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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西教士來華宣教 
差傳部部長  洪開基牧師

偶然發現一套記錄上世紀初英國傳教士柏格理牧師(Rev Samuel Pollard)在中國貴州窮鄉僻
壤宣教事跡的圖書《中國石門》，令我感到特別之處，是出版《中國石門》是《文匯報》
屬下的香港文匯出版社，很難想像中資文化機構，會出版西教士在華宣教事蹟傳記書籍。

當我細讀《中國石門》這書，發現原來一百年前的伯

格理牧師，原來也跟前任中共黨總書記胡錦濤扯上關係。

【與此同時，我想起國家主席胡錦濤任貴州省委書記時，

在一次幹部會議上講述的一段話：公元1905年，一個叫

柏格理的英國傳教士來到貴州畢節地區威寧縣的一個名

叫石門坎的鄉村。那是一個非常貧窮、荒涼、艱苦的地

方。他帶來募集的資金，在這塊土地上蓋起了學校，修

起了足球場，還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還創製了

苗族文字，自編了『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的教材，

免費招收貧困的學生。後來，那個鄉村發生了一場瘟疫

（傷寒），當地老百姓都逃走了，他卻留下來呵護、救

治他可愛的中國學生，最後被瘟疫奪走了生命。『柏格

理去世了，在中國一個荒涼的小鄉村裡，留下了他的墳

墓，留下了他培育出來的一代中華精英。】(《中國石門》

上冊第50頁) 

連強調無神論中共領導層，亦因為宣教士那份愛中國人

獻身精神而深受感動，西教士帶給中國，不單華人有福

音可聽，還帶來信仰及文化更新。

更新華人對「敬拜真神」的信仰觀念
華人傳統拜神都是實用主義，這個神靈罷工，自會另

找其他神靈加班，最重要是神靈保佑，有求必應。不

過，聖經羅馬書十二章1節卻強調「將身體獻上，當作

活獻」，對華人來說這是屬於顛狂，「拜神」是不應

該「沉迷」。

不過，很多來華西教士像柏格理牧師一樣，的確將身

體獻上當作活祭，他們敬拜真神，信得顛狂連命都不

要。我在荷蘭宣教期間，有機會訪問瑞士巴色差會的

歷史資料檔案室，裡面存放了過去二百年來，四千位

由巴色差會派到世界各地宣教士的個人檔案，讓我了

解到一些早期宣教士鮮為人知的遭遇。例如有宣教士

知道自己被派到西非時，就在船上寫了一封類似遺書

的信件寄回家，提及自己被派到西非宣教，其實等同

被判死刑，因為當地有很多歐洲人難而克服的熱帶疾

病及兇惡的土人，雖然很多宣教士死在當地，但這位

宣教士在信裡，表示他仍是甘心踏上旅程。西教士對

所信的「真神」有認真崇敬的態度，甚至甘心擺上自

己的生命，是值我我們反思！

帶給華人「崇尚真理」的示範實踐
上帝賜給中華民族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地域發展，五千年

文化的確豐富了人類生活文明，但華人也要承認五千年

中國文化，亦存有人性缺失地方，需要基督教文化更新

和滋潤。例如中國婦女纏足，早在八百年前的宋朝已經

流行，但讀書人從來都不會認為有問題，直至英國倫敦

會傳教士麥高溫（John Macgowan），於1860年到中國

宣教時，看見婦女纏足痛苦，便致力希望幫助中國婦女

解除纏足之苦，他於1874年在廈門召開反纏足會議，

設立一個反纏足團體「天足會」，入會的婦女不得纏

足，致力推動反纏足運動，得到其他西教士響應，終

在民國成立不久，政府立法禁止婦女纏足。西教士在宣

教過程之中，努力實踐「信望愛」真理，化為行動，使

人得恩蒙福。

雖然中國五千年文化有不少精彩地方，可惜伴隨中國文

化發展三大思想，無論儒家、道家或佛家思想，均對人

性看得太樂觀，以為靠人己力可以進到完善境界，以

人的觀念看成最終的真理規範，忽視人性被罪惡扭曲

所產生的貪婪，自私與驕傲，令許多本來善良的意願，

變成邪惡罪行。耶利米書十七章9節：「人心比萬物都

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惟有聖經真理教導，

才可使人不至走迷。

結語
記得2007年是馬禮遜來華宣教二百周年記念，當年我

身在荷蘭宣教，知道香港基督教圈子曾經舉辦了一連

串記念活動，也是年度盛事，非常熱閙。轉眼已過十

多年，今天香港面對經濟及政治動盪，社會喧囂不絕，

盼望信徒可以安靜下來，回顧西教士來華宣教歷史，尋

索究竟甚麼是上帝喜悅的生命軌跡﹖當年西教士在艱困

處境之中，面對經費短缺、政治打壓及疫病威脅，仍然

竭盡所能將福音帶給華人，今天的華人信徒，又可怎樣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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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發了 ？」「未呀！」



蘇媛慈

﹁
耶
和
華
轉
向
基
甸
，
說
：
﹃
去
，
靠
著
你
這
能
力
拯
救
以
色
列
脫
離
米
甸
人
的

手
掌
。
我
豈
不
是
已
經
差
遣
了
你
嗎
？
﹄ 

﹂  
士
師
記
六
章
十
四
節

過山車

網絡世界
3月疫情相當嚴重時我回到香港，4月醫院相對緊張時進行手術。感恩傷口已完全癒合，身體也感覺完
全復原了。當傷口不再痛時，疫情已好轉了，可以較放心外出或回家與爸媽共餐。感恩這段日子有一
位中醫弟兄幫忙調理我的身體，令我因手術後的失眠能根治了。

沒法回教會崇拜，只能在家中網上崇拜，令我可以回到泰國崇拜，也可以參與香港教會的崇拜，引致
每星期也得思想往哪裡崇拜。因著網絡崇拜和會議，令我可以繼續參與泰國的會議。

在港的日子，除了進行網上會議外，也參加了幾個網上課程。此外，跟一位工福轉介的基層新移民上
門補習，還有網上跟一位南亞裔小孩補習中文。探訪不同的朋友和他們的家人，陪診也成了我這幾個
月較主要的服侍。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以賽亞書五十五9

1. 感恩能與大家一同經歷了最動盪的日子
，與大家同行，繼續記念疫情。

2. 感恩爸爸的腎功能穩定了，暫不需要洗
腎，請繼續記念家人信主和健康。

3. 已入紙申請了回曼谷，請記念能夠真的
回泰國祈禱。

4. 回曼谷的適應和事工能重新開展，記念
隊工的配搭。

感恩及禱告事項

6月開學時，補習也停止了。我繼續學習，感恩有機會跟一位
姊妹學美甲，盼回到泰國能以此服侍和幫助美女以美甲為生。
一天崇拜後經過深水埗文青區，走進一間陶瓷店觀看，便決定
試試學拉坯。拉的過程有點挑戰能否塑造如想像的形象，上油
後也不肯定出來的效果會如何，但一切也是驚喜。造陶瓷的過
程讓我想到上帝在陶造頑梗的我，在陶匠手中不聽話，不斷掙
扎，很想自主，結果陶泥脫離了拉坯轉盤，摔到滿身傷痕，然
後陶匠還得花更多時間修補。

泰國同工慢慢復工，7月份事工差不多已跟疫情前的一樣，所
以沒有了網上會議。真的很想回到泰國！雖然很想回泰國，對
香港的留戀就是一些我所愛的人，而在香港疫情很嚴峻時，有
機會回泰國，其實心情很矛盾，更是萬分不捨。

複雜世界
原先打算手術後便回泰國，想不到滯留在港四個月。因著泰國
疫情嚴峻，入境政策不斷改變，最後是禁飛，沒有航班能進入。
等到7月航班有限度恢復時，入境的情況也不是容易。首先，只

有六類人士可以申請入境，因為有工作簽證，所以我嘗試申請入境准許。

申請過程亳不容易！還記得6月中打電話往泰國領事館查詢入境的安排，職員最後一句話「基本不想
你們入境」，令我很是沮喪。申請人除了需要有效的工作簽證外，也需要購買10萬美金的醫療保障額
的保險，同時需要泰國公司預備一封信要求准許我回泰國，預備的文件像是重新申請簽證一般，甚或
比申請簽證更困難。在准許入境證明發出前，需要直接聯絡指定隔離酒店。由於所有回泰國的外國人
也必須於指定酒店隔離，較便宜的酒店早已爆滿。逐間酒店聯絡。最後訂了隔離套餐後，職員再覆核
申請便可以付款訂包機的機票。於上機前三天才獲得准許入境證明。若果起飛前72小時內檢測新冠肺
炎呈陽性，也不能回曼谷。

連續兩天上領事館申請，總算申請完成，只能耐
心等待泰國外交部批核等待入境准許。在取得准
許證前三天收到領事館通知，宣教士是不乎合入
境的類別，那刻我又跌進谷底。申請回泰國像是
坐了無數次的過山車，若不是真的坐在傲翔天際
的飛機上，也不能相信自己能回泰國。現在只能
祈禱上帝的保守和拖帶，7月23日晚上能乘坐泰
國包機。不然，很大機會在簽證過期前不能回泰
國。雖然前路滿是不明朗，但深信主仍在掌權。







‧4月2日，晚上7時30分，總差職員會 (網上)。

‧4月10日，總會受苦節聯合崇拜 (網上) / 總議會 (網上)。

‧4月29日，總差正副部長交接會議 (總會)。

‧5月1日，出版《崇真Mission》 (雙月刊)。

‧5月5日，晚上8時舉行總差第一次部員大會 (網上) ，共有30人出

席是次網上會議，會中選舉新一年度總會差傳部職員如下：

部       長：洪開基牧師 (富善堂，由總議會選出)

副 部 長：丁少霞牧師 (海聯堂，由總議會選出)

差傳幹事：孟寶松牧師 (總會)

文       書：梁詠文姊妹 (救恩堂)

財       政：李少霞姊妹 (筲箕灣堂)

聯       絡：陳朗生弟兄 (白田分堂)

關       懷：羅佩齡姊妹 (黃埔堂)

教       育：葉昭榮弟兄 (旺角堂)

短       宣：羅紹強弟兄 (高怡堂)

‧5月19日，晚上8時舉行總差正副部長會議 (總會)。

‧5月29日，晚上8時舉行總會差傳聯禱會 (網上)。

‧6月3日，晚上7時30分舉行總差職員會。

‧6月9日，晚上8時舉行關懷宣教士小組會議 (網上)。

‧6月10日，晚上7時30分舉行差傳教育小組會議 (總會)。

‧6月11日，晚上7時30分舉行客家事工小組會議 (總會)。

‧6月15日，晚上8時舉行沙巴友族小組會議 (總會)。

‧7月起逢週一至五推動為全球守望名單中的50個國家禱告

(請留意今期的守望名單資料)。

‧潘潘宣教士在7月分別往不同的堂會證道和分享宣教信息

：荃葵堂(5/7)、海聯堂(12/7)和西貢堂(19/7)。

‧因應疫情，原訂於7月26日舉行的潘潘宣教士的差遣禮，

將改在9月19日(週六)下午3時在深水埗崇真堂舉行，誠邀

各位出席支持。

幹事行蹤

‧4月22日，帶潘潘往西貢堂見教牧分享。

‧4月24日，帶潘潘往深水埗堂見教牧分享。

‧5月6日，晚上7時30分至9時「穆宣課程1.0」課程。 

‧5月8日，潘潘開始每週五在總會上班。

‧5月8日，晚上9時30分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周年會員大會 (網上)。

‧5月13日，晚上7時30分至9時「穆宣課程1.0」課程。 

‧5月20日，晚上7時30分至9時「穆宣課程1.0」課程。

‧5月24日，深水埗堂差傳主日講道 (網上直播)。 

‧5月27日，總會教牧同工會 (沙田堂)。

‧5月27日，晚上7時30分至9時「穆宣課程1.0」課程。

‧5月31日，將軍澳堂差傳主日講道 (網上錄影)。

‧6月2日，與旺角堂盧卓安牧師午餐。

‧6月7日，旺角堂差傳主日講道。

‧6月14日，大埔堂差傳主日講道。

‧6月28日，長沙灣分堂差傳主日講道。

‧7月12日，黃埔堂主日講道。

差傳消息及代禱

總差事工

長沙灣分堂差傳主日

大埔堂差傳主日

總差網上職員會

旺角堂差傳主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