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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特稿

在主恩中迎難而上─

略談香港浸信會差會的

成立和發展
連達傑牧師

（本會總幹事）

香港浸信會差會簡史
香港浸信會差會（下簡稱浸差會）是一家宗派差會，

隸屬於香港浸信會聯會（下簡稱浸聯會），其服侍及動
員對象主要為在香港的一百六十多家浸信會堂會並約十
萬位的浸信會會友（當然也樂意與其他宗派的堂會或肢
體配搭合作）。浸差會的前身是香港浸信會聯會差傳中
心（下簡稱差傳中心），成立於一九九八年，至二○○
九年改稱為香港浸信會差會。無論早期稱為差傳中心，
或後期稱為浸差會，其本質均無改變，都是一家較嚴
謹，具備章程結構及聘有專職同工的差傳機構（mission 
agency），其目的都是期盼有效地推動主耶穌交託給教
會的普世宣教工作。

差傳中心雖然成立於一九九八年，但並不是說
浸聯會的普世宣教工作從這年開始。其實，浸聯會自
一九三八年成立以來，即關心本地佈道及海外差傳工
作。其後更於一九七三年正式成立海外傳道部（後於
一九九七年改稱為差傳部），專心推動及促進浸聯會與
香港眾浸信會堂會的宣教事工發展。但值得注意的一件
事，是大凡成為海外傳道部或差傳部的部員（包括牧者
和信徒），全都是以義工身分來參與事奉；就是說，他
們各人在社會或教會中均擁有全職工作；但出於信仰熱
誠並對使命的委身，他們都樂意抽出時間來參與浸聯會
的宣教服侍。

在上世紀的六十至八十年代，海外傳道部眾部員熱
心推動差傳工作，宣教的足跡踏遍亞洲各地，其中尤以
東南亞國家為重〔例如：馬來西亞（Malaysia）、新加坡、
越南（Vietnam）及泰國（Thailand）等）〕。自九十年
代開始，由於有較多年輕並熱心差傳的牧者和肢體加入

事奉行列，海外傳道部的宣教動力漸次加強；除了有更
多短宣隊伍的組成外，探索事奉新模式並新工場之開拓
也日見果效〔主要為北漠（化名）事工及國內事工〕。
此外，「認領觀念」的傳遞和落實也在這階段出現。

由於事工的不斷發展，很多部員逐漸意識到，單憑
眾部員義工式的服侍，實難以把浸聯會的宣教工作推上
一個新臺階；就是這樣，「我們要成立差會」的意念便
在九十年代中日益增強。經過多年的努力，直接隸屬差
傳部的差傳中心，便於一九九八年正式成立，並同時聘
請了專職同工游偉業博士為首位差傳中心主任。

差傳中心成立後，眾部員（又稱董事）與專職同工
通力合作，群策群力，逐漸發展了四大事工類型──國
際事工、國內事工、本地跨文化事工、教育及拓展事工；
而正式的宣教工場亦陸續有所增加──從早期的北漠工
場（化名）、國內工場，到後期的南島工場（化名）、
緬東工場和本地跨文化工場等，都一一具體落實了。至
於增添專職同工，加強宣傳推廣，努力籌募經費及更新
組織運作等，就更是多年來務必推進的事宜。再者，部
員數目方面，亦順應著實際工作量的增多，由原來的
十五位增加至二十一位了，並且，差傳中心還邀請得很
多工場特邀組員來加入事奉行列。

二○○八年，在神豐富預備下，差傳中心有了新的
辦公室。其後，又於二○○九年正式改名為香港浸信會
差會，而中心主任的職銜也改為總幹事。真的，神的恩
手一直引領著我們，祂是配受稱頌讚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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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恩中迎難而上─

略談香港浸信會差會的

成立和發展

浸差會今昔發展之比較 
（一九九八年至今）

為方便讀者扼要地看見主的恩典，多年來是何等豐
富地臨到我們身上，請大家參看以下圖表：

運作暢順之因
從人的角度看，為何浸差會成立以來的十七年，頗

能在過程中成長及發展起來呢？

作為宗派差會，當然最大、最自然的優勢，是能夠
與眾浸信教會，在同一信仰傳統並「浸會一家」的精神
下，互相結連、配搭，推動普世宣教工作。多年來的發
展確實印證了這點的真實性。過去日子，我見到很多浸
信會牧者、同工、信徒領袖及肢體，很同心地投入浸差
會的事奉；無怨無悔，默默耕耘，以至各項差傳事工得
到長足發展。

然而，讓我們也曉得，以上的美麗配搭圖畫也並非
「自動完成」的。為甚麼呢？因為浸信會的信仰從來都
強調地方堂會的獨立自主，意思就是每家浸信教會都可
自由地參與或不參與浸差會的宣教工作，其間浸差會不
能向地方堂會施予半點強逼性（縱然想如此，事實上也
會力有不逮的）。因這緣故，浸差會的董事和專職同工，
就必須作好分內的事，以期取得眾浸信教會（甚至其他
宗派的教會）的信任、好感、加入和配合，差會事工才
能暢順地推展下去。

差會成立初期景況 差會現今景況

直屬 
宣教工場

2 個 ( 北漠、國內 )
5 個（北漠、南島、緬
東、國內及香港本土）

支援 
宣教工場

2 個國家（處於非洲
及亞洲）

10 個國家 /地區（處於
非洲、歐洲及亞洲）

直屬 及 支援
宣教士

3-5 位 18-21 位＊

差會後方 
專職同工

2-3 位 8 位

聘請或全力資
助的當地同工

約 3-5 位 約 15-25 位

年度經費預算
及經手之捐獻

約港幣 300-350 萬元 約港幣 700-900 萬元

每年短宣隊 
安排次數

約 10-15 次 約 40 多次

差會辦公室
納入在「浸聯會」的

辦公室內
有自用的獨立單位 (仍
屬「浸聯會」產業）

（＊這數字並非指香港的浸信宗總體上只差遣及支持了
18-21 位宣教士，而是表示與我們「浸差會」現今有關聯的宣
教士共有 18-21 位。據個人估計，香港浸信宗現時差遣及支持
的宣教士應該有 50-60 位。）

以下為差會董事、組員及專職同工，過去刻意提升
服侍水平的事工範疇，相信是因著這些努力，導致大家
有更多正面的回應，從而叫差會得以暢順地運作起來：

一．每年度製作圖文並茂、篇幅合宜的本會事工簡
報，並主動地寄到各浸信教會，務求叫各牧者、肢體都
能扼要地了解我們的工作。這樣的文字行動，既可發揮
溝通的作用，又表達了差會願意在眾堂會下作出問責。

二．尊重及關注各堂會帶出的期望和要求，在可能
範圍內都嘗試滿足之（例如特別為著某堂會的需要，願
意作出相應的宣教行程設計和安排）。

三．財務報告上清晰透明，凡事如實呈現，而口頭
補充的話也不會混淆視聽。這樣可叫奉獻者安心和放心
（例如我們謹守專款專用原則，不會隨意挪撥款項、不
按奉獻者心意而任意運用）。

四．差會專職同工與眾堂會的牧者和肢體交往時（無
論是透過見面、電話、電郵或短訊等），都盡力顯出真
誠、和氣、謙卑及負責任的態度和行動；惟獨如此，美
好的人際關係就可建立起來，而往後的事工合作、推薦
人材或資源共享就不會是天方夜譚了！

五．過去差會專職同工都樂意接受教會邀請，到他
們中間分享差傳信息──無論是宣教主日、差傳專題講
座、差傳主日學或祈禱會等，都盡可能答允。這是堂會
與差會能否建立關係的重要橋梁，也是留下好或壞印象
的關鍵活動。感謝神！回頭看，應該是正面的居多了！

六．浸差會董事現有二十多位及專職同工八位，而
各組的特邀組員加起來則有四十多位。這樣龐大的後方
宣教團隊，過去在神的保守下，總是彼此尊重、欣賞；
這樣，很多美好的決策，便能在互諒互讓及平和融洽的
氣氛中達成。

七．浸差會專職同工每週五天早上，每次都用上
三十至四十五分鐘，大家一起靈修禱告。幾年以來，我
們已讀完及默想了《聖經》一遍。現今我們所使用的
靈修材料是約翰．司托德牧師（Rev. John Stott）所撰
寫的《聖經一年通》（Through the Bible Through the 
Year）。此外，從今年開始，我們的禱告更趨向多元化
和更有系統。是的，同工團隊靈裡既相通，愛裡亦相繫，
事奉的動力和熱誠就必然增加，差會事工便不會停滯不
前了。

走在崎嶇的路上
毫無疑問，很多一直關心本會事工的肢體都可見

證：浸差會確是在主恩中逐步成長起來的；它如何可從
「無」，經歷十多載，以至今天總算「有」了。為這樣
蒙福的事，我們要感謝主！但這樣說，並不表示其發展
的路盡是平坦無阻、凡事清風送爽似的。不是的，我們
差會走過的路，其實也是一條崎嶇路！今試略舉一些事
例來說明：

一．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當差傳部董事會中有一
些相對年輕的牧者，期盼催生一個較有規模和組織性的
差會時（當時只敢含蓄地叫它為差傳中心），卻遇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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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阻力──很多反面的聲音：有成立這種結構組織的
需要嗎？怎可如此呢？若真的實行，浸聯會的經費收入
豈不是會被大大的削弱嗎？大家知道要走的是一條怎麼
樣的道路嗎？我們有足夠的專責人力去承托差會嗎……
回首一看，幾乎是二十年前的事；慶幸今天再聽不到如
此質疑之聲，卻只見差會各事奉者，繼續沿著宣教路毅
然前行，又不斷努力地披荊斬棘下去。

二．一九九八年差傳中心雖得成立，惟人力、物力
及財力等各方面仍十分缺乏，加上身分、定位未夠明確，
那時會務經營十分艱苦，實在難為了早年委身於差會的
董事和同工了！到了今天，浸差會總算有了穩固基礎，
不單在浸信會圈子內已多為人認識，且其認受性也愈來
愈強了。

三．從頭一天成立開始，差會就要面對自籌經費的
壓力了。假若各堂會及其他肢體奉獻不足，宣教事工的
發展就會明顯地受到制肘；縱然差會不怕挑戰，憑信前
行，仍須如實地面對龐大的財政赤字。曾幾何時，我們
不敷之數竟達港幣百萬元以上！但感謝神，這些事都成
過去了！如今我們的財務在主恩中總算是充裕的。

四．差會董事、組員及同工這個大群體，多年以來，
雖可說大體上各人都是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但在具體
事情上也不是全無意見分歧或人際張力的。一些時候，
百般的忍耐並恆久的愛心，仍是需要大家牢牢地持守著，
才能化解種種糾結的紛爭，至終得避開黑雲而瞥見曙光。

五．在前線工場上，我們也遇過一些大困難。二
○○九年當香港豬流感正肆虐期間，曾經有隊訪宣隊進
入四川省時，被入境衛生人員檢測出有多位年輕人體溫
過高，需要被隔離，且至終被確診為患上豬流感！一瞬
間整隊人都須個別地被分開了，且達七天之久。這真是
一次危機管理的鉅大考驗──如何快速跟進變化莫測的
事件？如何保持中、港相關人士之溝通？如何鼓舞毫無
心理準備的年輕訪宣信徒？如何把它視為「偽裝的祝
福」？以保持眾人活潑的靈性等，我們眾同工都在這次
大熬煉中學習了寶貴的功課。此外，我們也曾面對過宣
教士與當地教會牧者產生糾紛之傷痛，且至終引致彼此
分道揚鑣，各奔前程；雖則雙方未致完全大傷和氣，但
工場事工的發展確也受到極大的影響，而其後的宣教形
態確是不再一樣了！奈何！但神也在漫長的重建過程中
更新我們的心，使我們重新得力，再次樂意為宣教使命
而奮進！

小結
 主恩浩大、主愛深廣！回望浸差會的成立與發

展，路程確有幾分艱辛，不過，至終我們仍能激昂地說：
「是的，有一『更高的恩手』帶領著我們。」走過的路
既是如此，向前看，我們就應更有信心地回應主的吩咐
和差遣了──「普傳恩光、直到萬邦」。阿們！

( 本文原載於《今日華人教會》總第三○六期，二
○一五年四月號，第二十二至二十四頁。蒙世界華福中
心允許轉載，特此鳴謝。)

活動預告 香港浸信會差會                             
牛頭角浸信會

「差傳工展會」
誠意邀請各堂會團契、小組等結伴同行，
一起參與是次差傳活動。

日期：2015 年 9 月 19 日 ( 週六 )
時間：下午 3：00
地點：牛頭角浸信會
     ( 九龍牛頭角道 3號得寶花園地下 )

內容：
1. 攤位展覽
   ( 約 10 多間教會展覽差傳事工， 
     彼此交流，分享心得。)
2. 差傳培靈信息
3. 堂會差傳見證

講員：莫江庭牧師
     ( 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 
      愛群道浸信會主任牧師 )
見證嘉賓：王錦華牧師
         ( 彩明浸信會主任牧師 )

合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