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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教會新的機遇

白建清	

[摘要]	 面對中國的城市化趨勢，本文透過四個問題詢

問全國20名天主教神父，從而收集他們面對的現況和

反思。本文探討了新的牧民和福傳處境，以及教友、堂

區、司鐸，以至整個國家面臨的挑戰。新形勢產生危

機，但亦開闢了新的未來。本文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進

程為基督徒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利用新媒體和

新方法進行自我調整，以牧養、溝通、合作、開放、交

談、傳福音，並以福音的價值和精神帶領整個社會，好

能為在中國教會、中國人民以及其他方面迎向一個更好

的未來。

Abstract: Addressing the urbanizing trend in China, four 
questions were sent to 20 Catholic priests across the country to 
gauge the reality they face and solicit their reflections. Based upon 
the survey, this article explores new pastoral and evangelizing 
contexts, and the challenges that laypeople, parishes, priests, and 
indeed, the whole country face. New situations may create crisis, 
but they also open up a new futu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urbanizing process in China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Christians 
to adapt themselves, using new media and new methods to 
minister, communicate, collaborate, open up, negotiate, and 
evangelize. This way they may guide society with the values 
and spirit of the Gospel, thus, envisioning a better future for the 
Church in China, and all the Chi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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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鎮化（都市化）是目前中國社會的一個大趨勢，在

這個過程中，每一個人都受到了影響，不同的人在社會大

潮中採取了不同的態度。作為中國社會的一部份，教會生

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為了更準確地瞭解城鎮化對教會

發展的影響，以及在這個大趨勢下各地教會的情況，通過

四個問題，本文隨機訪問了不同地區的在農村和城市服務

的神父們，請他們談談處境和想法：

（1）城鎮化對您堂區的影響？

（2）對教會在中國環境下存在的影響？

（3）我們需要怎麼樣調整牧靈和福傳的方法？

（4）對城鎮化影響下的教會在中國社會新環境下的設想

和發展建議？

有分別來自浙江、上海、江西、山西、山東、陝西、

河南、河北、廣東、雲南、甘肅和四川的 20 位神父，有

的在農村，有的在城市，他們通過文字或語音回覆了採

訪。結合他們的體驗和洞見，從實際的牧靈生活和教會以

及社會的現狀出發，探討中國近年的城鎮化對中國教會發

展的影響，既是危機、又是轉機。所以，本文的反省實際

上是在鄉村和城市牧靈第一線的牧者的牧靈生活和反思

的總結和前瞻，是牧靈實踐的反省和探索。

城鎮化的大環境，就是主耶穌撒種比喻中的「土

地」。1基督徒帶著福音的「種子」生活在中國的大地上。

1	 瑪13:1-23；谷4:1-20；路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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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無法選擇，然而，在瞭解並研究了中國當前的「土地」

後，人可以選擇並調整「撒種的方法」，以及照顧種子成

長的對策，以期福音在中華大地上結出百倍的果實。

本文從三個方面描述並反省城鎮化對中國教會的影

響、挑戰和機遇，進而展望一個未來充滿新希望和福音

化的中國教會和社會：城鎮化在改變著中國的大環境，

給人群、社會和教會造成了新的挑戰；同時，也為教會

的發展提供了新的邀請和機遇。

一　城鎮化在改變著中國的大環境

１ 城鎮化改變了整個國家的面貌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2019 年 2 月 28 日發佈的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北京

2 月 28 日訊），中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 60.60%，

84,843 萬人。而 10 年前，2009 年中國的城鎮化是

30%。2 城鎮化是中國社會的新進程和未來發展的方向。

城鎮化使中國從一個農業社會，開始邁向了工業化

的社會，也使人對自己、他人和整個世界的認識有了新

的變化。城鎮化使本來有的「城鄉差別」更為明顯。城

鎮化使好多社會資源都集中在了城鎮，初中以上的學校

都到了城市、優質的醫院、公司，以及商業和生活的便

利機構等都在城市，吸引或迫使年輕人離開自己生活的

農村或者小城市，到更繁華、更有機會的城市學習、工

2	 統計局發佈 2 0 1 9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佈 h t t p s : / /
baij iahao.baidu.com/s?id=1659744407335391013&wfr
=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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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生活。農村幾乎就留下無法離開的老人，或者無法

和父母一起進城市的孩子們。

２ 城鎮化改變著人們的社會圈子和對世界的認識

城鎮化打破了人們原來熟悉的社會圈子，將人拋進

了一個陌生而瞬息萬變的新環境中。當一個人在原來祖

輩們居住、自己也非常熟悉的環境中生活時，他有四個

穩定的生存因素使自己心安理得：1）有一個固定的「團

體」，這個團體就是自己的家族親友或村鎮，使他有安

全感和歸屬感；2）有一個「朋友圈」，分享友誼或一

起娛樂；3）有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是誰；4）

有自己的「資源系統」，遇到危機時，知道在那裡尋

求幫助。

然而，當一個人離開自己熟悉的「家鄉」，來到一

個陌生的城市時，就如一棵連根拔起的樹被扔進大海一

樣，失去了自己的「團體」、「朋友」、「身份」和「資

源系統」。這種從「親密」到「疏離」的過程也使個人、

團體和文化發生著改變，同時邁向一個新的未來。

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基督徒原來所有的「教友村」

或就近所屬的「堂區」也消失了，疏遠了。為了生存所

面對的繁忙的生活和壓力，使人們感到焦慮而無所適從。

城鎮化將人從小村莊、小城鎮帶入到大城市，帶進一個

陌生的、廣闊的、富有機遇的新的社會環境中，使人對

社會和世界的認識超越了過去。過去被「戶口」和單一

訊息固定下的人們，進入城市後，發現了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人際關係、新的文化、以及新的價值觀。通過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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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和便捷的網路，在城市的人們每天可以瞬間瞭解全

國和全世界的消息動態，使人們意識到世界原來就是一

個「地球村」，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相互影響。

在這個過程中，基督徒由於移民而開始走進一個新

的基督徒團體、堂區和教區，對普世教會大家庭的感知

會更加明確了。在這個過程中，基督徒也面臨著一個新

的教區和堂區的「歸屬問題」。牧者也意識到，現在所

處的社會環境和老一輩的牧者很不一樣了，政治、經濟、

文化和世界格局都在更新著，就是和自己開始參與牧靈

工作時的社會境遇也有了很大的不同。

二　教會在城鎮化中的挑戰

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教會的挑戰，首先，是每一位

教友的挑戰；其次，是每一位牧者的挑戰；第三，是

各個堂區面臨的挑戰；第四，是整個教會對自身和社

會的重新認識，和為了完成使命而不斷適應和帶領人

群的挑戰。

１ 教友的挑戰

受城鎮化影響最深的是每一位教友，他們必須隨著

社會的變化而調整自己原來的生活觀念、生活方式而開

始漂泊，有的是孤身下江南或北上，有的是全家去「埃

及」或遠東。離開了家鄉的教友來到陌生的地方，一方

面要為了生存而拼搏，另一方面，他們離開了原來的「信

仰團體」，居住在一個個社區的房間中，彷彿一下子被

「隔離」了，被拋棄了。生活的壓力和交通的不方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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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父母和孩子們都無法像以前一樣正常地前去聖堂祈禱。

同時，也要尋找並學習適應新的教會團體；新的團體也

存在熱情或冷漠的現象。沒有信仰的人只考慮民法的束

縛，有信仰的人更有天主的誡命和教會的紀律需要遵守。

這種財富和信仰、成功和樂道之間的張力等都是教友所

面對的新的挑戰。

同時，教友的婚姻，由於彼此分開工作而面臨危機，

家庭也受到分裂的危險。由於教友就如被趕到漫山遍野

的羊，不容易找到合適的基督徒伴侶，以後混合婚姻會

愈來愈多。在陌生而緊張的新環境中，好像找不到天主

了，信仰的作用也淡化了。

２ 堂區的挑戰

堂區所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教友的流失和猛增。

因為教友的自然遷徙，農村的堂區和教區，一下子失去

了幾百，甚至幾千位教友，多年的努力福傳成果似乎一

下子蒸發了！而城市的堂區和教區，一下子「增加」了

幾百，甚至幾千位教友。甘肅天水教區的一個堂區，

原來有 750 人，現在有 200 多人去蘭州或新疆等地工

作定居。山西榆次教區山中的一個堂區，以前有 400

多位教友，現在只留下 20 幾位老年教友了。陝西西安

教區南山里的一個堂區，本來有 1,000 多人，現在到

聖堂的教友僅有 100 位左右。農村堂區教友流失嚴重，

而且流失的都是「精英」，年輕、能力強、能擔當、

經濟收入好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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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城市堂區卻是另一番景象，浙江寧波教區的

北侖堂區，以前教友很少，而現在有 300 多人，且每

年有將近百人領洗加入教會團體。西安南堂和所有大

城市堂區一樣得益於城鎮化的東風，教友一下子增加

到 5,000 到 6,000 人，每主日的彌撒由原來的三台，

增加到五台，每主日聖堂內都教友爆滿，且外面站著

很多人。以城市為主的堂區，在很短時間內教友人數

猛增，一方面，是因為來自附近或其他農村堂區或教

區的進城工作的人員，另一方面，是因為內心渴望一

個「歸依」的人來到聖堂，通過學習教會道理，開始

領洗而成了新教友。

堂區面臨的第二個挑戰是，聖堂的冷清和爆滿。因

為移民，農村的聖堂開始冷清，昔日的「大聖堂」或「大

堂區」，今日，由於年輕人和他們的孩子們都去了城市

而變得冷清空蕩。而城鎮的聖堂卻突然爆滿。中國基

督徒過去大多數在農村，城市的聖堂少，而且都比較

小。今天，基督徒隨著人群來到城市，使城市的聖堂

一下子人數倍增。所以，農村過去最小的聖堂，現在，

都成了大堂；城市裡最大的聖堂，現在，卻成了小堂。

堂區所面臨的第三個挑戰是，管理和服務模式。

農村中，僅剩下的老人和留守兒童，如何陪伴和照顧，

以及邀請他們以新的方式參與教會生活？城市中，過

去都是比較熟悉的教友，現在卻有來自不同文化、語

言和生活習慣的教友，如何照顧他們、邀請他們參與

堂區生活和擔任福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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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牧者的挑戰

3.1 第一個挑戰：自我使命的重新認識

牧者在過去的修道院培育中著重「管教友」，而現

在，農村的教友幾乎僅留下一半，甚至三份之一，且都

是老人或小孩，幾乎沒有教友了，如何做牧人？	城市的

教友一下子比以前增加了一倍甚至更多了，過去面對為

數不多的教友，牧者總是事必躬親，今天，面對新的變

化，如何做牧者？或者，以前在農村服務的牧者，如何

應對城市新的變化？以前在城市服務的牧者，如何面對

農村堂區的寂寞？

3.2 第二個挑戰：牧靈方法的「使不上力」

過去在農村的教會，牧者就是「權威」，一呼百應，

甚至用粗糙的語言和方法，一言九鼎。今天，面對老弱

病殘和人員愈來愈少的堂區，似乎不會做牧人了。而城

鎮的教會，由於多數教友都受過好的教育，有豐富的社

會經驗和處事能力，可能，除了信仰知識外，其他方面

都超越牧者，牧者過去那種「吃老本」的做法就顯得力

不從心了。

3.3 第三個挑戰：和周圍的人的關係

在農村的教會中，過去，牧者只要在聖事上為教友

提供及時的服務，不需要和非基督徒有關係，教友會幫

助處理好一切事宜。今天，只剩下幾十個，甚至幾個教

友了，是關門大吉呢？還是積極福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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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進入到城鎮化後，以前「大門緊閉」的生活

被打擾了，許多人懷著好奇，或者渴望來到聖堂，如何

接待？每一位「牧者」都成了「傳教士」，需要重新認

識並建立和周圍的非基督徒的關係，重新在新的環境中

樹立教會的形象。當堂區範圍內的人群中發生一些事件

時，牧者將要如何臨在其中，發揮福音使者的作用？

過去，在教友村，牧者和修道人可以「微服私訪」，

因為大家都很熟悉。今天，在城鎮中，如果牧者的「衣著」

和「專業」不像神父或修女，就容易被誤會，且會失去

福傳的機會。

3.4 第四個挑戰：和政府部門的關係

過去，有些牧者由於受到歷史的原因和個別管理人

員的粗糙言行，面對政府的工作人員，採取逃避的態度。

然而，今天，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下，牧者須要和政府的

管理人員打交道，其中包括宗教局的人士，社區的負責

人，以及各方面的領導。隨著最近政府的管理深入到村

鎮和社區，牧者需要和政府的負責人來往，甚至積極主

動來往。政府部門服務的官員也是我們福傳和服務的對

象，是天父的兒女。

４ 教會的挑戰

4.1 教會自我認識的挑戰

城鎮化使教會在中國的發展，似乎，一下子又回到

四十年前。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下，經過四十年的重建

和恢復，教會開始發展起來了，形成了教友村子，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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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然而，城鎮化使教會似乎一下子又被四分五裂了，

不是來自外在的政治壓力，而是社會發展中人們的自然

選擇。在農村，教友所剩無幾；在城市，教友被分散在

茫茫人海中，散居在各個社區裡。在這種環境下，教會

需要在城鎮化的社會進程中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形式和

服務教友，以及整個社會人群的新方法。過去的自我

認識相當寶貴，然而，卻不一定適應現在的生活環境，

需要繼續以「降生」的方式瞭解自己的存在和使命。

4.2 教會在中國文化環境中存在的挑戰

教會在中國文化環境存在的挑戰是沒有天主（神）

的文化環境。中國自稱為「神州」，然而，卻是一個遠

離神的人群。這種遠離主要是自漢朝以後，皇帝剝奪了

人民敬天的權利，他自稱為「天子」，而其他人只能拜

百神或者祖先。3 歷代的傳教士面對過的文化環境，今天

依然存在。當然，1949 年之後，缺少神的文化環境以更

具體、更有力的形式出現。然而，在人們內心深處，渴

望天主的聲音一直在迴盪、尋找。文化福音化 4 的呼聲是

一條找到天主、回歸根源、造福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

教會的語言表達在中國，雖然使用著中文，然而，現代

很多人卻不明白其含義。正如新的「天主經」一樣，需要及

時用當代人能明白的語言講論聖經、教理、神學和靈修。

3	 西漢的劉向在《說苑》一書中所說的，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
神，自卿以下不過其族。

4	 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2013），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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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會所面臨的政治環境的挑戰

因為 1949 年之後的無神論政府強調唯物主義的排他

管理方法，教會和整個社會的不同階層的人士過去都受

到了影響。今天，這種政治環境依然存在，當然，已經

和以前不同了，開放了，更新了。正如天主子耶穌沒有

選擇一個理想的政治環境而降生成人，卻在一個特定而

複雜的環境中傳達主愛，今天的教會如何給社會人群和

處在國內和國際壓力下的環境帶來新希望，但卻不應被

誤會可能傷及其政權的穩定？

在這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中梵雙方高層已經開始

的對話和來往，為未來打開了一扇新的希望之門。然而，

在牧靈實踐方面，地方教會需要更多的自由和信德，在

不同的地域和環境下存在並發展。外在太多的自上而下

的有關適應政治環境和地方牧靈的「指令」，容易使地

方教會縮手縮腳，不知所措，甚至會氣餒而氣悶！

4.4 教會所處的經濟環境的挑戰

城鎮化實際上是社會商業化在中國從農業社會到工

業社會，進而到訊息社會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社會人群的經濟環境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相比以前，

富裕了很多，但卻城鄉差距加大，貧富懸殊明顯。教會

和教友基本上屬於弱勢群體，有些教會還在生存的邊緣

掙扎，就是牧者，也有面對吃飯和看病的挑戰。

在這個經濟環境下，人的價值觀也以擁有更多為成功的

標誌，且以「消費」為主要表現形式。這種環境會引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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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和教會團體花費更多的時間追求經濟，或者被拖著隨

潮流而生活，有淡化信仰價值和在人群中「萎縮」的危險。

4.5 教會所處的社會環境的挑戰

基督徒在中國 14 億人中，是少數社群。由於媒體的

單一性和宗教的敏感性，很多人竟然沒有聽聞過教會。

一方面，飛速發展的社會環境使人們全力追求經濟，

疲於奔命，無暇顧及真理和永生等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在這種環境下，教會所宣講的真理似乎無法「降落」到

社會環境中，無法在人們的生命中紮根。	另一方面，人

們又饑渴地四處尋找有關生命的意義。教會如何以人們

容易接受的方式提供主耶穌和祂的福音？

4.6 教會聖堂佈局的挑戰

過去，教會的聖堂基本上在農村，除了個別城市有

幾座大的聖堂，絕大多數城市的聖堂佈局都很少且小，

再加上政策的限制，現在建設新聖堂有很多困難。然而，

當成千上萬的教友離開農村，來到城市，他們需要過信

仰生活。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如何保守以前的堂區，開

闢新的城市堂區，甚至在和有關政府部門商量後設立「臨

時堂區」，以滿足信教群眾的基本需要？

4.7 靈修方法的挑戰

靈修方法是遇到耶穌，醒悟主在，跟隨耶穌一起生

活的信仰之道。由於教會絕大部份的「靈修方法」都是

修道人著書立說而傳給人的，這些人大部份不會有生活

的壓力，無需和複雜的社會人事往來，所以，好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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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應於脫離社會的修院式生活，無法為在世俗社會中

的基督徒提供切實可行的成聖之道。面對新的城鎮化而

形成的商業社會中被分散的教友，過去的許多靈修方法

就只能停留在書本上，或者封閉的修院和聖堂裡，而新

的環境和時代需要新的靈修方法卻付諸闕如。

５ 中國化和全球化的挑戰

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我們又遇到了教會「中國化」

和中國「全球化」的挑戰。中國的經濟發展愈來愈多元

和全球化，特別是「一帶一路」所展開的連接世界、共

同成長的大方向，而我們的處境卻強調中國化。這種

處境邀請教會以更高的視野和更大地胸懷接納並昇華。

「中國化」可以使天主愛的「降生」，繼續以更具有中

國文化元素和社會特點的表達方式深入到社會和人群的

各個部位。中國化也是幫助廣大中國人瞭解天主子耶穌

基督和祂福音的一個機遇。「一帶一路」也是中國全球

化的嘗試和不斷開放的表達。基督教會的普世性和至公

性卻能幫助中國教會和社會在「降生」的同時，更要記

得「上升」，在重視中國特色的同時，也要重視走向

世界，使中國的基督徒和社會全球化，彰顯中國的優

越特色。

在中國社會的政治和民族特點下，強調「中國化」

是堅持自己的特點和強調自信，這也是信仰和神學「本

地化」的機遇。然而，基督徒不僅信仰「降生的天主」，

更跟隨「上升的天主」，不能只停留在「中國化」的自

我特殊中，更要因著基督信仰普世化的特點，帶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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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基督徒和整個民族走向「全球化」，展現中華民

族的「天下大同」的本色。「全球化」就是學習各個民

族和國家的優長，並將自己的獨特貢獻與其他人分享，

使「天下一家」成為事實。

三　教會的機遇

危險和機遇總是同時存在的，基督徒的信仰使人能

在每一個危險中看到轉機、在每一個處境中認出召叫、

在每一個挑戰中調整自己，擔任新的責任，為了將福音

帶給更多的人。

1 教會調整的機遇

在社會飛速發展和教會已經基本上在中國的環境中

平穩時，基督徒要學習從「生存思維」調整到「使命思

維」，從「適應環境」調整到「帶動環境」。在過去的

四十年中，基督徒基本上都在為了「生存」而努力，今

天，在中國社會不斷變化的新處境中，已經基本上恢復

了生機的教會，需要調整到主耶穌所召叫的在中國社會

環境中的「使命」上來：今天的中國基督徒如何為城市、

為社會和世界做福音的貢獻？

基督徒的普世特點，使其可以學習世界發達國家和

教會在城市中的牧靈和福傳經驗，同時，也要珍惜自己

的文化和特點，及時總結，為普世教會貢獻出中華文化下

重視家庭和團體、重視「集體位格」的基督徒在城鎮化、

商業化下的新的牧靈和福傳優長。每一個時代和文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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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徒都是獨特的，且為了完成同一的使命而必須擔

任不同的責任，善用不同的牧靈方法。今天，中國環境

下的基督徒更需要新的「遇到耶穌」的靈修：每天醒悟生

活在天主內，被天主派遣而參與不同的社會工作，和不同

的人來往，將天主和祂的救恩帶給人，將人帶回天主。

不變的天主卻以不斷變化的方式降生成人，將救恩

帶給了各個社會層面的人群和各個時代的人們。同樣的，

基督徒也要在中國不斷變換的社會環境中更新自己，變

換角色，擔任不同的責任。有些人因為擔心自己的社會

角色和牧靈形式的改變而產生信仰變味的危險，其實，

就如鋼琴固定的鍵盤不變，而為了演奏不同的曲調，每

個鍵盤都被演奏師調整而「擔任」不同的音符一樣，同

樣的，牧者和每一位基督徒也要在自己信仰內涵不變的

同時，及時回應聖神的邀請，以新的角色擔任天主在我

們時代的整部交響樂中新的音符。

城鎮化使我們的處境和生活都在不斷地發生變化。

面對這種新的社會潮流，教會，要麼，跟隨時代的變化

而將福音的精神帶進人群，進而帶領時代在真理的道路

上前行；要麼，拒絕參與時代的變遷而企圖躲進小樓，

最後卻不得不被時代牽著鼻子，任意擺弄。

城鎮化是基督徒，特別是牧者調整自己，以「趕上

時代」的新的方式並瞄準自己使命的良機。這種調整最

好以主教團牽頭而群策群力，邀請牧者和學者共同明辨

而及時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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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更新牧靈的機遇

城鎮化在推動著人們不斷從農村到城市，從小城市

到大城市移動，基督徒也因此而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堂

區和教區，教堂應該跟隨著教友和人群而移動。在這種

情況下，牧靈的方向應該是「重視城鎮，保守農村」。

面對教友的自然流動，牧者的牧靈也面臨兩個選擇：

（1）繼續持守自己的牧靈責任，無論堂區有多少教友；

（2）更新自己的牧靈方法，以更靈活且適合的方法，善

用一切現代的工具服務教友、照顧人靈。

城鎮化過程中堂區牧靈要考慮到教友多元共融的特

點，以及各個民族、語言、生活方式的同類相互吸引性，

容許並鼓勵移民基督徒在堂區內有自己的小團體，並給

予適當的照顧和自由。人因著地域、語言、生活習慣等

的相似容易互相吸引，聚在一起而成為一個小團體，這

種大團體中的小團體值得尊重和鼓勵，同時，也是吸引

同鄉皈依主耶穌的一個好方法。這種區域性的小基督徒

團體已經在各個城市相繼出現，如，溫州團體、河北團

體、福建團體等等。

由於新的移民，必然造成在城市的堂區和教區一下

子教友人數增加幾百甚至幾千人；相對的，農村堂區和

教區一下子就會失去幾百到幾千人。在這種情況下，城

市的堂區和教區的牧靈壓力一下子會增加，而農村的堂

區和教區，則會顯得牧者多了。這種情況就需要教區和

教區之間通過協商，用引進，或者支援的方式，請熟悉

不同團體的語言、文化等的神父前來給予城市堂區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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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團體提供不同的牧靈關懷。這種方式也會減少一些主教

和神父「跨教區」牧靈的困擾和麻煩，減少造成的誤會。

農村的教會需要守護，教堂需要維持，因為中國人

的「鄉情」和「戶口制度」的限制，即使在城市定居的人，

也會保留在農村的根，在逢年過節或家族中有紅白喜事

時，回去老家。農村教會在守護老年教友的同時，要培

育他們福傳的技能，使他們能通過聊天的機會，向鄉鄰

和親友們介紹信仰。發揮老年教友的特點，成立關愛組、

臨終關懷組、祈禱組等，使他們通過祈禱和具體的愛德

服務參與教會的發展，發揮老年的餘熱。

城市教會和教堂，卻是未來發展的方向。除了盡可

能擴大城市的聖堂使用空間，也要及時且經常同有關部

門商量，在為了滿足信教群眾的信仰生活需要的政策下，

儘早落實沒有歸還的教產，考慮再設立新的聖堂、祈禱

所，或者臨時祈禱點。大城市由於交通的堵塞和停車的

困難，也需要重視郊區聖堂，或者臨近郊縣聖堂的接待，

方便教友避開交通堵塞而前來參與信仰活動。

牧者需要學習以新的「牧靈愛德」和「牧靈方法」

照顧教友的靈魂、邀請教友參與堂區的管理，培育教友

在信仰上成長，派遣他們以福音的精神面對新的社會變

遷。面對在知識、經驗、能力和財力都比較豐富的教友，

牧者要明智地邀請並培育他們，使更多的教友參與堂區

的管理，發揮他們的優長。邀請每一位教友都參與一個

堂區的不同「小組」而成為重要的一員，這樣，每一位

教友不僅會有「歸屬感」，而且會有「使命感」，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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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每個小組長，牧者能比較及時地瞭解教友和堂區的動

態，調整牧靈的側重點。來自四方的新人為堂區送來的新

鮮血液，同時，也需要培育和牧靈關懷。培育教友從被動

參與到主動擔當，從積極參與各種服務，到有能力帶領祈

禱，組織聚會和活動。面對不斷湧來的新人，堂區需要準

備一條龍式的服務，接待組、慕道班、陪伴組、服務組、

婚姻組、探望組、祈禱組和臨終關懷組等。

３ 走進人群的機遇

在城鎮化的大環境下，邀請牧者以福音的精神看待

社會的發展，以開放的心胸善待處於漂移中的兄弟姐妹，

以「降生的牧靈方式」走近人群，走進教友。建議在農

村或者小城市的牧者，首先，每年降福外出工作的人員，

提醒他們對自己從福音的角度進行新的認識。從表面的

社會現象來看，離開原來堂區和住地的人是為了尋找好

的工作和生活而四處奔波。然而，從信仰角度而言，卻

是天主「派遣」這些人，帶著福傳的使命，走進一個個

新的城市、公司或從事新的服務。牧者降福這些人，既

是祝福，更是派遣，他們是以本堂區的名義、以聖教會

的名義外出工作。基督徒無論到那裡去，都是「帶著祝

福走天下」。

其次，鼓勵每位基督徒在自己離開現在堂區前往新

的地方學習、工作或生活時，先和本堂神父聯繫，請本

堂神父開具教友堂區證明，在到達新的地方後，及時到

所在地堂區登記，以方便堂區為他們提供牧靈關懷。通

過對新移民牧靈的重新重視，希望每一位基督徒，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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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 她在那裡，都能意識到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並體驗到

自己在堂區內屬於教會大家庭，並在新的堂區內找到自

己的新朋友。這種對移民基督徒的重視不僅會幫助他們

能比較容易融入新的城市生活，而且也能使新移民以積

極的精神為當地團體和社會帶來新的活力。		

在中國教友屬於少數人的環境下，牧者要積極通過

各種社會「平臺」，以明顯的方式將教會的形象和愛德

服務帶進人群，帶到社會的各個層面，使更多的人看到，

聽到福音的訊息，基督徒的聲音。5 不用害怕公開地參與

社會活動，無論是政府舉行的會議，還是社會上的公益

服務，因為基督徒走到那裡，那裡就是聖地；基督徒臨

在那裡，那裡就有新希望。

４　多元福傳的機遇

每一次的社會變遷和危機，都是人們回歸福音的機

遇。城鎮化中人們遇到的危機，卻是教會牧靈和福傳的天

賜良機。6面對湧入城市的人們，如果教會抓住這個機會，

打開堂門、熱情歡迎、舉辦慕道班、照顧新移民……這些

人就能獲得：（1）新團體──堂區（教會）；（2）新

朋友──教友；（3）新身份──基督徒（天主的兒女），

同時，（4）新資源系統──在教友的愛心幫助下獲得簡

單的生活幫助，安慰和鼓勵而看到新希望。

5	 羅8:28：「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祂的人，就是那些按照祂的
旨意蒙召的人，獲得益處。」

6	 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71號。「以信德的目
光注視住在人們的家居、街道和廣場上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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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中生活的緊張而充滿競爭的社會環境，也使

牧者之間形成了一種「良性競爭」。過去，無論在農村

還是城市，教友屬於一個固定的堂區，聖事都在一個堂

區舉行，基本上沒有第二個選擇。今天，無論願意與否，

由於交通的便利和訊息的即時互通，如果一個堂區的牧

靈活動呆板冷漠，牧者的牧養缺少「神聖」和「豐富」，

教友就會前往充滿活力、講道有福音精神、接地氣、能

振奮人心的堂區和牧人。每一位牧者需要常常祈禱，不

斷地溫習和學習教會的信仰內容，和各個相關的社會科

學知識，使自己成為與時俱進的牧者。

在城鎮化的大背景下，牧者，作為父親，除了繼續

善盡聖事的照顧外，更要以主耶穌的心懷，察覺處於困

境和饑餓中的人，留心教友的各種需要，為他們提供相

應的服務。城市堂區可以聯繫教友公司幫助教友找工作、

組織年輕人聚會、介紹具有相同信仰的男女朋友、幫助

有各種困擾的人獲得平安、堂區提供茶水和簡單的點心、

成立愛心小基金等；農村堂區可以請教友醫生為老人義

診、成立互助養老組等。在城市的青年人所面對的是婚

姻、就業和前途的焦慮和壓力，為他們成立團體，提供

地方，邀請有關專家幫助他們在靈修和心理上成長成熟，

並邀請他們擔任堂區的服務角色。青年人會吸引青年人。

照顧好了青年人，堂區就會充滿活力，社會也會被福音

的精神所影響。

由於城市中教友居住的分散性，牧者需要重新重視

「家庭教會」的建設和發展，使就近的教友在祈禱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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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中一起成長。「家庭教會」強調並培育父母和爺爺奶

奶為孩子們傳授信仰的責任和能力。牧者自己，或者培

育教友代表牧者定期探望分散的教友，以「堂區通訊」

的方式傳達教會活動和訊息，及時將教友的聖事和生活

需要回饋給牧者和堂區服務人員，並及時跟進。

城鎮化也邀請牧者開放堂區，使每一個堂區成為人

們饑渴中的燈塔，勞累中的「伯達尼」，渴望天主的「納

匝肋」，遇到主耶穌的「雅各伯泉」。這些服務需要充

份地準備，積極培育接待人員，以及合理地安排時間。

城鎮化的過程是一個福傳的好機遇，然而，只有教會好

好準備，積極開放，才能抓住福傳的大好機會，為人群

和社會帶來福音的泉水滋養。

５ 善用新資源的機遇

城鎮化使教友分散了，流失了，而新的現代傳媒工

具卻能使教友團聚、共融，且使堂區變得更大，信仰生

活更為豐富。城鎮化的過程也遇到了「互聯網 +」的新時

期，教會的牧者要積極善用新的工具，將教友聯繫在一

起，使牧靈和福傳更動態化、持續化和超越化。無論是

已經擁有堂區和聖堂，或者是還沒有固定的聖堂，牧者

都可以通過成立「網路堂區」，使人們通過網路，至少

從知識上、存在感上，學習並體會到信仰的共融，如，「互

聯網+聖經」、「互聯網+教理」、「互聯網+教堂」等。

牧者可以用「虔誠」和「互聯網 +」在迅速發展的城

鎮化新時代中成為帶領群羊和時代的新牧者。「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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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天主的恩寵在牧者身上的臨現，人們在牧者身上發

現了天主，遇到了耶穌。就如一百六十多年前法國南部

的小本堂神父，若翰維亞納一樣，身居窮鄉僻壤，卻因

為虔誠而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前來朝聖，包括主教和神

父們。「互聯網 +」可以使自己的牧靈不受時間、地點、

環境、天氣和人和等因素的影響，使自己的「牧靈愛德」

瞬間延伸到千里之外的人們身上，使自己的堂區，不僅

成為「無圍牆的堂區」，更成為「無國界的堂區」。

對於農村的堂區，如果牧者用新的方法牧靈，就可

以使堂區重新充滿活力，「超出堂區」，超出教區，甚

至超出國家。通過網路牧靈、通過有活力的堂區服務、

講道、培育，特別是牧者和教友聖善的生活等，就會吸

引更多的人前來朝聖，尋找天主。地理位置固然重要，

然而，現在「互聯網 +」的時代，卻讓牧者的牧靈超越地

域，聯繫上千里之外的個人和家庭，即使原來堂區的教

友到更遠的城市工作，只要有互聯網，也可以通過「網

上堂區」將大家聯繫在一起。

四　總結

城鎮化（都市化）是中國社會目前不斷變化中的大

環境，對於人們習慣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以及人生

觀、價值觀和世界觀都帶來了新的衝擊，也是教會、牧

者和教友所面對的新的挑戰和機遇。城鎮化是福傳中華

的「土地」，通過在第一線牧靈的牧者的原始資料，本

文從中國教會的視角瞭解環境、反省自我、展望未來，

為教會的處境和發展提供參考與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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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邀請作為少數人群的教會，看到聖神給當

代的時代訊號，及時調整自己，變換角色，以積極主動

的服務態度和方法，參與並帶領人群和社會的發展。城鎮

化是一個動態的，沒有固定發展模式的社會進程，牧者

不能固守於過去或者簡單地套用他人的牧靈和福傳方法，

需要在瞭解社會人群、尋找天主的旨意、反省調整自己、

走進基督徒的具體生活、善用各種社會科學知識和新工

具中，探索並總結出符合自己堂區、教區和城市的新方

法。因著主耶穌天天和門徒在一起的許諾，面對任何新

的環境，基督徒總是充滿新希望，積極主動參與並帶領

社會在真理的道路上前行，引領個人和整個社會得到福

音，邁向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