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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禾場　等待收割 資料搜集：
鄭敏琴姊妹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2015年指出，全球約有24億基督教信徒，約佔世
界總人口的33%1。而日本內務和通信部統計局估計，日本現時總人口約       
1.26億，基督教信徒只佔0.76%2，那麼，日本人是否厭惡基督教呢？事實
並非如此。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與基督教相關文化是非常親近，日本的小
孩均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在學校也會學到馬丁・路德、德蘭修女等各種
與基督教有關的人物、歷史、文化。成年人對基督教的藝術很感興趣，在
旅遊時，也樂於參觀當地的大教堂。大部份日本人都喜愛聖誕節，不少情
侶也選擇按基督教的形式舉行婚禮。

可是，對於基督教的信仰，日本人卻漠不關心，甚至不感興趣。在日本國
內，其實是有傳教士和基督教徒創立的學校。從幼稚園到大學，每10個日
本人中就有一個曾接受過基督教相關教育機構的教育，然而，日本國內基
督徒的人數並沒有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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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跨文化宣教-日本族群]



《日本國憲法》是保障國民的宗教自由，不設國教，故日本宗教呈現多元
性。但由於歷史因素，神道教與日本佛教是日本的主要宗教，文化上，多
數日本人同時信仰神道教與佛教，日本神道教約佔人口比率99%，佛教徒
約佔人口的八成，基督徒只佔0.76%。有不少年輕的日本人雖然依然參加
宗教儀式，但卻自認是不可知論者或無神論者。

要收的莊稼多
從香港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顯示，居港日本人數目約9,976人，佔香
港總人口2%，多數是商人和他們的家人，也有少數是單身的日本女性。而
根據香港亞洲歸主協會資料，在居港的日本人中，只有1%是基督徒，即
99%未接受福音，絕對是「要收的莊稼多」！
 
居港的日本人，可能因著某些原因才暫時留港，不過，離開了日本本土，
或令日本人的心靈更容易向福音開放。香港亞洲歸主協會對日本人的事工
一直有負擔，經常透過不同社交活動（如：足球隊、乒乓球練習、烹飪
班）接觸在港生活的日本人；舉辦廣東話班、本地遊、黑人福音音樂工作
坊、遠足等活動，讓本港基督徒融入日本人的生活圈子。
 
為鼓勵更多基督徒關心居港日本人，舉辦月禱會，並且到教會及團契分享
異象，更開辦福音日語課程，提供日本文化講座，及舉辦日本訪宣體驗。 
 
香港的日本教會
現時香港共有三間以日本人為主的教會，包括「香港日本基督者教會」、
「香港以馬内利日語国際基督教会」及「香港日本人教会」，部份本地教
會亦有為日本人開設的聚會。三間日本人教會，以香港日本基督者教會較
為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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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s: Population Growth Projections, 2010-2050”,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 2015 

2. 日本內務和通信部統計局在2021年１月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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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日本基督者教會 Hong Kong Japa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JCF）
在 明 治 時 期 ， 居 港 的 日 本 基 督 徒 一 直 有 參 與 聚 會 ， 其 後 在 1 9 2 0 年                                        
（大正9年）正式建立教會。命名為日本基督教會香港傳道教會，於      
1925年﹙大正14年﹚8月23日設立崇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教會被迫
關閉，但信徒堅持繼續在家裡聚會。戰後的聚會開始活躍，仍然繼續，婦
女信徒一起研習聖經及製作手工藝品，將收益奉獻給在東南亞各地事奉的
基督徒及醫生，也奉獻給香港的孤兒院及盲人訓練中心。

於1962年，香港政府正式承認日本基督教會香港傳道教會的成立。起初會
員人數只有26人，每逢禮拜日一起守崇拜。最初的牧師是由日本基督徒團
體派遣，之後，依據跨宗派（不論團體、宗派，以信奉聖經及上帝的話語
作共同基礎﹚的方針，迎接不同的牧師前來。繼首任的加藤實牧師後，繼
任牧師包括池田鮮、井本克二、君島洋三郎、島降三、村山盛芳、蔦田綠
乃、木內一夫，現任牧師為鹿島義喜。

因為信眾人數日漸增加，需要更大的禮拜堂。在信徒懇切禱告後，終於購
入現在位於灣仔的會址。現時會眾人數約有120名，逢禮拜日均有三堂崇
拜，首兩堂為日語，第三堂則設有日語傳譯，信徒包括日本派駐香港的在
職人士、在港定居的日本人、跨國聯婚夫婦、懂日語香港人士等。香港日
本基督者教會的使命，是希望居港日本人能受洗，接受門徒訓練，最終被
差遣回日本或到其他國家僑居，傳揚福音。

有關香港日本基督者教會之詳細資料，請瀏覽該會網頁: https://www.hkjc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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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以馬内利日語国際基督教会 
Hong Kong Immanuel Japanese Int’l Christian Church

至於香港以馬内利日語国際基督教会，是由鹿島佳樹（Yoshiki Kashima）
及Basho Zhu 二人於2009年6月7日成立。

有關香港以馬内利日語国際基督教会之詳細資料，

請瀏覽該會網址 : 

http://www.hkimmanuel.com/album3.html

香港日本人教会 Church on the Rock (COR)
是香港唯一的日語和香港雙語教堂，在成立
之初，原本只是日本人的教會，但現在亦有

不少香港人參加。參加崇拜的人，有跟隨家人來港的日本人，有在港經商
的日本人及來港工作假期的日本人，現在，亦有對日本感興趣的香港人參
與崇拜。全年舉辦福音崇拜、福音音樂會，亦有婦女崇拜，烹飪班，兒童
英語班，祈禱會和聖經班。

有關香港日本人教会之詳細資料，請瀏覽該會網
址：https://corhongkong.wordpress.com/

香港各機構為日本福音群體舉行祈禱會之詳情：

祈禱會日期或隨時更改，有興趣者請先致電確認。

香港亞洲 
歸主協會 中信

中國基督教
播道會
同福堂

（九龍東堂） JCC OMF
日
期

每月
第三個星期二

每月
最後一個星期日

每月
第一個星期五

每月
第二個星期一

逢單數月份

時
間

7:30-9:30pm 7:30-9:00pm 7:30-9:30pm 7:30-9:00pm 7:30-9:15pm

地
點

觀塘區教會
(請來電查詢)

新蒲崗
雙喜街9號

匯達商業中心9樓

九龍觀塘
駿業街58號
宏開中心2樓

黃埔花園
第十期

地下1號舖

新蒲崗大有街1號
勤達中心七樓707-

708室
查
詢

2929-4013 2810-9933 2323-7229 5282-1119 2398-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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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曾以居港日本基督徒為對象的基督教書室，於一
月底宣佈結業。這代表甚麼？當然是生意難做，更重
要的，是居港日本基督徒少上加少。

根據二零一六年人口普查資料，居港日本人約為一萬
人。他們主要是被日本公司派遣來港公幹，或來港發
展事業。他們主要來自日本的大城市，以東京為主，
並且教育水平較高。過去，他們多是舉家來港的；但
近年則是只派員工獨自來港，更多的是被調派到內地或其它東南亞國家。

正因如此，我們急需把握時機，關注居港日本人的福音需要，因他們是「
鮮聞福音的群體」，是全港福音信仰者比例第二低的族群。雖然香港有三
間日本人教會，但總人數僅約為二百人，其中日本人只約佔一半，即千分
之一的慘況。

在本港，推動關注這群體的機構，就只有筆者服事的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以下，我請在前線參與的同工，黃靜儀姊妹來分享一下。

亞協的異象是要看見居港日本人被主
得著，並建立具再生力的信仰群體。
主要事工有：

廣東話班
居港日本人，特別是婦女，往往在
生活上面對語言的困擾。從最簡單的
廣東話打招呼方式，至日常生活常用
語，由淺入深，我們為日本人度身訂造語言課程。

鮮聞福音的居港日本人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事工顧問

翟浩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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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體會班
透過實境的互動課程，由義工陪伴他們乘搭交通工具、逛街市、參觀文化
點，讓日本人了解香港文化，更快融入港式生活。 

中華料理班
由中華料理大廚執教的料理班，深受日本婦女歡
迎。在送子女上學後，她們都樂於善用餘閒，學習
中華料理或西方料理。透過烹飪班，日本信徒和港
人義工與婦女們在閒話家常中建立關係。

黑人福音音樂
因為當年《修女也瘋狂》電影大熱，日本人被黑人
福音音樂深深吸引，熱浪至今未退；每年日本都有
大量黑人福音音樂班和表演。亞協也藉此活動，透
過詩歌內容，向日本人分享福音。

港日教會合作
香港人可以做撒種、灌溉，但真正的牧養，都是日本教會才能辦好。亞協
樂於為教會穿針引線，亦有成功的個案：兩間港日教會合辦黑人福音音樂
會和聖誕佈道音樂會，將福音傳給居港日本朋
友。

疫情下的契機
以往日本人家庭會於暑期帶同兒女返回日本渡
假，去年卻因疫情而需留港渡假。一位姊妹看
見這個大好時機，想舉辦一個暑期營會，給居
港日本人家庭參加。單憑她一人，不能完成這
大事，於是她與我們分享這營會的概念；我們
一拍即合，深信這是神所揀選的時機，要將福
音帶給日本人小朋友及家長。



2021.02.07

07

我們首要的任務是尋找「懂日語的義工」，而他們必需在平日上午有空協
助營會的。在人看來，真是難成的事。但是，這位行奇事的神，卻為我們
預備了一切！當我們發出邀請義工的消息後，義工們便一個又一個的出
現。神奇妙地招聚了不同背景、不同教會、不同年齡的義工組；最令人驚
訝的是——義工們的日語水平相當高！這位耶和華以勒的神，不單供應所
需，甚至超出我們的所想所求！

雖然，最後因疫情沒有緩和下來，我們需要取消是次活動，義工們在籌備
及等待的過程中，都表現出順服、堅忍和信心，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居港
日本人得聞福音的逼切。

你想參與？
無論你懂或不懂日語，只需要神感動你接
觸居港日本人群體，歡迎聯絡我：Janet 
Wong (2929 4008/hkjc@aohk.org)

疫情新常態下，香港人出外旅行的心不
滅；於是「線上日本遊」出現大熱，因為
日本一直都是香港人最喜愛的旅遊點，也
是在泰國之後的第二個最多香港宣教士派
駐的國家。在香港，日本餐廳林立，日本
時裝、化妝品、電器、汽車…..都深受港人
愛戴，我們大多不會仇視日本人。那麼，   
就讓我借用約翰對弟兄相愛的教導，將之
延伸應用在居港日本人的服事上：「小子
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

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約壹3:18）不要單愛日本貨，更要關愛日
本人，他們就在我們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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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學及工作
大學畢業後，我來到日本的九州留學，然後順利在東京找到了工作，就這
樣在日本生活超過了十年。

我在中學時決志成為基督徒後，一直
維持著比較穩定的教會生活。來日本
前不時聽說日本是基督教沙漠，最初
曾擔心過，來到之後能否找到合適的
教會做禮拜。感謝上帝的恩典和預備，
留學時期所住的城市因為有許多外國留
學生的關係，在大學附近有一所國際教
會，一些韓國和華裔學生都會去聚會。
留學時期就這樣快樂地渡過了。

碩士畢業後，在東京就職，這時候才真正感覺到日本是基督教沙漠。

認知卻不認識
在東京，其實有不少天主教堂和基督教教會，也有一些天主教、基督教幼

兒園、中小學、大學等。但是去教會做禮
拜的一般是長者，學生和外國人。一些我
所認識的，在教會學校畢業的日本朋友們
也鮮有真正認識信仰的，他們基本上不會
談論宗教，卻會以畢業於教會學校為榮，
畢竟在這裡的教會學校多為名門學邸。

一般日本人對基督教的認識不多，當你
介紹自己是基督徒(Christian)時，他們會

問︰你是天主教(Catholic)還是新教(Protestant)？你回答是屬於新教的基
督教之後，他們就會點點頭，“噢”的一聲， 然後不會有興趣再往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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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在日本生活的基督徒 駱曉華姊妹
路加團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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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對日本人而言，是有所求時祈福求平安，求保佑用的，或是一種儀
式，如喪葬時他們用神道教儀式，婚禮卻以天主教或基督
教儀式。他們也會取笑自己按場合選用
不同宗教，這也說明了他不知道也沒有
想去認識箇中的宗教意義。很多時年輕
人只為了能擁有電影情節中浪漫的教堂
婚禮而去上教會的婚前講座。就因為有
市場需求，一些高級酒店會建一座小教
堂並聘請外國人來扮演牧師，供人隨時
舉行教堂婚禮而無需上宗教婚前講座。
這就是當今現象。 

青黃不接現象
當然，我也認識一群熱心的日本基督徒。
我在一所本地基督教會聚會好幾年，也在
那裡參加Praise team，團契和聖誕音樂
劇的侍奉。這所教會很大，但來參加禮拜
的人不多，而且主要是退休老人和學生，
極少有進入社會的人來參加。而在這所
教會侍奉的熱心教徒也是屈指可數，雖然面臨青黃不接的挑戰，他們卻
一直從未改變對上帝的愛和對侍奉的熱誠。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除了一些外國團體，如葛福林，讚美之泉， 
Nick Vujicic舉行的大型佈道會外，鮮有本地教會在自己教會中定期舉行佈
道活動。大概因為日本對宗教活動的規範比較嚴格吧。

懇切禱告記念
很感恩上帝垂聽我的禱告，我們在東京有一個香港人團契，定期有查經和
聚會，彼此關顧。願上帝繼續看顧東京香港人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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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轉北海道
日本人的「群體意識」使他們慣於壓抑自己的渴求和信念，而追隨群體認
同。這也就妨礙他們個人接受福音的決定，甚至日本基督徒也因此而怯於
在人前認信。

《疫情下生活的改變》 
雖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日本政
府只宣布「緊急事態宣言」，沒有强
制性的立法，只是強烈地籲請民眾「
自肅請求Stayhome」，單憑著「群
體意識」進行抗疫。北海道受感染的
幅度曾一度為全國之首，當地政府遂
呼籲居民開展「新北海道生活模式」，從改變不同的日常開始，學習和病
毒長期共處。

在嚴峻的疫情下，打破了不少當地人固有
的生活習慣、社會體制、意識形態、風
俗宗教的觀念及模式，例如: 在家工作丶
殯葬公司派員代為拜祭和掃墓ヽ中止了有
100年歷史以上丶每年都要動用千多市民
載歌載舞地迎接神靈的「北海道神宮例
祭」。

北海道宣教呼聲～小寶爺爺、小寶嫲嫲
朱家寶﹒周潔生  

OMF(海外基督使團)
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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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教會的改變》 
在疫情下，教會也就要面對如何安
排聚會的挑戰。雖然政府並沒有禁
止舉辦活動及聚會，但是在人心惶
惶的情況下，不少教會也無奈地
停止了恒常的外展佈道和肢體相交
的活動。日本教牧及宣教士一方面
要考慮社區及公眾衞生的配合，另
一方面，又要堅守使命，尋求適切
現况的牧養群羊，以及拓展福音方
法，暫時把事工走進網上世界算是
可行的方法。不過，基於「技術支
援」的考量，有些日本教會未必能
即時應對。又或在開展網上聚會以
先，必先要逐家逐戶地教導會友，
特別是長者們，使用「智能電話」
或電腦的社交軟件。筆者認識某

些教會在網絡媒體上舉行崇拜後，接觸人數竟比實體聚會多，估計是一群
不太願意走進教會，卻想多認識基督教的群眾。但是，對於著重「相互依
賴」生活的日本人，在未能建立實質
關係下，如何能在「線下」接觸及繼
續跟進這些「線上會眾」呢？有些教
會以配合「非密集」的原則，在夏季
和秋季時，舉行不定期的「戶外崇
拜」，可是在嚴寒的冬天，就變得艱
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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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在疫情的影響下，福音的工作舉歩為艱。求主幫助日本教會及宣教士
團隊不要注目逆境而分心，反而心意更新而變化，隨著聖靈的帶領，
尋找出路，迎難而上，以嶄新的思維，構思佈道及牧養的策略。

2. 求主興起日本的信徒在所屬的社區及職場上作鹽作光，讓未信者能得
著全人得救的福音。

3. 北海道的冬季很漫長，更因受到數年一遇的強烈冷空氣影響，出現暴
風雪，天氣極為嚴寒。求主賜我們身體健壯，能適應寒冬，及在雪地
上出入得著保守。

4. 我們將在三月完成語文的學習，由四月開始會被差派到札幌希望之丘
教會服事，同時也會參與其他教會的福音外展工作。當中牽渉不同教
會的服事比重和行政安排，求主賜我倆謙卑順服，接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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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實習的北榮基督教會維持實體及網上崇拜，不過會呼籲弟兄姊妹多留
意身體的狀況，若有任何不適，可多作休息而缺席聚會。而且，不時提醒
大家要保持距離。在疫情嚴峻時，還請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教會的肢體
暫時避免参加實體崇拜。而凡是牽涉「新來賓」的福音聚會，也暫時停止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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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 差傳雙月刊：代禱專頁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
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詩37:5）

1.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太6:9b）
天父阿！願祢興起萬族萬民來尊崇祢、敬拜和事奉祢。
因為祢是創天造地的主宰，全能的真神，世人應當敬拜、事奉和尊崇
祢。正如聖經清楚表示「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樂意事奉耶
和華，當來向他歌唱！（詩100:1-2）

2.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
天父阿！願祢興起教會弟兄姊妹拓展神的國度，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
民聽，使他們得著祢的救恩。
因為神的心意是萬民蒙恩得救，衪「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
改。」（彼後3:9）

天父阿！願你興起教會弟兄姊妹迫切為普世宣教工作禱告。
因為全球現在約有22億福音未及之民。同時，每日約有十萬靈魂步向滅
亡，基督徒豈能見死不救！盼望我們同心協力在禱告、支援與及參與宣
教的工作上，回應主的大使命，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3. 「宣教士與工場」
A. 泰國清邁恩福之家

1）求主使泰國疫情受控，又保守藍福秀姑娘及周文先傳道和學生們
平安和健康，並使用他們幫助學生們認識基督信仰、與神與人建立和
好關係、追求靈命成長，並且實踐福音使命。

B. 德國工場
1）求主使德國疫情受控，又保守宋景昌牧師師母和教會弟兄姊妹平
安和健康，並賜給他們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栽培弟兄姊妹，與他們一
起成長。

2）宋牧師要負責兩個地方的崇拜證道，帶領不同的查經小組及處理
教會事務，求主使宋牧師能有足夠時間精力去服侍。

3）宋師母向浸差會申請多兩個月留港，為要能多點時間照顧及陪伴
年事已高的媽媽，求主恩領宋師母與媽媽的共聚時間，又能與不同肢
體交流分享德國宣教的需要。

4）在2021 年教會執事選舉中，求主賜下忠心事奉的執事，並賜合一
的心給他們，大家彼此配搭服侍，並使用2021年教會主題「在真道上
建立自己」造就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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