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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男女比例大失衡
莫潔芳

今天，社會常說女性能撐起半邊天，女性的地
位日益提高，對社會也有更大的貢獻；其實，女性

地區的女性地位已經提高，甚至已有很好的教育與
裝備，自然更有勇氣、信心與能力往外闖。

在宣教事工上也有卓越表現，這是歷史發展而來的
成果。

近年情況
根據2009年一項調查報告，全球男性宣教士佔

歷史變化

54%，女性宣教士佔46%，而女性增長趨勢為男性

十九世紀初或以前，西方宣教士主要是男性，

的四倍，預計2025年時女性數目將超越男性。2 由

女性只是跟隨丈夫往工場，即使協助部分事工，一

於是項統計的基督徒含義屬廣義，即包括天主教、

般也不被視為正式宣教士；或有個別單身女性參與

東正教等，一些更正教人士可能覺得此數據並不反

宣教，但往往受到歧視。這種情況到了十九世紀

映真實的經驗，因為他們在工場上遇到的宣教士往

末、二十世紀初得到改變。中國內地會的創辦人戴

往女性多於男性。例如早在80年代後期，Missions

德生，就是其中一位看重與信任女宣教士的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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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以內地會有不少單身女宣教士。他也身體

美地區更正教差會所差出的宣教士調查，發現單身

力行，曾於自己養病期間，讓妻子暫時放下照顧家

女宣教士與單身男宣教士的比例已是6：1。 3 而環

庭、丈夫與子女的責任，率領單身女宣教士深入當

球福音會(WEC International)的宣教士中，女性佔

時嚴重饑荒、極待救援的中國北部內陸事奉。在當

了62%，男性則佔38%，其中單身女宣教士與單身

時而言，戴德生的思想與行徑實屬開明。

男宣教士的比率為4.5：1。 4 亞洲的情況也類似，

西方單身女宣教士數目不斷增長，直至1900年

2012年韓國所差出的宣教士也以女性為多數，佔

止，單單在美國，女性的數目已超越男性宣教士，

53.7%，男性則佔46.3%。5 香港的情況更為顯著，

數十年間，某些地區的女宣教士數目更是男性的兩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簡稱「差聯」)每年均作教會差

倍。昔日女性地位低，她們在本國教會難有大的發

遣宣教士統計，2014年的調查顯示，香港差出的宣

揮機會，投身宣教雖然也有阻力，但已是新的事奉

教士中女性佔了64.8%，男性佔35.2%，比例約為

機會，自然成為了她們的動力。 1 時至今天，部分

2：1，而單身女宣教士與單身男宣教士比例更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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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6 這些數字顯示現今宣教士性別不平衡，究

不是婚戒，但也為她攔截了一些不便的情況。
根據建道神學院於2011年關於青年宣教狀況的

竟原因何在？

一項調查，發現在30歲前出發往工場的年青基督

可能原因

徒，影響他們領受宣教異象的是宣教士的見証或分

以香港的情況來說，男女宣教士的比例與教

享。 9 雖然這調查並非針對所有年齡層，但結果具

會男女會友的比例相仿。根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參考價值。一般而言，女宣教士的見証應該較能影

發佈的《201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女性會眾佔

響女性(當然這不是絕對)，按此循環，現時較多女

62.1%，男性則佔37.9%，事實上，香港社會亦是女

宣教士，就可能影響更多姊妹踏上宣教路，那麼性

7

多於男，只是教會中的比率差距更大， 基於教會

別不平衡的情況將會延續，所以差會及教會在招募

裏男少女多的情況下，所差遣的宣教士也是男少女

男宣教士方面，就要加倍努力了。

多就不足為怪了。除了這個因素外，還有那些可能

回應實況

的因素導致此不平衡的情況？
筆者估計，女性一般較為順服，面對主耶穌大

加強招募男宣教士

使命的呼召也較易回應；同時，單身女性相對地較

很多差會同工也曾於不同場合或雜誌中分享這

自由，負擔較少，因此也較容易踏出工場。男性方

個課題，10 筆者在此只稍為提出。上文提及，宣教

面，一般要承擔的責任和事業感較重，面對要照顧

士的見証能幫助信徒領受宣教異象，那麼現職男宣

父母、妻兒及事業等，可能較難捨棄工作及香港較

教士需要更多分享其見証，甚至與信徒近距離接

穩定的生活環境，前往他方及未知的將來。或者從

觸，以生命影響他們。如果女性真能較易回應宣教

香港教會的教牧同工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根據

呼召，說不定太太們能影響她們的丈夫，差會可加

上述的調查顯示，香港教會受薪教牧同工的性別比

強招募更多夫婦，期望整體上能擴大男宣教士的數

8

率，男性佔52.4%，女性則佔47.6%， 男女比例也

目。不過，上文也提及，現時教會基本上是女多男

算接近。就是說，較多香港的弟兄願意留在教會內

少，追本溯源，教會在佈道牧養上當加強男性的工

事奉。原因是甚麼？或許上述的原因是其中部分理

作。還有，香港「差聯」現正推動的金齡(50歲或以

由吧！

上)宣教，在教會中男傳道或牧者較多的情況下，或

產生影響

許可挑戰金齡男傳道，思想人生下半場，踏上宣教
路。

宣教士男少女多的情況下，可能限制了某些事
工的發展，或為同工帶來不便。例如：基於某些地

善用女宣教士的特質

區的文化，女宣教士不宜單獨接觸男性，或不能帶

對於現時女多男少的現象，除了盼望能招募更

領男性為主的群體。如此，男宣教士的需求就更大

多男宣教士以達至平衡狀態外，也可以正面來看，

了，但並不代表女宣教士不能前往這些地區服侍，

就是更善用或發揮女宣教士的特質。女性相對地較

因為當地總會有女性吧！在這樣的情況下，男女宣

為溫柔細心，容易表達感受，在受到壓力和面對難

教士的配搭就更顯得重要了。而單身女宣教士在工

處時能堅毅忍耐，在工場接觸當地人，或面對沉重

場因性別帶來的不便，就需要智慧地去面對。筆者

事奉，自有其優勝之處。女宣教士除了服侍婦女

認識一位於非洲服侍的單身女宣教士，經常被當地

外，可參與的工作很多，例如較多姊妹參與的教會

人問及婚姻的問題，於是她就戴起戒指來，雖然並

兒童事工(當然，這事工也很需要弟兄參與，發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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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神造男造女，兩者各有其特性及優勝。在歷史
上，神讓女性在宣教工場中作出不少貢獻，至今甚
至出現女多於男的現象。不過我們肯定男女同工配
搭的重要，對事工會帶來莫大的益處，盼望神在兩
性中繼續興起更多忠心的僕人、使女，一起來擴展
祂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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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差派機構和教會要留意和關心的。

（作者為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教育及動員主任）

獨當一面的女傳道，現在角色的轉變，身心上需要
時間來調整和接受。此外，女性於人生不同年齡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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