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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亞著。梁元生譯：《戴德生——摯愛中華》。香港：福 

音證主協會，1990。 

戴德生享譽盛名，在宣教歷史中無人不識，他將一生獻給中國，並為中 

國的福音事工奠下重要根基。不單如此，他建立的差會——中國內地會，成 

為今日很多差會的藍圖，當中很多祕訣值得今日推動差傳事工的人士參考。 

現就《戴德生——摯愛中華》一書記載的戴德生宣教士一生的宣教歷 

程，筆者以不同的題目分析，並反思宣教士的生活與工作。 

一、蒙召、獻身與抉擇宣敎路向 

(-)內容 

戴德生的宣教心志受他的原生家庭影響，自幼父母教導他中國的福音需 

要，他們常常為戴德生能到中國服事祈禱。另外，父親為他安排灌輸不同的 

知識，讓他能學習法文、拉丁文及數學，再加上他自幼在父親的藥房協助， 

對藥物有一定的認識，這些都使戴德生有了做帶職宣教士的條件。同時，他 

曾經在畢特街教堂協助該堂的輔導工作，帶領了逾百名年青人信主，這事令 

他十分鼓舞，亦幫助他認定上帝的呼召。 

此外，他在認定神的呼召前，曾經有一段靈性低潮的日子，覺得禱告無 

力，但經過一場大病，使他在病床上經歷主的臨在’在禱告中蒙主的加力， 

心中更確定神對他那不變的愛。故此，他樂意為主擺上生命，事主一生。 

除了家庭的影響，戴德生也受到幾位傳道者的影響，如荷蘭傳道會的宣 

教士郭實獵、布里斯托的穆勒、德國傳教士羅存德等，這些傳道者的生命都 

深深影響著戴德生，奠定他對中國宣教心志堅定不移的根基。 

在戴德生蒙召前，他時常閱讀兩本宣教雜誌，分別為《海外佈道雜誌》 

及《中國的現在與將來》，這兩本雜誌都是由英國的基督教機構出版。目的 

是鼓勵更多人到海外傳教，當中更介紹中國當時的福音需要，讓更多人見到 

需要而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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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思 

從戴德生的蒙召過程，看到一個宣教士的誕生實非易事，當中，家庭的 

支持十分重要。年輕時的戴德生，與母親及妹妹的關係十分密切，從他們的 

書信來往中可見一斑。單身宣教士需要情感上的支持，家人就是他在這方面 

的 佳支援。 

不過，戴德生不單從父母口中知道宣教士及中國的情況，更受著很多在 

工場上的前輩影響，打動他的心靈，同時，他從不同的宣教雜誌中，得到更 

多中國福音情況的第一手資料，於是，他去中國的心志就更加強烈了。從這 

些事件看來，差會安排不同的宣教士分享，對有宣教心志的信徒有一定的影 

響。與宣教士分享及交流，可以使信徒更具體認識宣教士、更明白工場的需 

要，亦幫助有興趣之信徒了解工場的情況。 

此外，差傳文字事工也十分重要，昔日，戴德生透過不同的刊物認識中 

國的需要，在文字中得著鼓勵；今天，教會及差會都不缺乏文字事工。很多 

信徒未必常常出席不同的分享會，特別是現今香港人十分繁忙，甚至星期曰 

教會也很忙碌，信徒只能顧及教會的事工，未能抽空出席不同的宣教聚會， 

但文字卻可以讓信徒隨時閱讀。今天香港大部分差會都有自己的定期刊物， 

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很多宣教士也是受前輩的文字見證影響，而 

願意出工場的°故此，很多宣教士也樂意把他們的宣教心得寫成書籍，讓更 

多後輩獲益°不過’筆者認為’差會的定期刊物，出版次數頻密’又能報告 

工場 新資料，比宣教士的書籍更具影響力。 

二、帶職之宣敎訓練與裝備 

(-)內容 

當戴德生認定神呼召他前往中國後，父親除了教導他醫藥的知識外，更 

鼓勵他到一家銀行應徵初級文員’讓他學習記賬及書寫商業信件，結果這份 

工作擴闊了戴德生的生活經驗。 

在確定呼召後，他開始了一輪的職前訓練，以裝備自己在工場上服事。他 

一面研讀麥都思的醫學研究書籍’ 一面在父親的藥房工作，一做就是五年了， 

書中記載「在藥房的經驗使戴德生成為配藥的專家」。同時’他開始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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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只靠一本中文官話的路加福音’以中英對照來學習，十分艱苦。後來，他 

不單學習官方中文’更努力學習上海話及潮州話，以應付不同群體的需要。 

之後’他成為赫德醫生的助手，繼續學習醫療知識，後來更有機會在倫 

敦讀醫科，可惜中國的福音需要迫使戴德生未完成學業便遠赴中國了。 

(二）反思 

戴德生是以帶職身分進入中國，所以，他不單在聖經知識上需要裝備， 

在醫學知識上也需要充分的準備。就帶職宣教這個題目，戴德生向他的同工 

表明，「醫療工作不能取代傳福音，學校及教育不能取代能改變人心的屬靈 

能力，所以職業只是輔助而已，絕不可本末倒置。」這樣的論調提醒很多正 

在帶職事奉的宣教士，他們可能忙於自己的工作，但不要忘記呼召人帶職事 

奉的主。仔細思想，很多帶職宣教士在出工場前都曾在世俗的工作崗位上扮 

搏，可能把公司的文化帶到工場去，但帶職宣教士除了要在職業上做到專業 

之餘，更不可忘記 大的目標是傳福音。從戴德生的經歷中，可以了解到一 

個帶職的宣教士，其工作量一點也不少，兼顧的事情也分外多，要做到在職 

業上及屬靈上都專業，實在要下不少苦功。 

不過，對於一個帶職宣教士來說，除了需要專業知識及良好的屬靈生命 

外，還應體驗一下世俗的工作及人事問題，使眼光不至局限於差會的工作。 

在世俗中工作，明白人際問題，學習與人相處，可助宣教士的生命成熟。 

三、全人的裝備——身心靈的健康與挑戰 

(-)內容 

戴德生往中國傳教前，開始在身體方面作好準備，例如多作戶外運動， 

又捨棄羽毛的床褥及其他享受等，藉此訓練自己。在外實習時，戴德生使自 

己學習忍受困苦及節省開支，他認為這樣可以锻鍊他「屬靈的肌肉」，他知 

道去了中國後，只可以倚靠神，不可能倚靠人了，所以，要開始學習倚靠神 

的生活。不能不提的就是戴德生在信心上的操練，是整本傳記中 令人歎為 

觀止的部分，從他經歷的事件中，筆者只能讚歎上帝的作為，及驰的信實， 

祂會使用有信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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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思 

戴德生從小已經每天親近神，培養良好的靈性，書中記述他曾有好幾次 

靈性崩漬的時候，但他仍可以用禱告、禁食及讀經渡過那些困難的日子，仍 

堅持來到神面前尋求祂。今天，信徒或者教會都傾向集中力量發展事工，較 

忽略靈性的培育，以致很多信徒只懂返教會努力做事，但卻害怕探討屬靈的 

事情。這樣，可能會出現一個危機，就是即使有年輕一代的宣教士，也只會 

徒有籌劃和執行事工的能力，卻沒有生命的影響力了。 

身體的準備對宣教士來講也極為重要，如果只有美好的靈性、偉大的心 

志，但身體卻常出現毛病，即使有偉大的使命也不能承擔，這都給筆者很大 

的提醒。 

四、福音本色化與隊工精神 

(-)內容 

戴德生本是英國人，長有金頭髮和藍眼睛。當到達中國後，要把充滿英 

國文化色彩的信仰帶給中國人，絕不是一件易事。自1845年起，戴德生聽 

取麥都思的建議，在內地及鄉間傳福音時’改穿中國衣服、說中國話、以中 

國人的生活方式來生活，後來他更刺頭，梳了中國人的髮型，他指出這樣做 

不是「降格」，而是敬重中國人。 

但這些改變卻招來很多评擊，特別是當時在中國的歐洲宣教士，他們以 

高姿態的歐化服飾及生活方式出現，他們認為戴德生的做法，會拖垮他們的 

宣教事工’甚至連他的妹妹及朋友也不贊成戴德生的做法。當然，事實勝於 

雄辯，戴德生這樣做是大大勝利的。他深知這樣做可以減低中國人對洋人的 

戒心’使自己更加親近中國人’而且將自己變成中國人一樣’能更具體的明 

白他們的需要’將福音傳給他們°自從戴德生換上中國服後，在中國的福音 

事工就更見果效了。 

戴德生提出這個本色化的做法，直接影響以後在中國的傳教士。他所成 

立的中國內地會，規定所有宣教士一定要換上中國服飾，說中國話。曾經有 

幾位宣教士認為穿中國服十分難看’便改穿西服’但卻帶來不少麻煩，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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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人以他們是西人為理由，便排斥及殿打他們，但自戴德生換了中國服 

後’就沒有再發生這些事情了。另外，曾經有宣教士穿著西服進入戴德生的 

醫務所，當地人一看見這些穿西服的洋人便雞飛狗走了，可見他們不接受洋 

人的心態。 

雖然本色化帶來不少果效，但也承受不少壓力，有上海報章取笑他們是 

「豬尾佈道會」；而且有好些宣教士也因為不肯依從這規定而離開。不過’ 

戴德生的第一任妻子瑪利亞，就穿中國服一事寫了一封篇幅很長的信給英國 

的同工，她的分析非常獨到，她認為穿中國服既沒有違反真理，又有助極救 

中國人的靈魂，這樣為何不做呢？在尊重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的大前題下， 

本色化是有必要的。 

談到戴德生的隊工’起初到中國的時候，他有兩位親密同工，一位名叫 

艾約瑟，另一位是美國長老會的郭達門。至於後來加入的巴格爾，雖然大家 

都同屬一個差會，但二人的性格及做事方法大有不同，故始終未能深交’戴 

德生形容這人喜歡「我行我素，自己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後來巴格爾接 

納了別人的邀請去了寧波，卻沒有知會戴德生，這樣的合作關係，實在使戴 

德生感到失望。後來’戴德生遇到合適的同工，名叫賓惠廉及布逝先生’布 

_先生一直留守在英國總部’處理一切行政事務，使戴德生可以專心在前線 

事奉。 

戴德生有不同的隊工組合，當中的同工都是熱心愛主’滿有大志的°可 

惜不是所有同工都與戴德生有良好的關係，即使是後來當內地會不斷招募新的 

宣教士時，也有一些宣教士與戴德生唱反調。這樣看來’好的團隊並不是必然 

的，當中涉及許多因素’而每個因素也環環相扣，不容易個別解決的° 

(二）反思 

直到今天為止，本色化的議題在神學及差傳的範疇中’討論的聲音仍不 

絕於耳。但前人已經作了一個榜樣，本色化的福音策略是有其價值的°本色 

化有很多範疇，包括生活方式、語言、服飾、髮型、文字、書籍、思想及價 

值觀。本色化的程度可以商榷，但本色化的概念就不容置疑了 °值得反思的 

是，宣教士是否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及知識進行本色化呢？記得在非洲有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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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由於天氣炎熱，他們與當地人一樣，把床放在露天的地方，宣教士真 

的準備好這樣沒有私穩的生活嗎？亦有不少宣教士得花上兩至三年的時間學 

習當地語言，目的是希望與當地人溝通。 

本色化背後意味著宣教士的放下與擺上，他們要放下個人原有的生活方 

式，先放低自己，繼而是擺上自己倒空了的生命’讓更多人的靈魂得救。 

總括戴德生的隊工經驗，有以下學習： 

1.性格與使命在一個團隊中沒有必然的關係。即使團隊內每個人都有 

偉大的使命，又愛主愛人，並不代表可以融洽相處。很多時候，基督徒誤以 

為弟兄姊妹彼此相愛，一定可以合作無間，但事與願違，衝突往往就此發 

生，即使主內肢體也會分開。 

2.不是所有團隊的成員都可以有親密的肢體關係。很多時候，團隊可 

以一起工作’但未必可以一起分享或玩樂。不過，這也是很多人的誤解’勉 

強要隊員走在一起’ 後可能有些隊員忍受不了而離開。 

3.團隊的結合不是永不分離。人各有志，團隊不等同婚姻’團隊可能 

有時間性的，無論多優秀的團隊也會分開。當然也有例外的’如葛培理的團 

隊就截然不同’他們一起共事超過三十年，各自有家庭，但退休後，他們整 

個團隊都住在一起，這樣的團隊關係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令人羨慕。 

五、福音伙伴——敎會、神學院、差會及宣敎士 

(-)內容 

戴德生的福音伙伴只有教會、差會及支持者。書中很少提及他原屬的教 

會（循理會）如何支持他，而他譲屬的中國傳道會，亦有很多問題。他形容 

這差會「不為人設想」，因為差會常常沒有寄錢到上海，以致事工及戴德生 

的生活深受影響°後來戴德生自己成立差會’參考過往的不愉快經歷，將問 

題一一改善過來°他還成立國際性差會，與其他海外差會合作，以求集中資 

源用於中國°而他從來不會提及差會的經濟需要’亦不會在公開場合收取奉 

獻，縱然如此，一直支持戴德生及其差會的人很多’他及差會常常都有足夠 

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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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德生的福音伙伴中，雖然少了神學院的支持，不過早前的鐵三角關 

係經已齊全，而我們提倡的四柱福音伙伴關係在現今算是前衛。但是戴德生 

等人在百多年前建立的鐵三角關係，在當時來說，才是真正前衛！戴德生四 

出走訪各地教會，以求與她們合作及推動她們差遣更多年輕人到中國宣教。 

他的走訪為福音伙伴網絡結下不同的聯繫，以致這個鐵三角更加鞏固，戴德 

生、內地會、其他差會，及各地教會經已連成一個重要網絡。 

(二）反思 

無論是昔日的鐵三角關係，還是今天的四柱福音伙伴關係，中間 重要 

的是有一位推動者，如戴德生一樣，願意走訪不同的教會及地方。縱然網絡 

愈大愈好，但這不是容易建立的。差會的工作是要好好的支持宣教士，維繫 

支持網絡；教會需要推動會友認識差傳的工作；神學院要把 好的訓練給予 

願意上工場的人；宣教士要把工場的需要帶回教會及支持網絡中間。當然， 

要每一部分都投入去做才可以達成四柱的關係，若有缺環便會失敗。不過， 

要達成四柱十分困難，每多一個元素，難度就增加。單講宣教士一環，宣教 

士在工場上遇到的問題未必可以全部公開，亦未必可以及時交代，正所謂 

「遠水不能救近火」，很多時候都是宣教士自己面對問題，過後，才有機會 

報告。按筆者反思，今天可能很多人仍未認同四柱福音伙伴關係的理念，所 

以，我們若然相信這理念是好的，就更加需要教育牧者和會友四柱的重要性， 

因為即使是認同了理念，也不容易實行，要化理念為行動，教育為首要的事。 

六、跨文化衝突的處理與適應 

(一）內容 

當時戴德生面對的跨文化衝突實在不少，首先面對的是因他們的外國人 

身分而帶來的，其中船夫稱他及其他傳教士為「白鬼」，亦有人叫他為「黑 

鬼子」，這些稱呼令戴德生極為不滿。不過，他不會發怒或和他們有正面的 

衝突，因為他深明這些稱呼都是因為不了解而產生°另外是要適應中國人的 

生活方式，如用筷子吃飯’戴德生好不容易才戒除西洋習慣°之後又有中國 

人提議他剃掉前額頭髮，換上中國衣服，對於這些改變，他都逐漸適應下 

來。不過’西方人要在中國生活，會不斷遇到問題’例如有人揶揄他不能換 

掉藍眼睛和高鼻子，及不容易租住地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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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在傳教士之間，也會產生衝突。當時戴德生等人在中國的生 

活與當地人完全一樣，但歐洲的傳教士在中國興建歌德式教堂，穿戴西洋衣 

飾，這些歐洲傳教士對於內地會的傳教士穿著中國服飾有很大的爭議。此 

外，當時戴德生興建一幢大宅，安排了單身的男女傳教士入住，這樣的做法 

原是為了方便溝通及關顧，但後來卻引起眾多當地人及傳教士的非議，認為 

他們在道德上有問題，所以後來戴德生要在附近再興建大宅，讓男女單身傳 

教士分開地方居住，這樣非議才停止下來。 

從宣教人類學角度來看，當時中國傳統社會中，有不少知識分子奉行儒 

家學說，他們均認為以儒家思想來維持社會安定是 合宜的，但是基督教強 

調個人得救，講道者又常以教師的姿態出現，對於當時的上流社會人士來說 

是絕不能接受的。所以，這等人就聯合起來製造謠言以阻止他們的活動，此 

外，還有無數源於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文化之間的衝突。 

(二）反思 

跨文化的衝突與適應是宣教士必然遇到的問題，筆者極欣賞戴德生當時 

的做法。當衝突出現時，他的反應不是要自衛，而是耐心地聘聽、思考，再 

行動°衝突不但來自當地人，也來自其他傳教士，所以做決定時需分外小 

心。在權衡之後，戴德生認為應以當地人的福音需要為大前題，所以他是以 

當地人 能得著福音而作決定。 

宣教士需要適應當地的生活方式，如飲食習慣或衣著等，如果宣教士的 

生活水平太高，很難得到當地人的認同；如果太低也會對自我產生負面效 

果。宣教士需要懂得權衡輕重，怎樣的生活水平才 適合呢？按筆者想，就 

是找出這平衡點，宣教士也得用上一段時間了。所以’在宣教工場上，特別 

是起初的日子，都可能花在適應上，不過，若可以為事奉帶來更多的方便， 

這些付出依然是值得的。 

七、單身與已婚生活 

(-)內容 

戴德生初出工場的時候仍是單身’雖然他曾多次向一位姊妹求婚’但  

後都因為他要在中國傳教而遭拒絕’他的情緒或多或少也受影響。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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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單身傳教士在情感上有一定的需要，尤其是離鄉別井，難免會感到孤 

寂，故此當時戴德生常與妹妹通信，以表達內心的痛苦。 

後來他與瑪利亞成婚’使他的事奉由個人轉變為以家庭做單位’他的情 

感有了歸屬之餘，他同樣要面對子女教養及家庭生活的問題。明顯地，戴德 

生的事奉非常忙碌’照顧兒女的責任大部分落在妻子身上，不過妻子也忙於 

事奉，所以’兒女與父母也是聚少離多。在書中沒有提及兒女的問題，但相 

信在這種情況下，養兒育女實在不容易。直至後來第二任妻子再生孩子’雖 

然沒有提及兒女與第二任妻子的關係，但第二任妻子除了在家中照顧已有的 

兒女外，還要照料新生的兩名兒女，這教養的責任實在不輕。 

(二）反思 

依筆者看，單身或已婚的宣教士各有其難處，都需要有足夠的心理準 

備。單身的宣教士需要有好的隊工，團隊成員可以成為深交及彼此支持的對 

象，因為在宣教工場上，有很多事情也不能與其他人分享，團隊便成為 佳 

的支援網絡了。 

而已婚的宣教士所遇到的問題也不少，例如夫婦的相處、兒女的教養、 

家庭的經濟等。筆者同樣認為支援網絡極為重要，對於已婚家庭，如果有兒 

女，宣教士的父母也會到工場上幫助照顧，所以，原生家庭成為重要的支援 

網絡。 

八、述職、進修 

(-)內容 

戴德生也有回國述職，特別是成立差會之後，述職能讓英國的信徒更明 

白差會的工作及工場的發展。戴德生起初未完成醫科學位便出工場，帶來很 

多不方便，後來終於回國完成學業，他就放下心頭大石，完成學業對他的事 

奉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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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思 

述職已經是今天宣教士必要做的事，但據筆者觀察所得，宣教士回港述 

職時，往往忙於四出分享，如果宣教士有八至十間教會支持，他就十分忙碌 

了。現時有些差會是讓宣教士自行安排回港述職的行程，有些差會卻會一手 

包辦，其實各施各法，各有所長，無論如何安排， 重要的是不要讓宣教士 

太辛勞，四出奔走，比在工場上更辛苦。 

進修對宣教士來說是必須的，不論是神學知識或一般知識，進修可以令 

宣教士暫時放下工場的事務，同時，可以吸收更多新知識，將來能夠用於工 

場上。 

九、工場策略 

(-)內容 

戴德生的工場策略是以醫院為傳福音的重要基地，此外，透過學校及孤 

兒院的服事’鞏固福音工作。他也很喜歡乘船到處派聖經及傳福音，在不同 

的地方及鄉村建立教會。在他的事奉歷程中，他的信心不斷成長。以差派傳 

教士為例，起初，他要求差派二十四人去十一個省，後來提出差派七十人， 

及後再提出要差派一百人’ 後再提出差派一千人，他的策略是要全中國都 

有傳教士 ’把福音傳遍中國。為要達成這些目標’戴德生不斷往其他國家及 

地方，分享中國的需要及異象。起初他只是往英國分享及尋找傳教士，後來 

擴展至美國、歐洲等地，使萬民都得聞中國人的需要。要更多人起來宣教， 

就要有人去做推動的工作，而戴德生在當中就肩負起推動的責任。 

後來’他成立差會也是一個很好的策略，因為一個本色化的差會，專職 

服事中國’有本身的傳統及特色，也有其差會的協議書’讓差會的宣教士清 

楚自己的角色’這對後來成立的差會有很大的幫助。 

(二）反思 

在中國內地會成立一事上，筆者有兩點感到特別深刻及欣賞。第一是戴 

德生要求所有傳教士一定要循序漸進地學習中文，不要急於找一些速成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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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因為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其實也同時在學習中國的文化，及適應中國 

的工場。這些都能考驗傳教士的觀察力及耐性。 

第二是戴德生提出在工場上’由工場主任做決策，在總部則由主任決 

策，然而總部的主任不能為工場做任何決策，只能提供意見。他訂下這個規 

定，是因為過往出現了多次總部凌駕工場，但卻不明白工場的實際情況，以 

致擾亂了工場的事工。今天很多差會也面對同樣的問題’應好好學習戴德生 

的解決方法。 

十、總結 

再看戴德生傳記，心中不斷發出讚美的聲音。全書只見神佳美的作為， 

看見上帝忠心的僕人持守異象、憑信心經歷一切的困難。福音不是廉價的， 

當中上帝的僕人付出了 大的努力，這一切也激勵筆者的生命。願上帝賜福 

每一個憑信心回應祂呼召的工人！ 

羅美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