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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聖」一群同工曾在 02 年 10 月中多次召開「檢討 2002 年工作及展望 2003 年計劃」的會議，總共作了 59
項的檢討和提出 58 個具體的計劃。從檢討中再次感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回望 02 年的事奉，神不只讓我們完成
所計劃的事工，甚至保守我們順利的渡過各經濟難關。
「華聖」2003 年主題：深化、鞏固、拓展。盼望能與各位分享，彼此代禱，完成主工。

一、深化函授事工
1.1. 統籌各區學生名單、成績。制定各區負責人規則、鞏固學習進度。02 年有三百十九個地區，預算 03 年有三
百四十個地區或以上需要進行統籌工作。
1.2. 重整合作機構的工作。02 年與「華聖」合作的機構(使用「華聖」神學課程的機構)有二十三個，從這些機構
收回的報名表有一萬六千多，預算還有一萬五千多個還未收回來。03 年我們將個別的幫助這些機構以電腦輸
入學生名單並統計各區學生學習情況。我們估計現在有學生四萬多名。
1.3. 提供完整及充足的課程及教材。在 02 年曾印刷了一萬三千多本合訂本教材和四萬多本書籍，並且一本皆無
失落地托運到各指定地區。計劃在 03 年再印刷一萬五千本合訂本教材和五萬本書籍。

二、鞏固培訓事工
2.1. 編寫老師教學手冊。02 年「華聖」可差派的神學講師和老師有四十三位。為了眾老師的身份和教學技巧，本
院已編寫了教學手冊，指導各老師如何介紹自己和教授神學課程。
2.2. 重整培訓地區。02 年所負責的地區有三百十九個，03 年將超過三百四十個。我們希望各地區的培訓點、聖
經學院、神學院、神學研究院，都能在課程編排、教學、師資遣派、功課作業、成績單、資料運輸等各方面
的工作控制得更美好。

三、拓展函授事工
3.1. 開拓新工作點。02 年在三十五個國家有工作點，而陸續有新地區的教會群體加入使用「華聖」神學課程，也
希望新工作點能夠一開始就有很好的計劃和組織。
3.2. 聯絡教會及信徒支持配搭。「華聖」的事工需要更多的支持。02 年有三十六間教會和二十九位信徒支持，03
年目標是尋求有四十五間教會和四十位信徒支持。這些支持者都定期收到我們的代禱信。
3.3. 推動國內宣教事工。我們開始教導和協助多個地區的教會推動國內的差傳事工，差派宣教士到更偏遠的地區
宣教和建立教會。03 年頭已有十二個由我們直接推動的宣教工作，希望年底增長到二十個。附帶這事工的，
是要發行五萬套主日學教材光碟，並且也正在籌劃印刷四萬套福音性電影 VCD。
今年我們也在「華聖」推行「五常法」(5S)品質管理系統，盼望更加提升整個行政和服務的效率和素質。03
年的培訓事工和同工雖然增加了一倍，但是開支卻是和去年一樣，因為在路費和食物方面都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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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初的中國宣教策略

文 牧

----- 2001-2010 年中國 74 萬個農村、2450 個市鎮，和 666 個城市的宣教策略分析 ------

B. 2001-2010 年的農村宣教策略
1. 農村教會的結構
研究中國教會的學者相信農村教會的興起有兩條路線：(梁家麟：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香港：建道，1999。)
1. 早在 1949 年之前的農村教會，開放後繼續擴展增加的。
2. 開放(1978 年)以後，在不同的農村“自發”興起的。
這些農村教會多以「家庭教會」形式出現，一般每間人數只有 50-200 人之間。如果我們取一個比較中間的數目，
平均每間 125 人，那麼按以上統計，平均每個農村有人口 1173.8 人，那即使該農村有教會，那麼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
比率約是 10.6%。當然，我們發現多數是一些比較大的農村(超過 1173 人)才有教會，那意思是說，農村的基督徒和非基
督徒的比率還是在 10%以下。
我們估計中國(登記及沒登記)的教會現在(2002 年)有 22 萬間。如果有百分之八十是在農村，那農村教會就有 17 萬
6 千間(平均 176,000 間 x 120 信徒 = 21,120,000 信徒)。當然，這數目比一般所知的農村信徒統計數目少，因此農村是
不只有 17 萬 6 千間教會，或 21,120,000 信徒。
如果預算八年後，在 2010 年，農村教會增長一倍，那麼教會就有 352,000 間。那農村將有 352,000 間 x 125 人
=44,000,000。如果增長兩倍，那農村教會將有 528,000 間。問題是，如何在八年內增加 176,000(增長一倍的話)或
352,000(增長兩倍的話)間教會呢？真正的難題是如何在八年內訓練那麼多傳道人去牧養這些教會？這是一個培訓傳道
人的問題。以下有分析。
2. 農村教會的傳道人
自從開放以來(1978 年)，農村教會開始冒起，一些地區例如河南、安徽、山東、陝西、福建、東北三省等都有教會
復興的現象出現。這時的教會領袖就著手培訓年輕的信徒起來講道，加入同工隊伍。曾經有一個這樣的調查，針對東北
黑龍江省某縣 134 位傳道人(這個縣有 152 個農村，81 個農村有教會，有 134 位傳道人)在 1998 年的數據：
已婚=97(72%) 男=54(40%)
小學=4(3%)
20 歲以下=8(6%)
無業=30(22%)
未婚=37(28%) 女=80(60%)
初中=69(52%)
20-30=37(28%)
農民=83(62%)
高中=58(43%)
31-40=63(47%)
商人=1(1%)
大學=3(2%)
41-50=23(17%)
工人=20(15%)
50 以上=3(2%)
得到的數據如下：
a.
農村教會的傳道人一般只有初中和高中程度(52% + 43%)。
b.
農村教會的傳道人年齡多在 20-40 歲之間(28% + 47%)。多數已婚(72%)。
c.
農村教會傳道人多數是農民(62%)。
d.
農村教會的傳道人男女參半(女 60%，男 40%)。
也發現這些農村教會的傳道人都沒有受過正規的神學訓練，都是出自當地或附近地區的培訓班。我們可以說農村教
會的傳道人現在需要更多的正規神學訓練。數據所顯示，有 43%的農村傳道人是高中，這些人已算是農村中的精英份子。
一般農村的傳道人只有初中的文化水平。
以上也曾分析說，如果八年內現有農村教會增長一倍，也要另外培訓 176,000 的傳道人去承擔牧養工作。這還不包
括現有的農村傳道人需要再培訓。這是一個好大的挑戰。
3. 農村教會的福音需要
我們得到的數據清楚顯示，農村人口在 1998 年是 8.68 億人，而至 2010 年時將降到 7.7 億人(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估
計)。農村人口減少是因為農村人口向城市移動及城市人現象。
如果到時農村有 44,000,00 信徒(如果八年增長一倍，每間平均有 125 人)，那農村就有 17.5%信徒。這當然是一個理
想。
根據我們所知道的，陝西、河南、山東、黑龍江省的家庭教會在 1997 年已開始推動「空白村策略」
。這是一種宣教
策略，盼望有一天中國每一個農村都有教會。當然這是一個大工程，也是一個很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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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工作報告

探訪關島學生

林麗珍

坐落於太平洋群島之中的關島，是一個陽光與海灘的勝地。2002 年 7 月有機會到關島旅遊並探訪一對移居當地的
華人夫婦，丈夫是我們的函授學生。在那裏有機會參加當地華人教會的聚會。這教會好像一個大家庭，信徒中有來自香
港、台灣及中國的移民。
在主日，我與他們一起崇拜，並有機會與弟兄姊妹分享及推介神學函授課程。感謝神，好些信徒對神學課程表示
感興趣，其中一位來自中國的姊妹更即時報名。這姊妹在餐廳工作，工作時間不穩定，影響了教會的聚會。她表示已很
久沒有參加主日崇拜了，那天剛好回來聚會，有機會認識這個函授課程，她相信這是神的安排。姊妹來自黑龍江省，她
隻身來這裡打工，將來會回國，她希望藉這神學課程裝備自己，將來回國後，可以向同胞傳福音。
願主使用這神學函授課程，繼續在海外開花結果，成為華人信徒的祝福。

培訓工作報告

洞神學院

藍老師

在灰暗的洞裡，擠著三十個年青人，他們從早到
晚專心地學習。這裡是一所在古城不遠的洞地下神學

安提阿聖經學院畢業禮

文 牧

十二月底曾到中部一間聖經學院參加該學院的畢業
禮，並派發「神學文憑」給八位畢業生。

院，年青人為了回應主的呼召，甘願離開溫暖的家園，在

這個地區的教會是由五百多間教會組成，有兩間三年

簡陋的洞裡刻苦地學習，好裝備自己成為無愧的工人。

制全時間的聖經學院，以及一個五百多位傳道人的同工

這些青年人多是廿歲左右的小伙子，他們來自各地

會。同工會成員也時常分別在數個教牧培訓點學習神學課

的教會，在洞裡學習三年。他們用三份二的時間學習聖

程。主要的領導人有五十多位。

經科目及牧養的科目，其他時間則往教會實習。在神的恩

這八位神學畢業生是在 1999 年初招收，當時入學的

領下，我有機會與他們一同上課數天。每天清晨四時半，

有二十二人，經過三年的甄選和淘汰、成績和實習都滿意

他們便起床。五時開始，他們同心禱告，然後個人靈修。

後才畢業。

早餐後，就一同在洞裡上課。整天，他們都聚精會神的

這個聖經學院的出現是為了要應付當地教會缺乏傳

聽課，並主動的提問，學習精神可嘉。下課後，他們還要

道人而有，三年來學習了三十多個大大小小的神學課程。

幹活，掃地、洗衣服、洗菜、洗碗等，忙個不亦樂乎。忙

有四位全時間的老師，配合一些外來的講師授課。大家躲

碌了整天後，晚上還要在洞裡自修，到十時才就寢。每

在一個偏僻的屋子上課。吃住都在那裡。食物多數是當地

天，他們就是這樣的過日子。

教會的信徒贈送過來，實習的路費由一位姐妹和當地一些

為了安全，他們不可以離開洞，直到學期結束。

教會奉獻。數位老師的生活費也是有弟兄姐妹奉獻支持。

洞的後面有一個秘密的通道通往後山，如果有什麼危

畢業禮在聖經學院禮堂舉行，各地教會派了五十多位

險，他們就可以逃生。他們有好幾個洞，每個學期搬遷

代表出席。主持人帶領唱詩後，就是院長(筆者)講道。講

一次，以保安全。洞的地點也是保密的，甚至他們的家

道後院長帶領眾畢業生一起立志，然後是學生代表致謝

人也不知道。我好奇的問他們，每天在洞裡學習，不可

詞。接下來是家長代表致謝詞和該區教會長老致謝詞。然

以往外跑，不可以回家探望家人，會覺得苦悶、惦念家人

後是院長派發畢業證書和長老贈送禮物(一本靈修版聖經

嗎？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能夠來這裡學習，已經是很大

和一對新鞋子)。

的恩典，他們每天都存著感恩的心渡過。
他們過的是信心的生活，生活費完全靠賴有愛心的

這位院長也是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學生，過去都是差派
講師去教課，學生也從 VCD 上見過院長的授課。

信徒奉獻。他們的生活刻苦，吃的是很簡單的麵食，住的

令我難忘的是，當時是一月初，天氣是零下十度，

地方也很簡陋。但他們仍憑信心，不憑眼見，為的是要服

但是課室和寢室都沒有暖氣(為了省下一個月三百多元人

侍那可信的主。看見這些可愛的年青人，甘願為主無怨無

民幣的暖氣)。

悔的擺上，總教我感動。他們成為我事奉的動力，看見他
們，仿佛看見了中國教會的未來，為此，我獻上無盡的感
恩，也為此，更讓我堅持培訓的重要。

註：我們預算這個國家內有一千二百多間神學院(包括各
種定點的培訓班、一至三年制的聖經學院、四年制的
神學院、三年制的神學研究院)。「華聖」的神學課程
已被三百多個這樣的神學院使用。

消息
1.

本院於去年七至十二月曾舉辦神學培訓班合共

財政報告(02 年 1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35 次，肢體表示得著造就。
2.

分別在廣東省及華北區共四個地方開辦了神學
研究班，教授「道學碩士」課程，合共有百多
位學生。

3.

去年下半年海外探訪及推介函授課程共九次。
先後探訪星、馬、泰、台灣、澳洲、關島及柬
甫寨等地區。

4.

收入：
奉獻
學費

HK$165,606.86
HK$ 14,705.25
共
$ 180,312.11

支出：
同工薪金及辦公室
中國事工
盈餘/(不敷)

HK$191,975.68
HK$ 60,279.00
共
$ 252,254.68
(HK$ 71,942.57)

本院於去年曾獲多間教會邀請主領差傳年會及
宣教聚會。本院歡迎各教會邀約主領神學主日
2003 年財政預算

及宣教聚會等，有意者請賜電本院與薛靜小組
聯絡。
5.

感謝神，零二及零三年相繼有新同工加入。陸
振耀弟兄於去年十月加入本會成為海外事工部
部份時間同工。陸弟兄為信義會信望堂會友。
另外，錢衛樑長老於零三年加入本院成為部份
時間附屬義務宣教士。錢長老為基督教會聖徒
聚會所長老。

6.

本院董事、同工及義工等共二十二位於零三年
一月二日晚舉行了新年聚餐，分享主恩。

7.

支出：
培訓事工(149 次、約 500 個區)
海外培訓(9 次)
神學研究班
印刷講義(16000 本)
印刷書籍(50000 本)
薪金、強積金、義工津貼等
辦公室(租金、經常開支、設備)
各地同工及辦公室
多媒體事工(200,000 張 VCD)
宣教士退修會

我們是一間信心神學院，一切需要仰賴神的供
應。在未來的一年，我們有更大的挑戰及更多
的事工，需要眾教會及肢體繼續支持，請為我

收入：
教會(45 間)
機構
個人(40 位)
學費收入

們的需要禱告。

$280,000
$ 35,000
$ 40,000
$170,000
$100,000
$1,162,000
$ 80,000
$ 90,000
$200,000
$ 20,000
-------------------$2,187,000

$545,000
$ 170,000
$500,000
$200,000
------------------$1,415,000
(不敷/憑信心 $ 772,000)

電郵傳遞「院訊」
只要附上貴教會/個人電郵郵址，本院可直接把每期「院訊」定時傳送給你。
電郵郵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或電郵告知：gcbi@globalbible.org
教會名字/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郵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或電郵告知：gcbi@globalbible.org
教會名字/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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