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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周碧珊

千年間免不了信眾對教義詮釋的分歧，不同地方的

文化風俗與處境，佛教在當地都有不同的演變。藏

傳佛教可謂「密宗化」的佛教，發展過程中，藏傳

佛教更擴展至西方世界。  
  
今期以「認識藏傳佛教世界」為主題，希望能為

讀者揭開〈藏傳佛教的神秘面紗〉，同時也認識

〈藏傳佛教發展史〉，從〈藏傳佛教世界分布〉

中發現它〈成為西方世界的潮流〉。在〈開啟藏

族福音之門〉及〈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由服侍

者分享當中的掙扎與挑戰，並邀請讀者〈為藏傳

佛教世界禱告〉。   
  
今期多媒體的〈藏寶圖〉（按此）由一群關心藏傳

佛教的肢體製作，讓更多人更認識、了解。大家不

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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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起，《往普天下去》已進入全面電子化，

每雙月以 i-magazine( 電子雜誌 ) 形式出版，上載於

差聯網頁。infoWall 則仍會以資訊圖形式，製作一些

差傳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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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雙月出版的資訊包括︰ 
專題式文章︰於 2 月、6 月及 10 月出版。以全球、

區域的不同差傳資訊作主題，如差傳趨勢、聖經翻譯

的普及性、全球差傳數據。 
 
副刊式文章︰於 4 月、8 月及 12 月出版。以另一角

度看差傳故事，有訪談內容，亦有不同代表於專欄分

享見證，包括堂會、差會及宣教士。 
 

Photo by James Wheel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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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顧名思義即傳到藏族地方，然後落

地生根的佛教。雖然它屬於佛教的一個分支，

卻不是所有佛教徒都這樣認為。如果你到台灣的佛

教網站，可能會找到一大堆認為它是佛教異端的說

法。然而如果你找一些靜觀、默想的資料，又或者

一些心靈雞湯之類的，你可能進入了藏傳佛教的網

站而不自知。

有佛教徒認為它是佛教的異端，究竟藏傳佛教所信

的是甚麼？ 

藏族原有自己的信仰—「苯教」，信奉山川神靈，

由巫師來作中間人替人向神靈祈福或免禍。但藏王

松贊干布禁止人再信奉苯教，結果人民表面順從，

內裏仍是信奉苯教神明。後來有一位印度佛教大師

蓮花生進入藏地，宣稱自己已經降服了所有苯教的

神明；他亦表演了一些神蹟，以致藏人信服了他。

  
苯教從此便成了藏傳佛教的一部分，並夾雜藏人原

有相信神山聖湖的觀念。雄偉的雪山是藏民心中的

男神，美麗的高山湖泊成了他們的女神。

苯教以巫師為主的信仰，變成了以藏傳佛教的僧

侶（高僧稱為喇嘛）為主。神明對他們來說，是

動員的對象而已，以致能得福避禍；所以喇嘛才

是重點，因為只有他們才懂得應該動員哪位神明，

用甚麼方法（如作法念咒）去動員。  

扭曲了的藏傳佛教

另一方面，蓮花生大師不單是佛教僧人，更是印度

瑜伽修行者。他也將印度教的東西帶進佛教，所以

藏傳佛教不單只信佛教的神，也信印度教的。不單

修習佛教的內容，也修瑜伽。瑜伽其實是把一位神

明作為修練對象，模仿他／她的形態，心中想着成

為他／她，或請他／她上身，是個交鬼過程。 

所以單說藏傳佛教的神明系統，已包括苯教、佛教

和印度教，多而複雜。為了解決這三個體系中的矛

盾，他們發展了更複雜的學說，在此就不多說了。

而令一些佛教徒認為他們是佛教異端的，最主要是

男女雙修的事。 

主題文章

藏傳佛教之
神秘面紗

木之所示

Photo by Hans-Jurgen Mager on Unsplash
Lake Pangong, Lada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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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藏族以前在這些高山深谷的環境下，受着

單一的文化影響，以藏傳佛教為唯一的依歸，很難

接受另一套思想。致使藏民就算願意信奉基督，亦

是根基不深，一遇到壓力就會放棄。 

現時的藏宣，因着中國對該區的嚴管，外國宣教士

幾乎不可能進入。 

現代藏宣的挑戰
 
其中一個合作隊伍，在約十多年前開始進入藏區。

作先鋒的同工，在一個很大範圍的地方佈道，發現

很多家庭願意接待，而且願意決志。他滿懷高興地

回去報告，然後差派另一位工人跟進。跟進的人

逐一探訪，發現其實這些藏人根本不知道決志是甚

麼，包括聽不明白、誤會、又或者不好意思拒絕，

所以決志！於是那位跟進的，就開始住在他們當

中，慢慢建立關係，講明福音，然後建立起一個十

數人的聚會。 

在數年前的一次聚會中，一位弟兄突然向大家表

白，過去他都是想在基督徒當中謀取利益，不是真

正的相信。在這十年間，他看見參與服侍的弟兄的

愛，也經歷了神，他現在相信了。這是非常典型的

案例。 

藏族人信主，要面對很多難關。

 
首先，是族人的反對，他們會認為信了主的藏人，就

不再屬於藏族；藏族人一定要信藏傳佛教，因此信了

耶穌的就是背叛了族。這樣，他／她就會面臨族人們，

甚至親人們的杯葛。藏族人之間的關係是很親密的，

當某人被眾人唾棄時，真是比死還難受。  

當藏傳佛教向外擴展時，華人世界最先接觸到的包

括台灣。最初台灣佛教徒深深被充滿靈異的藏傳佛

教所吸引，亦跟從他們的大師（喇嘛、活佛等）修

練，不久發現這些大師會和女信徒性交，其過程十

分污穢（包括物理上及道德上），因此引起十分大

的抗拒。 

那麼藏傳佛教是如何看待這些指責？達賴喇嘛（現

時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說，一般佛教徒要修練到

最高，進入涅槃境界，須要修練很多很多世，因為

用禁慾的方法不是很有效。而藏傳佛教，反而要利

用慾望，來達至更高的境界，（其實這種說法，是

來自印度教的性力瑜伽。）所以是修練的捷徑，只

修一世就可以了。 

這些修練，一般藏族人是不知道的，因為是在發毒

咒保密中進行。藏傳佛教其實是交鬼，追求滿足

慾望的信仰。而藏族人千多年來，就是這樣被綑

綁着。藏民其實並不想涅槃，他們更想來生成為喇

嘛，亦因此如果喇嘛去世，他們說自己會轉世回

來，這些就是「活佛」。 

向藏族宣教的歷史
 
向藏族宣教最早的是天主教，按記錄是公元 1624
年，向阿里地區的藏族小國古格王朝佈道，曾得到

古格王的善待，建立起教會，最終因當地僧侶反對

及政治動蕩而無功而還。 

基督教的最早記錄是公元 1858 年，兩位莫拉維弟兄

會的宣教士因被西藏政府趕出西藏地區，而在印度

北部，現今的列城地區宣教，其後更譯出藏文聖經。 

其 他 基 督 教 的 宣 教 嘗 試， 要 數 到 公 元 1876 及

1877 年，內地會分別派員進入四川及甘肅，但都

未能站穩陣腳便要撤離。 

之後數十年，有來自不同差會的宣教士在西藏周邊

地區努力，亦曾經有些教會成立，最後新中國成立，

宣教士全部撤走，基督教僅餘少量教會存留至今。

 
無論天主教或基督教，前人因着大使命的感召，冒

死進入高山雪域，卻無甚穩固成果。除了當時的政

治和僧侶的反抗逼迫，使宣教舉步艱難外，更大的

宣教士夫婦為

藏族弟兄姊妹洗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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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們不習慣分辨對錯。特別在信仰上，他

們甚麼都信，所以多信一位耶穌為神，是沒問題

的；但要因為信這位神，而放棄萬千個「神」，

就很困難。  

第三，是不習慣理解事物，而基督信仰是要求人去

明白，不可以盲信或迷信，這又違反了藏族人的習

慣。所以那位表白的藏族弟兄，是經過十年、有意

無意地觀察和感受，經歷那位同工真心的愛、神的

真實，才真正歸信。 

那麼，我們又怎樣知道今次是來真的信呢？過去十

年，曾多次邀請他帶同家人一起來聚會，他總以各

樣的理由推卻。當他表白了以後，卻把家人帶來一

起參與聚會。所以，要看見他們在行動上的改變，

生命才是真的轉化。 

藏宣面對眾多的攔阻，包括政治上、宗教上、民族

文化上的，很需要代禱。一方面請大家為上述的情

況，求主鬆開撒旦對藏族人的綑綁，讓他們能明白

福音。同時，也加力給在前線工作的工人，保守他

Photo by Chantal Lim on Unsplash
Shangri la,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們不被政權及寺廟干涉干擾，並在艱難的環境中和

家人好好生活。另外，神也繼續感動了一些香港肢

體進入藏區服侍，請努力為他們代禱。 

如你在港有恆常為藏族祈禱，甚至有興趣在網絡上

製作短片來推廣藏宣，期待你透過香港差傳事工聯

會，再與我們聯絡。 

願主耶穌的福音，快快在地的第三極 — 這青藏高

原中廣傳，為人所信服。 

( 作者乃參與服侍藏傳佛教徒之資深同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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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作為世界 3 大宗教之一，千年間免不了信

眾對教義詮釋的分歧。按不同地方的文化風

俗與處境，佛教在當地都有不同的演變。藏傳佛教

可謂「密宗化」的佛教，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婆羅門

教、苯教等民間宗教的特色，包含神通、法術，自

成一派。縱然歷經不同勢力的排斥，但這沒有使他

們從此消失。時至今日，以格魯派為首的四大派系

依然引領着藏傳佛教的擴展。

    附件：佛教產生的歷史背景、印度佛教分期

  （加 QR code 以閱讀附件）

概況

印度密宗進入西藏之前好幾百年，印度佛教已經在

漢人地區大為盛行（參看附件「歷史簡圖」）。

密宗又稱「真言宗」或「藏傳佛教」，俗稱「喇嘛

教」。「喇嘛」是梵文（古印度文），意思是「佛

陀」。密宗採納婆羅門教的儀式，重視上師甚於經

典，不太重視戒律，所以也被稱為「易行宗」。密

宗除了繼承傳統佛教的基本信仰之外，又加上許多

獨特的主張。

印度密宗傳入藏區

第七世紀密宗在印度興起不久，便悄悄地進入了西

藏，但還不成氣候。

西元八世紀後葉，吐蕃的赤松德贊王（755~797
年在位）大力倡佛，並把密宗上師蓮花生大士從印

度請來。蓮花生大士很重視佛教與西藏本土信仰

（苯教）的融合，此後佛教在西藏才逐漸克服反對

勢力，越來越興盛。

主題文章

藏傳佛教發展史
王瑞珍

婆羅門教

漢傳佛教（顯宗 ) 藏傳佛教（密宗 )

婆羅門教

印度教佛教

小乘 大乘 密宗

Photo by Chantal Lim on Unsplash
Shangri la city, China

https://hkacm-my.sharepoint.com/:b:/g/personal/public_hkacm_org_hk/EXBr-FGF0uVGqgg1QtQLGPMBJgfv5Yj9BWXnDJAuPfUy4A?e=zl9o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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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教的轉變

蓮花生大士入藏後逐漸克服反對勢力，甚至取代

了苯教成為主流信仰。不過苯教在西藏並未消失，

西藏大約還有 90 間苯教寺廟，但大多已經被喇嘛

教同化了，我們可以把它當作藏傳佛教的一個小

宗派。（閱讀更多，見附件）

本土宗派興起：4 大派系

藏傳佛教最早的宗派就是寧

瑪派（舊派）。此派號稱是

從八世紀的蓮花生大士傳

下來的，比其他教派早 300

年。寧瑪派因為穿紅袍，頭

上編着紅辮子，故被稱為

「紅教」。目前在中國的整

個藏族地區共有 753 座寧瑪

派寺院，它僅次於格魯派，

是第 2 大派。

噶舉派的創始人是瑪爾巴

（1012~ 1097）。「噶舉」

的意思為「口傳」，由於

該派特別重視口耳相傳的

密法，又由於噶舉派上師

在修法時皆穿着白色僧裙，

故又稱為「白教」。白教

是西藏歷史上最早實行活

佛轉世制度的派別，其祖

師不完全是出家人。

1073 年，昆•貢卻傑布在日

喀則市西南方約 160 公里

處，修建薩迦寺作為據點，

由此產生薩迦派。又因該

派寺院牆上刷紅白藍三色

條 紋， 故 俗 稱「 花 教 」。

薩迦派在十三世紀與元朝

政府結合，形成薩迦王朝

（1260~1354）， 統 治 西

藏近百年，其間薩迦五祖

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

為大寶法王。薩迦派的法

王可以娶妻生子，由子孫

繼承大位。

格魯派於十五世紀初發展迅

速，很快就取代其它教派的

地位，成為藏傳佛教後期的

主流。「格魯」的意思為「善

律」，以持戒嚴謹而聞名，

所以又稱善律派；一般以格

魯派僧人戴黃帽而通稱其為

「黃教」。西元 1415 年，

藏 王 根 敦 朱 巴 拜 宗 喀 巴 為

師。1474 年根敦朱巴圓寂，

他被奉為達賴一世，新的藏

王便成為達賴二世（現任的

達賴喇嘛為十四世）。格魯

派後來在發展中形成達賴和

班禪兩大活佛轉世系統。

朗達瑪滅佛運動（841-846）

841 年吐蕃王朝最後一任贊普── 朗達瑪即位後，

因當時教權凌駕在政權之上，他發動聲勢浩大的抑

佛運動，僧眾不僅失去了朝廷的保護，而且還被剝

奪了所有財產和政治特權，僧眾不得不「還俗」從

寺院逃向民間。然而，佛教並沒有因朗達瑪的禁廢

而壽終正寢，因為佛教在之前已經贏得吐蕃民眾普

遍而深入的信仰，所以到了西元十世紀末，在藏族

地區又開始出現大批出家僧侶和重建寺院的熱潮。

薩迦派

（花教）

( 作者乃《第三隻眼看佛教》之作者 )

寧瑪派

（紅教）

噶舉派

（白教）

格魯派

（黃教）

https://hkacm-my.sharepoint.com/:b:/g/personal/public_hkacm_org_hk/EYpDGcnnQAJMuPIyG42OGecB0WlRcGqI4ZqKJxCrWlQmNA?e=NEDwIm


      

6

主題文章

藏傳佛教世界分布
王瑞珍、本之所示 

Photo by Yu Wang on Unsplash
Dachaidamu Lake, Haixi Mongol and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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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Uchral Sanjaadorj on Unsplash
Övörkhangai, Mongolia

Photo by Joseph Gatto on Unsplash
Srinagar -Ladakh Road, Leh ,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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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Yu Wang on Unsplash
Dachaidamu Lake, Haixi Mongol and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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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Uchral Sanjaadorj on Unsplash
Övörkhangai, Mongolia

Photo by Joseph Gatto on Unsplash
Srinagar -Ladakh Road, Leh , India

Photo by Sebastian Pena Lambarri on Unplash
Namche bazaar view point, Nepal

PhotoCredit: Gen Heywood Photography
sravastiabbey.org

公元七世紀，佛教傳到青藏高原，在現今拉薩

市位置，為藏王松贊干布所信奉。松贊干布

命令全族信奉它，所以最初是西藏內的主要信仰。

然後它擴展到青海、甘肅、四川、雲南與西藏接壤

的地方。到了十三世紀蒙古帝國興起，蒙古王與當

時的藏傳佛教領袖協議，如果蒙古人信藏傳佛教，

那麼藏區就臣服於蒙古，這樣，藏傳佛教亦進入了

現今蒙古省及蒙古國的地方。 

根據 2010 年全國人口普查，藏族總人口達到 628.2 萬

人。藏族主要聚居在西藏自治區（約 272 萬人），其餘

分布於︰ 

1. 青海省的海北、海南、黃南、果洛、玉樹、海

西、海東等地區。 

2. 四川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

和木里藏族自治縣。 

3. 甘肅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縣。 

4. 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 

在中國各民族中信奉藏傳佛教的有藏族、蒙古族、

土族、羌族、裕固族等，漢族中也有少數信奉者。 

中國藏區有安多藏、衛藏（又稱拉薩藏）、康巴藏

等三大族群。另有嘉絨藏族、工布藏族、木雅藏族

⋯⋯等較小的族群。「安多藏族」大多分布於青海

省；「衛藏族」大多分布於西藏自治區；「康巴藏

族」分布於西藏自治區的東邊和四川省的西北邊。 
 
 
 
 
 
 
 

藏傳佛教早已流傳到印度、不丹、尼泊爾、錫金、

蒙古⋯⋯等地，到了近代，歐美興起東方熱，西方

人被藏傳佛教的神秘吸引，因此亦在歐美及澳洲等

地興盛起來。隨着與現代文化的融合，藏傳佛教在

西方世界的影響力漸漸也不容小覷。 

尼
泊
爾

美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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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數十年，愈來愈多人認識或關注藏傳佛教，在

西方社會中更興起熱潮。知名國際影星李察基

爾是藏傳佛教虔誠信徒、達賴喇嘛的積極支持者；

而香港則有《尚氣》的梁朝偉，另外還有劉嘉玲、

王菲及王喜⋯⋯

6 0 年代的迅速擴張
 
早在十九世紀初，一些西方學者開始紛紛進入西藏

研究藏傳佛教。 

達賴喇嘛於 1959 年從西藏出逃，是 1960 年代佛教

在西方迅速擴張的部分原因。許多西藏喇嘛和難民

選擇在西方國家定居，建立教導中心。在倫敦、巴

黎、東京、羅馬、西雅圖等地，皆有國際藏學中心；

喇嘛會以流動、巡迴形式，定期在不同地區舉行講

座或禪修活動。 
 
幾十年間，不少國際出版社出版或發行關於西藏和

藏傳佛教的資源，當中以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作品尤

其多產。大量相關文獻、書籍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在亞洲各地都非常暢銷。 
 

本篇資料來源請參考 QR code 或 按此

主題文章

編輯室

夾雜多種傳統或宗教  
 
西方人發現禪宗佛教與 60 年代的嬉皮士運動和披頭

族的理想主義有所共鳴，開始熱衷尋求精神自由和

心靈滋潤，以「禪修和皈依」去尋找自我身分。西

藏喇嘛與西方弟子一起生活，為迎合他們的口味，

在出版時，會將作品改變成為符合新紀元運動，或

是後現代人口味的「心靈雞湯」；舊瓶新酒的方式，

使新時代的藏傳佛教流行起來。 

西方佛教徒通常會保存多種（佛教）傳統，甚至是

多種宗教實踐。就如他們會在晚上參加藏傳佛教中

心的活動，另一天又參加天主教彌撒，在周末又會

與禪宗朋友參加退修，在人口普查表上又宣稱自己

是「無宗教信仰」，情況十分普遍。

 

形成一種潮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藏傳佛教的傳播變得迅速和廣

泛。於西方媒體和名人眼中，這是一種心理學工具，

或者是邁向世界和平的方式或運動，認為這是很

coo l 的潮流。只要坐在家裏舒適的客廳，或在精心

裝飾的禪房中，隨時可以修行，對大眾而言，是一

種極「時尚」、「隨心」和「即時達成」的宗教行動。

全球化亦令藏傳佛教改變了面貌，亦有人認為這是

成功的本色化。不僅是移民佛教徒，還有皈依者的

數量也在快速增長。洛桑運動曾提出，福音派基督

徒是時候來面對西方佛教的興起。 

成為西方世界

的潮流

https://hkacm-my.sharepoint.com/:b:/g/personal/public_hkacm_org_hk/EXBr-FGF0uVGqgg1QtQLGPMBJgfv5Yj9BWXnDJAuPfUy4A?e=zl9oOi
https://hkacm-my.sharepoint.com/:b:/g/personal/public_hkacm_org_hk/EXBr-FGF0uVGqgg1QtQLGPMBJgfv5Yj9BWXnDJAuPfUy4A?e=zl9o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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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Leo Daphne | Dreamstime.com

Tibetan Buddhist Monk in Hong Kong

尚未開發的禾場

 
大多數人是在基督教的環境下皈依為佛教，其中大

部分是對基督教失望的信徒，或是在教會中受過傷

害，或認為佛教更有智慧、儀式更有意義。因此，

他們通常比較抗拒體制化的教會。 

因着對教會的抗拒，加上社會文化和特性，他們會

與新紀元、新興宗教運動的信徒近似。信仰及教義

不再是焦點所在，取而代之是日常的宗教「操練」

及身分認同。相對地，基督徒的信仰「操練」足夠

嗎？實際靈修、默想和禱告佔生活上多少比例？

 
洛桑運動建議，基督徒可以把西方的佛教看為尚未

開發的禾場，這挑戰不僅是知識層面的，也是牧養

層面。基督徒不一定要到佛教國家，只要在現今興

起新宗教或新紀元運動的西方國家中，與他們生活

在一起，分享你在基督裏的生命操練，就可以和他

們展開有意義的對話。 

香港是歐美的延伸  
 
至於近在咫尺的香港，藏傳佛教從十九世紀 20 年代

初傳入。自二十世紀 60 年代起，寧瑪派、噶舉派及

格魯派都先後來香港進行不同活動。至 80 年代，藏

傳佛教較大規模地傳入香港，主持講座、舉辦灌頂，

參加者與日俱增。 

過去幾十年在港的擴張，是歐美發展的延伸。由於

香港是以漢傳佛教為基礎之地方，信眾樂於捐輸，

吸引大量藏傳佛教來港，故近 30 年來香港成立了不

少的藏傳佛教道場，約有 20 個。 
 
中國佛教是由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南傳佛教等三

大語系的佛教共同組成。1997 年前，漢、藏開始有

小規模的合作。2000 年後，陸續多次舉行大型活動，

參加人數有數千人，甚至有些活動有 40 萬人參與。

信眾熱潮過後，近年留下來的信眾致力學習藏文、

研究教理；因此來港長駐的喇嘛日漸增多。 
 
由於信眾年齡分布以中老年人為主，為針對年輕對

象，近年香港的高等院校已開始設立藏學課程，他

們會利用網絡，來傳遞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道理。

同時亦會探討環保、心靈健康等現代人關切的問題，

透過將教內的養生法與禪法生活化，例如瑜伽修煉

等，利用現代人追求健康的機會去接觸大眾。 
 
在全球化之下，無論你身處哪個地方，在大街上、

寺廟旁，總會遇上不同的信仰群體。作為主耶穌的

跟隨者，盼望我們能持守操練，活在他們中間，以

真誠對話；即使是遇見充滿神祕感的藏傳佛教徒，

也能以真以誠去相交，透過活出真實的信仰生命，

讓神的大能在我們中間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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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Gang Hao on Unsplash
Lhasa, Tibet, China

格魯派第一名剎：拉薩「布達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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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Photo by Chris Stenger on Unsplash
Tibet, China

參加了半年學生小組和信仰小組後，平措決志

相信耶穌。幾個月後的暑假，我們特意去他

家住上幾天，探訪和認識他的家人。他的父母熱情

地接待我們，藉以報答我們一直用心照顧離家上學

的平措。 

我們與平措一家愉快地一邊吃晚飯，一邊聊天；他

們都是和善可親的牧民。晚飯後，平措卻懊惱地跟

我們分享說：「對不起，我仍然未敢將信主的事情

告訴家人。你知道嘛，我父親以前是一位和尚，他

對藏傳佛教非常虔誠。若他知道我不再相信，一定

會把我趕出家門，和我斷絕關係。」「有時，我真

的覺得自己背叛了我的家人、我的民族。」我們深

深地感受到這位年輕藏族信徒的掙扎。我們祈求主

加這位信徒更多的力量和勇氣，也祈求主改變他的

父親和家人。 

誠然，那惡者一直利用藏傳佛教去牢籠藏民，我們

更應為整個藏民族禱告。 

牢籠着藏民的藏傳佛教 

他們的個人民族身分認同感是非常強烈的，並格守

了民族傳統，信仰藏傳佛教作為他們與其他民族的

區別。藏傳佛教深深影響藏族社會的每一個範疇，

諸如節日慶典、風俗習慣、待人處事、生活作息等。

它不單是藏族的宗教，它更是藏族的文化和傳統。

 
由於它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藏傳佛教自不然成為了

藏民族的向心力，它有效地將一個一個的藏民聯繫

起來。藏族的群體性很強，每個人都拚命地爭取別

人的尊重和接納。要獲得這份認同和信任，首先就

要好好維持着藏傳佛教徒的身分，因為這是藏民最

基本的身分角色。離開了這個身分，不論你的成就

多高，財富多厚，也會遭到其他人的蔑視和排斥。 

藏民世代居住在氣候惡劣的高原。面對自然界的無

情變化，藏民除了學懂敬畏大自然外，更對其心生

恐懼。他們認為微小的人類，唯有靠着特殊的宗教

儀軌，才能與掌控着這些變化的靈界力量和平共

處。同時，這世界滿布着善惡諸神，人們只要稍一

不慎，便會失去善神的保護或遭到惡神的報復，必

開啟
藏族福音之門
冬蟲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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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靠着一連串的宗教行為去取悅各類神祇。藏傳佛

教，遂成為了藏民面對不安環境的力量源頭，亦成

為了他們獲得人身和財物安全的保障。 

藏傳佛教信徒的信仰實踐

藏族自詡全民信佛，因此對藏傳佛教的信奉和認同

是非常高的，絕大部分藏民都會稱自己為藏傳佛教

徒。然而，這份對信仰的認同跟實際信仰行為實踐

是有差距的。若我們把藏傳佛教的信仰行為定義為

轉經、唸經、點酥油燈、供水、到寺院禮佛、參加

法會等，很多年輕的或居住在城鎮的藏民都會因為

懶惰和實際環境不許可，而未有或不常實踐。但另

一方面，由於對信仰的極度認同，他們對藏傳佛教

的核心教導，如不殺生、對眾生懷慈悲心等，卻仍

是義無反顧地遵行。 

面對急速的城市化、持續的漢化和泛濫的物質主義，

藏傳佛教不能避免世俗化的衝擊。不少信仰行為逐

漸流於形式化，大型的宗教活動亦向消費主義靠攏。

話雖如此，藏傳佛教對藏民和藏族社會的影響還是

巨大的。藏族的世界觀決不會輕易被改變；高僧活

佛仍是群體中得高望重的意見領袖和決策者；每家

每戶都當出錢出力去協助大型宗教活動的舉行。可

以說，藏族社會依然是靠藏傳佛教維繫着的。

 
向藏傳佛教宣戰 

回看一百多年基督教在藏族的傳教史，藏族信徒的

比例仍是遠低於其他國內的少數民族和其他信仰佛

教的群體。福音工人和關心藏族事工的信徒都在疑

問：福音的突破何時才會出現？ 

2010 年的秋天，上帝奇妙地透過神蹟醫治打開了

藏族福音的門。之後，我們不斷聽到藏民藉禱告

得醫治，和決志信主的振奮消息。

 
藏 族 文 化 屬 於 懼 怕 — 能 力（ fear-power） 文

化， 最 有 效 的 宣 教 模 式 是 權 能 爭 戰（power 
encounter）—— 與屬靈惡魔的公開對抗，讓未信

者清楚看到耶穌的能力和祂屬世和屬靈上的至高

主權。過去，上帝多次使用我們向藏民彰顯聖靈

的能力，我們藉着求告耶穌的名，讓不少藏民得

醫治。聖靈親自觸摸病者，感動他們相信耶穌。 
 
耶穌 —— 滿有慈愛的大能醫治者 

幾年前，大環境還是比較開放，我們都能大膽地

在公開場合去分享福音和作見證。一天，我們順

着聖靈的帶領走到當地的一所醫院為病人禱告和

求醫治。當我們正在為一位病人禱告時，一位中

年女士懇求我們為她的丈夫祈求祝福。丈夫患了

肺病，右邊胸口痛得很，躺在病床上沒精打采的。

 
我們開始為他祈求，只是說了兩句，那丈夫頓時

坐起來，露出笑容，整個人變得輕鬆和舒暢了；

並且不斷說：「好舒服啊！好舒服啊！胸口的痛

全部沒有了！」我們立時感謝耶穌的醫治，其能

力彰顯在這病人身上。接着，他要求我們為他的

右背禱告，同樣地，右背的痛楚也立時消失了。

我們向他介紹耶穌，講述祂奇妙的故事，作為一

個感恩的回應，丈夫即時接受了耶穌。兩天後，

太太也欣然接受了耶穌。

 
那是我最感動的一天：我親眼看到聖靈的能力在

藏民中間大大地彰顯，耶穌的名也因此而被高舉，

祂從那惡者手中奪回寶貴的生命。我們確信上帝

正在藉着醫治事工在藏民中工作，讓藏民看到祂

是那位滿有慈愛的大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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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比的挑戰 

藏族事工的挑戰仍是巨大無比。藏民依然認為民族

信仰和其歷史文化傳統的結連乃理所當然，藏族的

民族身分與藏傳佛教是絕對不可以分割的，基督教

為外國人的宗教，藏民不應相信。 

藏傳佛教的神佛可以有多個，真理可以是多樣，藏民

欣然接受任何的模棱兩可和灰色地帶。藏民習慣了佛

教的包容，接納不同的神祇，對於基督教的一神信

仰，又或是對真理的黑白分明，實在是不以為然。 

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自己縣鎮裏、村子裏唯一的信

徒，他們很難有機會與其他信徒相交，彼此建立。

就算是比較大的城市中，也只有弱小的基督徒群

體。缺乏健康活潑的教會或信仰群體，叫信徒難以

成長，也較難承擔更多的福音工作。 

面對政治和宗教空間的收窄，傳福音的工作受到極

大影響。福音工人的活動，特別是外國宣教士，受

到極大的限制和約束，大大影響了宣教的果效。偌

大的藏區，仍是福音不能及之地。其次，福音工人

容易跌入無端的恐懼中，信心和勇氣容易受到不利

的客觀環境影響。當你不清楚界線在哪裏時，有

時會因過分謹慎小心，而選擇放棄一些作見證的機

會。另外，更符合藏族文化的群體佈道方法，也因

嚴密監控，而未能廣泛使用。福音工人或信徒僅能

透過有限度的個人接觸分享福音，使福音難以大規

模地在藏區傳播。 

祈願 
 
我們盼望更多香港信徒關心這個福音未及的群體，

為他們禱告，為他們在神國裏求更大的突破。祈求

上帝繼續開啟那扇福音的門，讓福音工人和信徒可

以使用不同策略和方法去傳揚福音。亦祈求上帝建

立藏族信徒，教導他們活出讓人羨慕的基督徒生

活，見證如何有智慧地成為一個藏族基督徒。 
 

( 作者乃參與服侍藏傳佛教徒之資深同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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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之時，正值每年一度的港九培靈研經會第

一天，信息提到約瑟的一生，遇到驚濤駭浪，

高低起伏。被神使用的人，往往經歷人生四大階段：

破碎、成長、呼召、命定。上帝讓年輕的我踏上這

一條短宣路，開闊了我的境界，讓我尋着一生的呼

召和命定。當然，這趟旅程包括了很多破碎，但更

多的是建立。講員說道，人生的上半場都是為我們

的下半場而預備，而下半場，比上半場重要。 
 
神讓我回想起 18 歲那年，我在港九培靈研經會中，

內心悄悄地向上帝舉起了我的手。那份單純無偽的

信心，與小時候在無數佈道會中舉手的我一樣。我

愛這位天上的爸爸，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自己，

都是屬於祂的。所以，我踏上了人生的（長）短宣，

這和我不少人生中的片段都悉悉相關。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

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

你都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

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耶一 7-8） 

衝擊着年幼的心

中小學在濃厚的基督教氛圍下成長，我以為世界上應

該有九成以上的人都是基督徒；後來，我發現班內只

有大約三分二的同學是基督徒，有三分一同學的父母

其中一方不是基督徒。這實在衝擊着當時年幼的我。 
 
在我心裏認為，「好人」或者不太壞的人，都應該認

識神和能上天堂。小一時，我已急不及待地邀請同學

去教會。從小時候開始，更準確來說，可能是由我在

母腹未成形、神在創世以先已揀選了我（們）。這種

對於身邊未信者的觸覺、由此而生發的憐憫和惋惜，

沒有隨着我成長而減少。 
 
還記得在我一兩歲的時候，聽到一位決定去非洲服侍

的宣教士分享（當時的牧者）。最深刻的是居然有人

會去那麼遠又落後的地方為主作工。這是我對「宣教

士」的第一印象︰原來基督徒可以有異象和呼召，可

以成為那麼無私又偉大的人。為甚麼有些人會去到遠

方做着那麼有意義的事情？我一直很欽佩和好奇。 
 
我帶着這個疑問渡過了青少年時期，直到有一天，上

帝給了我一個答案。「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

稱過的地方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就如

經上所記：未曾聞知他信息的，將要看見；未曾聽過

的，將要明白。」（羅十五 20-21） 

主題文章

不要叫人

小看你年輕

佚名
Photo by mahyar motebassem on Unsplash
Kalat, Khorasan, Razavi Khorasan Province, 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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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主名爭戰

在短宣期間聽聞到不少鄉間發生的神蹟，在那裏我也

有親身經歷，叫我更深體會到未得之民的需要。 
 
8 月下旬，夏季應有的高溫在高海拔草原上早已消失

得無影無蹤。牛羊棲息在草場上，四野無人的荒涼之

地，有一家人蓋了棟簡陋的房子。他們生活清貧樸

素，只因為最近有外賓，才勉為其難買下一個炒菜的

鍋。在城市居住的我們，根本沒法想像在草原上的生

活。平日起居飲食，並沒有任何蔬果可供食用；招待

我們的藏人為相依為命的女兒所預備的三餐，都是糌

粑（青棵粉、酥油茶和奶酪），把材料混和在酥油茶

裏面，用手揉成一團吃。 
 
因為要維持家計，他的身體早已積勞成疾，全身上下

都是病痛，從頭到肩頸、手臂、膝蓋、各個關節、腰

椎、腳踝等，不分晝夜地疼痛着。他無法知道痛症的

緣由和治療方法，這種現象在藏人中非常常見。他們

中間有一些病患，向神明每天磕頭 120 次而痊癒。但

實際使他們發病的，是他們所敬拜的邪靈，導致藏人

大病小病也久病不癒。要趕走邪靈，唯一方法是奉耶

穌基督的名字把惡鬼趕出。 
 
後來，我買了一些書籍，稍稍鑽研惡鬼邪靈如何操縱

人的肉體及引發身心各方面的病患。有不少願意改信

基督的藏人仍受着邪靈的影響，因為他們多代人從事

靈媒工作，黑暗勢力介入了整個家族，蔓延到信主後

也難以擺脫。想一想如果福音從未達到這個群體，該

種屬靈黑暗的壓制將會世代相傳。藏民不單要認識福

音，更需要親身經歷上帝釋放的大能。 

十架撼動人心

 
一個早晨，在鄉鎮裏的排排碉房之中，傳來朗朗讀經

的聲音。一位 14 歲少女被吸引過去。細聽之下，竟非

一向村裏人誦佛經的八字真言，而是些從未聽過的內

容：耶穌降生為人，釘身十架為世人捨身。她的心深

處忽爾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所撼動，於是她駐足在窗櫺

旁，默默地偷聽。後來這戶人家還對上帝唱起讚美詩

來，有別於寺廟裏和尚千篇一律的禱詞，他們的禱告，

像孩童對爸爸一樣既敬畏又親暱。頃刻間，她莫名地

淚流滿面，為着這一位如此深愛她的上帝而落淚。 

往後的日子，她透過這些宣教士認識上帝，成為基督

徒，並立志向家人傳福音。縱然遭受村裏人逼迫，最

終她全家也都歸主，無阻她們向村裏人作見證。藉着

她一家人的服侍，兩年間不同短宣隊來訪，信主的青

少年漸漸增加，更成立了一個青少年團契。 

為福音付代價的人 

 
莊稼固多，工人卻少。藏人信主的契機，往往與神

蹟醫治息息相關。工場不僅需要願意克服高原氣候、

氧氣不足的人；也願為福音付代價的人；更需要願

意踏出教會傳統、仿效昔日使徒的人。 
 
你內心是否有一絲感動？在這裏我奉主名發出一個

挑戰：為主奉上十分之一，不只是金錢，還有你的

生命、青春和時間。若人的一生有 80 年，你願意擺

上十分之一，或八十分之一給上帝，去祂要你去的

地方、為祂作工嗎？相信主知道你的心，必定帶領

你一生委身。  

( 作者曾參與短宣服侍藏傳佛教徒，並回應以長宣參與服侍 )

Photo by Jonathan Borb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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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9:21  

Hidenseek 捉迷藏

藏 寶 圖 : 第 一 講

康巴人？門巴人？大概很多人都聞所未聞；雪巴人呢……？可能在有關珠峰的新聞中偶有出現，其實他

們都是散居在不同藏區的藏族人。實際上藏民有多少？他們的生活方式如何？「藏寶圖」將與大家一窺

神秘面紗下的風土人情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A9pX25SB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A9pX25SB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A9pX25SB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A9pX25S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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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普天下去》於2021年起，每雙月以i-magazine（電子雜誌）

形式出版，以增加資訊流通，並於每周的電子通訊(Link)發放一

篇文章。infoWall則仍會以資訊圖形式製作一些差傳數據，較容

易閱讀。 
 
為鼓勵大家支持差聯文字工作，並推動差傳教育。差聯將按需求

量印製《往普天下去》合訂本，方便讀者儲存及保留，並專為

堂會會員、支持差聯的教會收藏而設。 

現正進行預購，每本訂金HK$100。 

請密切留意本會網頁公布《往普天下去》2021合訂本之定價。 

請即
預購

https://hkacm.net/e_gounto20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A9pX25S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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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藏傳佛教

世界禱告

資源推介

不丹

人數：70 萬 8 千 
基督徒人數：1 萬 5 千 
最大宗教：佛教 
成長最快速宗教：基督教

代禱：

1. 佛教君主制及對佛教祕宗的堅持，是世上最少聽聞

福音的國家之一。 

2. 被描繪成世界上其中一處最快樂的地方，但其實生

命充滿恐懼，圍繞着討好當地神靈，以及運用宗教

儀式驅邪。 

3. 印度、尼泊爾及鄰國其他族群的信徒，把福音文宣

散發給不丹人。有一小群西藏佛教徒轉信耶穌，目

前人數已超過 400 位。

Photo by Passang Tobgay on Unsplash
Thimphu, Thimphu, Bhutan

藏 傳 佛 教 遍 及 世 上 各 地 ， 在 此 挑 選 了

幾 個 受 影 響 較 深 的 國 家 ， 讓 代 禱 成 為 我 們

祝 福 這 個 群 體 的 第 一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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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

人數：12 億 
基督徒人數：7100 萬 
最大宗教：印度教 
成長最快速宗教：基督教

代禱：

1. 印度的藏傳佛教徒：大約 10 萬人，主要是圖博難

民；當中只有數十人跟隨基督。喜馬偕爾邦的達蘭

薩拉現已成為達賴喇嘛的根據地。此邦的 115 個族

群中，只有 15 個族群有人信主。 

2. 錫金邦位於喜馬拉雅山脈，當地原住民的傳統信仰

是藏傳佛教；近年教會增長迅速，有些人以前是和

尚或宗教領袖。 

Photo by kyran low on Unsplash
Kerala Backwaters, Alappuzha, India

Photo by Sebastian Pena Lambarri on Unsplash
Sadhus at Pashupatinath, Kathmandu, Nepal

尼泊爾

��

人數：2990 萬 
基督徒人數：85 萬 1 千 
最大宗教：印度教 
成長最快速宗教：基督教

代禱：

1. 山區部落幾乎都是藏傳佛教徒，聖母峰地區舉世聞

名的雪巴人並未設立任何教會，且只有大約五十名

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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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

人數：270 萬 
基督徒人數：4 萬 6 千 
最大宗教：佛教 
成長最快速宗教：基督教

Photo by Alex Lee on Unsplash
茶卡鎮 ,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 中國

代禱：

1. 傳統宗教為藏傳佛教、薩滿教，傳統迷信，甚

至包括神祕學，對人民生活造成深刻影響。蒙

古青年若遇到健康、財務或關係上的問題，常

會去找巫師解惑。 

資料來源：萬迪克及沃莫莉，《萬國代禱手冊》，橄欖出版，2018

更多亞洲概況：https://hkacm.net/e_infowall202102/

https://hkacm.net/e_infowall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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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萬迪克及沃莫莉，《萬國代禱手冊》，橄欖出版，2018

更多亞洲概況：https://hkacm.net/e_infowall202102/

Photo by Daniels Salutari on Umplash
Tibet, China

https://hkacm.net/e_infowall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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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地點 ：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128 號威利商業大廈 11 樓 ( 長沙灣地鐵站 A2 出口 ) 

對       象 ：  註冊學員 — 候選及候任宣教⼠ 
 註冊學員 — 有委身宣教意向者

 旁聽學員 — 宣教初探者

學      費 ： 註冊學員 * —$4,200 / 每階段（共三階段）  旁聽學員—$200 / 每課堂

 * 註冊學員可參與「勉導同行」計劃

課程日期 ： 2022 年 1 月至 5 月

查詢電話 ： 5345 5133 (whatsapp） / info@hkacm.org.hk

CCT 是專為服侍跨文化工作者而設的整

全訓練，透過混合模式 (hybrid mode) 進

行。內容包括差傳知識、禱告操練、靈命

更新、文化適應、團隊精神、事工策略等。

勉導同行
資深宣教士跟註冊學員作「勉導同行」

Mentorship

2022 年 1-5 月

 

主日3:00-8:30pm 

星期三8:00 10:00pm

P h o t o  b y  L a c h l a n  D e m p s e y  o n  U n s p l a s h

實體

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