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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聖」一群同工在 03 年 12 月 19 日召開「2004 年策劃會」，為 2003 年的工作檢討和提出 2004 年
的計劃。從檢討中，感受到神的恩典，雖然經歷沙士疫症的攔阻，但是還是能完成 2003 年所定下的計劃，
而我們再次仰望依靠神，定下 2004 年主題：質量與管理。盼望能與各位分享，彼此代禱，完成主工。

管理
1. 管理各區學生名單、成績、記錄。
2. 管理各區負責人、國內同工、宣教士。
3. 辦公室管理規則及執行五常法。
4. 控制課程、工具書、各類資料的分發。
5. 重整合作機構及神學院的管理。
質量
6. 提升老師教學質量。
7. 提高各區負責人、國內同工的工作能力。
8. 提供完整的課程、工具書、參考資料。
9. 提升國內神學院、神學生水平。
具體工作目標：
1.
2.
3.
4.
5.
6.
7.
8.
9.

管理各區學生名單、成績、記錄。細則：電腦化各區學生名單、成績記錄簿，並可隨時追查記錄。
管理各區負責人、國內同工、宣教士。細則：成立各區負責人、同工、宣教士監督系統。
辦公室管理規則及執行五常法。細則：編寫更多辦公室工作手冊，執行五常法優質管理。
控制課程、工具書、各類資料的分發。細則：記錄各地區的資料收發情況，保証資料落在適合的
人手中。
重整合作機構及神學院的管理。細則：聯系、跟進、控制各合作機構的行政和學生名單。
提升老師教學質量。細則：修定《教學手冊》，培訓老師教學技巧。
提高各區負責人、國內同工的工作能力。細則：編寫各同工「工作要求」，監督和檢討各同工工
作目標。
提供完整的課程、工具書、參考資料。細則：印刷課程、和中國教會合印工具書和參考資料(VCD、
網站)。
提升國內神學院、神學生水平。細則：指導國內神學院的管理、監管神學生作業進度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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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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縣，和 666 個城市的宣教策略分析 ------

II. 666 個中國城市分析
A. 666 個城市的發展和福音現況
根據中國建設部的統計(人民日報 2000 年 1 月 6 日)，截至 1999 年底，中國城市(cities)數量已增加到
666 個。其中超過一百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有 32 個，人口在 50 萬至 100 萬的大城市有 43 個，人口在
20 萬至 50 萬的中等城市有 192 個，人口在 20 萬以下的小城市有 40 多個。
另外，統計局數據顯示全國有 2126 個縣，共有 18434 個鎮市(towns)。我們相信這些鎮市在不遠的未
來將發展成為城市。也預算在 2010 年中國城市將超過 1000 個。
有一些地區也形成了“城市群體”，例如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遼寧半島、京津唐地區。這些
地區都是經濟迅速發展的地帶。
根據 1998 年的統計，城市人口有 37942 萬(等於全國人口 124810 萬的 30.4%：農村人口是 86868 萬，
佔 69.6%)。
人民日報(2000 年 1 月 7 日)報告說，中國城市化進程在 21 世紀初將迅速加快，到 2010 年，中國城
市人口將達 6.3 億(預算 2010 年中國有 14 億人口)，城市化水平將提高到 45%(也就是說城市面積或其影響
力將達半個中國那麼多)。
可見中國未來的福音工作策略，除了關注農村的需要，也不可忽略住有另一半人口的城市。
按 1997 年基督教兩會(三自會及協進會)的報告，在中國城鎮中有 12,000 間教會/教堂，其中新建教堂
佔 64.3%。平均每兩天重開或新建 3 所以上的教堂。在 2000 年將會另外增加 1500 間(12,000 + 1500 = 13,500
間)。
相信這些“重開或新建”的 12,000 間教會是在城市和鎮市裏。
中國有 19,100 個城市和鎮市(666 城市 + 18434 鎮市)。那可以估計大約還有 7100 或以上個鎮還沒有
公開的教會(不包括一些城市有多過 1 間公開教會)。
對宣教工作來說，這裏也帶出一個艱巨的挑戰，如何在未來使所有的城市和鎮市，特別是鎮市，都
有教會？這些鎮市的人口正在急速增長中。福音的需要就更加迫切了。
B. 2001-2010 年的城市宣教策略
1. 城市教會的結構
估計 2000 年在城鎮中有公開教會 13,500。(見以上統計)
我們相信城鎮中還有許多沒有登記的家庭教會。如果以 5 倍算，那城鎮中的家庭教會(在 2000 年時)
是 13,500 x 5 = 67,500 個。
根據我們的研究，城鎮中的教會可分成三種類：
1. 666 個城市中公開的“大型”教會(500-2000 人/平均 1000 人)。
估計每個城市 2 間 x 666 = 1332 x 1000 人(平均) = 1,332,000 信徒。
2. 鎮市中公開的“中型”教會(200-500 人/平均 350 人)。
13,500 - 1332 = 12168 x 350 人(平均) = 4,258,800 信徒。
3. 城市和鎮中沒有登記的家庭教會(50-250 人/平均 150 人)。
67,500 x 150 人(平均) = 10,125,000 人。
按以上統計，城鎮信徒有 15,715,800 人。(我要說，這還是保守的計算。在上一期，我們保守的計算
是農村有 21,120,000 信徒，因此最保守的計算是中國在 2000 年有信徒 36,835,800 人。一般的估計認為中
國現有基督徒人口約在 5000 萬至 7000 萬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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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工作報告
海外函授部事工分享

陸振耀先生(函授課程主任)

“華聖”的海外函授部抱著為全世界的華人信徒領袖提供一套整全及詳盡的神學課程；藉著文字與多
媒體的渠道；讓神學教育更普及化；並藉此裝備更多的信徒領袖事奉神而努力。
在過去的歲月中，我們的學生人數已超過 250 位(除了澳洲和緬甸的學生)，除了有接近 100 位的香港
學員外，還有許多是來自不同地區與國家，當中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台灣等地的學員佔了大部份。
同時還有個別學員來自中東的亞聯酋及科威特、西印度洋的留尼旺、南太平洋的菲濟及瓦努阿圖、中南
半島的越南、歐洲的盧森堡、比利時、瑞典及奧地利等華人較少的國家。另外，“華聖”也跟海內外的一
些機構或教會合作，為當地華人信徒領袖提供華文神學課程的機會，其中包括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
亞、澳洲及泰國。大部份的學員都是修讀神學本科的課程，當中有多名學員現正修讀第四階段的科目(神
學學士)，而且有些已開始準備編寫畢業論文，相信在 2004 年底前，海外函授部會出現第一位神學學士的
畢業生。另外，也有不少俱備大學學位的信徒領袖、傳道人或牧師，也在修讀文學碩士、教牧學碩士，
及道學碩士的課程。
海外函授部每天都收到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電郵、電話、傳真或信件，都在查詢有關課程的內容及
報名手續，相信在今年年底前學員的人數會增長至 400 名。但願神藉著函授課程祝福更多華人信徒領袖，
也藉著他們的事奉祝福眾教會。

培訓工作報告
培 訓 感 想

張老師

感謝父神的引領，帶領我在零三年九月加入“華聖”的培訓行列。在短短的數個月中，已探訪和培
訓了超過十個地點，向二百多位國內傳道人和神學生教授十多個神學課程，經歷豐富，無論在地域上、
人數上、年齡上和背景上等都遠遠超過昔日作為傳道人所能接觸的。
神使用這幾次行程的果效印證了我加入“華聖”、參與培訓事奉是主的心意，也藉此鼓勵我放心踏
上，回應神在 80 年的呼召，深信這是祂垂聽禱告為我開的出路。
廿多年前我親耳聽到、親眼看見國內的馬其頓呼聲，主透過講台、福音刊物、聖經的話語向我發問：
「莊稼熟透了，誰肯為我去收莊稼？」我在聖靈感動下流淚回答主：
「主若肯用我，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這廿多年來，我不斷努力追求屬靈生命的成熟，讀神學；開荒佈道建立教會；在教會中操練牧養和建立
牧者心腸，並間中進入國內培訓和探訪，直到如今。
今天我帶著恐懼戰兢的心，因信踏上新的事奉里程碑，奉獻前面人生第三個二十五年，回應主的呼
召，踏上宣教的路，因為我看見聖靈的作為：
（一）聖靈在心中教導我如何做一個身教言教的老師，忠心
講授神學課程，用諸般的智慧將學生們帶到主的面前。
（二）聖靈在學生們的心中作安慰、醫治、督導、
建立……的工作，除去他們的憂慮、自卑及對神學的誤解與害怕；有信心和盼望去克服學習的困難；靠
主得力去學習和實踐，體驗自己屬靈生命的更新、事奉的信、望、愛；推動教會的增長與復興，預備承
擔 21 世紀的挑戰，立志追求成為時代的工人。
我能夠與神同工，與一群清心事奉主的同工們配搭事奉去完成大使命，是何等尊貴榮耀的職份！完
全是主的恩典，感謝父神！

消息
1. 感謝神，零三年下半年有幾位老師加入培訓行
列，並多了一位總幹事秘書，他們都是憑信心
事奉的宣教士及同工。
2. 9-12 月眾老師在風塵撲撲中順利完成了華中、華
東、華南、中原、西北等共 30 多個地區的培訓，
感謝神。
3. 為了函授學生有更好的學習，本院陸續大量錄
製教學光盤及印刷工具書送給學生，學生都深
受裨益。
4. 因學生不斷增加，現在“華聖”的學生已有四萬
多人，第一及第二期的課程供不應求，需要神
預備印刷經費，請代禱記念。
5. 9 月在京城開辦了一所神學研究院，深信在神的
祝福下，學生將會成為 21 世紀本地神學老師。
6. 在神的恩領下，海外函授事工陸續發展，現有
學生近三百人。
7. 本院總幹事黎業文牧師於去年 8 月曾到東南亞
探訪教會。其間曾與緬甸神學院商討課程事
宜，已有 17 本“華聖”的講義被翻譯為緬甸文並
在三間神學院使用，成為緬甸最多人使用的神

學課程。
此外黎牧師亦已於 11 月至 12 月間到訪美國的
加州聖荷西、三藩市、洛杉機、福和市、達拉
斯、維真尼亞州、印第亞納州和紐約等城市，
先後與各教會、机構及神學院等分享“華聖”的異
象工作、講道和交通等。眾教會、機構及神學
院都有良好的回應，認同“華聖”的事工，有些會
繼續支持我們的事奉，也有一些新的機構及神
學院答應支持我們的事奉。特別是基督工人神
學院，答應讓“華聖”的學生前來進修，感謝神。
是次行程蒙神的保守帶領，結果豐盈 。
8. 本年度“華聖”的主題為「管理與質量」
，目標是
更好管理函授的工作及提升學生及神學院的質
素。請為“華聖”今年的目標和事工禱告，我們需
要神更大的祝福，才能完成更多又大又難的事。

財政報告(2003 年 6-12 月)
收入：
奉獻
學費
總收入

$1,980,919.65
$ 80,294.76
$2,061,214.41

支出：
同工薪金及辦公室
培訓事工
總支出
盈餘

$ 966,098.85
$1,106,184.13
$2,072,282.98
＄

11,068.57

本院為香港政府註冊非牟利機構，奉獻收據可減
免收入稅。

2004 年度財政預算
同工薪金及辦公室
神學函授及培訓事工
印製講義及 vcd
其它
總支出

$ 1,440,000
$ 340,000
＄ 220,000
＄ 20,000
$2,02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