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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十多萬香港人移居英

目光。」筆者聆聽過一些老華僑

傳道人來牧養新移民，惟大部分

國，對這地的種種消息：小至食

信徒的分享後，也檢視自己有否

教會並沒經濟能力聘請傳道人。

品價格如牛油售價，大至首相的

把香港或北美華人教會經驗，套

即便如此，不少傳道同工仍以義

更換都備受輿論關注；但對於英

在他們身上，甚至帶着一種屬靈

務身分在教會參與服侍或講道；

國華人教會的情況，不知你會否

的優越感視之？

惟同工面對生活及經濟壓力，往

像我一樣，存着一些疑問或迷思？

理解教會荒涼遠因
迷思一：英國是基督教國家，
1

信徒比例高（約佔人口60%） ，

迷思二：十多萬香港移民中

往需要長時間做工，這也影響他

佔四分一是基督徒，其中不少是

們投入教會服侍的質和量；加上

傳道人，他們不正好為華人教會

面對眾多弟兄姊妹及新朋友的需

注入新的動力嗎？

要，同工都疲於奔命。我們可如

據London School of Theolog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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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與他們同行？

但何以常聽說華人教會十分荒涼？

（LST）的調查報告指出 ：2021

面對大批香港新移民的福

是的，英國華人信主比例只

年全英國增長最快的基督教團體

音需要，不論您是否身處英國，

有 1 至 1 . 3 %，六十萬華人大約

是華人教會。筆者接觸多間華人

都可同心迎接這福音大爆炸的浪

只有六千至一萬名基督徒。除了

教會，過去一年人數增長三至五

潮。誠邀您為英國的華人教會祈

倫敦地區的華人教會資源較豐富

倍不等—每星期都有大批新朋

禱，求主賜合一的靈，堅固同工

外，其他地區大都長期缺乏牧者

友湧入教會，當中不乏是第一次

的事奉，興起信徒起來見證主的

及堂址。早期華人信主者多以經

接觸教會。人數劇增，磨擦衝突

福音。讓我們在這歷史關鍵時刻，

營餐飲業為主，因工時長，加上

自亦增多，故教會其中一個最大

同心協力建立基督的身體（參弗

缺乏牧者作有系統的栽培，故形

挑戰就是新舊會友的融合。有些

一 23）。

成惡性循環 —
「因無牧人，羊

香港信徒無法融入當地華人教會

就分散；既分散，便作了一切野

或因不同文化及政見理念，過去

獸的食物。」（西三十四 5）；信徒

一年在不同城市新成立了數間香

靈命枯萎，教會怎興旺呢？

港人教會。

人在異鄉受着種種限制和生活的
掙扎，我們已盡所能地堅持，奈

同心建立基督身體
面對這爆炸性的增長，有的

何……面對這裏的處境，我們需

教會（包括小部分本地西人教會）

要的是理解和接納，而非同情的

憑信心以部分時間形式聘請香港

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作者為中信國際差會協調主任，現居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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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https://faithsurvey.co.uk/ukchristianity.html
2. 參閱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
com/news/ 2022 /october/britishchinese-survey-hong-kong-churches.
html

疫症戰亂下宣教契機

若開邦和阿拉幹人；很多地區的

神擴大教會的眼界，擴張教會的

世界形同地球村，各國、各

穆斯林以前都很難接觸到他們，

疆界！主的教會不要妄自菲薄，

族羣緊密連接在一起，牽一髮而

如今他們領受愛心的賙濟和關顧，

更不要閉門造車，而應乘駕神預

動全身。新冠疫情更加突顯了彼

心田格外柔軟，對基督教信仰特

備的浪潮，迎向宣教 3 . 0。無可

此相依幫扶的重要性，根本沒有

別有好感。18 歲以下的難民有

否認，疫情構成的威脅和困難仍

一個國家或民族可以獨善其身，

46,370 名，差會給他們辦學校、

然嚴峻，新常態不可逆轉，也不

置身度外。另外，因着升學、公

開技術中心，裝備他們完成基本

見得會好轉！不過，更關鍵的是

幹、外派、嫁娶、甚至戰爭，神

教育，掌握一技之長。給他們配

基督徒必須心意更新而變化，以

已經把萬民萬邦帶到教會的門口。

眼鏡、提供醫療配套，給予屬靈

屬天的眼光看見就算神關閉一扇

疫情更加導致眾多外國居民滯留

餵養，更餵飽他們的饑渴。

門，祂也必定會打開新的窗戶，
接軌嘈雜的世界。願我們同心禱

本地，無法回返原居地，他們落
在水深火熱的窘境中，教會豈能

宣隊和牧者，不會慌慌不定，不

教會豈能推諉不進行「散聚宣教」

足在家，無法到學校、職場、公

會迷失方向，而是採納新型態的

呢？以新加坡為例，560 萬常住

共部門、銀行、購物中心、餐館、

宣教策略，知難而進，逆流而上，

人口當中，有 137 萬是外來的學

教會，結果網絡幾乎包辦了居民

勇往直前。

生、勞工、陪讀媽媽、專業人士、

們日常的衣食住行所有的功能

戴德生牧師曾言：「大使命

護理人員，其中勞工近 30 萬，

和需要，加速了網絡科技一日千

不是讓我們來作選擇，而是命令

1

里的發展。據一項研究資料 顯

我們來順服的。」親愛的弟兄姐

敘利亞戰爭、烏俄戰爭、阿

示，全球 79 億人口，有近 53 億

妹，大使命不是一個選項，它是

富汗塔利班掌權、羅興亞危機、

人（67 %）使用手機；45 . 5 億人

一 個 命 令！（Not an option, but

緬甸內亂、天災頻繁……導致大

（58 %）使用社交媒體，每年增

an order!）期待您加入宣教行列，

量難民遠走他鄉，風餐露宿，流

加 4 億人（5 %）；由此足見，教

急需關顧和牧養。
文／溫羽明

告︰疫後整裝待發的宣教士、訪

疫情中，遭逢鎖國封城，禁

錯過「門前宣教」的絕佳契機呢？

新 常 態 ．
從 心 出 發

誰肯為主使網民作門徒

新冠疫情以迅雷不及掩耳

家庭的地位和重要性水漲船高，

與時並進，因地制宜採納新型態

離失所，救災濟貧的宣教事工應

會發展「新媒體宣教」實在刻不

之 勢 席 捲 全 球 221 個 國 家， 造

大大提升！家庭成員相互支援、

的宣教策略，去表達教會和基督

運而生。以馬來西亞為例，2020

容緩！深信教會的主也為迷失的

成人命、經濟慘重損失！對抗世

彼此打氣，實現家庭抗疫總動員！

徒的生命見證，常常帶着勇氣和

年接受了 177 , 940 名難民和政

萬民、網民心裏焦急！誰肯為主

紀 大 流 行 病，政 府 與 民 間 同 仇

基督徒家庭又在甚麼時候才能實

膽量，向外傳講切合人心的信息，

治 庇 護 者，13 . 9 % 來 自 巴 基 斯

去，使網民作主門徒呢？

敵愾、同舟共濟，家庭變成職場

踐家庭差傳總動員呢？

教會勢必成為有感染力的大使命

坦、斯里蘭卡、也門、索馬利亞、

疫情似乎導致教會的宣教事

教會！

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巴勒

工寸步難行，裹足不前；實際上，

斯坦；86.1% 為緬甸少數民族：

神在眾人休耕養息的時候，暗暗

羅興亞族、欽族、緬甸穆斯林、

打開了無限契機的宣教門戶！願

（WFH），家庭變成學堂（HBL），

處於後疫情時代，教會的宣

家庭變成醫院（在家隔離康復），

教使命亙古不變，然而教會卻須

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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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從心出發。
（作者是新加坡中信總幹事）

註釋：
1. G l o b a l s o c i a l m e d i a s t a t i s t i c s
research summary 的 2021 年 10 月
資料

阿小想你知：
身為宣媽所關注的
1 . 陪伴孩子適應當地文化，學習新的語言，認識新
朋輩，融入當地生活。

記
手
媽
新手宣

2 . 扶助孩子屬靈生命成長，帶領他們進入教會生活。
3 . 支援丈夫︰丈夫對外，妻子對內；夫婦彼此配搭，
互相補足。
4 . 訓練孩子分擔家務，承擔責任。

採訪／Patty

5 . 關顧在港家人，特別家中長輩。

整理／Simon

6 . 先守護自己的家庭，才能安心
開展服侍。

與哈山及兩個孩子到泰國長

場推廣、招聘、培訓及收生的工

然後帶領他們進行、實踐。直到

宣已逾兩年，回想這段時日，一

作。這所學校的宗旨就是向學生

現在，算是合作得不錯。

人身兼宣教士、母親及妻子三職，

提供優質教育，並在當中傳揚福

需面對不少挑戰；惟感恩一直有

音。我在大學時雖主修「市場推

主的保守及哈山的同行，實在是

廣及管理」，惟我卻完全沒這方

一家四口來到泰國宣教，除

一段滿有學習及恩典的歷程。

面的職場經驗。不過，我是一個

了宣教士的身分，我也是兩個孩

很喜歡學習新事物的人，邊學邊

子的媽媽。我當然非常着緊孩子，

除了重視孩子的學習態度，

做就是了。

惟明白一切都在主手中。他們一

自律亦很重要。這兩年多他們的

當然，家庭崇拜也是我們非

宣教的呼召。這個召命，我覺得

招聘工作人員後，我亦要負

定沒能像香港般的生活豐足，不

自理能力大大提升，過往在香港

常重視的；每次輪流一個帶遊戲、

是好的，不僅能有服侍的恩典及

責培訓，當中的銷售技巧等訓練，

論是吃的玩的；不能有那麼多元

他們不用做家務，現在洗碗、倒

一個帶詩歌，還有分享或是祈禱，

在宣教中有分；欣喜的是多了時

正是我在香港工作時累積的經驗，

化的經歷和興趣如曲棍球、溜冰

垃圾、摺衫、拖地掃地等都是自

四個人總各有負責崗位，兩個孩

間跟孩子一起，若我和哈山在港

真的感謝神擺放我在這位置，讓

等，但我倆對孩子的教育理念相

己做，早上起床後自己懂得預備

子主力是帶遊戲和詩歌。另外每

工作的話，便不能看到兩個孩子

我的經驗、專長能派上用場。工

同：不太重視成績、沒鼓吹要考

早餐，不用事事由父母照顧，實

晚我亦會跟他們一起讀聖經，哥

開心的成長，一家關係更緊密，

作雖然辛苦，但心情是興奮、開

第一或很高分，卻重視學習態度，

在是他們來這裏的最大收穫。

哥中文較好，愛閱讀又讀得快，

常覺這都是「賺到」，實在為此

心的。至於要跟不同國籍及文化

最要緊是有學習動力，對自己有

另外，我亦留意到他們在這

已讀完兩三次聖經，我們有時都

大大感恩。

背景的同工合作，我是以尊重的

信心，感恩他們都很有自信，不

裏開始懂得照顧年紀較他們小的

叫他不要讀得太快，好好領略當

心態、「先跟後帶」的方式處理。

知從哪裏來，這是神的恩典。我

孩子，如專誠跟他們玩一些自己

中信息更重要。

我常問他們說：若這樣做，泰國

們亦刻意建立他們的閱讀習慣，

未必有興趣的遊戲。這可能是我

雖然兩個孩子來到泰國，踏

在泰國的雙職宣教服侍，對

人覺得如何？先理解他們的意見、

多讀課外書，既可培養其自學能

們能經常陪伴在孩子身邊，貼身

單車時曾發生意外弄崩牙齒；又

我來說很是新鮮。我在即將建成

方法，信任大家的合作、重視他

力，也可避免他們只顧看電話或

的榜樣成了怎樣服侍、幫助人的

曾病倒，面部長了「毛髮基質瘤」

並開學的但以理國際學校負責市

們的意見，再融合自己的經驗，

iPad，沉迷打機！

示範，又常可分享信仰價值觀。

需在工場做手術，身為媽媽自是

際學校
推廣但以理國

服侍中邊學邊做

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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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分擔家
務

培育孩子自信自律

感恩事奉中享天倫

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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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惟我自己從沒質疑來泰國

（香港中信駐泰南宣教士）

註釋：
馮惠茵丈夫哈海山簡稱「哈山」；馮惠
茵乳名「阿小」。

亞洲地區
香港本土任務

澳門

伯利茲

郭麗思： 求主賜同工智慧，善用及宣傳

夏偉鵬、曾麗珍：現與當地一間英文教

新的聚會地方，接觸不同福音

會合作，籌辦青少年查經班，

對象。請記念能在 12 月回美

求神使用福音中心。現時每月

國述職，求主保守身心靈健壯。

有兩個主日向會眾派發食物包，

洪少樂、楊秀英：請記念少樂母親身體
軟弱，求主憐憫保守並能早日
接受主。祈願上主恩賜屬天的

李妙如：12 月初與工場拓展小組成員作

智慧和能力面對明年的服侍和
挑戰。
陳偉娟： 感恩能與宣教有心人同行，求
主引導他們回應宣教呼召；又

歐洲地區
法國
斌、玲： 感恩多了新朋友參與法語交流
活動。請記念與法國同工能有
好的溝通和配搭；並與新認識

求神供應及賜福這事工。

的福音對象建立深入關係。

工場考察，求聖靈引導能明白

哥斯達黎加

神的心意；請記念聖誕節的各

感恩 10 月有三位同工出席宣教士退修會，能與眾宣

項佈道工作，為主得人。

教士互相交流，彼此激勵。請記念疫後復常各事工的

德國
感恩教會一位慕道者決志信主，現每週定時與她查
經，求神預備她的心，接受洗禮；請記念丁利昌傳

求主帶領新工場開拓；請記念

泰國

計劃與安排，求主預備人心及興起更多同工作主工。

哥哥一家、弟弟家人早日信主。

李偉良、韓昱：求主帶領祂所揀選的孩

秘魯

關珮而：求主賜外傭廣東話能力，能明

子報讀但以理國際中學，得着

求神堅固傳道人劉嘉禮夫婦的信心，倚靠耶穌，用

白爸爸的需要。爸爸中風後只

高質素教育，更能認識主；又

謙卑的心事奉。12 月將帶領青年人外出佈道，幫助

連心橋： 請記念新學期的教學安排，求主引導學員

有右邊身有力，手腳常發炎腫

求主引領就讀大學的兒女，跟

貧窮小孩，求主使用。請記念劉嘉禮母親的高血壓

學習，並常常應用；請為明年服侍的安排

痛而不能走動，求主醫治。

從主，走主的路。

問題，求主醫治。

禱告，盼有更多培訓機會，求主使用。

劉成發、胡秀梅：秀梅的母親於 10 月

南韓
小娜：

24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

感恩團契來了好些較年輕學生，求主賜牧

的心。求主賜恩典與力量，能與

養的智慧；求神使用聖誕期間的服侍，讓
人認識基督降生的意義。
永泉、影婷：求主施恩，賜家鄉的父母身體健康，

各訪宣隊配搭祝福當地的人。
哈海山、馮惠茵：請記念但以理國際中
學的收生和興建，工程能趕及

他們十分盼望與孫兒見面，求主帶領能早
日相聚，他們能早日信主！
梁志韜、沈潔瑩：潔瑩身體狀況時好時

月季：

道的兩個孩子，求主引導他們的成長，能榮神益人！

其他地區

驢子：

委內瑞拉

感恩在癌症治療期間身體雖有不適，惟因

請為趙振光傳道早日痊癒，得力投入更多事奉禱告；

家人和肢體的愛顧和念禱中走過了；求主

並記念他計劃明年教會及華聯會的行政工作，求主

施恩在下一個療程中（電療），更多經歷祂

引導。

的眷顧。
叮叮、噹噹：求主幫助預備有關宣教、跨文化和門

大洋洲地區

2023 年 1 月底竣工，又能聘請

大洋洲

合資格的老師和員工。

鄧仲明、梁淑蓮：求主醫治仲明的花粉症，

徒訓練的課程；請記念過去數年所關心的
人可更認識主，生命被主轉化。
森弦：

感恩有機會學習按摩治療痛症，盼在服侍

壞，求主憐憫及醫治；又求主

緬甸

並改善睡眠質素；淑蓮和女兒

有需要的人時，閒聊間能分享信仰，建立

帶領未來方向，無論去哪都能

果敢基督門訓中心因地主收地，急需物色新地方，

均有足底筋膜炎，求主眷顧。

深厚的關係。

榮耀祂的名。

求神預備買地和興建經費；羅傳道積極籌備，在臘

新喀里多尼亞

請記念尋找新工場方向，願主顯明祂的心

戌設立三合一的中信（辦事處、福音咖啡室暨青年

努美亞華人基督教會有一對夫婦願意參加中信舉辦

恩。請記念輔導有需要的學生及能與尋道

意；求主賜智慧能力，完成神學裝備，並

活動中心），求主預備工人和經費。

的「門徒訓練」，求主使用，裝備他們。求主差派牧

者分享福音，求主賜亮光預備話語的服侍。

能在教授面前蒙恩。

中南美洲地區

印尼
凱特（暫留美國本土服侍）
：11月起已在侯斯頓服侍，
求主引導，預備課程內容；請記念能更深
認識服侍的羣體，與青年人連結，把他們
帶回神的家。
保羅、恩惠：請記念孩子們的學習和健康，求神保守。

厄瓜多爾
梁健民、周慧嫦：因兩人的身體都出現

爾彥：

者或宣教士到努美亞全時間服侍。

感恩論文獲國際期刊接納，能藉此見證主

請記念教會重整架構及弟兄姊妹的同心，

瓦努阿圖

求主保護教會免受攻擊，帶領人認識及接

安德魯： 感恩會友現積極查考神話語，並應用在生

受耶穌。請為栽培跟進工作祈禱，求主賜恩。

活上，求主帶領。又求主賜智慧和能力給

如一夫婦：請為述職期間能與各支持單位有美好結

夫婦倆，帶領明年 1 月的兒少營，引導他

連、推動及分享宣教事工求恩。請記念身

們認識基督。

心靈得休息並與家人共聚天倫。

不同毛病，如高膽固醇、高血壓、
心律不整等，請記念他們的健
康，求主加添精神體力事奉！

麥子：

斐濟

請為開展華人及印尼人福音工作禱告，求

感恩網上查經人數穩定，求主幫助組員渴慕真理，

如想閱讀各宣教士的代禱信，

神帶領，預備合適的房子和經費。

實踐所信。請記念斐濟華人基督教會第一屆兒童暑

請瀏覽：www.ccminternational.org

期營「青橄欖」的籌備工作，求主預備短宣隊員參加
服侍，教導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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