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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的延福契機
高雅真

近

兩年，香港社會天天都在吵鬧，紛紛亂亂的，很多人都對施政不
滿，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社會被撕裂了。近期政府推動「一帶

一路」的經貿，很多人都抱著懷疑的態度。然而，高雅真博士看這「一
帶一路」是一個很好的延福機遇，所以主編特別邀請高博士從延福的角
度來看這「一帶一路」對香港教會的意義。下面先從聖經信仰的歷史來
看，再看香港教會可以具體做些甚麼延福服侍。
高博士借叔紀田所用「延福」一詞代替過去慣用的「宣教」和「差
傳」，神吩咐祂的門徒把整全的祝福延伸到萬族去就是「延福萬族」，
而那些奉差前往萬族中間傳遞祝福的信徒就是「延福使」。

基於聖經信仰的歷史觀
從基於信仰的歷史觀來看，我們活在一個很不尋常的時代，教會面
對延福萬族的機會較前人高，責任重，創意也十足。讓我們珍惜今天的
機會，了解其中的挑戰、危機和契機，使萬族繼續蒙恩福。
聖經記述的創世故事，啟示了一位以愛待人、對人滿懷善意、處處
為人設想的神，並且在未造人以先，已精心設計了一個美麗的福境給人
類來享用。創造的故事也描寫了神對人的愛，因為愛，祂把整全之福賜
給全人類，照顧人在身、心、社、靈、管(工作)各方面的需要。(創一、
二章)可是，受造的人類不願順服，想像自己可以為神，中了撒但的詭
計，禁不住引誘，吃下了禁果，結果被逐離伊甸園。人不但與自己及他
人在各方面的關係全盤破裂，與神的關係也破裂，更帶來了神的審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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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詛。(創三)

延福界深信一個真理：「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

罪因此進入了世界，在人世間蔓延，蠶蝕全人

天下，對萬民作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二十四

類。(創四至七)神眼見人類無法憑己力回到美好的

14) 雖然不知道末日會在那一個時候出現，但看今

福境去，卻不願人從此沉淪，對人大施憐憫，主動

日的世界紛亂，人類相爭，異端頻現，基督徒受逼

的施拯救，要把人帶回福境去。從聖經歷史可以

迫，與耶穌基督預言末世來臨的景象很相似(太二十

看到，神呼召了四大類人來參與祂這個延福萬族的

四)，相信末日來臨之期不遠矣。若我們向現代科

計劃，並與他們立約，要他們去使萬民得福。這

學借一個參考，末日時鐘是頗為受用的工具。這是

四類人就是： 列祖 (創十二1-3)、以色列民 (出十

一群科學家綜合各種威脅人類生存的因素，包括核

九5-6)、耶穌的門徒 (太四19)及教會 (太二十八18-

武、氣候變化、戰爭等來計算而得的。根據他們的

20) 。

計算，2016年的末日時鐘是11時57分，即距離末日

1

我們在歷史上看見，前三類人或多或少、或成

只有3分鐘，這是一個非常令人吃驚的時間。換句

或敗的履行了責任；時至今日，履行責任就交到第

話說，人類世界瀕臨全球性大災難的可能性甚高，

四類人(教會)身上，要看二十一世紀的教會如何履

在這如此短暫的時間內一定有很多難以想像的事情

行延福萬族的責任了。

將會發生，科學家警告人類要盡力減低任何會帶來

神愛世人，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

災害和毀滅性的行動。倘若教會從延福萬族的高

改。(彼後三)若從人口方面來看，工業革命後，人

點來察視本身的使命，在這「3分鐘」內要面對未

口增長迅速，今日生存的人口數量接近以前十九個

信的人竟達 2 / 3的人口，2 便知道神必將會有大作

半世紀的總和。一位研究員曾以人口的「生命年」

為，推動人類歷史的進程更明顯地朝向末日進發，

來計算，從公元0至2050年，每年凡活過的人類數

務叫天國的福音能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延福

目乘以平均生存的年期，為生命年計；如此，約有

萬族的使命要迅速履行了。從這聖經信仰的高點往

46%生命年活於1950-2050年之間，即我們現在生存

下望，一帶一路是不容忽視的一個契機！

的這一代。神讓我們活在這期間有甚麼心意？我們
面對龐大無比的未信者，延福的機會更多，延福的
責任更大，高科技又叫全球資訊在世人指頭活動間
便迅即傳達，延福的創意極其多元化。

1950-2015年的延福使命
以'Life-Year'(生命年)計

一帶一路的延福契機
中國政府近年提出「一帶一路」的構思，這並
不是突然開出來的新路線，中國自古已用來與各地
進行貿易；張騫出西域，鄭和下西洋等，走的就是
這陸海兩路。二十世紀時，礙於政治形勢而未能
暢行，如今政治格局有變，中國為經濟發展謀求出
路，向外投資，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19502050年

行」(簡稱亞投行)，為一帶一路上各經濟落後的國
家進行基建，加強合作，組成為「經濟共同體」，
期以放射性的區域經濟合作來推動政治合作，進而
0-1950年

向安全合作發展，把「經濟共同體」提升至「命運
共同體」。
國家當然著眼於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但教會則

Source:
博稀客2013年5月

神給活在現今的信徒更多的延福萬族機會和更重要
的延福責任

著眼於延福萬族的需要。這「一帶一路」無論海路
或陸路，都在延福界所說的「10/40之窗」內，是
最需要福音的地區，屬於所稱的創啟國家， 3 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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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略圖，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網頁

商的可以開設工廠、經營
商店、創造就業機會、培
訓技術人材、改善民生等
建設社會的事業。此外，
對弱勢社群也可以從事衛
生教育、扶貧助學、照顧
孤寡、贈診施藥、職業培
訓等各項福利事業。在危
難時刻可救災解困，重建
社區。
然而，這些服侍都需
要由真誠愛萬民，並具相
是延福服侍的最後戰線。區內全都不是基督教國

關專業知識的信徒作職場的延福使，進入當地，尋

家，在宗教政策、經濟、民心方面不對基督教開

找合適的服侍，循序漸進，慢慢發展。這是需要長

放，人口絕大部分是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和

線的投資，創啟地區的延福服侍不會一蹴而就的，

無神論者，看基督教是外來的宗教，對基督教懷有

需要長時間了解，面對社會的敵意，要理解、化解

冷感甚至敵意是很自然的，在信仰上抗拒，在文化

並處理。與他們建立關係，藉愛心作出實質的建

上排斥，要進到他們中間並不容易，延福服侍寸步

設，讓當地人在身心社靈管各方面看見神的祝福是

難行。如今中國政府以經濟開啟了門戶，亞投行的

整全的，體會了基督徒與別人不同，慢慢就可以找

法定資本是1,000億美元，其中要開拓的建設多種多

到機會分享生命，傳遞基督，看見果效。所以，最

項，需要動用的人力不可勝數，一般商人或教會都

重要的是能以基督的愛去愛當地的人，讓生命流露

無法有如此龐大的經濟力量把工場的門開啟。中國

基督馨香之氣，成為基督的活見證，吸引人尋找基

此舉，受到該區國家的歡迎，也為華人信徒的進入

督，最終定能祝福萬民的。在創啟地區很多歸主者

「增迎減拒」。信徒可以憑著專業踏足，並從而觀

都因看見了信徒的好行為，萌生了追尋基督的心，

察可作的服侍。此外，亞投行也會把許多一帶一路

得到信徒的交談、指引，最後信主的。4

的人民帶到港澳和國內去，或作留學生、或旅遊、

在這些地區延福萬族，要接受這些都是限制嚴

或就業、或居留，這樣萬族就聚集到我們的社區

謹的國家，與我們一貫所生活的開放世界不一樣，

來。神如此厚待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和華人信徒，我

延福使需要調整心態，不單要認識當地的民間文

們豈能不為此而興奮、感恩呢！

化，也要了解當地的政治文化，以及當地的政策對

在這一帶一路的地區延福萬族，不能用傳統的

外來服務的寬嚴；這是開放世界的延福使最不習慣

佈道方式，也不能以開荒植堂為首要，若透過工商

的、最容易疏忽的事，卻必須留意。若能了解當地

投資、專業的服務來進入，會比較容易。正如上述

的國情和國策，依法辦事，就不會誤觸地雷，導致

所言，沿線上都是些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人民在身

被迫撤離。如從事基建的，就需要了相關的政策。

心社靈管各方面都有所需要，要使他們得福，首要

又如計劃辦學的，便要知道當地的教育制度，和時

是以基督之愛待他們，帶給他們整全之福，不單單

代的需求，也要研究清楚辦學的條例，處處按法例

是救贖之福。若是如此，則可做的事便很多了。例

而行，不能急進。再如作贈診服侍的，要清楚當

如：龐大的基建工程、發展各節點城市的民生，從

地男女性的相處文化，男醫生能否診治女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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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興辦福利事業，必須先作研究，清楚當地的需

徒，無論藍領工人、技術人員、醫護人員、教師、

要，也要衡量自己能承擔的責任。再如希望開設一

工程師、建築師、規劃師、會計師、商人，還是位

個NGO，便要先了解NGO 是否合乎當地的文化角

權高的公司總裁，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延福使，無論

式，若是，也要循正常的手續申請，遵守當地的法

身在何處，所作何事，都能夠以生命見證基督，以

例。所作的服侍需要實地觀察後才可以確定的，不

真理引導他人，如此，延福工作必能完成。所以栽

能憑空想像。

培門徒，承擔延福使命，是今日刻不容緩的事。

教會需要的回應

延福使方面

末日時鐘只餘下3分鐘，但未信主的人口卻佔

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的統計，今日屬極

2 / 3世界，延福的工程仍然龐大，撒但的進攻必然

度創啟世界的地區達76%。 5 因此，由工商業、專

凌厲，必會發生很多苦難。但神是歷史的主，神的

業、專長技術的人材來承擔延福責任是未來的趨

救贖計劃必會繼續進行，是充滿希望的！

勢，每位信徒都要隨時預備被神差派去作延福使。

既然一帶一路的延福工人是以工商業、專業和

所以，每位延福使要在自己的專業上和聖經信

技術工人為主，教會培訓信徒承擔延福使命是刻不

仰上先好好裝備，使到了當地能有傑出的成就，並

容緩的工作，教會需要重新調校牧養的策略，重視

且能夠將真理滙通在自己的專業上，使能延傳聖經

門徒訓練，培育信徒，與他們同行，挑戰他們獻上

的真理。其次，謙卑學習當地語言和文化，認識當

生命為主用。如此，牧者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地的信仰，了解他們的鬼神觀、人觀、罪惡觀、得
救觀、赦罪觀、人神關係觀、復和觀等等，預備

教牧方面

與當地人作「尊彼知己」的信仰討論和「溫柔對

首先，要重視真理的教導。牧者要清楚看見這

話」。第三，操練簡樸生活，以能適應較為落後的

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以切合時代的信息教導信

經濟條件。第四，若是營商，策略很重要，同時必

徒，預備信徒迎接今日延福萬族的契機。牧者要引

須預備作長線投資，在初期有可能要虧本，算是交

導信徒站在聖經真理延福萬族的高點往下望，否則

一點點的學費，不能急於有成。

容易被世俗潮流之風所迷惑。一帶一路上全是非基

而且，延福使不宜單人匹馬前去，宜以小組形

督教國家，一般都經濟不發達、法例不健全、商業

式出發，在不同崗位上分工合作，組成一個延福

道德操守不嚴謹、衛生水準強差人意，所以信徒要

小隊。若當地有其他延福小隊，便可以聯結成為網

有扎實的真理教導，

絡，彼此合作、支

恆常的操練靈性，才

援、把關。有些比

不會被異教之風所動

較嚴謹的國家可能

搖，也不會被當地潰

只容許外人建立他

壞的道德所侵蝕；反

們的堂會，卻不容

之，能以真理展示人

許當地人自己建立

前，吸引當地人仰

堂會。如此，延福

慕，改變文化。

使可以研究當地結

其次，要重視門

社的習慣，以最自

徒訓練。若是人人都

然、合情又合理的

是耶穌基督真正的門

方式結社，與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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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交往，培育他們的信仰根基，使他們甘願作主

整自己進入創啟世界服侍。

門徒，成為見證的小隊。例如：興趣小組、網購小

一帶一路的地區，對香港人來說路途遙遠，但

組等，又或是工商業與專業的社交小組等。那怕只

若是政府或公司差派，則前去的人便會多起來了。

有10多個，或20、30人，貴精不貴多。對開放世

而且，亞投行在當地投資建造高鐵，交通自然也方

界的信徒來說，這是難過的一關；但對創啟世界來

便了。香港的工商界若追上一帶一路，必會為香港

說，這卻是一個可行的途徑。

人開創工作好機會，香港的信徒可以預備上路了；
但若香港的工商界不順著這趨勢上路，香港的經濟

禱告方面

可能變得暗淡無光，人浮於事，香港人為了謀生，

延福事奉必須先要有禱告，安提阿教會差派巴

看見一帶一路上的工作機會，也會到當地謀出路，

拿巴和保羅是一個很好的禱告和敬拜的榜樣(徒十三

或許工作不很理想，但卻有延福的契機。所以，無

1-3)。

論從那一方面來看，一帶一路上充滿了延福萬族的

1989年Peter Wagner 提出要為「10/40之窗」禱

契機，香港教會應把握機會，栽培並差派延福使到

告，2005年已招募得500萬的代禱者，每天為這地

一帶一路去。若過往說「條條大路通羅馬」，如今

區的人代禱，特別是某些門戶城市的救恩。2001

可以說「條條高鐵通創啟」。

年發生911事件，震動全球，2010年底開始發生的
阿拉伯之春事件，觸動整個伊斯蘭世界，也使很多

結語

穆斯林重新思考所信，不少穆斯林因而信了主，深

一帶一路是神賜給二十一世紀教會一份珍貴的

信這是禱告的功效。神是聽禱告的主！僅僅在三年

邀請，參與祂救贖萬民大計；也是神賜給未信萬族

前，教會、差會要派人進入一帶一路這些地區根本

的一個難得的機會，藉以認識祂。這份優差要求我

不可能，如今多個節點城市將會開放，可以透過不

們多禱告，多信靠祂，多等候祂，多向萬族謙卑學

同的方式進入，這是神聽禱告的結果。可見，神在

習，多以創新的路線把延福的路行出來，多與各方

帶領著歷史前進，所以我們必須更重視禱告，並且

的同路人合作研討，一同在我們寶貴的歲月中為這

多方實行。

個服侍忠心而為。

香港教會與一帶一路的延福

註釋

今日的香港社會，給人的感覺是紛亂，支持和
反對政府所推動的政策此起彼落，各不相讓，壁壘
分明。事實上，香港社會正處於轉變的路上──從
開放世界進入創啟世界，很多人未能適應是很自然
的事。然而，從延福路來看，這是一個很好的學
習，預備信徒進入創啟地區服侍。
百多年來，香港教會可以自由發展，購地建
堂，而信徒也可以自由聚會和傳福音，自由進修神
學；如今，香港的自由度好像開始收縮，將進入創
啟世界。居民習慣了自由開放的氣氛，一旦政策收
緊了，自然有很多不習慣，會抱怨，會反對，這正
是從開放到創啟政治的適應期，信徒可以慢慢地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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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叔紀田《福境重尋──延福萬族的聖經基礎》 ( 美
國：大使命中心，2012)
2. 請 參 P e w R e s e a r c h C e n t e r 的 研 究 h t t p : / / w w w.
globalreligiousfutures.org/ 廣義基督徒僅佔全球人口的
31.4%。
3. 有關創啟國家與開放國家的分別，可參考叔紀田〈九
十年代呈現的天國使命新趨勢〉一文，刊《大使命季
刊》1997年2月號。
4. 在創啟國家與開放國家見證的取向，可參考上述叔紀
田的文章。
5. 有 關 全 球 人 口 宗 教 限 制 的 每 年 報 告 ， 可 追 蹤 該 研
究中心網頁http://www.pewforum.org/ 的“Religious
Restrictions”。

（作者為資深延福學者，在創啟地區服侍多年，
有豐富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