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過去在差會拍下了巴色差會 1847-1950 年過百本

年報有關中國事工的部份，其中有「殘體字」的德

文古老印刷字體	-	尖角體	(Fraktur)，現在終於可以透過

閱讀淺嚐一戰時期香港的相關資料，香港崇真會開基牧

師：韓山明牧師和黎力基牧師是在 1847 年 3月 19 日到

達香港，這段歷史饒具意義，現在與大家分享 1847 年

巴色會年報的中國宣教工作報告。

由於韓山明牧師在年紀資歷、學術能力都比黎牧為長，

首年的事工報告是以韓山明牧師寄給差會的信件為基

礎撰寫的，其中談及的主要是郭實臘牧師（Rev. Karl 

Gützlaff）、福漢會和中國宣教事工的發展部署。

韓山明牧師對郭實臘的欽敬在首年報告溢於字裡行間，

他從郭實臘夫人所知，當時擔任香港殖民政府華人政務

司的郭實臘，俸祿優厚，他就以這份薪俸支持中國宣教，

包括僱用中國人宣教師及差派他們前往大陸各省傳道，

郭氏夫婦深信上帝安排他擔任如此重要的官職，就是希

望他運用影響力和有關資源讓中國人信主。他又描述郭

實臘的日常生活：「我很難理解敬愛的郭實臘是怎樣做

到這一切肩負起的工作，他擁有永不疲乏的活力和超凡

的組織力，能夠精準扼要地拿揑安排好所有事情。每天

早上十點前，他和中國人分組讀經祈禱，按照官話（國

語）、本地話（粵語）、鶴佬話（潮語）、客家話和福

景，使他在策劃中國宣教事工時，很明智地以方言而非地

域去劃分宣教工作。韓山明牧師報告差會，郭實臘把廣東

省 1,900 萬人口分為本地、客家和鶴佬三組，禮賢會同

船來華的宣教士葉納清與柯士德被派學習本地話，向操粵

語的本地人宣教；而巴色會就負責客家人和潮洲人的福音

工作。按照郭實臘的建議，黎力基被派學習鶴佬話，韓山

明就學習客語。韓山明牧師在報告中特別寫下對客家人的

初步印象：「客家人大多非常貧困，卻也十分勤奮。在香

港你可以看見他們用鑿子和槌子處理大石，並在很短時間

就移除整座山來建造房屋。」韓山明牧師又表示打算細心

閱讀馬禮遜的中英字典，期盼在兩週內建立一小批客家方

言的詞彙。歷史告訴我們，韓山明牧師這個原訂兩週的工

作計劃自始一直延展，直到他的生命在 1854年結束最後

一刻！韓山明牧師所編訂的客英字典是世界第一本客語

字典，在他去世前尚有少量詞彙未完成收集，最後由黎力

基牧師補足竣工。韓山明牧師的努力成果成為期後所有在

客家地區傳道的宣教士的莫大祝福。首年報告的另一重點

是介紹郭實臘所創立的福漢會。1847年該會的會員人數

為 366人（韓山明牧師特別註明剛好為每一百萬個中國

人分配一個）並有50名宣教師。郭實臘的宣教目標是以

最小的資源覆蓋中國所有省份，方法是僱用說不同方言的

中國人，透過讀經祈禱和一起生活，來培訓他們成為宣教

師，然後帶同福音刊物單張返回原鄉傳教。完成後再返回

香港述職，呈交傳教日誌，若有人入教，就帶他們來港接

受同樣培訓和差派。郭實臘提出以每人四至八両的月薪

僱用能操當地方言、熟悉鄉里風俗的中國人去各省傳教，

遠比差派西方宣教士在各省開館授學贈醫的傳統宣教方

法更便宜和更高效益。韓山明最初也認同郭實臘的宣教策

略，他嘲諷道：「大多數宣教士來華後留守在家、興學授

道、成家立室、然後在仍未掌握中國語言前染病返國。」

初出茅蘆的韓山明牧師完全接收郭實臘對中國人的高度

信任，以及現代術語所謂的「高性價比」多層式福音推銷

歷史小品 本會歷史研究員		|		梁翠華姊妹

韓山明牧師的首年工作報告

德文古老印刷字體 — 尖角體 (Fraktur)

郭實臘牧師 韓山明牧師

⋯⋯
我很難理解敬愛的郭實臘是怎樣做到這一切肩負起的工作，他擁有永
不疲乏的活力和超凡的組織力，能夠精準扼要地拿揑安排好所有事
情。每天早上十點前，他和中國人分組讀經祈禱，按照官話（國語）、
本地話（粵語）、鶴佬話（潮語）、客家話和福建話五種廣東主要方
言進行。從十點到下午四點，他則處理公務，四點後他就在兩三個中
國學生和宣教師陪同下出外傳教處處受到歡迎。在簡單開場白之後，
他就交由中國人宣教師講道，最後由郭實臘扼要祈禱結束。講道的內
容簡單淺白，不離上帝的救贖，取材於聖經有關創造人類、始祖犯罪、
摩西和以利亞等先知記載，以及救主降生和祂的教導言訓。」

巴色年報

⋯⋯

韓山明牧師在報告中特別寫下對客家人的初步印象：
「客家人大多非常貧困，卻也十分勤奮。
在香港你可以看見他們用鑿子和槌子處理大石，
並在很短時間就移除整座山來建造房屋。」

建話五種廣東主要方言進行。從十點到下午四點，他則

處理公務，四點後他就在兩三個中國學生和宣教師陪同

下出外傳教處處受到歡迎。在簡單開場白之後，他就交

由中國人宣教師講道，最後由郭實臘扼要祈禱結束。講

道的內容簡單淺白，不離上帝的救贖，取材於聖經有關

創造人類、始祖犯罪、摩西和以利亞等先知記載，以及

救主降生和祂的教導言訓。」

郭實臘語言能力，來自他獨特的人生經歷，在來華之前他

曾居住在東南亞，當地有來自中國不同方言社群的華僑，

因此就造就郭實臘學習多種方言的機遇。也正由於他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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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過去在差會拍下了巴色差會 1847-1950 年過百本

年報有關中國事工的部份，其中有「殘體字」的德

文古老印刷字體	-	尖角體	(Fraktur)，現在終於可以透過

閱讀淺嚐一戰時期香港的相關資料，香港崇真會開基牧

師：韓山明牧師和黎力基牧師是在 1847 年 3月 19 日到

達香港，這段歷史饒具意義，現在與大家分享 1847 年

巴色會年報的中國宣教工作報告。

由於韓山明牧師在年紀資歷、學術能力都比黎牧為長，

首年的事工報告是以韓山明牧師寄給差會的信件為基

礎撰寫的，其中談及的主要是郭實臘牧師（Rev. Karl 

Gützlaff）、福漢會和中國宣教事工的發展部署。

韓山明牧師對郭實臘的欽敬在首年報告溢於字裡行間，

他從郭實臘夫人所知，當時擔任香港殖民政府華人政務

司的郭實臘，俸祿優厚，他就以這份薪俸支持中國宣教，

包括僱用中國人宣教師及差派他們前往大陸各省傳道，

郭氏夫婦深信上帝安排他擔任如此重要的官職，就是希

望他運用影響力和有關資源讓中國人信主。他又描述郭

實臘的日常生活：「我很難理解敬愛的郭實臘是怎樣做

到這一切肩負起的工作，他擁有永不疲乏的活力和超凡

的組織力，能夠精準扼要地拿揑安排好所有事情。每天

早上十點前，他和中國人分組讀經祈禱，按照官話（國

語）、本地話（粵語）、鶴佬話（潮語）、客家話和福

景，使他在策劃中國宣教事工時，很明智地以方言而非地

域去劃分宣教工作。韓山明牧師報告差會，郭實臘把廣東

省 1,900 萬人口分為本地、客家和鶴佬三組，禮賢會同

船來華的宣教士葉納清與柯士德被派學習本地話，向操粵

語的本地人宣教；而巴色會就負責客家人和潮洲人的福音

工作。按照郭實臘的建議，黎力基被派學習鶴佬話，韓山

明就學習客語。韓山明牧師在報告中特別寫下對客家人的

初步印象：「客家人大多非常貧困，卻也十分勤奮。在香

港你可以看見他們用鑿子和槌子處理大石，並在很短時間

就移除整座山來建造房屋。」韓山明牧師又表示打算細心

閱讀馬禮遜的中英字典，期盼在兩週內建立一小批客家方

言的詞彙。歷史告訴我們，韓山明牧師這個原訂兩週的工

作計劃自始一直延展，直到他的生命在 1854年結束最後

一刻！韓山明牧師所編訂的客英字典是世界第一本客語

字典，在他去世前尚有少量詞彙未完成收集，最後由黎力

基牧師補足竣工。韓山明牧師的努力成果成為期後所有在

客家地區傳道的宣教士的莫大祝福。首年報告的另一重點

是介紹郭實臘所創立的福漢會。1847年該會的會員人數

為 366人（韓山明牧師特別註明剛好為每一百萬個中國

人分配一個）並有50名宣教師。郭實臘的宣教目標是以

最小的資源覆蓋中國所有省份，方法是僱用說不同方言的

中國人，透過讀經祈禱和一起生活，來培訓他們成為宣教

師，然後帶同福音刊物單張返回原鄉傳教。完成後再返回

香港述職，呈交傳教日誌，若有人入教，就帶他們來港接

受同樣培訓和差派。郭實臘提出以每人四至八両的月薪

僱用能操當地方言、熟悉鄉里風俗的中國人去各省傳教，

遠比差派西方宣教士在各省開館授學贈醫的傳統宣教方

法更便宜和更高效益。韓山明最初也認同郭實臘的宣教策

略，他嘲諷道：「大多數宣教士來華後留守在家、興學授

道、成家立室、然後在仍未掌握中國語言前染病返國。」

初出茅蘆的韓山明牧師完全接收郭實臘對中國人的高度

信任，以及現代術語所謂的「高性價比」多層式福音推銷

歷史小品 本會歷史研究員		|		梁翠華姊妹

韓山明牧師的首年工作報告

德文古老印刷字體 — 尖角體 (Fraktur)

郭實臘牧師 韓山明牧師

⋯⋯
我很難理解敬愛的郭實臘是怎樣做到這一切肩負起的工作，他擁有永
不疲乏的活力和超凡的組織力，能夠精準扼要地拿揑安排好所有事
情。每天早上十點前，他和中國人分組讀經祈禱，按照官話（國語）、
本地話（粵語）、鶴佬話（潮語）、客家話和福建話五種廣東主要方
言進行。從十點到下午四點，他則處理公務，四點後他就在兩三個中
國學生和宣教師陪同下出外傳教處處受到歡迎。在簡單開場白之後，
他就交由中國人宣教師講道，最後由郭實臘扼要祈禱結束。講道的內
容簡單淺白，不離上帝的救贖，取材於聖經有關創造人類、始祖犯罪、
摩西和以利亞等先知記載，以及救主降生和祂的教導言訓。」

巴色年報

⋯⋯

韓山明牧師在報告中特別寫下對客家人的初步印象：
「客家人大多非常貧困，卻也十分勤奮。
在香港你可以看見他們用鑿子和槌子處理大石，
並在很短時間就移除整座山來建造房屋。」

建話五種廣東主要方言進行。從十點到下午四點，他則

處理公務，四點後他就在兩三個中國學生和宣教師陪同

下出外傳教處處受到歡迎。在簡單開場白之後，他就交

由中國人宣教師講道，最後由郭實臘扼要祈禱結束。講

道的內容簡單淺白，不離上帝的救贖，取材於聖經有關

創造人類、始祖犯罪、摩西和以利亞等先知記載，以及

救主降生和祂的教導言訓。」

郭實臘語言能力，來自他獨特的人生經歷，在來華之前他

曾居住在東南亞，當地有來自中國不同方言社群的華僑，

因此就造就郭實臘學習多種方言的機遇。也正由於他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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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消息

總會社會服務部
• 本部獲社會福利署予准於 2021 年 4 月 24 日舉行全港

賣旗日，鑑於疫情持續，將透過網上捐款平台（包括：
PayMe、轉數快、Alipay），進行籌募金旗、認購旗
袋或直接捐款。同時，本部已修函崇真會各堂會及學
校，邀請他們於 2 月 21 日至 4 月 23 日期間，提供可
行日期予本機構到訪或透過視像分享籌款需要。祈請
各委員、堂會和學校預留時間予以支持。另 2020 敬老
護老愛心券（2020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30 日）籌
款活動已順利完成，感謝主的帶領和預備，儘管疫情持
續，是年所籌的總金額為 $666,949.60，較去年增加
11%，扣除愛心券收取之行政費用後之實際捐款金額為	
$567,587.16，謹此衷心多謝各堂會、學校及委員的鼎
力支持。

• 鑑於疫情持續，本部取消了 2020 聖誕聯歡暨頒獎禮，
致使去年多個獎項尚未有機會頒發。有見及此，本部於
2021年 1月 26日下午舉行2020-2021 年度頒獎典禮，
衷心感謝部長丘頌云長老透過錄像勉勵同工，更多謝朱
永生總牧以錄像分享訊息，同證主恩！

• 過去一年疫情期間，社區保姆不辭勞苦地配合社區的服
務需要提供託管服務，故此中西區及深水埗區鄰里支援
幼兒照顧計劃為感謝社區保姆的辛勞，於 2021 年 1 月
17 日舉行了線上聯合保姆嘉許禮。兩位服務了十年的社
區保姆分享片段，加上在線上出席的家長及兒童對保姆
的回饋，充份反映服務的意義。

總會差傳部
• 請為疫情下的總會事工代禱。基本上所有會議和見面在

網上進行，沒有實體見面和聚會。

• 請為宣教士在疫情下的事奉代禱。

• 請為潘潘準備出發山國代禱。因疫情嚴重，山國封關，
潘潘於明年 1月開始轉為	OM「儲備宣教士」，暫時全
時間協助OM本地跨文化工作，直至山國開關，30日內
出發為止，請代禱。（註：潘潘已於 1 月初取得簽證，
準備於農曆新年後出發！）

• 請為總差明年的預算（合共	$1,715,624,	比今年的預算
略為減少）	及事工計劃代禱，求主預備和供應需要。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謥會運作大致正常，感恩！	

• 請為差會一宣教士家庭禱告，因疫情未有足夠金錢支	
付返回工場的額外開支（包括：按金，酒店費用，檢驗
費用）	，現滯留香港。請記念！	

• 大女兒凱恩已被通知將要被分配到博覽感染新型冠狀病
毒的病人的病房工作，但日期未定，還須按情況安排。
請代禱。

• 倫布語的翻譯團隊的手提電腦壞了，現已找到一部替代，
但要安裝所需翻譯軟件，及了解如何空運或船運到倫布
島，請記念付運的安排禱告。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感恩蘇姑娘有機會於 11 月重溫Coaching 課程，另外上
了目標課程為事工和個人生命撰寫異象和目標。

• 請記念Rangsit 的女孩們和同工的服侍。

• 請記念隊工的轉變，隊長 Stefan 一家和澳洲 Anita 同
工 2021 年回家，另外韓國同工 Sunny 和澳洲同工
Emmanuel一家回國述職，我們需要更多忠心泰國同工。

• 感恩蘇姑娘爸爸的腎功能穩定了，暫不用洗腎，記念疫
情後需要聘請家傭照顧父母和作家務、陪診等。

潘潘宣教士	－	山國

• 潘潘已於 1月初取得山國的簽證，打算與家人共渡春節
後出發，請記念潘潘出發前的各項瑣碎預備，和處理好
家中的個人物品。

• 如欲緊貼潘潘的動態和消息，作及時的守望，請把電郵
地址發送至：purpurloven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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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因此推荐巴色會撥款資助福漢會「福臨中華」的鴻

圖大業。他寫道：「在上帝的恩典下，福音就可以秘密安

靜地在廣闊中國大地擴展，直至福音種子成長為茂盛大

樹，枝葉從一端延生到帝國另一端，直至舉國各城各村無

不聽過十架道理。」當然，我們從歷史知道，	不久韓山

明牧師等巴色會和禮賢會宣教士透過和華人宣教師共同

生活工作，看穿了福漢會成員良莠不齊、組織粗疏甚至吃

教瀆職的劣行。巴色會在廣東地區的百年偉業，最終仍是

透過傳統興學贈醫宣教方法慢慢建立起來的。福音種子遍

傳中國，沒有快捷便宜之途，仍然需要付出按人命、金錢

和時間計算都極其高昂的代價，福音絕不廉價！

韓山明牧師在報告中又描述郭實臘為中國信徒施洗的過

程：「在本月份他為三十個中國人施洗，之前他們已接

受大約五至七個月的預備，並需要撰文論述一些簡單的

信仰題目。在早上禮拜結束後，人們把一盤清水放在椅

子上，受洗者在潔淨自已後，由郭實臘把他的頭輕按入

水三次，是以聖父聖子聖靈之名為他施洗，接著作一簡

短祈禱，即便禮成。」韓山明牧師並提及前一天有四人

受浸，包括一名來自北京並有很大影響力的年長官員，

此人慕道三十年，最終承認只有耶穌基督才能帶來真正

的平安。郭實臘在談論這老官員的信主時喜極而泣，決

定立即在中國首都開展宣教工作，由一位不具名的著名

人士帶同這信徒返京，並計劃在那裡印刷分發新約聖經。

韓山明牧師的報告讓我們透過文字穿越時空，回到福音

初來中國的處境，感受到他為郭實臘福臨中華計劃和福

漢會欣欣向榮的發展勢頭而高興！雖然韓山明牧師當時

仍未克服語言障礙，又面對極其艱巨不可知的宣教挑戰，

他對回應上帝給予自己的召命卻是充滿信心和朝氣勃勃

的，沒有半點畏縮，他堅定地向差會報告：「我已準備

好下個月穿上中國人的衣服，繫上假辮子，前往更深的

內地城鄉傳福音。」但願我們都擁有同樣的心態，在面

對當前疫症和各種難關，對人對政府甚至對自己都感失

望之際，仍對全能美善上帝保持信心，深信那位看不見

的大能者必能成事。

在巴塞爾差會大樓的大閘，出發的宣教士必定經過一個

牌扁，上面刻著聖經撒迦利亞書四章六節 6節的經文：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

是依靠我的靈方能成事。」當年把福音種子從歐洲帶到

中國的宣教士，不受困於陌生環境，無懼文化巨大差異，

不計較能否親眼看到成功，原因正是他們深信成事在天，

上帝必能成全祂自己的美意。上帝對世人的愛是永恆不

變，單單為此我們就有足夠理由繼續努力！

《聖經》撒迦利亞書四章六節 6 節

「萬軍之耶和華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設計圖片

韓山明最初也認同郭實臘的宣教策略，他嘲諷道：	
「大多數宣教士來華後留守在家、興學授道、成家立室、	
然後在仍未掌握中國語言前染病返國。」

10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