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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現象-概觀

全球化是世界觀、產品、概念及其他文化元素的交換，所帶來的
國際性整合的過程。運輸及電信等基礎建設的進步，包括電報及
之後互聯網的興起，都造成了全球化，以及在文化及經濟上互相
影響。有學者認為全球化是一個現代概念。2000年，國際基金組
織（IMF）定義了全球化的四個基本方面：貿易和國際往來、資
本與投資的流動、人口流動、知識的傳播。



全球化現象-概觀

學術界的觀點將全球化劃分為三大領域：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
化和文化全球化。有些人把全球化喻為「地球村」。對於全球化
的觀感是好是壞，目前仍是見仁見智。近代全球化的風潮已和地
方化結合成「全球在地化」的研究。「全球化」是指甚麼呢？社
會學家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曾扼要地說明：「它是一種世界
的壓縮，視全球為一體的意識增強起來。」



2016年BBC提到全球最多元城市排名：

1加拿大，多倫多 6美國，紐約

2澳大利亞，悉尼 7法國，巴黎

3新加坡，新加坡 8美國，洛杉磯

4巴西，聖保羅 9London 英國，倫敦

5美國，舊金山 10荷蘭，阿姆斯特丹



2019武漢新冠肺炎

全球化下，快速
傳播至世界各國



散聚宣教學

英 文 “ diaspora” 一 詞 原 為 希 臘 文 “ diaspora” 或
“diaspeirein”(意思是分散)，而歷史上舊約時代「分
散」的猶太人及新約時期「分散」的基督徒，均用這
字。近年學術文章亦多用這字來描述離鄉別井、遷徙
移居的人。因此「散聚宣教學」(diaspora missiology)

，在本文中是指：從學術角度有系統地探討研究人口
散聚的現象，以期有助完成主所賜大使命的一門學科
。



散聚宣教學

温以諾教授說，它是「從差傳學角度有系統地探討研究
人口散聚的現象，冀求明白及參與神在散聚人口中的救
贖事工。」就是說，這學科是探討神怎樣在背後滿有主
權地引導各地人口的遷移，好叫祂在地上的救贖心意得
以成全。再者，天國的福音又如何通過這些四處散居的
人群（包括基督徒及非基督徒）而傳遞開去，以至不同
的族群都能在過程中蒙恩得救，組成門徒群體。



散聚宣教學的模式

i.向散聚群體服侍及宣教（Missions to the Diasporas）

ii.透過散聚群體服侍及宣教（Missions through the 
Diasporas）

iii.由散聚群體走出去服侍及宣教（Missions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s）

iv.與散聚群體一起服侍及宣教（Missions with the 
Diasporas）



職場宣教

「職場宣教」的「職場」可以有三種情況：一個指的是
「你的工作崗位上」（Marketplace），另一個指的是「
你工作的地方裡，或泛指任何有關工作及經濟活動的公
共空間，如公司、企業、學校、甚或是菜市場、或優閒
娛樂場所」（Workplace），最後指的是「你的專業或職
業」（Vocation）。



本地跨文化宣教

本地跨文化是指在香港本地裡除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以
外，所存在的其他文化。在宗教自由的香港，他們有很
多機會認識基督教，故此他們都是香港的本地跨文化宣
教的對象之一，近年來都有部分香港教會嘗試開展這類
型的事工。



傳回耶路撒冷運動

傳回耶路撒冷運動的目標是差派出傳教士沿古老貿易通
道絲綢之路，從中國到基督教的發源地地中海地。



4/14之窗

「4/14之窗」是美國差傳學者布路易博士(Dr. Luis Bush)

提出的宣教概念，特指世界上所有介於4至14歲之間的
兒童。呼籲教會和宣教機構關心年齡由4歲至14歲之間
的兒童和少年，教導他們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因為他們
是未來社會的決策者。全球15歲以下人口有23億，可想
而知兒童是今日的最大福音禾場。



未得之民(UUPG——Unengaged an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一個群體，當中仍沒有土生土長的基督徒社群，或是當
中的基督徒人數極少，或是資源極為缺乏，以致他們沒
有力量在本土履行傳福音的使命，需要別的、外來的、
跨越文化的力量來幫助，這個群體才有聽聞福音的機會
。這樣的群體，我們稱之為未得之民。



創啟/限制地區

「創啟地區」(Creative Access Nations)是指那些不歡迎
基督教宣教士進入的國家，大部分都屬伊斯蘭國家、共
產國家或獨裁國家。這些國家不歡迎宣教士的理由可能
出於宗教，亦可能與政治有關。這些「創啟地區」國家
都不會發出入境簽証予宣教士或宗教從業員，故全職宣
教士不得其門而入。



Chrislim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混合」（Chrislim）的主張早於
1980年代在尼日利亞開始出現。神學家Bill Muehlenberg

指，「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混合」這個運動日益興盛，是
某些基督徒為要尋求與穆斯林之間有共通點而起。這個
主張旨在結合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第三文化孩子 (Third Culture Kids)

「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 Kids, TCK)。是指宣教
士的子女，著重他們父母的身份，而第三文化孩子則
是著重宣教士本人，更是指他們獨特的文化。無論他
們生於宣教工場或長於宣教工場，他們的文化既不同
於父母，也與宣教工場的本地文化有別，所以稱他們
為「第三文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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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查廁所時，
檢查的官員會
拿杯子從馬桶
中舀一杯水喝
下去，以確定
廁所是否乾淨
的國家。

用餐時要將手
肘放在桌下才
算禮貌的國家

用餐時要將餐
巾放在桌上才
算禮貌的國家

在下午兩點吃
午餐，九點吃
晚餐的國家。

回答問題時若
將頭歪一邊或
搖頭表示肯定
（「是」或
「要」）的國
家

與人交往時，
要用力握手打
招呼，如果握
得有氣無力，
會被視為不夠
禮貌的國家。

與當地人交談
時，不可目不
轉睛地瞪著對
方，否則會被
認為是災禍或
死神將至的國
家。

社交活動遵守
時間被視為過
度熱衷，一般
要遲到十五～
三十分鐘的國
家。

不可持有外國
菸，或以外國
煙當作禮物，
違者甚至要罰
款的國家。

說話不可用食
指指人，最好
用拇指代替的
國家。

a.西班牙 b. 阿爾及利亞 c. 羅馬尼亞 d.馬來西亞 e.伊索比亞

f. 美國 g. 日本 h. 印度 i. 菲律賓 j.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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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文化

I. 了解文化*

A. 文化是什麼?

勞埃德．瓦斯特(Lloyd E.Kwast)說，

文化是「超級強力膠」，它能把人結合起來，

給人一種身分、認同感和群體延續意識，

使他人幾乎無法介入。



















行為
當你進到一個新的群體，首先最明顯會見到的，是他們
的行為(做了什麼)。這是文化的外層，是最淺顯易見的
一層。

價值觀
通過觀察文化，你逐漸意識到多數行為顯然受制於社群
中人們所做的相似選擇。這些問題往往涉及人們的選擇，
即什麼是「好的」、什麼是「有益的」或者什麼是「最
好的」。價值觀有助於生活在這一文化當中的人們知道
什麼是「應該」(Should) 或「應當」(ought) 做的，以
便適應或者符合某種生活方式。



信念
除了行為和價值觀的問題之外，就文化的本質而言，我
們面對著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這就把我們帶到一個有
關文化的更深的認識層面，即文化中的「信念」。這些
信念告訴我們在這一文化當中，人們認為「什麼是正確
的?」價值觀都是「人們潛在信念體系的固有反映」。
世界觀
任何文化都以世界觀為其核心部分，它關乎最為基本的
問題﹕「什麼是真實?」真實是文化這一核心層面最為關
注的「終極」問題，雖然這些問題很少被提出來，但是
文化對這些問題提供了最重要的答案。認識到世界觀是
每個文化的核心，就能明白許多人在信念體系上經歷混
亂的原因。





文化認同

我們要在三方面下功夫﹕

1. 全面認識一個族群的文化

2. 融入他們的生活方式

3. 向他們展現真誠的同理心



跨文化的挑戰

A. 文化衝擊--浪漫期、反應期、認知期、轉化期

B. 跨文化的誤解

C. 民族優越感

D. 聖經翻譯

E. 福音與文化

F. 信仰混雜與本色化

G. 歸信與無法預知的副作用



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機遇

神藉著全球化、 城市化、移民、商貿及工作

的機會，使很多來自不歡迎宣教士入境的國
家人民，藉著到自由世界營商、 公幹 、進
修、旅遊…，可以接觸基督徒、聽聞福音。

一些有心宣教的信徒可以不用出國，就可以
作跨文化的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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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少數族裔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34



種族
2011年 2016年

人數 % 人數 %

亞洲人

菲律賓人 133,018 29.5 184,081 31.5

印尼人 133,377 29.6 153,299 26.2

印度人 28,616 6.3 36,462 6.2

尼泊爾人 16,518 3.7 25,472 4.4

巴基斯坦人 18,042 4.0 18,094 3.1

泰國人 11,213 2.5 10,215 1.7

日本人 12,580 2.8 9,976 1.7

韓國人 5,209 1.2 6,309 1.1

孟加拉人、斯里蘭卡人 2,345 0.5 4,847 0.8

其他亞洲人 4,693 1.0 8,433 1.4

白人

英國人

55,236 12.2 58,209 10.0

其他歐洲人

美國人、加拿大人

澳洲人、新西蘭人

其他白人

混血兒
華人父或母 24,649 5.5 53,581 9.2

其他混血兒 4,352 1.0 11,674 2.0

其他

黑人

1,335 0.3 3,731 0.6
其他 (拉丁美洲人等)

總計 451,183 584,383

歷回普查香港少數族裔人口 (2001-2016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6%B4%B2%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5%BE%8B%E5%AE%BE%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8%E6%B8%AF%E5%8D%B0%E5%B0%BC%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8%E6%B8%AF%E5%B0%BC%E6%B3%8A%E7%88%BE%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8%A3%94%E9%A6%99%E6%B8%AF%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8%E6%B8%AF%E6%97%A5%E6%9C%AC%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8%E6%B8%AF%E9%9F%93%E8%A3%94%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AD%90%E4%BA%9E%E6%B7%B7%E8%A1%80%E5%85%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8%E9%A6%99%E6%B8%AF%E7%9A%84%E9%BB%91%E4%BA%BA


從宣教角度看到的具體現象及宣教契機

具體現象

1.多元文化城市人口

2.貧富懸殊

3.歐美反成宣教工場

4.三大族群的散聚：
華人，印度人，穆斯林

5.網絡通訊和資訊

6.職場經貿活動頻繁（一帶一路）

本地咫尺跨文化族群宣教

宣教契機

社區服侍及扶貧轉化

追蹤群體專職宣教：留學生，移民，難民

1.本地或外地的帶職宣教
2.從建制和社區服侍切入宣教

網站資訊，社交溝通，應用程式平台

本地或外地門徒職場並營商宣教



需要強化的五大宣教動力和策略：

1.門訓：建立門徒群體，傳承差傳使命。

2.伙伴：建本色化教會，伙伴宣教合作。

3.金齡：復興金齡領袖，參與前線宣教。

4.青年：鼓勵短宣體驗，挑戰長期宣教。

5.聖靈：謙卑倚靠聖靈，安靜禱告等候。



從宣教角度看到的具體現象及宣教契機

具體現象

1.多元文化城市人口

2.貧富懸殊

3.歐美反成宣教工場

4.三大族群的散聚：
華人，印度人，穆斯林

5.網絡通訊和資訊

6.職場經貿活動頻繁（一帶一路）

本地咫尺跨文化族群宣教

宣教契機

社區服侍及扶貧轉化

追蹤群體專職宣教：留學生，移民，難民

1.本地或外地的帶職宣教
2.從建制和社區服侍切入宣教

網站資訊，社交溝通，應用程式平台

本地或外地門徒職場並營商宣教



需要強化的五大宣教動力和策略：

1.門訓：建立門徒群體，傳承差傳使命。

2.伙伴：建本色化教會，伙伴宣教合作。

3.金齡：復興金齡領袖，參與前線宣教。

4.青年：鼓勵短宣體驗，挑戰長期宣教。

5.聖靈：謙卑倚靠聖靈，安靜禱告等候。



燃點佈道火—十個差傳的驅動力：

1.受差的動力-三一上帝差遣（約廿20-22）

說了這話，他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門徒一看見主就喜樂了。
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說了這話，他向他們吹一口氣，說：「領受聖靈吧！

2.聖靈的動力-聖靈與禱告（徒一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燃點佈道火—十個差傳的驅動力：

3.虧欠的動力-還債(神與人)（羅一14-15）

無論是希臘人、未開化的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
所以願意盡我的力量把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

4.改變的動力-自身重生經歷（林後五17）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燃點佈道火—十個差傳的驅動力：

5.真理的動力-福音本身大能（羅一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

6.豐盛的動力-人人需要盼望（約十10）

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我來了，是要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燃點佈道火—十個差傳的驅動力：
7.可怕的動力-不願人人沉淪（彼後三9）

主沒有遲延他的應許，就如有人以為他是遲延，其實他是寬容你們，
不願一人沉淪，而是人人都來悔改。

8.搶救的動力-搶救危病靈魂（啟廿一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苦，
因為先前的事都過去了。」



燃點佈道火—十個差傳的驅動力：
9.責任的動力-普世宣教責任（太廿八19-20）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代的終結。」

10.傳承的動力-興起再產門徒（提後二2）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導的，也要交託給
那忠心而又能教導別人的人。



燃點佈道火—十個差傳的驅動力：
1.受差的動力-三一上帝差遣（約廿20-22）
2.聖靈的動力-聖靈與禱告（徒一8）
3.虧欠的動力-還債(神與人)（羅一14-15）
4.改變的動力-自身重生經歷（林後五17）
5.真理的動力-福音本身大能（羅一16）
6.豐盛的動力-人人需要盼望（約十10）
7.可怕的動力-不願人人沉淪（彼後三9）
8.搶救的動力-搶救危病靈魂（啟廿一4）
9.責任的動力-普世宣教責任（太廿八19-20）
10.傳承的動力-興起再產門徒（提後二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