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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燦潤牧師

總幹事的話

踏入 8 月，眾教會都把握時機舉辦各項暑期活

動，如暑期聖經班、夏令會、福音營和各樣訪宣活

動等等以造就信徒。相信大家亦關注到內地新修訂

的宗教事務條例實施下，有些活動需要協調，如何

與內地教會進行交流探訪等活動 ? 實在需要神賜下

智慧應對，同時亦要迫切地為中國教會發展的需要

代禱。

主耶穌基督在復活升天前，曾吩咐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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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20) 教會如何堅立門徒、關懷萬民，在

不同的政治形勢下，仍然堅持見證主耶穌基督的信

實，回應福音的需要？從經文中我們看到主期望祂

的門徒都能肩付起大使命的責任，信徒不應只以一

些佈道聚會來取代個人見證，更需要從近處到遠處

起來為主作見證，這就是浸信會的傳統。

今期主題文章，「浸信會的宣教歷史」，當中

看到先賢們願意前赴福音未及群體，翻譯聖經、服

侍他人，以見證主耶穌基督的救恩。讓我們從他們

堅持回應主的召命中學習。在此謹以提摩太後書中

的一節經文彼此激勵：「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

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

人，警戒人，勸勉人。」(提後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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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的歷史雖然只有約四百年，但宣

教士與信徒的足跡，卻延伸至世界的不同角

落。近年世界局勢多變，對不少地區的浸信

會都有所影響，從而讓浸信會神學家對時局

的境況，作出深切的反省，而這些思考自然

涉及浸信會在不同地區的歷史。

不過，在眾多浸信會歷史的著述中，所

注目的大多在於英語的世界，較少涉及非英

語系的地區，而與亞洲地區有關的民族，更

是少見。相對之下，華人浸信會信徒也較少

認識本身的宣教歷史。於此，筆者嘗試略述

浸信會的宣教歷史與現況，初探與亞洲地區

有關的宣教事工。

史密斯
(John Smyth)

赫爾威斯

（Thomas Helw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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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文
章浸信會的宣教歷史

浸信會歷史的開端
浸信會是在 17 世紀上半葉產生於英國和在荷蘭

的英國流亡者中。儘管早期的浸信會歷史著述大多

把其歷史追溯至新約時代，但嚴格而言，歷史上第

一所浸信會教會是 1609 年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的，由

史密斯（John Smyth, c.1570–1612）和赫爾威斯

（Thomas Helwys, c.1575–c.1616）設立和領導

的教會。他們期望建立的，不僅是芸芸教會中的一

座堂所，而是一間跟隨新約教會規範的教會，並且

強調施行全身入水形式的浸禮。

這時候，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
1546）所啟動的教會改革運動，已經超過 90 年的歷

史。在這段日子中，歐洲時局風雲色變，不少信徒

為了忠於聖經的信仰，竭力爭取宗教自由的精神，

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德意志地區的馬丁 ‧ 路德和

瑞士地區的慈運理（Ulrich Zwingli, 1484–1531）

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然而，任何運動的末流所及，

必然有眾多讓人不滿的地方。

當時在蘇黎世教會中，有一位會友叫格列柏

（Conrad Grebel, c.1498–1526），他和一批人對

路德和慈運理的改革並不滿意，認為他們沒有完全

遵照聖經把教會徹底改革，回到早期教會的樣式。

尤其是，他們認為教會應由真心相信福音的信徒組

成，而不是藉嬰兒受洗成為會友。1525 年，在一

次聚會中，一位名叫布勞洛克（George Blaurock, 
c.1491–1529，這是一般的稱謂，他的真名是 Jörg 
vom Haus Jacob）的弟兄請格列伯為他重施浸禮，

後來布勞洛克也為其他人重浸。由於他們曾受過嬰

兒洗禮，而這次是重新受浸，所以被稱為「重浸派」

（Anabaptists）。

蔡錦圖

重浸派的行為激烈，而他們取消嬰兒洗禮的

主張也極難為當時所接受。重浸派對於現有政治秩

序，採取了漠視（甚至敵視）的態度，因而使人認

為他們是革命份子。為此火上加油的是，1533 年

在現今德國北萊茵 - 威斯伐倫州北部的城市閔斯特

（Münster）出現了一群主張重浸的信徒，由一位自

認為先知的馬提斯（John Matthys, c.1500–1534）

帶領，攻佔了閔斯特，宣稱新耶路撒冷就要降臨該

城。1535 年，該城被包圍攻破，城中居民遭殺戮。

自此，重浸派遭到極大打擊，不論天主教或新教的

其他教會，都對重浸派不滿。

重浸派在極大壓力之下，在歐洲地區仍然發展

（尤其是低地國家、摩拉維亞和德意志南部），其

中門諾 ‧ 西蒙斯（Menno Simons, 1496–1561）

所建立的重浸派教會，後來成為「門諾會」，在北

美地區的發展尤佳。

浸信會產生的時代，正是 16 世紀瑞士重浸派遭

受打擊之後不久。儘管浸信會不是直接源自重浸派，

但兩者卻有許多可供類比之處。早期浸信會領袖強

調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因為他們親眼見證著教會受

政治制約而產生的惡果。這一點的傳承，正是與重

浸派的處境不約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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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宣教神學的影響
當史密斯和赫爾威斯於 1609 年在荷蘭的阿姆斯

特丹建立最早的一所浸信會時，宗教改革已經接近

一個世紀。1611 年，史密斯的跟隨者回到英國建立

第一間浸信會教會。在跟著的大半世紀，英國的浸

信會信徒深受清教徒（Puritan）的思想所影響，也

構成了浸信會的核心精神。清教徒要求清除英國國

教中天主教的殘餘，信奉聖經是唯一最高權威，反

對給兒童行洗禮，主張信徒必須在成年後才可領受

水禮，全身浸入水中。更重要的是，清教徒主張教

會的運作獨立自主，反對英國國教和政府對地方教

會的干涉。在清教徒的影響下，浸信會持守地方教

會的原則，沒有一個中央的總會，而是各自獨立、

自主和自治。

在整段浸信會的歷史中，英國浸信會有著重要

的角色。浸信會建立第一所堂會的地方是在荷蘭，

但建立信仰基礎及發展方向的地方卻是在英國。由

於 17 世紀初在英國的清教徒面對從政治而來的強大

壓力，於是他們逃亡到荷蘭，然後再遷往北美洲開

創新生活。結果，具有清教徒精神的浸信會信徒飄

洋過海，前往美洲大陸，而浸信會在早期殖民地有

相當發展。浸信會宣教精神的呈現，造就了美國早

期歷史的拓荒精神。

1638 年，英國浸信會傳道人斯皮斯伯里（John 
Spilsbury, 1593–c.1668）以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的預定論為基礎，認為基督的救贖僅

是為了特定揀選的子民。持守這神學論點的浸信會，

被稱為「特定浸信會」。相對之下，史密斯和赫爾

威斯的早期浸信會領袖，認為基督救贖是為了全人

類，而非僅為了選民。持守這個觀點的教會，後來

被稱為「普遍浸信會」。

到了 17 世紀中葉，雙方都發表了信仰宣言，而

關鍵在於對加爾文的預定論有不同的理解。18 世紀

末，在英國浸信會傳道人安德烈 ‧ 福勒（Andrew 
Fuller, 1754–1815）的影響下，兩者的分歧收窄，

也共同支持英國浸信會傳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 1761–1834，他屬於特定浸信會傳統）在海

外的宣教工作，由此揭開浸信會傳教事業新的一頁。

浸信會在神學上的光譜十分遼闊，也預告了這

個群體往後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有著不同的際遇。

從 18 世紀開始，浸信會信徒到達世界的不同地區，

把基督教信仰傳遍廣闊的區域。在往後數百年的歷

史中，浸信會出現了許多傳教先鋒，而這些宣教士

大多是無權無勢的人物，在傳教過程中甚少有外來

的協助，而是憑著對信仰的熱忱，成為宣教動力的

來源，也寫下無數不朽的事跡。例如，德意志浸信

會的奠基立柱者盎肯（Johann Gerhard Oncken, 
1800-1884）就是著名一例。盎肯被譽為是「德國

浸信會之父」和「歐洲浸信會使徒」，曾協助成立

280 多間浸信會，其中 170 間位於北歐和斯拉夫國

家。1834 年，盎肯在漢堡成立的浸信會，後來成為

歐洲地區最有動力的浸信會之一，影響了歐洲大陸

和斯拉夫語地區的宣教事業。直至近年，甚至讓浸

信會成為前蘇聯地區（今俄羅斯）最大的新教宗派。

盎肯有一句德語名言：「每個浸信會信徒都是

宣教士。」（Jeder Baptist ein Missionar.）對今天

的浸信會信徒來說，仍然是迴響於歷史中的挑戰。

 加爾文

（John Calvin)

浸信會歷史的宣教典範 

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 的生平著述，附上他的畫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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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在亞洲的宣教事工
自 18 世紀以來，不少在歐洲等地傳揚福音的浸

信會信徒，儘管他們大多來自貧困的社會階層，卻

在艱難困乏中見證信仰。至於在亞洲地區，浸信會

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足跡。首先要提到的是威廉．

克里，這位致力提倡和實踐海外宣教事業的傳教士，

被譽為「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是浸信會牧

師，在神學上屬加爾文派，持守有限救贖論的思維，

很早就有向異教徒傳福音的異象，對當時歐洲教會

一直忽略大使命深感不滿。1791 年，他撰寫小冊子

《基督徒當竭盡所能引領異教人民歸正》，指出耶

穌的大使命對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有效，教會必須成

立組織，派遣宣教士前往海外傳教。

威廉．克理呼籲教會正視向非基督教世界傳教

的需要，迅速引起極大迴響。1792 年，浸信傳道會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宣告成立，成為早

期對海外宣教的新教差會。浸信傳道會在成立之後，

最早的傳教士就是威廉．克里。1793 年，克里與醫

生約翰 ‧ 湯瑪斯（John Thomas, 1757-1801）前

往英屬印度的加爾各答，成為首批到達該地的浸信

會傳教士。他們迅即進行傳教和教育工作，著手翻

譯聖經。

起初，威廉．克里受英國政府和商人多方留

難，但他毫不氣餒。1800 年，克里遷往加爾各答

附近的丹麥殖民地塞蘭坡（Serampore，當時稱為

Shrirampur，舊譯「瑟蘭坡爾」或「錫蘭浦約」，

原稱 Frederiksnagar），把差會設於此地，開啟宣

教事業。塞蘭坡是加爾各答以北歷史最悠久的殖民

地，在丹麥人的經營之下，成為北印的文化重鎮。

克里與威廉 ‧ 華特（William Ward, 1769-1823）
和馬殊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以

及不少隨後的同工合作，其服侍的區域從印度至亞

洲其他地區、加勒比地區、非洲、歐洲和南美洲。

克里等人在塞蘭坡建立傳教的基地，翻譯了數十種

印度語言和其他亞洲語言，包括由馬殊曼翻譯的最

早中文聖經譯本。

浸信傳道會早期的著名成果之一，就是威廉 ‧

克里在加德滿都設立印刷廠，刊印了第一部孟加拉

文聖經。孟加拉文是巴基斯坦東部和孟加拉西部接

壤之處部分人口所用的語言，這是一種相當古老的

語言。威廉．克里在到達印度之後，在五年之內把

新約翻譯成為孟加拉文。孟加拉文的新約成為塞蘭

坡差會最早的成果，在 1800 年出版《馬太福音》，

1801 年出版新約，使這所成立不足十年的小型差會

名揚天下。不過，由於克里在早期不能掌握孟加拉

文的方言，最初的嘗試並不理想。克里一生八次翻

譯和修訂了孟加拉文聖經，而在他逝世之前，兩次

完整出版聖經全書。以後，孟加拉文的聖經經過多

次修訂，大多是在加德滿都印刷出版的。

在經過 30 年努力之後，塞蘭坡差會出版了 45

種語言的聖經版本，其中至少有印度的 35 種語言是

第一次用來印刷聖經的。直至 1834 年，克里在印度

逝世，他始終沒有回過英國，但他在印度的工作報

告，激勵了英、美的各宗派，紛紛成立國外差會，

投入宣教工作。

從 18 世紀開始，浸信會的傳教士到達世界的不

同地區，把基督教信仰傳遍廣闊的區域。在往後百

多年的歷史中，出現了許多傳教先鋒，憑著對信仰

的熱忱，寫下無數不朽的事跡。從四百年前的一小

群信徒，至 21 世紀基督新教最大的宗派之一，浸信

會的歷史充滿動人心弦的故事。

期望日後在浸傳網的不同篇幅中，能與讀者分

享浸信會宣教歷史之旅，走過這幾百年艱辛卻讓人

振奮的歲月。

 

* 本文版權屬作者所有，而部分內容曾見於作

者其他著述 *

（作者為香港沙田浸信會裝備事工主任、

本會候任宣教士駐德國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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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蜜夫婦

「耶和華說：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

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故此，我要打發你去……領出來。」

( 出 3:7-10 節錄 )

親愛的弟兄姊妹：

六月中，是本地一連七天的開齋假期，不少人

趁這一年一度的大節期回鄉探親，情況有如老家的

農曆新年一樣。有村民也問及領蜜會否趁長假回鄉，

領蜜內心當然有此想望，然而領蜜知道，這節期是

一個難得探訪 M 民的良機，因此領蜜在假期前已預

備了好幾十份的「拜年」禮品，等候此大「假」光臨。

最初，領蜜預料大概只會探訪三十個家庭，

因領蜜在學校放假前，已經向廿多位初中學生「報

名」，於節期首幾天向他們「拜年」。但當領蜜由

村口步行前往學生家時，每路經一家，村民都在門

外向領蜜招手，十分熱情地邀請領蜜進到他們家中

「拜年」，最後，領蜜在一周內，竟然不知不覺間

拜訪了五十多個家庭。

大部份被訪的家庭，家中都沒有甚麼家具，只

在客廳舖上一張大地毯，人人都坐在地上，中間則

放了拜年用的「官方」小吃。每家每戶，不論貧富，

他們都會預備林林總總的傳統小吃供客人享用。有

些小吃是購買的，但亦有不少仍由他們自家製造。

每當領蜜坐在客廳中，他們便快速地將一個一個美

麗繽紛的食物樽放在領蜜眼前，並熱情地催促領蜜

打開和品嘗。美味小吃，除了能吸引人外，更吸引

了不少另類客人一起到來享用（貓和螞蟻），故此，

領蜜往往要與牠們競賽，看誰能成功取得心悅的食

物。

蜜函

除了小吃，對家主來說，為客人擺上一頓飯才

算合宜。所以領蜜在這段探訪期間，曾試過在幾小

時內吃了三四頓「開年飯」，領蜜彷彿參與了一場

「大胃王挑戰賽」，為要嬴得家主的喜悅。因此，

領蜜謹在此向大家呼籲，如有意於來年一起來參與

這場「挑戰賽」，可跟領蜜「報名」呢！領蜜很需

要有「參賽者」幫忙分擔此「任務」。

感謝大老闆及你們的記念，為領蜜開路，透過

此探訪，除了可以認識學生們的家人，亦可從他們

口中得知更多關於甜心族的現況。雖然有些家庭居

住較遠，步行來回差不多要六公里，但每次進到他

們家中，見到他們笑面歡迎領蜜，感到一切也是值

得的。當然，領蜜依然很需要大家記念，向大老闆

祈求智慧，好讓領蜜能以合宜的方式和內容，回答

他們對領蜜各式各樣的提問，甚至是一些似是說笑，

卻帶點認真的請求（特別是跟物質金錢有關）。

一點蜜

每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中，都是本地學校的期終

假。假期過後，各班學生都升班並開始新一年的學

習。因領蜜協助的村校並沒有高中班，所以初中生

必須往其他學校升學，而部份的小六生亦不會選擇

原校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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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蜜在開齋拜年期間才從他們口中得知，有幾

位升初中生及升高中的Ｍ民學生，都已選擇了往他

們宗教的寄宿學校就讀。

這些宗教寄宿學校，一般是包吃、包住、包學

習，學生們都只能全時間在校內活動，除了特別節

日或生病外，其他日子都不能回家的。學校的課程，

除包括了一般中學應有的課堂外，更重要的是每天

也有宗教教育時段。有些規模較大的寄宿學校，學

生人數竟然達到一萬五千人，有些更達至兩萬人。

一位將到外島入讀這間大校的初中生跟領蜜分

享，他的夢想便是希望將來能當一位宗教教長。這

位學生很喜愛唱誦他們宗教的「詩歌」，但因他是

用另一種語言唱誦，故每當領蜜問及其詩歌內容時，

他往往都只是回答「不知道」。其實，大多數的Ｍ

民，都不知道自己所念誦的是甚麼意思，他們很重

視念誦時的語調、聲音是否美麗，過於尋求其內容

的理解。

想到現在每一張已十分熟識的面孔，他們有一

天都同樣會「被選擇」離開家人，到這類學校升學。

領蜜也要憑著信心，學習交托。明白今天作在這班

小子身上的雖然十分微少，但仍相信大老闆會悅納

及使用。

你的同工、弟兄姊妹

領蜜夫婦

感恩： 

1. 開齋節期間，能探訪五十多個Ｍ家庭，認識他

們更多。

2. 村民大都接納領蜜，及歡迎再到探訪。

3. 首次在本地一大家庭帶領青少年人聚會。

4. 有機會與一隊由老家前來的探訪隊分享事工。

代求： 

1. 有智慧、語言能力和合宜態度，回答村民的生

活或信仰問題。

2.  七月下旬到訪的隊伍，人數眾多，感恩各人出

入平安；幾天的活動，為學生及家長帶來歡樂，

及持開放態度，請記念繼續接納外人到訪。

3.  為所有到宗教寄宿學校就讀的學生，有好的適

應。在學習期間主動尋求真理。

4. 經濟：本年度需自籌數目為 HKD27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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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浩瀚、遠瞻北漠

重尋召命以賽亞
回想自己獻身全時間事奉的道路，神的引導是

測不透的。神最少三次以以賽亞先知的呼召臨到：

『我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

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以

賽亞書 6:8)。當我在不足及缺欠中仰望那位創始成

終的上帝時，祂便向我顯明祂對我的心意，而在往

後的日子，更給我一份差傳使命的經歷。

踐行事奉人生路
在將進入第三年的神學生生活，驚覺自從正式

成為全時間神學生開始，在學院所聽到、所學到，

甚至是所踐行的，這一切卻是帶來無比的福樂。當

中更無間斷地看到三一神的奇妙作為和祂的豐盛。

學院的生活及教會實習的踐行，是香港浸信會

神學院全時間學習的一大特色。除平日的上課學習、

考試或寫文外；周末時更要到教會進行實習體驗。

在督導的指導下不斷的學習及實踐，使我生命被陶

造，眼光被擴闊、身心被擴展，而這更是為日後作

全時間事奉奠下穩固的根基。

自從踏入神學院開始，神似乎不斷修正自己的

事奉方向。而在主席教授確認下，讓我清晰了宣教

的方向。回顧神學第一年於母會沙田浸信會的實習

中，看到除了宣講、牧養的重要性以外；普世宣教

亦是福音廣傳的一個重要的元素。不論是本地教會

的增長或是跨文化的福音事工，神正使用普世教會

來作為人間的見證。而在暑期中，更有兩個月的全

時間實習作為栽培，藉此對牧者以聖靈帶領及領導

管理有更多方面的認識。

差傳宣教主恩深
還記得進入神學院前，自己曾到日本旅遊時看

見築起高壇的偶像，這景象在自己腦海中歷歷在目。

其後，在學院第一季學期完結時再次重踏此地，我

更求問神，祂是否要差我到此地方去？於是出發前，

我設了兩個驗證求問；旅程中，這兩個驗證竟然真

的發生，神似乎在我的生命中逐漸彰顯祂的計劃。

今年除了參加學院的訪宣外，更有幸透過學

院去參與香港浸信會差會為期六星期的北漠短宣體

驗。北漠是我進入神學院後冀盼能短宣的地方，盼

望在短宣體驗能成為長宣前的新領受、新體驗。繼

往開來，作出準備。

最後，我要感謝今年實習教會廣林浸信會，她

是一間願意推動宣教差傳的教會，容讓我在暑期到

北漠實習；感謝母會的各教牧同工、弟兄姊妹的守

望代禱支持，藉以禱告成為強大後盾；更感謝舅父

以 (Hosanna International Co. Ltd.) 的名譽在金錢

上的全力支持，他在聖工上絕對是不遺餘力，無論

是神學生及教會事工，他曾多番捐獻。謹此，將一

切榮耀頌讚都歸予三一神﹗

『既然我們有一位偉大、進入高天的大祭司，

就是耶穌—上帝的兒子，我們應當持定所宣認的道。 

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

在各方面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

要得憐憫，蒙恩惠，作及時的幫助。』

( 希伯來書 和修本 4:14-16 )

( 作者為香港浸信會神學生 )

山貓
『上帝的大能和智慧絕對沒有隱藏在暗處。』 - 加爾文

差
傳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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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零開始

感謝神的保守，自從信主以後，一直在母會成

長。打從開始在母會事奉，成為小組組長，一直在

牧養方面學習；後來雖也涉獵其他範疇的事奉，但

在宣教方面的服侍和學習實在不多。信主十多年，

也只是去過數次短宣而已，對宣教沒有太多認識。

記得有一次，一位在印度宣教的宣教士來教會分享，

她的生命非常激勵我，提醒我要忠於耶穌託付的使

命；又想起不同地方的宣教士冒著生命危險，讓神

所珍愛的人得聞福音，這是何等美好的事。

2008 年年底，我工作了多年的公司因金融海嘯

影響需要裁員，我因而受影響。然而，感謝神賜下

在基督耶穌裡的平安，反而讓我有機會去回應我初

信主的心願－在基督教機構服侍。神竟然奇妙地帶

領我進入宣教機構工作。我在差會工作的日子，神

讓我由零開始，以「密集課程」形式，學習宣教差

傳。在宣教機構服侍的數年間，神不單止幫助我生

命成長，更開拓了我的宣教視野，亦建立了我的宣

教心志；更讓我認識了許多與宣教差傳相關的資料

及事工。

在差會工作的時候，有一次看到一段有關早期

宣教士向雲南傣族人傳福音的短片，看得熱淚盈眶，

心中激動，更自覺對主虧欠，深覺自己為未得之民

做得實在太少！我在心中祈禱，求神帶領我，去祂

要我去的地方。另一次看到極端國家裡的穆斯林福

音需要，心中的宣教呼喚再次響起，眼中看到許多

的危險，心中卻默默回應神說：「主啊，如若你要

我去，我願意！」

曾有機會透過影音聽見一位美國女宣教士用流

俐的廣東話，親自述說上世紀初她來到香港新界宣

小魚餅

教並建立教會的歷史，使我非常震撼！心裡驚嘆上

帝的能力！一個年輕只懂說英語的美國女孩子是如

何能做到的呢？必定完全是聖靈的工作！上帝也藉

宣教士彰顯祂自己！我心裡非常羨慕宣教士們，他

們的順服、勇氣、信心、堅忍、為上帝勇往直前，

是我的學習榜樣。

現在教會實習，為中學生預備小組材料時，細

讀宣教士傳記，心中再次深受激勵，感動不已。對

於宣教士在傳記中描述自己對基督的渴慕與順服，

非常羨慕，雖然自己尚未做到，但絕對是我學習的

榜樣，我亦祈求神賜我同樣的心志。昔日宣教士不

斷經歷神的供應與帶領，亦成為我今天奉獻路上的

鼓勵。

義和團宣教士的殉道故事；世界穆斯林人口激

增；歐洲基督教堂的凋零、教會世俗化；難民湧入

歐洲的福音機遇；無論移民、留學、商旅而散居各

地華人的福音機會；經濟不斷起飛，人們心靈卻不

斷的乾渴 … 神讓我在香港生活，又呼召我作傳道

人，在宣教路上我可以如何回應呢？心裡時常迴盪

著這些問題。我仍在尋求神給我在宣教上的呼召，

我期望能有機會在暑期中實習，前往宣教工場體驗，

切身處地感受和體驗宣教工作；服侍當地人，認識

外地宣教工場，也藉此繼續察驗神的心意。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 作者為香港浸信會神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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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被恩感樂揚主名

『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哪，

你們都當頌讚他！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

華的誠實存到永遠。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詩篇

117)。這是我心裏常常盼望看見的景象 — 萬國萬

民能得聞福音的好處，地上所有屬乎祂的子民，一

同敬拜讚美及榮耀主基督耶穌的名！

經歷神的大愛及恩領
神讓我從小得聞福音，在成長中大大經歷祂的

愛及帶領，讓我的生命充滿盼望及喜樂。祂的救恩

是何等的寶貴，使我看見活著的意義和方向。『耶

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 14:6）祂的聖道讓

我得著重生，使我人生有力前行，又能在忙碌中得

著平靜安穩。 

神的救恩臨到我並一直恩領著我，我心常常念

記：「神對我的深恩厚愛，我可以拿甚麼報答祂向

我所賜的一切厚恩呢？」神的拯救及對世人的大愛，

使我常盼望能傳揚這美好的福音，使未曾聽聞的群

體能認識神救贖大能。我盼望能在真理上站立得穩，

勇敢地靠著神加給我的能力和膽量將基督的名傳開

去，如經上所說：『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

華的名！』( 詩篇 116:13)

思詩

服侍中體會福音的大能
自 2014 年起，神讓我有機會前往不同的地方，

包括柬埔寨、印尼及中國，進行短宣服侍及文化體

驗，服侍內容有探訪及教學，神透過這些經歷，幫

助我對宣教事奉有更深的認識及體會。在服侍的群

體中，大多是未曾聽聞福音，而到訪的地區多是禁

制傳遞任何有關福音的信息。當時，我思想到「不

能講述信仰的服侍，當中的意思是甚麼？」這問題

使我反覆思量，當不能談及耶穌基督的名，那怎能

使福音傳開呢？聖經豈不是說『有耳可聽的，就應

當聽』。但未得之民是有耳朵可聽的，但卻「不能

聽到」福音；我們作為信徒有嘴巴能說話的，卻不

能講述福音！這樣，福音怎樣傳達至這些群體中間

呢？這種不能講述信仰的服侍，我又是否應該繼續

呢？

然而，神的大愛讓我對宣教服侍的熱誠未曾熄

滅！我深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昔日門徒在以馬忤

斯路上遇見耶穌，是耶穌「親自」走近他們與他們

同行；起初他們的眼睛是模糊不清，認不出祂。接

著耶穌與門徒用餐，拿起餅祝福及擘開，遞給他們。

這時，門徒就認出祂來，這是神的靈讓他們親眼「看

見」耶穌基督，不是人的工作及能力，乃是神的愛，

基督復活的大能開了他們的眼睛，讓他們「看見」

耶穌基督寶貴的救恩。回想自己起初也是這樣，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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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聚
會
及
訪
宣
活
動

緬甸 (金三角區域 )
日期：2018 年 11 月 2–9 日 (8 天 )

內容：探訪服侍恩盈中心、教會、戒毒中心、 

  神學院、中緬文學校，並探訪山區

領隊：梁陳麗琳執事 ( 尖沙嘴浸信會執事 )

名額：15 人

費用：$6,500 * 

南島 P城
日期：2018 年 11 月 17–24 日 (8 天 )

內容：文化體驗、教授兒童英文班

領隊：楊寶華傳道 ( 北角浸信會傳道 )

名額：15 人

費用：$7,500 * 

蔡錦圖宣教士家庭差遣禮
日期：2018 年 12 月 2 日 ( 主日 )

時間：下午 3:00

地點：沙田浸信會 瀝源座堂

      ( 沙田瀝源街 1號 )

親自走近並與我同行，讓我生命看見祂，得著永生，

全是祂救贖的恩典。耶穌吩咐我們要遵守大使命，

就是將福音傳開，要使萬民作祂的門徒。我深深盼

望更多人能如昔日門徒一樣，經歷「看見」神的救

恩，有耶穌與他們同行。

立志忠心跟隨作主的僕人
羅馬書記述：『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

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

遣，怎能傳道呢？』（羅 10：13-15）在過去參與

短宣服侍時，讓我有機會接觸宣教士，看見他們對

福音的委身，為要踐行大使命，竟能不畏懼地勇往

前行，實在令我欽佩。他們的見證大大激勵我對傳

福音的熱忱，也提醒我今天得著救恩，全因為他們

的身體力行，傳揚福音，委身於基督大使命。若不

是神的大能及祂的愛感動他們，福音又豈能傳到我

們身上呢？在他們的生命裏，讓我看見報福音及傳

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這一切一切，深

深激勵我要忠於神的教導和帶領，多多仰望祂，明

白祂的旨意，成為一位忠心跟隨祂腳蹤的僕人。

(作者為香港浸信會神學生 )

訪宣活動

德國宣教士差遣禮

* 費用會因應當時機票及稅項附加費而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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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們在學習關心印尼家庭傭工的福音需

要，那作為香港信徒，我們對他們生活和成

長的國家有多少認識呢？

筆者大概與不少香港人一樣，對印尼的

印象是十分模糊的；最為人認識的可能是旅

遊聖地峇里島，當然也可能知道首都是耶加

達，亦可能聽過萬隆、泗水等較為著名的城

市；此外大概就是認為印尼是伊斯蘭國家，

因為來港工作的家庭傭工大都是穆斯林。基

督徒可能會想到印尼也有很著名的基督教領

袖，如唐崇榮牧師。除此以外，其他印象可

能就是落後、貧窮、甚至排華、大地震等等。

要關心印尼家庭傭工的需要，就要有愛

他們靈魂的心，而認識他們，也是愛他們重

要的基礎。本文會對印尼作鳥瞰式介紹，例

如扼要提出印尼的現代歷史對印尼宗教發展

的影響、伊斯蘭教如何傳入印尼，並在印尼

發展的情況、印尼究竟是不是伊斯蘭教國家

等等。目的是讓讀者對印尼有概括的了解，

讓我們可更適切地關心他們的需要。

印尼 ‧

印尼家庭傭工與伊斯蘭教

荊徒

專
題
系
列

認識印尼
印尼是「印度尼西亞」的簡稱，是橫列於亞洲

大陸與澳大利亞之間，東西遼闊，南北狹小，由無

數島嶼組成的島國。陳潤棠曾經如此介紹印尼﹕『全

印尼共有 17,508 個大大小小的島嶼，有人定居其上

者有一千多個。』1  陳潤棠強調印尼的特點是個多

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家，使用多種語言，而方言

更多達六百餘種，但官方語言是印尼語（類似馬來

語）。華人旅居印尼已有悠久的歷史，目前全印尼

約有華人七百萬，其中 95％已加入印尼籍。雖然，

印尼的華人只約佔總人口的 4％，但在社會上，尤

其是在經濟方面充當著重要角色。2

陳潤棠對印尼近代及現代歷史有扼要解說，『由

十六世紀末起，印尼被荷蘭殖民政府統治了三百

多年之久，1942 年被日軍佔領，1945 年在蘇加諾

（Soekanoz）領導下，宣告正式獨立。』3  可見印

尼曾經因為被荷蘭侵佔而淪為殖民地；第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不但被戰火蹂躪，還一度被日軍佔領，有

一段深受外國勢力欺壓與屈辱的近代與現代歷史。

一 . 印尼的宗教概況

印尼國家憲法規定人民有宗教自由，這是絕大

部分國民為穆斯林的國家中少有的。翟浩泉指出，

『根據印尼的憲法﹕「人民有自由選擇自己的宗教

信仰及行為。」但政府只承認 6 個宗教，並要在身

份證上註明。』4
 可見印尼政府對國民的宗教信仰

十分重視，而且每個國民都要公開自己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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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祖鯤解釋了這規定的原因，『1966 年印尼所

發生的流產共黨政變，以及緊接著的蘇哈托（蘇哈

諾）軍事獨裁，對印尼的宗教情勢發生重大影響。

為了防止無神論的共產黨作亂，蘇哈托勒令印尼人

必須在四大宗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與佛

教）中自選其一，否則以共產黨員論罪。』5 後來

又加了孔教及印度教；故此，印尼政府就承認六個

宗教。由這宗教政策可以發現，印尼並非以伊斯蘭

教為國教的國家，六個宗教似乎得到平等對待。陳

潤棠表示，『全世界七十多個伊斯蘭教國家中，印

尼是唯一有宗教自由的國家，可以向穆斯林傳福音，

基督教教會開佈道會，穆斯林可以自由參加，這是

神特別的恩典。』6
  可見印尼的宗教政策與政治也

有密切關係，為防止共產政權的滲透，政府賦予人

民信奉某個宗教的自由，但沒有不信宗教的自由，

這是印尼對宗教信仰的態度與宗教政策獨特之處。

二 . 伊斯蘭教如何傳入印尼

伊斯蘭教何時傳入印尼，目前仍未有定論。對

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傳播史素有研究的中國學者李勤

提出，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歷史可追溯到在公元七

至八世紀。因為當時已經有伊斯蘭教傳入的記載：

『爪哇等地因盛產香料（胡椒、丁香、肉

桂、生姜、樟腦、畢澄茄、小豆蔻、肉豆

蔻等）而深深捲入了當時的國際貿易網絡

之中，成為東方商品的重要來源。來自印

度、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不再像先前那樣

航行到中國，而是直接滲透到印尼群島各

港口，在那裡建立貿易據點，結交當地統

治者，勸說其皈依伊斯蘭教，並與當地人

貿易、通婚、傳播伊斯蘭教。』7 

至於伊斯蘭教在印尼扎根的經過，不同學者

亦有不同見解，甚至有學者認為與中國明朝三保太

監鄭和下西洋的事跡有密切關係，『從各方面的情

況來看，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亞

和馬來西亞的傳播與鄭和的航行之間有密切的聯

繫。』8
 筆者認為，千百年來，穆斯林善於透過經商、

貿易甚至戰爭傳播伊斯蘭信仰；而印尼幅員遼闊，

伊斯蘭教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傳入這萬島之國，

絕非沒有可能之事。

三 . 是最多穆斯林的國家

印尼被喻為全球穆斯林最多的國家，印尼官方

及穆斯林世界，基本上都認同這個講法；但莊祖鯤

提出另類見解：

『印尼的穆斯林有多少？統計上差異很

大。一般常見到的數字，也是印尼官方和

穆斯林世界的統計數字，就是印尼人口中

有 85％是穆斯林，人數多達一億九千萬左

右。但是依據宗教學的嚴格標準，則印尼

的正統穆斯林只有 54％，人數約一億兩千

兩百萬。另外還有將近七千萬左右是屬於

伊斯蘭民間宗教者（Folk Islam）。因此，

若依據前者較高的數字，印尼可以誇稱是

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國家。但若是照後者較

保守的估計，則印尼在伊斯蘭世界中，只

能排名第四。』9

由莊祖鯤的見解可以發現，伊斯蘭教有正統伊

斯蘭教，和摻雜民間宗教的伊斯蘭教。不過信奉伊

斯蘭教的印尼人，到底是印尼的主流羣體。

翟浩泉提出，『在 2010 年印尼國內曾經作出人

口普查，結果發現印尼 6大宗教信徒佔全國人口的

比率，分別是伊斯蘭教 87.18％、基督教 6.96％、

天主教 2.91％、印度教 1.69％、佛教 0.72％和孔

教 0.05％，至於信奉其他宗教的有 0.13％，信仰不

詳者 0.38％。』10
這官方的伊斯蘭信徒百分比自然

是以寬鬆的計算，但就算以嚴謹的，正統伊斯蘭信

徒計算，印尼穆斯林的數目，還是遠遠超過信奉其

他宗教人士的總和；由此可見伊斯蘭教對印尼應當

有根深蒂固的影響。

四 . 印尼華人的宗教情況

至於華人在印尼宗教信仰的情況，陳潤棠與

莊祖鯤分別提出早期及現代兩個不同時期的發展。

陳潤棠指出，『印尼華人的宗教，主體是民間宗教

與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和儒教，以及崇拜

祖先等，但早期從閩、粵到印尼的中國人，也有不

少是伊斯蘭教徒。早在十三世紀下半葉，印度和波

斯的穆斯林商人將伊斯蘭教大規模傳入蘇門答臘以

前，印尼就有華人穆斯林。』11
 可見印尼華僑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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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上受傳統中華文化的影響，比印尼裔國民更多樣

化。莊祖鯤則從政治角度分析目前印尼華人的宗教

情況。他指出因為蘇哈托政權下令人民必定要選擇

一個宗教信仰，對不同宗教均帶來很大的影響：

『一夜之間，就多出六百萬的基督徒來，

其中很多是中國人。蘇哈托也下令查禁華

文印刷品及華文學校，以防止中國共產黨

的滲透。結果在印尼 50 歲以下的華人，

幾乎都不懂華語。但是 40 年華文教育的

中斷，使印尼華人中的佛教與中國傳統宗

教受到極大衝擊，年輕的一代都轉向基督

教。以至於目前在印尼五百多萬華人中，

有 70％自稱是基督徒。同時，印尼華僑極

少信伊斯蘭教，因為會受到僑社排斥，也

不被印尼穆斯林所接納。』12  

這大批華人基督徒組成的教會，應當可以成為

今天香港信徒向印尼穆斯林以至香港印尼家庭傭工

傳揚福音很好的助力。

五 . 印尼伊斯蘭教的派別

印尼穆斯林基本上是以被視為正統的遜尼派

（Sunni）為主要羣體；但也有不少穆斯林的信仰摻

雜了精靈崇拜的色彩。莊祖鯤指印尼的穆斯林中『不

少是掛名的穆斯林，嚴謹正統的穆斯林只佔 30％

至 50％，其餘大部分都屬於民俗伊斯蘭信仰（Folk 
Islam），印尼俗語稱之為 Muslim Abangan，即

對伊斯蘭教不甚了解者，而且多數滲有精靈教的色

彩。』13 翟浩泉對此現象有更細緻的詮釋﹕『開初

傳入印尼的伊斯蘭教，是遜尼派中屬神祕主義的蘇

菲派（Sufi）傳統，故較容易與本土的精靈及鬼神

崇拜混合。』14 鄺振華亦指出，蘇菲派是伊斯蘭教

中帶有神祕色彩的教派：

『在伊斯蘭教創教初期，早已有穆斯林用

蘇菲（Sufis）來稱呼自己，以表明自己是

追求一個純潔心靈，藉著純潔心靈他們可

以不斷改善自己的性格和行為。這個改善

的過程有如一個朝見神的歷程，生命愈改

善就愈接近神。而純潔的心亦可以引導人

的情感，使一個蘇菲能「與神」和「與其

他人」都維持著正確及和諧的關係。』15 

鄺振華更表示『蘇菲派在發展初期已有走向神

祕主義的傾向。』16 

爪哇是輸出最多印尼家庭傭工的地區，翟浩泉

對該地的伊斯蘭信仰特色作出探討，『爪哇被喻為

宗教及文化的熔爐。雖然九成爪哇居民宣稱信奉伊

斯蘭教，但他們已將這個出自混雜了猶太教、天主

教、基督教的一神宗教「伊斯蘭教」，與原始的精

靈崇拜、印度文化、儒釋道之鬼神，交叉演變出多

種本土民間宗教信念及行為。』17
他指出，『爪哇

的農民，他們的靈界觀是舖天蓋地附在人、物、地

之上的神靈，無時無刻為人帶來噩運。當噩運纏身

時，他們便會求救於『神醫』。在香港工作的印尼

家傭群體，大多數就是在這環境中成長，亦繼續活

在這靈界的影響之下。』18 可見印尼家庭傭工雖然

絕大部分是伊斯蘭信徒，但信仰摻雜了文化、風俗、

傳統、滲入了不同宗教和民間信仰，甚至鬼靈觀念；

相信萬物有靈，超自然力量存在的穆斯林，數目應

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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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6 月差會收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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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 1-6 月累積 本年 1-6 月累積 本年 1-6 月累積

收入 支出 盈餘 /( 不敷 )

差會經常費 1,297,936.20 1,318,414.78 (20,478.58)
南島工場 668,618.00 454,545.56 214,072.44 
北漠工場 119,700.00 82,450.98 37,249.02 
緬東事工 510,805.00 501,118.25 9,686.75 
德國事工 259,005.00 254,262.97 4,742.03 
國際事工 50,000.00 13,568.00 36,432.00 
中國事工 264,103.53 239,608.41 24,495.12 
本地跨文化事工 300,658.70 340,135.84 (39,477.14)
教育及拓展事工 15,687.80 34,754.00 (19,066.20)

3,486,514.23 3,238,858.79 247,655.44 

1.  陳潤棠，〈印尼——最大的伊斯蘭教國家〉，《大使命雙月刊》
76，2008 年 10 月，26。

2. 陳潤棠，〈印尼〉，26。
3. 陳潤棠，〈印尼〉，26。
4. 翟浩泉，《起步﹗印傭事工——教會及各行業總動員》（香港﹕

迎欣出版社，2012），41。
5. 莊祖鯤，〈關懷伊斯蘭世界與穆斯林﹕印尼、馬來西亞向穆斯林

宣教之沃土〉，《神國雜誌》20（2010年 6月），http://www.e-krc.
com/magazine_info.php?cde=MAG4ca40271c7095&chp=CHP4
ca66fce01113（2014 年 11 月 10 日存取）。

6. 陳潤棠，〈印尼〉，28。
7. 李勤，〈伊斯蘭教在東南亞海島地區傳播與發展的特點〉，《雲

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8 年 6 月），http://
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400097-2.htm（2014 年 11
月 26 日存取）。

註：

8.  詩人小兵，〈印尼、馬來西亞盛行伊斯蘭教的原因〉，http://bbs.
tianya.cn/post-worldlook-300209-1.shtml（2014 年 11 月 27 日存
取）。

9. 莊祖鯤，〈關懷伊斯蘭世界與穆斯林〉。
10.  翟浩泉，《起步﹗印傭事工》，41。
11.  陳潤棠，〈印尼〉，26。
12.  莊祖鯤，〈關懷伊斯蘭世界與穆斯林〉。
13.  陳潤棠，〈印尼〉，26。
14.  翟浩泉，《起步﹗印傭事工》，27。
15. 鄺振華，《10 大世界宗教傳統—窺探宗教世界的淵源》（香港﹕

基稻田出版社，2014），214。
16.  鄺振華，《10 大世界宗教傳統》，214。
17.  翟浩泉，《起步﹗印傭事工》，27。
18.  翟浩泉，《起步﹗印傭事工》，27–28。

小  結
對印尼有了概括的了解，相信可以令讀者對這

個國家有更立體的認識。原來印尼憲法並沒有禁止

穆斯林信奉其他宗教；因此，假若穆斯林改信其他

宗教，理論上壓力不會來自政府，但仍然會面對伊

斯蘭教內部的衝擊。從國家宗教政策的角度看，在

穆斯林世界中，印尼的宗教政策算得上是寬鬆的；

可見來港的印尼家庭傭工，未必有很多是嚴謹的穆

斯林，對伊斯蘭信仰亦可能只是一知半解，甚至摻

雜了精靈崇拜及民間信仰。盼望有了這些認知，可

以幫助我們更勇敢地向他們分享信仰。

下一篇文章，會嘗試探討印尼家庭傭工在香港

生活及工作的情況，讓我們更了解這羣住在我們中

間的未得之民，在我們的城市普遍受到怎樣的待遇。

（作者為浸信會資深牧師及差傳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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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 月 4 日 ( 四 )

時間：晚上 7：30 - 9：00

禱告焦點：德國工場及本地南亞裔事工

地點：浸信會差會辦事處

     ( 旺角山東街 47-51 號

       中僑商業大廈 8樓 801 室 )

差傳祈禱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