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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差派宣教士去歐 的印象。 後基督教 需要， 真的要差派
洲很困難。 首先， 時代的歐洲卻又是 宣教士來這裡， 還 過去幾年， 陳啟芳
歐洲在物質和屬靈 另一番光景， 大部 有更多一層的顧慮。牧師是 COCM 在歐
方面的富裕， 都讓 份的歐洲人對耶穌 因為歐洲許多國家 陸工場上唯一的巡
人難以相信它需要 基督已經不再有多 的消費昂貴， 所以 迴宣教士。 她告訴
宣教士。 訪問一個 少的認識。 今天， 宣教士要籌募更多 我們， 儘管她還沒
西歐的國家， 你看 基督教信仰在世界 的經費。 全球性的 有遭遇過像保羅所
到的不是貧窮和戰 各地， 尤其是在發 金融風暴， 加上不 落入的極端患難，
爭， 而是安逸和享 展中的國家正產生 斷上升的物價和油 卻也有不少陷入危
受。 瀏覽歐洲的文 著巨大的影響力。 價， 都使這情況雪 險中的經歷。 例如
化、 傳統、 藝術和 但在歐洲， 基督教 上加霜。 此外， 歐 她初次到羅馬尼亞
文學寶藏， 你會以 信仰卻不斷地衰退，洲大陸多數是非英 時遇劫， 不知道怎
為它仍保持明顯的 甚至從被拒絕不信 語國家， 宣教士可 樣用羅語求救； 她
基督教信仰的特徵。淪落到被圍攻的絕 能需要學習不止一 在探訪的途中跌倒，
門的外語和適應多 要被帶到三所不同
境。
種的文化， 這都增 的醫院後， 傷口才
然而， 這其實只是
歷史的歐洲留給你 即使知道了歐洲的 添了他們的困難。 得到縫合；

我們必須支援歐洲的宣教
還有最近一次， 她
在一間雜貨店門外
被流浪狗襲擊...等
等。 宣教士走的就
是一條要付代價的
路， 但在歐洲大陸
的巡迴宣教士卻要
付出更大的犧牲。
要召募宣教士來加
入 COCM 很困難。
要召募那些到歐洲
大陸工場服事的宣

教士就更難了。 一
直以來，
COCM 聽到
來自歐洲大陸各處
的新「馬其頓的呼
聲」。 我們的同工
和外來的短宣隊正
努力地協助和支持
陳啟芳牧師去回應
這些緊迫的需求，
但我們也必須召募
更多的宣教士去進
駐歐洲大陸並牧養
那裡的人。

我們必須支援歐洲
的宣教。 不是因為
它容易， 不是因為
它有效益， 而是因
為這裡是普世宣教
戰場的最新前線。
我們現在所能看見
的可能只是一個由
中國湧入歐洲的學
生、 學者、 商人和
移民組成的新型的
宣教工場。 但我的

禱告是， 將有一支
意想不到的宣教軍
隊要從這個新的宣
教工場出現， 去把
福音傳給歐洲下一
代失喪的靈魂，
以償還上兩個世紀
我們對歐洲宣教士
所欠下的福音的
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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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宣的過程中，看神會不會感動你做長宣
短宣在歐洲
短宣是近年來在教會一個
很流行的運動，經常有很
多的教會短宣隊到世界各
地不同的地方做短宣。經
過這麼多年來﹐短宣的毀
譽﹑優劣﹑好壞，教會人
士應該心中有數，無需多
討論。從筆者在歐洲華人
差會作工場主任的經驗來
說﹐短宣可說毀譽參半，
毀略過於譽。

張子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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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宣教的立場來看，歐洲
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人
為歐洲有優良的基督教傳
統和歷史，很多人都認為
無需派人去歐洲宣教。再
從經濟的角度來算，派人
去歐洲宣教是頗昂貴，因
為歐洲一般生活水並指數
個，貨幣匯率高，歐元﹑
英鎊匯率都高，送一個宣
教士去歐洲，可以送兩至
三個宣教士去亞洲地區或
第三世界。還有，歐洲國
家多，語言多，孩子的教
育是極尖銳性的問題。除
英國外，很多宣教士都不
願意去其他國家。所以，
被派往歐洲的宣教士不
多。筆者在歐洲華僑佈道
會工作時，籲請香港的教
會支持宣教士時，往往得
到頗為冷淡的回應。相應
地，往歐洲做短宣也是較
為昂貴。當然，短宣不需

張子江牧師

要面對其他的問題。
由於歐洲華人教會一般都
缺乏傳道人，短宣活動對
教會也實在有切實的幫
助。但若只能一年去一
次，實際的幫助不大，因
為隔開的時間太長，尤其
對沒有牧者的教會。假若
能一季去一次，由不同的
人去，戴著不同的恩賜，
可以有已退休的人多去，
有些連貫性更好。筆者曾
鼓勵美加的教會去認領歐
洲一間華人教會作為姊妹
會，專門去幫助他們，這
是相得益彰的事，一則美
加教會在宣教的工作上有
清楚的對象，有經常的宣
教工作，二則對歐洲的教
會有牧養之效。對美加教
會來說，花費不算太大，
但對鼓勵會友宣教的心
志，會有實效。雙方建立
關係後，可跟歐洲那間教
會協商，看他們不同的需
要是甚麼，然後教會可有
系統地建立四隊短宣隊，
輪流出發，出發前作簡單
的差遣儀式，使眾會友能
同心支持這些短宣隊，深
信神也喜悅。假若一間教
會實力不夠，可由兩三間
教會聯合起來做，這樣﹐
一方面經費可稍省，二方
面，這兩三間教會的會

眾，都共同獲益，這是極
美之事，又何樂而不為﹖
目前在歐洲。最大的需要
是向從中國出來的智識份
子及土生的青少年傳福
音，教會本身沒有這種力
量，外援是急不容緩的。
美加華人得天獨厚，智識
份子極多，可以大派用
場。以英文為主的美加土
生亦多，可以土生向土生
傳福音，這方面，加拿大
更勝一籌，因加有些地方
的土生是講法文的，可到
法國向法國土生傳。若土
生中有人學成其他語言，
例如西班牙語﹐當然在西
班牙亦大有所用。總而言
知，神特別祝福美加的華
裔，是華裔起來傳福音的
時候。聖經說﹕[看哪﹐
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
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
多前書 2:6 下)] 在短宣的
過程中，看神會不會感動
你做長宣，不要抹剎這可
能性，除了向華人傳外，
懂外語的人，還可以跨越
文化向當地的人傳，完成
偉大的宣教使命。
歐洲的需要的確非常之
大，得天獨厚的美加華
人，宜快快起來完成神所
交付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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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若魯先生

外，更重要的是善用現有的資源； 當短宣隊來到的時候，李明仁宣教士
和他的太太都在。 與他們商量後，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加拿大  歐洲以外的資源必須與總部的資 我們決定利用短宣隊來開一個佈道
分會于一九九三年成立，次年我便帶 源配合，以達成最好的效果；
會。
了一隊短宣隊前往捷克的首都布拉
格。
 我們必須幫助教會建立並深深的 我們用我帶去的電腦，設計了佈道會
扎根，從宣教的工場變為差派宣教 的單張， 印了四千份。 因為中國人
當時大批中國人湧入東歐，在匈牙利 士的基地；
集中在一個市場，我們用了四天的時
和捷克的街頭市場售賣中國出產的
間就把這四千份單張派完了。當時布
衣物用品，宣教的工場也因此而突然 加拿大的資源更是有限，我們要避 加勒斯特的天氣特別炎熱，達到攝氏
擴大。 一九九三年的時候， COCM 免蜻蜓點水， 而要集中在一、 兩個 47 度， 但這樣的天氣也不能焼掉短
第一次組織了短宣隊到捷克。 當時 工場，以能深入的工作。
宣隊員的熱情。 有少部份的人接了
有十多人信主，短宣隊並安排了其中
單張便扔在地上， 甚至有人撕了之
一位楊弟兄和一位潘弟兄帶領這一
後才扔到地上， 但大部份的人都客
羅馬尼亞教會的開始
班新信主的弟兄姊妹。
氣的收下了。

捷克的經驗

我們一到布拉格， 便找到了楊弟兄。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應當時工場主任 佈道會在一個星期六和一個星期天
他一見到我們，就痛哭流淚。他告訴 張子江牧師的要求，我帶了一個短宣 的下午舉行， 每天有一百多人參加。
我們說，短宣隊離開之後，他們試圖 隊前往羅馬尼亞的首都布迦勒斯特。 第一天有九個人決志信主，第二天更
聚會。但他和潘弟兄都是剛信主，不 短宣隊的成員來自多倫多、卡加利和 有二十二個人決志。 除了這三十一
知道怎麼帶領，所以聚了兩次會就不 溫哥華三個城市。之前大家互不相 個初信的，另外有十九個在國內已經
能繼續下去。 我當時深深感到跟進 識，但同有一個熱誠的宣教的心。 信主，加起來共有五十位基督徒。我
的重要性，之後藉著幾次短宣隊的工
們短宣隊員固然感到興奮， 李明仁
作，我們做了佈道、培訓和栽培領袖 照當時的估計， 布迦勒斯特的中國 宣教士夫婦也受了感動。 他們立即
的工作。 在一九九五年的時候， 為 人大約有一萬五至二萬之多，大部份 決定在布加勒斯特定居牧會， 一個
當地的弟兄姊妹安排了一個捷克教 來自浙江的青田和溫州。 當地有一 新的教會就此產生， 于一個星期後
會作為聚會的地方，也邀請了一位美 個很大的露天市場（歐羅巴市場）， 開始了第一次的聚會。 一年後， 聚
國的退休牧師幫助牧會，教會的聚會 多數的中國人便在這個市場售賣貨 會的人數增加到八十多人。
便以翻譯的形式開始。 這樣的安排 品。 因為中國人佔絕大多數的緣故，
並不是最理想，但卻讓布拉格的弟兄 他們也豎起了一個很大的〔中國市 協助牧會
姊妹能定期聚會，教會也能安穩的成 場〕的招牌。 每天他們一早由家去市
場，下午收市回家。
過了大概兩年， 李明仁宣教士離開
長。
了 COCM， 布加勒斯特的教會又沒
COCM
看到當地傳福音的需要，
差
從捷克的經驗中，我認識了以下幾
有了固定的牧者， COCM 便差派了
派了李明仁宣教士開發這個工場，不 鄧志明牧師和吳展鵬牧師輪流去照
點：
時前往布迦勒斯特作探訪、 關顧和 顧這個教會，後來更由吳牧師一人負
 宣教士的缺乏是歐洲的長期挑戰。 帶領小組聚會的工作。 因他不是長 起這個責任。但吳牧師另有其他的職
除了繼續呼召宣教士到歐洲工場之 駐的緣故，聚會還不能經常的持續。 責，每月只能在布加勒斯特停留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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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 負責一個主日的聚會。 加
拿大分會決定配合吳牧師， 一同牧
養這個仍然幼嫩的教會。 在可能的
情形下，加拿大每月差派一位牧者前
往負責兩個主日的聚會。 在空檔的
情形下， 我也去了兩次，直至我太太
患了癌症。
因我們每次停留的時間至少有十天
左右， 除了帶領聚會、 小組查經和
市場、 家庭探訪之外， 我們也能有
機會比較深入地投入當地弟兄姊妹

連登權牧師
短宣？長宣？

在全世界廣闊的領域內，我有幸生
活在比較現代化的城市裡，所以我
們多年來並不「十分」感受到肉體和
心靈上的缺乏。 比如說在香港，除
了 1940 到 45 年間淪陷於日本統治
時間，使大家感到糧食不足， 其他
方面也十分不能滿足我們之外，一
般而言， 我們的年日不算太難過。

的生活。 我個人雖然也遇到過警察、 把地址找出來，并印了很多份。從此
假電車驗票員，但還能用英語應付過 以後，他不單可以把準確的地址告訴
去。當地的中國同胞則因言語不通、 計程車司機或其他人， 他在中國的
膽小怕事，經常受到他們的欺詐，實 家人也可以用印好的地址寄信給他。
在苦不堪言。所以他們每天的生活比 因為生活上能打成一片，當地的弟兄
較單調，主要是來往在住家和市場之 姊妹們對我們十分信任，使我們在傳
間。 我有機會的時候， 就帶弟兄姊 福音和教導、栽培方面也比較順利。
妹去坐地鐵、去羅馬尼亞人的餐館，
讓他們盡量熟悉當地人的生活習慣。 十一年後的今天，布迦勒斯特的教會
同時也勸他們戒掉隨地吐痰等不良 已趨成熟，但目前仍未有專職的傳道
習慣。有一位弟兄新買了房子，但不 人。加拿大會繼續與總部合作，幫助
知道他準確的地址。 我幫他從房契 這個教會。

戰後許多人四出謀生，甚或移民定
居他鄉， 生活當然會改觀。在我接
觸到的人們來說，有些人到了「外
國」， 大多數人都可以“搵到啖
食”， 生活可以說不算大問題。問
題出在靈性生活上，我們是進步了
呢？還是退步了？

一般而言， 短宣是指花三、五個月
去探望、栽培、造就信徒，長宣就起
碼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我
們知道傳福音是一生一世的重大事
件，然而出於個人的考慮， 我們有
可能抽出三幾個月去一次呢，還是
要出重拳用五年、十年時間去投
我有生之年蒙神恩待，
使我在 入？
1947 年在香港聽計志文牧師佈道
接受了福音， 成為一個基督徒。及 我相信神的呼召和帶領，可能每個
後更在神的呼召使用之下，成了傳 人都不同。 我會提出，你要先好好
道人， 在教會牧會事奉二十多年， 的祈禱，求神給你一個肯定的指示。
到 65 歲退休之後， 仍有機會到北 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你沒有帶
歐探訪華人信徒和當地的教會。
領作長宣的時期，不妨試試作些短
宣。短宣是確實能幫助我們嚐到服
在瑞典多次參加他們的「夏令會」。
事主的甘甜，也享受到事奉弟兄姐
過去我參加的夏令會一般是兩、三
妹， 叫他們的屬靈生命有長進，有
天左右，但在瑞典多年， 他們的夏
果實和花朵。
令會經常是一連七天，由早上七點
半到晚上十一點半，難怪我們感到
盼望你會投入， 先試試短宣，然後
吃不消。 但當地的信徒卻甘之如
按神的拖帶，一步一步走向較長的
飴。因為平常他們的靈性供應比較
長宣！願主重重的使用你。
貧乏，每年要「大吃」一頓才算滿足。
問題落在我們有心去傳福音的人
們，要做短宣呢，還是要長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