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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謝天培

2022 年 11 月號︰「歐洲宣教的呼喚」

2022 年踏入尾聲，世界的秩序已被顛覆了幾遍，
前景複雜得難以預測。時代越黑暗，就越需要彰顯

福音的大能。隨着各國宣布疫情結束，差傳事工也

漸漸重上軌道，教會預備好回應普世龐大的福音需

要嗎？

我們常常有一個印象︰既然福音由西教士帶到香

港，歐洲又到處都有教堂林立，想必已經有很多基

督徒吧！加上較優渥的生活水平，歐洲自然成為「福

音需要」順位較後的地區。

縱然不像第三世界國家一般缺乏資源或面對大量天

災，歐洲所面對的挑戰其實也不遑多讓。《歐洲宣

教的呼喚》一文為我們綜觀歐洲的屬靈狀況，「世俗

化」與「去基督教化」的文化來勢洶洶，有誰為上帝

站立？；《德國華人 =未得之民？》是很多華人群
體在歐洲國家的寫照；難民遍布歐洲大陸，《西「流」

記》帶我們看看較陌生的西班牙難民，《烏克蘭難民

支援行動》為差聯剛剛 7-10月的探索畫上一個小小
的句號；最後《與羅姆人共舞》與《服侍在英土耳

其群體的點滴》為大家帶來常被忽視的小眾 —— 羅
姆人和土耳其人，您可會成為服侍他們的其中一員？

附上《2021年香港宣教士統計報告》，從數據看香
港差傳事工發展，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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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普天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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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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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上載於網頁外，我們亦製作多媒體以分享差傳資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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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差傳事工聯會的邀請，撰寫一篇：「歐洲

宣教的呼喚」的文章。在搜集資料過程中，

讀到基督教會國際領導團隊成員、萬國基督教學

院歐洲宣教士詹．名摩利（Jim Memory）所撰寫
的 "Europe 2021: A Missiological Report"，可
說是最近期及最全面介紹歐洲宣教的重要資料。

筆者在這篇文章會省略政治及經濟處境部分，直

接引述當中對歐洲屬靈處境的分析。

歐洲屬靈處境的分析

詹．名摩利認為歐洲世俗化威脅歐洲屬靈處境，

同時伊斯蘭人口的增長與歐洲部分國家人口下跌

形成對比。據估計 2016 年歐洲 30 個國家約有
4.9% 伊斯蘭人口；2050 年 將 約 有 7.4%。2016
年有超過 6% 伊斯蘭人口的歐洲國家分別是保加
利亞（11.1%）、法國（8.8%）、瑞典（8.1%）、
奧地利（6.9%）、英國（6.3%）、德國（6.1%）、
瑞士（6.1%）。

歐洲宣教的呼喚
郭鴻標

歐洲 10 個國家流失大量年輕人與精英份子：保加
利亞、拉脫維亞、摩爾多瓦、烏克蘭、克羅地亞、

立陶宛、羅馬尼亞、塞爾維亞、波蘭、匈牙利。

自 1989 年拉脫維亞人口減少 27%、立陶宛減少
23%、保加利亞減少 21%。1 在這些國家的福音工

作以婦女、兒童、長者為主，年青人都往西歐大城

市移民，尋找工作機會。

另一方面預測 2050 年人口變化，估計大部分東歐
國家人口會減少 10% 以上，原因可能是年青人離
開，生育率下降。在西歐的德國 2050 年人口估計
下跌 12.87%；相反以下國家人口預計將會增加︰
瑞士 12.55%、比利時 11.76%、西班牙 13.24%、
愛爾蘭 33.04%、瑞典 21.21%、挪威 19.98%、英
國 7.51%、法國 6.9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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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移居英國的香港人代禱

據英國華人教會資料顯示，目前約有 7,000 至 1
萬華人基督徒、約 170 間華人教會及團契。2021

年約有 12-15 萬香港人移居英國，保守估計有 1 萬
基督徒，亦有人估計有 3-4 萬基督徒。無論是 1 萬
或者 4 萬，新移居英國的香港基督徒，已經與長
期定居英國華人基督徒數目相約、甚至成為主流群

體。這批新移居英國的香港基督徒，將會帶動英國

華人教會的改變。

英國華人教會的起源是「移民教會」（Migrant 
Churches），凝聚華僑成為「族群教會」（Ethnic 
Churches），經過 70 年，英國華人教會形成自
己的歷史、文化。她們要接待大批香港基督徒及香

港人，其實並不容易。目前已經有專門服侍新移

民香港基督徒的教會出現，她們是「移民教會」、

「族群教會」、亦是「流散者教會」（Diaspora 
Churches）。

目前有一批牧師及傳道已經移民英國，有些受聘於

英國華人教會，有些仍在尋找工場。在眾多歐洲國

家中，英國華人教會的發展及華人福音工作的推

動，將有明顯的進步。

為歐洲戰爭與難民局勢代禱

有熟識烏克蘭華人教會的牧者分享，烏克蘭華人基

督徒撤退到其它東歐國家，獲當地華人教會的愛心

接待。烏克蘭戰事對全世界產生巨大改變，不論對

世界秩序的衝擊、對核戰的恐懼、對戰爭的倫理思

考、對經濟衰退的憂慮等… 直接動搖人們生活的穩
定性與安全感。基督徒是人，與世人一樣會感受壓

力；不過，基督徒同時是上帝的子民，可以向上帝

禱告。當我們能夠藉着永生的盼望面對虛幻的世界，

我們才有力量在亂世中作見證。

參考 2022年 4月 1日德國 DW的資料，目前約有
4,019,287烏克蘭難民，當中 2,336,799身處波蘭、
608,939 身處羅馬尼亞、387,151 身處摩爾多瓦、
364,804身處匈牙利、350,632身處俄羅斯、281,172
身處斯洛伐克、10,902身處白羅斯。（編按︰截至
10月，烏克蘭難民總數已升至近 7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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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兒童工作組織表示俄羅斯攻擊烏克蘭會造成

烏克蘭兒童長期精神困擾。德國籍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UNICEF）辦公室主任表示每天有女孩及少年
受傷，每秒就有一位兒童要逃亡，超過 150 萬兒
童逃難至鄰國，還有無數兒童處身戰區。這些兒童

都筋疲力盡，受到不同程度的驚恐及創傷。兒童是

承受戰爭災難最主要的受害者之一，幫助他們面對

心靈深度的創傷，起碼需要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3

這批難民以婦孺為主，他們都期望戰事結束後返回

烏克蘭與丈夫團聚。然而若果她們的丈夫戰死，她

們就需要考慮是否留居於現在的地方。無論如何，

歐洲難民福音工作有很大需要，以往是敘利亞難

民，現在是烏克蘭難民。

如何面對歐洲「世俗化」

與「去基督教化」的趨勢？

詹．名摩利提及歐洲「世俗化」與「去基督教化」

的趨勢，他亦提出一些重要概念如「宣教重新定

向」（Mission Reoriented）、4 「歐洲再福音化」

（The Re-Evangelisation of Europe）、5「合作」

（Collaborating）、「聯網」（Networking）、「合
作建立教會」6（Planting Church Together）。
筆者非常同意「上帝已經將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活力

帶來（到歐洲）」（God has brought the vitality 
of Christians from the Majority World.）。  基
督徒是天國的子民，應該超越人間的種族、文化、

語言差異。我們應該有文化的自信；卻不應該有民

族優越感。我們應該與普世基督徒一起承擔宣教的

使命，以屬靈資源共享的態度，與歐洲基督徒一起

經歷更新與復興。在一個「後基督化年代」，我們

不單面對資本主義的「世俗化」，同時面對「去基

督教化」的趨勢。對於在香港或海外的華人教會，

信徒可以如何回應？

俄羅斯發動在烏克蘭戰爭，改變世界秩序與大家對

和平、尊重其它國家領土完整的倫理概念。在東西

方對立的格局下，我們需要反思︰究竟我們在歐洲

的宣教服侍正在宣揚一種怎樣的宗教教導？究竟我

們如何面對受苦的烏克蘭人？究竟我們如何面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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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世界觀？若果基督信仰的原則與某些世界觀

有衝突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解釋這些現象呢？我

們應該把握時間為上帝工作，回應人對人生無常的

無奈，讓人回歸上帝，尋找真理。

培養跨文化思維  

有些香港人急速地作出移民的決定，心理準備並不

足夠。筆者認為無論是否移民，都應該培養跨文化

思維。所謂「入鄉隨俗」，學習當地語言、歷史、

尊重當地文化、融入當地社會，都是十分重要的。

歐洲的歷史與基督教文明息息相關，音樂、藝術、

哲學、神學等等都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歐洲基督教

融入生活，形成基督教化的價值觀，影響歐洲人的

心靈。

在移民潮底下，很多牧者與基督徒都思考宣教的課

題。他們在人生轉型的時候希望靈命更新，把握時

間服侍上帝。無形中，我們增加了很多宣教「新

丁」。筆者覺得有系統的宣教培訓課程是一個屬靈

需要，希望上帝感動適當的人及機構開發宣教培訓

課程。「全球基督教」（Global Christianity）是
一門專門學科，範圍包括各大洲、各地區的基督教

歷史、神學、倫理教導等… 單講歐洲已經有東歐
與西歐，所涉及的學問廣濶，所關聯的基督教有羅

馬天主教、正教、更正教。過往在香港，大家都只

是接觸一些簡單答案，解釋天主教與基督教的異

同。若果要了解歐洲的宗教歷史，必須有心理準

備，進入 2000 多年教會歷史，接觸一些從未聽過
的概念。

Z 世代的獨特成長環境  

詹．名摩利分別有提及「Z 世代」（Generation 
Z）、氣候變化、科技文化等課題，不過卻沒有將

三者連在一起思考。「Z 世代」的年青人在重視氣
候變化與數碼文化中成長，同時，在西歐有不少來

自東歐國家的年青專才，特別是資訊科技人才。究

竟在西歐一些大城市，該如何開展跨種族、跨文化

的年青人福音工作呢？

筆者不是青年工作專家、也沒有在歐洲牧養青年人

的經驗。不過筆者認為，歐洲華人教會推動當地

人宣教的目標不用單以第二代信徒為唯一出路；我

們可以擴濶視野，鼓勵香港與英國的年青基督徒參

與，為歐洲及香港的年青基督徒締造「平台」，讓

他們連結。

宣教不是單向的傳遞訊息，亦可以是屬靈資源共

享。宣教是跨越文化、年齡的溝通，我們需要開放

自己，學習更有效的溝通方法。筆者是學習德語後

才開始有德國宣教心志，所以我不需要花時間重新

學習德語。我需要持續地聆聽德語新聞報導、閱讀

德語聖經及德語新聞，提升我的德語水平。筆者鼓

勵各位對歐洲宣教有負擔的同道，必須提升普通話

及相關歐洲語言的水平，達到可以讀、聽、講、寫

的地步；不然當我們仍然在講述「歐洲宣教」異象，

卻只能夠做到短宣隊層次的工作。

總結 

筆 者 首 先 引 用 詹． 名 摩 利 的 "Europe 2021: A 
Missiological Report"，介紹歐洲福音概況。在全
球化下的歐洲，東歐的年青人湧往西歐大城市發展，

在這種人口流動現象中，我們應該看見福音的需要。

留在東歐的長者、婦女、兒童，亦是傳福音的機遇

和需要。預計歐洲 2050 年的人口變化，東歐國家
人口減少 10% 以上；2016 年歐洲 30 個國家約有
4.9% 伊斯蘭人口，2050 年將約有 7.4%。對歐洲
福音工作有負擔的差會、同道，你們會如何評估目

前的事工方向呢？又會如何調動資源，為上帝的國

服侍呢？願這篇文章成為你們的幫助，阿們。

（作者為建道神學院副院長，於德國修畢神學博士，並曾在當地

就任客席講師及訪問學者，專門研究當代德國神學家。）

（註腳見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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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家四口在德國服侍華人群體約 3 年，只
是一介宣教新丁。加上這兩年多的疫情打擊，

視野可能有所限制，僅在此分享我們的淺見所聞，

讓我們同心認識並守望這個群體。

在德國的華人群體主要包括留學生、畢業後留下工

作的人、中德家庭、從事餐飲業的等等，直至近年

開始有移民家庭。根據威斯巴登聯邦人口研究所

（BiB）報告，在 2005-2015 年，非歐洲移民群體
中，華人排第三，共 212,000 人，增幅明顯。1 

主題文章

Photo by KP Ivanov on Unsplash

德國華人 =
未得之民？

資料來源 : 威斯巴登聯邦人口研究報告（圖 1）

90年代已有從台灣及國內的學生到德國留學，近年達
到高峰，每年有 4萬華人來到德國留學，造就了巨大
的福音機遇。2 德國公立大學提供免費教育，吸引了

一批經濟條件稍遜的學生，他們大都半工讀，勤工儉

學。在留學的 4-5年間，教會每週聚會免費提供愛筵，
分享家鄉的味道與生活點滴，成了他們在異地生活裏

的一份寄托。每逢時節舉辦福音活動，包括春節包餃

子、新學年迎新燒烤、中秋及聖誕慶祝活動，都是接

觸新朋友的時機。從這些相處中，就是留學生們認識

信仰、委身事奉、生命轉化的好機會。

在德國的華人群體

安琪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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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在德國畢業的留學生，會有部分留下來工作並組織家

庭。4 我們需要幫助他們以基督化的價值觀建立婚姻

和家庭；我們也牧養中德家庭，聆聽他們在文化衝突

下的婚姻生活，為他們禱告，見證基督的愛；向華人

家庭及信徒的配偶傳福音，也是重要的福音工作。

近年隨着德國老齡化，出現 120萬專業勞工短缺，5

加上在 2018年推行的《技術移民法》6，為非歐盟地

區的求職者降低了門檻。7 可見德國將加速技術移民

的吸納。不萊梅在去年的迎新活動，也出現了些剛到

埗的家庭，福音機遇就在左右。

現今許多地方的華人教會，仍停在第一代華人信徒的

事工，在他們生兒育女後，第二代的兒童事工急需建

立。孩子成長後，便是德語的少年事工，華語宣教士

無法承接，也缺乏德語流利的導師及教牧同工，便無

以為繼。可以尋求德國教會幫助嗎？很可惜歐洲在世

俗化後，教會也日漸衰落，以長者為主，無能為力。8 

德國的屬靈危機

我們接觸的中德家庭裏，德國人伴侶很少是基督徒，

這一代德國人長大後都離開教會，以不可知論者自

居。根據教會 2017年統計，德國有近一半人（43%）
自稱無神論者，或信奉其它宗教，退出教會現象嚴重，

受洗人數遠低於死亡會友。9

我們又聽到一些華人基督徒父母分享，孩子從小參加

主日學，升中後因為教會沒有朋友便離開，到大學就

離開信仰了。面對世俗化社會對孩子信仰的影響，父

母感到十分無奈！

各大洲也在面對他們當下的挑戰，我們感到歐洲最大

的挑戰來自世俗化，傳統的基督信仰已經失落了。正

如詩歌《願那靈火復興我》歌詞所說：「在明媚的春

德國的留學生流動性大，經常隨着升學就業及回國發

展而離開，我們只能在有限的時間裏，向他們傳福音、

栽培成長、學習事奉，然後將他們送到世界各地。德

國華人教會無法像香港或北美教會那樣穩定地發展，

也不能負擔聘請牧者的經費。從《全德華人基督徒禱

告日 2021/2022》手冊收集的資料可見，100人以上
教會只有 6所；20人以上的團契有 21個；20人以
下的查經班有 23個，人數規模往往反映着當地的工
作機會。按手冊統計，50處聚會的人數共有約 2,000
人，按德國華人人口 212,000來說，信徒比例低於
0.1%。以群體來看，這比率可稱為未得之民，即信徒
佔群體比率在 2%以下。

羊沒有牧人

現在整個德國可聯繫的華人聚會點有 76處，但只有
28個單位有牧者。3 更多地方是一位牧者照顧多個聚

會點，甚至沒有牧者。由於缺乏牧者，許多地方由熱

心的信徒領袖所維繫。為支援全國的華人信徒，德國

華人教牧同工會每年舉辦不同營會，提供適切的裝備

予信徒，牧者們則於 6月舉行退修會。

我們一家在 2017年實習兩個月期間，尚未確定能成
為宣教士，就已往返德國北部幾個城市講道牧養，體

驗到耶穌走遍各城各鄉，許多人如同羊沒有牧人，莊

稼多作工的人少。（太九 35-38）當時一位姊妹跟我
們說：「終於到不萊梅有我們的牧師了！」當時我聽

到後心裏十分難過。再經過兩年籌備，得到教會及差

會的支持和安排下，我們終於去到不萊梅宣教，成為

他們等待已久的牧師。

福音工作的轉變

留學生的情況也在不斷改變中，過去的福音策略要重

新思考。現在除了學士學生外，更多了碩士及博士生，

也有一年的短期交流生，面對學業與新環境適應等，

心靈仍是非常空虛和疲乏。隨着國內實現小康經濟，

他們有能力以消費娛樂排解苦悶；孤獨時有現代科技

與親友保持聯絡；迅速的國際物流購買家鄉美食解鄉

愁，過去的愛筵與福音活動吸引力驟減。加上在出國

前被勸諭要慎防接觸宗教活動，教會疫情下又沒有實

體聚會，自然較難接觸新朋友。當下的挑戰就是原本

吸引人「來」的福音策略失效，便需要重新思考，以

「去」的方式差派門徒進入校園，作福音工作。

（圖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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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裏，在幸福的生活中，我們陶醉，我們歡樂，早把

主恩典忘記。在穩妥的事業裏，在迷人的笑聲中，我

們遊戲，我們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記。」德國已經世

俗化，成為了支持多元文化的國家。

德國一貫給人基督教國家的印象，超過一半人口是

廣義基督徒，10 也在過基督教的節日，更差出宣教

士，培育神學博士教授。優質的生活水準，讓人忽

略這裏的福音需要，甚至以粗略的宣教概念，認定

這裏是已得之民。加上德國稅率高、經費高、外國

難派短宣隊參與等因素，教會及差會都不會將德國

視為宣教工場。宣教士要在種種誤解下，向人分享

異象，籌募經費困難，宣教士子女教育困擾等問題，

也使人感到卻步。

德國長期以來都缺乏華人牧者宣教士，在世界形勢的

改變下，教會年輕一代對華人事工的負擔愈來愈少，

也不可能增派多少宣教士到德國。在有涯隨無涯的當

下，更應提高德國華人信徒群體對差傳的認識，從中

興起牧者與宣教士，才有可能改變現時的局面。

主題文章

宣教士工場的代禱需要

• 請為留學生的校園事工禱告；
• 請為華人信徒建立基督化的家庭禱告；
• 請為華人第二代的信徒培育禱告；
• 請為華人的移民事工禱告；
• 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更求在德國   
   華人信徒中，興起牧者和宣教士。

（作者為環球宣愛協會 AGS 宣教士）

（註腳見 P.28） 

2019 年不萊梅新春聚會2018 年復活節造就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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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
楊嘉健

論到西班牙，你會想起甚麼？

西甲、海鮮飯、佛蘭明高（Flamenco）、鬥牛勇
士等……都是不少人對西班牙的印象。2018 年是
筆者人生中第一次踏足西班牙。為的不是球賽、美

食、也不是為了到訪甚麼博物館和古老大教堂，而

是為了認識和了解西班牙的難民需要。

自 2014 年起，敘利亞爆發內戰，數以百萬計的難
民從海陸兩路湧入歐洲尋求庇護。根據歐盟的規

例，凡任何人踏足歐盟國境尋求庇護，基於人道理

由，該國不可遣返他們，更要為受庇護者提供基本

的生活資源，以及協助他們開展難民申請的法律程

序。可惜，並非每個歐盟國家都像德國一般擁有較

穩健的經濟體系。大量尋求庇護者的湧入，為不少

歐盟國家帶來沉重的經濟壓力。因此，不同國家也

作出相應措施以防難民湧入（例如與土耳其邊境接

壤的保加利亞和希臘已在邊境豎立高牆和鐵網阻截

非法入境者）。1 對於難民群體的收容和需要，我

們在香港較多會聽到來自德國、希臘等地的資訊，

卻較少會聽到有關西班牙的難民消息。

北上，是為了存活

今天，我們在西班牙可以找到兩類型的流散群體：

（1）從正常途徑入境的新移民，有來自非洲的、

有來自東歐的、更有不少是來自中南美洲西班牙語

系的國家；（2）因着生存和生計，冒死從非洲北

上而來的偷渡者。而筆者所屬的差會主要服侍最少

聽聞福音的群體，所以，這群來自非洲的難民就成

為了我們在西班牙的服侍對象。

究竟，這群偷渡者是如何前往西班牙的呢？在北非

摩洛哥有兩個沿海城市，名為 Ceuta 和 Melilla。
時至今日，她們仍然屬於西班牙政府的管轄範圍。

由於這兩個城市與非洲大陸接壤，所以不少人長

途跋涉，穿越撒哈拉沙漠，只為成功於 Ceuta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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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lla 達陣。因為這就等於踏足西班牙國境，能正
式向政府申請尋求庇護。面對着如此的挑戰，西班

牙政府也分別於兩個邊境建立鐵網高牆，以攔截從

非洲湧入的偷渡客。每年有不少人冒死闖關，有的

嘗試徒手攀過高牆、有的嘗試將自己藏身在車身之

內，成功的不多，失敗的也不少，更可惜的是有些

人在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路上已客死異鄉。

從一個地獄跌進另一個地獄

人在異地，往往很容易成為被壓榨和操縱的對象，

不少難民均成為了西班牙經濟巨輪底下的犧牲品。

為要穿越撒哈拉沙漠，不少難民需要向人蛇集團支

付巨大的偷渡費用，甚至需要透過借貸去支付路

費。一些人口販賣集團更會通過債務及巫術對偷渡

者作出威嚇和操控，他們被迫就範，出賣勞力和身

體，其一就是參與賣淫活動。西班牙的性工作雖然

不似荷蘭一樣合法化，但這個行業卻在西班牙的經

濟建構上成了重要的一環。2 因此，西班牙政府總

是抱着一種「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去看待這個行

業，有意無意地助長了人口販賣集團對難民在賣淫

活動上的操控。

另一方面，農業是西班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

收入來源，不少果園和農地都集中在南部。偷渡者

和新移民為生計成為了農場黑工，在非常惡劣的環

境下工作與生活；而不少農場雇主更作出壓榨，致

使他們的收入也得不到法例上應有的保障。

全人的需要，全人的服侍

不少人認為這群流散者（特別是難民）是屬於社會

的弱勢，需要支取社會不少資源，是一個地方的負

累。但是於差會而言，難民群體絕非負累，而是一

個負擔。我們相信福音的大能，能轉化一切的惡與

不義；我們同時也相信福音的整全性。從舊約到新

約，不同的救贖事件讓我們認識到救恩的整全，以

出埃及的事件為例︰神除了靈性上的救贖，同時也

關心人在肉身上的需要。可見上帝對於社經政治上

的救贖和轉化同樣重視。3 這群流散者所需要的不

單是靈魂上得贖，然後讓他們「平平安安的去吧」；

他們同樣需要一杯涼水。

孵化箱孕育出身分和尊嚴

差 會 的 總 部 位 於 西 班 牙 南 部 城 市 馬 拉 加

（Málaga）。馬拉加除了鄰近南部不少農業重鎮，
當中也充斥着不少新移民和難民的挑戰和需要。面

對着這龐大的需要，我們深信「獨家村」的方式是

沒法有效地解決問題—我們需要彼此協作，分享各

人所擁有的資源，盼能為新移民和難民的生活帶來

正面影響。差會有機會邀請市內不同的持份者，以

主題文章

Photo by Tim Tebow Foundatio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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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去解決不同的問題和
挑戰。4 第一個結出的果子是一個由 6 個機構領袖
所組成的 NGO，以食物銀行和語言課程等方式去
服侍馬拉加市內的新移民和難民群體。

雖然這服侍可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但穩定的收入

和就業機會才是他們長遠的需要。其後我們在設

計思考的練習中發展出一個「初創學院」（Start-
up Academy）—流散者被賦予機會去構思不同的
意念，透過訓練（training）和啟導（mentoring 
& coaching），於孵化箱（incubator）裏孕育出

不同的創業者和微企。學院就成為了他們的實驗室

和溫室，將意念育成為不同的產品或服務，並提供

一個安全的環境作出測試和發展，最後達至可持續

發展的地步。時至今日，我們在馬拉加已完成了三

屆的初創學院，第四屆也將於另一個城市舉行。早

前，差會更有機會參與一個由歐盟斥資名為 Easy 
Rights 的項目，讓馬加拉成為其中一個試點。我們

透過人工智能，讓新移民和尋找庇護者能以他們的

母語去了解一切「落戶」的資訊，以及明白他們的

自身權益等。

以上一切的方案均是因應着大環境的挑戰與群體的

需要而發展出來的。我們希望做到的，不是一味的

施予，而是讓他們活得有尊嚴。流散者在其中所能

經歷的轉化是實在的：流散讓他們失去了原有的身

分地位，成為了邊緣人；如今他們被賦權，並在生

活和經濟層面上獨立自主，也為當地社區和經濟帶

來貢獻，讓其身分和尊嚴得以重置；另一方面，這

也能為宣教士和教會締造一個可持續的平台去接觸

他們，並讓他們更切實地體會福音的整全。

支持差傳同工

年終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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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總結  

如今，全球正邁向一個新的世代。經過 COVID 為
各國經濟所帶來的重創、不同地區地緣政治的洗禮

等，我們可以預計在未來的日子各地的人口將會繼

續流動—無論是自願的，還是非自願的。面對着流

散群體的需要和各地環境的挑戰，盼望我們也能為

主 dream  the impossible，以更多具創意的方式去

讓流散群體經歷這寶貴福音的真實和整全，成為敬

拜的群體。

注：有關 Start-Up Academy 的詳細報導，可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av0sb5SfEs

（作者為國際恩光使團 Christar International駐英國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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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念我們來年能繼續更佳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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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差傳同工

年終禮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av0sb5S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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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Kevin Bückert on Unsplash

烏克蘭難民

支援行動 2022
陳欣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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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位於華沙的 PTAK Expo，難民生活在簡陋的環境中超過半年

波蘭境內烏克蘭難民現況 

俄烏戰爭爆發超過半年，部分烏克蘭地區的戰況稍

轉安全。至今有很多難民回歸烏克蘭，或選擇移居

歐美等國。然而，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仍有

超過 130萬名烏克蘭難民居於波蘭境內。而這部分
滯留波蘭的難民，處境都相對困難，要不是家園已

被戰火嚴重摧毀，無家可歸；就是家境較貧窮或學

歷較低，以致較難負擔移居外國。留在波蘭的難民，

有不少仍然住在由政府所設、環境簡陋的展覽場館

禮堂內。在華沙的 PTAK Expo，就有約 5000 名難
民居住，他們已經與上百人共用「睡房」超過半年。 
 
較幸運的難民可能遇到願意接收自己的家庭、或慈

善機構為其租用房屋或旅館暫住。然而，當戰事延

長，很多提供幫助的家庭及機構都開始感到乏力。

不少起初收留難民的波蘭家庭，是以有限的空間容

納難民。例如一間 3 人房屋住了 8 個人，若只是短
暫同住，尚可忍耐，可是現已超過半年，很多波蘭

人開始面對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我想幫助他們，

卻也真的逼不得已很想請他們離開！」

 
生活中的兩難

其實，很多難民都有嘗試在波蘭找工作，期望可以

獨立生活。但是，他們的求職之路亦遇上不少困難。

首先，很多烏克蘭人既不懂波蘭語，又不懂英語，

因此很難找到工作；第二，由於烏克蘭政府不容許

健康的成年男人離境，因此絕大部分逃到波蘭的都

是婦女和小孩。在這裏，一個烏克蘭家庭往往就是

一個媽媽加上幾個小孩。如此，因為要照顧小孩，

媽媽根本沒有時間去找工作，甚至連走出家門購買

日常物資都有困難。這也是為何很多慈善機構至今

仍會每天派遣義工為難民出外購買和上門派發物資

的原因。

即使成功找到工作，融入了波蘭的生活，難民亦需要

面對另一個問題。這次烏國難民是在極短時間內一湧

而逃，使接收他們的國家應付不暇。接收國家的其中

一個煩惱就是工作人口數量突然過剩。當越多烏國

難民找到工作，就意味着越多波蘭人的工作機會被削

減。其中尤其以運輸業、飲食業、服務業首當其衝。

近來開始偶爾可從新聞上看到一些波蘭人因為不滿

烏克蘭人前來「搶奪資源」而與他們發生衝突。波蘭

本身並非特別富裕的國家，因此政府已經取消了很多

在戰爭初期為烏克蘭人制定的優待政策。冬季將至，

面對歐洲能源危機以及全球經濟衰退，波蘭的經濟到

底可以支撐多久，實在令人擔憂。

難民心理健康需要

另一方面，難民的心理健康問題亦十分值得關注。

故然，不少難民因為家園毀壞或家人傷亡而陷入情

緒低谷。但當戰事拖得越長，即使是那些未曾有過

這些經歷的難民，不少也開始因為其他原因而出現

心理健康問題，例如，很多人需要長時間忍受對仍

在前線打仗的家人的擔憂、對前路的迷茫、對新環

境的不適應、缺乏群體的心靈支援等。這促使很多

難民墮入酗酒、情緒病等困境。

另外，難民兒童的教育亦很需要支援。大量烏克蘭

兒童突然湧入波蘭，他們既因不懂波蘭語而無法進

入本地學校讀書，亦不可能突然有如此大量的國際

學校學位供他們就讀。因此，絕大部分難民兒童都

以網課形式聯繫在烏的學校上課，學習質素大大下

降。長此下去，他們的教育水平將嚴重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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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機構簡介

KOSCIOL ZIELONOSWIATKOWY ZBOR SLOWO 

WIARY W WARSZAWIE（或稱 Word of Faith）是一

所位於波蘭華沙的教會。俄烏戰爭爆發後，他們隨

即組織弟兄姊妹及義工回應烏國難民需要。他們主

要的服侍方式是為身處烏克蘭及波蘭的難民籌集及

分派生活物資。

在波蘭華沙，他們租下了一個大型倉庫，收集來自

各地所捐贈的生活物資，並每天開放予附近的難民

前來領取物資。這些物資包括食物、衣物、衛生物

品、醫療用品、玩具、嬰兒用品、書本等。直在七

至八月期間，每天仍有約 100 個烏克蘭家庭前往領
取物資。

另一方面，他們亦會租借貨櫃車，將物資送往烏克

蘭境內的物資中心，讓那些逃離戰區、但仍留在烏

境內的難民領取。據了解，每一次運送的費用共約

40000 港元。在戰爭初期，他們每星期至少會有一
輛裝滿物資的大貨車進入烏境內。然而，由於媒體

的報導漸趨冷卻，教會收到的捐款亦大幅減少，以

致未能支持到每星期運送物資的目標，大量物資被

滯留在倉庫內。

另外，除了提供物資，該教會亦十分積極透過各種

方式向外傳遞難民的需要。例如接待短宣隊，讓他

們參觀和了解物資支援事工的運作，並提供翻譯，

讓願意開放對話的難民直接講述自己的經歷和需要，

好讓短宣隊回國分享。

W A R S A W  C H I N E S E  C H R I S T I A N  C H U R C H 

BAPTYSTYCZNY ZBÓR CHI SKI（或稱波蘭華人基

督教會）是一所位於華沙的華人福音派教會，聚會

人數約 100 人。俄烏戰爭爆發後，他們租下了一所
樓高三層的房屋作為接待中心，免費接待難民。每

一層會接待一個家庭，一般可同時接待三個家庭，

共 10-15 位難民。除了提供基本住宿，教會的弟兄
姊妹亦會每星期購買食品、衣物等生活物資，並支

援他們各種生活所需，一切費用均由教會負責。教

會又會協助他們辦理移居海外或定居波蘭的簽證手

續，以及教授他們基本英語以方便溝通。另外，教

會每星期都會安排弟兄姊妹或短宣隊員進行探訪，

與他們吃飯、與小孩玩耍、到附近野餐、辦生日派

對、或是單純的陪伴，讓他們有一定的群體生活。

相關網站：http://www.plccc.org/

Word of Faith Church 的倉庫物資

接待中心的一間睡房                          

弟兄姊妹為接待中心其中一位難民舉辦生日會   
相關網站：http://slowowiary.org/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slowo_wiary/    

http://www.plccc.org
http://slowowiary.org/     
https://www.instagram.com/slowo_w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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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主題文章

加拿大基督教华侨布道会是位於加拿大的一個華人

差會，目標是差遣宣教士前往歐洲向華人傳講福音。

其中該差會的宣教士胡家亮牧師，本身於俄烏戰爭

爆發前在烏克蘭牧養數間華人教會。當戰爭爆發，

這幾所華人教會的教牧與會友都全數撤離烏克蘭，

胡牧師在逃到波蘭後，亦轉而決定留在波蘭服侍烏

克蘭難民。

胡牧師主要協助波蘭華人基督教會採購、並運送一

切需用的物資前往接待中心，並持續了解難民的需

要，讓教會知道如何提供協助；另外，他又負責接

待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短宣隊，帶領他們探訪各個

在華沙服侍烏國難民的單位，為有意支援的華人教

會與當地事工建立聯繫、了解和支持的機會，這些

由胡牧師所聯繫的教會或機構包括波蘭華人基督教

會、Word of Faith Church、Word of Life Polska
及波蘭烏克蘭人浸信教會等。

除此之外，胡牧師會按情況不定期帶領短宣隊進入烏

克蘭境內，親身了解在烏難民的最新情況，為未來協

助難民回歸、以及教會參與重建烏克蘭作準備。

相關網站：http://cocmcanada.org/

（作者為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同工，於 7-10 月前往波蘭探索

人道救援事工的發展空間及需要）

烏克蘭難民支援行動 

YouTube Playlist 傳送門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bkWiRHGU9hIrSj7IBTFrMZ5P

2m_QWSu

胡牧師向短宣隊講解烏國難民需要        

http://cocmcana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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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Caroline Hernandez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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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卜賽人（Gypsies），字源於歐洲人的誤解，
最初接觸時以為他們來自埃及，因而以英文

Egyptian 稱呼。實際上這個散居於全球的民族起源於
印度北部，他們稱自己的種族為 Rom，意即為「人」，
因此稱為羅姆人（Roma）在意義上適合得多。在流
行文化中，他們被描繪成熱情奔放、聞歌起舞的民族；

可是現實中卻是人人敬而遠之的一群，活在大城市的

狹縫裏，身上只有一個個負面標籤。

 
Andy Warner 在美國攻讀電腦工程博士期間信主，有
感人生於世上不太有意義，聽到上帝的呼召就立即回

應成為宣教士，為此甚至直接放下博士學位接受神學

裝備，不過對於服侍甚麼群體卻沒有頭緒，只好默默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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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主題文章

碧廉（Lim）在香港長大，後來負笈英國，畢業後從
事護理和助產士十多年，心裏好想像很多護士宣教士

一樣用專業事奉神，但上帝卻始終沒有開門。兩個滿

腔宣教熱情的人最終在克羅地亞相知相遇，不過沒有

立即相戀。數年後，在神的帶領下他們有不同的契機

認識對方，最終決定結伴走餘下的人生路。最重要的

是，他們一同在這個相遇的地方領受異象，決心服侍

克羅地亞的羅姆人！

電腦與醫療，風馬牛不相及的二人最後竟在此地服

侍，正如 Lim所分享︰「可以說上帝完全沒有使用我
們任何的專業（作服侍媒介），從零開始，這是我們

謙卑、重新學習的過程。」

羅姆人在哪裏？

婚後他們獲前鋒差會（Pioneers）接納，被差派去
斯拉沃尼亞布羅德（Slavonski Brod），這個約有
60,000人口，位於克羅地亞東部的城市，主要在羅姆
人中間事奉。按 Lim的分享所講，每條羅姆人村莊都
有不同歷史，起源不盡相同。因為他們在社會上沒有

地位沒有身分，要尋根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面對這個沒有根的群體，二人有一個事奉宗旨，就是

要「Be part of the community」（成為社群的一分
子）。他們形容起步就像「走進一個大森林一樣充滿

未知」。經過一段時間的認識與觀察後，他們決定從

服侍羅姆人兒童開始。在社區內成立 Bible Club，眨
眼 12年，到現在已經服侍了 2、3代的孩子。

直接教導羅姆人孩子聖經，他們的家長會有甚麼反應

呢？ Andy這樣說︰「他們完全不在意我們向孩子們
教甚麼，只重視我們是否愛錫他們的孩子。憑着真誠

的愛和相處，我們很快在區內建立起信任與聲譽。透

過孩子們，我們開始接觸他們的家庭，慢慢開展了成

人查經班。」「漸漸他們開放了自己的家，我們得以

逐家逐户探訪，與他們查經，不過後來慢慢就無以為

繼了… 不是因為沒有需要，而是太多需要我們團隊都
應接不暇了！」

 
 
疫情逐漸緩和，各地短宣隊已經蓄勢待發，剛過去的

暑假就有不少隊伍來到一解燃眉之急。 

自由的靈魂 
 
「自由奔放」絕對是切合羅姆人的形容詞之一，他們

甚少會掩飾自己的情感，情緒直來直去，很易吵架但

又很快和好。Andy自稱為「電腦人」就非常欣賞這
種特質，省卻了很多揣摩心理的時間；不過對於 Lim
來說卻是活活的衝擊。東亞人重視禮貌面子，被人「兜

口兜面」拒絕或表達負面意見，其實都會感到受傷。

曾經有一位羅姆人對 Lim說不想再見到她，不要再來
探訪。2個月後，他們在街上碰見，對方問 Lim︰「你
為甚麼這麼久沒來探我？」「不是你說不想見到我

嗎？！」「噢！我只是隨口說一下而已！」心頭大石

立時放下，然而也白白受傷了 2個月。直到今天 Lim
也還在學習，調整平常心與他們相處，委身建立關係。 
 
活着 Viva  
 
歷史上羅姆人長時間為奴，甚至像猶太人一樣面對種

族屠殺。下一秒的命運尚未可知，談何遙遠的未來？

久而久之他們建立了一種活在當下的生活態度，只為

今天而活，下星期的約會勉強可計劃一下，下個月？

說笑吧！

進入他們的社區也代表着要進入他們的生活節奏。從

事工角度來看，這意味着不能有太多長遠的固定計劃

及安排。Andy笑言，直接到羅姆人家叩門說一小時
後有活動，可能比告訴他們逢星期三有聚會來得有

效。現代都市人奉行效率至上的處事方式，扭盡六壬

去最大化使用資源及時間，然而這種經濟的生活模式

是否放諸四海皆準？在服侍場景中絕對是一個學習謙

卑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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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主」不等如信主？！  
 
信仰對我們來說包含現在和未來的層面，認識上帝、

生命轉化是一個進程，甚至是一生的功課。讓羅姆人

祈禱決志並不困難，「信耶穌」這件事實在是「多多

益善，少少無拘」。可是接收白白的恩典後，當講到

要做門徒、委身教會、更新改變、成為聖潔就變得非

常困難了。在他們眼中只有很多的「當刻」，沒有心

思亦不太在意「永恆」。

對於一個迷信泛神論的民族來說，他們覺得宗教領袖

有神奇力量，所以既會找巫醫祈福，又會找 Andy求
助。要引導他們轉向獨一的上帝，需要付上無盡的禱

告和時間。曾經有一個家庭的 13歲女兒被邪靈附身，
她的姊妹們就向 Andy和 Lim求助，可惜最終她們的
父母選擇了巫醫，用各種符咒與自殘的方式驅鬼。

Lim坦言感到好難過，因為他們互相認識多年，但卻
沒有選擇上帝，而是走回頭路。

每個「成功」的宣教見證背後，要累積多少次這樣的

失望呢？堅持下去服侍羅姆人群體實在不簡單。

 
 
不可愛的人
 
羅姆人「可愛」嗎？初相識的時候，一點也不。

「幫助受欺壓的孤兒寡婦很符合聖經真理，不過放到

羅姆人身上又沒那麼簡單了。因為他們會試盡各種方

式佔你便宜，回應邀請是因為覺得有利可圖，初到埗

就不斷向我們索取物資。後來我們決定不能再有求必

應…」Andy苦笑道︰「何況宣教士本身也沒有錢，
我們就定位自己做心靈上的支援角色。長貧難顧，只

好按緊急程度提供支援。更加重要的是一同祈禱仰望

上帝供應，很多時候這都是經歷上帝的機會。」

一年一年相處下來，漸漸發現他們可愛的地方。不管

是他們的生存智慧、緊密的鄰里關係、直接真誠的情

誼，全都讓 Andy和 Lim更愛這個民族。

 為耶穌做「傻仔」
 
如果今日上帝帶您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生活，語

言不通，過往所學派不上用場，更要你向當地人傳福

音，不知道您會有甚麼感受？

「我向上帝哭了很多次，常常問祂︰『為甚麼祢不直

接叫個更能幹的人來？』」

主說︰「你為我做個『傻仔』可以嗎？」

「好吧耶穌，為了祢，我願意。」

在服侍羅姆人的路上，Lim和 Andy繼續學習為耶穌
放下自己，做個「傻仔」。

 
 
相關網站：http://romachristianfellowship.org/

http://romachristianfellowsh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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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http://romachristianfellowship.org/

http://romachristianfellowsh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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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在英國倫敦土耳其群體當中事奉將近 7
年了。英國約有 50 至 60 萬土耳其人，其中約

有 30 多萬住在倫敦。目前英國倫敦有 3 間土耳其人
教會，我和太太樂祈在其中一間教會事奉。回想在工

場事奉的經歷，看見神奇妙的作為和恩典，實在感恩

不盡。以下是在工場事奉的經歷點滴分享，讓我們一

同見證上帝的榮耀。

 

服侍在英

土耳其群體的點滴 段勇

Photo by Matthee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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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果子—亞薩 

亞薩來自保加利亞土耳其人區，父母是基督徒，小時

候他曾跟父母返教會，長大後跟他的穆斯林朋友信奉

伊斯蘭教。因他的妻子經常來土耳其人教會崇拜，在

好奇心驅使下，2015年的聖誕他開始參加主日崇拜及
星期一晚的查經班聚會，並用心聽道及查考聖經。後

來在我們一位土耳其同工的帶領下他願意決志信主，

他感受到基督徒的愛心和福音的可信，並於 2016年
聖誕受洗歸主。感謝神，這是我們在工場所看到的第

一個福音果子，願主保守他的信心及靈命成長。

神在雅麗生命中奇妙的作為

雅麗來自保加利亞，她參加查經班已有兩年多的時

光，有一天雅麗的兒子在學校突然昏倒，在趕往學

校的旅途中，心中有一個聲音鼓勵她向耶穌禱告，

她順服地向耶穌請求，盼望兒子能渡過難關。禱告

完畢內心有說不出的平安和穩妥，這是她第一次深

刻的經歷神。

後來，她作了一個夢，在夢中處身於一個聚會的地方。

主持人問：「誰是穆斯林？請站立。」她沒有回應。

主持人再問：「誰是基督徒？請站立。」她立刻站起

來，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夢醒之後，她反覆思想這個

夢的意思。之後，她在查經班提問更多信仰問題，例

如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有甚麼分別？耶穌是神的兒子

嗎？如何得救？藉着聖經查考及同工的講解和鼓勵，

她便決志信耶穌。

因她的家庭是穆斯林背景，故信主後她不敢告訴丈

夫，卻樂於向兒女表達信仰的改變，還與他們討論信

仰至零晨 3時多。後來丈夫問她是否已是基督徒，她
勇敢地承認了，並於 2019年受浸。看見神一步一步
引領她在信仰的路上成長，實在為她感恩。

莉莎與兒子阿里    
 
莉莎來自土耳其東南部，來英已有十多年。兒子阿里

早已信主並受洗，莉莎自己卻仍未信主。早前她常感

頭痛，阿里帶她來教會聚會並邀請樂祈為她禱告，就

這樣我們認識了莉莎並開始與她交朋友。

莉莎與家人在倫敦北部開了一間食品洋酒商店，家庭

式經營，生意也不容易。透過她兒子的安排，我們往

店舖探訪，寒喧一番後，一起進到店舖後方坐下聊天。

莉莎能說簡單英語，我們用土耳其語和英語交談。樂

祈對傳統土耳其茶沖泡很感興趣，莉莎耐心、詳細地

教導樂祈如何泡製。大家談笑甚歡，我們也關心她的

健康、工作和生活情況。

探訪期間她的朋友來找她，她的朋友是一位保守的穆

斯林。當她知道我們是基督徒之後，態度變得不太友

善，並與我們爭辯耶穌基督的神性。段勇將聖經的立

場和看法告訴她，大家各有堅持，我們就這樣完結了

這個信仰話題。這次探訪加增了我們對莉莎的認識，

盼望日後能繼續探訪她，並與她分享福音。

朗奴與哈廸和小女兒  

他們是來自保加利亞的土耳其人，於 2019年受浸加
入教會。同年七月底哈迪誕下女嬰，取名為以馬內利，

家人充滿歡樂和感恩。然而嬰兒出生後出現發育不健

全的症狀，影響身體多方面的功能，例如消化系統不

正常、不能自主進食等。她出生後差不多一整年留在

醫院，令夫婦二人承受很大的壓力和擔子，我們與教

會姊妹們都會定期往醫院探望和關懷他們。感謝神！

他們一直持守依靠神的心，我們也學習陪伴並與這個

家庭同行。

自去年與這對年青夫婦談及他們的夫妻關係，哈廸主

動請求我們帶領他們查考夫妻關係的聖經真理。從他

們言語、情緒和面部表情，深深感受到他們在夫妻關

係上的掙扎和張力。特別是要長期照顧有生理缺陷的

女兒，身心靈面對的壓力可想而知。

記得第一課查經的時候，我們如常進入客廳，只見桌

上已放滿土耳其人喜愛的食物。我們一邊享用食物，

一邊暢談近況，並聆聽他們成長的往事，很享受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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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的友誼。在查經的過程中，感受到聖靈在他們夫

妻心裏動善工。真摰的感受，喜與憂的情緒，對配偶

的期望和不滿等等，全都真情流露，溢於言表。這是

一個好的開始，往後經過幾次的查經，終於完成了夫

妻關係的聖經真理學習。他們夫妻異口同聲表示很得

幫助，也感謝我們的愛心，並希望繼續與我們一同定

期查經。

兒童事工 - 生命建造工程  

由於人手不足，我們也加入兒童主日學老師團隊，每

月上課一至兩次。土耳其兒童普遍十分活躍、佻皮。

每次課堂的內容，由樂祈負責安排遊戲及選取經文，

段勇整合經文的重點。在教學的過程中，除了讓小孩

子從小認識聖經和耶穌的救恩之外，感受到夫婦同心

配搭事奉的喜樂和動力。樂祈亦在查經班及崇拜時段

特別照顧幼小的兒童，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能

常常關懷、教導和引領他們學習愛神愛人。正如林前

三 6所述︰「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
生長。」但願這些土耳其兒童將來能被神使用，將福

音傳給同胞。

青少年主日學事工的開展

三年前我們看見教會青少年的屬靈需要，常常在禱告

裏記念，深願土耳其青少年在年少時認識主，生命得

以經歷神。感謝神！當樂祈與他們分享並邀請他們參

加青少年主日學的時候，他們的回應十分正面。因此

在 2020年 1月開始了青少年主日學事工，恆常出席
有 6-10個人，年齡介乎 13-19歲；學生當中有不少
是中五及中七學生，功課壓力也是影響出席的因素之

一。樂祈和段勇負責教導工作，藉此鼓勵少年人學習

及實踐聖經，且更認識福音。感謝神！在這個年紀神

仍給我們服侍青少年的機會陪伴他們成長。願主使用

這個生命建造工程。

疫情下的聯合浸禮

記得 1980 年代閱讀普世宣教手冊（Operation 
World）有關未得之民的群體，土耳其人當時信主的
人數極其稀少。歲月如梭，這些年神在歐洲各地施

行大能，土耳其群體信主的人數和教會的數目漸漸

增加。

去年 6月我們教會與另一間土耳其人教會舉行聯合浸
禮，由於浸禮未能在教堂內進行，結果安排在英國東

部海邊舉行。當日天氣陰暗清涼，偶爾下着毛毛雨。

教會一行 30多人乘旅遊車往海邊與其他弟兄姊妹會
合。各人穿上白色 T恤，上面寫「Mesih’le birlikte 
dirildim」，意思是「我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

我們一起唱詩敬拜，讚美神。然後 20位受浸的弟兄
姊妹按次序走到海中，負責施浸的弟兄經過認信之

後，便為他們施行浸禮。這是何等美好的見證，將榮

耀頌讚歸給神！

（作者為世界福音動員會 OM的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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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教 生 涯 第  1  至  4  冊  套 裝 ( 附 送 筆 記 簿 )

第 1 冊  怡 然 上 路  

第 2 冊  人 際 關 係  

第 3 冊  重 點 事 工  

第 4 冊  凱 旋 回 家

套 裝 推 廣 價  H K $ 3 6 0

即 可 獲 得 筆 記 簿 一 本 ( 8 0  頁 ) (  現 售  H K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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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每年都會在年初進行香港宣教

士統計調查，並在年中發表報告。今年的調查

在三月進行，延至八月底發表報告，原因是第五波疫

情嚴重，不少差會同工在家工作，數據卻在辦公室，

因而延誤了填寫問卷的時間；另一方面，因為社會情

況的變動，許多宣教士不太願意填寫問卷，最終只收

到四成回卷；再者，近年多家差會出現人事變動，新

上任的同工不太熟悉宣教士的數據，這些困難，導致

報告需要延遲發表。

重要數據

儘管如此困難，仍然衷心感謝差會和宣教士的幫忙，

才得以完成是次調查。由於 2020年差聯進行了「香
港宣教士離職調查」，所以暫停了宣教士統計，是

次調查乃 2020-2021年度的數據。調查結果顯示，
2021年香港宣教士的人數是 654人，相對於 2019年
的 624人，增加了 30人。

根據各差會回報，2020-2021年共增加 62名宣教士，
增長率是 9.93%。2020-2021年離職宣教士的人數是
40人，離職率是 6.4%。

過去 2-3年，香港社會出現動盪，加上疫情衝擊及移
民潮的影響，原本預期宣教士差出人數將會減少，如

此境況下仍有所增長，實在可喜。

傳統模式的宣教士

差聯是次調查是透過差會收集資料，故 97.31%宣
教士是透過差會差派的，堂會直接差派只佔極少數

2.69%。差會差派是一種較傳統的宣教模式，這種模
式有幾種特點：

1. 年齡較大

今次調查結果有 260位宣教士回卷，資料顯示︰ 30
歲以下的宣教士只有 7人，即 2.69%；41至 60歲組
別佔達 57.31%；61歲以上也佔四分之一，即 25%。
宣教士的平均年齡是 52歲。香港宣教士確實年齡較
長，急需年輕新力軍加入。

2021 年

香港宣教士

統計簡報
熊黃惠玲

6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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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奉年日較長

在工場事奉 3 年以下的宣教士約有五分一，即
21.15%，表明一直有新宣教士加入宣教事奉；事奉年
期 4-10年的宣教士有 37.31%，表明這些人跨越了宣
教第一期，願意繼續在宣教路上打拼，這是積極的現

象；餘下 41.15%的宣教士均為 10年以上的資深宣
教士，當中 18.84%更是事奉了 20-30年的宣教老手。
這些資深宣教士除了留在宣教前線，也可以培訓新一

代宣教新丁。

沒有指定國家

3. 專職宣教士

是次調查中，接近 80%屬於專職宣教士。隨着差傳
模式的多元化，宣教士的類別也增加了帶職宣教士、

營商宣教士、支援同工及信徒宣教士等。

至於事奉方式，則多以開荒佈道、植堂、領袖培訓、

教會牧養為主。全球科技與文化日新月異，傳福音和

服侍的方式也變得多元化，因此宣教大業需要各樣的

專才加入。除了服侍當地人，也有專門關顧及支援宣

教士，及支援宣子教育。

宣教士遍佈各地

亞洲是最多香港宣教士事奉的地區，其中以東亞及東

南亞最為集中，有 62.7%的宣教士在這兩個地區事
奉。第三大事奉地區是非洲，約 13.46%的宣教士在
這區域事奉。如果以國家來說，260位宣教士中有 64
位沒有指定國家或不願作答，很可能關乎創啟地區工

作，以致不方便透露事奉地點，這也反映出宣教事

奉的難度。

填寫事奉國家的宣教士只有 196 位，這些宣教士竟
然分佈在 42個國家，除了在東亞和東南亞事奉的宣
教士人數較多外，餘下各國只有 1-2位宣教士，這是
比較罕見的情況。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有多個原因︰

宣教士加入國際差會，工場由國際差會的工場主任督

導；宣教士與當地人或國際差會的宣教士結婚，配偶

不列入香港差會。然而，倘若工場真的只有 1-2 名宣

教士，他們會否感到孤單？差會又該怎樣督導和牧養

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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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現象

過去有一段頗長的時間，香港宣教士雖在不同國家

事奉，主要集中服侍當地華人，服侍當地人的比率

卻偏低。於是次調查發現，服侍當地人比率超過一

半（51.54%），絕對是值得欣喜的現象。

另一發現是以服侍未得之民及未及之民為主的宣教士

共佔 77.31%。宣教的本意，原是向未得之民傳福音，

得此數據是正面可喜的現象。

教嗎？這只是其中一種可能性，堂會和差會除了需要

努力在青年人中間推動宣教異象外，更需要了解年青

人的心態，讓「宣教」不只是遙不可及的遠大異象。

如前面所述，是次調查資料主要來自差會，年青信徒

可能不太適應傳統的差傳模式，他們靈活和自主性相

對較強。差會若要年青人加入，也要想方設法調整督

導模式，以配合新一代的年青人。

限制

差聯的調查以差會會員為主，可能有不少年青信徒沒

有投身這些差會，所以是次調查未能覆蓋差聯會員以

外的宣教士。他們可能加入別的差會，或在個別地區

以更靈活的方式投身差傳服侍，但因為是零星個案，

差聯無法得知他們的資料。即使間接知道了，也因為

工場敏感，未必願意透露個人資料，這是本次調查的

限制。

總結

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宣教士已進入老齡化，藉差會投

身宣教的青年人較少，工場未來可能出現青黃不接的

問題。若要青年人加入差會投身宣教，差會極需要調

整策略吸引他們。

另一方面，60歲以上進入或接近退休年齡的宣教士
已多達四分一，差會及堂會要關顧他們退休生活的安

排，另一方面，好好運用他們豐富的宣教經驗，推動

及培育新一代的年青人投身宣教。

全球文化日趨多元，傳福音和服侍的方式也變得更多

樣。宣教大業因此需要以靈活多變的模式，容納各式

各樣的專才加入，這才能應對千變萬化的工場環境和

需要。

（作者為本會資深研究員）

符合年青人的新模式

香港社會進入老齡化，出生率下降，不論社會或教

會的年青人數目都在減少。香港差出的宣教士同樣

出現老齡化現象，宣教士平均年齡是 52歲，61歲
以上的宣教士佔了四分之一，這些情況說明差會極

需年青的生力軍加入，接替即將退下前線的宣教士。

然而，是次調查中發現，30 歲以下的宣教士只有 7

人，即 2.69%。是因為香港年青信徒都不願意投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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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範

疇

宣教士回港住宿支援

職前評估

述職解說

專業輔導

跨文化評估

個人性格成長

靈修指導

生命教練

目的

為候任宣教工人提供職前性向測驗、跨文化評

估，幫助人增加自我認識，提升解決問題和人

際關係，預備將來參與海外服侍，並為現任宣

教工人作述職解說。

 

服務對象

• 在職宣教工人及其家庭、子女 

• 候任宣教工人 

• 宣教探索者

 

聯絡我們

電話：2392 8223 

電郵：missionarycare@hkacm.org.hk

 hostel@hkacm.org.hk 

 

 

關懷服務
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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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德國發展，最重要的理由是：環境好，壓力小。https://www.dw.com/zh/ 少年留德 /a-18535630?&zhongwen=simp 28.7.2022

5 https://www.dw.com/zh/ 谁有工作谁就能来德国政界激辩移民新规 /a-48700117, 28.7.2022

6 https://www.make-it-in-germany.com/en/visa-residence/skilled-immigration-act, 28.7.2022

7 https://www.dw.com/zh/ 德国加速推出移民法 - 中国移民的新选择 /a-46407174, 28.7.2022

8 在差傳事工聯會 2021 全球差傳數據中，指出歐洲（獨立教會）分佈情況，在 2000-2021 年均增減 比率為 0.01%。https://hkacm. 

 net/wp-content/uploads/2021/10/275X400_infowall_07102021.pdf, 28.7.2022

9  https://www.dw.com/zh/ 德国退出教会现象严重 /a-44773479, 28.7.2022

10 2021 年統計，83,237,000 人口中，45,418,000 位廣義基督徒，即 54.6%。https://www.ekd.de/statistik-kirchenmitglieder-17279. 

 htm, 28.7.2022

https://www.ecmi.org/en/europe-2021-a-missiological-report
https://www.ecmi.org/en/europe-2021-a-missiological-report
https://www.ecmi.org/en/europe-2021-a-missiological-report
https://www.ecmi.org/en/europe-2021-a-missiological-report
https://www.welt.de/politik/ausland/article237741121/Ukraine-News-im-Liveticker-Russland-und-Ukraine
https://www.welt.de/politik/ausland/article237741121/Ukraine-News-im-Liveticker-Russland-und-Ukraine
https://www.welt.de/politik/ausland/article237741121/Ukraine-News-im-Liveticker-Russland-und-Ukraine
https://www.ecmi.org/en/europe-2021-a-missiological-report
https://www.ecmi.org/en/europe-2021-a-missiological-report
https://www.ecmi.org/en/europe-2021-a-missiological-report
https://www.ecmi.org/en/europe-2021-a-missiological-report
https://www.ecmi.org/en/europe-2021-a-missiological-report
https://www.ecmi.org/en/europe-2021-a-missiological-report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09232407/http://www.bib-demografie.de/DE/Aktuelles/Presse/Archiv/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09232407/http://www.bib-demografie.de/DE/Aktuelles/Presse/Archiv/2
https://www.dw.com/zh/交流豈能是單行道德中學術交流之橋幾近坍塌/a-62061563
https://www.chinese-library.de/cn/content/德国华人基督徒联系
https://www.dw.com/zh/少年留德华之烦恼放不下父母舍不掉德国/a-18535630?&zhongwen=simp 
https://www.dw.com/zh/谁有工作谁就能来德国政界激辩移民新规/a-48700117
https://www.make-it-in-germany.com/en/visa-residence/skilled-immigration-act
https://www.dw.com/zh/德国加速推出移民法-中国移民的新选择/a-46407174
https://hkacm.net/wp-content/uploads/2021/10/275X400_infowall_07102021.pdf
https://hkacm.net/wp-content/uploads/2021/10/275X400_infowall_07102021.pdf
https://www.dw.com/zh/德国退出教会现象严重/a-44773479
https://www.ekd.de/statistik-kirchenmitglieder-17279.htm
https://www.ekd.de/statistik-kirchenmitglieder-17279.htm


      

29

附錄：德國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機遇近在咫尺

 華人事工以外，我們也留意到德國近年有大量外來人口。德國聯邦統計局指出，在 2021年，德國人口為 83,237,124。  其中 27.2%，

即有 2,230萬人有移民背景。來自歐洲國家的有 1,390萬人（62%）；第二是來自亞洲 510萬人（23%），其中 350萬來自中東；然後

是來自非洲有近 110萬人（5%）；來自美洲及澳洲有 70萬人（3%）。最主要的原籍國是土耳其（12%），其次是波蘭（10%）、俄羅

斯聯邦（6%）、哈薩克（6%）、敘利亞（5%）和烏克蘭（1%，近 31萬人）。大多數移民（82%）在德國平均生活了 19年。鑑於最近

的俄烏戰事，具有烏克蘭移民背景的難民在未來可能會大幅增加。 

  德國僅在 2014-2021年就有 120萬人難民湧入。近三分之一的人來自敘利亞；另有 22.1萬人來自阿富汗；19.1萬人來自伊拉克；

14.1萬人來自波蘭；11.5萬人來自伊朗；10萬人來自土耳其。2021年，來自烏克蘭的 3.8萬人，2022年還沒有資料，在烏克蘭戰爭後，

難民數目一定上升。 

 

 這帶來德國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挑戰。我們在不萊梅聚會的禮拜堂，共有 5個語言的聚會：德語、英語、西班牙語、亞拉伯語及華語，

難民潮下亞拉伯語有 100人聚會，網上崇拜直播更過千人收看。去年，我們曾經另尋其他地方聚會的可行性，發現不萊梅各處的禮拜堂，

已借給不同語言的教會使用。這反映出德國的宣教工作已經近在咫尺，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也在開拓着不同語言的宣教工作。

1 https://www.destatis.de/DE/Themen/Gesellschaft-Umwelt/Bevoelkerung/Bevoelkerungsstand/Tabellen/zensus-geschlecht- 

 staatsangehoerigkeit-2021.html, 28.7.2022 

2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22/04/PD22_162_125.html, 28.7.2022

3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22/06/PD22_N036_12411.html, 28.7.2022

西「遊」記

1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5828989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bulgaria-refugees-fence-idUSKBN0FM1ZF20140717

2 https://amp.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9/may/11/prostitution-tackling-spain-sex-traffickers

3 Christopher Wright着，李望達譯：《宣教中的上帝》（台北：校園，2011），頁 305-317。

4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或作設計思維，是一個以人為本的解決問題方法論，當中透過人的行為和需求為出發點，為各種議題尋 

 求創新的解決方案，創造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注：有關 Start-Up Academy的詳細報導，可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av0sb5SfEs

 

https://www.destatis.de/DE/Themen/Gesellschaft-Umwelt/Bevoelkerung/Bevoelkerungsstand/Tabellen/zensu
https://www.destatis.de/DE/Themen/Gesellschaft-Umwelt/Bevoelkerung/Bevoelkerungsstand/Tabellen/zensu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22/04/PD22_162_125.html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22/06/PD22_N036_12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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