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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 • 移民 • 世代

論「流離」
近年歐洲難民人口不斷上升，加上香港移民潮，神學院以及

香港教會，對「流散」投下不少關注。但事實上，「流散」

在宣教學而言，並不是新的東西，亦不是因為全球化出現的

現象，移民人口上升而出現，要追溯其源頭，可推至新約時

代。

「流散」的定義
以研究「流散」宣教學著名的温以諾博士表示，安提阿教會是

流散神學的開始，當時的信徒，因為逼迫，被逼逃往其他地方

定居，而安提阿當地的信徒就是一個好例子，他們在自己定居

的地方，向自己的同胞猶太人傳福音，這種做法，可以說是一

種藉著流散人口而做的福音工作；除此以外，由於當地有不同

國籍的人，他們亦讓這些人加入教會當中，這就是一種在地的

宣教工作 1。

至於「流散」的定義，事實上「流散」（英語：diaspora，源
自古希臘語：διασπορά），根據當時的情況，「流散」的意思
是同一個族群的群體，因為其他游牧的族群入侵，而被逼集

體遷徙，這個叫做「流散」，這個觀念，和難民的情況有點相

似，但和難民不一樣的是，他們基本上長期離開原居地，集體

遷到另一個地方居住。

「流散神學」成為熱議
而對於華人而言，過往說到「流散神學」，就是研究如何藉著

宣教，去接觸一班因為工作需要而移民世界各地的華人勞工，

讓他們可以在異地仍能夠得聞福音。但近年的情況則變得很不

一樣，流散神學成為熱議，相信主要的原因是香港出現移民

潮，不少香港教會攪盡腦汁，希望牧養這一批移居的港人，針

對他們的實質需要，提供適當的牧養；但對宣教界而言，更逼

流散（Diaspora），是來自希臘文 「διασπορά」，當中有分散的意思，主要是形容聖經新、舊約流散到不同地方的以色列人以及
基督徒，隨著「全球化（Globalization）」，人口大量流動，移民愈來愈多，加上難民問題，以及大量人口因為政治原因移居外
地，這些新趨勢，造就了新一股宣教勢力。過去宣教著重於傳統工場，但目前已經有不少宣教士，去到傳統差遣基地（Sending 
Field），服侍過去事工基地（Mission Field）的福音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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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gointl.org/magazine-5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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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是一批因戰爭而流亡他國的難民。這些難民原居於保守的

伊斯蘭國家，也是宣教界一直想辦法，但是難以真正進入的宣

教工場。但今日，他們的人們因為戰禍而離開原居地，要接觸

他們要容易得多。事實上，不少穆斯林因為離開自己的原居

地，在異地有機會得聞福音。

為了服侍這批難民，當地政府對於 NGO或教會機構，都會提
供機會，讓不同的機構有機會參與服侍難民的工作，但問題

是，當大家以為可以乖乖進到難民中心服侍的時候，那麼大家

就錯了！因為來自敘利亞以及阿富汗等地的難民潮已經過去，

在 2015年左右移居歐洲的難民，在德國等地紛紛取得合法身
份，散居不同地區，要有效「定位」他們，實在是不容易，這

主要視乎當地政府的移民政策，例如德國，利用政策，刻意不

讓移民聚居，要有效地做福音工作，實屬困難；但相對的在英

國，不少少數民族集體移居同一個地方，要有效「定位」他

們，相對便容易得多！

「流散」對宣教界的影響

事實上，難民潮加上全球化的影響，對宣教界起了很大的改

變。以前的差遣基地（Sending Base），今日變成宣教工場
（Mission Field），過往可能英國是差遣基地，不是一個宣教
工場，但今日回流或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均可以到英國去接

觸一批「流散」的穆斯林。英國近年也就成為一個新興的宣

教工場，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來到這個地方從事宣教工作，他

們服侍一批「流散」海外的人，但他們自己同樣也是一批因

為異象而流散到世界各地的人；除此以外，隨著亞、非的基

督徒群體日益強大，歐、美基督徒群體日潮衰微，差遣基地

和宣教工場的界線也日益模糊……但無論如何，今時今日，

世界不斷的改變，給予我們不少異於往常的福音機會，有些

機會長期存在，但有些機會，你需要把握一時，願意神差派

更多合祂心意的基督徒，把握好每一個時機，為主在不同地

方和處境，建立祂的子民。

宣教士飛飛雲，過往曾在中東服侍（敘利亞、伊拉克、蘇丹）

難民，在 2021年 Covid期間，神奇妙的帶領，把她由傳統的
宣教工埸（Mission field）帶到（Sending field）英國，繼續
服侍難民及穆民群體；以下是她的觀察和分享： 

初期教會流散人群的宣教現象 
在耶穌死後，信徒四處傳福音，在初期教會時期，信徒們都因

為受羅馬政權迫害，被迫散居於巴勒斯坦、小亞細亞、希臘

及義大利各地，人數雖然稀少，且是社會的低層，但聖靈的工

作，並群體信仰的影響力，成為當時宣教的新勢力，雖然這本

不是他們選擇的宣教大計，反而是為勢所迫，神卻大大使用他

們的生命，對往後的二百年，影響了整個羅馬信仰及文化 2。

耶穌也是一位難民 
耶穌出生後，因為要逃避希律王的控制和殺嬰暴政，耶穌的父

親約瑟與瑪利亞帶著他，逃到埃及，「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

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住在那裡，直到希律死了。」（馬太

福音 2:14-15），我們的主，道成肉身來到世上，經歷了逃難，
當時他們就是難民。

耶穌自小也經歷因政治原因，被迫流離失所。其實從古至今也

有無數人，因為政治迫害、宗教迫害、戰爭、種族紛爭或自然

災害，和耶穌一樣面對相似的挑戰。近年，世界各地的戰爭，

也產生了數以百萬計的難民 3，而這些難民逃難的其中一個國

家，就是英國。

英國的新移民現况
英國近年新移民人口不斷增長，各有不同原因來到英國。根

據 2021年，英國牛津硏究統計，新移民佔英國人口 14.4%
（約 950萬）；其中包括難民及尋求政治庇護者，約佔全英人

2 《基督教發展史新譯》第一課 初期教會的宣教與擴展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620013519/http://www.cftfc.com/com_

chinese/churchhist
3 時代論壇：耶穌也是一個難民，楊穎兒、王美鳳／ 2021年 11月 26日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 

167299&Pid=10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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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0.6%（42萬），當中，以敘利亞、伊朗、伊拉克佔最多的
比例，這些全都是穆斯林國家 4；而香港的移民則佔 7.6萬
（2022）5，由於移民和難民不斷增加，加上高生育率，英國穆
斯林亦急促増長中 6。

英國教會的回應行動 
雖然英國基督徒人數持續下降，但有鑑於穆斯林人口不斷的增

長，有些教會看作是傳福音的好契機，視他們為隨處可見的

鄰舍。近年有些教會致力成為 Multicultural church多元文化
教會，使教會適合不同種族的人參與，又或參加 Welcoming 
church網絡，特別願意照顧難民和新移民，開放教會、設英
語班、信仰造就班 Alpha course、婦女手工班，讓初到貴境的
移民可以得到支授。

新形式事工分享 
筆者在過去一年多，在曼徹斯特

的少數族裔區，在一間多元文化

咖啡室兼教會參與事奉。在英語

班認識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非

信徒學員，他們分別來自：敘利

亞、伊拉克、伊朗、約旦、土耳

其、沙地亞拉伯、科威特、杜

拜、巴勒斯坦、賽內加爾、馬

里、印度、巴基斯坦等。在聖誕節期間，我

們特別空了整個課堂時間，看有關耶穌出生

的影片，加上討論，學員大都有正面回應，

雖然大家信仰不同，他們亦知道我們在信仰

的本質上是不同的，但對穆民朋友來說，只

認識數月，仍然主動提出聖誕參加教會特備

崇拜，實在難得，求神繼續在他們心裡動工。 

英文班： 我參與的英文班，平均參加人數
約 15-25人，每週三次，有一位學員令我印
象深刻。他說自小也不會去教會，離開了本

國來到英國，因為教會有英文班，日常生活也需要英語，可以

免費學習便來參加英文班；他說：「初到步沒有甚麼朋友，隔

天到英文班成為了開心的日常，一來可以認識不同文化背景的

朋友，另外，雖然大家國藉不同，但也是離鄉別井，大家也有

差不多的掙扎，份外有共嗚。」其實我看到他們很需要一個有

支持感的群體，讓他們感到安全，被接納和過渡初到步的陌生

感。 

另一方面，我也觀察到難民和尋求政治庇護者，他們初到英

國，常有以下的掙扎和需要： 

1. 貧乏：特別是難民和尋求政治庇護者，他們大概有兩年等待
核實身份不能工作，没有收入只能靠政府的微簿資助去生

活； 

2. 等待：核實和批核難民身份常要一至兩年的時間，其間的不
確定性和身份的限制，常令人感到沮喪和不安； 

3. 孤單、恐懼：因為家人親友可能不在英國，又未有熟悉的朋
友，人在他鄉容易感到孤單，而且有一些來自戰火國家，過

去的經歷也可能構成陰影，未能及時處理； 

4. 英語能力不足，未能融入社會和社群。 

咖啡師義工群體建立

2023年會開始咖啡師義工培訓，特別希望一些難民或新移民
可以在適應英國生活之餘，學習到一技之長，在咖啡室服務社

群；也在多元群體得著支持和鼓勵，也經歷信實的主對他們的

看顧。 

 聖誕活動後留影
 穆民夫婦參加聖誕活動

 咖啡師義工培訓
 英語班後，各帶家鄉美食
一齊分享

4 https://migrationobservatory.ox.ac.uk/resources/briefings/migration-to-the-uk-
asylum/ last access 1-2-2023

5 https://www.theguardian.com › uk-news › nov › uk-net
6 前線差會，穆宣禱室「英國穆斯林人口逼近 400萬」2-11-2022 
 https://frontiers.org.hk/2022/11/02/%E8%8B%B1%E5%9C%8B%E7%A9%86%E6%

96%AF%E6%9

總結
猶記得我在萬國神學院（All Nations Christian College）一位
宣教學的老師分享，「宣教的歷史，是神在不同時期興起不同

族群的基督徒，因著不同的原因把福音傳開，沒有固定的定

律」，初期教會明顯是被迫流散；但近年福音的禾場，不單只

集中於傳統的工場，因為不同原因而流散的人群，也成為我們

近在䀝鄰的鄰舍，願我們不忘「天國子民的身份」，無論人在

何方，也不負使命，傳那愛的福音，踏出佳美的腳蹤。



中亞洲宣子學校需要：

•  2 Elementary Classroom Teachers 

•  High School Principal 

•  High School English 

•  High School History 

•  High School Korean Language 

•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  Middle School Coding 

•  Elementary ICT 

•  School Nurse 

•  Accountant (starting in February) 

歡迎與我們聯絡。

創辦人： 史達德 C.T. Stu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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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宣教學者們從使徒行傳一章 8節中，列出宣教事工的三個領域，M1同文化，M2
越文化及M3跨文化的宣教事奉。 

環球福音會自 1913年創會開始，就致力於M3的宣教事工。從史達德先生由非
洲剛果宣教開始，宣教士們飄洋過海，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建立教會，今天在世界

一百多個國家中，已留下不少宣教士的腳蹤，「開拓佈道，建立教會」已成了環

球福音會的標記。 

去年底，在差會的國際會議中，又看到神的手引領我們走進新的宣教浪潮。除了

繼續M3的跨文化宣教外，主帶領我們進入M1和M2的宣教事工。看見非洲的
教會開始起來參與宣教，不只於非洲、南美洲、北非、東南亞國家和亞洲區五大

地域，現在起來參與宣教事工，走進一些難以進入的地區作宣教。感謝主，一個

又一個的宣教士起來齊步踏上宣教路。 

今天我們不單渴求更多的宣教士參與跨文化的宣教事工，我們更需要有宣教經歷的同工，起來推動世界各地的信徒參與宣教

事奉，與我們的主齊步踏上新一頁的宣教路。

李志雄牧師

民族：貝都因族 (Bedouin)

語言：阿拉伯語

人口：約 2 千 5 百萬

分佈地區：沙地阿拉伯、利比亞、約旦、埃及、以色列等

宗教：伊斯蘭教

信主人數：0.3%

未得之民代禱區

貝都因人是過著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現今許多貝都因

人陸續遷入城巿定居，停止原本的游牧生活方式。少部

分在約旦的貝都因人信奉基督教，但大部分貝都因人都

是穆斯林。

代禱：

1. 貝都因人甚少與外界來往，願神的愛觸動他們的心，願意
接納外界的人和事。

2. 願更多工人關心貝都因人，並願意將福音帶進他們的群
體。

同工招聘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砵蘭街 332-334號龐堅中心 12樓
電話：(852)2388 2842 傳真：(852)2388 6941
電郵：admin@wec-hk.org 網址：www.wec-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