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入2022年，持續兩年的新冠病毒疫情逐漸舒緩，除了亞洲一些地區仍受限制之外，大部份國家已經撤銷防疫限制及重啟經濟。然

而，疫情仍未結束之際，對經濟的影響已逐漸浮現。疫情初期，各國封城禁足導致生產及運輸停頓、產業鏈斷裂，加上俄烏戰爭帶來糧食

(尤其小麥)出口困難、燃油短缺，引致食品及燃油價格上漲、運輸成本增加，引發環球通貨膨脹；以美國為例，2022年6月份的消費物價

指數暴升至9.1%，創過去四十年來新高，扣除食品及能源的核心通貨膨脹率(核心通脹)為5.9%，情況與英國相同。(註1)	 歐洲方面，6月

份歐元區國家的消費物價指數平均為8.6%、核心通脹為3.8%，當中以東歐國家最為嚴重，平均消費物價指數介乎16%至20%	 (註2)	 另一

方面，美國6月份的失業率維持在3.6%	，歐元區國家6月份平均失業率是6.6%、英國是3.8%	(註3)，意味著就業情況已回復到疫情前的水

平。經濟學家預期，在食品和能源價格上升，工資上脹，帶動消費品脹價的情況下，環球經濟將會面對下行壓力，很多國家紛紛調高利率

來對抗通脹，而全球產業鏈正在調整來面對新的經濟週期。事實上，過去一百年全球產業鏈經過多次轉移，除了適應市場，也締造不少的

宣教機遇，以下試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環球經濟改變，帶來全球產業鏈轉移，看宣教策略的調整。

	 二十世紀最嚴重的環球經濟衰退是1929年至193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起因是1929年10月美國華爾街股市暴跌，引發經濟衰退席捲全

球，歐美主要工業受到沉重打擊，原材料需求大減，工業生產幾乎完全停頓，國際貿易銳減，失業率飆升，農產品價格急跌，直到1930

年代中期才逐漸恢復，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持續最長、影響最廣的經濟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

力稱霸世界，1948年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歐洲復興計劃	 (又稱為馬歇爾計劃)，幫助其歐洲盟國恢復因世界大戰而瀕臨崩潰的經濟體

系，去抗衡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勢力擴張。(註4)	 除了歐洲，美國在同一時期提出類似的經濟援助，去幫助日本，促使德國和日本從戰

敗國當中經濟迅速恢復，工業生產蓬勃，這是近代全球產業鏈第一次轉移。當時，美國駐日本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曾對外呼籲差派一

萬位宣教士到日本作策略性的傳福音工作，可惜當時的美國教會回應冷淡，錯過了這次宣教機會。(註5)

	 到1950年至1953年韓戰爆發期間，美國除了軍事介入，同時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去幫助日本、韓國、台灣等遠東第一島鏈國家

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重建經濟。與此同時，自1949年中國共產黨上台之後，由於極左的思想帶來經濟政策嚴重失誤，導致國內經濟全面

倒退和大饑荒，造成大量難民流徙，很多難民偷渡到香港。當時的港英政府初期沒有明確的政策來回應，基本上來者不拒；直到1974年

才實施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只要偷渡者成功抵達市區便發給他們居留身份。這樣，持續三十年的難民逃港潮，強化了香港的

勞動力，加上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初期，大量資本家和知識份子來到香港，造就了香港的輕工業，包括紡織、製衣、塑膠、玩具、

鐘錶、印刷、電子等行業發展迅速。直到1978年底，香港政府取消抵壘政策，轉而採取即捕即解來解決偷渡問題，香港的工業增長才漸

漸放緩，後來再轉型成為金融中心。(註6)	 香港憑著當時廉價而優秀的勞動力，吸引外國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東亞

一帶，造就了繼日本之後，從1960年往後三十年東亞四個新興經濟體：台灣、韓國、新加坡、香港(亞洲四小龍)	 的持續經濟發展，這是

近代全球產業鏈第二次轉移。另外，在1950年代很多宣教士被迫撤離中國，部份轉移至亞洲其他地區繼續服侍，西差會如海外基督使團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在當地投入大量宣教資源，幫助勞苦大眾的需要，為福音打下美好的宣教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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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1967至1977年在中國發生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據估計單是這文革十年帶來的經濟損失達五千億人民幣，相當於中共

建政三十年來的基礎建設80%和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還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命損失和大量無法彌補的人才流失。(註7)	 然而就在這最黑暗

的時代，中國的家庭教會(尤其是農村教會)卻是在神的恩典下扎根成長。1978年，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解

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政策，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在深圳、廈門、珠海等沿海城市設立經濟特區來引進外資，推動工業、農

業、國防、科技四方面範疇的四個現代化計劃，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註8)	 「改革開放」也衍生了農村轉型，大量農民轉到城市成為工

人，成為龐大而廉價的勞動力，吸引很多外資前來投資，這樣帶動了近代全球產業鏈第三次轉移。當時，首批進入中國直接投資的外商主

要是來自香港的港資企業，其次是來自台灣的台資企業，當中不乏基督徒商人，他們一方面從事企業投資，另一方面配合國外宣教士和國

內農村教會，一同合作從事民工宣教。

	 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對經濟帶來持續增長，但是一度面對通貨膨脹、官僚貪腐、環境污染等問題，到了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之

後，令改革步伐大幅放緩。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促使「改革開放」重新提速。同年，中共正式將「改革開放」確立為中國今後的基

本國策，擴大經濟特區至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洲流域的內陸城市；同時將國營企業私有化，增加內資民營企業，改革金

融體制，鼓勵科研產業，發展特色的社會主義。到1990年代中期，由於中國沿海城一線城市的勞工成本上漲，而內陸城市的工資較為便

宜，加上中國政府大力發展鐵路和公路網絡，很多企業遷往內陸；與此同時，泰國、緬甸、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逐漸開放發展工

業，勞工成本較中國更加便宜，一些勞動密集、低技術的產業轉移至當地，中國則轉型發展高科技、高端產業及奢侈品，例如：著名台資

企業富士康	 (Foxconn)早於1988年進入中國大陸，在上海、深圳一帶投資設廠，到2003開始轉移至太原、武漢、重慶、成都、鄭州等內

陸城市投資，同時也開始在越南設廠生產。(註9)	 這是近代全球產業鏈第四次轉移。很多差會和宣教士一方面繼續在中國大陸宣教，另一

方面在東南亞向當地勞工傳福音。

	 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前，全球產業鏈已經開始再次轉移。從2010年開始，勞動密集的產業再次轉移至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等

南亞國家；加上中國政府在2013年倡議並主導「一帶一路」的跨國經濟帶和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經濟發展模式，並且牽頭成立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加強中亞和南亞國家的基礎建設，目的是聯合中亞豐富的天然資源和南亞龐大的勞動力，促進區內經濟一體化。(註

10)	與此同時，中國再於2015年提出「中國製造2025」的製造業政策,	營造中國未來成為世界工廠，以高質量的製造業打入世界市場。印

度為了抗衡中國，也於2016年與歐亞經濟聯盟磋商建立自由貿易區，吸引外資並加強區內的經濟發展。一時間吸引很多產業轉移至南亞

一帶，例如富士康於2015年宣佈在印度設立十二間廠房，開始在當地量產，這樣牽動了近代第五次全球產業鏈轉移。然而，2020年開始

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一度令全球產業鏈斷裂，到後疫情期間全球產業鏈開始重整，一些具戰略性的產業，例如醫療、疫苗、藥品、國

防等重點產業遷回至本地，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工業繼續發展，並且將質量提升，例如越南在疫情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提電話生產

國。(註11)	因此，這些地區的宣教重點將會是當地的工人為主，需要不同差會和宣教士之間互相協作，配合帶使命感的基督徒商人和專業

人士，加上地方教會的參與，藉著這宣教機會將福音傳給未得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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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代禱：
	 1	 感謝神，駐柬埔寨宣教士盧潔香將於6月18日按立牧師，求主祝福及引導她的事奉。

	 2.	 感謝神，宣教士關海山、黎詠婷夫婦已取得墨西哥簽證，於7月7日回到工場服侍。

	 3.	 駐哥倫比亞宣教士張舜娥姐妹於5月回加拿大休假，她於5月底回到宣教工場上不久確診染上新冠病毒，感謝主病徵輕微，請代禱。

	 4.	 加拿大華傳參與籌備由加拿大華福主辦，於8月19,20,21日在溫哥華及8月26,27,28日在多倫多舉辦題目為“突破、傳承、回饋”跨文化宣教	

	 	 晚會，詳情瀏覽加拿大華福網站	www.cccowe.ca	及請代禱。

華傳網上祈禱會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加拿大)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第一課：大使命的聖經基礎
第二課：宣教士的生命見證
第三課：疫情後宣教新常態
第四課：走進跨文化宣教領域

差傳教育
網上普世差傳主日學

內容： 認識差傳的聖經根基，從宣教士的生命見證鼓勵參與跨文化宣教，
 及疫情後新常態下的宣教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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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站在這裡有兩幅圖畫在我腦海中浮現，一幅是主耶穌登山變像時，
彼得說：「我們在這裡真好。」另一幅圖畫是我盧潔香的追思禮拜場景。深深
的感受到自己的不配。

	 第一，我不配得到這麼大的榮耀被按立為牧師；第二，我不配接受眾牧者
同工對我的肯定。在我的生命中有許多軟弱，我們在這裡要高舉和敬拜那位成
全萬事的救主耶穌基督。保羅說：「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纔成的，並
且祂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書15:10)		我知道		神呼召我的目的是
要成為一個宣教士。今天我穿著這件牧師袍有一個特別的意義，這件牧師袍是
2009年5月10日緬甸傳道人培訓中心的創辦人童銘惠牧師特意從緬甸帶到柬埔
寨送給我要按立我為牧師，當時金邊基督會恩典堂的堂議會也同意。但是當時
我捥拒了，原因除了當時因為建堂的事，我忙得都快要耗盡之外，我覺得自己還沒有預備好接受按立牧師。童牧師當時很失望，但他仍
然尊重我的決定，默默地支持我在柬埔寨服侍。幾年前童牧師被主接返天家，他是在華人教會近代宣教歷史上是一位具有特殊意義的牧
者，也是最早在緬甸以致東南亞開拓宣教訓練的先鋒，我相信今天童牧師在父神面前為我禱告，讓我繼續走在十字架的路上。

	 自從在2016年5月8日我的妹妹盧潔茹宣教士被主接去，第二年2017年5月6日，我的丈夫呂孝培牧師也被主接走了，從那時起我便
跟神摔跤，長達兩年多的掙扎經歷可以集結成書，我的靈命高高低低，我不斷尋求生命的價值和活著的意義，我當時覺得活著真的沒有
意義，盡管我仍在拼命服侍，又在神學院裡進修，但是我所愛的人都不在我身邊，我覺得活著沒有甚麼意義。有一次，我跟神深入地
對話，神把我帶離開現實的環境，要我把眼淚流出來，但我還是不願意，我問神：「袮想我要怎樣？」神說不是我想你要怎樣，而是你
想要我怎樣？我回答說不敢要神怎樣？聖靈繼續對我說按你的禱告成全吧，我整個人幾乎跳起來，我問神那一個禱告讓我落得這樣的光
景？這是袮恩侍我的鐵據嗎？袮給我留一個我所愛的人也好，但袮兩個都帶走了，我仍然在不斷地掙扎；接著一首詩歌重複在我腦海中
出現，『主，我願像袮』，我真的震撼，因為這首詩歌是我在加拿大華人神學院讀書期間，我和丈夫在公園裡散步時經常一邊走一邊唱
的詩歌，是我倆的禱告，而當我翻開我妹妹的日記時，原來她也有一樣的禱告「主，我願像你」，我才知道這是我們三個人的禱告。

	 直到2019年9月，從美國西雅圖東區教會來到金邊恩典堂短宣，當中帶領聚會的膝弟兄分享信息，他以申命記第十五章第十二至第
十八節，有關舊約以色列人釋放奴僕律法條例，當一個希伯來人被賣作奴僕服事了六年，到第七年就可以自由出去離開主人；但是若果

僕人因為愛不想離開主人，且因為在主人那裡很好，愛主人的家，主人需要在那僕人身上做
一個記號，就是將那僕人的耳朵在門上剌穿，他便永遠為主人的奴僕了，是他甘心樂意的作
奴僕跟從主人的。我聽了這信息之後就哭得很利害，因為我發現在過去幾年間我有很多不甘
情不情願的苦澀，以致我找不到活著的意義。當時我最大的掙扎是，我好像沒有權利跟我的
家人在一起過日子，我對神說可以去宣教，可以多吃一點苦，但是主啊為何我沒有一點點
的個人權利呢?	 我的事奉太忙了，我連一點點時間去坐郵輪的權利都沒有，我就是連養一隻
貓的權利也沒有。我唯一的權利就是用我的錢包去買東西作為發洩，有一次我在飛機場轉機
時，就瘋狂購物，一次過買了兩千多美元的物品，神當天馬上就管教了我，衪要我把所有主
權歸給祂，在那個時候我才發現我沒有把主權歸給主。我說願意跟隨主、為主擺上，但是最
關鍵的時刻神不是要我做很多的事情，而是要我把主權歸給祂。當時膝弟兄在傳遞神的話語

給我，我哭得很利害，我在掙扎是否願意真的跟從神，還是一次又一次想離開柬埔寨，一次又一次的想不做宣教士，一次又一次想去作
自己的事。那時主對我說：「你願意做我的奴僕嗎？你願意把你一生的主權毫無保留的給我嗎？」我真的覺得自己很虧欠很慚愧，我不
停的流淚跟主說：「我願意!」	從1999年我被差到柬埔寨起，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宣教生涯中，神不斷的使用衪的恩典、慈愛、憐憫來塑造
我，這二十多年的工作成績是主耶穌基督自己的作為，以致眾教會弟兄姐妹給我的扶持、幫助和禱告，我只是一個器皿，成全萬事的是
獨行奇事的耶穌基督。我在這袮衷心感謝我的母會城北華人基督教會、感謝支持我多年的多倫多福音浸信會、感謝華傳差會、感謝加拿
大華人神學院、感謝各教會，宣教機構，神學院的幫助扶持，還有柬埔寨金邊基督教會恩典堂眾牧者同工和弟兄姊妹，願榮耀歸神。

(本文摘錄自盧潔香宣教士按牧典禮中的分享)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加拿大)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差傳初探網上課程

語言：粵語
講員：李傳頌牧師
日期：8月7、14、21、28日(主日)
時間：10am-11:30am(PST)/1pm-2:30pm(EST)

報名：加拿大華傳  416-756-2111 / 1-888-917-2111  info@gointl .ca
 (報名後提供網上連結)

第一課：大使命的聖經基礎

第二課：宣教士的生命見證

第三課：疫情後宣教新常態

第四課：走進跨文化宣教領域         
講員

內容： 認識差傳的聖經根基，從宣教士的生命見證鼓勵參與跨文化宣教，
 及疫情後新常態下的宣教趨勢。

李傳頌牧師
(加拿大華傳執行主任)

溫哥華
基督教頌恩堂
2855 E 1st Ave, Vancouver

八月20/21
7:30 - 9:30PM

多倫多
華人基督教會
100 Acadia Ave, Markham

八月27/28
7:30 - 9:3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