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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香港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系與教牧及專業

進修學院主辦，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協辦，對香港青年（30

歲以下）宣教狀況作出研究，並於2011年10月11日舉行

《2011年香港青年宣教狀況研究》發佈會暨研討會。1在研

究中有兩個結果值得思想：

1. 宣教士的老齡化－2010 年全港差出 511 位宣教士，平

均年齡為 45.8 歲。

2. 現今的青年人，相對過去的青年人（現已為宣教士），

短宣體驗成為他們領受宣教異象渠道的影響力在增加。

　　雖然這項調查是針對香港教會和香港青年，但對於身

處澳門的信徒有甚麼提醒和值得參考的地方？我想，最重

要的問題是大使命的承傳問題，尤其是海外宣教，宣教士

的年齡斷層會否造成青黃不接？教會又如何善用短宣隊來

深化弟兄姊妹對宣教的認識和普世福音需要的承擔？

　　過去，教會對短宣隊毀譽參半，覺得短宣隊增添宣教

工場許多麻煩，加重宣教士在工場的工作量，但卻沒有帶

來工場太多的幫助。但短宣隊在宣教工場除了工作的意義

外，如果能透過親身體驗加深宣教意識和異象，這不失為

一種體驗式的宣教教育，對教會和宣教工場都有長遠的  

意義。

　　如要這種宣教教育能發揮最大的效益，有幾點是值得

留意的：

1. 短宣隊出發前必須要接受訓練，訓練最少包括兩方面，

一是對宣教的認識上，例如讓短宣隊員在出發前接受一

些差傳的課程，普世宣教（一）課程２就是其中一種。

課程會從聖經根據、歷史反省、文化考量和宣教策略四

方面有系統地去認識普世宣教事工，讓學員在宣教工場

可以多從這四方面觀察和思想，避免做一些抵觸當地文

化的行為；另一方面是團隊訓練，加強隊員間的認識和

默契，讓隊員明白「宣教」不是個人表現，而是需要有

團隊合作精神。

2. 短宣隊的目的不是單單參與事奉，專注事奉的果效；

認識、關懷宣教士及了解當地文化與困難，也是很重

要的學習。畢竟短宣隊逗留在工場的時間很短，但祈

禱和事奉的心志卻可以很長久，隊員對工場的認識會

延續和深化隊員為宣教士和宣教工場祈禱。

3. 短宣隊員對參與短宣應有正確的態度，短宣隊不是去

工場打強心針、也不是逃避本地教會的事奉、也不是

參與廉價的旅行團；而是實踐大使命的其中一個途   

徑，  「去」到萬民當中，學習在異文化當中傳揚主愛。

這應是本地佈道一種心志上的延續，而不是我們只向

「遠處的人」傳福音，但從來不向「近處的人」傳福  

音，這是「屬靈的遠視」，是屬靈視野的一種偏差！

4. 成熟的短宣隊應配合宣教工場的需要，而不是要宣教

工場去滿足短宣隊的期望，要求當地教會刻意為短宣

隊增添聚會，甚至「節目」；尊重當地的教會和教會文

化也是很重要的學習！

主耶穌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

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

（馬太福音 9:37-38）

　　無論我們是求主打發工人的那一位，還是被打發出去

的那一位，願我們都效法主耶穌憐憫世人的心腸和行動！

1. 研究資料詳情可參考建道神學院網頁：
http://www.abs.edu/live/zh/content.php?section_id=1500&section_lvl=6&section
_past_id=3,595&main=3&ck=1

2. 溫以諾、溫陳鳳玲、陳惠雪編著：《普世宣教》（一）（美國：大使命中心，2008）。

吳劉月明師母（本中心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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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感言導師感言

　　　　　　　　　感謝神的恩典，讓本人能在澳宣

　　　　　　　　　培訓中心有份參與授課的機會，使

本人得以從授課中重新領受「宣教」的體會。

1.  傳福音與宣教的認知

　　不少人在宣教的事工上把它與傳福音來分出誰優誰   

劣，把宣教士與牧會的牧者劃分成優等與次等的等級， 以

致把傳福音事工也分割出兩個等級的結果，從是次的教  

導中我們所見到的「傳福音」和「宣教」兩者只是先、   

後及地域性的分別而已，沒

有「傳福音」在先，便沒有

「宣教」在後；沒有本土傳

福音，便沒有向外宣教的動

力；正如主在升天前向門 

徒所頒佈的福音路線圖一  

樣，先在耶路撒冷、猶太全

地 (本土福音事工)，後到撒

瑪利亞、直到地極(向外部

擴張)，在這路線圖上我們

看不到有輕重之分；但同時

它們卻是相等的，它們在福音事工中就像「福音翼」般同

時展開，一同把福音向本地及跨文化地域傳開，將未信者

引到神面前！可惜今天有些人把宣教士的地位提升到一個

極高的層面，就好像有人把牧者的地位不經意地分等級、

分層次一般，於是便出現了「名牧」的群組了。本土福音

事工跟宣教其實同是把神的愛及基督的救贖向未信者分  

享，其實是沒有分別的；若我們只看重宣教的層面，而忽

略了傳福音的基礎，那就不配作為宣教士了。

2.  宣教的神對普世的心

　　在神創造一切活物後，神把管治萬物的權利交與先祖

亞當夫婦（創一26），雖然稍後他們把神的吩咐當為「耳

邊風」，離開了神的軌跡，但神並沒有把此管治權收回，

祂的愛仍然臨到他們身上。不但如此，同時也臨到他們的

後裔身上，在舊約中神透過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創十二2-

3）， 以色列民族 （出三 8），眾先知 （拿一 2；四 10-11；詩

六十七 1-2） 把祂的愛向外族人發出。

　　到了新約時代更顯出神的愛（約三 16），祂透過愛子

耶穌把救贖向世人彰顯；而

在初期教會時代，神也使   

用祂自己的宣教士保羅、巴

拿巴、及其他的使徒沿著主

的路線圖把神的救恩向普世

傳開。

　　這是神從創世開始到主

再來期間所作的偉大並長期

的宣教事工，也是空前絕  

後的一個救靈事工。今天的

信徒們不要只嚮往於當宣  

教士的行列之中，若我們在本土福音事工沒有承擔，    

沒有擺上，我們在宣教事工上就只成了徒具虛名的宣教

人了。

　　既然神的普世宣教工場如此龎大，祂極需要工人，正

如主的呼喚說：莊稼多，工人少，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

主，派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路十 2）。澳門弟兄姊妹，

你 ( 妳 ) 們願意接受主的呼喚嗎？接受裝備，先在本土，

後往外擴張神的國度。

■ 黃乃倫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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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臉上的粉

有什麼作用？

短宣趣聞
短宣趣聞

這是什麼？



陳燕珊
姊妹

甘文靜
姊妹

譚海彤
姊妹

學員感言學員感言

　　我對CAWF１起初沒有太多想像，完

全帶着一張白紙去參加，但歸來時紙上

　　　　卻寫了滿滿的領受。CAWF簡單來說就是一班從

世界各地宣道會來的青年基督徒聚在一起認識宣教，不

是認識，應是加深、加強宣教的意識和行動。

　　在當中很感恩的是，我認識了很多不同國籍、同一

信仰的同路人；認識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區的福音需要；

認識了某些地方雖然福音開放，但物質享樂卻在侵蝕人

心；認識了某些地方雖然禁止傳福音，但福音種子卻暗

地裏慢慢蔓延；認識了一班熱血、委身的傳道人，在他

們身上看到上帝對世人的憐憫和愛。

　　今次的行程中，主讓我體驗到何為奉獻。正如大會

講員Rev.VinhDoan最後一天的講道：亞伯拉罕憑信心獻

上他的兒子；正如傳道人和宣教士，憑信心為主的使命

委身、全然的獻上自己；正如一班在清遠地區２服侍的弟

兄姐妹，獻上時間、金錢、心血，去服侍一班不知何時

才能領他們信主的五保戶、特困戶，因為當地不容許公

開地傳福音；去幫助一些山區的孩童接受當地的國民教

育，即使無奈地這種教育是叫人拒絕宗教自由；去建立

一間可以容納幾千位信徒的教會，但卻不知何年何月才

能籌夠款項。這一切一切，都是甘心樂意的奉獻，正如

耶穌基督甘心樂意的為世人的罪獻上自己。不為任何的

報答，沒有即時的果效，只是因為相信這位上帝。這讓

我反思，自己動搖不定的信心、只做自己能力所及的奉

獻，上帝是否悅納呢？

　　這次行程得着實在太多，無法一一盡錄。最後，    

我很慶幸能參與是次聚會。但願這類營會每一年都能舉

辦，讓更多年青人來認識、參與上帝的大使命。

　　我是第一次參加教會的短宣隊，而

我這次去的地方是教會一直支援的柬埔

　　　　寨工場。

　　這次短宣的行程中，我們被安排探訪宣道會金邊堂

男宿生１的家庭，我們乘車到離金邊市兩小時車程的村莊

探訪了三個家庭。雖然同行有男宿生協助我們翻譯，但

我們都嘗試用我們有限的柬埔寨語言（後稱「柬文」）和

他們溝通。最深刻是探訪的家庭中有一大群小朋友，

我們就唱了我們以為已經唱得很好的「多謝耶穌」柬文

版，卻換來小朋友呆滯和充滿問號的目光。我們唱的柬

文他們以為是英文，徹底的失敗了！除此之外，當我們

想和他們交談總是很乏力，用盡身體語言，溝通都是不

成功。雖然有點失落，但仍感謝神，讓我們有機會可以

和他們談話和玩耍。

　　而這件事卻令我反思自己在澳門的生活。在言語不

通的地方，我會盡自己最大的語言能力，不怕羞，不怕

錯，想嘗試將福音傳遞。反而在澳門本土講熟悉的語

言，有熟悉的朋友和家人，我卻只談風月不傳福音－怕

別人笑自己，怕家人不高興，沒時間等等，太多的藉口

，讓我逃避傳福音。其實從我剛信主開始就一直希望可

以參加短宣，可惜身體、家庭、工作等事卻令我這幾年

來忙得透不過氣來，一直推遲自己參加短宣的想法。感

謝主！讓我仍然有短宣的心志和參與大使命的機會。

　　這次柬埔寨短宣使我獲益良多，神讓我明白大使   

命的意義，使我不再是隔岸觀火，更挑旺我傳福音的心

志。我們要相信主的能力和應許，只要我們願意踏出，

神就為我們開路，不論是參加短宣或是向家人傳福音。

我的家族就有幾十人，我若肯傳，他們就有機會得救。

我們若起來一起向身邊的家人朋友傳福音，就有更多人

有機會得聞這寶貴的救恩。

　　去年2013年12月23日，我和兩位

姊妹代表澳門區宣道會參加了為期十日

　　　　的CAWF短宣，旨在透過當中的交流及探訪，

讓各地區宣道會的同工和弟兄姊妹更認識及了解世界不

同地區的華人信仰狀況，以及宣道會的華人宣教事工。

　　首四日大家先齊集在香港沙田突破青年村，每日都

有一同敬拜讚美神的時間，由大會邀請的牧師講道及帶

領崇拜，不同地區的弟兄姊妹會預備分享，介紹自己地

區的堂會及文化。由於適逢聖誕節，因此大會也安排參

加者探訪香港不同堂會，和當中的弟兄姊妹一起報佳   

音、唱聖詩。在整個香港站的過程中，我發現隨著都市

化的影響，人心變得愈來愈冷漠，令我感到香港和澳門

或許比我想像中更需要福音工作。我一方面感謝神在這

個歪曲的世代中仍保守、預備了許多弟兄姊妹宣教的心；

另一方面也提醒了我同時要檢討和做好自己在原居地的

福音工作。

　　在整個行程的第五日，就是12月27日，所有參加第

二站行程的弟兄姊妹都按事前的安排出發前往各個終點

站，而我是去台灣。我們一隊人在五日當中探訪了位於

台北、台中及台東不同宣道會的堂會。當中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台中佳蘭的宣教事工。佳蘭是台灣較為傳統和

落後的地區，居民普遍信奉佛教，最諷刺的是當地居民

雖然生活貧困，但仍然興建了一座巨大的佛廟。一對來

自美國的宣教士夫婦，在佳蘭服侍了當地居民25年，可

是他們由於受到當地傳統思想的束縛，他們大部份人仍

未接受福音，而歸主的信徒只得數人，而且全部都是女

性。宣教士坦言這些信徒一旦結婚，很大機會也會跟隨

丈夫信佛。可是，這對宣教士雖然感到沮喪乏力，但他

們沒有放棄；他們感謝我們的支持和慰問，深信只要把

道種撒在居民的心中，終有一日神會藉著下一代，或下

下一代的宣教士把他們收割。這給小信的我上了寶貴一

課，我又可以為神做甚麼呢？

1. 柬埔寨宣道會金邊堂設有男生宿舍，讓從鄉村前來金邊讀大學的學生可以申請
 住宿。

1. CAWF即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的意思，曾於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1月

 1日舉辦「第二屆青年文化交流約會」。

2. 行程中參加者會分成不同的隊伍前往不同的地區作短宣體驗，而筆者則前往

 清遠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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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及代禱
1. 12位學員正修讀普世宣教（一）課程，

 記念她們對宣教有進深的認識。

2. 記念4位信徒領袖課程的學員在閱讀書籍、

 聖經及做功課的過程中，生命得到反省、

 學習和成長。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11:25）

A1：這是當地人自製的防晒霜！    A2：不是飲料，是用來洗頭啊！短宣趣聞答案

澳宣培訓中心 敬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