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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代的教會」問題迅速惡化

• 2014 年 key finding: 宣道會人數高度集中在 40-64 

歲

• 2014-2017 整體人數輕微下跌

• 50-64歳及 65-74歳人數大幅上升

• 12-49 歲所有年齡層都急跌



「只有一代的教會」年齡分佈: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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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分佈：2014 v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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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654 3007 4465 6970 7447 1623 1634

2017 2185 2480 3384 6353 8719 2247 1788

變動 -18% -18% -24% -9% +17% +38% +9%



12-19 歳需要更多教會更新模式

• 人數: 2654 -> 2186 (-18%)

• 子弟 (佔60%) 與非子弟同步急跌

• 15-20 間堂會剛參與建道更新計劃或課程, 成效應
在2018-2020 反映, 但不足彌補宗派其他90間堂會
每三年 400-500人的流失



30-39 歲: 大量年輕夫婦流失?!

• 整體人數: 4465 - > 3384 (-24%)

• 新人 (2年以內): 1224 - > 883 (-28%)

• 舊人: 3222 -> 2485 (-23%)

• Hypotheses:

• 宣道會親子事工相對其他宗派較弱?

• 崇拜是否適切?



金齡 (50-64)

• 人數大增: 7447 -> 8719 (+17%)

• 退休/家務比例: 36.4% (2014), 33% (2017)

• 返團契比例: 43% (2014), 43% (2017) 仍不理想

• 事奉比例: 46% (2014), 49% (2017) 顯著進步



針對年齡層的建議

• 12-19 歳:  擴大青少年事工更新計劃至一半堂會

• 30-39 歳: 推動親子慕道事工吸引新朋友? 部分幼
兒親子事工的成功例子 (建道的中小堂會計劃)

• 50-74 歲: 趁勢努力發展 (1) 金齡佈道模式及 (2) 轉
化服侍動力. 社企 eHealth 例子

• 65 & up: 探討奉獻的教導及執行模式: 自動轉賬? 遺
囑的訂立? 



回應其他普查結果



新人 vs 舊人保留率

• 新人三年間走了超過一半. 2014 新人到了 2017 保留了 (76% x 

76% x 76%) = 44%; 

• 2014 舊人保留了 91%x91%x91%= 75%

• 整體會眾來源: 本港其他教會 (33-34%), 海外教會 (7%), 未加入
教會基督徒 (19-21%)

• 吸引新人動力/果效在減弱: 0-2年 6332人 -> 5382人 (-15%)

• 我的想法 “面對現實”: 龐大新人約20%會眾 pool (池), 流動性強 -

> 必須 “吸人強, 留人也強”



地區

• 新界 63 間堂會中 33 間增長

• 宣道會的 DNA, core competency: 開荒植堂; 過去
十年未能發揮

• 宣基堂/基石堂經驗: 一堂 3-4 點

• 我的想法: 仍有大量的 “人口/階層 catchment area” 

未有足夠教會在附近 - > 大量植點? 



吸引新人 vs 保留舊人之兩難

• 普查: 新人比例高的堂會, 保留舊人比較困難

• hypothesis: 舊人抗拒新人可能是: (1) 觀念上/方向上; (2) 

關係上

• 理論上這是一個進退兩難的死局: 不做新人又死 (舊人仍
然流失, 只是減慢), 做新人又死

• 我的個人想法: 實踐上是一個教牧領導的問題: (1) 通過教
導/異象建立去修正觀念, (2) 更新模式減少對舊人關係衝
擊 (獨立新點或新事工?)



屬靈指標

• 特別高的指標會”回歸”某比例? 我的想法:

A. 低於該比例仍需要努力

B. 單一指標的推動計劃雖然有用, 卻非長久之計. 需
要考慮模式的更新, 例如門訓小組, 一站式聚會

• 所有指標持平, 但閱讀人數下降: 42% -> 37%; 我的建
議: 需要認真思考新閱讀模式? 例如：爾道自建的突
破，堂會主導的閱讀模式？



英語堂會

• 近年英語教會迅速發展，部分三宗的信徒亦參加

• 探索建立宣道會的英語教會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