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滕近輝指出，「一個宣教人就是有宣教使命感、

被神使用的人。……只有在『宣教人』中間才能產

生宣教士。」1  陳惠文強調，「教會要有各級的宣

教課程，從小培養信徒的宣教意識，關心宣教士，

為未得之民禱告。」2 百基拉用聖經教導青年傳道

亞波羅（徒十八 26），使他成為具影響力的教會領

袖（林前一 12）。箴言二十二章 6 節吩咐：「教養

孩童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這節經

文也是成年信徒的，因他們是教會兒童的屬靈父母。

教會很多信徒（特別是姊妹）從事兒童、青少年及

職青的主日學事奉，他們可以怎樣忠心地在教會中

肩負起宣教教育的傳承工作，並且裝備自己，使能

更有效地持續事奉，為主儲備和培育宣教人呢？筆

者以下的論述，盼能拋磚引玉，讓信徒可以踐行。

培育宣教人
楊鍾祿指出，教會的宣教教育應由兒童開始，

使他們明白宣教的意義及負起宣教的使命，能趁早

加入基督的普世宣教大軍，而且也期待這些自小接

受宣教教育的兒童將來成為教會的宣教領袖。3 彭

臧玉芝更強調，學前啟蒙教育更可能是宣教奠基的

階段，所以指出「宣教教育越早越好！」4  對於今

天的青少年，滕張佳音和杜其彪都指出，教會須要

積極栽培年輕人，認識宣教及參與宣教。5 筆者同

意宣教教育從兒童和青少年開始，這也是浸信會女

傳道會的「傳道工作」，是姊妹們的主要任務，就

是「培養青少年及兒童有傳福音的觀念和熱誠，關

今年暑假，眾教會是否忙於推動暑期

活動，包括暑期聖經班或不同營會、短宣

探訪，在忙碌教會服侍中，有沒有想過我

們可以怎樣培育弟兄姊妹？主耶穌基督在

復活升天前，刻意堅固門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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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廿八 19-20) 教會如

何關懷萬民需要，讓主耶穌的愛與救恩，

臨到不同族群。避免堂會過份內聚，事事

以自己教會為主體，甚至有一些領袖認為

因恐怕人才、錢財外流，不鼓勵弟兄姊妹

參與堂會以外活動。盼望我們跳出這框框，

從近處到遠處，願為主作見證。

今期主題文章，「差傳教育」，盼望

堂會善用不同的課程和體驗機會，培育弟

兄姊妹一同回應大使命，教會作為差者，

在奉獻和禱告上更多參與宣教，而在差傳

教育方面，由兒童至金齡人仕，不同年齡

層中推動關心宣教士和工場的需要，互相

鼓勵作和平福音的使者。

總幹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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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本地及世界的宣教事業，並獻出自己的身心，才

幹及金錢為主所用，以繼續傳福音大業。」6。

有關儲備及培育宣教士，筆者有以下的建議：
(1) 教導宣教的聖經基礎

在兒童主日學班中，老師可以安排每月

教授一堂的宣教課，把宣教的聖經基礎教導

學生，有關課程內容，可以自行編寫，或採

用基督教機構出版的主日學教本。如香港差

傳事工聯會出版的《天國小英雄》（上、下

冊）之小學級兒童宣教主日學課程，設有教

師本，幫助兒童認識大使命是人人當盡的責

任。有關青年或成年的宣教課程，筆者建議採

用香港浸信會差會出版的《普傳恩光、直到

萬邦——宣教入門 12 課》，或林守光所著的

《直到地極》，以《使徒行傳》為骨幹的十二

課教材，帶出聖經真理中正確的宣教教導，包

含了組長的帶組輔助與及組員的課後操練，

筆者曾在堂會的主日學班採用，簡明易學。

(2) 宣教士傳記或故事

在兒童主日學班中，每季講一個宣教故事，

可以參考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出版的兒童宣教

故事課程，也可以到基督教出版機構搜尋有關

書本。有關青年或成年人的主日學班，可以在

宣教課程內加插十分鐘宣教故事時段，讓學生

輪流介紹，增強學習的投入感。

(3) 讀出宣教士代禱信或家書，教導學生祈禱

在任何年齡的主日學班上，老師都可以讀

出新近收到的宣教士家書或代禱信，並即時開

聲祈禱記念。如果在兒童班，老師可以製作代

禱卡，圖文並茂，把代禱內容簡單寫下，讓小

朋友帶回家中與家長一起祈禱。另青年及成年

級老師可以把代禱信以電郵轉發給學生，回到

家中繼續為宣教士祈禱，並可鼓勵家人一起代

禱。

(4) 送上愛心卡

教導學生自製賀卡（聖誕節及復活節、農

曆新年及生日），或寫信給宣教士，以示關懷，

並加深彼此的關係。甚至可以與學生集體拍照，

在相片背後簽名送上，作為記念。

(5) 出席宣教聚會／差傳年會

帶領學生出席宣教士差遣禮或回港述職分

享會，如果是幼稚園學生或小學生，就必須事

先聯絡家長，邀請他們親自帶著孩子來參加。

讓學生親眼見到宣教士及其家人，使他們更認

識宣教士和宣教工場的需要，從而關心宣教和

投身宣教。

教會每年舉辦的差傳年會，可以邀請主日

學學生或團友一起參加，讓他們有機會更多學

習宣教，並以奉獻金錢、熱切代禱和奉獻身心

給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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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懷宣教士子女

邀請回港述職的宣教士子女參加主日學

或團契小組，為其開歡迎會，或邀請分享，並

致送禮物以表謝意和關心。筆者曾邀請回港述

職的宣教士及其子女蒞臨分享，父親在大堂崇

拜講道，就讀中學的兒子到中學生聚會分享，

而就讀小學的女兒與母親到兒童級主日學班

分享。

(7) 舉辦兒童短宣體驗

教會每年舉辦兒童或親子短宣，作為家長，

可以帶同子女參加，作為主日學老師，除了鼓

勵兒童或家長參加，自己也報名，身體力行地

培育兒童，讓他們親身到宣教工場，認識及了

解宣教，回來分享，持續關心及代禱。這是很

重要的宣教教育。

文字宣傳
過去十九至二十世紀，以文字刊物支援宣教事

工非常重要，特別是把宣教士的信件印刷和分發，

並在聚會中讀出來，很多人受感動而作出回應，包

括金錢奉獻、禱告支持和獻身傳道。今天，交通與

通訊發達，信徒在文字事工上可以怎樣支援宣教事

工？筆者有四項建議：
(1) 宣教士代禱信

溝通就是關懷，信徒透過電郵與宣教士保

持聯絡，並推動教會肢體積極回應這項支援事

工。他們收集宣教士代禱信或家書，除了自己

可以親自回覆外，可以轉發給主日學學生、團

契或小組成員，讓他們可以閱讀、禱告和回覆

電郵，跟宣教士聯絡溝通。對於在封閉國家或

嚴禁傳福音的穆斯林地區，在回信中必須留心

信件的一些字眼，要用暗語表達，如把天父稱

為「大老闆」，浸禮稱「游泳」。信徒若經常

與宣教士溝通，就要把學習到的暗語告訴肢體，

讓他們也可以與宣教士聯絡溝通，以表關懷。

(2) 短宣分享集

信徒可以向教會提議，要求每一位參加短

宣體驗的隊員撰寫短宣分享，把在工場的觀察

和學習寫下來，並於短宣回來一週後交上；信

徒協助收集稿件 ( 電郵 )、文字校對、或幫忙

電腦文字輸入、相片插圖及印製分享集等，讓

教會在短宣重聚分享會上分發給每位參加者，

也可供其他肢體索取閱讀，這是另一個渠道推

動宣教教育，深化肢體的宣教情。

(3) 撰文投稿

信徒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在教會的刊物撰

文投稿，藉文字推動宣教教育，內容可以多元

化，筆者建議如下：

a. 介紹教會支持的工場歷史和近況，事工及

宣教士，並提出代禱事項，讓會眾了解和

明白，特別新加入教會的肢體。

b. 每年教會推行信心認獻之前，報告新一年

的宣教預算，並詳細解釋工場的目標和事

工計劃，使會眾預備認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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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把每次親自到工場探訪，或短期宣教的見

聞和領受，撰文分享，以加深會眾對工場

的了解和對宣教士的關懷。

d. 介紹一些自己教會未有支持的宣教工場，

開展會眾對普世宣教的視野。

e. 介紹一些宣教名詞，如「10/40之窗」、「創

啟地區」、「本地跨文化事工」、「大門

前事工」及「未得之民」等，讓會眾更多

認識宣教，從而參與宣教及獻身宣教。

f. 介紹世界非基督教的三大宗教，包括伊斯

蘭教、印度教和佛教，增進會眾對其他宗

教的認識，學習怎樣為蒙召到這些工場事

奉的宣教士代禱。

(4) 建立宣教圖書資料庫

信徒可以參與教會圖書部的事工，將有關

宣教的圖書、錄影帶、錄音帶、圖片、光碟，

或教會所認領宣教地區的史地、社會及文化等

資訊圖書，集中放置在教會的一個圖書專櫃，

以帶動信徒更廣泛接觸宣教事工。

裝備訓練
以上是有關信徒留守後方，組織宣教支援事工

和培育宣教人才為首，並身體力行地參與和推動宣

教事工，最後要提到有關信徒的訓練與裝備。
(1) 個人佈道

每個基督徒都應該接受個人佈道訓練，

隨時隨地可以向人講述福音內容及領人決志信

主。信徒要把握時機，安排時間去參加教會的

佈道訓練或基督教機構舉辦的相關訓練，不但

能在職場、家庭或宣教工場佈道，領人歸主，

更值得注意的是，身為主日學老師，或團契導

師，必須學懂講解福音，帶領學生決志信主。

筆者的堂會有一名上主日學多年的少年人，忽

然遇到意外身亡，父母和主日學老師都不知道

他是否信主，因老師從未向他講述福音或帶領

他信耶穌！

(2) 關顧與輔導

信徒參與教會的教導及團契事奉，接觸生

命的事奉實在需要基本的關顧技巧，並進深學

習輔導。傳福音和栽培生命都需要懂得關心人，

並作出合宜的回應和教導。祈盼信徒可以接受

關顧與輔導的訓練課程，裝備自己，能更有效

地作生命導師。同時，教牧關顧與輔導是宣教

士及其家庭極為需要的支援，信徒在宣教陪行

路上可以提供幫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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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宣教課程

信徒身負重任，一方面要身體力行地參與

後方的宣教支援事工，另一方面要鼓勵和推動

堂會肢體關注和參與其中，這實在需要相當的

神學知識和裝備，才能有效地作個宣教推手。

現時，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定期舉辦一年制「宣

教證書課程」，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剛開辦「宣

教心導行」證書課程。香港建道神學院有開辦

「跨越文化研究」文憑、學士及碩士（信徒）

兼讀課程； 信徒可以日間工作，晚上修讀，把

所學習的宣教知識，配合生命的見證與大使命

的忠誠參與，教導、培育和感染香港教會的下

一代，使他們奮不顧身地回應宣教召命，跑到

宣教最前線，或留守後方支援的宣教接棒人。

註：
1. 轉載自陳惠文，〈堂會與普世宣教〉，於《華人宣教關顧路》，龍維耐和龍蕭念全編（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2011），頁 229–30。
2. 陳惠文，〈堂會與普世宣教〉，頁 230。
3. 楊鍾祿，〈人口大爆炸世代中的宣教契機〉《教牧分享》，7月號（2008）：頁 4–5。
4. 彭臧玉芝，〈宣教教育──普世宣教的基礎建設〉《教牧分享》7月號（2008）：頁 10–11。
5. 滕張佳音，〈勿把青年「拖」至中年才宣教！〉《教牧分享》，7月號（2008）：頁 6–7。
6. 馮何瑩潔，《女傳道會指南》（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78），頁 10。
7. 黃林珍珠，〈教牧關顧的反思——從新興差傳國家的角度談起〉，於《華人宣教關顧路》，龍維耐和龍蕭念全編，羅麗芳譯（香

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2011），頁 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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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境外或跨文化宣教支援事工很多元化，筆者

所建構的實踐方法：禱告支援、經濟支援、夥伴同

行及培育宣教人，是從基本進發和推展，期盼能達

成果效，讓一群願意事奉的信徒，雖然暫時未有感

動或呼召跑到宣教最前線，但卻可以留在後方，全

力參與和推動宣教，使傳者（宣教士）在前方得到

最佳的支援和幫助，無後顧之憂地完成神的宣教大

業，和差者（教會和信徒）彼此配合，同心回應神

的宣教召命，裝備及培育宣教人，履行主的大使命，

達成神對普世歸基督的心意－萬民得救，齊來敬拜

三一真神。

(作者為錫安浸信會牧師、本會特邀組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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