到甚麼時候。我認識

的另一對夫婦已經準備好第一次出發，而封城和經

濟情況使他們受差遣的程序陷入癱瘓，使他們無法

去任何地方。這樣的事有數百或數千宗；你會意識

到影響多麼嚴重。

很多宣教士在新型冠狀病毒散播時，出於許多完全

合理的原因，返回自己的國家，但對他們來說這是

痛苦的決定。無可避免，其中一些人會因無法控制

的因素，延期返回工場。失去支持、灰心、希望幻

滅、被逼返回原有生活，意味着其中相當一部分人，

將不會重返工場。

短宣之必要

10) 短宣團及短期宣教的價值，近年來備受爭議，正

反雙方都能提出合理的論據（當然都有統計數據支

持！）大概十年前，在美國，用在短宣每年有 20 億

( 美元 )7。隨着外遊的終止，我們發現短宣團對大使

命的龐大貢獻。那些專靠短宣團服務帶來收入的承

辦商，無法為生。倘若大多數人是透過這些短宣旅

程，將來成為長遠的工人，那麼中期來說，對長遠

的工人裝備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短宣團對長遠的

宣教服侍，不論是後續的參與、奉獻和代禱，都有

不可或缺的影響。故此，着實是一個明顯的損失。

11) 成本計算將成為預工的必要。不再像 2019 年，

宣教士享有教會的大力支持、籌款輕易，往返工場

的行程穩定又便捷、受歡迎且容易融入當地文化、

又能快速見到果效，這些因素將變得困難。我們在

聖經中看到，神允許瘟疫、飢荒、逼迫、殉道；一

般人的人生本來已經夠艱難，而事奉神的代價更大。

我們大多數人都無法說出聖經中記載的俄珥巴是誰，

但是我們的選擇更像她的選擇，而不是她嫂子路得

的選擇；路得說：「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

是我的神。你在哪裏死，我也在哪裏死，也葬在哪

裏。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得一 16-17） 我們

宣教，沒有被要求作出路得那樣的宣告。保羅在哥

林多後書第 11 章列出他為福音受了哪些苦，也許

那張清單是更好的宣教準備。他在以弗所對朋友說

的話也是很好的宣教準備：「我卻不以性命為念，

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

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徒二十

24）

我遇過所有在事工上有非凡影響的宣教士，沒有

一位的生命不是非凡地順服於「活着是為基督，

死了就有益處」這個原則。我寫這句話的時候，

非常清楚我的事奉使我處身英國這個相對舒適和

安穩的環境。

( 本文節錄自「病毒傳播與福音傳播」差遣宣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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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 during coronavirus 
lockdown in Paris - Ghost City After a Lockdown - 

Empty streets in the centre of Paris d
ue the lockdown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 CHamps Elysees

相片說明：

為防止疫情擴散，意大利米蘭實施禁足封城。 

2020 年 3 月 8 日攝於意大利米蘭。

著名禱告資源網站普世宣教手冊

(Operation World) 於 今 年 6 月

出 版 的 中 英 文 電 子 書 Global 
Transmission，Global Mission
（病毒傳播與福音傳播，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響與契機）指出我

們，已走進未知的領域中，對社

會文化、經濟、媒體、教會、差

傳和宣教士產生深遠的影響，作

者將他的發現歸納為 80 個現象，

相信這對未來差傳運動極具影響

力、極重要的一本書籍。 

本會製作少量印刷本，以方便喜

歡「一書在手」的信徒擁有一

本，鼓勵各教會、差傳小組、差

傳同工或個人擁有一本，作為珍

藏及參考，每本成本價 HK$30， 
歡迎訂購。 

病毒傳播與

福音傳播 Photo By Alessandro Perazzoli on shutterstock

https://hkacm.net/e_global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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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like the Holy 
One who called you, 

be holy yourselves 
also in all your behavior; 

because it is written, 
“You shall be holy, 

for I am holy.” 
 

1 Peter 1:15 

在彎曲悖謬的世代裏、

黑白難分的時代中， 

要持守真理，行在光中，

成為上主美好的見證！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

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因為經上記着說︰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彼前一 15）

在彎曲悖謬的世代裏、

黑白難分的時代中， 

要持守真理，行在光中，

成為上主美好的見證！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

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因為經上記着說︰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彼前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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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oly

  往 普天下去
2021

Photo by Kira auf der Heide on Unsplash

為減低印刷、郵寄成本並儲存空間，我們計劃明年 2 月起，《往普天下去》將會全面電子化，每雙月以

i-magazine（電子雜誌）形式出版，以增加資訊流通。infoWall 則仍會以資訊圖形式製作一些差傳數據，較容

易閱讀。期望每年能印製出版《往普天下去》的合輯，方便讀者儲存及保留。 

將資源重新調配後，希望設計及製作更多具差傳教育訊息的物資，在物資上印有《往普天下去》電子雜誌 QR 
code，以提醒讀者閱讀相關資訊的差傳文章，實踐線上線下的差傳教育。 

差聯繼續每周更新差聯網頁及社交媒體，希望開拓不同媒介去傳遞差傳資訊。每周以電郵發出電子通訊 (Link)，每

月為差會及教會會員發放電子通訊 (Hub)，讓讀者更快和更方便接收資訊。計劃明年可以為宣教士推出定期電子通

訊（Care）。 
 
計劃將過往《往普天下去》期刊的差傳文章、TCK 文章，分別開設網頁，更新成為可搜尋的資訊，以加強成為網絡

差傳資源中心。 
 
疫後的新常態，來年差聯將會更廣泛地以

線上線下運作，敬請留意！ 

支持差聯同工年終禮金 

為鼓勵同工在過去一年殷勤事主，差聯將發放年終禮金，深願你在

這事上以愛心奉獻，更盼望你在禱告中記念我們來年能更加得力的服

侍教會、差會及宣教士。謹呼籲大家為此奉獻，以作支持和肯定同工的

辛勞，歡迎網上奉獻： https://hkacm.net/give/ 

 回應 / 訂閱電子版

 《往普天下去》雙月刊 
 如欲訂閱電子版《往普天下去》雙月刊，

 請填寫資料，方便本會以電子郵件發放電子通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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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推介

全球疫情令世界不再一樣，人口流動、民族主義上升，一些地區更漸催創啟化。這一切轉

變，或多或少對差傳工作有所影響，營商宣教會否是其中的一些出路？今期為大家推介

的 3 本書，皆以營商宣教為主軸，有入門、有概念有故事、有策略有指南，值得一看！

《營商轉化 - 入門篇》

「如何創建一間公司，從而轉化未得之民的社區？」跨文化環境下創業面對大量決策，「營商

宣教」和「營商轉化」的工人們一直缺乏相關的實用工具和指引。 《營商轉化 – 入門篇》這書，

專為那些在福音未及地區開創及進行業務的新工人及教練而編寫。  「營商宣教」按照神的心意在

未得之民中進行營商，並為全球議題如販賣人口、貧窮和環保等，帶出解決方法。對於那些認

真研究「營商轉化」的人，並打算到福音未及之地的工人，此書是非常重要的指引。此書所包

含的資訊、工具和故事都非常實用。  售價 HK$120

《營商事工︰全球浪潮 - 概念與故事》

	

作者吉亞 ‧ 戈爾特、邁茨 ‧ 圖內哈格解釋了營商事工的概念，還提供了豐富而生動的例子研

究。透過本書，我們可以見識到世界各地的人，看看他們在做甚麼，瞭解他們為甚麼要做營商

事工，還有他們是怎麼做的。在每個章節的概念和描述中，作者都增加了一些細節，讓我們更

完善地理解如何開展整全的營商事工以榮耀神。兩位作者通過思考各種議題，構思有關營商事

工的疑問，然後提供如何開展的具體例證。 無論是考慮自己開創營商事工企業，抑或只想更

瞭解營商事工，本書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源。 售價 HK$120

 《織帳篷 ‧ 職場宣教》	

本書描述「織帳篷」作為海外宣教策略之一的原因。這書堪稱為指南，因它為那些對織帳篷事

工還不熟悉的人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信息，以便他們了解織帳篷事工的概念，並能夠置身其

中。但它又不祗是一本關於織帳篷事工的概述，也是廿一世紀帶職宣教者的詳盡、實用的指南。 

這本詳盡的著作，來自對 450 名在 10/40 之窗服侍的工人，進行個別訪談的結果。書中提出

了傳統宣教生活以外的另一個已經被證明可行、新的事奉觀點。 售價 HK$120

營商轉化 -入門篇
營商事工︰

全球浪潮 - 

概念與故事

織帳篷‧職場宣教

營
商
宣
教
好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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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ion

1 TCK Statistic

今年是不一樣的一年，面對着世界的轉變、疫病

的衝擊，宣教士家庭要面對的挑戰更多。各國

疫病傳播嚴重，宣教士子女的狀況也受影響。同樣，

網上學習，有的滯留在工場不能如期前往海外或回

港升學，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家庭氣氛、親子關係

的壓力升溫。宣教士家庭的全面關懷的確不可缺少。 

在線營會彼此守望

每年在暑假期間舉辦「宣教士子女生活營」，為在

港的宣教士子女提供一個溝通平台，彼此聯繫和支

援。今年疫情雖然有影響，但我們也沒有停止聚會。

充滿創意的青年人籌組了一次在線營會 (Virtual MK 
camp)，甚至連未能趕及回港的也能參與。感恩是

次我們有 30 多位、13 歲以上的宣教士子女參加，

彼此分享、祈禱、遊戲互動，相比單向的家庭生活

帶來一份朝氣。當營會完結，他們也主動籌組關懷

祈禱小組，延續「Big brother & Big sister 」的牧

養模式，彼此守望。 

此外，一位有教導恩賜的委員，她熱衷於教育工作，

應邀在暑假期間網上教授年幼孩子學習中文。導師

與孩子的交流樂此不疲，短短兩星期的課程帶來無

限歡欣，同時也減輕了父母的壓力。我們為此而感

恩，在新常態之下也不忘關懷宣教士子女的行動。

我們盼望有更多有教導恩賜的老師加入，支援中文

教學需要，祝福遠方的宣教士子女。  

關注宣子身心靈

	

「TCK 教育基金」是我們一直提供的支援服務。過

去十多年，我們在經濟上幫助不少宣教士子女，提供

免息貸款資助他們升讀大學，減輕宣教家庭負擔。按

本會 2019 年之宣教士統計資料 1 顯示，272 位宣教

士子女當中，年齡介乎 11-20 歲的有 85 人，約 3 成

宣教士家庭要面對子女升讀大學的問題，不容忽視。

我們鼓勵堂會、差會都能積極地考慮設立「宣教士子

女教育援助金」，及早儲備以應付未來的需要。 

關懷宣教士子女是本會「宣教士服務」的其中一環，

我們除了提供宣教士子女溝通平台、設立「TCK 教

育基金」之餘，也關注宣教士子女心靈需要。本會

輔導及述職解說服務，也特地為他們提供心靈輔導

支援，以及「勉導同行」訓練，歡迎有需要的人士

向本會查詢。 

為持續優化及拓展服務，本會的「宣教士子女 (TCK)

發展基金」項目需要你們在經濟上的支持。今年目

標為 15 萬元，包括以下方面： 

教育基金  50% 

年度成長生活營 20% 

身心靈發展支援 20% 

活動常費  10% 

 盼望有你同行，一同關注宣教士子女需要！ 

在挑戰中關顧
宣教士子女發展

Photo by Helena Lopes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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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急速轉變的年代，

我們會透過線上、

及實體聚會的混合模式
培訓跨文化工作者，

跨越言語及文化的障礙、

並在服侍上作

神作喜悅的協作者……

在個人、家庭及團隊

生活上見證三一

神的美善，叫主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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