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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浸信會 之

本地跨 文化事工分享
 宋景昌牧師

( 本會董事、香港仔浸信會牧師 )

聖經的教導
大家可還記得一首耳熟能詳的詩歌：「萬國啊，你

們都當讚美耶和華……」？這首詩歌的歌詞是來自詩篇
117 篇：「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哪，你
們都當頌讚他！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誠實
存到永遠。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詩人透過從上帝而來的感動，把上帝的心意顯明出
來。這是一幅多麼美的畫面：世上各國、各族、各民聚
集一起敬拜、讚美耶和華！筆者認為，神創造人類，就
是叫人認識祂，讚美祂！可惜的是，當今世上不少民族，
仍然未能有機會認識上帝，正如經上所記：「人未曾信
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
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 羅
10:14-15) 因此，我們要求主耶穌差遣我們進到那未得
之民中間，傳講基督的救贖恩典。

香港的現況
因著香港社會的發展，人口結構比例亦與前不同，

目前香港有 700 多萬人口，除新移民不住流入香港外，
還有大量非華裔人士在香港居住並擔任家傭工作。根
據香港勞工處 2010 年 3 月資料顯示，全港外傭數目達
273,609 人，其中包括：印尼有 134,623 人；菲律賓有
131,536 人；泰國 3,831 人；其他國籍有 3,619 人。

向香港女傭傳講耶穌基督的救恩，早已不是新鮮事，
廿多年前已有以英語為主的教會，向在港的菲律賓女傭
傳福音，並且建立教會。今日，在此消彼長的形勢下，
香港印尼傭工已超出菲律賓傭工人數，很大可能，在未
來日子，印尼傭工將會成為香港傭工市場的主流。而在
5-6年前（可能更早），已有教會開始向印尼傭工傳福音。

教會的回應
過去 20 年的日子，香港仔浸信會在推動宣教活動方

面，多以傳統宣教的進路，就是去到宣教工場，與當地
同工合作發展近文化及跨文化福音事工，未嘗在本地推
動跨文化福音事工。筆者因著參與香港浸信會差會的本
地跨文化組的服侍，深深感受到，在我們居住的社區中，
就有著這麼大的一個族群（印尼人）是在救恩門外，豈
不也是我們應該要關注的嗎？因此，教會要推動本地跨

文化事工，需要先讓參與宣教部的肢體們認知這個福音
機遇。

在 2009 年，筆者與幾位看見這「印傭姐姐」傳福音
機遇的肢體（包括宣教部部員），接觸了一些機構，觀
摩他們所開展的本地跨文化宣教工作；藉此了解向「印
傭姐姐」傳福音的迫切需要，及在教會推動的可行進路。

「小組」成員透過機構的介紹，在荔枝角公園內，
欣賞了一場「印傭姐姐」的歌舞比賽。從這經驗讓我們
了解到，要接觸「印傭姐姐」，必須要進入她們的群體
當中，關心她們的需要，取得她們的信任，才可以建立
關係，從而與她們分享福音。

2010 年初，宣教部轄下正式成立了「探索本地印傭
事工發展小組」。小組在教會中作廣泛的問卷調查，以
了解教會肢體家中聘有印傭的現況，發現本會最少有 20
多個家庭聘請印傭。這些「印傭姐姐」常常在教會中出
現，主要在週五的下午長者團契時段，大約有 3 至 4 位
「姐姐」在休息室中等候老主人；在週六黃昏及晚上團
契，也有 2 至 3 位「姐姐」照顧幼童，目的讓父母可以
參與團契聚會；在主日上午也會看到 3 至 4 位「姐姐」
分別在嬰兒室、幼兒室中，協助照顧她們的少主人；另
外，我們也會在大堂中看到 2 至 4 位「姐姐」陪伴年長
會友一同參與崇拜。

而在宣教教育上，分別在教會刊物中轉載一些有關
回教世界或「印傭姐姐」的見證文章，又在回教祈禱小
組中，定期為「印傭姐姐」的需要禱告。讓弟兄姊妹開
始學習認識我們身邊的「印傭姐姐」屬靈需要。

同年 5 月，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借用本會作為舉辦南
區「恩臨萬邦動力」地點。當日其中一個工作坊名為『宣
教就在家門口』，筆者鼓勵本會宣教部的部員參加這個
工作坊；講員為一家服侍印尼女傭教會的主任牧師，她
帶同她的「姐姐」同工，分享這個本地跨文化宣教異象。
原來這位牧師的「姐姐」同工，都是由她帶領信主，然
後接受門徒訓練，最後成為她的得力同工，協助她牧養
「姐姐」信徒。感謝神，祂賜下合一的靈，讓宣教部成
員們認同，這個工作坊內容擴闊了他們的宣教視野，又
認同要更進一步探討這個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方向。



1. 本會宣教士小虹已於 9月初回港述職兩週，並於 9月

26 日返回工場。

2. 支援差派宣教士小茹已於 9 月回港述職，將於 11 月

中返回工場。

3. 本會 2011 年第四季差傳祈禱會 (「秋季祈禱會」)於

10 月 6 月假「香港浸信會聯會」舉行。

4. 本會於 10 月 11 至 17 日舉辦「緬東訪宣體驗團」，

共有 11 位成員參加。

5. 本會與「國際基督教合唱指揮團」聯辦「The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音樂會，並由「國際基督教慶

典聖歌團」負責獻唱。音樂會將於10月14日(週五)

晚上八時假尖沙嘴浸信會禮堂舉行。歡迎來電 3756-

6406 與羅姊妹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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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部明白到要推動這「本地跨文化事工」，並不
是幾位小組成員可以承擔的，而是要讓弟兄姊妹，特別
作為「僱主」的肢體，先要認同向「印傭姐姐」傳福音
的需要，才能配合事工的推動。為此，宣教部於同年七
月舉辦「印傭姐姐事工」異象分享會，向弟兄姊妹（尤
其是作為僱主的肢體）傳遞這個本地跨文化福音機遇的
信息。香港浸信會差會宣教士陳傳道分享向「印傭姐姐」
傳福音需要；以及一位「印傭姐姐」見證她信主的經過。
但可惜，因時間的不配合，出席異象分享會的人寥寥可
數。

除異象分享會外，宣教部於 2010 年底舉辦「女傭姐
姐家常小菜烹飪班」，因著這個活動，教會與「印傭姐
姐」姐建立了初步互信關係。

2011 年，宣教部把「探索本地印傭事工發展小組」
易名為「發展本地印傭事工小組」，正式開始著手推動
本地跨文化事工。小組有感於向「印傭姐姐」傳福音異
象仍未能在身為僱主的肢體當中傳遞開去，因此有需要
再作異象分享。為了要配合弟兄姊妹的時間，再於今年
2 月中一次主日崇拜後，邀請作為僱主的肢體，與香港
浸信會差會宣教士陳傳道，和宣教部部長有簡短分享。

此次聚會，能成功地向大部分作為僱主的肢體分享向「印
傭姐姐」傳福音的機遇。弟兄姊妹都認同，他們願意透
過放假及金錢支持，來配合教會所辦的「姐姐」活動。
小組認為，要推動這事工，必須先要與一群常常在教會
出現的「姐姐」建立互信關係，因此，於 2011 年端午節
假期，舉辦了「印傭姐姐同樂日」，一班本地跨文化小
組成員與十多位「姐姐」，在南丫島享受了一天的燒烤
樂，進一步建立與「姐姐」的關係。

另外，宣教部將於 2011 年 10 月 23 日，於教會體育
館內，為「姐姐」舉辦「印尼青年節」活動，內容包括
唱歌、遊戲、表演，抽獎、茶點及晚飯等，目的不單只
是接待教會內的「姐姐」和她們的好友出席，而且藉此
接觸南區的「印傭姐姐」。此外，「小組」亦計劃在這
個活動之後，安排不同性質的學習和活動，盼望藉此能
深化與「姐姐」的關係；又營造更多活動空間，為她們
們建立一個既廣又深的友誼網絡。

誠然，在推動本地「印傭姐姐」事工上，我們還處
於一個起步階段，在未來的日子，實在需要神繼續帶領
教會有同一異象，願意以不同活動的方式，接觸「印傭
姐姐」，服侍她們。

6. 本會南島工場「持守使命」祈禱會將於 11 月 18 月假

「香港浸信會聯會」舉行，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與。

7. 本會舉辦之「南島短宣體驗團」將於 11 月 1 至 8 日

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或來

電 3756-6406 與羅姊妹查詢。

8. 本會計劃於2012年 1至 2月舉辦Kairos「把握時機」

宣教生命課程，期望有 20 至 30 位教牧同工或資深信

徒領袖參加。歡迎來電 3756-6403 與司徒傳道查詢。

9. 本會於今年 5月份開始推動「浸傳之友」計劃，歡迎

弟兄姊妹陸續加入，成為本會的同路人。歡迎來電

3756-6406 與羅姊妹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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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傳恩光專欄

連達傑牧師

( 本會總幹事 )

引言
相信大家看見這篇文章題目，必會第一時間在心中

產生一些疑問：什麼叫 Glocal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這
是一個新名詞嗎？它與宣教相關嗎？其觀念是否合乎聖
經的教導呢？……筆者相信，在此有需要先淺介這個名
詞，並其涉及的一些理念。

Glocal 確是近年才興起的一個名詞，在社會科
學、全球經濟學、文化人類學、新聞傳播學及宣教學
等領域，都逐漸看到這個新詞彙的使用。Glocal 是一
個形容詞，它取自本身 Glocalization 這個新興的混
合詞（portmanteau word）。既說混合，自然可知道
Glocalization 是由兩個不同的名詞組合而成；那就是：
Globalization（全球化）及 Localization（本地化、在地
化）。

我們可從以下的簡單方程式，看到 Glocal 是如何產
生的：

Globalization ＋ Localization
              ( 全球化 ) ( 本地化、在地化 ) 
                        ＝

Glocalization（全球 /本地，或全球在地化）
【簡稱 Glocal】

哪麼，究竟 Glocal 當作何解呢？它的意義其實也
不算複雜，就是：既要面向全球，也要面向本地。是以
我們可用「全球 / 本地」這種文字方式來表達，或使用
一種較整合性的寫法 -----「全球在地化」。進一步來
說，每當我們說某個人、群體、單位或組織是「走向
Glocal」時，意思是要指出，其作事的方式，是一方面
「走向全球」，朝向全球各地大肆發展；目的是要建立
大品牌和大系統，是以凡事也講求劃一與類同。但另一
方面她也「走向本地」，就是每當落實目標計劃時，絕
對不會忽略各地方的實際處境和特色風格；是以凡事須
靈活變通，切合實情，不要強求完全一致或墨守成規。
在 Glocal 的概念裏，全球 / 本地二者之間可能產生一定
的張力，但絕對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乃是互相補足
和鞏固。

今試以一個社會例子來說明之。1 香港滙豐銀行
（HSBC）是一間擁有全球金融業務的大銀行，分行遍
佈全球。每當我們出外旅遊或公幹時，都很容易在不同

的國家地區遇見她。是的，她是「走向全球」的一個大
型組織。但我們亦須注意一點，就是當她在各地區進行
種種經濟及金融的業務時，其實她也同時努力去適應每
個地區的獨特文化和生活習慣，為的是更好地融入當地，
以致取得信任，就易於得到更多的利潤。簡單說，就是
不想事事「硬銷」。這正是一種「走向本地」的取向和
表達。香港滙豐銀行曾製作多套宣傳短片，努力告訴大
家：他們雖則走向全球經營業務，但絕對是顧及地區的
民情和文化的。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曾在電視廣告中看過
她所推廣的短片。而這間銀行的營運口號：「環球金融、
地方智慧」（The World’s Local Bank），正好把這種精
神表達得淋漓盡致！無論是中文或英文的寫法，我們都
看見：「環球 / 全球」與「地方 / 地區」之間是互相緊
扣一起的，既互補互助，卻又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這樣，就呈現出一種 Glocal 的形態了。

宣教上的應用
上述 Glocal 的觀念可有助基督教宣教事工的發展

嗎？當然有！起碼有以下兩點：

首先，就是當基督教會帶著異象和使命感，把福音
工作推向全球各地時（即「走向全球」），她當然不應
只顧把福音「上而下」地強行「硬銷」；而是應該盡一
切的努力，在不違背聖經真理的闡釋下，常常顧及各地
區的處境文化和生活特色，然後以一種融入的取態和配
合的形式，把基督信仰展示出來（即「走向本地」）。
就是說，福音工作還必須在不同地區內蘊釀一個「下而
上」的發展進程。這樣，相信就能帶來更大的果效了（企
業組織有此舉是為了得到更多的盈利和威望，而我們教
會則是為了贏取更多人、歸在主名下）！

再者，從事宣教工作者若借用這個「雙向度」（即
全球 / 本地）的思考框架，並略作轉義地去探索和想像
各類宣教工作，就會得到新亮光。意思是說，在現今世
界急速變遷的大形勢下，當教會全力推行全球的宣教工
作，若暫且不去看看前線工場的「本地」，而是回望自
身差傳基地的「本地」時，就會赫然發現，原來自身地
區的文化現況和社會實情，早就出現了另一種宣教的契
機和需要 ----- 本地跨文化、跨族群的福音工作。換言
之，教會「走向全球」固然可作跨文化、跨族群的宣教

走向 Glocal 的宣教群體
       ─安提阿教會



工作，但「走向本地」亦並非沒有這個可能！此時，基
督教會若能有所看見，並且在行動上配合，即兩者兼顧，
就必然進入一種 Glocal 的形態了。本文所聚焦的，正是
這一種的理解。

因此，就如一些宣教學者指出，「“GLOCAL”的
宣教事工是指同時在本地及全球推動外展工作；即大凡
在他方所作的，我們也同時在這裏作。」2 而著名的宣
教學者范榮根（Charles E. Van Engen）更極力主張，
今天健康的基督教會，須以一種 Glocal 風格（fashion）
來進行宣教，就是須主動及同時地投身參與「全球」和
「本地」的宣教工作。他也進一步指出，因著現今「全球」
和「本地」總是息息相關和彼此互動的，基督教會這種
二者「同時並進」的宣教方式，也勢必動態地鞏固了此
種全球 /本地的關係。3

總的來說，走向Glocal的宣教群體，其內涵的意思，
是指一個宣教群體（例如某某教會），願意一方面走向
全球，跨越地域、文化及族群界線，把福音傳揚開去，
叫多人得恩；但另一方面，她也願意同時展開本地的宣
教工作，就是在自己所屬的本土從事跨越文化及族群的
福音工作，目的同樣是叫不同族群同得福音的好處。能
夠有這樣的信仰實踐，她就是一個走向 Glocal 的宣教群
體了！簡單說，Glocal 者既「胸懷普世」，也同時「擁
抱本地」。

安提阿教會是走向 Glocal 的宣教群體 
以上這種 Glocal 的理解，固然值得我們從事宣教工

作的人去掌握和運用，但終究它僅是一種當今現象的分
析結果，還是真有聖經的依據呢？按筆者的思考和詮釋，
它應該是符合聖經的教導的。我們可看見，新約的安提
阿教會就正是如此的一家教會；她是走向 Glocal 的宣教
群體！

1. 安提阿教會「胸懷普世」(徒十三：1-3)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
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
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他們事奉主、禁食的
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
我召他們所作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
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徒十三：1-3)

安提阿身處地中海區域，是繼羅馬及亞歷山大之後
的第三大城市，人口約五十萬。她是一個重要的商業貿
易中心，也是著名的眾多不同族群聚居之處（例如希臘
人、敘利亞人、羅馬人及猶太人等）。上述經文直截了
當地述說了一件事：安提阿教會面向世界，定意差遣有
心者把福音帶出城外，叫更多人（特別是外邦人）得著
基督的救恩。

聖經學者告訴我們，福音傳到安提阿教會中間 ( 徒
十一章 ) 以至他們起來「宣教」( 徒十三章 )，前後估計
為五至六年。4 就是說，起初他們不斷在城內佈道、不
斷栽培；其後耶路撒冷教會差派巴拿巴來堅固他們。過
了不久，巴拿巴更前往大數，邀請保羅加入事奉行列，
作教導的工作，為期足有一年。及後再過了幾年，安提

阿教會內心越發逼切，深深感受到福音事工不能停頓下
來，需要擴展下去。「全教會」5 乃起來禁食敬拜主，
專心尋求主的心意和帶領 ( 徒十三：2)。結果，聖靈就
指引他們要全力宣教，差派優秀的人才保羅和巴拿巴，
離開安提阿城，前往亞西亞、馬其頓及亞該亞等地傳揚
福音。

毫無疑問，這段經文告知我們，初期教會正邁向一
個歷史新里程，就是安提阿教會作了一次「革命性」的
抉擇，願意差派巴拿巴和保羅（即掃羅），離開所屬的
城市，走向遠方宣揚福音真理。這是教會一種「胸懷普
世」的宣教見證，也是教會以全球萬民為念的宣教行動。
尤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從前耶路撒冷教會是在逼迫中
四散而傳揚救恩之道，但今天的安提阿教會，卻是「主
動出擊」；他們並非因逃避患難才把福音帶往遠處，而
是因明白了聖靈的差傳心意，乃積極的踏上宣教路。

若用本文的獨特觀念和語言來表達，我們可以這樣
說，有關 Glocal 中的 “Glo” 層面（即走向全球宣傳
福音層面），安提阿教會確是做到了！

2. 安提阿教會「擁抱本地」(徒十一：19-21)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忽略一點，就是安提阿教會

在自己城內所作的跨越文化及族群的福音工作。意思就
是說，有關 Glocal 中的 “cal” 層面（即走向本地宣傳
福音層面），安提阿教會也同樣是有實踐的！讓我們看
看以下描述安提阿教會傳道情況的另一段經文：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
尼基和塞浦路斯，並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
只向猶太人講。但內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
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臘人傳講主耶穌。主與他們同
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徒十一：19-21)

當安提阿教會仍未差派保羅和巴拿巴作宣教工作之
先（即關乎徒十三：1-3 所說的事），她本身早就熱衷
於城內的佈道工作，這是可從上述經文清楚地看見。但
我們須注意一件事，就是教會所進行的福音工作，並非
只是單線地向自己的猶太族群傳講（參 19 節：「那些因
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
斯，並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
而是另有一條福音戰線開闢在希臘人（希利尼人）中間
的。

第 20 節「但內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
安提阿也向希臘人傳講主耶穌」這句話的意思，是指在
塞浦路斯（即居比路）和古利奈有居留權的猶太人基督
徒（深受希臘文化影響，且能講希臘話的），他們來到
約五十萬人口的安提阿後，感到福音不宜只停留在那些
未信主的猶太人社群中（約有二萬五千人 6），而是應該
向希臘人（就是外邦人）傳講。讓我們特別注意這群猶
太人基督徒如何靈活地傳講福音。一般而言，猶太人基
督徒向未信主的猶太人分享福音時，他們總會強調「耶
穌是基督 / 彌賽亞」（參徒九：22，十八：5，28-- 保
羅及亞波羅的見證）。但由於希臘人並沒有猶太教的文
化傳統，向他們宣講「耶穌是基督 / 彌賽亞」是毫無意
義的。是以這裏就指出，這群猶太人基督徒所聚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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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穌是主」的信息（「傳講主耶穌」），為的是叫
人認定祂是獨一的神。7 這樣的描述也反證了一件事：
福音的受眾是有別於猶太人的族群 ----- 希臘人。

這樣看來，哪是什麼類型的福音工作呢？明顯是本
土的跨文化、跨族群的福音工作，也就是本地的宣教工
作了。這項事工尤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決心才可成就，因
為文化人類學者告知我們，現實中不同文化和族群之間，
通常都存在著一條無形的阻隔界線。

以上兩類的福音事工都甚有果效，因為經文說：「信
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21 節 )，「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
主」(24 節 )。安提阿教會就是這樣，吸引了很多不同族
裔人士來到教會，並逐漸地被建立起來；即教會中不單
有猶太人信徒，也充滿了其他族裔的基督徒。說到這裏，
我們若重讀徒十三：1，便能進一步印證這多元現象的
真實性：「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
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
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按這裏的描述，我們得
知在教會領袖層中，他們的族群和文化背景是複雜的、
多元化的。舉例說，雖然保羅和巴拿巴是出身於耶路撒
冷城以外的、並深受希臘文化影響的猶太人，但西面及
路求卻是來自西非及北非地帶，族裔背景有可能與保羅
和巴拿巴有別的。而西面就更清楚了，因他的別號尼結
（Niger），原意就是「黑膚」的意思，故又可被稱為「黑
漢」。這反映了什麼呢？就是安提阿教會一直以來，都
有在城內進行跨文化、跨族群的福音工作，並藉此吸納
了不同族裔的基督徒，使他們不單成為會友，更成為教
會的領袖。8

從上可見，安提阿教會不僅是「胸懷普世」的教會，
她同時也是「擁抱本地」的神的子民；她是名實相符的
「走向 Glocal 的宣教群體」。

結語
Glocal 是一個新興的觀念和用詞，也是當今世界流

行的思潮或思想方式，其簡單含義是「全球 / 本地」，
是表明擁有這特質者喜歡同時持守著兩個向度：「走向
全球」及「走向本地」。從事宣教事工者毋須懼怕借用
這個概念，因它可幫助我們看透了現今的宣教需要和契
機。固然，沿著傳統宣教思考之路，基督教會須「走向
全球」接觸萬民，向他們宣揚福音（因此教會就需要有
「海外宣教 / 差傳事工」-----Overseas Missions 了，
惟本地宣教工作則彷彿不在考慮之列）。但如今我們有
了這個新名詞的激發，就可增添「走向本地」的思維，
就是說，教會也須同時思考在本地從事向萬民宣教的可
能性。這樣的新穎想法並非無的放矢，或看似「無無謂
謂」。不是的，皆因現今世界急促變遷，神在冥冥中早
就促使很多原住遠方的萬民，已靜悄悄地來到本地本城
內；萬民既就在眼前，我們怎能失諸交臂，放棄機遇，
不向他們宣教呢？增加了新思維，就必有所看見，也必
有機會成為一個「走向 Glocal 的宣教群體」。

但至要緊的，能這樣想並非純因上述的處境因素，
而是聖經因素，就是這種「全球 / 本地」雙向度的宣教
模式，我們竟可在新約安提阿教會的行動實踐上找到典
範。如今，我們透過徒十三：1-3 認識到，安提阿教會是

一家滿有宣教使命的教會，她在聖靈感動下差派了保羅
和巴拿巴，遠去他方，進入外邦人和猶太人中間，從事
首次城外的巡迴宣教，締造了歷史意義。但還有一樣我
們較為忽略的，就是安提阿教會不僅是敢於為宣教作夢，
以走向全球宣揚主名為念，她本身其實一直都關心城內
的跨文化、跨族裔的工作。透過徒十一：19-21，我們見
到教會除了向猶太人傳道外，他們也向希臘人及其他外
邦人分享基督的救恩，以致造就了教會的多元化和多族
群的背景。換言之，她從來都是一家持續走向本地作宣
教的信仰群體。

若要全面地描述安提阿教會，從宣教的角度看，她
應是「全球」與「本地」兼備的教會，她「胸懷普世」，
也同時「擁抱本地」，是一家不折不扣的「走向 Glocal
的宣教群體」了。

但願今天有更多的香港教會以安提阿教會為模範，
願意效法她，差遣更多宣教士及短宣隊走向全球、走向
海外，為主作見證，也同時向居住在香港眾多的少數族
群（例如：印巴人、印尼人、尼泊爾人、菲律賓人、日
本人及泰國人等）宣揚福音，建立信徒群體。若能如此，
我們就必看見：愈來愈多「走向 Glocal 的宣教群體」立
足香江了！

「主阿！求祢在這些年間在香港興起更多 
『走向 Glocal 的宣教群體』！」

(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