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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每年一近初夏，教會裡的大學生就開始興奮了起來，原因無他，就是期待已

久的中國校園「短宣」要開始了。所謂的「短宣」就是短期宣教的簡稱，從西元

二零零一年開始，我們教會1每年都會利用暑假時間派出一群大學生基督徒，進

到中國內地的不同城市去傳福音，為期一到兩個月。 

    對這群大學生而言，這可是一件人生中的大事。有許多參與者甚至是從小到

大第一次搭飛機、第一次辦護照，更不用說要長時間離開家裡舒適熟悉的環境，

去到一個不同的環境，沒有導遊、只剩彼此、單靠上帝，去實踐他們信仰上渴望

的旅程。 

    跟這些年輕火熱的基督徒在國際機場候機時，很難不注意到他們出發前既高

漲又複雜的情緒。些許稚嫩、卻又帶著志氣的臉龐，透露著對於此行的心情。他

們有時低頭演練著繁簡中文的對照表，深怕語言不通被當成肥羊宰了，有時又兩

兩走到一旁，去為這次傳道之旅得以豐盛收割而禱告。不只是我這個幫他們作行

前激勵的學長牧師很以他們的勇氣為榮，他們其實也深深的覺得自己在作一件很

了不起的事情。他們都很喜歡讀《聖經》使徒行傳裡那些傳道的故事，雖然平時

也常常傳福音，但是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一切似乎就變得很不同。這一天，提

起自己的行李與夢想、踏上新的土地，他們就成了那群使徒，要開始敘說自己的

傳道故事。 

    《商業周刊》的一篇文章<放大你的格局，人一輩子要有一次壯遊>，很能

                                                 
1我所任職的台灣國際基督教會，是一個非常注重校園福音事工、也受神祝福持續成長的教會。從 1991年傳道團抵台至 2006年底，教會從 12人成長到超過 600個基督徒，其中有一半是受洗自大學團契。這段期間，台灣國際基督教會共差派了 10個傳道團至台灣與中國大陸，因此每年的校園短宣就是從台灣派遣大學生基督徒去支援中國教會的校園福音事工，並希望此歷程也能回過頭來對參與的大學生基督徒產生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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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描述這種胸懷壯志的心情，作者為這樣深度的體驗旅程下了一個浪漫的註解：

「有一種旅行，方法很貧窮，卻可以改變人的一生。這種旅行…就是 Grand 

Tour──壯遊」。（陳雅玲，2007）文章中提到了壯遊的定義： 

 

壯遊，指的是胸懷壯志的遊歷，包括三個特質：旅遊時間「長」、行程挑戰

性「高」、與人文社會互動「深」、特別是經過規畫，以高度意志徹底執行。

壯遊不是流浪，它懷抱壯志，具有積極的教育意義。它與探險也不太相同，

壯遊者不侷限於深入自然，更深入民間，用自己的筋骨去體驗世界之大。 

 

  這樣的旅程有清楚的目的，但卻與預先設計好的套裝行程大不相同，它是一

個開放的故事，不是由旅遊參與者來主導所有的腳本、而是與旅程中相遇的人事

物來共同編寫。楊牧在《一首詩的完成》中提出他心目中「壯遊」的藍圖： 

 

年輕人出門旅行不應該純粹是為了休閑遊樂，必須帶著嚴肅的尋覓著什

麼，嘗試著什麼的心情，帶著探索的甚至冒險的心情，到深山大澤中，到

遙遠的國度，以一種學習觀察的誠意去體會，在那陌生的世界裡，無論洪

荒山水，遠古的遺跡，或當代熙嚷的另一文化社會裡小小的市集、街道、

碼頭、車站，去吸取知識點滴，用以榮養關懷與想像，使自己能在成長的

過程裡正確地把握到豐富的人生素材，充實地理和歷史的資訊，從而落筆

創作或面對其他生存活動時，有一份更開闊廣泛的覆按。 

 

對於參與短宣的基督徒來說，除了文化人文的衝擊之外，他們更期待自己的

信仰在這個過程中能夠有深刻的體驗。事實上，在我們的經驗中，這信仰的壯遊

從來也沒有令人失望過。 

  每當短宣隊伍返回台灣，他們總是迫不及待地要與大家分享他們的冒險、還

有那些讓他們感動的故事。聽故事的人也是迫不及待，彷彿自己也融入了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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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教會聽聞傳道人帶回來好消息的情境一般。除了分享這些故事之外，我也常

常聽到許多人觀察到他們的不同「哇! 他成長好多!」，甚至他們自己也會意識

到自己的改變「我覺得我開始有中國傳福音的夢想了！」 

  每次短宣結束之後，我們在傳道策略上都有許多的學習與討論，但除此之外

我也對於這些基督徒們的經歷與成長，感覺到非常好奇。許多問題常常縈繞我

心：參與的成員在出發前彼此也都很熟悉，為何經過短短一兩個月彼此關係會感

覺那麼不同？在台灣也是很努力在傳福音，為什麼換一個地方做類似的事情就會

感覺很不同？本來他們也是常常在禱告，為什麼到了中國禱告起來體驗特別強

烈？到底短宣這個情境有什麼樣的魅力，使得基督徒得以在過程中，經歷許多非

比尋常的信仰體驗？ 

  這個研究並非要尋找一個普遍性的原則，或者建立某種可重複操作的機制。

透過這個研究，我希望可以對於我們教會的短宣經驗有更加深刻的觀察與描述，

並藉由詮釋現象學的方法論來再現短宣生活經驗的意義層面，以及回答以下問

題： 

1. 短宣的生活經驗在參與者的信仰中造成了什麼影響? 這些影響能夠持續嗎? 

2. 短宣的生活經驗如何對於參與者產生影響? 有哪些生活經驗特別對於參與

這產生意義？ 

  我期盼這個研究可以在宗教經驗的討論中，提供一個案例式的觀察，這樣的

觀察並非田野式的探究、也不是神秘經驗的敘說，而是信徒經驗中可理解並且對

於信徒而言具有強烈感受與意義的觀察。我也希望這個研究得以幫助我們，在如

何使用詮釋現象學的方法論去解釋經驗與意義的生成過程中，得到宗教學上有意

義的領會。 

  對於關心如何組織短期宣教團的差會領袖而言，本研究並不企圖在福音策略

與效果上多做探討，但是細心的讀者們將從本文中，對於人們如何在特殊情境下

透過生活經驗感受到強烈的宗教意義，產生更為深刻的觀察。相對於單從量化結

果來衡量短期宣教的實證觀點，我期盼本研究也可以為短期宣教規劃者或者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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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提供不同的思維。 

 

第二節 中國宣教的歷史與特殊情境 

 

  本研究中所涉及之短期宣教模式，為特別在中國政治與宗教管制之下的產

物。要了解為何採用此模式，必須先對中國宣教的歷史有概略性的了解，才比較

容易進入本研究的脈絡之中。 

  一般認為，基督教於唐朝以「大秦景教」之名初次傳入中國，景教曾經在當

時相當流行。景教在中國建有很多教堂，深受佛教感染的中國人稱之為寺廟，傳

教士的影響多在教堂之內，並不深入民間。當時景教的傳播方法，從景教碑文裡

可以看出兩種：一為翻譯經典、一為醫治疾病。（王治心，1959）當時所翻譯的

經典，多以佛教語言來書寫基督教的教義，所以景教有一段時間一直被認為是佛

教的一支，甚至唐武宗在會昌五年，因為聽信了道士的話而發出一道嚴厲的滅佛

詔諭：「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為金寶之飾…今天下

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見唐書卷八十）結果不僅是佛教，

連其他外來宗教如景教也一同被滅絕了：「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

尼二十六萬餘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四千萬頃，收

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明顯外國之教，勸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

還俗。」（見唐會要卷四十九）。政治力影響基督教發展的例子，不只是在唐朝，

其後的元朝、明朝、清朝，乃至於現代的中國，都處處有著政治與傳教士的角力。

然而政治之力雖大，卻永遠也無法根絕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 

  十八世紀初以來，基督教在中國一直斷斷續續地遭到迫害，但並未因此絕

跡，羅馬天主教傳教士也沒有完全被驅逐出去。由於 1844 年、1858 年和 1860

年條約有關條款的結果，西方傳教士再次來到中國，而其當務之急是恢復對倖存

的基督教群體的控制，因為這些群體仍然是天主教力量的來源。儘管第一個新教

傳教士早在 1807年就已來到中國，但大量的新教傳教士一直等到 1844年以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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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中國大陸。（McManners，1990）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參與建立學校和醫院，

參加救濟災民。他們從事這種世俗工作的基本動機在於為傳播福音開闢道路。然

而，一些新教傳教士顯然視中國的社會改革為自己的使命，甚至視其為成功地傳

播福音的基本前提，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也有一些傳

教士如內地會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以深入並挑戰中國傳統的

方式來傳揚福音，無論用什麼方式，他們都對於中國的福音運動產生了極大的影

響。雖然如此，中國並未成為一個基督教的國家，在這當中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正

困擾著傳教士們，那就是中國人對於西方列強的民族主義情感。 

    西方列強侵略中國，與傳教士得以開方便門深入內地，有很大的關係，然而

這樣的關係也使得中國人對於基督教產生複雜的情緒。民國初年許多知識份子因

對西化改革的興趣，而開始對基督教也產生興趣。然而差不多在一九二○年代左

右，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也是民族主義最高漲的時期，中國出現了激烈的

反基督教運動。激進派和民族主義者對基督教大加譴貴，稱它是非理性洪流，是

改革的障礙，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同伙。這時，傳教士們與中國基督徒試圖對抗這

些攻擊，使自己同帝國主義拉開距離。在基督教內部，也因此產生了許多對基督

教「本色化」與「處境化」的辯論（林治平，1993）。中國基督教協進會沈以藩

牧師在一九八八年對於「本色化」與「處境化」有以下的看法：「處境化，它包

含本色化，但除了怎樣和我們傳統的文化相結合外，處境化更著重我們的神學思

考與我們所處的現實環境，以及現實的社會變革的關係。但是，我們還更應當看

到，中國的神學思想還必須能夠回應我們現代中國所處的政冶、社會、經濟文化

的巨大變革。這也許是我們神學思想要處境化的一個全部的意義。」這些辯論不

只在神學思想上拉出了光譜，也促使中國的福音運動在策略與內容上不得不做出

改變，來與帝國主義的包袱脫離關係。 

    國共內戰後， 1949年共產黨取得了勝利，中國基督教的情況又再發生了變

化。共產黨人表面上允許宗教信仰自由，但實際上卻懷疑中國的基督教和外國的

帝國主義有所勾結，尤其是當他們考慮到梵蒂岡和美國的反共立場時，更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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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隨著 1950-1951年國際緊張局勢的加劇，外國傳教士或離開中國，或被驅逐，

有的甚至被關進監獄。與此同時，中國基督教的主要領導人對國民黨失去信心，

對實際變革的可能性持樂觀態度，試圖同共產黨政府達成和解。他們發布「基督

徒宣言」鼓勵基督徒在宣言上簽字。1951年，三自(自治、自養和自傳)愛國運動

會建立，吳耀宗當選為主席。著名的基督徒都接受了再教育，那些持強硬態度的

本地教會團體成員則處境艱難。到了 1952 年，中國境內的基督教團體與外國組

織的所有聯繫完全斷絕。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對基督教活動的限制逐漸增加。所有宗教都成

了眾矢之的，教堂被關閉(或作他用)，聖經被焚燒，神父和牧師被送到勞改營接

受再教育。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進行公開崇拜活動，國外的人們都認為有組織

的基督教在中國肯定已經不復存在。然而，由於普通基督徒形成“家庭聚會”，

在成員家中輪流進行秘密崇拜，基督教信仰不僅沒有中斷甚至還有所發展。隨著

宗教形勢開始解凍，尤其是 1979年重新允許公開崇拜後，這一點變得更為明顯。

在政治力強勢的管制之下，不論是基督教還是天主教，在中國都存在著「官方」

教會與「地下」教會的分別。雖然如此，也有部分人士認為現在的官方三自教會

並非像外傳的那樣，只是政府管制宗教的工具，不能擁有宗教的自由。（全威，

2006）然而，快速發展的地下家庭教會管不了那麼多，不與三自教會合作也不倚

靠外來的傳教士，仍然持續地在傳福音，使得這些福音運動遍及中國。關於中國

基督徒的人數很難估算，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有的說至少有八千多萬（Aikman，

2003）。三自愛國運動和中國基督教協會 (簡稱「兩會」)在 2002年的數字是約

一千五百萬。而在海外機構中，《愛德通訊》（Amity News）著名的 1997年統

計數字則在一千萬到一千三百七十萬之間。有許多網上資料指中國信徒有五千萬

以上，甚至有些數字超過一億。香港宣道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蔡少琪在基督教時代論壇指出，中國新教信徒數字只可能在二千萬左右，

基於多種因素，外間的數字很可能嚴重高估。 

    雖然中國大陸官方實行無神論宣傳教育，但是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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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宗教信仰自由。共產黨政府制定《宗教事務條例》，規定宗教活動只能在政府

登記的宗教場所進行，否則為非法。另外，有一些條款，例如"禁止在登記場所

以外的場所傳教"、"外籍人士除非受邀請不准傳教"、"跨省宗教活動需經嚴格審

批"等等，實質上與憲法上"宗教自由"的條款相矛盾。無論如何，這些規定還是

抵擋不了以各種名義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更不用說中國為了經濟發展而實施改革

開放，給國外傳教士有相當多的機會與中國人接觸。然而政府嚴密的管制監控仍

在，所以西方傳教士也在策略上有所變化。在中國這樣嘗試開放卻又處處想要嚴

加控管的處境下，短期宣教（short-term mission，簡稱短宣或 STM）成為一個很

重要的傳福音方式。面對可能遭遇的宗教逼迫，短期宣教的參與者也因此體驗到

一種面對未知的緊張與恐懼，但又能親身經歷「為義受逼迫2」的感受，這樣的

張力經驗與中國這個特殊的政治宗教情境有很大的關係。 

在進行本研究的同時，因為本文所提及的短宣模式已經逐漸打開中國校園的

傳道大門，所以此時正在內地籌畫一個秘密的聚會，要讓幾百位來自中國各地的

宣教士與大學生基督徒彼此碰面激勵。然而在中國這樣的聚會實在太敏感，因此

主辦單位必須要求大家使用許多躲躲藏藏的方式來互動，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

煩。看看這次聚會提供的安全須知，就可以感受這種緊張的氣氛： 

 

每個地方都必須聚集你們所有來參加的人預備以下安全須知，預備後發短

訊告訴我們已經預備了。  

� 這次我們是以 XX聯誼會3的名義來搞活動，來的人只有兩種身份「老

師」、「學生」；請定位好你自己的身份； 

� 來前不要告訴家人、朋友、同學，有關這次活動的情況，如果需要請

假的，不是必須不要提到來這個地方參加活動；  

� 不要帶屬靈的書籍，資料來參加活動，沒有特別需要只帶新約 Bible，

                                                 
2
 在聖經馬太福音第 5章有耶穌著名的「登山寶訓」，提到了「天國八福」，其中第 10節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3
 過去活動常使用不同的名義租借場地，為保護當地教會，隱藏這次使用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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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包裝好，坐飛機的老師和同學，最好分散過安檢；  

� 來自港澳臺的老師和同學，特別要小心，行程中不要暴露身份，及一

起來參加這次活動；  

� 我們為每位預備了胸牌，入會場和就餐都必須佩戴胸牌，不配帶的就

不能入場；  

� 聽講道及上課，一定不能帶 Bible，作筆記也請用你自己明白的語言記

錄，不要留下任何信仰證據；活動期間，請保管好你的書和筆記，不

要讓外人拾到、見到；  

� 聽講道及上課進行期間請勿拍照、錄音；其他時間的友情拍照也不要

太多人；  

� 在會場、課堂以及所住房間以外的交流討論時，請使用「術語」，一

定不要提到敏感字眼。「打 P」4和討論容易引起外人敏感的話題時，

注意音量不要過高。並留意周圍是否有可疑的人；  

� 為了安全，我們不會提供仔細的行程，所以每次宣佈行程時，大家都

要認真聽，記下宣佈內容，準時去你計畫去的課室，不遲到、不早退；  

� 臨行交換聯絡方式時，鼓勵通過留下電子郵箱作為日後聯絡途徑，請

勿彼此交換電話、住址。  

� 離開前請將時間表撕毀，不可以帶回去；  

 

第三節 台灣國際基督教會的中國校園短宣模式 

 

過於保守，福音肯定難以傳開，過於大膽，又要面對使組織無以為繼的逼迫。

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中國的校園短宣隊伍，必須突破信心的限制、找出有效

的傳福音模式。以下介紹本研究的對象「台灣國際基督教會」的中國校園短宣模

式。 

                                                 
4
 「打 P」為禱告的秘密術語，關於密語在下一節有較詳細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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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基督教會的所合作的中國地下教會，都是過去十年由香港以及台北

母會所差派、建立的教會，雖然不能公開聚會，但是已經嘗試出一套在安全範圍

內聚會、傳福音的模式、也已經有一些經驗可以傳承。然而中國官方對於大學內

的政治安全控管十分嚴格，特別是對於所有組織性的活動都非常注意，宗教活動

更是稍有風吹草動，就會有人前來關切，教室裡也不乏有職業學生作為政府眼

線，因此過去當地教會較少有直接在校園內傳福音的經驗。起初我們抱著可能會

被抓起來關的危險進入中國，後來漸漸發現，大陸居民才可能要面對坐牢與財產

沒收的危險，而我們這些台灣同胞如果是因這個因素被抓到了、只要我們的組織

沒有對於中國政府有嚴重的威脅，了不起就是被遣送回台灣，然後幾年內不能再

進入中國。有了這樣的了解，我們更加期許台灣的短宣團隊以大膽直接的方式在

校園與學生互動，代替當地教會作他們不能作的事，希望藉此可以探出安全傳福

音的極限在哪裡。 

台灣短宣隊伍雖然得到中國內地教會的幫助與經驗傳承，但仍有許多空間可

以自行摸索，透過台灣短宣隊伍做些當地教會比較不方便嘗試的事，再將校園內

的經驗與中國當地的合作教會分享。這種合作關係就像是正規軍與游擊隊的互相

配合一般。幾年的合作(參照表 1)下來，我們看到中國校園的傳道之門漸漸被打

開。 

在 2002 年時，與我們合作的中國教會只有不超過十個大學生基督徒，但到

了 2006 年，已經有超過一百個熱心投入的大學生基督徒受洗，當中並有許多人

因為感受到中國福音的需要很大，畢業後轉為全職侍奉，接受教會的培訓，繼續

幫助校園的福音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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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2-2005年台灣國際基督教會差派短宣團隊概況 

年份 城市 團隊人數 時間 轉介人數5
 

2002 上海 7男 7女 

（兩隊） 

7/14-9/3 

（七週） 
10 

2003 上海 5男 5女 7/16-9/1 

（六週） 
15 

2004 上海 6女 三週 14 

（6男 8女） 

 廈門 2男 3女 三週 未統計 

 廣州 2男 4女 三週 未統計 

 武漢 3男 6女 三週 18 

（6男 12女） 

2005 廣州 3男 5女 

（研究生、應屆 

畢業生為主） 

7/28-8/31 

（五週） 
24 

（12男 12女） 

 上海 2男 5女 

（社青學生混合） 

7/23-8/24 

（五週） 
4 

（1男 3女） 

 成都 6男 4女 

（年輕大學生為主） 

7/28-8/31 

（五週） 
19 

（10男 9女） 

 北京 4男 4女 

（大學生為主） 

7/28-8/31 

（五週） 
12 

（6男 6女） 

 大連 10男 8女 

（兩隊） 

（社青學生混合） 

7/28-8/31 

（五週） 
15 

（10男 5女） 

 

接下來談談整個差派的過程。 

為了之後持續幫助學生在信仰上成熟、並且培育未來的領袖，通常我們除了

選擇中國重點大學作為傳福音的場域之外，一定也是當地有教會可以配合才行。

確定了每一年要前往的城市與目標大學之後，我們便開始在台灣的教會內招募自

願前往的學生。為了方便行動，通常一個隊伍不會超過十個人。在每個隊伍中，

會由成熟的基督徒作為領隊，負責帶領短宣隊伍、並保持與母會以及當地教會的

聯繫。出發之前，我們會給予短宣隊伍行前訓練，幫助他們預備自己。每一年的

行前訓練內容都略有不同，但通常包含： 

                                                 
5
 「轉介人數」指的是經過短宣團隊分享福音後，有興趣進一步認識基督教信仰的人數。這些人都由短宣團隊成員在離別前，透過與當地基督徒相約的方式介紹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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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短宣行前訓練 

訓練項目 訓練內容 

行程簡報 介紹城市、大學概況，並告知建議的基本行程。實際的行

程保留給短宣領隊與當地教會視情況調整，以達到最好的

宣教效果。 

激勵課程 透過過去短宣成員的分享與激勵的講道來預備成員的信心

與愛心。 

語言練習 學習日常用語的差別，包含常用字的簡繁體認識。也學習

大陸教會的常用術語。 

安全演練 講解日常生活的注意事項，例如如何提防扒手、如何不被

商人欺騙。也演練在校園傳福音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例

如被公安盯上、發現影響的學生是忠貞共產黨員怎麼辦? 

福音策略 教導成員如何使用各種福音工具來與人互動，例如性向測

驗、團體遊戲、趣味活動。 

模擬訓練 在台灣的校園熱身，練習密集傳福音的生活。 

 

我們認為短宣本身就是一種到場訓練(on site training)，所有的磨練都必須在

任務中才能體會，因此行前訓練的目的並非熟練所有程序、然後要成員照本宣

科，而是注重任務的定位(orientation)，引導他們以開放的心態、正確的態度來迎

接即將展開的任務。通常他們經過了行前訓練，都會更有信心地期待所有未知的

挑戰，也更明白他們的投入與風險所將換來的，不論是對自己或別人而言，都是

非常有意義的生命改變。一位成員這樣在行前訓練之後，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情：

「反正都要革命的。感覺現在做的不是一件安全的事，其實我還蠻榮幸的，心中

覺得蠻榮幸可以做這事，可以引起一些迫害反而覺得有這榮幸。」 

行前訓練之後，很快的短宣團隊就要啟程。對於這個年齡的年輕人而言，並

不是每個人都有自己出國的經驗，雖然我們盡量在行前幫助他們確認旅行的細

節，但真正的行程還是讓他們當中較有經驗的，帶著其他人，這樣比較能激發出

他們自己的潛能。我們盡量鼓勵他們搭飛機進香港之後，就轉乘火車作為在內地

旅遊的主要交通工具。一方面這樣比較經濟，但更重要的，是搭乘火車對他們而

言會帶來更「在地」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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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中國的火車票等分為最經濟的「硬座」、一般的「硬臥」、以及

最高檔的「軟臥」。硬座是大陸學生與窮人們的唯一選擇，所有人擁擠地坐在長

板凳上(倘若人多一些還得坐在地上)過夜，炎熱的夏天，大家汗流浹背、車廂內

的味道四溢，加上隨時得有人輪班值夜以防大小包行李被竊，這對於成員來說真

是開門見山的震撼教育。 

但這樣的方式實在太過辛苦，如果買得到票，我們通常會建議他們搭乘硬臥

等級的車廂。硬臥車廂裡每個人都有個床位，可能是上舖、中舖、或帶有小茶几

的下舖，就像是船艙一般。床尾就是公共走道、附有小型的摺疊桌椅，讓睡醒的

旅人可以在窗邊聊天看風景。說不上是什麼高級的享受，卻可以讓短宣成員好好

體驗大江南北的景色變化、也很真實的可以看到城鄉的差距，很多人喜歡在車廂

裡與其他旅人閒聊，問問彼此打哪裡來、做些什麼。中國之大，在此就可以略窺

一二，你可能發現隔壁床的朋友來自哈爾濱、然後聊一聊又發現下床是從雲南來

大都市工作的少數民族，一整個車廂，你常能聽到各種不同的口音，那種文化的

豐富與多樣性，讓人不再覺得台灣南北的差異有多大。有時候正巧跟大陸學生們

聊開了，他們就教起我們的隊員他們常玩的撲克牌遊戲，例如「鬥地主」這種類

似橋牌但卻有著濃濃社會主義味道的遊戲。我們也跟他們分享我們的生活經歷，

因著對彼此的好奇，交流很自然的就開始了。由於在台灣沒有幾十個小時在火車

上、甚至還要大家一起熄燈過夜的機會，所以大家對此都覺得非常新鮮，經驗上，

我們認為這是讓短宣隊員開始中國之旅的最好儀式。至於如同小房間一般舒適的

「軟臥」艙等，因為太貴而且不容易與人互動，就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 

到了目的地之後，會有當地的基督徒來接應，協助隊員們住進這段時間的宿

舍，有時宿舍是預先租好一個月的房子、有時是簡單的商務小旅店。大家住在附

近好彼此照應，弟兄們這時也有種要在安全上給予姊妹更多保護的意識。此時，

大家都是出門在外，只能彼此依靠，更生出了一種像家人一般的感情。當地的基

督徒還會幫助隊員打理一開始必備的生活基本需求，例如辦個當地手機、銀行開

戶、介紹一下附近的商店、帶大家進校園走走等。當地的基督徒對於遠來幫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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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隊伍，是既感激又期待，可以想像一碰面自然就是熱切的分享起來了。不過

短宣成員很快的會注意到，大陸的基督徒為了避免引人注目，在公開場合總會刻

意讓自己不要太過熱情。例如平常在教會裡，大家見面時常會給彼此一個熱烈的

擁抱，但是現在好像變得比較低調，總要等到進入了比較安全的地方，例如房間

裡或餐廳包廂裡，才整個又熱情了起來。 

在言談之間，大家也注意到，大陸的基督徒習慣使用了不太一樣的語言，來

分享他們的信仰生活。為了避免在公開場合談論信仰引起他人注意，所以漸漸地

我們在大陸建立的地下教會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密語： 

表 3 地下教會密語對照 

術語 意義 

爸爸 神 

大哥 耶穌 

公司 教會 

開會 聚會 

X 基督徒 

小飛 / 非 X 非基督徒 

下水 受洗 

打 P 禱告 

看書 看聖經 

串羊肉 / network 傳福音 

      

這些密語都是在無意間發展出來的，因為大家都有安全密語的需要，在教會

間便逐漸成為一種特殊的語言。很多短宣的隊員其實也知道，我們在中國的地下

教會有這種使用密語的習慣，但是當你身歷其境地感受到這種安全的顧慮，並且

大量地使用著這些密語時，那種進入異域的體驗是很強烈的。 

一般來說，每天的行程主要是早上一起靈修禱告，之後就兩兩出門去傳福

音。傳福音的方式有很多，主要是先找機會認識同學、加深關係、然後看看這個

人是否對尋求真理有興趣。一開始，短宣成員常以問路的方式：「請問食堂怎麼

走？我是外地來的，可以帶我去嗎？」許多中國的學生對於外地來的同學都很友



 14

善，對於台灣來的同學，更是抱有相當的好奇。所以一邊領路，大家一邊就聊了

起來，其實幾天之後，大家對於校園就已經很熟悉了，但是想要繼續認識學生，

就一直在學校裡晃來晃去。有時候，被認出來「你不是前幾天就在找食堂了嗎？

怎麼這又忘了？」只好想辦法找個理由將話題轉開來，或者換不同的方式來找人

搭訕，例如「我想要作個訪問，了解兩岸學生價值觀的不同」。 

每天晚上，大家回到宿舍，最期待的就是全部的隊員們可以聚在一起，彼此

鼓勵、一起禱告、也分享今天的體會跟好消息。當然這時候一起去吃點當地的小

吃更是讓大家士氣大振。雖然一整天下來體力的消耗很大，但是有那麼多與人互

動的時間，相對來說也聽到許多不同的故事、得到了許多的刺激，每個晚上聚在

一起分享彼此所遇到的生命故事，更是說也說不完。大家常常是躺在床上，聊天

聊到睡著。 

  經過一個星期左右，大家開始在關係上有所斬獲，很多朋友留下手機的號碼

願意彼此聯絡。中國的行動電話收費方法與台灣略有不同，大部分的計費方式不

僅發話方要付費、收話方也要付費，所以學生因為經濟的因素，都盡量使用簡訊

來彼此聯絡。發簡訊在當地稱作發「短消息」，入境隨俗的隊員們很快地就學會

了使用手指在手機上快速地輸入，才能應付一來一往的短消息。每天走累了休息

的時候，就用短消息來與朋友聯繫。剛開始都還是陌生的關係，但一陣子之後，

短宣成員每天都約滿了越來越熟識的朋友一起吃飯、聊天、逛街或運動。 

  這些學生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平常在台灣比較難看到的。他們總認為遠

來是客，自己無論如何該盡地主之誼，再加上這些來自台灣的短宣成員都是很好

相處的朋友，所以他們總是很熱情地要請我們吃飯，這種熱情，早就超過了禮貌

的範圍。每個人的經濟能力不同，但幾乎都是以超過自己能力的範圍來招待我

們，有的自己沒有錢，就想辦法在狹小的宿舍裡下點麵、加顆蛋，把自己能給的

全都拿出來了。來自相對富裕的台灣，大家其實很捨不得讓對方多花錢，但如果

不接受卻又好像不願意交這個朋友，所以最後只好還是讓朋友請客。看著這些朋

友省下好幾天的飯錢，來招待我們這些來自遠方的客人，這成了短宣隊員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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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畫面，讓大家更加珍惜這些難能可貴的友誼。 

當然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意外，例如對方看你是從台灣來的，就想從你身上

敲一筆。有一個朋友向短宣隊員借一下手機，說是緊急要聯絡事情，然後就忽然

不見了。也有聊到後來發現對方是共產黨員，家庭背景有很多政府官員的關係云

云。雖然有可能是對方想攀關係而吹牛，但大家警覺性都很高，如果情況不對就

想辦法開溜。 

  或許因為他們本身多是從外地來唸書的學子，同學幾乎都是一省一縣的狀

元、彼此競爭很激烈，很多人心裡其實都很孤單，所以他們對於來自台灣的意外

友誼格外珍惜，就更願意分享心中的一切。這樣的關係發展得很快，也讓我們的

隊員有機會向他們分享自己的信仰。 

在台灣向大學生傳福音，以我們十多年來的經驗來說，近年來是比較辛苦

的。一方面有些人對於「被傳教」有不好的經驗、另一方面在世俗化的影響下，

更多年輕人傾向選擇以物質或娛樂的方式來處理自己的生活世界，對於真理的追

求、認真的自省比較沒有興趣。但是很多短宣的隊員都發現，我們所接觸的中國

大學生似乎比較像是十年前的台灣大學生，當你跟他分享到「愛」、「真理」、

「夢想」時，他們就算沒有眼睛馬上亮起來，也會認真的跟你討論起這個話題。

這個情況在中國內地的大學更加明顯，相對於競爭激烈、外商爭寵的沿海名牌大

學，內地的大學生更加感激有人與他們談論這些攸關人生的事。少了物質的刺

激，真理的追求就變得切身多了。 

當我們的短宣隊員與這些學生的關係進展到一定的程度，很自然的會分享起

自己的信仰，可能是直接表明基督徒的身分、也可能是與對方分享起自己最近在

看的一本好書《聖經》。雖然出自無神論的教育，他們仍然有不少人很願意談信

仰的事，有的來自鄉下、曾經接觸過農村的地下教會，就會聊起他虔誠的爺爺奶

奶。有的其實就是對來自西方的任何文化都有興趣。也有很多是真的對於真理充

滿了疑問與興趣。他們很有自己的想法，如果完全沒有接觸過基督教的學生，習

慣上很難接受有神的存在，但還是有不少人很想尋求愛與真理，也不排斥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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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裡所書的這一位神。 

這些有意願的學生，我們就會跟他約「看書」，也就是聖經課程。 

我們設計了一套生活化的讀經課程，可以循序漸進地認識基督教信仰，也結

合帶領者的分享，讓學生可以學習用聖經上的方式去面對自己實際的生活問題。

「看書」的過程中，帶領者會視對方的需要量身訂做地給予適當的挑戰，例如要

他學習去關心身邊的人、為自己所做錯的事道歉、向家人朋友表達感激等。有些

挑戰對他們而言可能有困難，大家就會寫卡片去鼓勵他們。我們也會教導他們如

何禱告，要他們學習去倚靠信心的力量，也看看他們是否抱著開放的心去認識、

學習這個信仰。這個過程不只是聊信仰，其實什麼都聊，是真的成為無話不談的

朋友，大家常常在聚一起，一起運動、逛街、吃當地小吃、一起辦很多活動，像

是讀書會、party、志工活動等。有時候，晚上累了，朋友就直接睡在短宣隊員的

宿舍。幾個星期下來，整個短宣隊伍從一開始的廣泛建立關係、到最後漸漸有一

些人對於信仰很有感覺，大家不知不覺就建立起一種革命的情感。 

但短宣隊伍遲早還是要離開的，為了讓這些對於信仰終於開了竅的朋友，能

夠持續他們尋求真理的道路，最後一兩週我們會設計一些特別的活動，讓當地教

會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參與。在整個短宣的過程裡，不同的城市會視當地的政治

敏感度，來保持與短宣隊的適當距離。有時候只有短宣領隊與當地教會的窗口，

相約在人多的地方碰面。有時候會安排兩邊的基督徒一起在餐廳包廂裡吃飯，然

後請服務生離開包廂。在某些距離首都較遠的城市，安全上較無顧忌，當地教會

的基督徒就幾乎能夠跟短宣隊一起活動。無論如何，與當地基督徒的互動對於短

宣隊伍而言都是格外的鼓勵。畢竟這樣的關係不只是給予，還有很多是被他們付

出、以及被他們的生命故事激勵。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卻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

夢想，這種感覺總是讓彼此深深感動著。 

在最後這段時間，當地教會盡量會安排一趟遠遊過夜的特別旅程，讓短宣隊

員、當地教會的基督徒、以及認真「看書」的中國學生有一個難忘的共同回憶。

對於中國的學生而言，許多人的經濟仍無法負擔長程的旅遊，但給予一些補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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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們就更加珍惜與感謝。當他們接觸壯闊的美景，也往往被上帝創造的大自然

所震懾，而得以在禱告上有充沛的感動。對於短宣的隊員而言，在經歷一個月左

右的努力之後，能夠與好友同遊壯麗的中國山水實在是莫大的鼓勵，同時，這幾

天離開都市到了戶外，大家沒有了安全上的顧慮，就可以更大方直接的分享信

仰，不僅是基督徒得到靈性上的鼓勵、「小飛」們更是大大的被影響。 

最後，告別的時候到了。 

每個人都忙著寫卡片、送禮物和餞行。短宣隊員與朋友們離情依依，總有交

待不完的期許與話語。朋友們送給短宣隊員自己寫的詩、親手製作的紀念品、或

身邊僅有的貴重品，希望這段關係可以繼續維繫。大家都覺得時間怎麼這麼快，

才開始就要結束、才認識就要分離。天地蒼蒼，卻能在茫茫人海中彼此相遇，只

能感謝神、感謝彼此擁有這段奇遇。大小包的行李在車站，與送行的人一起佇立，

列車的汽笛響起，車廂內外的人隔著窗戶流淚道別，不知下次何時再相見。 

這種大時代般的畫面，深深的感動每一個人。很多短宣隊員都分享到，他們

的眼淚就是在這時流下來的，也特別是在這時候，他們會認真的思考有朝一日要

成為一個宣教士，長期待在中國傳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