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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散居群體」 - 今天基督教會的重要任務 連達傑牧師 
尖沙嘴浸信會前主任牧師 
香港浸信會差會前總幹事

引言
	 相信不用我多說，只要我們稍為留意全球資訊，
便會發現當今有一個普遍盛行的現象，就是全球人口
不斷分散、散居、移動、移民及流徙等。這樣的人口
流動，其背後促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出於經
濟因素，需要出外謀生賺錢，養活家人；有些是因國
破和戰亂，不得不逃難以覓安居之所；有些因追求個
人理想和更美的前景，定意移民他國或進修留學；有
些則是在政治角力中失勢，只能逃離本國，為求保全
實力；而有些甚至因處身在強大的宗教逼害下，必須遠走他方，以保信仰和性
命等等。是的，今天的全球人口和族群，就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出入邊界
活躍、流動散居頻頻！我們可通稱他們為「散居之民」（Diasporas），而他們
所組成的群體，則可稱之為「散居群體」（Diaspora	Peoples）。

數據及經驗點滴
如今21世紀全球人
口中，大概略多於百
分之三（3.2%）的
人，是居住在非「
原生地」（place	 of	
birth）的。據聯合國
估計，公元2000年
約有一億七千五百萬流徙人士，而在
2005年，則達致一億九千二百萬人。此外，又有統計研究指出，全球差不多每
35位人士中，便有一位是「移居者」（migrant）；當中包括了流動勞工、留
學生及難民等。1

1 Enoch Wan ed.,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Portland, 
   OR: Institute of Diaspora Studies, Western Seminary, 2014. pp.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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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這現象也從個人經歷看。過去十多年，我都是使用《宣教日引》作為代
禱資料，恆常地為世界各地不同的族群代
求。透過閱讀，我逐漸不難發現，原來很
多城市早已居住了文化語言及宗教各異的
不同群體了；從前他們本生活於原居地，
各據一方，相互間沒有往還交流，如今竟
不知何解，「冥冥中」卻共處一市了！究
其原因，正就是上述我所指出的跨國、跨
地域的人口四散並聚居的趨勢。容讓我舉
出兩個實例吧：

原來，今天在英國的曼徹斯特市（Manchester），移居在其中的族群是眾多
的，例如：德魯茲人（Druze）、曼德恩人（Mandeans）、也門阿拉伯人
（Yemeni	 Arabs）、阿曼阿拉伯人（Omani	 Arabs）、波斯人（Persians）、
普什圖人（Pashtun	 People）、索拉尼庫爾德人（Sorani	 Kurds）、索馬里人
（Somalis）、貝沙人	（Beja	People）、伊拉克猶太人（Iraqi	Jews）、馬來人
（Malay	People）、喀什米爾人（Kashmiri	People）及馬爾代夫人（Maldivi-
ans）等等。因這緣故，她就被稱為「創新與種族多樣性的城市」了。2

至於香港，散居在我們中間的「非華人」族群也不少。根據香港政府2011年
的人口普查，3	 	 全香港人口共有七百多萬
（7,071,576），其中華人佔了六百多萬
（6,620,393），至於其他非華人的人口則
約佔四十五萬（451,183）。對於這四十五
萬人，讓我們曉得，絕大部份都是近一、二
十年從外地移居過來的，而香港人則一般稱
之為「少數族裔」（Ethnic	 Minorities）。
在這群「少數族裔」中，其中印尼人的數目
最大（133,377人），其他依次為菲律賓人
（133,018人）、白人（55,236人）、印度

人（28,616人）、巴基斯坦人（18,042人）、尼泊爾人（16,518人）、日本人
（12,580人）及泰國人（11,213人）等等。4

2 黃穎穎編：《宣教日引：認識未得之民 每日靈修代禱》，Los Altos, CA：萬民福音使團，2015年10-12月（冬）
，十二月份。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1年人口普查──簡要報告》（2012年2月21日），頁37。
4 有關的觀察與詳細論述，可參閱拙文，〈咫尺宣教──從散聚宣教學反思教會服侍少數族裔的使命〉，《教會分
享》，195期。2014年5月。頁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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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會當有的回應
面對這些新近住在我們中間的「散居群體」，基督教會當有何種回應呢？我的
見解是：執行重要任務、走進「散居群體」。意思就是說，基督徒及教會當起
來，帶著基督的愛和福音，進到「散居群體」中間，既服侍他們，也向他們作
出信仰的見證，此實為一項「重要非常、不可或缺」的任務！

以下為基督教會作出回應時可考慮執行之三大任務：

（1）「本土宣教」任務
	 這些「散居之民」既已來到我們中間，一項「本土任務」自然就形成了。
就是基督教會只要勇敢踏出一步，走進此等「散居
之民」中，展示愛心服務並分享福音，來滿足他們
的各種需要，這便算是很有意義的工作了！其實，
仔細思量，這更是一項「宣教工作」（Missions）
。因所作的，都具備有跨文化、跨族裔的性質，這
便清晰顯示了份屬「宣教」的工作。
 
	 以香港華人教會為例，經過五、六年來的醞釀
和發展，如今便有約40間的華人教會，動員弟兄姊妹進到在港的「印尼家傭」
中間，為主作見證。這是「本土穆宣」工作，亦是一項「本土宣教」的任務。

（2）「延伸植堂」任務
	 「散居之民」不單來到我們中間，他們更走到世界各地，定居、生活和工
作。基督教會不僅需要投身「本土宣教」任務，若能力所及的話，更要從事「
延伸植堂」的任務。意思是說，我們需要伴隨著「散居之民」所到之處，協助
並促成他們成立新的信仰群體，就是新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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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很多時候，在「散居之民」中，有很多本身都是基督徒，故只要基督
教會願意動員、裝備及差遣他們，他們就成了「
宣教生力軍」，可在所到異地之處建立教會，傳
揚福音。菲律賓基督教會，過去在這方面確有美
好的見證！5	 是的，只要凡屬基督的教會樂意參
與此事，她們所作的，本質上正是普世「延伸植
堂」的宣教任務。

	 在宣教路上，如果說上述第1點是「本土行
動」（Local	Action），那麼第2點就是「全球行
動」了（Global	 Action）！今天的基督教會，應該是兩者兼備、缺一不可！若
成事的話，其所作的，也就融合為「全球本土化行動」了（Glocal	Action）！

（3）「並肩跨越」任務
	 上述兩大行動，宣教動力和重點主要都是落在原來的基督教會身上。從這
點開始，讓我們也想到，基督教會奮力走進「散居群體」，為主作美好見證，
原來終有一天也可成就「更大的事」（參約十四：12-14）！就是說，日子久
了，一旦「散居群體」內有一群基督精兵出現、成為新動力後，原來作工的基
督教會就可與他們「肩並肩」地一起服侍，彼此互作伙伴，齊為「神的國」打
拼了。而所作的，正是「並肩跨越」的任務！

	 跨越甚麼呢？從「散居群體」之基督精兵來看，就是指跨越他們「族內人
際關係」的障礙（「傳福音」所須面對的）和「族外文化族群」的障礙（「宣
教」所須面對的）。換言之，當他們在靈性生命上已強壯成熟起來，就會承擔
使命，向本土及全球各地的本族同胞及其他萬民作傳福音及宣教的工作，但他
們卻同樣會遇到此等常見的障礙。那麼，此時原來作工的基督教會，就可起來
給予不同程度的協助（例如分享異象、知識、策略、人力、物力、財力和靈力
等等），好達致「肩並肩、齊跨越」的果效和地步。

	 以上就是基督教會在普世「散居群體」正不斷湧現之景象下，從屬靈角度
的反思中，可得出的三項重要工作。

5 可參閱以下書籍，知道更多詳情：Pantoja Jr., Luis, Sadiri Joy B. Tira and Enoch Wan eds. Scattered: The Filipi-
no Global Presence. Manila, Philippines: LifeChange Publishing, Inc.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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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聖經記載著，我們的主如此差遣屬祂的教會，說：「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
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太二十八：19-20）主耶穌在這
裏說話的重點，是期盼「萬民都能成為祂的
門徒」。今天，既然「萬民」已迅速而廣泛
地分散各地，並且也來到我們中間，就是在
家門口和屋簷下；我們作為基督門徒和教會
的，為要聽從主的吩咐，自當有「走出去」
的行動，向前邁進，接觸他們，以達成主的心願。畢竟，讓我們切
切不要忘記，在主的說話中，還包括「要去」這個心意和差遣啊！ 

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異象
近年全球人口遷移的現象已引起了宣教學者的關
注，新興的「散聚宣教學」便是回應這些流動人
口的宣教需要而形成。本地跨文化宣教讓每位信
徒都可以在自己身處的地方參與跨文化宣教，實
踐大使命。根據2016年香港中期人口統計的結
果，居港的少數族裔人士巳超過五十八萬，佔全
港人口8%，在過去十年數字已上升了70%。浸差
會有見香港少數族裔人數不斷上升，正是推動咫
尺宣教的大好契機，為回應這迫切需要，大約十年前開始本地跨文化事工，服
侍在港居住的少數族裔人士，向他們分享主愛。

本事工宗旨乃為求達至以下目的：
• 關心香港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平台予他們聚集、學習、成長、交誼。
• 幫助弟兄姊妹了解本地少數族裔的狀況及他們的福音需要。
• 鼓勵及推動堂會關心及參與少數族裔人士的事工。
• 凝聚各堂會資源、彼此配搭服侍在港的少數族裔人士。

香港浸信會差會-本地跨文化事工 鄭玉君姑娘
本地跨文化事工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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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策略
基於服侍對象的人數和浸差會現有的資源，現階段主力集中服侍在港印尼人(印
尼姐姐)，其次是泰國人和南亞裔人士。

為達致以上目的，浸差會提供不同層面活動給堂會或弟兄姊妹參與：
1.	文化體驗活動：包括安排參加少數族裔崇拜；參與或推動個別少數族裔特色
活動，例如「關愛家傭日」、「印尼青年節」等等。

2.	裝備信徒：提供網上或實體印尼語及文化課程，幫助弟兄姊妹認識印尼文
化，鼓勵關心本地印尼姐姐，與她們建立關係。

3.	短期服侍：包括舉辦興趣班/職業技能班，例如廣東話、英語、電腦科技、手
工藝、化妝、廚藝等；或提供身、心、靈全人關懷服務，例如義診服務、健
康講座、情緒輔導、成長小組等。

此外，浸差會亦按堂會不同情況與堂會合作服侍區內的印尼姐姐，例如：
1.	舉辦平行小組(同步進行之活動)：對於一些堂
會有心開展印尼姐姐事工，但卻沒有能懂印
尼語的同工，浸差會可以在他們舉辦長者團
契或崇拜的同時，派出宣教同工接觸他們的
傭工，提供服侍機會。

2.	同步家訪：差會印尼同工與教會恆常探訪隊
一起家訪，在探訪教會會友的同時，亦關心
他們的印尼家傭。

3.	同區合作：對於一些初起步或未有足夠資源
獨力發展印傭事工的堂會，可以在區內與其他教會一起合作，按堂會有的資
源，在場地、人力或經濟上參與，例如借出地方舉辦活動，或派出義工參與
籌辦和帶領活動，或透過奉獻分擔事工活動所需的開支，實踐彼此配搭，同
心服侍在港印傭。	

總括而言，咫尺宣教的需要就在眼前，近在身旁，願我們齊心協力，共同實踐
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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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宣教士高保羅牧師（Rev.	 Paul	 Kauffman）於1966年在香港創立「亞洲
歸主協會」（香港亞協），為一所大使命機構，致力與教會擕手，在亞洲群體

中，藉全人關愛的事工和服務，轉化個人和社
區，以活出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和使命。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跨文化宣教已不一定需要跨
地域、跨國界。香港非華裔人士在過去十年上升
超過30%，佔總人口逾四十五萬人。香港亞協現
時在港的本地跨文化福音事工包括「關愛印傭」
、「居港日本人」及「南亞族裔」。

在2011年，香港亞協連同三間機構成立「印尼家傭關愛組」，將每年五月第四
個禮拜日定為「關愛家傭日」，表揚家傭姐姐
為香港社會作出的貢獻，同建互相尊重、和平
共處的家庭與社會；每年亦會舉行「關愛印傭
祈禱會」，一同為這廣大的禾場禱告。

並透過六大範疇來關愛印傭，如在公共教育及
宣傳行動上，舉行「關愛家傭日」、「關愛家
傭嘉年華」、「關愛家傭	 從心出發」有獎活
動、「家庭樂傭融——《爸媽不在家》」慈善
電影會、「家庭樂傭融——《淪落人》」慈善電影會、「家庭樂傭融——小故
事大募集」有獎活動。

在課程及講座中，開辦印尼語入門及關愛印傭事奉人員入門訓練。每月最後的
禮拜二舉行「關愛印傭月禱會」，同心禱告守望。每月第四個主日下午5-7時
半，於維港灣長者會所舉行「耆樂傭融」，接觸區內的印尼姐姐。

07

亞洲歸主協會  本地跨文化福音事工  資料搜集 
鄭敏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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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聞福音的族群
相對於印尼，日本是世界上其中一個福音荒地，基督徒數目只有人口0.3%的低
水平（資料來源：約書亞計劃Joshua	Project）。在香港居住的日本人也是在香
港最少被提及的鮮聞福音族群。

根據2016年香港人口普查，居港日籍人口約有10,000（註），包括不少是經商
或高級行政人員，以及他們的配偶和下一代；跨文化
婚姻也是日本人定居香港的另一個原因。離開日本，
令日本人的心靈更容易向福音開放；香港亞協相信，
本港教會及信徒應該把握此機遇，踏出本地跨文化的
一步，關心和服侍這群未得之民。

由2014年年中起，香港亞協開始持續為居港日本人群
體禱告，本港亦有其他機構舉辦關注日本的祈禱會（較多以日本宣教為重點）
，例如中信、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JCC及OMF。

香港亞協目前會藉著參加不同社交活動（如：足
球隊、乒乓球練習、烹飪班）接觸在港生活的日
本人；另外，亦舉辦廣東話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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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鼓勵更多基督徒關心居港日本人，持續舉辦月
禱會，到教會及團契分享異象。並為促進對日本

文化的了解並裝備基督徒傳福音，不定期開辦福音日語課程，更提供日本文化
講座，及舉辦日本訪宣體驗。

鑑於亞洲是個急不容緩的宣教工場，香港亞協度身訂造短宣體驗團，前往內地
及亞洲，進行跨文化交流、社區服務、佈道、探訪教會等活動。過去重點關注
內地少數民族、東馬伊班族，未來會逐步開展東馬馬蘭諾族、緬甸羅興亞人等
少數族群。

註：資料來源：《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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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研究的散聚群體對象，是十五萬在港印尼傭工；提出完成這動員任務的三
個步驟：

第一，「告知」（informing）：讓華人堂會知道這個社會實況，以及基督徒對
這現象的漠視態度。

第二，「激勵」（inspiring）：藉著聖經教導、歷史見證、當代的榜樣，鼓勵
華人堂會起來參與這項工作。

第三，「裝備」（equipping）：提出五個類型的活動，使華人堂會得力量。

最後，本書提出以「全球/本地」（glocal）的模式，動員教會參與服侍散聚
群體的宣教工作，說明香港的華人堂會可憑著什麼理據、用什麼方法，從「本
地」（local）處境回應「全球」（global）的挑戰，服侍在港的印尼傭工。

*本作品榮獲第八屆香港基督教金書獎—最佳裝幀設計（學術）
https://acpbookawards.hk/2019/01/02/2018-bda/

「宣教書籍推介」: 《咫尺宣教》 
 
書名 : 「咫尺宣教」
作者：連達傑牧師／博士
譯者：譚晴
出版：迎欣
頁數：282 頁 / 340 克
作者簡介：連達傑牧師為尖沙嘴浸信會前主任牧師、
                 香港浸信會差會前總幹事

外族群體居港人數急遽增加，為香港華人堂會帶來「本地
宣教」契機。教會是否已準備好把握時機作出回應？

《咫尺宣教》一方面解釋，這是由於全球化和國際人口遷
移造成的現象，另一方面也說明，香港華人堂會需要動員
起來，服侍這些 「 散 聚 群 體 」 (diaspoara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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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 差傳雙月刊：代禱專頁

耶和華啊，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哈3：2b）

1. 「求復興的禱告」
 弟兄姊妹！我們要求神在這些年間復興祂的作為。

• 求神大大復興及使用教會！
• 求聖靈感動我們向主說，我在這裡，請復興我！	
• 求聖靈將基督的愛澆灌在我們身上，好使我們彼此相愛
和服侍。

• 求聖靈充滿我們，使我們得著能力，廣傳福音，為主作
見證︒

2. 「泰語事工」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3）

• 求主保守及使用Sunny姑娘在牧養關懷、教導聖經及傳
揚福音上有美好的果效，並賜給她智慧、力量和健康。

• 求主興起泰語的弟兄姊妹，使他們靈命成長、委身侍
主、傳揚福音、彼此相愛和服侍，並賜給他們平安、喜
樂及健康。

3. 「宣教士與工場」
    A. 泰國清邁恩福之家

• 求主保守藍福秀姑娘及周文先傳道和學生們在疫情中免
受感染，並賜給平安、喜樂及健康。

• 求主保守及使用藍福秀姑娘及周文先傳道的服侍，幫助
學生們認識天父、信靠基督、靈命成長、委身侍主、傳
揚福音、彼此相愛和服侍。

 B.  德國工場
• 求主保守宋景昌牧師師母在疫情中免受感染，並賜給平
安、喜樂及健康。

• 求主使用宋景昌牧師師母在教導聖經、傳揚福音及栽培
門徒上有美好的果效。

• 求主興起事奉主的團隊和信徒學生與他們一起去服侍當
地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