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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城市中的寄居者
城市中的寄居者是指從外地來的人，中國的大城
市裡就有很多寄居者。聖經從舊約到新約都有論
及“寄居者”的主題。

一、 以色列人原是寄居者
1. 亞伯拉罕
舊約聖經中的亞伯拉罕大半生都是寄居者。他
離開自己的家鄉吾珥，最後也只是在應許之地
（巴勒斯坦地）作客，甚至在他的妻子撒拉離
世時，他也要向當地人買墳地。這有一點諷刺，
因為神已應許把地賜給他，但他還是要作客。
2. 先祖
以撒、雅各、約瑟，甚至以色列民在外地寄居
的時間也很長。以色列民先有 400 年在埃及，
後來又分散到各地。
3. 閒雜人
猶太民族從一開始的時候，就并非全是亞伯拉
罕的子孫。出埃及記提到在以色列人當中有許
多“閒雜人”，也就是其他民族的人。迦勒就
是一個歸入猶大支派的人，他的爸爸是基尼洗
人。基尼洗是迦南地的一個民族，後來到了埃
及寄居。迦勒的父輩加入了以色列人的群體，
迦勒是第二代人，但他已經成為猶大支派的代
表，作他們的領袖和探子。以色列人本身就是
一個寄居的民族，因此律法很強調如何對待寄
居者。

公平公義地對待他們，不要看他們為次等的、
沒有權利的，而且是來服侍我們的，沒有任何
權利可言。舊約聖經早已明言他們是有權利的，
因為耶和華特別要保護他們。
2. 神恩待寄居者
寄居者不一定是在基層的，迦勒就是一例。他
們可以在自己寄居的群體中成為領袖，以色列
人中也有這樣的例子。但以理和尼希米都是寄
居者，但他們在被擄之後得到神的恩待，不但
成為領袖，更是救贖歷史中有名的人。
3. 寄居者容易被欺負
為什么神要特別吩咐人善待寄居者？因為寄
居者在寄居之地並沒有受到什么保護，所以神
就特別保護他們，更訂立一些條例讓他們可以
得到基本的權利。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欺負寄
居者。

四、 接待客旅
聖經也教導我們要接待客旅，“客旅”是指從外
地來的人。聖經說，如果我們接待客旅，就有可
能不知不覺間接待了天使（來 13：2），像亞伯拉
罕一樣。接待客旅有時是要犧牲的，羅得就是一
個極端的例子，他要犧牲自己來接待客人。
伊斯蘭教受舊約律法的影響，他們的文化也很著
重接待寄居者。中國農村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般較
容易開放自己的家接待客旅，但城市卻越來越城
市化，較少這樣做。不過，中國的大城市裡卻有
很多外地人，例如大學裡有不少從第三世界或其
他亞洲地區來的學生，非洲來的也不少。

五、 信徒本身就是客旅
二、 愛人如己
利未記說要愛鄰舍、愛人、“愛他如己”，這個
吩咐是跟“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一句放在一起的。
因此，所謂“鄰舍”，並不是要好的朋友，而是
“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
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 19：34）“愛人如
己”一語就是從這裡出來的，所以在“愛人如己”
的誡命中，“人”一字最初所指的就是寄居者。

聖經說要善待寄居者，所提出的理由常常是：因
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因此，我們對待
寄居者的態度是要跟他們認同，而不是可憐他們。
當我們信耶穌之後，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也是寄居
的。我們過著寄居者的生活，心中羡慕天上的家
鄉，並且不以地上的家為永遠的家。我們要跟寄
居者認同，因為身為基督徒，我們就是屬靈上的
寄居者。

三、 神看顧保護寄居者
1. 寄居者是有權利的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婦”（詩
篇 146：9）
。我們應看寄居者為社會的一分子，

良友聖經學院《城市宣教》

2

第二課
城市宣教的神學基礎
一、 神對城市的看法
1. 城市是人犯罪後的建設
最初的伊甸園是個花園，城市是人犯罪以後所
建立的，因此城市就跟罪連上關係。
2. 城市也是神所建造的
神在城市的建造過程中有分。例如，以西結書
16 章描述神如何扶植耶路撒冷成為他的新婦。
耶路撒冷是和平之都，是神所愛的，是他為選
民預備的居所。
3. 神要審判城市
世上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完全符合神的心意，因
此神要審判城市。當神審判城市的時候，聖城
耶路撒冷也在審判之列。先知書宣告神要審判
當時許多的城市，包括撒瑪利亞、大馬色等，
但神也要審判耶路撒冷，因為耶路撒冷犯了
罪。
4. 神要在城市中呼喚人回轉
在箴言中，城市是神呼喚人回轉的地方。神的
智慧之聲在城門口、十字路口、城樓上發聲，
這些全都是人聚集的地方。耶穌在世上時，也
花了很多時間在城市里傳道，例如加利利的大
城迦百農、耶路撒冷等。當神要拯救人的時候，
他必定會在城市里呼喊。

二、 城市宣教的重要性
1. 城市裏有許多未聞福音的人
城市是我們要正視的地方。在宣教學中，常常
提到要把福音傳到地極。以前，人們認為要把
福音傳到最偏遠的地方，好像傳得越遠就越
“屬靈”，因為偏遠的地方沒有機會聽到福音；
但今天，在大城市中卻有許多人沒有機會聽聞
福音。
2. 人口眾多
今天是全球城市化最厲害的時刻，全球人口的
50－60％是住在城市中，這是人類歷史前所未
有的。現在的城市都是超級大城市。
3. 城市宣教是有效的策略
a. 保羅的榜樣
有一位宣教學的學者指出，保羅的宣教旅程主
要是針對當時的大城市，例如以弗所、帖撒羅
尼迦、雅典、腓立比等重要城市，而他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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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就是羅馬。羅馬書是保羅在哥林多的時候
寫的，羅 15：19、23 說：“我從耶路撒冷，
直轉到以利哩古，到處傳了基督的福音……但
如今在這裏再沒有可傳的地方”，因此他要轉
到西班牙去。保羅好像很誇口似的，因為他只
是去了一些大城市，就說再沒有可傳的地方了。
其實保羅傳福音是有策略的。他在每個地區的
大城市傳福音和建立教會，然後就離開，要到
其他大城市去。
b. 城市的影響力巨大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從來都是城市影響農村，
遠遠多於農村影響城市。因為人在城市里會受
到很多衝擊，也接收很多資訊。例如現在到城
市工作的民工會把很多東西帶回農村，而不是
相反。從影響力的角度看，城市是佔了優勢。
文化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也是更基本的。
c. 初期教會的榜樣
在初期教會中，耶穌的門徒也是在不同的城市
中傳福音，並且是在巴勒斯坦地以外的。

三、 城市宣教的概念
1. 城市宣教概念的出現
在上世紀 80 年代，出現了城市宣教的概念。
當時美國的大城市因為人口湧入，出現了一個
所謂“內城”的現象，就是城市中出現了很多
貧窮的人，如黑人、吸毒者，他們在內城生活，
而白人就逐漸離開，搬到郊區，也就是所謂高
尚住宅區。教會也隨著他們搬到郊區，內城就
成為沒有教會的地方。這個現象帶動教會作一
些神學反思，認為教會要重回城市，回到城市
的中心點。城市宣教探討教會怎樣在城市中作
鹽作光，以信仰影響社區。
2. 單元發展
a. 概念
在城市和農村宣教是不一樣的。農村是一家一
戶的，人數也少，可以一條村子來牧養；城市
卻人口眾多，可以作“單元發展”，也就是城
市裏可以有由不同階層或特質的人組成的教
會，或者在一間教會中同時有基層人士的崇拜、
青少年崇拜、老年人的聚會等。
b. 增長較快
單元發展的教會有較快的增長。有一個教會增
長理論叫“單元增長”，認為如果一個人來到
教會後，教會裏的人跟他的背景差不多，他就
很容易投入這間教會。這“單元增長”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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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裏是最容易實踐的。不同形態的教會可
以吸引不同形態的人，例如就業的年輕人有他
們的教會，基層人士有基層的教會。在城市中，
人口密度高，每個單元都可以有足夠的人數。
這是城市宣教的特色。
c. 城市的獨特需要
城市有單元發展的需要，因為城市幾乎是 24
小時運作，沒有休息的。有些人要在晚間工作，
或者輪班，例如電力公司僱員、醫護人員、餐
飲業人員等。因此，教會就有不同時間的崇
拜。
3. 顧及多元的合一
在單元發展之中，也不可以忘記多元的合一，
否則教會就會設置很多門戶，出現排他的情況。
在城市宣教中，網絡或資源共享的概念很重要。
例如，有一間教會在每個主日的下午都有不同
語言的小組，但另一方面他們卻有多元的合一，
就是每個主日早上都有英語崇拜，因為英語是
他們的共同語言。
4. 新天新地新城市
單元發展可以有較快的增長，也可以較深入地
服侍人的需要；而多元卻預示了新天新地的情
況。在創造的時候，伊甸園是個花園，但在最
後的救贖裏，出現的卻是個城市。這城市是多
元的，裏面有多族多國多民多方的崇拜。因此，
教會維持多元的合一是神的心意，讓我們可以
預嘗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味道。

第三課
城市宣教的藍圖
城市宣教除了可以用單元和多元來作分界外，也
可以用“小眾”與“大眾”來區分。

一、 小眾
城市裏有很多小眾群體，他們可能是隱藏的群體
或邊緣群體等。我們可以從 3 個角度來區分這些
群體。
1. 背景
從背景看，寄居者是邊緣群體之一，因為他們
在城市之中，但不是主流的人。寄居者也可以
分開不同的類別，例如民工、少數民族，或者
從不同國家來的人。他們的宗教也許是邊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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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穆斯林。
2. 弱勢群體
大城市很發達，有很多物質和錢財的流動，但
當中有些人因為是弱勢群體，就被邊緣化，例
如殘疾人士。中國很多地方也沒有服侍殘障人
士的概念，以致他們往往被迫留在家中，成為
隱藏的群體。另外，貧窮人、老弱孤寡、精神
病人、流浪漢等也是弱勢群體。
3. 行為偏差的人
例如吸毒者、病態賭徒、酗酒者、妓女、囚犯
等。

二、 大眾
城市人口密集，教會可以針對不同群體的需要，
提供牧養或傳福音。這是城市教會的優勢。我們
也可以把“大眾”分為不同的群體，也就是單元
化，下面是一些例子。
1. 學生、青少年
他們的需要跟中年人、老年人不同。例如有些
大學旁邊會有專門服侍大學生的教會，但這些
教會的成員會流動得很快，每隔幾年便“大換
血”。
2. 中年人
有些教會特別服侍有孩子的家庭，著重親子教
育、親子關係，并以此吸引人來聽福音。
3. 中老年人
例如台灣的“讚美操”就特別吸引中老年人，
并傳入了國內。城市教會可以藉著讚美操傳福
音。在香港，讚美操就吸引了很多中老年的婦
女。她們本來常常留在家中，面對空巢、更年
期、健康等問題，很容易心情憂鬱，但學了讚
美操之後就活潑起來，又參加教會的聚會、信
主和帶領家人來教會。
4. 商人
在一些大城市裏有商人團契、工商團契等。例
如，香港的商人團契經常舉辦早餐禱告會，互
相鼓勵、扶持，因為從商的壓力很大。也有些
機構定期為商人舉辦午餐或晚餐聚會，通過見
證、分享來傳福音。
5. 在職場工作的人
教會或機構鼓勵上班的人在工作的地方作見
證，例如在公司裏開小組，彼此代禱、查經等。
這些小組可以讓他們彼此支持，也可以傳福音。
有些基督徒老闆會在工廠裏設立圖書館、康樂
中心，也會辦一些活動、興趣班等，和民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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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福音。
另一方面，“大眾”是指整個城市的文化、潮流、
信息、傳媒等。從大眾的角度來宣教，最主要是
透過媒體，如網頁、手機、QQ 群、微信等大眾平
台，可以轉載一些採訪、文章、見證。大眾平台
可以有無限的潛能。

第四課
城市宣教范例之一：關注貧窮人
中國的貧富懸殊問題十分嚴重，可能有超過一億
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有一些人的確富起來，但
有不少人還是在非常貧窮的狀態中。在貧富懸殊
的情況中，要服侍窮人更加不容易。

一、 聖經論貧窮
1. 貧窮與罪有關
當人犯罪後，地被咒詛，人要勞苦耕種才能活
口。羅 8：22 指出，自此萬物都歎息、勞苦，
直到如今。在律法書的末段，摩西也清楚地宣
告，以色列民是否敬畏耶和華，會直接影響經
濟和政治的興衰（申 28 章）。
2. 貧窮可能是因為社會的罪而非個人的罪
有時貧窮並非因個人的罪，而是因為社會的罪，
也就是人被罪所傷。在貧富懸殊的環境中，一
個人會因為被欺壓剝削或社會環境的原因而
不能富起來。有些無權無勢無財的人會被邊緣
化，沒有能力富起來，因為所有資源都投放在
富人身上，或者被富人所掌控。窮人不一定是
罪人，而是“被罪”的人，也就是被罪所傷的
人。成功神學卻認為，只要我們祈求神，他就
會給我們各方面的福氣和富足。他們以為，成
功就是因為愛神，不成功是因為不愛神。這是
把問題簡化了，也是對貧窮人的第二度傷害。
3. 神憐憫看顧貧窮人
詩 146：6－9 說：“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
中的萬物，他守誠實，直到永遠。他為受屈的
伸冤，賜食物與饑餓的。耶和華釋放被囚的。
耶和華開了瞎子的眼睛。耶和華扶起被壓下的
人。耶和華喜愛義人。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
持孤兒和寡婦，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這是
神的宣言，也是主耶穌在世上時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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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耶穌自甘貧窮
主耶穌本來是富足的，卻為了我們而成為貧窮。
他生在馬槽，一生貧窮漂泊，無枕無窩，偶爾
也會赴宴，變水作美酒，但大部份時間都是過
一個物質非常缺少的生活。
5. 主耶穌要求門徒自甘貧窮
主耶穌自甘貧窮，他也要求門徒自甘貧窮，撇
下物質的豐富，加入天國的團隊。在基督教的
傳統中，要奉獻給主，就要過一個自甘貧窮的
生活，學效基督。
6. 富者不能漠視社會上貧窮和不公義的問題
舊約的先知不斷提醒以色列人要秉公行義，不
能欺壓貧窮人。
7. 要留意地方教會裏的貧富不均
雅各書提醒教會，如果看見貧窮人，就不可以
說：“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們穿得暖吃得飽”
（雅 2：16）
。這是不行的。如果看見弟兄姊妹
有缺乏，就要幫助他們。
8. 要捐助世界各地的貧窮教會
例如新約的馬其頓教會把捐款交給保羅，讓他
帶到耶路撒冷，因為那裏有很多貧窮人。他們
關心其他地區的弟兄姊妹的貧窮問題。中國一
些城市中的大教會也有這樣做。

二、 教會的社關工作
1. 用耶穌的角度看社區
教會要留意社區裏的貧窮人，并為他們做一些
事，就像耶穌道成肉身去幫助人。神把我們放
在一個社區，就不可以閉著眼睛不看社區裏的
問題，反而要用耶穌的角度來看這個社區－如
果耶穌來到這個社區的時候，他會有什么感
覺？
2. 社區走禱
要提升對社區裏窮人的關注，教會可以嘗試
“社區走禱”，也就是繞著社區走路，一邊走，
一邊禱告。社區走禱跟一般走路的不同之處在
于：
a. 走得很慢、很慢（可能每小時只走 100 米）
b. 以敬拜禱告開始
c. 兩三個人一起走
d. 定期進行，例如每兩個月一次
e. 為社區裏的每個人和看見的每棟樓宇、商店祝
福禱告
社區走禱會讓我們對自己的社區有個不一樣
的感覺。在走禱的時候，可能會對一些群體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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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了關懷之心，而且這些群體是教會有能力牧
養的。我們應該求神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
見一些弱勢群體的需要，因為每個社區的情況
都是不同的。教會要按自己的情況，選擇一些
群體來服侍，例如獨居老人、民工、民工的孩
子、留守家庭等。
我的教會就是因這樣的走禱，開展了關顧流浪
漢和菜市場小販兩項事工。我們選擇關顧菜市
場小販，因為教會裏有不少醫護人員，而那些
小販很多都有筋骨勞損的問題。弟兄姊妹便教
導他們如何改善姿勢和保護自己。要進入社群，
才能發現他們真正的需要。
3. 服侍的態度
在幫助他人時，要有尊重對方的態度，不要以
救世主的角度來矮化對方，不要自以為是單方
面的給予者。相反，要以學習、交流的態度來
服侍，明白這種文化的跨越反倒可以豐富我們
自己的生命。這樣的態度適用於所有的宣教行
動。

第五課
城市宣教范例之二：關注殘疾人
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們每個人都有殘疾，都是不
完美的；但有些人的殘疾會影響正常生活，所以
稱為殘障，例如失明的、失聰的、弱智的（智力
障礙）
、患精神病的（精神障礙）等等。教會需要
特別考慮殘障人士的需要，幫助他們融入教會。

一、 建立正確的觀念
我們要破除舊有的、似是而非的觀念，建立正確
的看法。
1. 天生殘障的人也是神美好的創造
無論生下來就是殘障的，或者到了某一個年紀
才出現問題的，我們都要從神的角度來看他們，
確定他們既是神所創造的，就是美好的，是我
們要擁抱的。約翰福音 9 章提到一個生來瞎眼
的人，門徒問：“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
他父母呢？”但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因為
背後假定是由於有罪才會這樣。耶穌說：“也
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
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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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看顧軟弱的人
軟弱的人是神所擁抱的。聖經一直教導我們，
神要扶持卑微的人，叫有權勢的羞愧。
3. 殘疾人士可能是受害者
有些人的殘障是後天造成的，例如意外、生病
等，因此他們很可能是受害者。沒有人可以知
道自己明天會不會遇到類似的意外，也成為殘
障。如果殘疾人士是因意外造成殘障，我們只
能說神在這事當中，縱然我們不明白，但因為
相信神就是愛，所以繼續去愛他們。
西方社會對殘疾人士的保障遠遠超過第三世界，
例如有很多為殘疾人士而設的設施。這是因為他
們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知道人人在神面前都是
平等的，因此會為有特別需要的人做一些額外的
事。基督徒要影響文化，如果我們在這方面做得
好，這本身就是生命的見證，讓社會明白神對殘
疾人士的心意。

二、 神自我限制
“殘”帶來障礙，也就是限制；這樣看的話，神
是“自殘”的。他的道成肉身其實是自殘的過程，
是個自我限制的過程。他本來是有大能的、完全
自由的，根本不需要受到肉身的限制，但他自願
限制自己。
啟示錄形容基督的時候，並不是強調他的完美，
而是強調他是“被殺的羔羊”。在啟示錄 5 章，
約翰本來以為會看見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卻看見
“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在神的計劃中，
耶穌不但自我限制，這自我限制的記號後來更轉
化成榮耀的記號，並且這“殘障”的記號將來在
天上也會一直保留著。有學者就指出，我們的神
是個殘障的神（the disabled God）。

三、 教會如何服侍殘疾人士
1. 服侍的態度
幫助殘障人士時，不要以為這是單方面的付出，
反而應該用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對方幫助了自
己。如果我們這樣反過來看的話，可能會發現
有殘障的是自己，而不是對方。殘障人士懂得
用另一種觸感來接觸世界，而我們在那方面卻
是“殘障的”。因此，沒有殘障的人跟殘障人
士是平等的。我們幫助人的時候，不能單單說：
“我幫助你”，卻應該說：“我也請你幫助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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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動建議
a. 選定範圍
教會如果要服侍殘疾人士，首先要選定服侍的
範圍，因為不能全部都做。要看看有什么樣的
人在教會中出現。我的教會就有一些要坐輪椅
的人，但他們的智力是正常的，所以我們就發
展這方面的工作，服侍要坐輪椅的人，例如成
立殘障人士團契。
b. 設施的配合
教會在設施上也要改善，方便殘障人士進出，
例如在樓梯旁邊要有斜道，要擴闊衛生間等等。
在經費上是需要多一點，尤其是第一次的投資。
但這樣做是對殘障人士的祝福，也是對他們的
家庭的祝福；而他們在教會當中，也是對教會
的祝福。
c. 其他
有些基督徒願意聘請殘疾人士工作，有些基督
徒則專門訓練殘疾人士工作和謀生，這些行動
都讓他們能夠成為社會上正常的一分子。有些
教會設有手語翻譯，讓失聰人士可以一同敬拜，
如此，教會的生活就更豐富了。

四、 小結
殘障人士在中國是個龐大的群體，也是個隱藏的
群體。教會服侍殘障人士，就是對社會一個無聲
的福音宣告。
對於一些根本不能離開家門的殘障人士，教會就
要到他們中間服侍他們，並且是固定的、主動的。
這個概念就是“無牆的教會”。
在香港，教會傳統上或一般都會投放資源在教育
和醫療方面；對殘障人士的服侍更可以說是基督
教的記號。教會在這方面所做的，比任何一個宗
教所做的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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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城市宣教范例之三：
關注吸毒者和艾滋病患者
吸毒和艾滋病在中國是嚴重的問題。社會大眾不
願意面對這方面的問題，因為這是不光彩的，但
如果問題爆發出來，就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一、 服侍吸毒者
1. 香港的福音戒毒工作
a. 晨曦會
福音戒毒在香港有很長的歷史，最早的福音戒
毒機構是晨曦會。在上世紀 60 年代尾，創辦
這個機構的牧師在佈道的時候遇到一些吸毒
者，受到挑戰說：“如果福音是有能力的，你
們可否解決這個問題？”於是他便進入吸毒
者中間，服侍他們幾十年。
b. 政府過去的處理方法
當時香港政府還沒有正視戒毒的問題，處理吸
毒者的方法只是把他們抓起來。吸毒者在監獄
中仍可設法買到毒品；即便他們在獄中沒有吸
食，但心癮還在，一旦獲釋就立刻再吸食。政
府最初並不相信福音戒毒，後來才改變態度。
因此，教會比政府更早正視這個問題。
c. 福音戒毒的成效
如果不是用福音，是很難幫助人戒毒的。吸毒
者浪子回頭的故事，最能夠在這個罪惡的、黑
暗的世界中彰顯福音的能力。吸毒者心靈空虛、
不滿足，福音正好使他們的生命完全，更新他
們的心靈。
2. 建立正確的觀念
a. 耶穌跟罪人和稅吏為友
不要單單認為吸毒的人是行為偏差、是犯罪，
就遠離他們。當所有人都只懂得定他們的罪時，
我們就要想一下耶穌是怎樣看待他們的－耶
穌跟罪人和稅吏為友。
b. 他們是被罪所傷的人
吸毒者往往是因誤交損友、被引誘而吸毒的。
吸毒，不但是個人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吸毒
者一方面是犯罪的人，另一方面也是被罪所傷
的人，所以我們應該對他們多一點諒解和包容。
現在的吸毒者越來越年輕，毒品也越來越普遍，
更有一些相當便宜的軟性毒品。青少年人還沒
有足夠的意志力抗拒誘惑，加上受社會風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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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例如居住環境、家人也可能吸毒等，就
很容易受引誘。
3. 教會如何服侍吸毒者
a. 教會可以參考前人所做的，不須從零開始。可
以跟有經驗的人交流和讓他們指導。
b. 客觀條件的配合：在教會中間有沒有吸毒的人？
或者弟兄姊妹有沒有吸毒的家人？教會所處
的社區是否有很多吸毒者？更重要的是，有沒
有對這方面有負擔的人？也就是他們有神的
呼召、有“放不下”的感動，并願意長期投身
服侍。

二、 服侍艾滋病患者

看看神有沒有同樣感動他們，然後才開始做。
不論是服侍老弱孤寡、職場上的人、學生、行
為偏差的人、寄居者，都要先尋求神，看看他
把哪個群體放在教會中間，而不是什么都做。
3. 建立教會之間的網絡
由於教會是合一的，因此可以一間教會做一個
項目，另一間教會做另一個，并建立起教會之
間的網絡。例如我的教會是服侍青少年的，如
果發現有一些吸毒的人，就可以轉介到另一間
教會。教會之間必須建立網絡，分享資源、彼
此支持。合一、網絡是城市宣教的重要基礎。
不同教會的同工和同工之間應該有良好交流，
互相支持，彼此合作，一同擴展天國。

1. 艾滋病在中國的情況
大約 20 年前，中國開始有很多艾滋患者，這
是因為賣血所致。現在染病的原因卻是因為吸
毒時共用針筒，或者進行危險的性行為後得病，
並在病毒的潛伏期內再傳給家人。目前在邊界
或西南的地方，艾滋病十分嚴重，就是因為有
很多流動人口，加上吸毒、危險性行為等問題。
另外，艾滋患者也不敢讓人知道自己患病。這
跟教育和社會的接納程度有關，卻會使情況更
嚴重、更難控制。
2. 教會如何服侍艾滋患者
如果及早發現患病和定期服藥，病情是能夠控
制的，甚至可以再活 20 年及保持工作的能力。
因此，面對艾滋病，最重要的是正視它；如果
逃避處理，只會引發更大的問題。艾滋病跟吸
毒、賭博、酗酒一樣，個人的悲劇會成為家庭
的悲劇。教會群體如果正視問題，并接納患者，
幫助他們康復，就可以讓艾滋患者走得更遠。
教會除了是聖徒的聚會所之外，也是罪人的集
中營。每個人都是罪人，只是大家所犯的罪不
一樣而已。我們同是罪人的概念很重要，可以
幫助我們接納罪人。

三、 結語
1. 一間教會只做一個項目
教會不要自以為可以拯救全世界，什么都做。
一般來說，一間教會只可以做一個項目。
2. 尋求共同的感動
怎樣選擇應該做什么呢？最好就是從教會能
夠接觸的範疇開始，看看神有沒有感動弟兄姊
妹，并且不是感動一個人，而是感動整個群體。
如果教會的領袖有感動，就要跟其他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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