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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化中的中國和中國教會

中國大陸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在社
會、經濟、思想、人文，甚至政治等各方面的變化
和轉型，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影響可謂巨大
和深遠，主要突出在以下四方面：

1. 經濟環境的轉型──自實行對外改革開
放政策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有了長足的進
步，國民生產總值（GDP）在不到30年間增長了25
倍以上，總體的經濟規模已幾乎超過德國而居世界
第三位（在美、日之後），但同時貧富兩級分化現
象嚴重。

2. 教育環境的轉型──今日的中國，大學
教育似乎更加普及，每年錄取和畢業的大學生人數
大幅增加；實際上，教育面臨空前的「商業化」和
「產業化」的運作趨勢。

3. 價值觀念的轉型──今天人們一切生活的
中心都圍繞著金錢和物質，傳統的社會道德、倫理價
值已不再被看重，甚至受到嘲笑和唾棄，由此帶來巨
大的社會治安和家庭婚姻等方面的問題和危機。

4. 人口分佈的轉型──今日中國正經歷著
前所未有的人口大遷移，有所謂「三大漂」現象，
即大量農村人口向北京和天津等地移動（北漂）、
向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移動（滬漂），以及
向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移動（粵漂）。

上述中國社會的巨大轉型，同樣也對中國教
會的發展提出了極大的挑戰。當中國社會的「都市
化」以銳不可擋之姿突飛猛進時，中國教會近年來
也正式揭開了城市宣教的篇章。傳統上，我們對中
國教會的認知，是她基本上由兩大部分組成，即城
市中為數不多的公開「三自教會」，和廣大農村地
區中較為封閉的、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們所組成的
所謂「家庭教會」。但事實上，今日中國的教會正
從以下七方面發生深刻的變化和轉型：

1. 從農村到城市 ──

這是最顯著的，並令人眼目一新的變化。許多
家庭教會今日在城市中正以成員年青化、學歷高，
以及聚會方式充滿活力而變得生機勃勃，並快速的
發展延伸；這種情形在一些控制不太嚴密的三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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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也開始出現。

2. 從沿海到內陸 ──

傳統上，沿海的教會較發達，這和早期西方宣
教士大多在這一帶的宣教活動有關；而今天，在許
多內陸地區，甚至少數民族當中，福音的傳播以及
教會的建立，都有了極大的發展。

3. 從基層到多層 ──

如今，福音不再只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身處
社會基層的平民們的信仰，而是今日中國許多大學
系統地研究的對象，以及大學生、教授、知識分子
和白領人士熱衷地瞭解的信仰。以這幾類人士為主
的教會，正在各城市中紛紛建立，並在近十年來有
了極大的發展。其它如工商界、文化界等領域，對
福音的熱誠和興趣亦十分高漲。

4. 從單一到多元 ──

除了信徒背景由過去傳統上較單一的「三多」
群體（老人多、婦女多、低文化多）向多樣化、各
階層群體的轉變之外，中國教會過去在宗派以及神學
思想方面，基本是單一（無宗派）和保守的（以基要
派為主導），但這樣的情形也在發生變化；隨著海外
各種宗派和神學思想、觀念的湧入，中國教會也正潛
移默化的受到影響和發生改變。可以說，上述兩方面
都從單一走向多元，這種情形對中國教會將產生何種
影響，仍尚待觀察。

5. 從領受到付出 ──

當中國的經濟，特別是沿
海地區的經濟有所成長和發展
時，中國教會的信徒們在金錢
奉獻以及資源付出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溫州
部分教會可作為其代表。 

6. 從國內到海外 ──

許多地區的家庭教會正在跨過國境，向周邊的
國家差派宣教士。雖然人數仍屬少數，但「福音進
中國，福音出中國」正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信徒的異
象和使命，並在積極付諸實踐。

7. 從封閉到合作 ──

因著過去的歷史和政治環境等多方面的原因，
中國教會內部彼此之間多半採封閉的系統，互不來
往。而如今這種情形也在改變，特別是城市中的
新興教會，有許多地區性甚至全國性的聯禱會，以
及一些營會和宣教事工，開始出現了教會之間的合
作，甚至多個教會聯合進行。

二、中國城市教會現況

按照中國「兩會」的統計，至2000年在城鎮中
有公開教堂13,500間；城鎮公開教堂中，基督徒人
數為675萬人（按每間教堂平均人數500人計算）。
當然，上述數字並未包括數量龐大的家庭教會在
內。事實上最近10多年來家庭教會在城市中有著非
常快速的增長。除三自教會外，城市家庭教會中有
登記和不登記兩種教會存在，不過能夠獲得政府登
記承認的教會只佔很小的比例，大部分為未經登記
的家庭教會。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城市家庭教會外，
這10年來大量增加了學人類型教會和以民工為主體
的教會。

三、當今中國城市宣教中的新挑戰──

領袖訓練

1. 學人群體的宣教需要

A. 當今大陸學人的基本狀況

B. 城市中的學人類型教會

已經幾乎遍及各個城市，主要有以大學生為主
體的各類查經班、團契；城市中以大學畢業生、專
業人士、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教會，以及「海歸」基
督徒、在華商人基督徒等所組成的教會；當中有些
也有不少民工或市民一同參加聚會。

C. 學人類型教會的特點

基本上屬於家庭教會性質，一般都不加入「三

在校大學本科以上人數
（2005年統計）

在校博士生人數
（2007年統計）

在校大學生的心理問題
（2006年統計）

2,300萬 13萬人
較正常 有問題 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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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部分有向政府
登記；基本上文化程度較
高，青年人較多，成員信
主時間多不長，和海外華
人教會在許多方面有相似
和類比性（如教導內容、
團契活動、舉辦年度退修
會等）。各教會間一般較
獨立，彼此聯繫較鬆散，
相對來說，較缺乏帶領者
和固定同工，領袖訓練成
為當務之急。

D. 學人類型領袖訓練

能 否 培 養 出 有 扎 實
聖經根基、有國度觀、願
意委身基督、委身宣教、
能在基督身體中謙卑服事
的神國工人和領袖，是該
類型教會能否得以健康發
展和對中國未來產生影響
的屬靈關鍵。

E. 城市學人群體的領袖訓練策略

1) 傳福音：經由「一對一」、假日營會、「學
人教會」/團契、校園查經班、教會專項福音事工
等而將福音在該群體中傳開，並在當中尋找有屬靈
異象和遠見、真正蒙上帝呼召、有恩賜潛力的重生
得救的門徒，進行系統的聖經神學培訓和基督徒品
格教育，以及屬靈領導培訓課程。

2) 門徒裝備：針對已信主的成員，經由設計專
門的課程﹝如耶穌101課程、洛杉磯華人基督徒網
路電視（CCN-TV）上的「聖約」課程、美國東岸
「基督學房」等網上課程或其它領袖培訓教材﹞，
或透過長假日營會（一般在七天長假的黃金周進
行）、門徒帶領、海外基督徒在中國長期宣教中的
手把手教導，以及和當地教會的連接等來進行。

3) 領袖訓練：幫助建立各教會/團契領袖相互
間的屬靈聯繫，推動使命導向的教會帶領、鼓勵領
袖面對挑戰，學習將信仰落實在生活中、開展各種
專項訓練等。

2. 民工/基層群體的宣

教需要

1996年起，中國大
陸正式形成各大中城市
中的「民工大潮」，據
2004年官方的估計，最
少 已 達 1 億 以 上 。 他 們
是城市中的「邊緣」群
體（低收入、長工時、
重體力、惡環境、無社
保），民工的第二代更
發 生 身 份 認 同 危 機 ，
貧困的「代際轉移」給
他們造成很大的心理壓
力，生活困境和心理失
衡常會引發對社會的仇
恨心理和報復心態。目
前民工群體仍在快速增
加中，人數已超過2億，
預估在今後的十年中將
另有超過2億農民進城。

A. 城市中民工教會的需要和挑戰

目前的難處：該群體基督徒領袖的缺乏，而
非民工背景的基督徒較難真正服事民工群體。能真
正瞭解中國城市基層勞工群體的基督徒領袖相當缺
乏，而當前民工群體中的許多基督徒本身的生命根
基欠佳，較缺乏生命見證和說服力。基督徒民工在
實際工作場所仍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和排他性，聚會
常有其形而無其實，與民工的實際生活和工作關聯
性不大，民工本身的流動性亦構成難處等等。

B. 民工福音工作的當務之急

首先呼籲目前城市中的教會要重視該群體，城
市教會當有專人來負責推動和籌劃，可以借鑒港台
之「工福」、「禧福」、「新福」對基層福音工作
的經驗，而將之推廣至中國各城市。也需要成立專
職服事民工群體的團隊和團契，集合各種資源，作
實地深入的調查瞭解，培養出一批能在民工中事奉
的基督精兵和領袖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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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民工福音工作者的領袖訓練

1) 成員選擇：可考慮建立所謂「生產管理培訓
學校」的模式。首先選擇培訓的對象，尋找那些經
過培訓後願意到民工中間宣教的基督徒。前提是真
正愛主，對民工有真正負擔，有好的生活和工作見
證，願意作基層管理工作的人，具初中以上文化程
度者更佳。

2)「生產管理培訓學校」的目標：基督生命在
實際生活中紮根。在不信主的民工群體中，以傳福
音、做見證開始，建立並拓展民工教會。以基督福
音為生活動力，以生活/工作實際為生活背景，以
小組/宿舍為單位，通過培訓使其能掌握基本的團
隊領導技能，並能勝任生產班組長的工作。培訓期
一般在三個月到半年之間，不宜過長。

3)「生產管理培訓學校」的課程內容：靈命與
生活、基督徒生命成長系列、異象與使命、個人靈
修禱告生活、對民工群體的認識、工廠福音工作特
點、如何正確處理兩性關係，以及多層面的文化知
識培訓等等。

四、海外教會和中國宣教

根據筆者的觀察，海外教會參與中國大陸的宣
教，迄今為止大概可歸納為三個比較明顯的時期：

1. 第一時期（1980-1990）：以提供聖經資
源、講道查經、協助建立聚會點為主。

2. 第二時期（1991-2000）：

以同工培訓、開展各種神學訓練、協
助建堂、提供各類資源為主。

3. 第三時期（2001迄今）：以
開展領袖訓練、推動教會建造（包括
正確的教會觀、教會的架構、章程、
制度的建立等）、幫助建立宣教策略
和宣教路向等為主。

五、結論

清楚的，今日中國大陸的宣教工
作重點是在領袖訓練，它實在是關乎
中國教會能否再次經歷屬靈大復興，
能否真正成為普世宣教的生力軍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惟願我們能以主的眼

光來看待，並效法聖經中的腓利向埃提阿伯(埃塞
俄比亞)人所作的，特別注重以下幾方面的事奉特
點：

1. 敏銳的耳：能聽見聖靈微小聲音對我們的啟
示，有屬靈的敏銳和看見。

2. 順服的心：甘願放下自己的成見和以往的事
業、經驗，立即跟隨聖靈的引導和神的時機。

3. 勤勞的腿：為了福音緣故盡力擺上、奔走，
即使路途遙遠，或者環境艱難都在所不顧。

4. 憐憫的眼：體察失喪靈魂的需要，屬靈裡看
見埃提阿伯人心靈深處的實在需要。

5. 智慧的口：隨時研讀、傳講聖經，以基督
為中心，將救恩清楚講明，幫助埃提阿伯人作出決
定。

6. 及時的手：面對收割絕不錯失，引領他藉著
洗禮來確實認識救恩和對主的信靠。

在參與中國城市教會的領袖訓練中，我們同樣
需要腓利所擁有的這一切屬靈特質，方能把握現今
的機會，與神同工，透過領袖訓練真正為神得著中
國教會的未來。讓我們一同舉起聖潔的手，為中國
的城市宣教工作這一新的挑戰來切切仰望禱告！

（作者為播種者國際宣教協會中國事工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