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洋島嶼被忽略的骨⾁之親 	 馮慶權


地理環境與族群 

	 太平洋為世界上最大地理現象，寬16,000公里，佔地球表面積三分之一，其在太平洋

24,000個島嶼的陸地總面積，卻僅佔世界陸地面積的6.3％，散佈在8800萬平方公里廣闊的海洋

中。


太平洋島嶼分為三個群組：分別為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Mirco-細小島嶼）位於赤道之

上、美拉尼西亞 Melanesia（Malen-黑人島嶼）和波利尼西亞 Polynesia（Poly-許多島嶼）位於

赤道以南。美拉尼西亞有最多的原住民人口，居住在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

PNG）、所羅門群島 Solomon Islands、新喀裡多尼亞 New Caledonia、瓦努阿圖 Vanuatu和斐濟 

Fiji 西部的群島。而在東部群島居住的波利尼西亞人，則散居於湯加Tonga、薩摩亞 Samoa 和法

屬波利尼西亞 French Polynesia（Tahiti 大溪地）。


傳統上，太平洋島嶼多被宣傳為充滿魅力、多樣性和浪漫的度假天堂。然而現實卻大相徑

庭。島嶼上的原住民生活條件惡劣，土地稀缺，貧困落後，生存艱難。由於地球暖化氣候變化

下，引致惡劣天氣、海平面上升和偶爾的火山爆發（如2022年1月的湯加噴發和海嘯），他們經常

要面對失去家園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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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移居島嶼的歷史 

中國移民到這些島嶼的歷史悠久，對島上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和價值觀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及

影響。中國移民，最早發生在1850-60年代澳洲及紐西蘭的淘金熱時期, 當中不少中國人以合約工

人身份，於甘蔗和其他園田工作移居於這些島嶼。19及20世紀移居的華人，則主要為受聘勞工、

僱傭身份，亦有不少非法移民，其他則為逃避中國政治動盪和不穩定而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

擴張，近年來有許多中國移民來到島上經商投資。總括而言，太平洋島嶼上的中國居民乃來自非

常不同的背景，除了來自中國大陸外，還有許多人來自東南亞其他國家，以及香港和台灣等地。


福⾳的需要與概況 

基於早期西方傳教士的忠心服事，在19及20世紀，福音在被廣泛傳播，原住民接納福音，基

督教教堂隨處可見。然而，當地中國居民的情況卻大不相同。他們大多數為無神論者，對宗教信

仰漠不關心，與基督教信仰保持距離。島上很少華人成為基督徒，他們靈魂的需要大大被忽略。


19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因而越來越多的中國工廠工人

（超過10萬），出國到美國託管的北太平洋島嶼（如關島、馬紹爾群島、塞班島；也有在斐濟）

的工廠工作。不少海外華人教會領袖開始領受負擔，發起了島上華人社區的宣教事工，主要向當

時的工廠工人傳揚福音。


1998年，華人宣教先驅、大使命中心（GCCI）主席王永信牧師，於關島發起了首屆“太平洋

島國華人宣教大會”（PICMC）。自此海外華人教會，開始關注島上這些“被忽略的至親”的生

活、社會和精神的需要。來自美國、加拿大、香港、新加坡、澳洲和紐西蘭的各地華人基督教領

袖聚首一堂，討論、祈禱和計劃太平洋島嶼的傳福音策略。隨後舉行了五次類似的大會PICMC：分

別在斐濟（2000年）、紐西蘭（2001年）和澳大利亞（2004年、2009年和2013年）。從那時起，

大多數華人教會在南太平洋島嶼的宣教和外展活動，均透過澳洲中國信徒佈道會（CCMA）聯繫或

協調進行。


太平洋島國中國事⼯的簡略現況 

根據筆者在2005年為每個太平洋島國編制的數據，兹謹表列現時各島國中的華人及教會事工

近況如下。基於澳洲、紐西蘭和夏威夷在文化和經濟上，與太平洋島嶼有很大不同，故此並不包

括在當中。


（A）密克羅尼西亞1

島國 主要語言 總人口 華人人口 教會／基督徒群體

密克羅尼西亞


聯邦

英語 。Pohnpei／

Yap總計50K

1000 沒有

帕勞


Palau

英語 20K 2,500 沒有

 由於地理位置靠近東亞，密克羅尼西亞的宣教運動，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和香港，還有北美1

華人的教會的參與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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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拉尼西亞  4

美國托管屬土 英語 Guam,(200K)


Saipan/

Tinian(70K)

60002


50003

3


4

馬歇爾群島 英語 60K 300 1

島國 主要語言 總人口 華人人口（市鎮） 教會／基督徒群體

巴布亞新幾


内亞（PNG）

英語，


土著方言

9M
10,000-20,000


（Morsby、Lae和


Rebaul)

一個基督徒團契。由於

缺乏


穩定領袖，一直掙扎維

持

所羅門群島 英語、


土著方言

700K 5000(Honaria)


來自中國大陸、台


灣和東南亞的華人

馬來西亞衛理公會建立

的


一間華人教會，會眾20-30


人

瓦努阿圖 英語、法

語、土


著方言

310K 2000(Port Vila)


500(Santo)

維拉港


維拉港華人基督教會，

成立於2001年，現在有

60多人。


山圖：有一細小華人基督徒

群體。

新喀里多尼


亞（法國海


外屬

地）

法語，


土著方言

280K 700(Noumea)


主要來自越南的粤


語華人

努美亞華人基督教會


成立於2002年，現在的會


眾維持在20-30人。

斐濟 英語、土著

方言


另及印度語

（印


度人佔人口


38%)

900K 6,000


（蘇瓦Suva、


Latouka-Nandi


勞托卡-蘭迪）

蘇瓦：有一個華人教會

（沒有牧師）。來自廣

東省，有不同的方言。


勞托卡-蘭迪：有一由

WEC建立華人教會。另

有一群溫州商人組成之

基督教徒群體。

 自改革開放以來，因中國經濟的發展，工資標準趕上了島嶼的工資標準，故到島上的工人人數日漸減少。2

 同上。3

 美拉尼西亞的華人人口比例最高，卻很少受外界關注他們的靈魂需要。第一次PICMC後，澳洲中國信徒佈道會4

（CCMA）開始協調和派遣短期宣教隊，於島上的華人中傳揚福音。隨後，並差派兩對來自紐西蘭之宣教士夫婦（2001
年和2002年），到瓦努阿圖和新喀裡多尼亞，幫助門徒成長，並建立了現時的兩間華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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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波利尼西亞

華⼈宣教事⼯之趨勢及關注點
太平洋島嶼華人事工的未來發展，很大可能會受到至少以下三個因素影響。 
5

1．COVID-19新冠疫情大流行


過去幾年，在瓦努阿圖、新喀裡多尼亞和大溪地華人教會服事的宣教同工或牧者，要麽

已經退休，或已退任離開。過去兩年多，由於COVID-19疫情影響下邊境關閉，於所羅門群

島、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湯加的教會領袖或同工，一直無法返回島上事奉；也無法安排海外牧

者或宣教隊短期到訪當地事奉。結果在各島嶼的華人教會／群體內，做成了一個屬靈的真

空。澳洲中國信徒佈道會（CCMA），已經很努力與教會和團體保持聯繫，為他們提供可能的

支持，如通過互聯網提供屬靈書刊、佈道和培訓視頻，給予不斷的精神鼓勵和餵養。雖然這

些在線資源和聯繫方式都很有價值，惟卻無法替代親身在他們中間所需之教導和牧養。


2．種族／社群關係


移民及經濟發展下，當地華人之間的彼此關係變得更複雜，而華人與當地原住民之間的

關係也日益緊張。基本上，島嶼上的中國人來自中國許多不同地區，老一輩移民（老僑）多

為客家血統，或說粵語之廣東人； 新來的移民（新僑）則主要來自中國其他講普通話地

區。現時新移民（新僑）人數，在數目上已增加至”反客為主”的地步。教會敬拜由使用粤

島國 主要語言 總人口 華人人口 教會／基督徒群體

湯加 英語，


土著方言

100K 現在：3000


由於湯加曾有護照售


賣計劃，人數一度上


升到＞6,000

當地Victory教會曾有一群

華人會眾，由一位來自新加

坡的牧師牧養，一度有近

100名華人參加。

薩摩亞


（前由紐西


蘭管理）

英語，


土著方言

200K >20K5


（Apia 阿皮亞）


聲稱有中國血統不


少，惟懂粵語後裔僅


約100人

薩摩亞與紐西蘭關係

密切。第一次世界大

戰後，直到1962年，

薩摩亞由新西蘭統

治。目前，大部分華

人後裔已經融入當地

薩摩亞人教會。

法屬波利尼


西亞（大溪


地），法國


海外屬地

法語，


土著方言

280K >20K


（Papeete 帕皮提）


中國人主要是客家


人。另有少數說粤

語/


普通話商人。

當地有兩個中國人的客家/

法語教堂。在老牧師退休

後，兩間教會均缺乏屬靈領

導，會友人數已大大萎縮。


目前，大部分大溪地

華人已融入當地的大

溪地人教會。

 薩摩亞／中國人和大溪地／中國人在這些島嶼上通婚情況常見，故當中聲稱擁有中國血統的人口有10-20％以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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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逐漸轉變為使用普通話。這些“舊”和“新”移民來自不同的背景和文化，也有不同價值

取向，甚至對立的政治觀點，使牧養工作更形複雜和困難，教會的成長和發展受到不少影

響。


此外，由於中國人在經濟上的成功及他們在島上經濟活動，日益佔據當地社會的主導地

位，造成了中國人與原住人民間關係也日益緊張。當地華人間也存在著嚴重分歧，有些親中

國的，也有些是反中國的。


3．南太平洋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


澳洲、紐西蘭和美國，歷來在太平洋地區的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就是提供金融、基礎

設施和軍事援助。另一方面，近年中國一直在擴大其在該地區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最近中

國與所羅門群島之間達成的一項安全協議，引起了各界極大的關注，被太平洋其他國家視為

破壞了該地區的政治和安全穩定 。因此，預計在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下，不可避免地影6

響島上不同華人群體的教會發展及宣教事工。


現時該地區三大政治力量是：


·澳洲／紐西蘭／美國：所羅門、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斐濟，傳統的援助和支持均來自所調的

五眼聯盟（FVEY） 。
7

·法國：新喀里多尼亞、法屬波利尼西亞、瓦利斯和富圖納三個海外領屬土。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瓦努阿圖、巴布亞新幾內亞以及所羅門群島先後建立之外交關

係。


總結 

太平洋之島國雖然細小且分散，但他們都具有戰略意義，尤其是在中國擴大全球影響力

下而備受矚目。這篇文章關注的是在太平洋地區生活和工作的、人數不多但不斷增長的少數

中國人群體。這些華人非常需要福音，以及華人教會成熟、穩定的領導。在巴布亞新幾內

亞、所羅門群島、庫克群島、湯加、薩摩亞、斐濟和瓦努阿圖等國家，基督教會長期佔據主

導地位，當地大部分原住民自稱是基督徒。然而，可悲的是許多人只是名義上的基督徒，靈

命非常需要更新，更符合聖經的講道教訓，與及更有效的福音佈道和門徒訓練。讓我們為華

人教會祈禱，也讓我們也為這些分散島嶼的其他族群祈禱。中國和中國人在該地區不斷發展

的地緣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中可扮演什麽角色？中國人信徒在“上帝的使命”（missio 

Dei）和上帝國度的發展中可扮演什麽角色？


 所羅門群島於2019年將外交關係從台灣轉向北京。所羅門群島與中國於2022年3月簽署了備受爭議的安全協議，將6

使中國能夠隨時進入南太平洋地區，並可能允許中國在所羅門群島建立海軍基地。

 五眼聯盟是一個由澳洲、加拿大、紐西蘭、英國和美國組成的情報聯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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