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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绒藏族的简介 

真正的接触嘉绒藏族是从两年前开始，这两年时间我们教会每隔

三个月会去一次嘉绒藏区，每次会停留 3-4 天的时间。起源是因着一

个嘉绒藏族的家庭，2008 年的地震震动了四川嘉绒藏族的这片土地，

也让一个刚刚步入婚姻并身怀六甲、年轻好动的嘉绒姑娘高位截瘫，

因为医疗的原因她和她的家人一起来到了成都。我们在成都相识，他

们全家也在成都信主，2014 年他们全家回到了嘉绒藏区——阿坝州，

理县，我们也跟随他们来到了这片曾经陌生的地方——嘉绒藏区。 

浅谈嘉绒藏族的宣教事工，当需要先来了解关于嘉绒藏族的基本

情况，这对于后期策略的制定有着密切的链接。我先将目前可以找到

的关于嘉绒藏族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们和

宣教路上的同工们给予了许多的帮助使得我的资料搜集得以顺利，感

恩你们为加绒地区而摆上的心。 

藏族（嘉绒藏族，QST 地区） 

嘉绒简介（i) 

名称：（嘉绒):  rGyalrong 

自称：（四土）：kə rə, roŋ 

其他名称：（四大坝）： Northwestern Jiarong, sTodpa; 

(茶堡)： Northeastern Jiarong, Japhug；   

（四土）： Eastern Jiarong 

在过去，“嘉绒”是地理和政治上的说法，指的是远比当今从语

言上划分辽阔得多的领域。富有传奇色彩的嘉绒十八国，已经把他们



的疆界扩大到了如今的木雅领域。据当时的语言定义，15 万说标准

嘉绒语言的嘉绒藏族人遍布阿坝州中部和南部的几个县，还有一些居

住在甘孜州的一些偏僻的地方和雅安地区。 

这些羌语支语言按照惯例被分为四大坝（西北部）、茶堡（东北

部）及四土（东部）。四土指的是以前曾被四位土司统治的领域，是

迄今为止最被广泛使用的嘉绒语，它包含至少两种主要方言。在较大

城镇之外，嘉绒语还是在各个年龄层和社会领域被广泛使用的语言。 

许多年长的嘉绒人仅通晓嘉绒语，但年轻人和中年人正在广泛使

用汉语（四川话）。而在汶川县，因毗邻汉族社会的影响很深，大多

数的藏族人只会讲四川话。嘉绒语言主要在发音和词汇上有差异，使

得人们相互间的沟通存在一定难度。然而，在属于西部嘉绒语支的其

他语言之间，也互不相通。 

嘉绒人偏爱住在山谷，他们在那儿耕种土地。不过，也有少数人

居住在高原牧放他们的牦牛，处于半游牧的生活状态。嘉绒文化可被

视为民族走廊之精髓 ：独具特色的石头楼房，经幡飞扬；古老的石

砌碉楼，神奇叵测；更有那佩戴手织腰带、裙饰和头巾的羌族女人，

花枝招展 。从外在来看大多数的嘉绒藏族人信奉山神和藏传佛教，

但是有 10%的人信奉佛教前宗教苯教。但是仔细去请教本地区的藏族

同胞会发现他们虽然看似是藏传佛教的外衣，但是里面更多的内容确

实万物崇拜的苯教实体。 



 

 

加 绒 藏 族 的 分 布 地 图

 
 



 

从地图上一目了然的看到加绒的地理位置，加绒又分了几个不同

的片：嘉绒南部、嘉绒中部、嘉绒西北部。 

二：嘉绒藏族的宣教事工 

从目前的口传和所能够找到的资料针对于嘉绒藏族的宣教历史

可以追述到近百年之前。百年的宣教路值得我们去回顾，曾经的前辈

们所走过的脚步是我们现今最明镜，后面部分我会从曾经的宣教历史

和现在的情况来具体的提出一些宣教的策略。 

1 前期的宣教事工 

A 改革开放前的宣教历史 

如果要说嘉绒的宣教历史，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资料是天主教

的宣教士在清朝期间已经来到了嘉绒地区，新教的第一位传教士是加

拿大的宣教士 J.H.Edgar，他于 1902 年来到嘉绒地区，作为第一位

新教的传教士来到这里,当时还没有什么现代的交通工具，因为嘉绒

地区都住在大山之间，所以只能够用最原始的骡子。Edgar 在这里学



习当地的语言，并发表关于嘉绒语言的文章，研究嘉绒藏语的语法，

编写了关于嘉绒藏语的词汇表，复印了嘉绒语言的福音单张，有记录

Edgar 当时已经把圣经的约拿书翻译成嘉绒藏语，很可惜的是现在翻

译的约拿书已经找不到了，Edgar也在当时的华西任教，这些历史和

人物都可以在四川大学的图书馆中寻得。虽然此刻我们可以用简单的

语言来概括 Edgar当时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在当

时的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一切他有付出了多少。没有电脑、没有飞机、

汽车、翻译软件、录音笔，一切都需要宣教士倍加的努力和点滴的记

录才可以，他为此敖了多少个夜晚我们不知道；他为此爬山涉水，穿

破了多少双鞋子我们不知道；他为此被拒绝、抵挡、嘲笑了多少次我

们依然不知道。也许这就是宣教士生命的宝贵，用微笑面对挑战和困

难。 

(i)参在《四川走廊》之嘉绒藏族 

时间推移，在 1908年主教 W.W.和 Joseph Taylor 共同发起呼召

说：“我们需要工人前往西藏和其中的各个部落，这样的人应当适合

过艰苦的生活，可以适应颠簸不定的生活并且能够忍受孤独。还需要

有相当的语言天赋，因为不仅仅要学习中文，还必须要学习至少另外

的一个语言。我们需要 300 位这样的宣教士。”也就在 1908 年 CMM

开始差派工人调查 18 个嘉绒藏族部落的情况，人文、地里、经济、

宗教都有涉猎。嘉绒藏族的资料也是在这个时候被记录了下来，目前

关于嘉绒藏族的具体情况依然还在更新当中。其中主要分为三个地

区：四大坝（西北部）、茶堡（东北部）及四土（东部），这些在前



面关于加绒的介绍中已经做了一部分说明。 

在此我特别感恩在早期不仅仅只有国外的同工进入了嘉绒地区，

中国的同工也同被差往了这里。第一位差派到嘉绒藏族的中国同工姓

毛，我们称他为毛弟兄，因为他的名字没有办法找到，但感恩的是他

的照片保留了下来，一并附上毛弟兄的照片作为我们同辈们的勉励：

 

非常惋惜的是毛弟兄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具体去世的时

间没有能够找到，从能够找到文献中知道他取了一位本地的妻子，在

去到嘉绒藏族两年的时间中就在本地建立了一间教会。在长征期间本

地的教会受到了很大的逼迫，教堂被拆除，传道人被杀害和驱赶。但

毛弟兄并非在此时殉道，他是身体染病去世的。 

在今天的阿坝州小金县有一个纪念长征的博物馆，但是这个博物

馆的前身就是天主教会。下面的这张图就是目前被保护起来的长征纪

念馆，也是曾经宣教士建立的教会。这间教会始建于 1919,是有一位



天主教的法国宣教士建立的。目前这也是仅存的在嘉绒地区保留下来

的一所教堂。 

 

可以找到的资料显示在 1934 年嘉绒藏区已经有 34名信徒。也就

是 1934 年左右，本地的信徒受到长征到此的共产党并其军队严重的

迫害，教堂和牧师房子皆被烧毁，逮捕并杀害基督徒。那些逃跑的嘉

绒基督徒把圣经埋在地下，等到搜捕结束后再取出来。可以想象当时

的迫害非常之严重，自此之后在嘉绒地区的福音大门也完全关闭了。

这门一关就是 50 年，直到 1987年再次有来自荷兰的宣教士踏上了嘉

绒藏族这片土地。 

  B 现今的福音和宣教情况 

我自己亲身走访了加绒地区，也拜访了目前在关注嘉绒地区、曾

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宣教同工们，得到的关于现在的福音情况让我个人



揪心不已。 

嘉绒藏族目前总人口约有 25 万，主要都在四川的两个州：阿坝

和甘孜。在这偌大的一片土地上没有一间已经成型的教会，不论是三

自教会或者是家庭教会。整个信徒的人数加起来不足以 30 人，也就

是仅仅只有总人口的 0.0001%，一万个嘉绒藏族的人当中只有一个是

基督徒，而分散在各地的这些信徒们却长期不能够得到牧养，只能依

靠弟兄姊妹们不定期的探访给予微不足道的关怀和牧养。 

曾经有国外的同工们通过各样的方法尝试着住在这里，但是因为

政治的原因后来不得不离开；也有国内的同工带着负担来到了这片土

地，但后来因为生活压力和个人原因都惋惜的离开了。现在在这片土

地上没有一个宣教士，没有一间成型的教会，这不禁让我真正的看到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二节中对那即将出去的七十个门徒说：“就对

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

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这片土地从成都驱车只需要四个小时就可以进入嘉绒藏区，但是

就是这四个小时却这么多年以来鲜有教会来关注。罗马书十章十四节

中保罗用反问的来指出犹太人不是没有听到福音：“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但是，这片土地却是实实在在的鲜闻福音之地。 

更甚为让人痛心的是本就很难听闻福音的这片土地，因着异端的

传播让人们对基督真理开始诋毁和抗拒。异端邪教三赎基督在加绒地

区不断的用他们弔诡的方式向嘉绒藏区的人们传教，这个部分也值得



我们反思，后面在策略部分我们会来讨论关于异端的问题。 

C 经验与反思 

失败可以说是最好的老师之一，因为它鼓励学生重新评估所用的

方法，不会继续盲目前行；但宣教重估必须从宣教士、方法、环境及

受众各个方面来进行。（i)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但我都把这些

都作为我们今日尚好的借鉴，帮助我们能够在宣教的路上更加贴近神

的心意，更加智慧的去得着那未得之民，进入那未得之地。 

 

(i) 《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329-333页  

  I 历史与政治 

在这里我也特别要针对国内同工参与藏族事工有一些的补充，那

就是关于历史方面的了解。从小在我们生活和学习中所能够知道的藏

区是美丽的地方，藏区的人民是热情的、好客的、淳朴的。诚然这里

非常的美丽，但如果你带着这样美好的憧憬来这里必然会吃大亏的，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和藏族同胞所口传下来的历史是不同的，你眼

中的他和他眼中的你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藏族的人民来说汉族是一个他们不喜欢、讨厌甚至是恨恶的

民族。我们的教科书中告诉我们五十年代初和平解放西藏，唯一能够

找到的战役就是昌都战役消灭敌军 5700 人次。但是对于藏族的同胞

来说我们是侵略者，是至今让他们的领袖无法回来故土，至今仍然占

领着他们土地的侵略者，我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会用几个例子来告

诉大家藏族同胞眼中汉族。 



个案一：我自己曾去参加一个藏族的会议，在会中我认识了来自

其他国家的一位藏族老姊妹，我很高兴的和她打招呼，她也报以微笑

回应了我，但是后来我在和她打招呼她却一直都是冷漠的回应。直到

会议快要结束时我的朋友才告诉我，第一天我和她见面的时候没有诚

恳的因为历史的原因向她道歉她很难过。我当是很想说自己是多么的

冤枉，但是当我得知她的经历和出发点后我沉默了。 

个案二：我的一位朋友，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基督徒，他是汉族，

妻子是藏族。在 2008 年藏独事件期间，她妻子的母亲来到他们家，

看到他们家的水井是打开的很不放心的告诉我朋友的妻子，一定要把

水井上锁，朋友的妻子很是不解的问为什么，答案让所有人都意想不

到，原来我朋友妻子的家人很担心我的朋友会杀了她的妻子，然后在

把尸体仍在水井里面。 

这些个案可能是沧海一粟，不能够代表所有，但也诚然值得我们

要补一补这一课历史，对于藏族人民来说的这一段历史。当然并不是

所有的藏族对汉族都有深深的仇视，我们也有接触到一些年轻的大学

生和高中生，相比之下他们对于过往的历史所带来的民族情结不是最

为关心的，他们的同学中就有很多的汉族学生。我自己深深的期盼未

来进入藏区的宣教同工能够对于这段历史可以有更多的了解，知其然

亦知其所以然，这对于在禾场面对不同的藏族人民并如何与他们建立

关系、用怎样的方式将福音带给他们相信会有相当的帮助的。我个人

也深信主耶稣他是爱，爱里没有惧怕，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再大

的恨也不会比主的爱更大，当用主的爱去融化他们的心。 



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国外宣教士，中国的政治原因使得从国

外来对藏族有负担的宣教同工们越来越难以居住在这片土地，未来会

如何目前大家都持观望的态度。就现在在嘉绒藏族的事工来看国外的

同工人数远远的超过了国内的同工，我深切的盼望这些国外的同工能

够长期的留在这片土地上，因为神要我们一起携手。 

II 团队合作 

我这里所说的团队合作包括了两个方面：国外同工与中国同工的

合作；中国同工彼此之间的合作； 

前面我已经说过关注和投入在加绒藏区国外的同工人数远超国

内的同工，而现在也慢慢的有越来越多国内的同工加入进来，这必然

会带来一个新的挑战和希望，国外的同工希望能够和国内的同工一

起，但是应该怎么一起来合作呢？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回避的话题，

每一个国外的团队或者是国内的团队都应该去思考。 

另外在中国同工之间的合作方面也是那么的稀少，请原谅我用稀

少这个词汇，但目前的情况真的是如此。有的同工是自己感动去的，

有的同工是教会差派过去的，有的同工是差会差派去的，有的同工是

团队差派去的。其中因着各自的背景、做事方式的不同、目标的差异

让大家同样在一个地方服侍却少有的往来和合作。而我自己看到的现

象是最能够并愿意合作的是那些凭着自己的感动去的同工们，这里我

们应该问一下为什么？ 

在此我不评论谁对谁错，但就我自己看到的一点有一些分享。现

在不管是教会、差会、团队差派出来的宣教同工看起来很多都是后方



主导，家长式的合作模式。前面的同工接触谁，和什么人或是机构合

作后方会严格控制。相当于很大程度上绑住了前面同工的手脚，我想

这些被差派出来的同工他们应该是最为了解本地情况的人，他们也一

定具备了分辨的能力（不然放心送出来吗？），而差派他们出来就应

该给予他们信任和权力，前方和后方的关系不仅仅是管理，而是相互

的尊重和信任。 

未来一定是彼此合作的时代，期盼不论是国外或是国内的同工都

可以敞开自己，不是希望从对方那里获得什么，而是我自己可以给出

什么，让彼此携手只为着神的大能和荣耀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彰显。 

III 装备 

首先我要说没有完美的装备，不是看完了学完了孙子兵法上了战

场就一定百战百胜。但对于宣教士特别是国内的宣教同工们就目前的

情况来看装备的部分确实是显得如此的不足。 

曾经耶稣会用十二年来预备一位宣教士，但我们很多时候用了不

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勇敢的把国内的宣教士直接送到工场上面（PS.很

多都是神学装备）。很多被差派出去的同工对自己服侍的族群根本不

了解，针对于跨文化宣教的基本训练也没有过，我个人非常认可这些

同工的热情和愿意摆上的心，但是在我接触和认识的许多同工后我深

切的看到前期的装备是如此的重要。 

现在我们国内被差派出去的跨文化宣教同工有 70%-85%的折损

率，这个数字已经完全告诉了我们出了问题，并且不是小的问题。我

在近期约见了不同的一些从藏族宣教工场回来的国内同工，了解他们



的近况也请他们分享在禾场遇到的困难、回来的原因、未来的计划。

其中同工们都分享到了关于装备的部分，几乎所有的同工在进入藏区

服侍前都没有过跨文化的装备，也没有过关于藏族的文化培训。他们

或是因着四川地震的缘故来到了藏区，或是因着在短宣中的感动而回

到了藏区，等到来到这里之后才开始接触本地的问题，不断的碰壁之

后才开始学习藏族的文化。 

这些离开的同工虽然离开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当问到未来的计

划时我很感恩的是他们都希望可以重新回去曾经服侍的藏区，也希望

能够有更多的预备后再出发，而不再是只有单单的满腔热情。现今的

宣教环境相对于若干年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优势，针对于国内同工的

跨文化训练机构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国内各地并国外成立，我深切

盼望未来的跨文化宣教同工可以有适用的跨文化装备之后再去到禾

场。 

IV 生活供应、后方支持 

这是我见到的国内同工离开宣教工场最多的原因，相比于外国的

宣教同工，部分国内的宣教同工他们的生活费很多只有外国同工的十

分之一，这微薄的支持更本不足以让他们能够带着一家人在一个异文

化中健康的生活下来。 

不得不说我们在这个方面存在着前辈们的传统，当成为传道人为

主而摆上的时候就应该要吃苦耐劳，可以与贫穷为伴，无惧任何的困

难。我们来看看圣经如何对我们说话。 

【提前 5:17-18】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地敬



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谷的

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在工场上面的宣教同工如果没有稳定的身份和生活，连在本地都

很难带来影响力，没有影响力他们所传的也很难带给本地人信任感。

这些都是连贯的反应。宣教士无法保证家人的生活，不能够给孩子们

应当的教育和投入，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险，这如何让我们的宣教同工

可以健康的留下来，并有效的开展事工呢？ 

每每听到这样的故事时我都有些激动和愤慨，求主给我更多的耐

心。感恩的是现在慢慢开始大家对于宣教士的生活方面也越来越重

视，我很高兴听到北京的差会为宣教士们购买了社保并且安排宣教士

每年都有去泰国休息的时间。盼望未来在这个方面能够得到根本的改

善。 

另外让宣教同工倍感伤心的就是在工场上面的孤独和无力感，差

派出去的宣教同工很少得到牧养和关怀。这实在不能够去指责我们的

教会或是团队，因为我们也确实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方面确实应该

向在宣教方面成熟的国外教会或者是差会来学习，因为我们国内的差

派现在还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需要谦卑下来学习如何来关怀和牧养

前方的宣教同工。 

V 语言 
藏族同胞说：“这个外国人居然可以说我们的语言” 

中国同工说：“我们不需要学习语言，本地人都可以说汉语的”   

语言，奇妙的语言。尽管生活在嘉绒地区的藏族人民很多都会说



两种语言，汉语（四川话）和本地语言。可是每当他们想要谈论重要

的话题的时候，几乎总是使用本地语言，这就是他们的“心灵语言”。

所以，学习这段心灵语言的的价值，再强调也不过分。(i) 

我可以理解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对于不管是博士毕业或者是小学

毕业的人都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痛的事情。而且语言的学习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是需要花上多年的功夫，会遇到许多的挫折，付出是时间和

精力都无法来估算的。然而，相信那些真正蒙上帝呼召来到藏传佛教

地区分享福音的基督徒，必定已经准备好走十字架的道路，请竭尽全

力学习语言吧。当你学好语言得到的好处也会是你同样无法估算的。 

(i)《在雪域漠北见证基督》259-260 页，次仁 ，中亚出版社 

VI 植堂和门徒培养 

建立藏族人的藏族教会,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神的心意。不是把

我们所知道的教诲模式复制到藏族弟兄姊妹当中，而是能够培训、培

养、陪伴他们成为以圣经为中心的本地化教诲和门徒。 

如果你问一位在藏区服侍超过 10 年的宣教士如何培养藏族的弟

兄姊妹成为主的门徒,可能你得到的答案是：我还在学习，很难。如

果你问一位刚刚到宣教工场一段时间的宣教士同样的问题你可能得

到的答案是：A 我们应该从。。。B 然后。。。C 借着。D.E… 

亲爱的同工们，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没有能够颠覆藏族弟兄姊妹

的世界观、信仰、价值观，那终究是无法培养出愿意付上一切带来来

跟随主的门徒；如果我们不真正的认识藏族同胞的信仰、世界观、价

值观，如何能够辨识我们所传的福音信息他们可以正确的解读呢？如

果藏族同胞不能够正确的解读我们所讲的福音，他们所信的又会怎样



呢？或许这也是藏族弟兄姊妹流失率之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另

外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当祝福的福音变成他生活中的咒詛时

如何帮助弟兄姊妹们面对呢？不同方面的问题需要未来宣教同工们

去思考和斟酌，请一定不要着眼于他是否决志信主，主耶稣的教导是

要藏族的弟兄姊妹成为愿意跟随他的门徒。未来的宣教同工请先来深

入了解藏族的文化，藏族信主后将带给他们的冲击，如何陪伴并帮助

藏族弟兄姊妹在冲击中可以靠着神得胜。（i） 

VII 异端 

  前面已经介绍过在嘉绒藏区异端给现今的福音事工带来了极

大的破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异端三赎基督进入嘉绒藏区，他们

的异端邪说给嘉绒藏族人民留下了很坏的影响力，而嘉绒藏族的人民

不了解三赎基督是异端，错误的认为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未来进入

嘉绒藏区服侍同工当在之前对于异端要有一定的了解，为护教和驳斥

异端做好准备。 

(i)《跨文化训练手册，第二部分：藏族概况》60-65 页 

 2 未来宣教事工 

  A 宣教士的培养 

     I 宣教士筛选 

针对于宣教士的筛选现在我们很多的吸纳了西差会的模式，我自

己觉得学习到很多，但是毕竟我们所处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对

于国内的宣教同工什么样的筛选是适切的呢？ 

 我自己的看法有以下重要的几点： 

    ·他是谁？（教会、小组、家人、工场主任（短宣）的评估） 



    ·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常为学生，潜力无限） 

    ·感恩的心（这是喜乐的良药，帮助胜过挫败和失落） 

·呼召（面对藏区的挑战，没有清楚呼召很难坚持） 

    ·可以从圣经教训的亮光中评核文化（处境化与非处境化,

这个部分必需要有圣经真理的根基）(i) 

    ·身体，可以适应 2000 米以上的高原生活 

     II 宣教士培训 

对于国内的跨文化宣教培训，我看到每个机构有不同课程，那么

到底什么样的跨文化培训是未来切实有用的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

去探讨和为此做一些更为细致的调研，很感恩的是在今年已经有这样

的安排，会邀请国内和国际的做跨文化培训的机构来一起探讨。 

我这里单单分享我个人所看到的关于嘉绒藏族的宣教培训应当 

(i)《文化差异与福音传播》1-5 页 宋郑宝琪 

   

必须有的一部分内容，这些是我请教了外国的宣教同工、从嘉绒藏区

回来的国内同工、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而来的。 

·藏族历史和文化——走进 Tibetan 

·团队合作（如何与外国、本国同工合作）  

·驳斥异端 

·我是宣教士，我的位置在哪里？与差会和教会的关系 

·情绪梳理、压力管理 

     ·属灵争战 

     ·语言学习方法 



III 宣教士差派 

 

未来的宣教应该会越来越向着上面这个铁三角的方向发展，不再

是之前单一的 A              B  的差派模式了。目前这个铁三角

的模式也得到了普遍教会和团队的认可。    

目前在四川地区已经成立的差会有一家，正在筹备中的差会有一

家，他们都积极的寻求与教会之间的合作，也盼望未来能够与教会一

起来差派宣教士。   

 IV 宣教士关怀和牧养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造成国内的宣教士不能够长期的在工场服

侍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关怀和牧养。我们不能够把宣教

同工送走之后就真的拜拜了，更多的陪伴、关怀、牧养、培养其实从

离开的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 

嘉绒藏族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位于汉族和安多、康巴藏族的中间

地带，成都地区和周边的教会如果能够支持并关怀本地区的宣教士，

那么可以说是近水楼台的事情。目前在四川服侍藏族的国内同工基本

都不是来自四川本省，他们家乡的母会也是鞭长莫及，如果能够帮助

这些同工在本地找到可以接受牧养和关怀的教会实在是一件美好的

事情。我也感恩在我所接触的四川城市教会中看到越来越多的教会和



弟兄姊妹对藏族的宣教负担越来越大，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四川本地

教会的宣教士进入藏区，得着这民。在这里也对四川的城市教会提出

一个挑战，为什么从四川城市教会中差派出去的宣教同工截止目前几

乎为零呢？原因何在？ 

 B 宣教的推动和支持 

I 堂会中推动宣教 

 在教会中推动宣教对于未来嘉绒或是其他的跨文化宣教都有着

很重要的影响。我们都认可教会是宣教的大后方，如果教会没有积极

的投入在宣教中，那么对于差会或者是教会中差派出去的宣教同工都

是莫大的损失。 

曾经我们忽视的在教会中宣教的推动，让教会在宣教中的参与度

及其之低。这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部分。我自己曾经有三年的时间在

教会中推动宣教，深深的感触到如果教会的领袖不动那么教会也很难

动起来（因为中国的教会依然是以家长型为主）。教会的领袖一般都

很忙碌，很多的领袖都认为宣教是我们要做的，但宣教却只是教会众

多事工中的一个部分，我个人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但是想要带来改变

我自己的经验是需要几个方面一起来推动的，我会用下面的图形来表

述关于宣教推动的策略： 



 

宣教的推动需要教会差传有负担的同工或是负责人、已经差派出

去的宣教同工，还有差会来共同努力。有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去

做，例如邀请教会的领袖去跨文化的地区亲身的体验；在教会的主日

中分享关于宣教的信息；在祷告会中来为着宣教士和跨文化地区祷

告；举办嘉绒藏族文化的体验的活动，让会众认识这个民族；差会每

年联合所认识的教会并邀请宣教士开展宣教年会；在教会中推动为着

跨文化宣教的经济奉献。这些方式和方法并没有什么推陈出新，重点

是从知道到切实去做这段距离却又长又短，期盼不要冗长而至慢慢的

消磨。 

盼望在乎神，我们的神是宣教的神，我深相信上帝会带领他的教

会去祝福万族，我深盼望也相信中国的教会要起来回应神的呼召。 

II 钱援策略 

普世的宣教事工需要大量的金钱投入，前面我提过现在国内宣教

士离开所服侍工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生活无法保障。我很感恩的是随

着这些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的教会也慢慢的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基督徒里面的有钱人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人

群，所以基督徒在中国社会中并不是一个有钱或是有权的群体。但是



中国教会是否可以在经济上有能力支持宣教士呢？我的答案是肯定

的，后面在宣教策略的部分我会特别的来说一说这个方面如何解决。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是家长式的，孩子如果经济没有独立那么就得

听父母的话。这也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宣教方式，教会出钱支持宣教士

那宣教士是不是应该听教会的呢？差会或团队出钱支持宣教士那宣

教士是不是应该听差会或是团队的呢？教会或是差会、团队变成了宣

教士的家长和老板。 

在这里有几点是我们在钱援策略下要注意的： 

·是伙伴而不是工人 

我们当看宣教同工为伙伴，一起完成主所交托的大使命。 

·是分享而不是救济 

经济的支持是分享神的恩典供应，教会或是差会不应该是高姿态

的给予。宣教士也要及时的与教会和参会分享当地的情况和事工的开

展、个人的生命，互相扶持。 

·是监管而不是控制 

对于宣教士资金的使用在生活的部分要完全信任宣教士让其自

己来安排。但是对于某些事工，比如说筹集基金开始了一个营商宣教

的项目，教会或是差会可以监督其资金的使用避免让宣教士跌倒，但

不是完全的控制。 

·是双线而不是单线 

宣教同工在接受经济支持的同时也是把祝福和事工的开展情况

并本地的福音拓展状况与教会分享，不是单线而是双线的交流，彼此



伙伴的关系。 

另外如果是营商宣教的话，项目盈利后不是这些盈利都进入了宣

教士的口袋，而是可以使用这些盈利成为更多的祝福，这也是一个双

线交流，宣教士需要和支持的教会或是差会共同来商定资金的使用。 

你的财宝在哪里，心也会在那里吧。打开我们的钱包，把金钱投

入在那得着生命的永恒价值中是一定不会亏本的。 

C 宣教策略   

在这里我要先引用叔纪田老师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对于宣教士的

一个身份名词——延福使：其意是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这份祝福，

也要将这份福气延续下去，将神的祝福带到未曾听闻主耶稣福音的人

群中，我们是传递这福气的大使——延福使。对于嘉绒藏族和其他的

民族而言此称谓尤为适切。 

那么，对于延福使或者是延福机构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该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该对受众做出什么贡献？所提供的服侍能否满足地

方政府的期待和延福万族的目标？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寻找答案

时，却是值得费心费力的前期探索。(i) 

I 联合差派 

目前参与跨文化宣教的教会基本上都是家庭教会，对于中国的家

庭教会来说独立的差派还是力量相对于弱小（大的团队另外考虑，以

中国的城市教会为例主要是独立的教会），而想要支持和差派以团队

为单位的宣教力量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所以我个人认为应当考虑联合



差派。几个教会共同来联合差会一起支持一队宣教同工们前往宣教禾

场。 

      (i) 《延福万族的使命》62 页，高雅真，阅读文章 

宣教士们在禾场上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首先他们要

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孤单。主耶稣差遣门徒们出去的时候也是两个两

个一起；保罗出去的时候也是巴拿巴和他一起，后来又其他的同工加

入进来。今天，我们差派我们的同工也需要团队的协作，不管是从资

金上或者是人力上都使得我们需要联合差派。 

联合差派可行的模式是通过与差会的合作来完成。各个教会将宣

教士委托给差会来一起差派，差会可以结合资源和网络在同一个跨文

化的地区来进行协调，将不同背景、不同教会、不同团队的宣教士按

着各自的恩赐组成团队。差会需考虑到宣教士各个方面的需要，生活、

学习、保险、单身或是有家庭和孩子、属灵的牧养、恩赐的搭配、事

工的开展、与教会的连接、突发的应急方案、述职、退休等方面。 

这种模式不仅仅能够切实的关怀到宣教士，也能够帮助教会和宣

教士建立稳定的关系。 

II 营商宣教 

营商宣教是现在大家都在学习和探讨的一种宣教模式，也是实践

中现在最有有效的一种宣教策略。嘉绒藏区本身的条件就不容易进

入，外国的同工很难进入，即便是营商宣教的方式也很难进入。但是

对于国内的同工营商宣教的门是打开的，感谢主他有美好的预备。 

针对于嘉绒藏族的情况就现在正在预备中的两对夫妻我们都考



虑用营商宣教的模式来差派他们。嘉绒藏族中以汉语和嘉绒语为主，

学校通用汉语来教学。本地区 2008 年地震后大面积重建，人们的生

活有保障，政府大力的支持也让很多的嘉绒藏族人民都在原来的地基

上盖起了新房。对于外来人群持欢迎但有警惕的态度，短期的不以为

意，但是如果想要长期的居住必然会引起本地人或是政府部门的注意

和讨论。因为地域小的原因从县城到周边村子的人走在街上随时都会

遇到相识的人打招呼，一件事很快全部人都知道。 

对于在本地以什么样的模式进入我们有以下的一些方面的评估： 

·本地区能够做什么，我们的同工可以做什么 

·做什么是对社区有益的 

·做什么是政府接纳的 

·做什么是可以接触到本地人和他们建立关系的 

·什么是会得罪他们文化的事情 

·什么事情是可以带来影响力的 

·什么是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 

个案一：他们夫妻马上要退休了，子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夫妻二

人都对嘉绒藏族有负担，希望他们退休之后能够去到嘉绒藏族中服

侍。现今丈夫在工场中负责管理，妻子是一位律师。 

选择营商宣教的原因是考察了本地的情况后再结合他们夫妻的

情况而做出的决定。如果他们去做教育很难在本地找到接收他们的学

校（但是可以去一些学校做志愿者）；如果他们在本地做公益，目前

还没有适合的项目可以开展；如果他们去做学生学习嘉绒藏语，本地



根本没有这样的学校可以接收他们；如果他们去单位应聘现在还没有

发现适合的工作。 

看到他们如果要满足前面提到的评估条件，可行的方案是在本地

做一个生意（具体做什么现在还在考察和评估中）。然后妻子可以去

法律部门挂名，为本地人提供义务的法律咨询。夫妻二人也可以定期

的去学校做志愿者。因为本地已经有一个家庭信主，但是没有牧养，

他们可以定期的去关怀和牧养这个家庭。 

个案二：夫妻二人曾经都在嘉绒藏区服侍过，有四个孩子，其中

两个孩子已经成人，还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夫妻二人以前都是全

职工人，后来因为关系原因离开团队，生活压力太大开始做生意。夫

妻二人都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都只有小学和初中的文化。 

他们希望回到曾经服侍过的嘉绒藏区，在那里他们有认识的弟兄

姊妹和朋友。曾经他们是以传道人的身份进入，也是以专职的传道在

那里生活过。如果按着上面的评估条件他们认为不适合再全职的传

道，因为身份已经很敏感，如果再次进入他们希望用营商宣教的方式,

因为他们这两年已经积累了一些做生意的经验。 

营商宣教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可以让他们以本地人接纳的方式

住在其中，也可以让他们更多的接触的本地的嘉绒藏族人； 

  III 带职宣教 

藏区很多的地方都需要一些的专业工作者，而政府对于这些外来

的工作人员也给出了很好的待遇。目前在四川的城市教会中有很多的

专业人士，在大学生团契中每年也有很多的学生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我所认识的两位现在还在读书，即将毕业的弟兄他们本身对藏族

有负担，所以他们在选择单位的时候就特别的选择了去藏区工作。现

在他们除了完成毕业的事情外，正在努力的装备关于跨文化和藏宣的

知识并实践经验。带职宣教起码有着以下的好处：生活的保障、身份

定位的保障、本地的接纳和认可、更加的容易接触到本地人。 

其中一位是预备去本地做老师，还有一位是预备去做医生，这些

都是被社会尊重和有影响力的身份。 

望神大大的使用这些延福使们成为藏族人民的祝福，我深深的为

着这些弟兄姊妹愿意摆上的心而感动，相信神定要得着这个民族，神

的心意就是要得着万族。 

三：加绒--得着这未得之民 

世界上最大的祝福莫过于认识主耶稣并跟随主耶稣，他是道路、

真理、生命。我们领受了这份祝福，也要将这份福气延续下去，将神

的祝福带到未曾听闻主耶稣福音的人群中，我们是传递这福气的大使

——延福使。我们的服侍是延福服侍，延福服侍的目的是叫未信的群

体得福，延福服侍策略的焦点是如何让延福使接触和认识未听闻神的

群体。（i） 

深切的盼望每一位嘉绒藏族人都有机会可以听到符合他们理解

方式的福音，我期盼在嘉绒藏族或是其他的未得民族中的每一个社区

都有神的教会。 

【启 7:9】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

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



树枝。 

Johnny 

注 （i) 《福境重寻》64 页，叔纪田，大使命中心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