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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論 

 

21 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大規模移民(Immigration)

現象，讓我們發現新的宣教禾場即發現了宣教的第 7大陸。 

 

伴隨著時代的變遷，世間常常會發生新的變化。雖然時代的變化很快，

但認清時代的潮流，並能恰當地順應其變化的過程卻很緩慢。宣教界更是

如此。首先是社會的變化，然後是教會的變化，最後宣教界才會改變。散

居事工是對新時代開啟的新的宣教反應。 

21 世紀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和大規模移民

(Immigration)現象讓我們發現了新的宣教禾場，即宣教的第 7 大陸1。 這

個第 7 大陸是超越地理和空間上的製約而存在的。由於第 7 大陸存在於全

球化的地球村的各處，因此很容易接近。居住在這宣教的新大陸--第 7 大

陸的人被稱為散居民。 

全世界離開自己的祖國過著散居生活的人，近 40 年增長了 2.5 倍，

達到了約 2 億。他們已經成為我們的鄰舍來到我們中間。筆者在過去 12

年，居住在日本，服事著散居日本的中國人。這篇文章就是在記敘他們的

故事，同時也是介紹宣教的第 7 大陸“散居事工”的簡略版指南。在Ⅰ部

主要論述的是對散居散居事工的概述，並且講述了散居中國人和在日本的

散居中國人的小故事。在Ⅱ部提到的是嶄新的宣教模式，因為散居事工和

新宣教模式的誕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部為散居事工的實例，分享

筆者過去從塞班到非洲所經歷的有關散居者服事的故事。散居事工可以被

視為新興領域。就像其它新興領域事工，散居華人事工引起了許多人的好

奇。但因事工的歷史較短，欠缺實際可以參考的指南。因此加入能夠將過

去的實例，記錄下來供人傳閱的話，那不足的部分便很快得到彌補。盼望

這一簡短的文章可以起到催化劑的作用。 

 

  

                                                 
1
第 7大陆，这名称是笔者任意所定的，在宣教的角度象征新发现的第七个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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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部 散居宣教一瞥 
 

 
這一部主要介紹有關散居的基本內容，

並且以散居中國人為對象, 從宣教的角

度上分享生活在日本的散居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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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散居”是什麼? 

 
 

與其他現像一樣，這一世界性的人口大移動也是在神的旨意中發生的。 

我們應抓住“散居”的旨意性時機，並給與思考和回應。 

 

 

散居是指自主性地或者他意性地離開自己的出生國家，暫時或永久性地居住

到其他地區的特定種族集團2。 從詞源來看，散居是古代希臘語(διασπορά)中表

示“跨越”的“dia”和表示“撒種”的“spero”合成的單詞。該單詞開始主要

指代猶太人的散居，而近來廣義的使用於猛增的大規模移民集團，例如 散居韓

國人 ,“散居中國人”,“散居印度人”。 

“散居”這一單詞在 BC721 年因敘利亞的侵略北以色列滅亡，北以色列的 10

個支派分散在敘利亞戰場後開始使用。到了 BC597 年，南猶大的滅亡和隨後的猶

太人的分散擴大了猶太人的散居。直至新約時代（羅馬帝國，使徒行傳 8：1），

猶太人散居在亞洲，亞美尼亞，意大利。 

進入 20 世紀到如今，發生著全球性的大規模人口移動。因飢餓、政治、經

濟原因，很多人離開自己的家鄉移民到其他國家。交通和通信的發達則使這類大

規模移民加速化。國際性移民的數字從 1965 年的 7,700 萬人，經過 1995 年的 1

億 2000 人，增至現在的 2 億人。也就是說，近 40 年增加了將近 2.5 倍3。  

這一世界性人口環境的變化照亮著“散居”這一巨大的潮流、以及這一集團所具

有的影響力和可能性。如雨後竹筍般出現的散居研討會，散居神學，散居論壇等，

都支撐著這一現象，這是約 2 億人口的宣教新大陸的出現所引起的必然反應。 

“散居”的影響同時涉及到他們離開的祖國和他們的定居國雙方。不僅僅是

第一代散居移民、直至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會不間斷地起到兩國間橋梁的作用。這

一橋梁作用還會波及經濟、社會、宗教等領域，其影響力是全方位的。而這一影

響力就是散居事工具有的“事工性波及力”。以散居所具備的祖國和移民國的雙

重身份為媒介，福音可以推廣得更廣更深。 

與其他現象一樣，這一世界性的人口大移動也是在神的旨意中發生的。我們

應抓住“散居”的旨意性時機，並給予思考和回應。 

                                                 
2
https://ko.wikipedia.org/wiki/디아스포라 
3
르몽드 디플로 마티크 기획, 최서연 이주영 옮김,「르몽드 세계사 2 세계질서의 

재편과 아프리카의 도전(1)」(서울:  르몽드 디플로 마티크 코리아, 201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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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聖經和宣教歷史的觀點看散居 
 

從聖經看散居 
 

聖經裏到處記載著神是為何呼召散居居民， 

以及如何引導並使用他們的計劃。 

 

散居的歷史始於聖經的開頭。事實上，聖經裏充滿了散居的實例。從創世紀

到啟示錄其例子不勝枚舉。舊約聖經從亞當和夏娃不得不離開伊甸園開始，到雖

不知往哪裏去卻追隨呼召離開故鄉的亞伯拉罕，還有離開故鄉生活的雅各和約瑟，

以及不得不經歷國家滅亡的以色列民在巴比倫的奴隸生活等諸多散居的實例。 

新約聖經中從離開天父的家道成肉身來到這地上度過一生的耶穌開始，還記載了

因著迫害逃散的耶路撒冷教會聖徒，以及流放到跋摩海島、在那裏看見了我們將

來永遠居住的新天新地的散居約翰的實例。 

聖經裏到處記載著神為何呼召散居者以及如何引導他們並使用他們的。神對自己

的散居百姓有著偉大的計劃，並按照計劃將他們視為聖潔的子民來使用他們。就

如我們的神是以色列的神、萬民的神、寡婦與孤兒的神一樣，也是散居者的神。 

 

從宣教歷史的觀點來看散居 

基督新教的世界宣教是將以下三項貫穿於其中的歷史進程：即時代變遷中

新挑戰和回應該挑戰的屬神百姓的應戰，以及叫萬事互相效力成就最終之善的

神的旨意。在此意義上，時代潮流的變化為世界宣教模式的轉換提供契機。直

至今日因散居人口的遷移帶來的世界性人口環境的變化可以被視為是給我們的

宣教模式變化的一個信號。在這裏以《把握時機4》的宣教教材中《五個擴張期

的三個時代》為基礎，在宣教的歷史背景中對散居事工進行分析並重新加以解

釋。 

第一時期是沿岸宣教時期：沿岸宣教時期是從 1792 年到 1910 年，由現代

宣教之父“威廉・克理”開始的。當時宣教以交通發達而且便於外國人生活和

登錄的沿海地帶為其中心萌芽並發展。這一時期的當務之急是宣教誕生以及得

以延續下去，因為“宣教”如剛出生的嬰兒，需要安全並被保護的環境，所以

                                                 
4
《把握時機－Kairos 宣教生命過程第 4版》(Living Spring International)，9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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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主要是在殖民地的沿海地帶紮根和發展。但不幸的是這一偉大的開始伴隨

歐洲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征服一去不復返。帝國主義國家以強力的海軍軍力為

基礎，確保了位於非洲亞洲地域沿海地區的殖民地。而且當時的世界宣教，在

這片土壤中得到了養分。 

第二個時期是內地宣教時期：內地宣教時期是從 1865 年到 1980 年，以

CIM(China Inland Mission)的戴德生 Hudson Taylor 為出發點。這一時期的宣

教超越沿岸宣教時期以外國人居住地區為中心宣教的限制，將福音傳到內陸地

區，迎來了劃時代的變革。若稱沿岸宣教時期是宣教覺醒的時代，那麽內地宣

教模式對於宣教來說就是革命性轉變時期。戴德生 Hudson Taylor 的內地宣教

會不僅在地理上進入內陸地區，文化方面也開始進入內地。中國內地宣教會所

屬宣教士有著與中國當地人同樣的衣著和發型，並且通過這些取得了驚人的進

步。 

Hudson Taylor 被稱為“內地宣教”的革命性的模式轉換對日後諸多團體

（SIM:Sudan Interior Mission,  AIM: Africa Inland Mission 等）和個人

提供了靈感，產生了影響。雖然這一時期仍然存在著無法逾越的帝國主義勢

力障礙，但至少已經開始跨越海岸這一空間上的壁壘和當地文化這一文化性

壁壘。 

第三個時期是未得之民宣教時期： 1934 年以金綸・湯遜 (Cameron 

Townsend)，馬蓋文 (Donald MacGabran)為首的這次運動得到持續性發展，直

至 1974 年洛桑會議上，收獲了以未傳道族群成為主要主題之一的重要成果。在

這之後，未傳道宗族提升為全世界一個新的宣教目標。 

筆者認為這一時期在以下三點上具有宣教歷史性意義，即未得之民宣教使

種族概念重新得到詮釋，使更加具有概論性和挑戰性的宣教成為可能，並發現

新的宣教目標。但可惜的是對於少數地域安排大多數宣教士這一問題和未得之

民宣教被誇大誤認為猶如是世界宣教的終點等問題的存在，妨礙了這一模式的

發展。 

第四時期是從地極到地極(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的時期：這是

從宣教的基本概念起發生重要變化的一個時期。諸如以前的沿岸宣教轉換到內

地宣教，這一時期也達成了宣教模式的革命性轉換。但是沿岸宣教時期，內地

宣教時期，未得之民宣教時期等都局限於單一模式，即該模式是從一處到另一

處、從宗主國到非宗主國、帝國主義國家到殖民地國家、發達國家到落後國家

的宣教。誠然，這一基礎平臺並非宣教士的個人  選擇，而是時代環境使然，

並且可以說有著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局限性。 

那麽下一階段的宣教會是怎麽樣的時期呢？什麽樣的模式能夠持續發展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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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教呢？未來的宣教與第四時期，即從地極到地極的宣教有著非常密切的關

系。而且散居宣教位於從地極到地極的宣教模式的中心。散居宣教擁有把宣教

帶領到多方向和共享時代的各樣基因。未來宣教的關鍵在於單方向的宣教裏面

怎樣容納“多方向和共享”。詳細的內容在“II 部：新的宣教模式”加以討論。 

 

 

 

 

 

 

 

 

 

 

 

 

 

3.散居事工的 10 個特點 
 
散居事工的特點已在前面幾處略有所講，在這裏綜合整理如下。 

 

1)散居事工是與時代的流動一脈相承的 

抑或宣教事工應該成為不為時代的變化所動搖的“泰山頂上一青松”一樣—

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所謂的“時代”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如同一年有四季的變

化一直生動的改變，人們根據季節的變化，改變著合適美麗的穿著。炎熱的夏天

穿短袖，寒冷的冬天穿鴨絨服，這對健康有益，看著也舒服。假如夏天也如同

“泰山頂上一青松”一般固執地穿鴨絨服的話，會多熱啊？全球化時代開啟的 2

億人口移民意味著季節的變換。現在我們需要自己按著自身的時尚感覺和經濟實

沿岸 

宣教 	

内地 

宣教	

未传道 

种族	

从各处 

到各处 	

共有宣
教 or	?	

时期:	1972-1910 

  (例:威廉凯里 ) 
	
特征:	宣教的胎动 

 

基督教近代宣教的开
始,	宣教在安全又被保
护的海岸环境为中心
胎动及成长 

 

限制:帝国主义国家的

殖民政策和宣教相吻
合	

时期:	1865-1980 

 (例:戴德生) 
	
特征:	当地化,	内地化 

 

跨越沿岸的限制扩张
到内陆,	透过当地化带
来宣教模式革命性的
转换 

 

限制:	宣教仍然在帝国

主义的土壤成长的时
代性的限制	

时期:	1934- 
 (例:卡麦仑妥宪德 ) 
	
特征:	新的宣教目标  

 

开启更加原论、挑战
的宣教的可能性，发
现新的宣教对象 

 

限制:有时给人夸张的
认知以未传道种族的

宣教为世界宣教的终
点站 

时期:	最近 

 	(例:同时多发的) 
	
特征:新时代的到来 

 

因 全 球 化 带 来 的
Diaspora的急速增加，

非西方地区的基督教
和经济的成长拆毁宣
教上差派国和对象国
的境界 

时期:未来 

 

特征:共有宣教,	多方向
宣教 

 

宣教的单向性消失，
宣教对象国和差派国

在同等的位置上共享
宣教	
	
既存的宣教构造上无
法接近的巨大的宣教
候选群可派所需要宣

教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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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按著季節的變化決定自己要穿的衣裳。散居事工是緊隨時代潮流的最有力的事

工。“要穿與全球化季節相應的散居事工的衣裳！”這是筆者的勸勉。 

 

2)散居事工是秋收季節明確存在的事工 

錯過收割時期就不能收獲。筆者 2001 年一整年在塞班華人教會侍奉。當時

在塞班島有雇用中國勞動力的衣類工廠。工廠的工人大部分是從中國來的低收

入勞動者，以他們為對象的塞班華人基督教會基督徒曾一度增長到 500 人，通

過十多年的事工給 1,300 多散居中國人施了洗。並且以回國的基督徒為主，在

中國已經開拓了 40 多家家庭教會，而且像約旦河和塞浦路斯等海外地域也有開

拓華人教會。但是 1992 年開拓的該教會 15 年後因衣類工廠的撤退，曾經達到

3 萬人的華人減至數百人，受此影響教會縮小為數十人。這表示收割的季節已

經過去。想必不止塞班是如此。散居事工重要的是“時機”。收割的季節到來

時，做工不能錯過，要迅速果斷地去收割。 

 

3)散居事工有利於國內外所有人更便利更快速地參與宣教 

從事自文化散居事工時，不需要特意出國或成為異文化宣教士，也可在自

己生活的地方向外國人傳福音。韓國的諸多外國人事工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東

京，以在日散居中國人為對象服事的時候，我們從東京的韓國基督徒那裏得到

許多支持與幫助。因當時我們的會友大部分是學生，為讓我們能夠豐盛的接待

他們，韓國的基督徒們不斷的提供米、泡菜等各種需要。不單是個人，韓國的

教會也透過宣教奉獻，免費理發服務等方式參與我們的事工。有一位日語學校

的理事長也借著奉獻和提供敬拜場地來參與宣教。到東京之前我不認識其中的

任何一位，他們都是我們到了東京之後在主內認識的好鄰舍。其實他們本身也

是居住在日本的散居外國人，但他們為了更需要福音的鄰舍參與散居中國人事

工。他們用自己擁有的或可行的各樣的方式來做宣教。雖不越洋，沒有學第二

外語，也沒有離開自己的職場和家人，但他們所做的是非常美好的宣教事工。

這就是散居事工的特點，無論任何人都可以進到自己身邊的宣教禾場，沒有特

別的阻礙中可以服事。有一所低價航空公司在他們的每架飛機上寫上這樣的口

號。“現在無論什麽人都可以飛翔！Now Everyone Can fly!”，這個口號我們

可以改成“現在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宣教！Now Everyone Can Do Mission”散

居事工可以廣泛地提供給所有的人參與宣教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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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散居事工地是 Blue Ocean地帶 
5
 

  Blue Ocean 是經營學中的用語，指新誕生的，沒有競爭的市場。宣教士需

要服侍當地人無法做到的，或者還不能開始，抑或是需要絕對幫助的部分。重

復去做當地人可以自行完成的事工並不可取。散居事工可以避免這種重復，並

且還有諸多未開發的部分，即潛在部分很多的事工。筆者在安息年即 2015 年下

半年到 2016 年上半年在非洲度過。原因是想考察非洲的散居中國人事工。令人

驚奇的是非洲的散居事工比起日本的散居事工更加處於初級階段。據推測，整

個非洲大陸約有 200 萬到 250 萬中國人以新移民形態進入
6
，而幾乎所有地方都

沒有散居華人教會，即使有也處在非常薄弱的階段。全體非洲就是散居中國人

事工的新大陸
7
。除西方國家以外的所有地域的散居事工，無論是以中國人為對

象，還是以日本人，泰國人或越南人等為對象，大部分都是新開拓的事工。可

以說散居宣教禾場是潛在領域巨大且不重復的事工場地。 

 

5)散居事工可以遇到很多懷有好土的羊群 

當然並非懷有好土的人只存在於散居中，但是散居中懷有好土的羊群會格

外多而且引人註目。一般來說在海外生活的外國人的心都是敞開的。他們是在

與舊居的國土全然不同的環境中用新的心境去適應去挑戰的人群。對他們來說，

長期影響著他們的傳統文化和宗教的影響力會急劇下降，隨之生出在他國的孤

單孤獨，以及對人生的恐懼。這些從屬靈的角度來講就是“饑渴慕義的人有福

了”。在這土裏撒種的工作就是散居事工。 

 

6)散居事工是大有影響力的事工 

                                                 
5
 https://namu.wiki/w/ 루%20오션 
6
 沒有對非洲中國人準確的統計。中國和非洲兩國的統計都不準確。根據一般的報紙和書

籍中推測有 200 萬人到 250 萬人。非洲對於中國來說是國際化的前進基地，是持續成長

的地下資源的供應之地。中國非常重視對非洲的投資，而且利用國家項目將中國人移民

到非洲。趁機，在非洲的中國人呈現爆炸性增加的趨勢。 

 有關在非洲中國人的故事主要由西方人所寫。代表作有“『ChinAfrica』 (세르주미셸, 

미셸뵈레) , 『아프리카중국의두번째대륙』 (하워드프랜치)等，這些書對中國進出非

洲持批判的態度。雖然這些觀點有他的可取之處，但是其中滲透著長期獨占非洲的西方人

的濃厚色彩，所以個人認為觀點有失公平。 
7
有關散居非洲中國人的更加詳細的信息日後會通過筆者的博客(diachinese.blogspot.com)

來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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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散居的社會階層有來留學的知識分子，來找工作的外國人勞動者，來

找更好機會的移民家庭，難民等相當多樣。這些人留學後回國也好，在國外長

期居住也罷，大部分情況下都對所離開的故鄉依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當今

時代的通信和交通的發達，使他們能夠維持向在祖國的家人、親戚、朋友的聯

系。在日本服事的時候，不少留學生的父母通過兒女接受福音成為基督徒。回

到祖國成為教授向學生傳福音的人也很多。每一個重生的基督徒以基督的見證

人身份有著生命的影響力。 

這不僅僅局限於在散居者 的身上，重生的散居者有著更多的機會，站在這

樣的宣教位置上， 

成為基督的活著的見證人。 

 

 

 

 

 

 

 

 

 

 

 

7)散居事工擁有強壯的宣教基因 

散居事工本身立足在宣教的環境之下，散居事工就要在宣教上開花結果。

筆者個人過去所服事的每間散居教會充滿宣教的力量。北京韓人教會經過 20 年

的服事，培養出大約 50 位的宣教士和牧者，其中大部分人在做有關中國人的宣

教事工。塞班華人基督教會通過返回中國的弟兄姐妹在中國開拓了 40 多個家庭

教會，也在海外建立兩間教會。這些教會都由平凡的弟兄姐妹所開拓。許多從

日本札幌國際教會和東京日暮里國際教會出來的弟兄姐妹也是懷著宣教使命作

為奉獻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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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現象不是因個人或教會特別，乃是因散居的呼召本身很特別。他們

出生在宣教的現場，成長在那裏。所以散居事工像蒲公英孢子，它們隨著風吹

會飛到各處，不會留在原地。但是那些孢子不會虛空的飛在天空，乃是抱著生

命的種子飛翔。飛到某一個地方落地，在那裏往下紮根生出下一代。這一點是

給散居事工帶來了困難，卻又是賦予宣教可能性的奇妙作為，因他們有一天像

蒲公英的孢子一樣會飛走。服事散居的時候經常要面對離別，靈命成長的時候

因畢業或找工作就離開，過了 3，4 年後 60～70%的人會離開，教會坐滿新面孔，

散居事工有極大的流動性。不過離開的人如果帶著生命的種子，就是耶穌基督

生命的種子，散居教會就成為非常符合聖經的教會。因此可以說，每 3，4 年會

有 60～70%的人成為宣教士被差派，不是離開乃是被派到宣教禾場。這是多麽

讓神所喜悅的教會的光景啊！如此的散居事工擁有強壯的宣教基因。 

 

8)散居事工需要更加明確的呼招 

呼召的確信不僅僅存在於散居事工中。所有的事工都需有確實的呼招。但

是散居需要再跨出一步。散居事工需要更加明確的呼召。因為散居事工處在剛

剛開始的初期階段，所以動搖事工呼召的事情會更多。不容易碰到對事工給於

理解或一起同行的同工。所以，具有呼召的確據就成了作為散居事工人員最重

要的基石。 

筆者在日本作為韓國人以中國人為對象開展了散居事工。因是很特別的事

工，所以人們都懷著好奇接近。“會說中文？也會說日語？”像這樣基礎性的

問題好像聽了十多年。一直被周邊的人視為動物園的猴子，但卻不是一同奔走

侍奉道路的同工。這種難處是因事工的對象和內容不同而來的。有時覺得很郁

悶也很孤單，比之同樣走在天路的宣教士們更加感覺孤獨。在自己的國家裏面

作散居事工如何呢？舉個例子，韓國人在韓國，英國人在英國，美國人在美國

針對外國人作散居事工會更加艱難。因為從差派的教會或支持的人身上很難得

到作為宣教士的認證。雖然對這樣的事工的認知比之以前要好很多，但是對於

在國內侍奉的宣教士的認識仍然有許多不足。作為宣教士經濟上獨立並建構事

工環境並非易事。隨之，假如散居侍奉者的道路沒有從天上來的確信，無論在

國內或海外都很難持續的走下去。所以對呼召的確信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 

 

9)散居事工指向於 Total & Long Care(綜合且長期的牧養)  

  散居事工的真面目會在散居們完成國外生活回到自己的故鄉時顯現出來。

若他們回國後離開主身體的教會，那麽散居事工就只能是在沙土上建造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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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回國後仍然作為主的門徒生活在神的面前，那麽這事工就是建造在磐

石上的。想要做成真正的散居事工，就要追求 Total & Long Care。散居事工

不僅僅他們在我們身邊，我們還要幫助他們作為獨立的基督徒生活下去。回國

後如定期的聯系、探訪和交流等持續的關註使他們的信仰不只成為國外生活中

美麗回憶的一部分，而是可以使生命成為持續結果子的真正更新的生命。筆者

所知的一個英國的宣教團契專門為赴英留學的散居中國人傳福音並且給他門做

培訓。他們回國後，團體還差派宣教士進行集中關註，定期的舉辦聚會，防止

他們的信仰變冷淡。這團體就是專門對英國的散居中國人作 Total & Long 

Care 的宣教團體。他們的事工非常有效率有戰略性。除此之外最近還出現很多

意識到回國人員的關註的重要性、而針對結束留學生活回國的人開設的研討會

或團契。在香港集會的 Returner Conference,為幫助回國日本人而設置的 JCFN

的日本分社等就是很好的例子
8
。歐洲的話，會舉辦即將要回國的散居們預備回

國的營會。之前略微提到過的塞班華人基督教會的情況也相同。教會的新加坡

牧師每年定期針對中國回國人員進行探訪做持續的牧養。這一點就是塞班華人

基督教會不止於一時復興，而是成為生命力擴散至全世界的教會的秘訣。 

如上所述，散居事工需要長期並綜合性地規劃藍圖。散居事工是因暫時的

需要而開始，但是若不看遠景，事工也許會半途而廢。相反的，定位成直到散

居回國後的長久的綜合性的牧養的話，那麽散居事工就會發揮出更加具有暴發

性的特有的生命力。 

 

10)散居事工需要多方面的預備過程 

散居事工可根據事工對象和事工地域進行分類。根據事工對象進行分類，可

分成散居中國人事工，散居菲律賓人事工，散居韓國人事工，散居日本人事工，

散居泰國人事工。並且根據散居宣教士在哪裏服侍分成自文化圈散居和他文化圈

散居。
9
 

                                                 
8
 對散居的回國後的牧養主要在中國和日本進行得異常活躍。理由如下，中國日本的國內

教會與散居擁有信仰的美洲和歐洲的教會大不相同。在中國分為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

這兩個地方對於散居中國人來說都有著十分陌生的文化。日本的情況更嚴峻，即在國外

自由的氛圍中開始信仰生活的散居日本人很難去適應僵硬而典型的日本教會。 
9
 例如，自文化圈散居事工是指韓國人在自文化圈的韓國做外國人散居事工的情況。他文

化圈散居事工是指韓國人在日本，東南亞，北美地域開展外國人散居事工的情形。這一

分類是根據筆者的事工經驗所做的，學問性的根據，還需要補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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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區分對決定以下事項，諸如散居事工者如何準備？準備的側重點要放

在何處？要留意哪些點？如何推動具體的事工？等等成為重要標準。例如，作為

他文化圈散居事工，基本上要學習和熟悉事工對象的語言和文化，以及宣教士本

人居住的他文化圈的語言和文化。處在三種語言和三種文化的狀況中。不只宣教

士本人，子女也處在同樣的環境當中，因此需要優先考慮，為因這樣的環境有可

能帶來的一些問題作出準備。還有若在自文化圈做散居事工，語言和文化性的接

近比他文化圈散居事工容易，但要考慮其他方面，例如宣教事工的自立，宣教士

身份性的確立等部分，為此需要準備。 

 

 
 
 
4.散居中國人和日本的散居中國人 
 

散居中國人 
 

2011年現在，全世界散居華人的數字達到 71,385,700 人 

 

 

散居韓國人，散居菲律賓人，散居猶太人等有諸多散居民族集團，筆者對散

居中國人懷有特別的關心，並一直服侍到現在。原因不只是因為散居中國人數量

上較多，而且相信在這個時代他們的存在與未來基督教世界宣教有著很深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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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居住的散居中國人通常叫做華僑。這裏“華”代表中國，“僑”表示

居住在異國的人。華僑是指暫時居住在國外，隨著時間的流逝出現第二代、第三

代，並且大部分是取得現地國籍而永久居住的人。這些人叫做華人。華人血統上

是中國人，但並非是對中國抱有政治忠誠的中國人。他們是取得現地國籍並永久

定居的人們。英文叫“Overseas Chinese”或者“Ethnic Chinese”
10
。 

中國人分散居住於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所有國家中人數最多的外國人是中國

人。現如今世界著名的名勝中最富有的遊客是中國人。從最繁華最時尚的東京銀

座街頭到非洲肯尼亞狩獵遠征觀光，不斷有中國人的浪潮襲來。對華僑和華人做

準確的統計並非易事，但基於一般的統計，據推測全世界華人在世界 90 多個國

家有 5,000 萬名左右
11
。但據世界最大華人宣教機構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er of World Evangelism)在 2011 年統計，2011 年

現代全世界華人的數字達到 71,385,700
12
人。筆者更信任後者的統計。而且華人

中 90%以上集中於亞洲，90%以上的華人在自己的居住地區歸化變成了該國家的公

民。 

 

 
日本的散居中國人 

 

2014年 6月整體日本華人人口達到約 1,206,150 人 

 

 

日本古代就有從日本國以外來的人存在“渡来人”13，他們的影響力也不小。

這些外渡者為日本社會發展做出貢獻。不過自從武士政權以來，日本就和周邊國

關系變疏遠從而轉向鎖國政策。因此在日本的外國人數變得極小。明治維新後開

始再接受外國人，但從沒有實施積極的移民政策。所以直到 20 世紀末，日本的

外國人數都非常少。但是 20 世紀末國際化時代到來，日本也有很多外國人開始

移居到這裏。其中中國人從 1970 年代的 4-5 萬人
14
 ，到 1980 年開始指數型增加， 

                                                 
10 정성호,「화교」(서울: 살림출판사, 2004), 3-4. 
11
 정성호,「화교」(서울: 살림출판사, 2004), 13. 

12
 華福中心研究発展部，“海外華人人口”華人教会統計。「今日華人教会」2011年 2月、10 

13
 http://ko.wikipedia.org/wiki/도래인 

14
 陳鴻瑜,「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台灣: 華僑學會總會, 20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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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14 年 6 月整體華人人口達到約 1,206,150 人
15
。散居中國人長期居住

在日本，這個數字現在也在增加。如今勞動人口嚴重不足的日本，為了解決此問

題最近開始實施與從前不同的開放的移民政策。預計因著政策的變化增加最多的

人口將是中國系日本人。但是比起人口環境的變化，面向散居中國人的福音傳播

非常緩慢地進行著。 

 

  

5.在日散居中國人事工的必要 
 
120萬中國人中只有 0.2%的中國人作為禮拜的基督徒，這是日本的散居中國

人社會現狀。99.8%的羊生活在我們的羊圈外面。 

 

 

日本的散居中國人達到 120 萬人。其中基督徒有多少，聽過福音的人
有多少？ 

散落於日本全國的華人教會到 2015 年不過 45 家左右
16
。除一部分教會外，

大部分教會的禮拜人數約 20-30 多人。即使將日本教會內的中文禮拜人數和日本

教會內的中國人等加在一起，主日禮拜參加人數多則不過 2,500-3,000 多人。只

占在日本的散居中國人數的 0.2%。120 萬中國人中只有 0.2%的中國人作為守禮拜

的基督徒，這是日本的散居中國人社會現狀。99.8%的羊生活在我們的羊圈外面。

中國政府的統計和家庭教會統計有很大的出入，但現在占華人大多數的大陸出身

的人中，估計有 5%的基督徒。按數字來說最少有 6,0000 人左右已經是基督徒，

但其中只有 2,500-3,000 多人過著信仰生活。 

                                                 
15
在日本由法務省對外國人進行統計。一般來說的在日中國人是 78 萬人。但是這只是對中

國大陸出身的中國人的統計，而並非對全體在日居住的華人的統計。以華人這一身份性

為標準重新統計的話，大約有 120 萬人。其根據如下，7,88,865 人(2014 年 6 月現在)，

臺灣出身 104354 人，馬來西亞出身 12,090 人，新加坡出身 6,247 人（大部分人為中國

系）殘留孤兒出身的日本人（或中國人）2,39,789 人（據 2011 年統計，其中一部分具有

中國國際），歸化中國人 40,806人（2004-2014，合計 10年間），不法滯在華人 13,999

人（包含中國，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在日本的 Diaspora 中國人（華人人口）

占全體日本人口的 1.05%。 
16
 http://tokyo-jcc.com/lin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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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華人的散居事工與所有散居事工一樣與當地地區教會有著密切的聯系。

當地教會即日本教會對散居的關心和福音傳播，對日本散居華人事工具有絕對的

影響力。遺憾的是日本教會的散居事工處在非常被動和微不足道的境況。與北美，

新加坡和韓國不同，日本教會很難對國內散居外國人宣教傾註力量。這一情況或

許與在國內日本教會所處的環境有關。日本的基督教在日本只屬於少數宗教。日

本宣教已經超過了 150 周年，日本包含天主教的基督徒人口在 2013 年站全體人

口的 0.82%,不超過 1%。
17
從數值上看，日本是世界第二大未得之民集團。所以在

日本教會立場上散居宣教是非常必要但沒有實踐余力的事工。比起巨大的需要，

用來滿足需要的能量太少。日本教會的現實和華人散居事工的必要性之間存在又

寬又深的鴻溝。 

 

日本散居華人的福音比率如此之低的理由，觀察如下。 

第一，因為在日本，教會非常少。在日本幾乎不可能自己找到華人教會。筆

者在短期宣教團隊到來時經常開玩笑說“在我們這裏能在 1 個小時之內找到教會，

那我一定請午飯，而且假如一天之內在東京找到一家華人教會，那我請吃一周的

飯。”在日本找教會，特別是找華人教會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才開這樣的

玩笑。 

  至少歐洲或北美還留存著悠久的基督教歷史和文化。而且在基督教土壤中諸

多散居中國人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福音。但是在日本幾乎沒有基督教歷史或土壤。

伴隨教會數量，基督徒數量也極少。即使包含天主教，比率上看 130 人中也僅有

一名基督徒。所以在日本散居中國人自然而然地接觸到福音幾乎是不可能的。沒

有傳福音的人所以也無法聽到福音，聽不到福音也就不可能相信福音。諸多的散

居中國人因聽不到福音所以無法相信。向沒有接觸過福音的 99.8%的散居中國人

提供可以接觸福音的機會迫在眉睫。 

但比起如此緊迫而巨大的需求，日本的散居中國人事工的需要卻不被人所知，

並且完全沒有被激活。筆者見過的很多北美華人事工人員都說，他們多次經過成

田機場（日本東京國際機場），但幾乎沒有下飛機見過當地的人或者訪問過教會。

也就是說日本沒有他們想要訪問的教會或想要見的人。在過去，在日散居中國人

的存在和宣教的需求幾乎沒有被外人知曉。 

                                                 
17
JMR 調査レポート(2014 年度) 概要編, p4. 2015. 4,  東京基督敎教⼤学国際宣教セ

ンタ⽇本宣教リサー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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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中，有一位叫丁媽媽（丁惟柔）傳奇式人物。她是日本華人教會中最

悠久的東京國際基督教會的長老。她是成功的商人，並且對宣教很熱心，是將人

們的尊敬和羨慕集於一身的基督徒。與其說她是日本散居華人基督徒，不如說她

作為“丁媽媽”而聞名。她的存在作為日本中國人散居的代表聞名於全世界華人

社會，但是自從 2007 年丁媽媽去世後，被斷斷續續傳揚的日本的故事如今也已

經不被世界華人社會所知了。 

第二，因為中國和日本之間遺留的歷史問題。日本和德國不同，沒有對二戰

以前的歷史問題適當地加以解決。所以至今，與鄰國的中國和韓國之間的關系都

不好。人們對居住在不受歡迎的國家日本的散居中國人的關心和支援，相對來說

只能更少。 

第三，因日本自身所具有的艱難的宣教環境。日本長期以來被稱作宣教士的

墳墓，所結的宣教的果子很少。日本的很多教會周間沒有聚會，不，只能說沒法

有。因為大部分基督徒幾乎每天要到晚上 8 點，9 點才可能下班所以周間很難聚

會。而且日本的生活費是世界最高水平。這樣現實性的障礙使日本宣教變得有難

度。具有 150 年的宣教歷史，但現在還未達成 1%的福音比率。沒有果實但宣教費

用卻很高，所以日本作為宣教地的魅力很少。當然這種現象是以大部分日本人為

對象時的情況。但是這樣宏觀的宣教環境的艱難也影響到日本的散居中國人的事

工無法發展下去。 

 

 

6.日本散居中國人事工的潛力 
 

中國教會在往後 10年內將需要眾多國際經驗和現場經驗豐富的宣教領袖人

物，到時這樣的宣教士的存在可以成為決定中國教會宣教質量的重要因素。 

今後在全世界的散居中國人中，尤其是擺上自己的華人基督徒中，這樣的

宣教領袖將從日本的華人中層出不窮。 

 

 

日本的散居中國人事工雖然處在還需要大量開拓的萌芽階段，但卻是富有創

新力的可期待性事工。其中之一就是跨越單純地傳講福音，去參與到世界宣教的

宣教性潛力。 

日本的中國人散居者人口中 20 歲 30 歲的比率非常高。而且也有很多是在日

本定居 5、6 年後離開日本的散居中國人。一般來講教會內有 60%～70%在 4、5 年

內離開日本。這種流動性是讓牧養產生困難，同時也有可能把教會的 60%～7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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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培養為差派宣教士。而且日本的散居中國人的經濟能力與日本經濟水平相呼

應，所以處於國際上較高水準。這樣的財政能力對宣教事工的支援帶來很大的幫

助。而且這些人是經歷過他文化並且在其中生存下來的一群人。其中不乏在他文

化中得到訓練，而且已經作好離開的準備，將自己擺上的年輕的基督徒團體。筆

者在東京參與事工時，準備多次聯合集會
18
的侍奉時看到，每次集會都有 100 多

名中國青年甘心樂意地擺上自己，來到主的面前。他們已經經歷了他文化，並且

是在文化和信仰上作好準備的宣教資源。不僅如此，日本散居中國人的宣教動員

可以起到即將到來的中國人宣教士時代的引水的作用。日本的散居中國人事工預

計以後可以擔負起更加活躍的中國人宣教團體的設立，實現中國人宣教界領袖人

物的湧現等中國大陸教會運動的一部分職責。 中國教會在往後 10 年內將需要

眾多國際經驗和現場經驗豐富的宣教領袖人物，到時這樣的宣教士的存在可以成

為決定中國教會宣教質量的重要因素。今後在全世界的散居中國人當中，尤其在

擺上自己的華人基督徒當中，將湧現出很多這樣的宣教領袖，而且從日本的華人

中也會層出不窮地湧現出來。不僅如此，日本的散居中國人宣教運動將不僅僅局

限於一個地方的宣教運動，而是會成為連接中國、韓國、日本等東北亞世界宣教

運動的導火索。亞洲最東邊的韓、中、日三個國家跨越內部阻隔聯合起來，為新

興的第三世界（非西方國家）宣教運動可以跨越西方國家宣教運動提供重要的模

型
19
。日本散居中國人宣教，將成為超越分裂和冷莫的關系，達到聯合一致的宣

教運動，超越單向和施惠的宣教模型，為多方向和共享宣教運動起到推波助瀾的

作用。 

 

 

 

 

 

 

 

                                                 
18
正式名稱為日本華人布道大會於 2013年春天起到 2016年籌備了 5次大會，共有 7,784

人出席，617人決誌信主，詳細信息請參考 tokyo-jcc.com。 
19
 “東亜基督青年大會”是一個好例子。這個大會的目的是中國、韓國、日本的年輕人的

基督徒在一起聚會、禮拜、禱告、分享來打破三個國家之間的墻壁，追求世界宣教。具

體信息在 http://threetogeth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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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部 新的宣教模式 

(Paradaigm) 
 

 
宣教的歷史中，宣教模式的轉換是從沿岸宣教到

內地宣教，再從內地宣教到未得之民宣教，最後

由未得之民宣教到從地級到地級的宣教。但如在

前面所提到的，沿岸宣教、內地宣教、未得之民

宣教當中我們會看見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從

先進國到後進國、發達國家到落後國家、帝國主

義國家到殖民地國家的宣教模式的反復，也就是

單向和施惠的宣教。如今我們面對用單向和施惠

的宣教模式無法承擔新的宣教之旅。第 2 部就談

論這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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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方向宣教，共享宣教時代的登場和散居
（Diaspora）宣教 

 

即從過去西方國家到非西方國家方向的，固定的單向宣教已經轉換成 

方向宣教。並且也意味著在宣教上施惠的時代過去，共享的時代到來。 

 

 

過去宣教的核心內容按照聖經的意圖成就有點困難，因它帶有天生的困難。

例如道成肉身的真理。單向宣教的道成肉身容易成為處於至高身份和地位的群

體所做的英雄式的犧牲。就是說把宣教士看成從優越至高的環境（差遣國）下

到卑賤至低的環境（宣教對象國）中的英雄。 

但是“多方向宣教”
20
的時代中宣教獻身已經不再是英雄神話，而是普通人

的日常生活，雖感人但不至於成為英雄神話。宣教士不是從發達國家而是從相

鄰的派遣國，被派遣到宣教對象國而非落後國家。他們就像在自己的國家生活

一樣，在被宣教國也過著延長線上的生活。因為是一直這樣生活過來的，即道

成肉身的體化。就是這一點稱得上比過去更加道成肉身。並且，單向宣教時期

因宣教的人物性、物質性和精神性資源的移動傾向於特定先進國或地域，很容

易變成一方性的施惠的宣教。但是在使徒行傳中初代教會中出現的宣教實際上

並非一方性的施惠。反而是小的教會去積極幫助並服侍耶路撒冷的教會。互相

通過宣教的橋梁來往，彼此安慰互相幫助。就是說聖經所講的宣教不是單向性

的，乃是多方向的。 

多方向宣教時代至少在大環境下，宣教派遣國或對象國無需一方的施惠就

可以互相建立真正的協作和合作關系。此時共享宣教
21
才成為可能。上帝的創造

物可以分配給任何人，即有某些可以共享的事物。當互相站在同等的位置共同

享有宣教時可以減少過去在單向宣教中暴露的諸多問題。 

 

                                                 
20
多方向宣教：在這裏筆者使用“多方宣教”這個詞語的意思是為了表現跟單向宣教的對

比。這指著真正的彼此協助，支持的宣教。筆者發現，這個詞語已經在網上有一些人開

始使用。 
21
共享宣教(Sharing Mission)：這裏的“共享宣教”是筆者為了說明宣教國和宣教對象國

對彼此並非一方的施惠或供給，而是對等地“共享”這一概念，而使用了該單詞。共享

宣教通過宣教這一橋梁，讓宣教國和被宣教國彼此在同等的位置共享宣教本身。 



 
21 

現在的世界正同時多發性地成就多種國家的經濟成長。亞洲和南美的經濟

成功和成長，非洲經濟的新挑戰已經不能讓世界宣教停留於單向宣教，因為如

今是與殖民地時期完全不同的局面。筆者在非洲見過在非洲教會接受研修的美

國、德國的宣教士。這些人想要學習非洲教會的優點，與歐洲或北美地區共享。

如今宣教性的學習已經不能單向性了。 

並且，隨著亞洲和南美國家的經濟成長，各國同時收獲著基督教等宗教方

面的成長。進入新世紀，基督教成長的軸心，世界基督教的重心快速移動至亞

洲，南美和非洲。以 2000 年為基點世界基督教人口的重心已經移動到非洲，預

計再過 100 年，其中心可能移動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22
。阿裏斯特麥格拉思在他

的書《基督教的未來》所提到的，基督教的未來有可能在不知不覺當中成長在

亞洲和非洲裏面
23
。 

2009 年馬克諾寫的“世界基督教的新形態：美國的經驗如何反映世界的信

仰？”中有如下事例登場。 

 

 上周日在美國，英格蘭和法國參加禮拜最多的教會是黑人教會。

周末在倫敦，去教會的人口中有一半是非洲人或非洲系加勒比

海出身的。 

 上周日在英國至少有 15,000 名基督教宣教士為了向地域居民傳

福音孤軍奮鬥。這些宣教士大部分都是從非洲或亞洲來的
24
。 

 

在全世界宣教現場，歐洲和美國宣教士仍然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但是在英

國孤軍奮鬥的宣教士大部分都是非洲或亞洲出身。現在所有國家都成了宣教士差

遣國，同時所有國家也都是宣教對象國。借用經濟用語描述的話，可以說生產和

消費在世界所有地方同時多發性地形成。非西方國家的經濟和宗教性躍進在宣教

方面要求轉換其範圍。即從過去西方國家到非西方國家的方向的固定的單向宣教

已經轉換成多方向通行。並且也意味著在宣教上施惠的時代過去，共享的時代到

來。 

 

 

                                                 
22
이재근,「세계복음주의지형도」(서울: 복있는사람, 2015), 59. 

23
阿裏斯特麥格拉思,《基督教的未來》(首爾: 좋은씨앗, 1906), 166. 

24
이재근,「세계복음주의지형도」(서울: 복있는사람, 2015),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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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宣教模式(Paradaigm)的時代要求 

 
 

南美，亞洲，非洲宣教士的登場不只是為了替代西方宣教士，有比其更

重要的意義。為要活出更重要的意義，就要進行宣教士的選拔、訓練、

差遣、牧養等系統的全方位革新。 

 

 

已進入轉換新模式時代的宣教 

事實上，這樣的轉換如上所述，已經在進行中。並且這樣的轉換自然而然地

預告著與時代變化相適應的宣教系統和宣教團體的誕生。這是太自然而又理所當

然的事情了。適用於單向宣教的傳統宣教系統和方法論，雖然是新登場的非西方

國家宣教士所必要的衣裳，但它並不合身。我們要支援並參與到非西方國家宣教

士建構與他們相適應的系統和團體中去。南美，亞洲，非洲宣教士的登場不只是

為了替代西方宣教士，有比其更重要的意義。為要活出更重要的意義，就要進行

宣教士的選拔、訓練、差遣、牧養等系統全方位的革新
25
。 

現今的宣教界已進入新的模式轉換期。宣教的環境隨著世界的變化與潮流也

在改變。這樣的宣教環境的變化告訴我們新的宣教季節已來到。若從前的模式是

春天，現在進入夏季。在夏天要穿上夏天的衣服。衣服不是本質，但衣服會影響

身體的健康與生活的質量。如果穿上不適的衣服會引發不快的情緒，並且傷害自

己的健康。在炎日的天氣之下我們無法穿著羽絨服生活。即便切短袖子或折起來，

羽絨服無法變成短袖衣服。涼爽的短袖羽絨衣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需要完全換

上衣服。雖然每個人按自己的趣向稍微晚或早接受夏季，但在夏天穿上比較薄又

短的衣服才是正常的。如同宣教的主體（個人，機構，教會）需要穿上夏季的衣

服。 

 

                                                 
25
2010 年現代世界宣教士派送排名前 20 個國家中有 10 個國家是亞洲，南美，非洲等非西

部國家。(세계기독교의미래, 페트릭존스톤, 한국기독학생출판부,  P247)著實另人驚

奇。但是另人惋惜的是這些非西部團體中大部分仍然最大的努力是向西方團體學習，並

將其系統原原本本引入其中作為自己事工的方針。但事實上，非西方團體被賦予的歷史

性呼招不是代替西方勢力去參與宣教，而是與多方向宣教，共享的宣教所匹配的，超越

過去的宣教經驗的只屬於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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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的需求和供給的變化 

宣教的環境上到底有什麽變化？大致上從兩個方面我們可以察覺到。 

 

第一，需要方面。接收宣教的需要地有了變化。散居（Diaspora）事工是相

當有象征性的，現在宣教的需要地不只是一個特定的地區，乃是以有人生活的每

個地方都為需要地。英國的牛津大學到肯尼亞的蒙巴薩，各地都有宣教需求。把

需要地和供給地區分為特定地區已經沒有任何意義。當然按照各團隊的特性與指

標可集中在某一個特定的地區或特定階層，但這樣的模式無法承擔散落在各地的

巨大的宣教需求。 

尤其是我們要註目過去為供給地的地區急劇地改變為需要地的現象。萊斯

利·紐比金結束長久的印度宣教回到英國的時候看見英國變成比他宣教的印度更

需要宣教的地區受驚嚇，但現在這樣驚嚇的事情更多。一直以來作為宣教需要地

的亞洲、南美、非洲仍然維持著需要地的樣子，但同時慢慢具備供給地的模樣。 

如今如果把宣教的需要地只局限於特定地區的概念或政策，像是到了夏天還

未脫下來的短袖羽絨衣一樣，會讓身體（個人，機構，教會）不舒服。大概會發

生從架構的矛盾所帶來的不快和不健康的事情。這樣的架構矛盾不可能用更深的

靈性或追求更高水準來解決。反而透過簡單的架構調整可以解決更多的問題。 

  需要地的變化，要求宣教主體的政策和戰略上的變化。因為集中在亞洲、非

洲、南美等特定地區，即過去宣教需要地為對象的政策和戰略，很難通用在世界

各處都變成宣教地的現時代。也就是說需要大的變化。這時代的宣教需要地不再

是比供給地一方的貧窮或一方的缺乏教育。當然那樣的地區依然存在，但也出現

了相反的情況。當然聖經的原則與過去長久積蓄的經驗應當被尊重以及活用，並

且要融入到新的政策和戰略上。然而單向宣教的時代，施惠的時代所擁有的模式

需要再次調整為適合多方向時代、共享宣教時代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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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富有國家到貧窮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到殖民地，從西方到非西方的那個時

代所開始的近代宣教，到如今仍然在那基本的模式當中維持並發展著。雖然富有

國家以貧窮國家為對象的宣教政策，教育普遍化的國家以缺乏教育的國家為對象

的宣教政策和接近方法依然有用，不過只靠著這樣的政策，無法接近的地方實在

太多。而且被宣教地區中，比差派宣教士的國家更加富有、受到更高等教育的地

區和個人急速的加增。所以更加需要適合他們的新的模式與戰略。 

第二，供給方面。以前提供供給的地區，即供給地正在急速地瓦解。這是相

當可惜的事。傳統的提供宣教士和宣教資源的歐洲和北美地區等西方圈仍然扮演

重要的角色，但根據統計，已能感受到其巨大的變化。2010 年全世界差派宣教士

的國家排榜上占據前 20 個國家中，10 個國家是非西方圈的國家
26
。新的供給地正

在登場，就是亞洲、南美、非洲。現在宣教士可以說是從世界各個地方冒出來。

雖然歐洲和北美仍然擔當重要的角色，但同時亞洲、南美、非洲教會飛躍發展的

趨勢相當明顯。在國際宣教機構遇到亞洲人或南美人已經不是稀奇的事。供給地

的變化也要求過去按特定供給地所定的政策和戰略需相應地改變。 

 

傳統宣教架構的界限 

供給方面有一個務必思考的問題，就是和挑選宣教士和差派有關的。傳統的

差派宣教士過程如下： 

1.嚴選宣教士。2. 實施優良的宣教訓練 3. 募集所需的財政後差派到宣教地。

這樣的模式從威廉克裏開始到如今漸漸進化發展，但基本概念上沒有變化。我們

知道這模式的優點。簡單來說，培養好卓越的人才，讓他在艱難的宣教地上能夠

作光作鹽（成為領袖）。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樣歷史長久的傳統模式成為

了在某些情況下讓一些宣教候選人連接觸宣教的機會都沒有就慢慢退出的一種宣

教阻礙的狀況。支撐這一模式的關鍵詞是精英人才、時間、財政、領袖等等。我

們可以提出這樣的疑問。現如今宣教士一定要成為領袖嗎？難道所有的宣教士都

要追求成為領袖，並且要接受與其位置相稱的訓練嗎？初代教會不是有很多以仆

人、奴隸、囚犯的身份作宣教士的嗎？財政也是一樣的。若沒有募款到某種程度

的金額（是一筆不小的金額）或沒有募款的能力，就無法成為宣教士嗎？很現實

的答案是“不能成為宣教士”。當然個人出去還是有可能，不過這裏所講的是比

較難成為公認的機構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 

                                                 
26
Patrick Johnstone,「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Church,PDF eBook Version 1.0 」

(Colorado Springs USA : Global Mapping International, 2011),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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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在洛桑，通過網絡舉辦了全世界青年領袖大會的事前聚會。其中有一

位宣教同工帶來了這樣的信息:來自非洲的一位獻身的年輕人帶著熱情發問,想成

為宣教士，該怎麽預備。大會舉辦方方面，首先叫他們看舉辦方團隊網址上的宣

教影片。問題是，那些非洲青年說，“從我們村子到可上網的地方需要花幾天的

時間，加上使用網路需要付費用，對我來說那是一筆不菲的花銷。因此那是不符

合我們的方法。”這不單單只是那青年一個人的問題。太多人無法跨過在財政的

門檻，轉身放棄回應神的呼召。尤其是新興起的宣教士供給地正因這問題被捆綁。

他們認清若財政方面供應不足的話，無法以宣教士身份生活的現實。如果向現實

妥協，照搬傳統的宣教士動員模式的話，我們只能讓那些國家繼續等待直到經濟

發展到能夠差派宣教士，那樣的話得等待大約 20 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如同一

個非洲青年的疑問，他們必須得繼續遵行他們無法使用的模式嗎？因為這樣才能

表示等待神時刻的信心嗎？ 

“長時間高標準的宣教士選拔過程，一定規模的財政募集，以及建立穩定的

後勤系統等等”這些經過漫長的時間而形成的宣教士選拔、差派系統是非常優秀

的。這系統必須要維持下去，也需要繼續以此發掘宣教士，差派他們。但也需要

建立一個為了那些無法接近傳統系統的人或獻身的宣教候選人的新模式系統，以

便更好的接近，動員，訓練，差派他們。 

 

未來宣教的一些提示（Hint) 

讓我們懷著關於建造新的模式宣教的負擔，一起查考如下幾個事例。雖然這

些事例當中經濟界的故事比宣教界的更多，但是他們如何解讀時代的潮流，用嶄

新的看法和先進的技術成功的創造出新的生態系，這些給與我們的啟發實在很大。 

首先，是航空公司 Air Asia 的故事。Air Asia 是來自於馬來西亞的低價航

空公司。是開啟低價航空時代的先驅。他們的每架飛機上都寫著這樣的口號，

“Now Everyone Can Fly!”。因為他們註意到了那些想坐飛機旅遊卻無法承擔

昂貴的航空費用的許多潛在的顧客。遵守航空公司的核心安全飛行標準，但除去

一切其他服務（免費運送貨，提供餐點，電影欣賞等），以至於可提供令人驚訝

的低價航空票。他們得到了熱烈的反響，創造出稱之為低價航空的新的生態系。

即帶著”Now Everyone Can Fly”這樣一個嶄新的想法，卻也同樣保證飛行安全

這個關鍵詞。特別為那些一輩子沒有坐過飛機的人開了一扇坐飛機以及海外旅遊

的新世界的門。 

Air Asia 給與我們的啟發，是賦予那些無法接近“傳統挑選、訓練、差派構

造的宣教模式”的許多潛在宣教資源一種革命性的新模式的靈感。我們需要這樣

的既可以維持宣教士應當具備的成熟，聖潔的良質的水平，又能夠接近那些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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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參與宣教的潛在的許多宣教資源（宣教候選人，支持團隊，個別支持者）的

新模式。我們可以稍微更改 Air Asia 的口號，“Now Everyone Can Do 

Mission!”，我們要開啟這樣的時代。那我們可以免去的服務（免費運送貨，提

供餐點，電影欣賞等）有哪些呢？怎能既維持良質的宣教又可以讓所有人接近宣

教(Everyone Can Do Mission)？ 

這裏有另一個好例子。如今在肯尼亞成功展開事業的 M-pesa 匯款服務。當

我暫居在肯尼亞時驚奇的看到一般公民如何便利地使用這項服務非常便利又很廣

泛。大部分的肯尼亞人不太利用銀行服務。因沒有經濟上的寬裕，而且銀行系統

也不是很發達。M-pesa 提供的服務不需要透過銀行，只需用個人手機號碼就可以

安全又準確的完成匯款服務。這項服務的主體不是銀行，是通信公司。肯尼亞的

Safari.com 和英國的 vodafone 發現肯尼亞人大部分不利用銀行，卻需要匯款。

在 M-pesa 提供這樣的服務之前，在肯尼亞若需要匯款的話經常會拜托去往匯款

目的地的公車司機。但是如今國民的一半以上，即大約 2,300 萬人利用 M-pesa

這項服務。它成為了人人都愛戴的服務。像肯亞這麽貧窮的國家，也獲得了事業

上的成功，每年達到 3,450 萬美元的收入。
27
 

重點在於他們註目到數千萬肯尼亞人的需要。他們沒有慢慢的等到肯尼亞國

民賺更多的錢，並且擁有銀行賬戶的那一天。而是結合現存的技術和有創意的看

法向那些有手機的大部分國民提供可匯款的服務。 

他們的看法與 Air Asia 有重疊的部分。肯尼亞大部分的國民雖然有心，但

經濟上的困難使他們無法使用銀行，而 M-pesa 利用技術和創意克服了這難處。

我們也有像需要匯款但無法使用銀行服務的肯尼亞國民一樣的宣教資源。他們大

部分住在經濟未發達的地區，比如亞洲、南美、非洲等。需要等到那些地區的經

濟發展到能夠差派宣教士的時候嗎？肯尼亞的銀行也正在發展中，還有 Air Asia

之外已有的航空公司也以高級服務為基板成功的開展著經營事業，同樣傳統的宣

教模式也很有用。 

然而，若有了現存的技術和新的看法，我們不需要等幾十年，現在就可以解

決這問題。既有的模式也是為了克服單向的宣教時代所帶出來的難題而登場的，

我們也可以克服隨著這多方向和共享的時代所面對難題，那樣的話新的宣教模式

也就很自然的登場了。如果我們好好地安裝一下新的模式的話，宣教界也有可能

建立像 M-pesa 服務類似的、劃時代的宣教系統。 

                                                 
27
http://biz.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6/01/29/2016012902305.html?Dep0=t

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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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稱為 Uber 的新概念車輛共享服務。雖然和計程車服務有重疊的地方以

至於在有些國家產生一些沖突，不過 Uber 這新概念車輛共享服務給許多人帶來

了新的優良服務，還能提供工作。使用智能手機的 UberApp 能夠像叫計程車一樣

呼叫車輛來利用，也可以透過智能手機自動結賬。這裏的重點是共享概念。Uber

把有車輛可駕駛的人和需要這服務的人透過智能手機的 App 來連結。當中克服了

傳統的計程車行業所固有的許多限制。Uber 公司本身沒有一輛計程車，但是把全

世界的自駕車成為潛在的 UberTaxi. Uber 是利用了共享（Share）和網絡技術，

加上看透時代潮流的洞察力，然後把這些結合起來成為一體化的統合思維產物。

我們也在等候，不依靠任何硬件，卻能把散落在全世界的宣教供給地和需要地能

夠簡單而有力連接在一起的技術以及想象力的登場。 

  叫 Airbnb 的住宿共享服務也有相似的概念。自己本身沒有一棟飯店，卻提

供在全世界可利用的所以住宿設施。在 App 裏面選擇自己想住宿的地區，之後介

紹該地區的居民中願意提供住宿房間的人。所有的聯系透過 App，提供房間的房

東和需要房間的遊客直接溝通。利用過這樣住宿房間的人親自寫的經驗和評價都

寫在 App 上面，因此找住宿的人根據可信賴的咨詢來選擇住宿的地方。Airbnb 不

去頂撞現有的住宿設施，然而創造了新的住宿生態系。這是一個擁有領先全世界

的靈感和把那些靈感撮合在一起的技術，並且捕捉到尋找低價住宿設施的人的需

求以及願意提供自己房間的新型供給者登場的敏銳的洞察力，並且把這一切撮合

起來而創造出來的作品。 

正是在前面所提及的、以共享為基石的新企業的登場，告訴了我們這時代的

潮流。現今的時代要求我們建立一個能把共享和分享用熟練的技術可連結的網絡。

希望可以借著這統合的網絡向既存的空間和資產註入新的生命力。這就是神允許

給我們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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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宣教生態系的理想 

 

我們要註目幾個貫穿這時代的關鍵詞，共享、網絡、技術、融合的看法等

等。我們把這些放在聖靈的容器，加上新的想象力，要作新生態系的夢。 

 

 

  現在宣教界所需要的是什麽？復興之火再次興旺起來，許多獻身者參與宣教，

教會也找回活力開啟新的宣教時代嗎？或者再次點燃正在衰敗的歐洲和北美，世

界宣教的英雄的登場嗎？還是建立更加堅實的、可揀選許多宣教士，訓練，差派

他們的大型（Mega）差派團隊嗎？ 

比起這一切更需要的是能夠洞察這時代的潮流，以及經過洞察所得到的模式

的轉換可能，並且把這一切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新宣教生態系”的登場。前一章

我們所觀察的，Air Asia,Uber, Airbnb 等的企業家們比宣教界早一步看透這時

代的潮流。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共享，網絡，技術，融合的靈感，以

及建立新生態系”。他們在共享現存的一切資源的網絡基礎上，用融合的靈感來

進行升級，然後把這一切統合起來創造新的生態系。 

  像 M-pesa 那樣，讓那些無法接近銀行（宣教機構）的人能夠到現場參與的

宣教；與 Air Asia 累似的，搭一座能夠使那些多數的潛在宣教候選人通往宣教

的橋粱；如 Uber 或 Airbnb 一般的，活用已散落在全世界上的既存的供給和需要

（甚至以他們自發參與為基礎）把他們連結在一起的宣教；利用這類新模式使宣

教的人能夠像雨後春筍一樣興起的“新的宣教生態系”，這是我的夢。因為以既

存的生態系無法承擔的時代已經到來。 

150 年前，戴德生開始了所有人，甚至連當時最厲害的跨國公司——東印度

公司都無法想到的事情。從海岸進到內地，就是中國內地宣教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誕生。他註意到中國內地的許多人需要福音， 

帶著從神而來的信心和勇氣，用行動來回應神給他的感動。當時戴德生的服

侍已經擁有幾個那些停留在海岸的人沒有體會到的重點。第一個是道成肉身的真

理。神撇下自己榮耀的寶座以嬰兒的樣式來到這地上的真理，使西方的戴德生穿

上中國的衣服，還做編發。第二，神會保護他的信心。別人因懼怕不進內地時，

內地宣教會把宣教士差派到內地。當中也有單身的女宣教士。雖然要承受非常狠

毒的批評，但神真的保護了他們，在中國內地成就了美好的事。第三，是洞察發

生在其中的一切的聖靈的智慧。通達世界所有事情的聖靈把新的想法放進他的裏

面。我們也有和戴德生同樣的祝福。有了道成肉身的真理，神的保護，聖靈的智

慧。在這樣的祝福當中我們要註目幾個貫穿這時代的關鍵詞，共享、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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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技術、融合的靈感等。我們把這些放在聖靈的容器，加上新的想象

力，要作新生態系的夢。即使沒有帶任何很重的硬體(Hartware)也可以把世界所

有的硬體為潛在的宣教基板的新的宣教生態系—這是我們要做的夢。期待不經過

那許多中間過程和媒介，也可以把需要宣教的需要地和想做宣教的供給地，又容

易又安全的連結在一起的，簡短有力的宣教界的 Airbnb 的登場。 

迎接這新時代變化的中心裏有散居(Diaspora)事工。地球村時代生下的宣教

的子孫就是“散居(Diaspora)事工”。故此散居(Diaspora)事工從舊模式的宣教

轉換成新模式的宣教，誕生了非常有用的許多基因。散居(Diaspora)事工會催促

從單向到多方向的宣教，從一方施惠的宣教到共享宣教的變化和轉換。我們在那

過程中可目睹新生態系的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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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部 散居中國人事工的現狀

與經驗 
 

我個人第一次經歷散居事工是在 90 年代初期的北京。大約 5 年的中

國留學生活中經歷了散居韓國人的教會和服侍。留學期間，以散居

的身份生活當中再次遇見主耶穌，把自己獻身為宣教士。迄今在散

居韓國教會的支援和鼓勵之下繼續作宣教事工。 

第二次的散居事工經驗是在塞班。塞班是太平洋北 Mariana 諸島聯

邦中的一個小島。有一段特定時期許多中國人居住在那裏，也有多

數的散居華人教會。我在那裏參與了一年的服侍。之後到日本的北

海道和東京經歷了第三次的散居中國人事工。最後，就是最近的一

年裏經歷了非洲的散居中國人。 

第 3 部的內容就是神透過一個個人的棱鏡，折射出那些散落在各地

的散居事工的實例。在 1，2 部裏面談論的一切有關散居的整體的洞

察和看法，新的宣教模式和宣教生態系的思想，都是在第 3 部要分

享的實例的基礎上產生的，並且這樣的原理和原則又重新進入到實

際服侍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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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塞班華人事工(2002.3～2003.2) 

 

塞班原來是美領自治島（現在為沒有自治權的美國領土），所以，當時塞

班的工資比美國本土低，這樣的廉價工資之下生產的產品，在美國算為國

產，即不需要經過進口審批程序就可以直接在美國市場販賣。利用這樣的

機會，雇傭中國勞動力的大規模服裝工廠就在塞班出現了。因此有一度 3

萬多中國勞動力居住在塞班。當時以他們為對象的 7至 10間中國教會非常

活潑的活動在那裏。筆者因為在中國留學過會說中文，但之前沒有在中國

教會服侍過，因此覺得用中文服侍較難。平常在教會使用的宗教言語和學

過的中文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在中國教會學習宗教言語。正在那時，透

過塞班華人基督教會(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Saipan)的李滿悅牧

師得到了在塞班華人基督教會服侍一年的機會。 

 

 

 

渴慕神與祂的話語勝於一切的群體 

在塞班教會服侍的那一年是非常寶貴的。因之前我沒見過像塞班華人基督教

會的弟兄姊妹那樣愛神、渴慕神話語的人。他們都是在服裝工廠艱苦工作的勞動

者。在中國的農村抓到難得的機會，為了賺錢孤孤單單到了異國他鄉生活的人。

大部分是姊妹，大部分連小學都沒畢業。每天工作 13 個小時。可是他們一旦接

受福音認識了主耶穌，就非常地渴慕神的話語，來到神面前敬拜。因他們這樣地

渴慕，教會每天都有聚會。13 個小時，就是整天工作完之後，帶著渴慕的心每天

晚上參加 9 點到 11 點的聚會，學習神的話語。當中沒見過一個打盹的人。他們

的眼神非常明亮，並且從摸舊的聖經上可預測他們是多麽認真的讀神的話語。 

晚上 11 點聚會結束後，在大福特車上滿載著姐妹們回宿舍的路上，我們一

起唱贊美詩。黑蒙蒙的車上，10 多個人一起唱的贊美裏面浸透著一天勞動的辛苦、

聚會上的感謝、滿溢的恩典。我和坐在旁邊的妻子常分享說，“若到天國可能會

聽到這樣的贊美聲！”一個禮拜有兩三次早上在海邊有聚會。這聚會是因上夜班

通宵工作無法參加晚上聚會的姐妹們要求而開始的。但早上一般無法接送她們，

有些姐妹們竟然在非常強烈的太陽之下步行一個小時來參加聚會。晨光中，在海

邊的小亭子裏面的聚會，像一幅畫深印在我的腦海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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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強壯宣教基因的教會 

塞班華人基督教會原來是在一間韓國長老教會教育館的一個角落裏開始的小

聚會。胸懷宣教異象的塞班長老韓國教會的幾位弟兄姊妹，向那些湧進教會裏的

中國人傳福音，請翻譯來帶領聚會。後來人數增多，就正式聘請一位會說中文的

牧者。之後人數增加到韓國教會無法容納的程度，就成為獨立的塞班華人教會。

一個散居教會，韓國塞班教會孕育了另一個散居教會，就生出塞班華人基督教會。

散居教會充滿著強壯宣教的基因，那基因發揮時，這教會本身就會經歷神的大能

而自然成長。 

塞班華人基督教會在每天的聚會中用真理的話語進行徹底的門徒訓練。迎接

耶穌基督，受洗的人就活出新的生命。在他們生命裏有了無法隱藏的新生命的誕

生與果子。塞班華人教會在 10 多年的事工中給 1,300 個人施洗，透過他們在中

國建立了 50 多間家庭教會，還培養了 30 多名的全職服侍人員。而且在約旦和塞

浦路斯（Cyprus)開拓了兩間海外散居華人教會。這些都是在塞班華人教會受洗

回國的弟兄姊妹們所建立的教會。在恩典中得著新生命，被訓練的散居弟兄姊妹

會帶著非常強壯的宣教基因，無論到哪裏都開出了新生命的教會之花。另外，塞

班華人基督教會的新加波彭國雄牧師為了幫助那些回國的弟兄姊妹，每年兩三次

訪問中國牧養他們，這是綜合且長期(Total & Long Care)的牧養。Total & 

Long Care 讓回國的弟兄姊妹的宣教基因更加活躍了。 

 

效法耶穌基督的牧者李滿悅牧師 

塞班華人基督教會中有位李滿悅牧師。這位牧師 1918 年出生在韓國，很早

就踏上了中國留學的道路。從小學到大學期間都在東北地區生活，所以他會說一

口標準的中文。1945 年韓國解放之後，從中國回到韓國，40 多歲的時候才接受

耶穌為救主，回應神的呼召成為牧師。然後開始巡回韓國的華僑教會傳福音，開

拓教會，也建立了首爾三德教會。年過花甲六十大壽時回應宣教的呼召，到香港

與王永信(Tomas)一起服侍，用神的話語來幫助香港和澳門的中國教會。之後七

十多歲時，因塞班華人基督教會的邀請到塞班服侍。我們與李牧師生活了一年，

當時他已 84 歲。 

李牧師對於塞班華人基督教會像父親一樣。教會所有的人從心底尊敬他跟隨

他。李滿悅牧師真正擁有了耶穌基督的形象。尤其是他代禱和渴慕神話語的生命，

給我們這些剛踏進宣教之路的宣教士很大的榜樣和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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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呼喊著 1,500～2,000多人的名字來禱告的人 

分享與這小題關聯的幾個故事。有一次李牧師到闊別 10 多年的菲利賓的馬

尼拉，向在那裏的華人教會分享神的話語。一到機場看到迎接牧師的長老，立刻

就叫出他的名字並和他打招呼。長老問李牧師離開這麽久怎麽還記得他的名字，

牧師說天天呼喊他的名字為他禱告，所以不會忘記。另外還有一個故事，我們舉

家遷至塞班前幾年的事。我和李滿悅牧師為了向中國人傳福音一起到名古屋，有

幾位在中國留學過並會說中文的朋友同去。牧師和他們打招呼之後把我們的名字

寫在小紙條上。過了兩年，牧師到了韓國，我們一同去問候牧師。牧師叫出我們

每個人的名字，當然我也包括在內，還叫出那天沒一同過去的每個隊員的名字，

問他們的安。我們非常驚訝，就問他“怎麽記得我們的名字？”那時候牧師已

經 80 多歲。他說，“我每天禱告。每次禱告時叫出名字。”在塞班和牧師一起

生活一年的時候就知道那秘訣了。他每天淩晨 4 點鐘起來禱告兩個小時，特別的

是他 100%都是為他人的所求代禱，而且會叫每個人的名字來禱告。一開始為牧養

的三德教會弟兄姐妹和家人禱告，之後叫出以牧師和宣教士的身份所認識的

1,500 至 2,000 多名的人名禱告。他背熟所有人的名字，禱告中一直回想他們的

長相。每一天非常誠實地反復作這樣的禱告。有一天我問他，“如何開始了這樣

呼喊著名字的禱告？”牧師說，有一天讀到約翰福音 10 章 3 節:“……他按著名

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當中領悟到身為牧者要如何禱告，就開始這樣禱告

了。直到 2015年 98 歲回到天家，50 年就一直這樣禱告。 

另外，每天上午和下午他非常有規律地研究聖經。他會背誦許多聖經金節，

他是用聖經來解釋、證明聖經的傳道人、講道家。他若在聖靈的光照之下找到新

的真理，就會像小孩一樣帶著滿面笑容喜樂起來。並且他是所傳講的話語和生活

相互一致的良善的牧者。塞班的中國人減少之後，87 歲時李牧師回到韓國,在一

個以培養中國牧者為異象的神學院裏教導神的話，也在一間剛成立的散居華人教

會服侍。除了在塞班一年的同工生活之外，我還會持續的去訪問他；李牧師也來

到日本，就在筆者所服侍的北海道和東京教會裏傳講神的話。神所喜悅又被重用

的李牧師，他本身就是散居,一生服侍了許多散居中國人，並向他們傳福音的主

的仆人。 

如同以上所看到的，塞班華人教會的散居中國人事工顯示了散居所擁有的宣

教的可能性、Total & Long Care 的重要性、還有散居事工有收割的適當時期。

我個人在塞班所經歷的散居中國人事工，之後都成為日後長期作散居中國人事工

的重要屬靈根基和技術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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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札幌事工(2004.5～2008.9) 

 

2004年 5月因札幌國際教會的邀請，到日本擔任中國人禮拜部的牧者。 

札幌國際教會是 OMF開拓已有 10年歷史的教會。 

當時李壽求宣教士牧養這間教會，多數是日本人和韓國人，還有英文圈的

信徒，也有 10多名中國人出席。我們開始牧養這間教會的中國人。 

 

 

在耶穌裏孤兒遇見真正的家人 

當時有兩類的人到教會，一群是在日本稱為“殘留孤兒”
28
的。他們是日本

戰敗之後殘留在滿洲的日本後裔，結束長久的中國生活回國到日本，其中許多人

定居到北海道的札幌。殘留孤兒是日本不想承認的戰爭的痛苦回憶；對中國來說

是敵國的後代，對日本是想忘掉的過去。因此“殘留孤兒”沒有可回去的家和故

鄉。他們無論在中國或在日本，都過著非常艱苦的客旅生活。他們的生命和家庭

出現不少問題。但孤兒寡婦的父，就是我們的神，歡迎他們。他們靠著信仰得著

永遠的天家，也遇見永遠的父親。出身於殘留孤兒的人和他們的家人大量進入到

教會，他們在新的國度，就在神國裏得著新的家人、新的生命。原本我來札幌時

以為會服侍留學生，但因遇到他們就得到之前未曾想過的寶貴經歷。他們的溫暖

和從中國鄉村而來的純樸的性情，以及愛他們、拯救他們的神的慈愛真是無法忘

記。 

有一位姓“陳”的奶奶，和其他殘留孤兒不一樣，很短的時間掌握了日語。

並且在札幌與戰爭時分開的母親和弟弟相遇。不過弟弟不讓她見母親，弟弟也不

願意和她見面。她想是不是因為財產權，就跟弟弟說放棄財產權，但弟弟還是妨

礙她見母親。奶奶流著滿腹心酸的眼淚分享這痛苦的故事。她認識了主，在耶穌

裏得著真正的家人。出身於戰爭孤兒的人都擁有飽嘗戰爭和孤兒的苦楚、悲痛、

創傷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日本非常無情。神就在那裏觸摸他們的心，安慰他們，

許多爺爺奶奶得到了救恩。 

 

                                                 
28
日本中國殘留孤兒是一個特殊群體。指 1945年日本關東軍在撤退和遣返期間，日本人遺

留在中國的日本孤兒。他們有的是父母在戰爭中雙亡，有的是在戰爭中與父母走散。他們

在戰爭後被中國人收養。1972年中日建交正常化之後，日本政府允許殘留孤兒回日本，大

部分依靠政府一點救濟金生活，大部分不會講日文，生活苦悶，艱辛。雖然他們是日本人，

但是文化語言上是中國人。2011年統計來說 239,789人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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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奇跡般的事情 

有一名叫“柳”的爺爺。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愛煙家。少年時期就偷偷地開

始抽煙葉，已有大約 50 年的吸煙歷史了。他因兒子夫婦的邀請參加教會的修養

會，在那裏遇見了耶穌，並且和講員一起為戒煙禱告。一禱告完就發生奇妙的事。

每當他要抽煙的時候，就不舒服想嘔吐，身體就有一些異常癥狀，無法繼續抽煙，

他的體質就改變了。來修養會的時候，因他在車上抽煙，很多弟兄姊妹頭疼地進

入修養地，在回去的車上，他們親眼看見這位老人家的變化。 

之後柳爺爺引導他的幾個沒有信主的兒女和二女婿到神的面前。 

王平爺爺和奶奶的信仰挑戰很多人，也讓他們經歷了神的恩典。 

聽到陳爺爺陷入腦死的狀態，我們就到醫院探訪。第一次見面就為他禱告，

結果，一周後他走著和奶奶一起來教會，我們在他身上一同看見了神的榮光。 

馬爺爺因氣喘長久無法躺下去，所以坐著睡覺，聽到福音接受耶穌為救主後

就能躺著睡覺了！這樣的奇跡不斷的發生。之外，王奶奶的家庭從奶奶開始兒子、

女兒、孫媳婦都得到救恩和受洗的一連串的祝福。王奶奶現在也默默的幫助許多

留學生和宣教士，她的生命是一個宣教的生命。 

 

在留學生當中作工的神 

來教會的另一群是留學生。從學日語的研修生到博士課程的學生，不同的學

生們進到教會。到日本留學的學生們至少 6 年到 10 年會在日本，這是可以充分

接受門徒訓練的時間。他們當中大多數回到中國或臺灣在學校或研究所當教授。

其中姓李的一個弟兄借著聖誕晚會開始來教會，接受耶穌。在教會遇見了一位姐

妹結婚，生了兩個孩子。畢業之後獻身為神的仆人，回到中國後經過一些事奉歷

練和神學訓練成為珍貴的神的仆人。 

還有李弟兄的母親到札幌生活了 6 個月，在這期間她接受福音成為一個新人。

短短的 6 個月內她受洗了。接受一些信仰上的訓練後，在札幌的弟兄姐妹禱告之

下，帶著福音回到中國。直到如今在她所到之處，帶著熱情，活出基督見證人的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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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得醫治的少年 

留學生當中有一對從北京來的夫婦。弟兄已完成博士課程在研究所工作。這

對夫妻有一個珍愛如他們自己生命一樣寶貝的兒子。但那孩子好幾個禮拜發高燒，

到醫院作嚴格檢查。檢查結果出來的那天，我們到醫院探訪。那是一個大雪紛飛

的晚上，在一樓見到媽媽，說著檢查結果就放聲大哭，是白血病！在病房前的休

息室，暫時和孩子坐在一起。我知道應該說些什麽來安慰，但對剛聽到如晴天霹

靂消息的人無話可說。很想和他們說“靠著信心禱告，孩子一定沒事的！”不過

開不了口。可能我的信心小，覺得那句話不是很真實。過去也懇切的禱告，可是

也有的沒有得醫治。那也不能用沒有用的世俗話來安慰他們。這樣掙紮的時候，

神在我心裏賜下給他們的話語。所以我就說：“真對不起，無法說他一定會得醫

治，但向你保證一件事：從今以後，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和你們一起走這陰暗的

隧道。加油！我們的神是良善的，祂定會成就美好的旨意。”然後，從那一天開

始，全教會的弟兄姐妹和他們無數次的一起禱告，隨時到醫院探訪，把餐點和點

心送到醫院。那孩子過了幾次生死關口。大約一年後，孩子奇跡般的完全得醫治

了。我們能做的不是醫治，乃是陪伴。神喜悅這樣的陪伴，就賜下醫治給我們。 

 

日本人，成為很強的宣教夥伴 

札幌的散居中國人事工是在日本教會做的。周邊有充滿信心的日本基督徒，

奇妙的是當中有些人領受神的呼召來服侍中國人。神呼召人，並且使用他們的方

法是超越我們的常識。其中代表人物是佐佐先生夫婦。他們說在參加一個宣教聚

會中領受了為中國人宣教的呼召。不過那時候沒有去中國的計劃，也覺得不會有

這種事，更何況不會講一句中文，因此無法回應中國宣教的呼召。時間靜靜流淌

而過，佐佐先生夫婦註意到許多留學生到札幌，而且知道他們需要日本人的幫助。

從那時候開始，他們非常積極的幫助中國留學生。他們每月一次邀請中國留學生

到他們家，給他們做日本飯菜，舉辦小小的見證聚會。他們持續這樣的服侍有 10

多年之久。有機會就幫中國留學生，做身份擔保等，還自費買了一輛車，幫助那

些沒錢搬家的中國留學生，免費運送東西。只要中國人需要幫助，他們就不分時

間，即便半夜 12 點也出來，東奔西跑的到醫院、警察局等。無數的中國人得到

他們的幫助，也聽到福音，來到神的面前。神使用不會講中文的一對日本夫婦，

行了大事。有一對讀博士課程的中國留學生夫婦透過他們聽到福音，受訓練，獻

身，到美國讀神學。現在成為牧者，在美國服事華人教會。日本弟兄姐妹的服侍

和犧牲，成為日本的散居中國人事工可以開花結果的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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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國際教會在李壽求宣教士的領導之下展開強烈的散居事工。不單是中國

人事工，而且在散居韓國人，散居英語圈（English Speaker）也展開了。散居

事工向既存的日本兄弟姉妹的教團也發揮了正面的影響力，許多兄弟姉妹成長於

經歷不同形態的宣教當中。 

 

北海道中國人修養會的故事 

札幌的事工中心之一是每年 8 月份舉行的北海道中國人修養會。每次修養會

中充滿了聖靈的工作，悔改與赦罪，重生和獻身的事例。看到修養會的恩典影響

了許多人的生命，弟兄姐妹當中有些人為了使自己的家人早日認識耶穌，蒙恩得

救，特別邀請在中國的家人到日本參加修養會。修養會兩個月之前就邀請他們、

傳福音給他們，叫他們參加主日，也幫他們透過修養會迎接耶穌，之後受洗，再

接受一些基本訓練才回國。一個散居中國人迎接耶穌所帶來的影響力真令人驚訝。

每年看到弟兄姐妹們或許邀請不來國內的家人，但為了邀請周圍的朋友們參加修

養會，他們依舊付出許多努力。為了讓周邊的人參加一年一次的修養會，會花一

年的時間愛他們，服侍他們，為他們禱告。雖然修養會的時間很短，但給許多人

在信仰和傳福音上很多挑戰。北海道中國人修養會的孩子節目是每次靠日本的弟

兄姐妹的自願義工而進展完成的。大部分的孩子們使用日文比用中文方便，所以

日本弟兄姐妹們的服侍成為很大的幫助。日本的義工弟兄姐妹們自費來參加修養

會，三天陪著孩子們傳福音，以愛來服侍他們。看著他們在酷暑之下，抱著中國

的孩子們的樣子感受到基督的愛何等偉大。有一次，60 多歲的日本姐妹汗流浹

背地一整天抱著一個中國小孩。到底是什麽力量讓她這麽作？基督十架的愛超越

國家和民族，拆毀隔斷的墻，搭橋在遙遠的地方。多麽美麗的場面啊！就這樣，

即便不會用當地的言語宣教，或無法到宣教地區，散居事工使人們在自己所站的

地方，就在自己所住的地方照樣可以參與宣教事工。 

 

散居留學生事工的喜樂 

筆者曾經在北京以留學生的身份生活了 4 年 6 個月。在那裏認識的散居教會

和朋友們成為我一生的夥伴。當時都是學生，但現在都成為了中年的生意人，學

者，神的仆人。到如今他們仍然是我的同工。對我們來說，這是散居地區的中國

給我們的祝福。每當我向那些來日本留學的弟兄姐妹分享我所經歷的留學祝福，

就常這樣勸免他們：“現在只當一個平凡的朋友見面，但往後的日子會成為在主

裏一輩子的同工。”聽過這種分享的札幌的弟兄姐妹，如今過了 10 年，在國內

外成為生意人，教授，或研究員，也有的獻身當宣教士。他們各自擁有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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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分散在中國和日本的各地區。最近看到他們當中有幾個弟兄姐妹在東京的

一個教會裏拍的照片我很感動。各自成家，有了孩子，他們在主裏聚集，依舊以

同工的身份交流。服侍散居留學生事工真讓人覺得有價值，有喜樂。 

 

離開札幌 

我們在札幌經歷了神是又真又活的在我們當中的那一位神！在強烈的聖靈的

工作中，和弟兄姐妹們一同歡笑，一同哭泣，一同悲傷。看著他們生孩子，一同

祝福孩子的成長。東看西看都是感恩。尤其是在那裏深深學習到宣教士如何對待

宣教對象的散居中國人，怎麽尊重他們、愛他們。在他們每個人的身上神的靈彰

顯祂的大能。對我來說，宣教就是張開眼睛能夠看見這樣的事實，並用我自己的

生命將這些事實證實出來。雖然還有許多不足的地方，但札幌國際教會的中文禮

拜部已有核心領袖群，有神的同在，已經能夠安定在國際教會的大圈子裏面。

2008 年 9 月份我們結束了 4 年 4 個月的第一次的團隊事奉，我們在所愛的教會和

會友的差派之下離開札幌。看著日本各地散居中國人靈裏的需要，不知往哪裏走，

就跟著呼召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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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東京事工(2009.9～2015.6) 

1）東京日暮里國際教會 (TNIC: Tokyo Nippori International 
Church)的起源 

結束了 1 年的安息年，2009 年 9 月到了新的服事地方--東京。在一個幾乎

沒有熟人的大都市裏開始了新的里程。 

只帶兩件行李箱到了東京“日暮里”尋找住處。好不容易找到擔保人，通

過介紹簽約了一間房子，把一個行李箱當作桌子，開始了新的生活。 

我和愛人曾在札幌日本教會生活過，和日本同工一起服事過，所以基本上

用日語溝通是沒有很大障礙的。但是沒有在學校正式學過日語，心裏一直有點

不踏實，也有點遺憾。所以找了一間離家很近的、給宣教士打折的私人日語學

院裏開始學習。到了那學院，發現學生的百分之 60 到 70 是從中國來的。中國

的留學生們包圍著我們，就非常自然的邀請他們到我們家一起吃飯分享。 

 

在家裏開始開拓教會 

2010 年的 1 月 10 日，以日語學院裏的那些留學生為中心的聚會開始了，這

就是日暮里國際教會的起源。在住宅區的一個角落小小的房間裏，小小的一群人

聚在一起。日本特有的小小的空間裏，為了不要打擾鄰居，我們非常小聲的開始

敬拜。那小小空間是我家，也是客人的宿舍、短宣隊的事工地、辦公室，也是禮

拜堂。許多中國人來過這地方。一年算起來大約招待 500 個人吃飯。福音和飯食

一起傳出去。我們在這個家裏做禮拜 1 年 8 個月。在家做禮拜的時侯，神差派許

多天使，預備了住在一個地區的韓國基督徒家庭和很多想要服事、熱愛散居中國

人的同工。他們不僅用禱告來和我們一起同工，不斷的供給米、面包、泡菜等食

品，還有不足的物品和碗。有時舉辦規模稍微大一點的聚會時，他們還在廚房幫

忙，喜樂的幫著采購。他們也是寄居在日本很久的散居韓國人，對宣教有特別的

呼召。看著從家裏開始的中國留學生教會和他們的成長，我就享受見證人的喜樂，

只能贊美又真又活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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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單純因經濟上的理由在家裏開始敬拜，也有幾個服事上的理由。 

 

●  我們要服事的對象大部分沒有去過一次教會。因此他

們比去教堂更容易來到家裏； 

●  邀請時，叫他們到我們家吃飯，比叫他們去教會一起

敬拜的反應更好； 

● 從宣教戰略上考慮宣教對象的話，這是相當好的選擇。

散居中國人事工還需要考慮他們回國之後面臨的長期

又綜合的問題，因散居中國人回到中國時是要去家庭

教會或三自教會。那裏的教會和日本的教會差距很大，

讓他們知道教會不是“場所”，乃是“聚會”，為了

使他們知道這本質上區別，在家裏聚會更合適。 

 

到處都有家庭，隨時容易接近。並且中國的家庭教會有傳統。我們希望弟兄

姐妹成為無論到哪裏都可以敬拜的人，故此我們在家開拓教會。實際的例子，其

中有一個弟兄大概 5 個月和我們住在一起，在日暮里國際教會成為第一個受洗的

弟兄。這弟兄看到我們開放自己的家建立教會很受感動也願意委身，現在在國內

為全職服事在接受訓練中。 

 

教會的禮拜堂從家裏到戶外 

日暮里國際教會在家庭開始大約 1 年 8 個月的時候發生了一些事情。我妻子

的身體發現有點異常癥狀。因她的健康問題，我們無法繼續在家裏做禮拜維持家

裏的教會開拓。需要移動聚會場地的狀況使我們非常痛苦。 

真要找崇拜場地時，只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正苦惱著禱告的時候想到一個地

方。往返日暮里車站的時候看到一個叫“收割”的韓國教會，他們租下一棟樓房

的第 4 層。之前從未訪問過，也不認識教會的牧師或會友，但那個位置確實不錯，

我們想拜托他們問問看，可不可以在主日借用 3 至 5 個小時。平常不太會找人幫

忙，但事情緊急不知不覺腳步就移到他們樓下了。看到那間教會在外面的公告欄，

發現這間教會的聚會特別多，每天都有一次禮拜，主日有三堂。一般日本的韓國

教會只有主日一兩次的聚會，但他們完全不一樣。因此心裏想主日可能沒辦法借

給我們用了，反正都來了，覺得還得開口，就開門進去了。 

“收割”教會是從美國來的韓僑牧師（劉大衛）開拓 7 年的教會，是在韓國

人和日本人中非常有活力的教會。牧師和同工們很溫馨的接待我們，聽完我們的

狀況很慷慨的說可以分享使用他們的禮拜堂。他們還說因他們看到東京有很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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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正對中國人的服事感興趣，能夠有這樣可以參與神的工作而高興異常。聽

到這樣的回應，正要釋懷放心，大衛牧師卻提到一個問題：暫時一起使用教會沒

有問題，但他們即將要建堂搬家。所以牧師給我們兩個建議：第一，他們搬進新

的禮拜堂時，我們可以一起到那裏繼續分享使用新的禮拜堂；第二，他們搬到新

的場地之後，目前他們使用的禮拜堂我們繼續租下來使用。若要繼續使用那地方

的話，已經為禮拜堂裝修好的一切和基本的道具給我們使用。其實“收割”教會

使用的場地非常有魅力。從日暮里站出來只要步行 1 分鐘就到，而且對面還有兩

個日語學院（學生的 60%是中國人），並且可以獨自開展一些事工。不過每個月

需要的租金和管理費用、稅金總共日幣 40 多萬。只有 13 個學生為中心的日暮里

國際教會承擔不了，這事看起來不可能現實了。我就想我們不可能直接租下來，

但一想直到“收割”教會搬家，找到能夠使用 3 至 5 個月的場地已經非常感恩了。 

找到禮拜場地之後，告訴我們的弟兄姐妹這些情況，又一起去看了場地。他

們很喜歡離地鐵站很近。那天晚上，有一個弟兄打電話給我。弟兄告訴我們他的

想法，他說，今天看到的場地相當不錯，應該是神所預備的，要不我們同心協力

自己單獨租下來。他已經結婚，他說和他的妻子一起存的錢，想為教會的新禮拜

堂奉獻，也想以後會盡力的負擔一部分租金，也建議我們去找一些可以幫助我們

一年的其他教會或弟兄姐妹。我們想，如果 1 年內教會自立，我們也可以幫助其

他需要幫助的教會。在那裏開始看見他們已經和把住家當作教會的時候有不一樣

的委身了，已經有了主人意識。弟兄姐妹主動向我們表示他們這樣的想法和心誌

真讓我們高興，也給我們很大的挑戰。 

我們接到這弟兄的電話之後開始認真的為單獨租下禮拜場地的事情禱告。參

加我家附近的韓國教會的晨禱，尋問神的旨意。當然那裏的牧師不知道我們的情

況，卻有一天牧師在講臺上分享說：“錢到處都有。重要的是我們要計劃去做神

所喜悅的事 。若那是神所喜悅的事，神就會供應！”正是時候，那篇信息對我

非常不尋常。我在人生中好幾次需要重要選擇的時候，透過講道明白了神的心意。

過了幾天，和牧師簡短的分享有關新的禮拜場所的事。他在美國呆了不短的時間，

對別人的事情不太會幹預，但那一次稀奇的講了一句話：“租下吧！”這一句話

非常強烈的進到我的心裏，真如神的聲音。 

 

日暮里國際教會登上新的軌道 

原本懷著“家庭教會”宣教方向的我們，租下一個禮拜堂，而且在租金不便

宜的地方，在各方面給我們很多功課。如今面對經濟危機的時代這是適當的戰略

嗎？是不是與家庭教會所追求的相違背？依靠從外面來的資源租下禮拜堂的話，

我們弟兄姐妹的自發性和獨立性會不會減少？想著這些問題，不斷的討論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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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給我們更廣、更長遠的看見的時候，租新禮拜堂的事情已經進入急流中一般。

幾天後的禮拜六下午，參加晨禱的教會牧師打電話給我們：“已經決定把新的禮

拜場所單獨租下來了嗎？”我回答說將在主日全體會議中決定。牧師說“如果決

定單獨租下來的話，要告訴我，今天堂會決定，若你們單獨租下新的禮拜堂，我

們教會 3 年奉獻租金的 20%（10%教會出，10%一位長老出），希望幫助你們好好

的決定。”我們沒有一次向他們提過支持或奉獻的事，神，親自感動牧師的心，

在教會當中工作。他們的 20%的奉獻影響了我們弟兄姐妹，成為貴重的引水。 

2011 年 10 月 9 日的主日，經過全體會議全場一致決定單獨租禮拜堂。那過

程中和我們較親的韓國教會的長老夫婦說要奉獻 10%；還要一個弟兄夫婦宣告參

與 10%；我們夫妻也參與 10%，加上韓國的一個執事家庭 10%；總共 60%已經解決。

我們舉目看神的時候，神親自主導這一切。 

10 月 14 日，接到一通許久沒聯絡的熟人打來的電話，說一起吃午餐。那天

在午餐桌上還有一位他的朋友，是一間日語學院的理事長。那位理事長我們有點

認識，就是剛到東京時我和太太學了幾個月日文的那個學院。理事長是基督徒，

所以給宣教士打折 50%。我們教會大部分的會友就在這間學院裏听到福音的。他

們知道我們現在面臨的變化，用餐中很自然的提到我們教會要租的新場地。理事

長對我們要租的場地特別關心，剛好離餐廳不遠，飯後我們一起去看新場地。理

事長到處仔細觀察，之後說，我們一起花一天的時間好好的禱告思考後再通個電

話吧。 

第二天他來電話了。理事長給我們一個建議：在周間學院把那地方當教室使

用，然後以使用費付那剩下的不足的租金。在哪裏可以找得到更好的建議？不單

充足租金的 40%，還有每天中國學生們就在我們教會上課。我們有了更自然接觸

中國學生的機會。我就贊嘆，阿門！哈利路亞！ 

還未發出有關財政支持的邀請書就已完成了 100%的租金！從提出場地問題到

今天正好滿三個禮拜！沒有一件事情由我來主導，也沒有去找人幫助，神就親自

主管這一切，在 3 個禮拜以內完成了。不知不覺中神成就了這事！神透過這個過

程讓弟兄姐妹經歷祂的存在和工作，也提高了他們的信心。 

 

行新事的神的旨意 

神為何如此引導我們？沒有多久我們知道了，神在這裏已預備了我們要遇見

的人，即祂要呼召的人，培養的人，也透過這地方要差派被選上的宣教士。我們

領悟到了這個禮拜場地不只是為了我們，乃是為了東京和日本其他地方的散居中

國人所賜下的場所。我們知道了神要使用小小的共同體彰顯祂的榮耀時，只能向

神獻上感謝和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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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新的禮拜堂之後舉辦了布道會（2012 年 5 月 8～9 日）。第一天 90 名參

加，第二天 190 名。真是沒有預測到的事！禮拜堂裏面站滿了人。布道會的最後

一同呼籲他們，“你們當中對在日本的中國人有負擔傳福音的，聚會結束後請留

步！”聚會結束後大概 50 個人留下來了。我們一起禱告討論尋求神的旨意。然

後我們開始了每月一次東京和附近的華人教會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禱告會，即

東京華人聯合禱告會。禱告會沒有什麽專業性，也沒那麽精練，場地也很寒酸，

有時來參加的人也非常少。但我們很誠實的，持續的為在日本的華人，為日本，

為神的國度一起禱告交流。看到在繁忙的東京生活中，選擇來禱告的弟兄姐妹們

是件很幸福的事。他們是真正的美麗，是屬神的百姓。 

 

2）聯合佈道大會與日本華人基督徒中心 (JCC: Japan Chinese 
Christian Center)的誕生 

 

已過了 4年，東京華人聯合禱告聚會仍然在進行。在那裏充滿了超越自己

服事的教會之墻的力量，也有了為神的國度同心禱告的特別恩典和喜樂。 

相聚在一起分享生命，代禱，同心禱告，這本身就是很大的喜樂和恩典。

我們一起在禱告當中經歷神所賜下的恩典，並且在那賜我們能力的神裏面

去實踐神給我們的旨意。其中一個就是“聯合佈道大會”。 

 

 

聯合禱告聚會，開始了佈道大會 

聯合佈道大會是聯合禱告聚會大約過了 4 個月的時候，一個弟兄建議的。這

就是我們所望和等到的禱告的果子。教會外面的日本散居中國人是全體中國人的

99.8%。我們關心他們，全心全意的向他們傳福音，這是理所當然的。若只關心

教會裏面既存的會友不去傳福音，這是不知道愛那一只迷失的羊的主的心腸的行

為，並且要有禍了（林前 9:16）。成立聯合佈道大會籌備委員會，進入 7 個月的

預備期。其實開會的主日晚上是大家都最累的時刻。但每次的會議充滿歡笑，幽

默和機智。結束會議時，可以看見每位同工比開會前更加有活力的歸去。 

到了 2013 年的 5 月，終於開啟了第一個聯合佈道大會。奇跡發生了，來自

20 個教會的 150 多個弟兄姐妹先來到現場站滿每個服事的位子。還有當天開始聚

會的時候許多人冒著風雨踴躍的湧入會場。布道大會借用的禮拜堂可容納 1,000

人，當天幾乎坐滿了。兩天的 3 場聚會參加人數 2,910 名，其中 240 名迎接耶穌

為救主；呼籲同工們為日本土地的屬靈需要獻身的時候，100 多個弟兄姐妹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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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向神許諾。參加大會的每一個弟兄姐妹都很驚訝，也驚嘆，向神感謝。日本，

在這福音的硬土上會發生這樣的奇跡！我們的神，是在我們當中施行奇事的神，

也是住在日本華人當中的神！1,000 名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的時候，仿佛走在天上

的雲端中。 

佈道大會也影響了日本人。參加大會的少數日本人通過耳機聽到福音，因大

會有日語同時翻譯。與會的日本人看到許多中國人對福音積極火熱的反應而震驚！

對福音如此熱烈的反應，在日本是非常罕見的。神，使用中國人對福音的熱情，

開啟日本宣教的一條新路！神賜下屬靈的願望和虛心給在日本散居的中國人，透

過他們靠近靈裏貧窮的日本人。 

聯合佈道大會不是某一個教會或一個領導者所成就的事，是很多弟兄姐妹從

心底回應神給他們的感動和獻身所帶出來的結果。準備大會的時候，我們有兩個

重要的服事原則。第一，是從神而來的呼召和負擔（感動）。自己本身要有確信，

神為了這事呼召他。第二，是為了順服這呼召要有個人的時間上的獻身。就是說，

為了服事要付出時間的代價。若滿足這兩個原則我們歡迎任何一個人當同工。不

分他們在教會的職分、地位、信仰的年數。每個人都平等的按照恩賜被使用。這

原則後來成為聯合服事的基本原則。 

財政方面也有類似的原則。美國、加拿大、東南亞的華人也為這大會奉獻，

但大會所需要的大部分的財政是從日本的散居弟兄姐妹的個人奉獻而來。我們當

中幾乎沒有大富翁，沒有一個個人或團隊的大奉獻來充當財政方面的需要。辛苦

生活的弟兄姐妹們小小的奉獻成就了大事。正如五餅二魚一樣，把小小的奉獻和

時間獻給神的時候，神就使用那些行了神跡。 

 

日本華人基督徒中心 JCC的誕生 

這樣開始的佈道大會，每年持續進行。過去 4 年中共辦了 5 次大會。一共有

7,784 人次參加，其中 620 名決誌信主。第一次聯合佈道大會結束後有一個感恩

的聚會。感恩分享的同時很自然就討論聚會的未來。一同服事大會的弟兄姐妹心

裏充滿著傳福音的熱情，深深的期盼，為著還未聽到福音的 120 萬的日本散居中

國人做些什麽。在一起分享禱告當中，我們決定成立一個小小的團體來持續的服

事在日本的散居中國人。其結果就誕生了日本華人基督徒中心 JCC(Japan 

Chinese Christian Center,以下簡稱 JCC)。 

JCC 不是從一個人的異象而產生的。生活在日本的散居中國人的現狀所帶來

的強烈的需求，促使 JCC 團體誕生。120 萬的日本散居中國人屬靈的需要是非常

鮮明的，而且對饑渴的靈魂也有呼召，但是對於這呼召的回應太微弱。JCC 是對

這時代的呼召回應的日本散居中國人的自然反應；因 JCC 是對這樣時代呼召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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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回應，不是自上而下的運作；JCC 是每個人為了回應神的呼召而犧牲（特別在

時間上）精神來委身，任何人都按恩賜在各方面可以服事。若燒盡了那感動和奉

獻而無法服事的話，雖可惜也可以接納。 

JCC 不太重視組織和領導者。那意思是不像既存的組織以權威為中心或有很

多強制性；JCC 猶如站臺（Platform）是幫助一般基督徒運動（Movement）的更

加活潑的無形的組織；不是被一兩個人左右的組織，是願以神為中心照著祂的旨

意、為神國的擴張默默無名的人都可以自由服事的現場。結果，神成為 JCC 永遠

的主角，也得著祂當得的榮耀。 

 

3）JCC 事工介紹 

 

JCC 集會最為優先的是禱告。為了最需要禱告的日本，為活在那裏的華人，

也為世界宣教，每個月有一次聯合聚會禱告。 

從日本的最北邊向最南邊，為分散在各地區的華人教會和日本人教會禱告。

聯絡各教會詢問代禱事項，把他們的禱告事項當成自己的禱告向神祈求。

這樣做的時候,發現在我們心裏產生了對分散在日本各地的華人，特別是基

督徒華人的理解與憐憫之心。 

還有在禱告中，分辨什麽是需要優先為日本華人要做的事情，求告神的引

導。同時祈求神供應服事上所需要的人心、人員和財政。 

 

 

JCC訓練中心的開始 

聯合禱告會的結果是聯合布道大會繼續舉辦。為了培訓每屆佈道大會上獻身

者和決誌者，2014 年 10 月 11 日 JCC Training Center(以下簡稱 T.C)誕生了。

T.C 是平信徒的門徒訓練。從個人的成長開始，最終成為培訓小組的領導為目標。

T.C 考慮到日本散居中國人的繁忙的生活，總共設定了一年半的課程，平均每兩

月一次，使用禮拜六全天進行訓練。一天完成一個課程的概念，每次的訓練將近

30 到 80 名的弟兄姐妹帶著渴慕的心，從東京附近的各處來參加。 到現在一年半

的課程中，進行了 12 次的訓練，一共有 800 多人參加
29
。 T.C 和美國的海外校園

                                                 
29 JCC培訓中心 http://tokyo-jcc.com/ever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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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海外校園 Oversea Campus)建立協力關系，得到講員支援。O.C 的獻身和支

援給日本的華人事工巨大的力量和安慰。 

 

宣教運動的開始 

宣教運動也開始了。相信神讓我們以日本的散居者活在這裏的理由，是使我

們成為列邦的證人。對我們來說列邦，先是周圍的華人同胞，第二是日本人，第

三是分散在列邦需要福音的世界所有的國家的人。所以 JCC 把收入（即便是小金

額）的十分之一為日本宣教奉獻。至今為 2011 年 3.11 大地震的災區，幫助日本

教會，日本露宿者事工，菲律賓災區等奉獻。除了透過奉獻的間接宣教之外，還

有推進弟兄姐妹可直接參與的短期宣教。日本的散居中國人已充分預備好了參加

短期宣教的靈命上和財政上的需要。遺憾的是，迄今沒有很多管道連結宣教，發

揮那些潛在的能力。不過我們確認這項事工是來自神的呼召，所以去了泰國邊界

地區的華人難民村短期宣教。有 7 個教會，4 個國籍，16 名弟兄姐妹參加，接受

了 8 周的訓練，2014 年 1 月 5 日開始了為期 6 天 5 夜的宣教活動，非常美好的完

成了短宣使命，滿載歸來。回來之後出版了宣教白皮書，記錄下所有過程。
30
短

期宣教成為日本散居中國人的長期宣教的第一步。相信日本散居中國人以後會透

過長短的宣教繼續作宣教的一大族群。 

  我們還配合日本散居中國人的一切需要，代禱事項，以及生活咨詢，共享於

一個網站(tokyo-jcc.com)上。所有聚會，訓練，集會相關的報告，照片，見證

等等都放上去。聯合布道大會關聯的一切財政收入和支出也全部公開在上面。特

別是，在日本的華人教會有關的基本咨詢（位置，聯絡網等）也表示在地圖上，

讓所有看到的人能夠自己去找教會。 

除此之外，JCC 還在做彌補日本地區散居中國人一般需要的事工。住在日本

的散居中國人每天面對許多困境，突然生病，事故，夫妻關系，子女教育的問題，

經濟上的艱苦，精神上的壓力，職場問題，語言和文化的障礙等等，其中很多問

題是個人無法解決的。我們還去探訪臨終的人和幫助尋找失蹤的人。深深覺得需

要建立持續幫助他們的支援中心。日本以外的地域這些情況通常是地區的教會來

擔負的多，但日本的教會較微弱，很多時候除了自己本教會的成員，對於外人無

法扮演這個角色。因此 JCC 不只是去作傳福音的工作，更進一步的去施行直接幫

助那些還未認識耶穌的，散居中國人的社會服務性的事工。 

 

                                                 
30
出版短期宣教報告書(白皮書)。白皮書的 PDF 檔案可以在這裏看到。 

http://www.tokyo-jcc.com/images/RThailand-2014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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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C---連結日本和世界的橋梁 

JCC 在日本散居中國人和中國基督徒之間，還有連結於海外基督徒的事情上

扮演橋梁的角色，相信這樣的角色在將來更加需要。許多中國國內的教會和北美

的華人教會對日本宣教很有負擔，但不知如何去作，以至於無法開始。JCC 可成

為橋梁，幫助他們能夠紮根在日本；幫助更多中國宣教士參與日本宣教。開墾日

本宣教的第一代宣教士們是大部分出身於北美和歐洲的。近來較突出的第二代宣

教士是從韓國來的宣教士。日本宣教，正等著第三代宣教士的登場。這第三代將

是從中國來的宣教士。中國出身的宣教士們會開啟日本宣教的新局面。而且，這

宣教將會成為更新日本宣教、吹起新生命力的浪潮。JCC 將成為他們的橋梁和窗

口，幫助這樣的事情成就。 

  JCC 的橋梁角色不只是把海外的資源流入到日本，同時也會起到把日本的宣

教資源連結到海外的作用。日本的散居中國人的社會裏面充滿著還未被開發的、

潛在的人力、財政的宣教資源。需要動員他們，並使他們連結到世界宣教的橋梁

上。JCC 肩負著把外面宣教資源帶到日本，同時把日本的資源連結到全世界的

BOD(Bridge Of Diaspora 散居者橋梁)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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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CC 存在目的、異象(Vision)與限制和挑戰 

 

JCC事工是以拯救生命，幫助生命成長，差派宣教士，參與世界宣教 

為目標。圍繞這樣的目標在進行一切事工。 

 

 

JCC 存在目的和異象(VISION)  

第一，拯救生命 

這是透過類似佈道大會的大型聚會向那些沒

有聽過福音，不認識耶穌的人傳揚福音的事工。

現在借著 5 次的大會向 7,784 名人傳了福音，但

這只不過 120 萬名的 0.65%。我們要使用更多的機

會，給那些未聽到福音的人提供能夠聽到福音的

機會。福音可以救他們的生命。關於過去佈道大

會的統計，可參考下面的圖標。 

 

我們還需要進行小型聚會。開小規模查經聚會，讓弟兄姐妹在家裏或職場上

邀請未信主的人。我們禱告能夠創辦 400 個查經聚會。禱告分散在日本全國的

400 個查經聚會中，可邀很多周邊的中國人一起分享神的愛和話語。透過小規模

的查經聚會，至少在日華人總數的 3%
31
 36,000 人可以定期參加，聽神的話語，

經歷基督徒共同體。這就是我們所盼望的拯救生命的事工。感謝的是目前到處都

在開始查經聚會了。這些聚會大部分是弟兄姐妹自發的。JCC 用禱告和各樣可能

的方法來支援他們。 

幾乎日本的每所大學裏面都有中國留學生。而且外國留學生中人數最多的也

是中國留學生。但是日本大部分的大學裏面沒有中文的查經班，傳福音的人也極

其稀少。1,245 所日本大學的大部分是福音的未開拓之地。最近以 OC 協力事工和

OC 差派的宣教士開始了在校園裏開拓查經班事工。雖然起步微小，去調查可接近

的校園，召聚對校園事工有興趣的弟兄姐妹一起禱告，實施所需要的訓練…… 

期待在 2016 年內至少在一個校園裏可以開始查經聚會。 

 

                                                 
31
3%為目標的理由，因我們想至少達到這個程度才能夠建立自己可以傳福音的日本華人基

督徒共同體。 



 
49 

(2013-2016 佈道大會各年度統計： 

參加人數、決誌人數、獻身人數、同工人數、參與教會數,JCC提供) 

 

第二，幫助生命成長 

生命需要成長。為了迎接耶穌，讓我們裏面的耶穌的生命更加健康的成長。

使生命成長的是神，我們可以作的是幫助順利的供給生命成長所需要的營養，水

分，陽光。 

為了日本散居中國人的生命成長，有些事我們一定要作。首先透過 T.C(JCC 

Training Center)提供為信仰學習和訓練的機會。T.C 是 1 年半到 2 年的課程，

會幫助個人的信仰成長，還有培養小組領導人的課程。 

下一個是神學課程。這是為了完成 T.C 課程的人當中蒙神呼召願意成為全職

仆人的人所預備的課程。我們所期望的神學課程是不離開日本現地和自己的職場，

在自己生活的現場能夠領受有深度和系統的神學訓練。這神學校將取名為“東亞

神學院”。東亞神學院將在培養接受良好訓練的小組領導和開拓 400 間教會的事

工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另外為在日本的散居中國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成長，最緊急的事情之一就是建

立教育第二代的學校。在日本成長的許多華人的子女不太會講中文，這是非常不

幸的。不但不太會說中文，他們的自我身份定義也在搖擺。這和在日本所接受的

教育有關系。日本有其強烈的特色，也是相當閉鎖的社會。所以外國人的子女能

維持自我身份，又能融於日本，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並且全世界華僑的最佳

競爭力的英文會話能力上，日本散居中國人的實力比較低。因在日本接受較好的

中文教育和英文教育不太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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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個夢想，那就是為日本散居中國人建立“東亞國際學院（East Asia 

International Academy）”在這學校裏面確立屬信仰的身份，屬中國人的身份，

屬東亞州人的身份，著重培養具有東亞領導力來服事全世界的下一代。簡而言之，

畢業於這樣學校的孩子們，將會在信仰方面有屬天國子民的身份，有中國人和亞

洲人的自我形象和能力（英文，中文，日文，韓文）。並且該學校會成為培養使

在日本的散居中國人成為帶著東亞人的身份和領導力，服事全世界的人才的版圖。

我們期待在建立東亞國際學院的事工上，更多的北美華人能夠參與。那些獻身的

北美華人同工來到日本大約兩年，當短期或長期的宣教士，教學生英文和信仰，

經歷日本宣教地，學習日文等，可以作很多事。 

 

第三，差派宣教士並且參與世界宣教 

領受福音的人必需要把福音傳出去。以散居生活在日本的中國人有一個重要

的使命，就是把福音傳到全世界。因日本對於福音的需求非常緊迫也絕對需要，

所以我們自然很容易以日本為中心，想到福音的必要性。不過這樣的想法恐怕把

我們鎖定在日本，也會犯讓生命的可能性受限制的錯誤。萬民都需要福音，去到

他們當中傳揚福音是蒙神呼召的基督徒和教會最優先要實踐的項目。 

日本散居中國人的年齡層較年輕。他們所經歷的學習新語言的過程和異文化

適應訓練，都將成為面向世界宣教的好基石。加上日本的華人教會已經具有可差

派宣教士一起同工的力量。因此日本的散居中國人一定有他們蒙神呼召作世界宣

教的領域。我們知道中國的 2030 計劃。聽到這消息時聖靈給我們一個啟示:在

2030 年以前把兩萬名的宣教士從中國差派到全世界的計劃裏面，日本的散居中國

人基督徒如何參與的問題。我們開始懇切禱告，日本的散居中國人基督徒當中能

夠差派 200 個宣教士,兩萬人的 1%。雖是小數字，卻相信他們會成為點燃宣教之

火的催化劑。 

中國教會將來會成為差派大量宣教士的差派國家。中國教會的宣教時代最需

要的人才，是有宣教現場經驗的成熟的宣教指導者。我們帶著期待禱告這 200 個

人是能培養宣教領袖的一群。 

我們稱之為：“800-400-200 個案”異象。日本散居中國人當中，借著 T.C

培養 800 名的已受訓練的基督徒，透過他們在日本各地建立 400 個查經班及教會，

從這聚會中選出 200 個宣教士訓練他們差派他們。若兩個查經班或教會差派一個

宣教士支持他們的話，這是可行的事。透過這樣的事工，我們活出呼召我們成為

日本散居中國人所相稱的生命，以及追求祂的喜悅，這是我們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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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C的局限與挑戰 

JCC 有非常清楚的異象和相稱於呼召的使命。可惜的是 JCC 有一些限制。因

JCC 不是為了代表日本散居全體或代表日本的華人教會做什麽事工而設立的。只

是看到日本散居中國人的需要和可能性，卻沒有人起來作工的情形後，甚覺遺憾

的弟兄姐妹們禱告、聯合、獻身與行動而成立的團隊。沒有其以上或以下可以依

靠的獨立組織,即 JCC 沒有代表日本散居中國人全體或日本散居華人教會。只是

心裏焦急，懷著憐憫我們的天父的心腸的弟兄姐妹們想做現今我們該做的、和能

作的事。 

最初一起聚集禱告的時候，我們求神賜下超越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教會,而

思想神的教會和國度的世界觀。不只看已經在我們當中的 0.2%，乃是要註目於

99.8%迷失的羊群，幫助他們。教會和教會不應當為敵，當同心協力向那些沒有

聽過福音的人傳福音，使那些寶貴的生命到各教會得以健康的成長，這是我們的

盼望。希望 JCC 從心底期盼日本華人教會復興的美好心思意念充滿這地。 

這樣的聯合、禱告、獻身與行動，能夠成就在既存的日本散居華人基督徒和

教會積極的支持和同工之下。這不是天父的旨意嗎?！雖盡全力，但每次覺得力

量不夠。現實上有限制和困難。大部分的教會可參與，卻無法完全同心，領悟到

每個教會重視的不一樣。所以我們覺得尊重各教會特有的想法和追求，改變那些

想法不是 JCC 要做的事,這是 JCC 的限制。但無法一直想著這些限制而袖手旁觀，

因狀況很嚴重。 

JCC 最優先的是，花時間和心思，更加服侍那些未聽到福音的 99.8%的人；

竭力提供更多的機會，給當中需要門徒訓練的人，因為，充滿潛在的人力和財力

的日本華人基督徒社會，對世界宣教毫無關心的情況而深感遺憾的人，將努力參

加世界宣教。99.8%的羊群在羊圈外，連一個宣教士（有可能不正確，這只是筆

者所知道範圍內的現狀）都沒有單獨差派去參加世界宣教，但神對日本的華人有

深重的旨意，怎麽能夠把心放在別的地方呢！我們覺得完成這些事情已經在時間

和力量上深感不足了。在日本散居中國人社會裏面造出新的潮流，建立新的生態

系，這是 JCC 所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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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過日本散居中國人的日本宣教 

 

將來中國出身的宣教士繼著西方宣教士和韓國宣教士，以第三代宣教士的

身份出現，必將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日本的散居中國人是撒在日本這個世界最大的宣教地裏面的生命的種子。

在日本長久服事的一個老宣教士曾經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將來西方出身的宣

教士，韓國出身的宣教士，在日本的影響力越發減少。我期待在日本宣教上，

中國教會和宣教士的活躍。”將來中國出身的宣教士接著西方出身的宣教士和

韓國宣教士，成為第三代宣教士，必將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中國的基督教和基

督徒，可以給日本教會獨特的幫助。久經逼迫之下形成的中國屬靈的生命，可

成為日本教會極大的祝福。對於福音非常正面又積極反映的中國人的心田，會

帶給日本人很多挑戰。中國宣教士們把這些中國人的優點當成禮物可以用於日

本宣教。 

在東京服事的時候的一次經歷。參加退修會，大部分是中國人，有一兩個

日本人因家族關系而參加。有一位和中國的姐妹結婚的日本丈夫，參加退修會

中領受了神的恩典，心裏產生一些焦慮。那不是別的原因，是因為他到教會不

止聽了一次福音，但現在要受洗嗎？這是他所苦惱的。商談後過了一天，第二

天這位日本丈夫決誌信耶穌，並且受洗成為神的兒女。這怎麽可能？我個人覺

得，因他在中國人當中。他在退修養會當天看見第一次聽到福音的中國人的反

應和變化。宣教士們之間有這樣的俗話：日本人對於福音反映的發火點非常高。

意思就是很難點燃。中國人可以幫助把那發火點降低。 

到如今在日本宣教上從海外來的宣教士有很多功勞。開墾日本宣教的第一

代宣教士們都是北美或歐州出身的。近來韓國出身的宣教士很突出的扮演者第

二代宣教士的角色。日本宣教在等著第三代宣教的登場，第三代的宣教士將是

中國出身的宣教士。中國出身的宣教士會開啟日本宣教的新場面,他們將為日本

宣教吹起新的生命力。 

不久前聽到一個好消息,有一個服事的家庭在中國服事一間家庭教會，在

地下神學校學習，後來申請日本的宣教士簽證，結果，他們順順利利地拿到簽

證了。過去有幾例在日本讀神學校，作日本政府認可的宗教活動的人拿到宣教

士簽證（宗教簽證）。中國籍的美國或加拿大華僑也有過拿到宗教簽證的例子。

但他也不是在日本讀神學，而讀中國家庭教會的神學校的拿到宗教簽證的例子

好像沒有過。新的一道門打開了！期盼透過這一道門許多中國宣教士來到日本

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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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日本的不變的歷史和國家關系會產生不幸的鄰舍關系。我們看歐洲

的時候就會看見韓中日是多麽不幸的鄰居。歐洲經歷了無數的戰爭，許多國家

彼此為敵，但最終造出了 EU 共同體。相反的韓中日仍然維持著緊張的國際關系。

這樣的光景中，中國的宣教士若在日本作宣教活動的話，這會成為拆毀隔斷的

墻，彰顯十字架的寶血和愛的大能。 

日本的散居中國人住在日本,他們的周邊都是日本人,和日本人國際結婚的

人也不少。他們接受耶穌為生命的主人的事情，和他們的家人和周邊人的救恩

也有密切的關系。 

還有散居中國人在日本可以扮演連結日本和中國的橋梁的角色。因拆毀隔

斷的墻的基督寶血的能力在我們的裏面。為此，與其有關的東亞基督青年大會

就誕生了，過去 6 年中 6 次的大會，分別舉辦於東京、濟州島和香港。這是韓

國、中國、日本的基督徒在基督的愛裏面聚集在一起敬拜，為彼此禱告，成為

朋友的聚會。超越國境和民族，特別是，超越韓中日之間的緊張和困難，聖靈

的恩典充滿在其中。
32
集會的核心之一就是日本的散居中國人。 

 

6）參與日本散居事工的具體方法 

日本散居中國人事工剛結束學步期，開始進入發展期。這項事工會扮演

“宣教的橋梁”的角色。中國和日本的橋梁，散居中國人和世界宣教的橋梁。

希望大家能夠參與這樣的事工,因這事工需要更多的同工。你們也可以成為同工。

您在現在所站的地方可為宣教工廠用禱告獻身。具體方法如下： 

第一，用禱告參與。您的禱告是日本散居中國人的糧食，力量和生命。神使用

您的禱告來拯救生命，讓我們明白祂的心意。具體的禱告事項在 JCC 網站

（tokyo-jcc.com）可索取。若您告訴我們您的電子信箱，我們也可以定期的把

禱告事項寄給您。透過這樣的服事，您可以更深的遇見在日本和日本的散居中

國人身上成就祂旨意的神。 

第二，用奉獻來參與。奉獻是以自己的犧牲來表達對神的愛。若神給您感

動的話，請為散居中國人的事工奉獻。具體可做的奉獻，為 JCC 的運作，為佈

道大會，為 JCC Training Center 和東亞學院。這奉獻會成為拯救日本散居中

國人的生命，使他們的生命成長，參與世界宣教的基肥。具體奉獻的方法可參

考 http://tokyo-jcc.com/contribute1/ 。 

第三，透過長短期的訪問直接參與事工。日本散居中國人的事工上莊稼已

                                                 
32 http://threetogether.org/?ckattempt=1 中可看見更加詳細的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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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熟了，但缺乏工人 。所以日本的散居中國人弟兄姐妹在禱告我們的主人能夠

差派收割的工人。差派工人是主人的事,您要作的是用心去聽神呼召您的聲音,

然後回應那聲音，完全的順服，成為合神心意的工人。但願每位能夠回應神的

呼召。 

日本的華人教會當中很多教會沒有牧者。因在日本聘請一位牧者非常不容

易，培養也很困難。過去兩年中日本的華人教會牧者在減少中。但對於牧者強

烈需要的地方就是日本。將來日本需要至少 400 多個華人牧者。如果您是已受

訓練的教會牧會和開拓者的話，請您積極的考慮。 

另外 JCC 正在找服事日本散居中國人的短期宣教士（幾周～兩年）和長期

宣教士。您可以在日本教導英文，經歷日本的語言和文化。還有可以作家庭事

工，大學校園事工，兒童事工等等的獻身服侍。比如，專題講座：基督徒的職

場生活、年輕人的異性交往、生意和信仰、精神健康與信仰，宣教等各方面可

以講課的講員都非常需要。若您有這方面的經驗，願意分享您的經驗，神叫您

去的話，請您和我們聯絡(dongjinghuaren@gmail.com)。我們會幫助使您的呼

召成為現場的事奉。 

第四，就在您所在的地區可參與自文化圈散居事工。向您所住的地方新進

來的外國人或既存的外國人傳福音！有可能為了透過你們讓他們聽到福音，神

把你們和那些外國人放在一起,就在那裏開始。這就是神繼續把你放在那裏的理

由，以後也可以成為我們在這裏一起服事的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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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洲散居中國人探索(2015.8-2016.5) 

---事工的現況與可能性 

 

非洲教會是南半球成長最迅速的教會，而位於北半球的中國教會正克服著

嚴酷的環境，頑強的成長著。這兩個地區的宣教性碰撞，在非洲華人教會

中得以實現。這樣的碰撞將產生何種火花，讓我們拭目以待。 

 

 

第二個安息年在肯亞內羅畢度過。在非洲過安息年有兩個理由。第一，是

為了安靜的回顧過去的時光，也希望充滿新的思想；第二，是想認識最近幾年

間潮水般的進到非洲的中國人，能夠在現場了解非洲散居中國人事工。 

非洲目前處於爆發性的成長中。根據 UN 的統計，非洲人口在 2012 年占地

球村人口的 7 分之一，即 7 個人裏就有一名非洲人。2050 年 5 名中一名，2100

年 3 名中一名會是非洲人
33
。經濟方面也一樣 ，據英國經濟周刊 Economist，

過去 2001 年至 2010 年的 10 年之間在世界上紀錄最快速經濟成長率的 10 個國

家中 6 個國家在非洲。
34
非洲仍然有貧窮、獨裁、內戰、恐怖、腐敗、疾病等的

問題，但鮮明的是許多非洲國家已轉向正面的方向，那方向轉換和成長，發展

已經在非洲勢不可擋。 

在此背景下中國在非洲登場了。因為政治和經濟上的理由，中國選擇非洲

為重要的夥伴，戰略性的進出到非洲。中國的許多企業踴躍的進到非洲全地。

中國企業的特征是所需人員（包括下級的勞動者）都從中國帶來。不少的中國

人在非洲結束個案之後不回中國，留在非洲開拓自己的生意。最近非洲的中國

人口爆發性的增加，推定在全非洲大約 200 萬至 250 萬。多到非洲人一看到亞

洲人就說“你好”，我想他們認為亞洲人都是中國人。 

現在，在非洲急速的形成散居中國人的社會。從已定居 10 多年的人到剛進

來的人，從大企業的當地職員到自己經營小事業的，非洲的散居中國人帶著許

多不同的面孔。多樣化的他們卻一致地說非洲比中國有更多的機會。從生意上

大有成功的人，到身患艾滋病面對生死危機的人，非洲散居中國人已成為非洲

的一部分。 

                                                 
33
박경덕,「기회의 땅 아프리카가 부른다」(서울: 원앤원북스, 2012), 108 

34
박경덕,「기회의 땅 아프리카가 부른다」(서울: 원앤원북스, 20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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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非洲的散居中國人在急速增加，但傳福音卻相當緩慢。據華福（世界

華福中心）的統計，在非洲有 32 個中國人教會和 4 個基督教機構。
35
現在可能

比這統計有更多的教會，但在全體非洲大陸有 200 萬的中國人，40 個集會還是

算太少。在非洲當地所看到的華人教會的現實更艱苦。拿肯亞的例子來看，推

定 5 萬多中國人居住在那裏，但教會只有 4 間，所有教會的會友加起來 70～80

名。這僅占全體華人人口的 0.2%。 

在非洲散居中國人事工最興旺的地方是南非共和國。全非洲散居中國人的

一半就在南非（SACON 推定大約 70 萬
36
），散居中國人教會的一半也在南非。

南非的境況較不一樣的是，不只是華人教會，還有住在非洲的西方宣教士和非

洲當地教會也表明對華人事工的關心。2011 年也成立叫 SACON 的聯網
37
，為了

當地散居中國人宣教努力訓練當地教會，並動員他們。雖然這聯網較微弱，但

和其它非洲地區比起來先進了一大步。 

即使短短的經歷，以個人的經驗來看，非洲的散居中國人事工還停留在初

始階段。老移民那一代在社會和教會都已穩定，但新移民這一代還未定位。
38
所

以對新移民的事工有很大的可能性。雖有許多難題堆在前面，不過周邊的條件

相當不錯。對散居中國人事工有關心，可一起同工的非洲教會也算不少。簽證、

場地、義工等方面與非洲教會同心協力的余地很多。 

非洲教會可算是急速成長的教會。而且如前面提過的，全世界基督徒人口

的中心 2000 年為基點已經移到非洲。並且如果散居中國人事工和非洲教會同心

協力的話，也會帶給非洲教會宣教活力和劃時代的新的一頁。另外，若散居中

國人教會和非洲當地教會在彼此協力之下誕生、成長的話，現在非洲各地發生

的非洲人和散居中國人之間沖突與緊張的狀況，可從中提供睦相處的模特兒。 

不但如此，非洲教會和撒哈拉以北地區，就是北非，加上中東地區在地理

上連接在一起。這地區稱為 MENA(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地區，在這地

                                                 
35
華福中心研究及發展部,“海外華人人口與華人教會統計,”「今日華人教會」2011年 2

月 , 10. 
36
http://www.onechallenge.org/2014/03/01/spotlight-southern-africa-chinese-

outreach-network/ 
37
SACON(The  Southern Africa Chinese Outreach Network):2011年成立，以在南非和非

洲全地的散居中國人的福音化與門徒訓練為目標的，教會和宣教機構等的聯網聯合共同

體。 
38
在這所指的新移民世代是主要為跟著中國的非洲進出一起進來的中國出身的移民者、留

學生、生意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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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居住最多的散居外國人是中國人。撒哈拉南部非洲、撒哈拉北部非洲、以及

連結中東的線上都有散居中國人。即，在每個重要宣教據點都有散居中國人。

如果非洲教會和散居中國人之間可提供的友好相處的宣教模式，就可為在這一

地區裏當地化，關緊門的中東地區宣教上提示一個宣教的可行性模式。 

舉例來說，現在急劇形成的當地散居中國人社會裏建立中心（Center）之

類的機構。比如給中國人的第二代教中文的語言中心；中國人社會和當地社會

中間成連結橋梁的福祉中心；結合中國傳統的針灸和宣教的醫療中心等等。透

過這樣的各種中心先定位在散居中國人社會裏面，其後，為下一個階段紮根在

當地社會。若這些中心 Center 為據點彼此連結的話，會出現新的宣教天地，開

拓从非洲連結至中東的宣教道路。 

其實非洲散居中國人事工本身存在著非常多的必要。因還未聽過福音的

250 萬人在等著福音。現在是收割的時刻。大部分的散居中國人的社會是在開

始建立的階段，這樣的初期形成的時候，用福音來打基礎的話，散居中國人社

會和非洲社會也會得著極大的祝福。 

非洲散居中國人事工還有另外很重要的意義。這事工會幫助非洲教會的世

界宣教活力化。非洲教會擁有將來成為最大差派宣教士地區的可能性。但為了

這些事成為現實需要幾個前提。其中一個是多參與宣教，累積實際宣教的經驗。

散居中國人宣教是現在非洲教會能夠經歷宣教的最相近的宣教現場。 

非洲教會是南半球成長最迅速的教會，而位於北半球的中國教會正克服著

嚴酷的環境，頑強的成長著。這兩個地區的宣教性碰撞，在非洲華人教會中得

以實現。這樣的碰撞將產生何種火花，讓我們拭目以待。無論是什麽樣的形態

碰撞都會創造出一條新的宣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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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從城外的蓖麻帶來的安全地帶和便利地帶中逃脫吧！ 

從那些一夜發生，一夜幹死的快樂的陶醉中醒過來吧！ 

 

 

我們已經進入新的時代。交通和通信日新月異的發展，會讓人更多更廣的移

動。這時代讓很久以前所存在的“散居”這一群再次誕生為“新大陸”和“散居

宣教”。 

宣教之門已敞開了。在自己的國家裏面作散居事工是現在當場可參與的宣教。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有天父之心那樣對待生命的態度，而且那顆心引導我們的思想

與行動的話，我們可活出宣教的生命。以下要分享的神的話語，也是來自於神的

宣教的邀請。這是約拿的故事。 

舊約的約拿書即使很短，但卻是傳達相當強烈宣教訊息的很獨特的聖經。這

故事的主角是神和約拿。神呼召約拿到尼尼微傳講審判的訊息。（拿 1:2）尼尼

微是約拿和以色列全體都恨惡的敵國。約拿無法接受尼尼微人聽到信息得著救恩，

因無法看到敵對的尼尼微百姓成為神的百姓享受屬天的福分。因此藐視神所說的

話就逃亡。神使用風浪和大魚使他順服神的旨意。所以約拿硬著頭皮到尼尼微喊

叫審判的信息。即使他有口無心地沒有誠意的喊叫（拿 3:3，4），尼尼微的百姓

卻聽懂神的聲音和旨意。從百姓到王，甚至牲畜都悔改歸向神（拿 3:5～9），神

就饒恕那些悔改的人不把所說的災禍降於他們（拿 3:10）。 

約拿向神抱怨。因他以為敵人和罪人該受審判，但他們得著救恩，所以向神

發怒。他氣憤憤的從城裏到城外，帶著“審判快來！”的憤怒之心等候尼尼微城

裏降下災禍（拿 4:4，5）。這時候神用一棵蓖麻為他造樹蔭。他很喜歡這棵蓖麻。

“約拿因這棵蓖麻大大喜樂。”(Jonah was exceedingly glad because of the 

plant)”(拿 4:6,新翻譯 ESV)，這裏出現表示喜樂的單詞，也是全約拿書中“喜

樂”這個單詞唯一出現的地方。約拿不管城中將發生審判，或者可以說他的心中

已經由於憤怒自己進行了“審判”，現在他卻正在享受著小小蓖麻的樹蔭帶來的

快樂。因一棵蓖麻帶來的樹蔭實在很舒服，全約拿書裏面沒有出現“最大的喜悅

(exceedingly glad)”這個詞來描述。 

我們在這裏可知道，約拿雖然是先知，卻沒有憐憫、慈愛、同理，尤其是不

知道神的心，那看著尼尼微的百姓焦急的神的心。約拿不知道“何況這尼尼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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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

（拿 4:11）這裏所表示的是神對於生命那焦急的心。 

約拿從城裏出來到城外，是“安全地帶(Safety Zone)”；坐在可遮避太陽

的蓖麻樹蔭之下，是“便利地帶(Comfortable Zone)”。安全感和舒適感就是他

心裏最大的喜樂。留在安全地帶以一夜發生，一夜幹死的蓖麻之樹蔭為滿足，把

那滿足作為信仰最大喜樂的生命，是危險的！自我陶醉在沖天的假“喜樂”當中，

對眼前將有可能死去的尼尼微人視而不見。約拿把尼尼微人和自己分成為城裏和

城外的。追求世界所講的安全之處（城外），把城裏的人不放在眼裏。的確，他

們的痛苦是和自己毫無相幹的，就如通過衛星數據傳過來的異國他鄉的故事中的

痛苦，宣教就在此處失蹤了！在安全地帶無法看見面對死亡和滅亡的人們，在便

利地帶也無法以天父的為己心。我們所要領悟的是，一夜發生，一夜幹死的城外

的蓖麻，是在屬靈上一點都不安全，也不便利的。 

沒有同理危險和痛苦的心，怎能做宣教呢？今天若又在遮蓋我的蓖麻之下，

能擁有天父那焦急的心嗎？不要被欺騙！安全感和方便會把我們推到城外，捆綁

在樹蔭之下。因 2011 年 3.11 的大地震，將近 2 萬多人失去生命或失蹤。還有按

日本的民族基数來看，每天死亡的人中（平均 3，279 名，其中自殺 86 名，認識

救主 4 名）最大比率的死亡人只能站在神的審判臺前。日本散居中國人也一樣，

全體散居中國人的 0.2%才會把神作為救主和王。尼尼微城裏有 12 萬人等著審判；

現在，在日本的 120 萬散居中國人和 1 億 2 千 7 百萬日本人，處在像尼尼微城裏

的百姓同樣的情況下。 

從城外的蓖麻帶來的安全地帶和便利地帶中逃脫吧！從那些一夜發生，一夜

幹死的快樂的陶醉中醒過來吧！我們的主向我們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

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幹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

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拿 4:10，

11）。 

但願這短短的文章可幫助你們擁有天父之心。這篇文章裏面有較多的不算很

長的十幾年之間的事情，以及個人經驗為基礎的有關散居的故事，尤其是日本散

居中國人的故事。以淺薄的經驗為基礎所記載的上述，覺得有點慚愧，但希望能

夠給那些對散居宣教有負擔、想幫助他們的人一些實際的幫助。這是整理這篇文

章的目的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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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事工活動影集 

第一部：聯合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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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日本華人佈道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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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培訓＆培靈 

 

 

 

 

 

 

 

 

 

 

 

 

 

 

 

 

 

 

 

 

 

 

 

 

 

 

 



 
64 

第四部：連接主內肢體，走向世界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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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泰國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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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 連接世界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