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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考察之旅

劉志強牧師

(本會國際事工副主任 )

Why chose Germany? 
( 為何會以德國為考察的地點呢？ )

本會差傳事工其異象和目標之一，就是『把福音事
工推廣至普天之下，向萬民宣揚大好的救贖信息。』（參
考馬可福音十六：16）另外，本會服侍的對象和區域首
要是以亞洲「福音未得之民」為主，服事之族群包括華
人、非華裔群體、不同國籍的穆斯林及少數民族等。此
外，本會也關注歐洲及非洲的福音需要。換言之『立足
東南亞，注目歐亞非』的福音策略。

選擇去德國考察，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她屬於本會其
中一個支援工場。從 2008 年至今，本會有 2個支援宣教
士單位在德國工場服侍。他們就是陳欣懿牧師及陳袁美
華師母，林奕勝傳道及林何少琳師母，他們都是加拿大
浸信會差會所差派駐德國服事的宣教士。而我們是支援
的差會，每一次，當他們回港述職的時候，他們亦到訪
本會及分享他們在德國的服侍。所以本會透過宣教士的
分享和定期的代禱信中，對德國華人福音事工有基本的
認識和了解。

猶記得 2015 年初，連達傑牧師（本會前任總幹事）
在國際組會議中提出要『衝出亞洲』的異象和目標，其
實這異象和目標在連達傑牧師上任以來，一直持有的異
象和目標。他甚至建議考察德國的工場和探索可能發展
福音工作為目標。於2015年6月中旬，連牧師、Elisa（行
政主任）和筆者透過Skype與駐德國宣教的陳牧師聯絡，
分享了本會的計劃和目的；陳牧師夫婦知悉後，他們非
常樂意和歡迎本會去到德國考察和認識當地的華人福音
的工作和需要，亦為本會於當年 10 月份的考察隊到德國
預備和擬定了豐富的行程表。

What did we do?
（我們作了什麼呢？）

陳牧師夫婦為我們考察隊編排了非常豐富和緊密的
行程（考察日期於 2015 年 10 月 27 日 -11 月 4 日）。行
程表中的安排差不多每一天要走訪一個城市。這次我們
共到訪了 6個城市。第一站是漢諾威，第二站是柏林，
第三站是漢堡，第四站是法蘭克福，第五站是哥廷根及
漢諾威。

I. 參觀及拜訪
我們有機會到訪和參加了漢諾威的德華中文圖
書館和醫學院的查經班、柏林 2間華人教會、
漢堡華人教會福音查經班、法蘭克福德國人教
會服侍難民的聚會、哥廷根和漢諾威華人教會
及主日崇拜聚會。

II. 交流及探索
感謝主的預備，在陳牧師的安排下，讓我們在
短短的時間及緊密的行程中，可以榮幸地認識
到在當地服事和牧養教會的華裔牧者和宣教
士。他們都來自不同的地方，如美國、香港及
台灣。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第一次到訪德
國服事當地華人教會或福音團契後，都大大被
神感動，並有負擔在德國服事和牧養他們所接
觸的華裔群體和中國的留學生。

從他們的分享中，了解到華人福音的需要和困
難之處。特別在德國的社會和文化中，要擔起
牧養和帶領華人教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其中
一個難處，就是要到處向德國人教會租用禮堂
來作崇拜聚會和團契小組的地方。但他們同時
也見證神的作為和福音的大能在信的人身上結
出的果子，實在令他們在主裡面的喜樂得以滿
足。

主題文章

筆者想藉著李格爾（Joerg Rieger）著《行旅–客
途上的信仰與群體》中引用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
名言：「行旅能撕破偏見、盲從與狹隘，單是這點，已
值得我們許多人出外走走。對人對事有廣闊胸襟，能懷
著積極和恩慈的心，這可不是一輩子窩在某個小角落裏
所能培養出來的。」這次在德國之旅的行程和考察中，
再次讓我深深體驗到此句話的意思和帶來的反思。

這次的考察行程中，所接觸到的每一個人，每一個
地方和環境，每一事件，再加上在當地，從筆者身邊擦
身而過的人，都幫助筆者認識神和體會到神在筆者生命
中的工作和使命。透過這次考察行程的經歷和體會，幫
助了筆者對福音的工作和宣教的視野，擴闊了很多。因
此筆者把這次的體驗以自己的體會來詮釋馬克吐溫的名
言。「參與宣教體驗能撕破我們的「自我中心」、「只
顧自己的事」及「愛慕世界的事」之心態和思想，單是
這體驗，已值得我們許多人參與及投身於宣教的事。因
為這對信徒們來說是極大的益處。對處世為人有廣闊胸
襟，能懷著積極和恩慈的心外，還對屬靈的事，更加幫
助我們認真看待生命與使命，及更敬愛神和祂的事。這
可不是多年呆在教會就可以培養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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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the target people?
（誰是服侍對象呢？）

本會首要服事的對象是華人，因此我們到了德國的
城市，自然地會以接觸華人群體為目標和對象。這也是
陳牧師夫婦及林傳道夫婦，他們牧養的群體和服事的對
象，特別是中國留學生和當地的華裔家庭。

根據中國留學生的數據資料 1：
2015 年度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 52萬 3千 7百多人，
其中以國家公派的有 2 萬 5 千 9 百多人，單位公派
的有 1 萬 6 千多人，自費留學的有 48 萬 1 千 8 百多
人。 

2015 年度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為 40 萬 9 千 1 百
多人，其中國家公派後回國的有 2萬 1千 1百多人，
單位公派後回國的有 1 萬 4 千 2 百多人，自費留學
後回國的有 37 萬 3 千 8 百多人。 

2015 年度與 2014 年度的統計資料相比較，中國出
國留學人數和留學回國人數均有增加。出國留學人
數增加 6 萬 3 千 9 百多人，增長了 13.9%；留學回
國人數增加 4萬 4千 3百多人，增長了 12.1%。

在德國各類中國留學人員約 3 萬人，連續多年保持
在德國之外地留學生中的最大群體，其中在德國大
學正式註冊的中國留學人員約 2 萬 5 千人、國家公
派留學人員約 3 千人、獲德方資助的各類中國學者
約 3千 2百人。2 

以上的數字及數據，都顯示了這是一個宣教的契機。
試想，若中國的留學生能夠在德國（其他海外地方）能
夠聽聞福音，有人幫助他們在生命中信靠耶穌，得到生
命的更新和豐盛，甚至有機會在求學期間能夠得到牧者
的愛心栽培。數年後，當他們完成了學業的要求，畢業
後回國的時候能夠帶著基督教信仰和使命回去，相信這
對中國的教會和社會必帶來改變和希望。

神的作為真奇妙，祂的信實和慈愛常在不同的人身
上彰顯。我們在考察行程之中，認識了兩位女傳道人。
其中一位女傳道，她曾是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她在求
學期間，聽聞了福音，然後信主。當她完成學業後，主
特別呼召她，要她跟從主和服事主；因此，她就獻身事
主和接受神學院的訓練和裝備。完成了神學的裝備和訓
練後，她有負擔要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和服事他們。現
今她在德國其中一個城市的福音團契裡服事和牧養中國
的留學生。

What is next?
（下一步如何？）

至於考察之旅後，我們如何面對這在德國（海外）
的中國留學生呢？看到中國籍的留學生遍佈世界各地，
他們的人數明顯地每年都有增無減的景象，我們是否能
夠看到這是美好的契機，在德國（海外）這地方接觸他
們，與他們分享福音，幫助他們在基督裡成長呢？相信
大部分的留學生在家鄉（中國）時未聽聞過福音。

我們應該如何回應呢？盼望本會因著這次的考察及
所體驗的事，加上駐德國服侍的宣教士之事工分享，能
夠成為香港眾多浸信會堂會、各教會、牧者與肢體們的
關注和參與這德國（海外）中國留學生的事工。

正如陳牧師和林傳道在德國的服侍，他們進入大學
校園中接觸和關心他們。因著中國留學生可能會在學業
和適應德國社會和文化上遇到新的挑戰和壓力，例如面
對沉重的學業要求、日常生活與人際關係（溝通及學習
德語）、文化上的差異和適應等；宣教士可以陪同他 /
她們一起面對種種新的挑戰和壓力，在適當的時候在他
們的身心靈上給予輔導和幫助。在德國某些城市的天氣，
煙霧的時間比較多，有陽光普照的時間比較短。導致一
些人在這樣的環境下比較易患憂慮和情緒容易起伏和變
化。宣教士可以向他們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幫助和替他們
解決一些的問題。同時邀請他們參加福音團契、福音查
經班、教會的活動和聚會。

結語
這次的考察之旅後，讓我們一行 5 位都感覺到這是

一個傳福音的趨勢和契機（黃金機會）。祈禱我們的主
繼續帶領本會也能夠朝著這個呼聲和在海外留學生的工
作和莊稼上有份為主付出和得著他們。

主說：「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
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
收割了。」（約翰福音四 35）祈望有更多像先知以賽
亞回應主的呼召「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
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
我！』」（以賽亞書六 8）

筆者回港後，在主前祈禱，求主保守和引導那些已
經信主和得著栽培的留學生，返回中國後，能夠成為基
督的使者，向自己的同胞分享與神和好的信息。在社會、
職場和家庭中成為光和鹽及為基督作見證，成為中國的
祝福。

筆者還有一件心中值得感恩和讚頌神的事，就是在
這次的考察行程和「行旅」中的體驗，隨行考察之中有
一位牧者，回應了神在他心中的感動和呼召，及計劃將
來到德國去服事和牧養中國的留學生和華人群體。他和
師母已積極準備和願意獻身為宣教士。祈禱神繼續為他
們開路和施恩予他們，及禱告記念他們能夠為主得著年
輕一代的留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