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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浸信會培靈大會主題是「激、進、

為主」，思想到我們是否願意擴張境界，甘

願獻呈所有，為主緣故而踏出。當中「緬甸

二家姐」的見證深深激勵我，之前已閱讀過

她的見證，今次親耳聽到她的分享，不禁向

主呼求：「是的！主啊！祢感動年青人，願

意擺上自己，為主所用，祝福他們腳掌所踏

之地。親嚐主的恩典夠用。在沙漠中開道路，

讓種種不可能卻帶來服侍的機遇。」

在這段預苦期中，信徒默想主耶穌基督

甘願踏上苦路，與所愛的門徒講述自己會被

害，走上十字架犧牲的道路，為的是承擔我

們的罪債，救贖我們脫離罪的困鎖。我選擇

怎樣回應這位愛我們的主？堂會又可以怎樣

鼓勵弟兄姊妹回應？呼求主開我們的耳朵，

聽到主的呼喚，一同參與大使命行動，要使

萬民作主的門徒，讓堂會也動員起來，一同

關心宣教。

這位復活的主，感動你怎樣在宣教路上

踏前？以禱告開始，順服聽候主的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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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浸信會 ( 下稱本會 ) 差傳事工的方向是

鼓勵和支持會友在本地教會事工範圍以外的地方，

宣揚基督的福音，使人作主的門徒，教導真理，栽

培信徒成長，並直接或協助建立地方教會，實踐基

督的大使命，差傳事工包括：

(一 ) 海外跨文化的福音事工。

(二 ) 本地以外的近文化福音事工。

(三 ) 支持本地的差傳機構的福音事工。

曾惠安執事

教會差傳事工 –

深水埗浸信會

傳道部 / 差傳小組的工作範圍：
( 一 ) 教導會友認識普世宣教工作，並為普世福音

工作和宣教士代禱。

( 二 ) 鼓勵願意為差傳事工獻身的會友投身宣教工

作。

( 三 ) 支援本會接納支持的宣教士及差傳機構在當

地的福音事工。

(四 ) 代表本會與有關差傳機構聯絡。

( 五 ) 制定差傳預算及協助管理宣教基金，鼓勵會

友為宣教事工奉獻。

(六 ) 與差會合作，代表教會關顧所支持的宣教士。

(七 ) 評估所支持的差傳事工計劃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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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支持的宣教士
深浸自 1995 年，便開始探索在中國廣東沿岸城

鄉的福音工作，每年都差派短宣隊探訪當地及帶領

聚會，於 1997 年左右，資助該區成立的教會，並定

期探訪教會，至今教會仍每年派出短宣隊，在內地

不同教會進行訪宣工作。

在過去的 20 多年，本會一共差派和支持過 3

名全時間從事跨越本土的佈道和開荒等工作的宣

教士。在 1995 年，有美南浸信會差會的宣教士

Elizabeth Wilson 加入本會為會友，並於翌年經與本

會的主任牧師就其宣教事工方向商議後，選擇前往

中國東北區的一間師訓學校教授英語和教導聖經。

教會成立了一個關懷小組，定期與她聯絡，為她的

事工代禱及提供支援。Elizabeth 除短期休假外，大

部份時間都留在當地工作，直至 2014 年才結束工作

返回美國。

在 2000 年左右，本會的前教牧同工及會友陳姑

娘向教會表示，看到有異象要她前往南非宣教，經

當時的主任牧師及執事面見了解其奉獻心志及禱告

尋求後，教會通過決定差派她到南非作宣教士，並

成立關懷小組為她代禱和提供支援，亦在財政上主

力承擔她的需要。陳姑娘需定期向教會匯報她在當

地事工的發展情況。後來，她於 2 年後回港，隨夫

前往新加坡神學院進修及牧養教會。隨後，教會於

2011 年與華傳差會合作，再度支持她們到東非向在

當地工作的華人宣教至今。

於 2017 年，本會會友羅偉森向教會表示，他經

歷異象要到台灣西岸的客家族群宣教，感到神在呼

召他夫婦倆去服事這「未得之民」。本身同是客家

人的他，透過認識SEND差會在台灣工場推動的『異

象 119』，希望教會能作為差遣教會，支持他們夫

婦兩人去到當地宣教。經本會主任牧師及執事與他

們夫婦面談分享其奉獻的心志後，決定予以支持，

並於 2018 年 11 月底差遣他們到台灣服事，為期 4

年。除每月定額奉獻資助外，亦成立關懷小組，了

解他們的需要及為他們代禱。羅牧師夫婦現正在台

灣開始前期的預備工作，由於台灣離港不遠，而且

本會的顧問牧師亦在台北協助牧會，我們會與他們

緊密聯繫，並計劃組織短宣隊日後到訪當地，了解

和支持他們的宣教工作。

我們計劃透過鼓勵會友參加香港浸信會差會的

短期宣教體驗，期望日後教會可以有更多會友蒙召

作宣教士，使福音遍傳各地未認識主名的民。

(作者為深水埗浸信會署理堂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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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我們參加了國際差傳協會（SEND 
International）舉辦的公開祈禱會。當晚，我們第一

次聽到名為「異象 119」的福音需要。所謂「異象

119」，就是差會盼望沿台灣西部 1 號及 19 號公路

一帶，能有 60 位宣教士在福音未能遍及的鄉鎮傳揚

福音。而那裡最大「未得之民」就是多達 460 萬，

佔台灣第二大人口 的「客家人」，他們僅有 0.5%

的人信主。

台灣是香港人最喜歡短暫旅遊的地方；那裡有

不少教會，亦有神學院，甚至福音電台。但卻很少

人想到：那裡竟然仍有許多「未得之民」！父神透

過我們過去成長及服事的日子，一步一步引領我們

回應這群「未得之民」的福音需要。

偉森十二歲開始就參加深水埗浸信會，十五歲

受浸成為會友。蒙教會悉心栽培，他在聖樂和傳福

音事奉上有很多的學習和參與。特別在八十年代，

教會火熱佈道，他與教會青年詩班到澳門白馬行參

與短宣聖樂事奉。此外亦接受了香港浸信會聯會舉

辦的四律佈道訓練，隨後數年，積極參與暑假期間

在澳門舉行的街頭佈道工作。神學畢業後，在牧會

期間他亦經常參與堂會的短宣工作，之後更有機會

往東南亞不同地方參與一些佈道和培訓。

而惠玲自少就加入一間非常重視差傳的教會：

循理會昌華堂；而循理會差會多年來更致力參與及

差派宣教士往不同的工場。神學畢業後，她經過多

年牧會的工作，神帶領她轉變新的服事方向，就是

去「國際差傳協會」中服事及關顧不同的宣教士。

羅偉森 & 周惠玲宣教士夫婦

踏上台灣宣教之旅

在過去三年的服事中，一再加深她對宣教士及不同

工場的認識。

自從那次祈禱會後，「異象 119」的需要就一

直留在我們心裡。經過年多的安靜等候及神不斷的

印證，我們知道父神呼召我們，要以客家人的身份

回應這「未得之民」的需要！父神用不同的事物

一再印證祂對我們的呼召：不單用一輛車的車牌：

「HK119」，及一棵樹的編號：「T 119」一次又一

次的提醒我們要記得這異象；更讓我們無意中購得

《客家宣教新浪潮》這本書，讓我們更清晰這群體

的需要。閱畢此書，父神給偉森很大的感動，並讓

他想起保羅一句話:「你是甚麼人，就作甚麼人！」

我們知道這是神呼召之聲臨到我們，因為我們是客

家人！神感動我們要回應客家的福音需要。

感恩，神也感動母會深水埗浸信會在 2018 年七

月份會友例會通過成為我們的差遣教會，同年九月

份會友例會通過成立「關懷羅偉森周惠玲宣教士小

組」，並在 11月 25日下午三時在母會舉行差遣禮。

最後，我們帶著眾教會的支持和祝福，在 11 月 29

日出發前往台灣宣教。

宣教服事對我們來說，充滿著許多未知數及挑

戰。我們極需要大家在背後為我們禱告、守望及支

持，願父神親自感動你，與我們一起同工，在客家

族群的福音工作上有份。

(作者為本會支援差派宣教士、

深水埗浸信會會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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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y

已九年了！我沒有間斷的來到緬甸這地方已九

個年頭，時間飛逝得太快了！回想起 2010 年的第一

次，跟現在的第九次比較起來，神給我的歷練實在

又真實又寶貴，每一年都是生命的學習與成長。記

起曾有一位要好的中學同學評價我，說我這樣的人

也會去短宣的嗎？雖然當時感受到不被尊重，但當

我回想起過往的自己，究竟為主作過了什麼呢？我

這時徹底反省了自己作為一個基督徒，我能夠為主

放棄什麼呢？我能為主改變玩樂的人生嗎？我要怎

樣走未完的人生路呢？太多問號就只有從短宣途中

實際體驗出來。 

每一年這短短的七至八天的緬甸之行，實在是

令我在主的懷內成長，我的人生不斷得到啟發。感

謝主給我勇氣、慈愛、耐性與機會到緬甸這地作短

宣體驗，衪的恩典是超乎我所想所求！我認識短宣

隊友總數超過 100 人次以上，因為每次大部份人都

是第一次去緬甸短宣，而當中能重覆每年參加者很

少，當中也有些隊員成為朋友。而在緬甸認識的當

地人，更是這數目的倍數，從不熟悉他們到彼此相

交，感覺到神的愛就活在當中。活在都市化的我，

已沒有那些信主的緬甸人那份 vision 與 mission， 

當我踏足景楝這城市，給我想起以往在大其力市的

景象，一切都是從無到有，大大的倚靠神，靠着禱

告，神會為沒有的變為有，像大其力市這九年變化，

帶來了神學院、戒毒所一班回轉的弟兄、中心小孩

子們的成長，我看着由缺乏到有了基本設備，不能

不頌揚主的愛，感恩神的大能。 

緬甸行旅

今天景棟的 N族群，也渴求神的愛降臨族群中。

他們失去了本族文字，充滿 mission 的三龍傳道，

希望有自己 N 族語言的聖經，為還未信主的族人四

出探訪，傳主的福音。作為都市人，活在香港，我

們的使命又是什麼呢？我感到有些慚愧，希望自己

能從微小中做起，給予有需要的人一份由主而來的

愛！而當夜的承諾，就是翌年再次探訪此族群。 

多年來探訪戒毒所，都會有一種戚戚然的感受，

戒毒所內弟兄，均來自五湖四海，不同族羣的少數

民族，亦有當地華人及緬甸人，大家朝着同一個目

標，就是戒毒後回家重新做人。有些人由不認識基

督到後來信主，接受神的愛，更踏上讀神學之路。

每一次跟他們交談，都感受到他們那份被人離棄感

受，那份自責、慚愧、自卑及沒有被了解的感覺，

完全表達在談話當中，曾有一位戒毒的弟兄跟我說:

「一般正常的情況下，小姐們是不會到這地方來探

訪，妳們的出現，令我們感覺到自己的存在。為此，

更願承諾一定要戒掉毒癮，做回一個正常人。希望

明年的三月有機會能重聚。」雖然我們都是萍水相

逢，而短宣隊所能做的也是那麼微小，但是神的愛

往往就為此撒下一顆種子。 

感恩神對我的愛，給予我機會每年做一些小事，

有一顆走出去服侍人的心，有了神的應許，生命就

充滿期盼與喜樂。

(作者為緬東工場的支持者 )

差
傳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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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宣足跡

人以載道：

粦為仁的事奉足跡

早期與香港浸信會有深厚淵源的一位傳教士，

是美國浸信會傳教士粦為仁（William Dean, 1807-
1895）牧師，而他也是早期一位重要的中文聖經

翻譯者。我在十年前於英國牛津大學進行研究計劃

時，得聞在其中一間圖書館藏有他一部參與修訂、

於 1853 年出版的中文聖經，可惜數次尋覓也不能得

見，誠感遺憾。粦為仁不僅在聖經翻譯上具有貢獻，

也對泰國華僑、香港和中國宣教工作多有參與。

1833 年，粦為仁在神學畢業後，被美國浸信

會按立為牧師，並於次年被派往暹羅（以下稱「泰

國」）的曼谷傳教。粦為仁夫婦於 1835 年途經新加

坡，可惜他的妻子在此分娩後，不幸染病而亡。粦

為仁把孩子託付給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巴德理（Dan 

Beach）夫婦代為撫養，自行前往曼谷，向曼谷的華

僑傳道。

在泰國的華僑（泰語：ชาวไทยเชื ้อสายจนี）現今

已有約 850 萬人，主要是來自中國廣東潮汕地區。

華僑在泰國的歷史可以追溯至中國明朝年間，歷年

有不少來自福建與廣東的華人，到此尋覓商機。17

世紀，泰國政治局勢改變，華人得到王室禮待，讓

經濟環境得到改善。1766 年，緬甸軍隊圍攻泰國首

都阿瑜陀，華人協助抗敵，並由中泰混血兒鄭昭於

翌年率軍收復阿瑜陀城，建立吞武里王朝。鄭昭的

父親是潮州人，母親是泰人婦女。在鄭昭之後，從

此潮州人大批湧入泰國，建立了華人聚集區。

當粦為仁前來泰國時，正是當地華人（大多是

潮洲人）增長之際。粦為仁在曼谷學習中文和廣東

潮州方言，不久他在曼谷開辦了一所學校。當時，

美國浸信會已差派宣教士在曼谷傳教。由於政府不

容許傳教士向泰國人民宣教，故此他們轉向當地

華僑傳福音。1835 年 10 月，粦為仁為三位華人施

行了浸禮。1837 年 7 月，由 11 位當地華僑基督徒

建立了「曼谷浸信會心聯堂」（Maitrichit Chinese 
Baptist Church，現今名為「華僑基督教浸信會心聯

禮拜堂」），這是歷史上第一間華人基督教會。

迄今為止，心聯堂的歷史已經超過 180 年。這

座位於泰國曼谷唐人街附近的教堂，以純白色教堂

建築風格，現今吸引不少基督徒前來參訪。心聯堂

在泰國建立了多間分堂、佈道所和差傳據點，也關

心邊境的宣教工作。

蔡錦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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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 年，由於粦為仁體弱（這情況以後多年沒

有改善），前往澳門養病，寄住在普魯士傳教士郭

實臘（Karl F. A. Gutzlaff）的家中，並於不久之後，

與郭實臘所辦學校的老師巴倩荷（Theodosia Ann 
Baker）結婚。1842 年，粦為仁由於健康關係，決

定離開曼谷，帶著他培訓的兩個中國傳道人前往澳

門。這時候，正是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

促使中國開放條約口岸，成為早期傳教工作的轉捩

點。同年 10 月，粦為仁夫婦前往香港，與美國浸信

會傳教士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和羅孝全（I. 
J. Roberts），組成浸信會在中國本土早期最重要的

同工團隊。

叔未士和羅孝全對早年浸信會在華事工，均有

重要的影響。尤其是羅孝全，他於 1837 年自費前來

中國，至 1841 年才加入美國浸信會差會。羅孝全在

香港和廣州傳教，太平天國後來的創立者洪秀全也

曾於 1847 年間在羅孝全的禮拜堂學道。1860 年，

當太平軍攻佔蘇州期間，羅孝全從南方經上海到蘇

州，到達太平天國佔領的地區，受到洪秀全的禮待。

然而，羅孝全一直對洪秀全的信仰感到懷疑，至

1862 年離開上海。

粦為仁在 1842 年在香港傳教事奉，由於他懂得

潮州話，積極向潮州人傳教。1842 年 3 月，叔未士

夫婦從澳門前來香港，至 1843 年在皇后大道設立浸

信會。粦為仁協助這座教會的事工，並設立潮語崇

拜。在 1843 年 5 月底，粦為仁在香港建立了「香港

潮州人浸信會教會」。粦為仁與華人傳道助手經常

前往長洲，向漁民傳教。當時長洲仍屬清朝管轄，

由於島上聚居了許多惠潮人士，而粦為仁懂潮洲話，

對於溝通極為便利。粦為仁在長洲的事工，成為後

來長洲浸信會得以建立的肇始。到了 1851 年，浸信

會將長洲一座民房改為聖堂，並辦女校（當時粦為

仁已離開長洲），約一世紀後，在新興後街興建一

座麻石教堂，至今仍然屹立。當我在長洲唸神學時，

多次參與長洲浸信會的聚會。

當粦為仁在香港和長洲致力傳教之際，巴倩荷

卻感染天花，於 1843 年 3 月 29 日不治而逝，遺下

丈夫和未滿一周歲的女嬰。粦為仁也由於健康的原

因，於 1844 年末返美養病，至 1846 年 10 月回港。

可是，他的健康狀況一直不佳，至 1848 年 9 月前往

寧波休養。雖然粦為仁沒有再在香港傳教，但香港

潮語浸信會的事工在他早年的努力下，已經得以建

基開展。

1843 年 8 月底 9月初，也就是粦為仁痛失愛妻

之後數月，來自五個不同基督教差會和機構的 15 位

傳教士，在香港召開翻譯中文聖經會議，決定修訂

由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郭實臘和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在 1830 年代完成的新約譯本，同時決定

重新翻譯舊約。粦為仁成為譯經委員會委員之一，

可惜不久之後，美國浸信會海外傳道會的代表退出

了該項翻譯工作，粦為仁也要退出。

不過，從此之後，粦為仁一直在進行聖經的翻

譯，也從事文字著述，撰寫福音著述和釋經著作。

1848 年，粦為仁在香港出版了《馬太傳福音書註

釋》，成為在馬殊曼（Joshua Marshman）在印度

塞蘭坡翻譯和出版聖經之後，第一部在中國本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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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浸信會中文聖經譯本。我在英國劍橋大學聖經

公會圖書館見過這部譯本，封面黃紙。經文 171頁，

附有經文，以及註解小字。這部最早在中國出版的

浸信會中文聖經，經文和註釋是以中國傳統注疏典

籍的方式編排。在此以這部聖經的「主禱文」（太

6:9-13）為例，讓讀者可以領略經文的特色：

"
九故爾祈禱時、如是云、在天吾父、爾名成聖、

十爾國臨至、爾旨成行於地如在天焉、十一賜我以今

日之糧、十二赦我之罪、如我赦人得罪於我、十三勿由

我陷誘惑、乃救我等出於凶惡、蓋國者、權者、榮

者、歸爾於世世、"

本書有另一獨特之處，就是以「揾」字翻譯

“baptize”。馬殊曼在早期採用「蘸」字，粦為仁

則用「揾」字，以強調該詞的動作性。不過，粦為

仁並沒有堅持 “baptizō” 只有一個譯法。在數年

之後的 1853 年，另一位浸信會傳教士高德（Josiah 
Goddard）的新約譯本，採用了「浸」，這個用詞

成為浸信會譯本的定案。

1854 年，粦為仁由於健康原因，回美休假。在

美期間，他與瑪麗亞•斯托弗特（Maria Stofter）
結為夫婦。可是，粦為仁的健康一直不佳，遂於

1857 年正式離職退休。這時他年僅 50 歲，在二十

多年的事奉中，健康情況卻是一直不佳，可以想像

他當時的心境如何。然而，粦為仁一直沒有放棄。

到了 1864 年，粦為仁的健康較為好轉，就向差會要

求復職，回到宣教工場。於是在同年 8月，粦為仁

一家乘船啟程前往曼谷。他們一路經過香港、廈門

和汕頭等地傳福音，為人施浸，直到 1865 年 12 月

才抵達曼谷，並在當年所創的曼谷浸信會心聯堂，

擔任牧師。在粦為仁的努力下，泰國的華人教會先

後建立六個教會、七個宣教站和一所學校。在 1866

至 1870 年間，粦為仁也出版了翻譯一些舊約譯本和

新約修訂本。

1880 年，粦為仁夫人因健康原因，返回美國治

病，粦為仁預期在泰國處理完工作後，就回美國。

可是，粦為仁夫人在回美國之後即告不治。粦為仁

在得悉妻子離世之後，仍然留在曼谷，進行傳教和

翻譯聖經，直至 1884 年，才回美國安度晚年。1895

年 8 月 13 日，粦為仁在家中與世長辭。

我在劍橋和牛津的圖書館，瀏覽了數部由粦為

仁翻譯的聖經。他最後一部出版的聖經，是 1880 年

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的《馬可福音》和註釋，現藏

劍橋圖書館。當時粦為仁是在泰國，妻子因病離開，

可以想像他當時的心境。然而，這位已屆七十多歲

的年邁牧者，縱然一生多經病痛和憂患，仍然致力

於中文聖經的翻譯，而這部福音書的封面書題正是

「神天教福音傳世」，顯示他一生事奉的目標，就

是讓神的福音傳留於世。這位浸信會先賢的足跡，

堪可為後來者所跟隨。

粦為仁在 1880 年出版的《馬可福音註釋》，附

有經文及逐節註釋，是他在人生中最後一部修訂和

註釋的聖經。

(作者為本會駐德國工場宣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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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提到基督徒與穆斯林的互動，讀者心中可能會

浮現不少駭人聽聞的新聞片斷，如伊斯蘭國或伊斯

蘭極端主義者屠殺基督徒的畫面，或是中東的教會

被恐怖襲擊等；在很多人心中，基督徒與穆斯林，

好像是勢不兩立的敵對羣體；但這是事實的全部，

還是事實的小部分？事實上，過去一千多年，基督

當基督徒遇上穆斯林

荊徒

專
題
系
列

教與伊斯蘭教有過不少對談的機會，有成功也有失

敗。今天既然已經有不少穆斯林住在基督徒家中，

那麼了解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交往的歷史對我們會有

啟迪作用。

本文的目的是嘗試簡述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互動

的歷史，從中學習及反思跟穆斯林對談應有的態度。

基督徒與穆斯林對談簡史
萊利 • 范德維爾福對歷史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

的對談與互動，給我們扼要但寶貴的分析。

一 . 伊斯蘭教初期與基督教的關係

范德維爾福指出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互動「是

一個既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之喜憂參半

的記錄。」1 他提出﹕「由於伊斯蘭教在其第一世

紀裡的迅速傳播（622–722 年），穆斯林大膽地從

各種文化中借鑒，把許多內容納進伊斯蘭地區（伊

斯蘭之家）的習俗中。」2 穆罕默德亦比較接受基

督教，態度與對猶太教不同，「雖然穆罕默德對

猶太人的態度已經惡化，但是他懇求人民以一種更

為和解的姿態來對待基督徒和其他『聖書的子民』

（Peoples of the Book）。早先，他曾敦促他的跟

隨者把基督徒當成朋友（古蘭經五 82）。」3 可見

穆罕默德對基督教相對友善。事實上，伊斯蘭教出

現初期，經常尋求基督徒的幫助，「敍利亞的基督徒

對於統治提供了極大的幫助，沙漠阿拉伯部落學會

了如何管理豐富的文化遺產，和一個混雜的帝國。」
4 范德維爾福還提到在伊斯蘭地區「許多基督教領

袖繼續擔任醫生、財務大臣和政治顧問等。」5 不

但如此，「基督徒教授在亞歷山大、巴格達、大馬

士革和耶路撒冷的大學裡任教。人們對物理學、天

文學、哲學和文學知識非常渴求。」6  

可惜伊斯蘭教的管治理念始終傾向高壓，對基

督教勢力的擴張亦難免有所保留，而且堅持不投降

即處死的政策，令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和諧關係顯

得脆弱，「有些穆斯林對基督徒們所居的高位心懷

嫉妒，迫使烏瑪爾監禁了那些不同政治意見的人。

財產、地位和壓力，誘使許多人改信伊斯蘭教。」7  

加上當時有基督教領袖採用希臘文化中慣用的爭辯

方式與穆斯林談論信仰，加速了彼此關係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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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學習與反思的方向

范德維爾福提出穆斯林統治超過十四世紀的地

區之中，有東正教會和羅馬天主教會，仍然保持充

滿生機的發展動力。這現象主要是因為他們縱然身

為受逼迫的異教徒和少數族羣，但仍然勇於為基督

作見證，持守信仰的虔誠、肢體相交和聖潔自守的

生活；在穆斯林世界勇敢活出基督信仰，因此千百

年來，雖然困難重重，仍然受到穆斯林的尊重。

回顧過去一千多年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互動，

可以發現有幾個較為積極互動的動力，包括基督教

在伊斯蘭教地區的服務工作；保持與穆斯林之間彼

此尊重的互動交往。十八世紀以後基督教會，在大

力推動差傳運動的時候，除了認識與穆斯林相交應

有的態度外，還在社會服務、教育及醫療等方面提

供實質支援，讓穆斯林看到基督徒的關心、尊重、

愛護和具體服事；加上基督徒若能堅持對信仰忠誠，

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信仰的特質，會賺得穆斯林的

尊重及信任。

我們同樣也看到過去一千多年，基督教與伊斯

蘭教消極負面的互動關係，包括在信仰和神學的議

題放棄互相尊重善意交流，而採取辯道方式，形成

宗教爭辯、出現權力鬥爭並產生敵對狀態；以伊斯

蘭教的信仰觀念，衝突出現的時候，穆斯林通常都

不會讓步，而是以更強硬的態度去回應。這都是值

得今日基督教借鑒的互動方式。因此，教會實在需

要考慮以軟性的方式與穆斯林交往，建立友誼及互

信，不以辯道、神學爭論開始對話，這是值得反思

及學習的策略。

二 . 中世紀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關係

到中世紀時期，伊斯蘭勢力擴展到歐洲，十字

軍東征造成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極大的傷痕。但在這

時期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仍然有正面互動。

穆罕默德和穆斯林總體上，在中世紀歐洲被

冠以惡名。值得慶幸的是，越來越多的正確訊息開

始再現，並且也有越來越多積極的基督徒見證典範

開始湧現，如克魯尼（Cluny）修道院院長「可敬

的彼德」（Peter the Venerable，1092–1156）；

《教義四書》（The Four Books of Sentences）
的 作 者 彼 德 倫 巴（Peter Lombard， 卒 於 1164

年）；方濟會的創建者亞西西的聖方濟（Francis 
of Assisi，1181–1226）；曾在北非和西班牙贏得

許多穆斯林歸主的佩尼福特的雷蒙德（Raymond 
of Penaforte，卒於 1275 年）；其知名著作《神學

大全》（Summa Theologica）非常關注向其他宗

教人士作見證的問題之托馬斯 • 阿奎那（Thomas 
Aquinas，卒於 1272 年）；還有，總是極力尋求以

沒有任何偏見的眼光來看待他人的羅吉爾 • 培根

（Roger Bacon，卒於1292年）。十三世紀後半葉，

真的可以稱作是「充滿希望的年代」。 
8

可見在中世紀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雖然表面上

關係十分惡劣，但只要基督徒把握到正確的態度，

正面的互動仍然可以進行。到宗教改革初期，改革

宗教會的差傳事工一度發展緩慢；到 19 世紀初才大

力發展，並再與伊斯蘭教有不同層面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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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但並非我們所說的絕對真理。宗教多元

主義卻認為世上並沒有絕對真理這回事。」12 

2. 互相尊重 

羅秉祥也提出與其他宗教對話的原則，

「面對別的宗教，保羅有兩方面的態度﹕一方

面他堅信與基督隔絕的生命是錯誤的；另一方

面，他對所有人都保持一分衷心的尊重，相信

他們作為有智慧的人類，具備神所賦予的特權

和責任，可以自由選擇接受或拒絕福音。」13

費蘭度還作出嚴正的提醒，「斯托得（John 
Stott）代表的是一種較接近聖經的取向﹕雖然

與其他信仰的人進行『對話』（dialogue）十

分重要……但我們也需要與他們有所『碰觸』

（encounter），甚至『對峙』（confrontation）。

在對峙中，我們既要揭示非基督教信仰的不足

和錯謬，也要展示主耶穌基督的完備和真實、

絕對和終極。」14  教會肯定聖經的道德倫理原

則，上帝子民應有的世界觀，並與非基督徒羣

體相處應有的態度之後，就要思想怎樣開展對

話。

3. 對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比爾 • 海波斯提出「教會最美之處在於它

改變人心的能力。」15  讓教會能夠改變人心，

就先要勇於與世界，與跟我們的信念和道德倫

理價值不同的人接觸。關啟文提出，教會屬於

社會之中「公民社會」的一員，因此「可以發

揮個人與國家之間『居間團體』（Mediating 
Structure）的角色。」16 意思是教會應當在社

會上發揮應有的貢獻，接觸並服事身處的社區，

發揮正面積極的影響力。假若教會與身處的社

區沒有關連，就與外面的世界毫無關係。假若

社區若認為教會存在與否對他們是無關痛癢

的，就根本不可能與世界對話，更遑論改變人

心。故此教會需要與社區多方接觸，建立與社

區正面積極的關係，這是重要的行動與態度。

教會與異文化作跨文化 
對談應有的態度

從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互動，引伸到基督教文

化與異文化的互動，事實上，只要福音傳到一個未

聞救恩的羣體，跨文化對談及互動就會立即出現，

那身為基督徒應以怎樣的態度應對呢？

一 . 謙卑自重

教會歷史經驗提醒我們，假若以救世者，或真

理唯一解釋者的態度與非基督徒羣體對談，只會帶

來極大反響。羅秉祥提醒教會，「聖經並沒有毫無

遺漏，徹底地為古今中外人類所可能遇見的任何道

德問題提供直接、清楚和明確的具體教導」。9 例

如聖經提到的宗教問題，針對的都是多神偶像敬拜，

而強調一神信仰的伊斯蘭教，聖經出現的時期並未

出現，也未有提及如何面對其他一神信仰，如伊斯

蘭教帶來的挑戰。承認教會不是解答所有問題唯一

的專家，不將自己的價值標準強加於不同種族文化

之上，聆聽和尊重不同的想法及意見，是對話和表

達立場重要的態度。

二 . 跨文化對談的策略

1. 堅守真理

羅秉祥還提醒我們，「從事倫理學，一方

面一定要清楚知道自己的立論基礎是甚麼，另

一方面，也一定要走出理論的象牙塔，嘗試去

解決特定具體的道德問題（特別是現代社會所

面對無先例可援的嶄新道德問題）。」10 筆者

認為這是教會與非基督世界作跨文化對談策略

的基礎。費蘭度就跨文化對談提出了重要的原

則，「今天的社會裡，基督徒必須掌握一些具

指導作用的原則，明白該如何與非基督徒交往。

我們也必須把持著堅定的信念，知道如何回應

其他信仰。」11 費蘭度很強調注意宗教多元主

義的衝擊，「我們相信神已透過聖經以及─

最重要的是─在耶穌身上，向人類揭示了真

理。這真理是沒有謬誤的，是世界上全人類惟

一的拯救之道。我們承認其他宗教裡面也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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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9.   羅秉祥，《黑白分明——基督教倫理縱橫談》，第八版（香港﹕
宣道，2005），242。

10.   羅秉祥，《黑白分明》，9。
11. 費蘭度，《跨界的見證﹕如何在多元文化下傳福音》，葉自菁譯

（香港﹕學生基督徒福音團契，2007），4。
12. 費蘭度，《跨界的見證》，4–5。
13.  費蘭度，《跨界的見證》，26–27。
14.  費蘭度，《跨界的見證》，29。
15. 比爾 • 海波斯，《教會需要勇者》，吳蔓玲譯（台北﹕道聲，

2005），16。
16.  關啟文，《基督教倫理與自由世俗社會》，216–17。

1.   萊利 • 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於《走進伊斯蘭世
界》，凱斯•斯沃特利編，美國書念人書房編譯團隊譯（Brea ﹕
美國書念人書房，2013），393。

2.   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3。
3.   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4。
4.   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4。
5.   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5。
6.   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5。
7.   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5。
8.   范德維爾福，〈歷史上的宣教經驗〉，397。

小結
在香港，基督徒與異文化羣體的互動，已經是

不可逆轉的趨勢，除了印尼家庭傭工，香港還有大

量南亞裔人士、中國新移民、不同宗教信仰的羣體；

基督徒實在不應固步自封，劃地自限，需要更積極

主動地與不同文化及信仰群體接觸。誠如使徒保羅

在哥林多前書 9:22 所說，「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

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保羅所指「作

甚麼樣的人」是表示他會去認識、了解、尊重及明

白對方，始能夠跟對方分享救恩。這實在是基督徒

與異文化、異宗教人士接觸要有的態度。

在 2014 年，筆者曾經向本港的印尼家庭傭工作

問卷調查，嘗試了解他們對基督教會的態度；下一

篇文章會分享這次調查的結果供讀者參考。

(作者為浸信會資深牧師及差傳教育工作者 )

4. 坦誠分享避免爭辯

今日教會深受現代主義影響，往往強調一

套被視為放諸四海皆通的教義和運作的原則。

現代主義強調簡潔利落，沒有出人意表的空間，

需要用科學化條文來衡量，有條不紊不容模糊；

例如教會強調先歸信後歸屬，就是先信主然後

接受浸禮，再參與事奉；後現代思想卻是先歸

屬後歸信，就是先讓人投入教會生活，那人信

主與否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因此對後現代主義

來說，教會有強烈排他性，不能配合這套觀念

與行為規範的，很難在教會生存。我們也習慣

以護教、辯道的方式去討論神學問題，總是把

重點放在科學化的、條理清晰黑白分明的神學

論證上；但這種思維和護教辯道方式，正是與

穆斯林互動的大忌，亦是在後現代思潮衝擊下

教會及佈道策略很值得反思的地方。後現代主

義傾向感性、彈性，非重視理性思維而是內心

的感受；教會採取較軟性的方式，帶著微笑親

切地交流，坦誠分享而不是辯論神學議題，

反而會比較容易跟穆斯林分享及討論信仰的問

題。

5. 真誠表達信仰立場

很多向穆斯林工作的同工都強調關係十分

重要，分享耶穌與信徒之間愛的關係，祂在我

們生命的工作，比告訴他們耶穌的神性人性，

更容易令穆斯林接受。穆斯林也往往認為基督

徒對信仰的態度不夠嚴謹；有指穆斯林在討論

信仰問題時比基督徒更敢言，更勇於表達自己

的立場；基督徒會因為不想得罪他們而避重就

輕，或採取較為被動的態度，常等對方講話停

止了才慢慢表達自己的意見；但這種態度往往

會令穆斯林誤以為基督徒對信仰不夠積極主

動，或是避重就輕地表達，顯示基督徒對信仰

的態度模糊不定，甚至以自己的信仰為恥，這

是對上帝大不敬的表現。故此，存友善的態度，

主動、直接而有禮地表明自己的信仰，反而容

易得到他們的信任，尊重和聆聽。



第九屆全球華人浸信會宣教大會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

地點：馬來西亞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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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弟兄姊妹奉獻支持本會，

支票抬頭請寫： 

「BCHK 香港浸信會差會」，

支票背面請註明支持項目及

聯絡電話，然後寄回本會。

近
期
聚
會
及
訪
宣
活
動

緬甸 ( 金三角區域 )
探訪山區、教會、學校、戒毒中心、神學院等

10 月 14-21 日

領隊：羅美華傳道

南島 P 城
11 月 16-23 日 ( 籌辦學童英語營 )

領隊：黃玉霞執事

北漠
8 月 15-22 日 ( 籌辦教會夏令會 )

領隊：羅泰然牧師

2019 年 1-2 月份收支
收入  支出 盈餘 /( 不敷 )

差會經常費 411,306.86 412,410.54 (1,103.68)

南島
工場 2,000.00 46,589.60 (44,589.60)
宣教士 130,220.00 50,901.76 79,318.24 

北漠工場 6,800.00 713.00 6,087.00 
緬東事工 10,000.00  -   10,000.00 

德國
宣教士 - S 85,738.00 270,000.00 (184,262.00)
宣教士 - C 121,150.00 303,292.30 (182,142.30)

國際事工 50,000.00 919.00 49,081.00 

中國
事工 55,000.00 67,418.47 (12,418.47)
同工 12,600.00 37,640.00 (25,040.00)

本地跨文化事工 70,000.00 41,908.75 28,091.25 

本地
宣教士 - A 7,885.00 25,908.75 (18,023.75)
宣教士 - C 18,400.00 74,440.00 (56,040.00)

教育及拓展事工 1,486.00 5,800.00 (4,314.00)
總計 982,585.86 1,337,942.17 (355,356.31)

瀏
覽
本
會
網
頁



地址：香港九龍山東街 47-51 號中僑商業大廈 8樓 801 室 電話：(852)3756 6400  傳真：(852)3798 0148
       電郵：info@hkbm.org   網頁：www.hkbm.org

差傳部長或差委成員
午間座談會

6 月 1 日 ( 六 ) 下午 12-2 時

地點：浸聯會會議室

網上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