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 文 章

中國教會與普世宣教
李聖風

引言
筆者在八月中旬參加了在韓國首爾舉行的第三

一、邁向「普世宣教」的中國教會現況
1. 中國教會的信徒有多少？

屆「宣教中國大會」(MISSION CHINA 2011)。既

這是一個很多人感興趣的話題，也是難以得

以中國為名稱，大會本應該在中國舉行，但因特殊

到一致答案的問題。在2010年中國社科院世界宗

的歷史狀況以及各方面因素交集的結果，這一個目

教研究所發表的資料顯示有2,305萬 1，而美國普度

的在幫助中國教會邁向「普世宣教」的動員大會，

大學中國宗教和社會研究中心提供的報告資料則

連續第三次在韓國舉行。地點雖然在韓國，參加者

是3,000萬左右 2 ，2010年出版的《普世宣教手冊

卻是國際性的：有來自中國教會的牧者、宣教動員

（Operation World）》指出中國福音派信徒有7,500

者、宣教士、神學教育工作者、神學生；有韓國教

萬 3，得到政府資助進行實地調查的農村研究所于

會的宣教士、宣教機構、神學生、愛中國靈魂和關

建嶸博士的估算是8,000萬 4，趙曉博士根據西方著

心中國宣教工作的信徒和志願者；也有海外華人教

名基督教調查機構「世界基督徒資料庫」（World

會的領袖、宣教領域專家、牧者等等，這也預示著

Christian Database）的估算認為中國有近1億1000

「宣教中國」不單單是中國教會的事情，而是一項

萬基督徒 5。那麼，中國教會究竟有多少信徒？實

為成就上帝末後時代的宣教運動，由眾教會共同促

難以回答。但不可否認，中國教會在過去半個多世

成的事情！整個大會藉著十多個主題資訊的分享及

紀，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經歷了一個極大的

小組討論，對中國教會與「普世宣教」的課題，從

復興和發展，而這幾千萬信眾必然是邁向「普世宣

邁向普世宣教的教會現況、策略方法、合作方案這

教」的中國教會的最重要的基礎。

三方面進行探討分析。筆者願意以此次大會中分享
的現況診斷、議題討論及策略展望為基礎，結合長

2. 中國教會信徒的分佈

期以來對「宣教中國」的負擔、關注及思考，針對

在「宣教中國2011」大會上，韓國學者李雨潤

中國教會與「普世宣教」的課題，從現況的分析、

博士發表了一個詳細的各省份福音化數字 6。雖然

宣教的資源、策略與方向等三個方面進行討論。

我們無法衡量這些數字的準確程度，但可以發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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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會信徒的大致分佈。

李博士認為，25年後中國教會信徒數將超過
2億，因此，中國教會在2020-2024年間全面進入

(1) 從福音化比率看
從全國33個省市自治區的福音化比率看，可以

將是中國教會發展的關鍵時期。

看見以下的狀況：
福音化比率

4. 中國教會的普世宣教意識

省市自治區（依次排序）

10%以上

浙江、河南、安徽、福建、香港、
上海

5-10%

黑龍江、內蒙古、陝西、江蘇、澳
門、山西、重慶、河北、雲南、吉
林、遼寧、海南、青海、貴州、江
西、山東

5%以下

甘肅、廣東、北京、新疆、湖北、
寧夏、天津、湖南、四川、廣西、
西藏

大會還有一篇論文引起眾多人的熱切討論與回
應。朴和睦宣教士通過對中國部分城市和農村教會
海外宣教現況的問卷調查，提出了《中國教會的世
界宣教意識和現狀》的報告。調查中顯示，城市
教會牧者、城市白領信徒、中小城市牧者、農村
教會牧者90%以上都對普世宣教表示關心。正在籌
備參與宣教事工的，其中以城市白領最開放，有
41.18%。當問及親友參與海外宣教時，是否願意以
禱告與經濟支持時，中小城市牧者的回應最高，佔

(2) 從信徒數量看

68.5%，其次是城市教會牧者。當問及主日崇拜時

從信徒數量看，可以看見以下的狀況：

有沒有過關於海外宣教的講道時，也以中小城市牧

信徒數量

省市自治區（依次排序）

超過500萬

河南、安徽、浙江、江蘇

100-500萬

山東、黑龍江、廣東、福建、遼
寧、雲南、陝西、湖北、山西、湖
南、重慶、吉林、江西、河北、貴
州、內蒙古、四川、上海、甘肅

100萬以下

「宣教中國」的時代。從這一角度看，未來的15年

者講過的比例最高。至於有沒有參與海外宣教時，

新疆、廣西、海南、北京、青海、
寧夏、天津

從以上信徒分佈狀況來看，沿海省份是基督

中小城市牧者及城市白領信徒的參與度較高，分別
為21.57%及17.65%。對於跨文化環境中的生活適應
能力的調查結果，則以城市白領的適應力最強。 8
從調查報告看，中國教會牧者及領袖普遍擁有
普世宣教意識，也有參與支持的心志，但在實際行
動上卻是參差不齊。相對而言，中小城市牧者的宣
教動員及宣教參與走在前面，而最適合海外宣教的

徒數量最多的地區，而福音化比率最低的省份在內

群體是城市白領信徒。

陸。

二、中國教會的宣教資源

3. 中國福音化的發展趨勢

在年初的時候，北京教會的幾位牧者到埃及、

李雨潤基於過去十年人口增長率和福音化發展
率，對未來40年作了一個展望：7

敘利亞和約旦進行訪宣，試圖瞭解阿拉伯世界的
現況，並尋找向阿拉伯世界傳福音的策略。在訪宣
過程中，與阿拉伯本土

年份

總人口

推測的信徒人數

估算的福音化率

向後

的基督徒交流時，被問

2010

1,335,837,458

103,469,945

7.63%

基準年

到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問

2020

1,453,826,707

135,320,728

9.31%

10年後

題：「你們中國教會有

2030

1,582,237,481

176,976,024

11.19%

20年後

甚麼呢？」 9這的確是一

2040

1,721,990,272

231,453,920

13.44%

30年後

2050

1,874,086,875

302,701.552

16.15%

40年後

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在
預備邁向「普世宣教」

時，中國教會有怎樣的宣教資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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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教榜樣的資源

了韓國教會的普世宣教，同樣中國教會的復興也是

中國是今日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擁有最多資本的

中國教會普世宣教的原動力。不可否認的是，過去

國家，也是一個擁有古老文明的國家。因此，中國

的30年中國教會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復興，而且未

的福音化是神國擴展道路上的大工程和難工程。如

來的30年，可能迎來更大面積的復興。經歷復興的

果是太平洋島嶼上的一個小國家，可能不需要太多

幾千萬，甚至未來有可能上億的中國教會信徒，是

宣教士的努力，就可以迎來福音化的結果，但中國

中國教會普世宣教的穩固基石。

這一龐大的待福音化地區，歷史上曾經迎來過最多

5. 經濟發展的資源

的優秀宣教士，但仍然不容易被福音化。但從另一
個角度，中國這一片土地上曾經有過許多優秀的宣
教士的足跡，為後世留下了很多美好的榜樣，這成
為中國教會邁向普世宣教時的豐富的「宣教榜樣的
資源」。(可參魏外揚著《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
來華宣教士列傳》) 10

2. 屬靈領袖的資源
兩百年的中國教會發展歷程中，神興起了很多
屬靈領袖，藉著他們的神學思考、信仰實踐、文字
寫作，為後世留下了許多寶貴的屬靈遺產。如信仰
志士王明道、本色教會倪柝聲、神學泰斗賈玉銘、
奮興佈道宋尚節、工人訓練楊紹唐、耶穌家庭敬奠
瀛、學生事工趙君影、東南亞宣教王載、邊疆佈道
邊雲波、北方領袖袁相忱、南方講壇林獻羔、文字
事工謝模善、聖樂侍奉楊心斐、巡迴培訓李天恩等
屬靈前輩，為今天的中國教會留下許多屬靈侍奉的
寶貴榜樣，使中國教會的普世宣教有十架道路的信
仰根基及豐富的屬靈傳承。

3. 文字工作的資源
漢語作為承載神道的器皿，在過去兩百年裡，

中國在過去30年經歷了持續的經濟增長，如今
已經是外匯儲存世界第一、石油消耗世界第二、貿
易金額世界第二、經濟總產出世界第二，成為名副
其實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人民幣也在不斷
升值。筆者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意義在
於為中國教會普世宣教預備好堅實的經濟基礎。

6. 普世華人的資源
遍滿世界的華人也是中國教會普世宣教的重
要資源。目前，全球海外華人的分佈：亞洲地區
5,000多萬華人、美洲地區1,000多萬、歐洲地區800
多萬、非洲地區300多萬，中東地區也有80多萬，
再加上太平洋和大西洋島嶼的100多萬華人，即在
中國地土以外的華人共8,000多萬。 11 這批華人、
華僑、華商、華裔、華人團體分佈在180多個國家
中，很多經過艱苦創業、辛勤努力耕耘，紮根在寄
居的國家。而海外華人聚居區中多有教會建立，全
球海外華人教會達9,000多間。華裔在世界各地發展
過程中，多形成雙文化、多文化背景的民族，可以
成為中國教會普世宣教的策略性橋樑。海外華人教
會網絡也可以成為明日中國教會走向普世宣教的重

累積了許多屬靈文字資源。用漢語寫成的聖經注

要結構性平台。

釋、神學作品、歷史見證、事工手冊、查經資料已

三、中國教會普世宣教的策略與方向

有不少，較不少民族為豐富。如在國內神學教育界
流行的「中文神學書籍電子書庫」已經收集了十多

從上文看見，神為中國教會走向普世宣教已經

萬本的大大小小的文字資料。這些文字資源，使中

預備了不少的資源；中國教會有宣教的基因 12，也

國教會的普世宣教工作有豐富資源為基礎。

有宣教的人力和異象(如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

4. 教會復興的資源

也漸有宣教的財力(因經濟的持續發展)和顯示出宣
教的潛力(如汶川地震中的服侍)。但中國教會邁向

教會的復興是宣教的原動力。美國教會的復興

普世宣教也有很多現實中的障礙因素，如政治的因

帶來了美國教會的普世宣教，韓國教會的復興帶來

素、文化的因素、地理的因素、時間的因素、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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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等。基於這些強處與弱處，可以思想怎樣的
普世宣教的策略與方向呢？

1. 關注未得之民的普世宣教
中國教會的普世宣教應當在普世教會的層面上
為自己定位。中國教會是普世教會的一份子，要與
世界其他地區的教會一同完成大使命而參與普世宣
教。而普世教會的普世宣教是關注未得之民，故中
國教會也需要參與認領世界未得之民。在關注未得
之民的普世宣教運動中，中國教會需要特別關注
「10-40之窗」的未得之民。因為這一區域有最多

4. 進行宣教教育的普世宣教
中國教會預備走向普世宣教時，不能只憑著一
股熱情而走出國門。普世宣教是一個複雜的、高難
度的、挑戰極大的聖工，沒有好的預備，很容易便
敗退，並會破壞宣教禾場的良田。中國教會要向普
世宣教，應充分重視對作為宣教基地的地方教會的
宣教教育，以及對預備走出去的準宣教士的訓練。
為此，在宣教動員及宣教教育的文字事工，以及實
行宣教教育及建立宣教訓練學院是必不可少的。

5. 具備宣教機構的普世宣教

未信人群、最少福音化的國家、最少福音化的大城
市，也是最大三個異教區和最少宣教人力的區域。

2. 持守宣教異象的普世宣教

在宣教歷史上，地方教會與宣教機構一直是神
所使用的動態及靜態兩大組織。13 此次參加「宣教
中國2011大會」，看見韓國教會中有眾多的宣教機

中國教會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領受了「福音傳

構，26個組織共同合作舉辦大會，令筆者親身體會

回耶路撒冷」的宣教異象。在過去十多年裡，這一

宣教運動中宣教機構的重要性。中國教會雖然有環

運動再次被海內外的中國人教會所強調。雖然有一

境的限制，機構專業人材的缺乏等問題，但為了健

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在質疑這一運動的聖經基礎，也

康的推進普世宣教，必須出現支持宣教運動的眾多

有一些操之過急的言論及行動影響了這一個宣教運

宣教機構。

動的名聲，但不能否認這一運動影響著當代中國教

6. 搭建宣教網路的普世宣教

會走向普世宣教的方向。筆者認為，就像在菲律賓
教會中興起「晨曦運動」、印尼教會興起「局內
人」、以色列猶太人教會中興起「彌賽亞運動」一
樣，「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是在中國教會中興
起並需要持守的普世宣教異象。

3. 動員宣教人力的普世宣教
宣教離不開人力，特別是優秀的宣教人力。中
國教會為了更好的參與普世宣教，需要特別關注對
大學生的宣教動員。美國教會的宣教士很多是從美
國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中產
生的，韓國教會的宣教士也有很多從學生宣教動員
大會中獻身的。按此來看，未來中國教會的宣教士
也會是從現今的大學生基督徒中產生的。所以，對
國內大學生基督徒的宣教動員是中國教會普世宣教
運動中重要的一環。除了大學生宣教動員事工之
外，基於前面提到的宣教意識的調查結果，針對城
市白領信徒的宣教動員也是值得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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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的普世宣教不應該是獨行俠式的，應
該是中國教會彼此之間、中國教會與海外教會(包括
海外華人教會、韓國教會、西方教會、工場教會)之
間合作配搭的。比如在中亞、中東等區域，已經有
很多西方、韓國的宣教士在那裡累積不少經驗。中
國宣教士可以先與這些走在前面的侍奉者學習，而
後再從事合作的工作。為了建立宣教禾場上的合作
網路，中國教會的領袖也需要積極參與國際性的宣
教會議，並與國際性的宣教機構建立合作平台。

結語
在1949年之前，來華基督教宣教士估計至少有
1萬名。14 改革開放之後，來華的宣教士也有1萬名
以上。 15 可見，中國教會所欠的「福音的債」至少
2萬名宣教士的債。從筆者的觀點看，中國教會差
派出2萬名宣教士才可以稱其為「宣教中國」。那
麼，何時才能進入「宣教中國」的時代呢？韓國教

會在1990年的時候差派了1,645名宣教士，2010年
則差派了21,500名宣教士，即用了20年的時間就差
派了2萬多名宣教士。以此為參考，2030年前，中
國教會若能差派2萬名以上的宣教士，如此，進入
「宣教中國」的時代可期。願神的旨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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