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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今天在一起讨论华人知识份子的灵性、悟性和品性成长的时候，不免要问：

华人基督徒知识份子都在哪里？ 因为在座各位身处海外，大家可能更多关注和讨

论的是海外华人基督徒。勿用质疑，在北美乃至欧洲, 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群体

很大，但还有一部分人群在过去几年中人数逐渐增多，越来越需要被关注，那就是

回到中国的海归基督徒，在这个人群中知识分子占有很高的比例。 
 
海归人群有多大? 

根据教育部统计, 2012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39.96 万人，2013 年底发布

的《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则显示，各类出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27.29 万人，

同比增长 46.56% (http://edu.sina.com.cn/a/2013-04-02/1533227190.shtml)。 2013 年

有 41.39 万各类留学人员，各类回国人员有 35.35 万人，回国率达到了 85.41%。相

比于 2012 年，  2013 年出国留学人数只增加 3.58%，但归国人数却增加了 29.53% 
（http://edu.sina.com.cn/a/2014-03-13/1054240620.shtml）。 

 
海归中不全是知识分子，但是海归中知识分子的比率相当高，而且海归中的高

级知识分子比例也非常大。 王辉耀先生的数据中可见一斑： 
• 81% 中科院院士是海归； 
• 54%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海归； 
• 78% 大学校长是海归； 
• 81% 大学教授， 63%博导是海归。 

（《海归时代》，王辉耀， 2005 年 1 月，中央编译出版社） 
 
这些数据中，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81%的大学教授是海归，这些大学教授所面

对的是更加众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我们相信海归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不容忽觑。  
 
海归基督徒人数知多少？  

对于大量的海归人群，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其中多少人是基督徒，但我们可以

做个推算。如果按照西方国家公认的人口至少 10% 为基督徒的比例来推算， 那么

2013 年回国的 35.35 万海归中有至少 3 万 5 千位基督徒。在与多位海内外的牧者交

流中，他们认为这个比例和数字比较可信，甚至认为，这个数字可能会更大----他
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因为信仰的原因，在面临回国与否的选择时，因着神的呼召和

对国内福音的负担，更容易选择回国。  
海归基督徒展望：做光做盐   

如果海归基督徒回到中国后在属灵上能够健康、稳定成长，他们可以成为「世

上的盐…世上的光」（马 5:13-16），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带来积极的影响和改变： 



l 社会层面：  学以致用、关怀弱势群体、环保、社会秩序等…… 

l 生活层面：  婚姻、家庭、儿女教养等…… 

l 职场范围： 专业、敬业、无私、诚信、圣洁…… 

l 人际关系： 谦卑、爱心、信任、舍己…… 

l 教会事奉： 解经、辅导、领人归主、带领查经…… 
 

我们期待看到，因着上帝的信实，海外回归的华人基督徒，因着基督的荣耀而

带来生命的更新和变化。回国后都积极地融入本土教会，在社会各个层面为主活出

美好见证，用福音影响中国乃至世界。 
 
他们去哪了？  

海归基督徒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群。目前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的新型

城市家庭教会，其聚会的平均规模约为 100-200 人左右（这也是目前有关行政职能

部门默认的聚会规模），如果每位海归基督徒回国后都能找到并融入这样的教会，

那么这些教会的规模至少要扩大一倍；如果为每年回国的海归基督徒建立新的教会，

那么每年需要建立 150-300 个这样的教会才能容纳所有人。这样想来，我们不由为

这个数字感到震撼并疑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那么多的海归基督徒？他们去哪

了？ 
 

很遗憾的是，大量的海归基督徒回国后在信仰上流失了。虽然目前没有一个准

确的数字告诉我们海归基督徒的流失率是多少，但三年前我们做过一个估计为

75%左右，从过去三年多和海归的接触经验来看，这个数字是可靠的，甚至有些保

守。在此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做个比较。 
 

第一个是纵向的分析。在某二线省会城市有一个初建的家庭教会，一直接待和

跟进经介绍回到该城市的海归基督徒。在过去的三年中一共向他们推荐了 14 次

（其中有一次是介绍一对夫妻给他们）的海归基督徒，近期，该教会的牧者做了个

统计并分享：他们在接到海归的推荐后， 会用不同的方式与海归们联系，做到每

个人最少联系三到四次，邀请他们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到目前为至，仍然在他们

教会中参加聚会的只有一对夫妻，也就是说 2：15，那么所推荐给他们的海归存留

的比例是 13.3%。在某种程度上,其余的 13 个人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在信仰上处于流

失状态, 其流失率就是 86.7%。 
 

我们近期（2014 年 7-8 月）跟踪调查了 2013 年内接到的所有正式推荐的海归

案例---即正式收到了关于海归的 referral form（推荐表）。我们通过邮件的形式给

一百多位海归发送了问卷，发现其中只有 70 位是有效的地址（海归在回国后更换

电子邮箱地址是很普遍的)----他们确认收到了调查表。在规定时间内，大部分人并

没有及时将调查表反馈给我们。我们对其中 47 位通过电话和微信进行第二次催促，

共收回完整的调查表 13 份，回收比率是 18.6%。从某个角度理解，这些无法回收



的调查表，排除时间的因素，多半是因为这些海归已经处于游离或者脱离教会的状

态，我们可以理解为流失（或者接近流失），那么这个比率是 81.4%。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见， 一百位海归基督徒从海外回到中国，其中有将近 80 位

已经或者即将流失。这里的流失，我们理解为至少一个月以上或者更久的时间不参

加主日聚会和教会的相关活动（除非特殊的身体等原因）。对于海归来说，要想真

正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马 5:13-16），首先要在信仰上能生存下来。  
 
海归基督徒为什么容易流失？  

很多人会问，海归基督徒为什么流失这么严重? 基于自身的经历和过去几年中

的经验，我们看到，海归基督徒在回国后要面临文化、生活、工作、社会、属灵等

多方面的差异和挑战，同时也因为属灵上自身的软弱，从而容易在回国后流失掉。  
 
反文化差异（Reverse Cultural Shock）  

和所有海归一样，海归基督徒回国后要面对 反文化差异。遗憾的是很多人认

为自己是回家，往往没有做太多的准备, 面对迎面而来的各种国内外差异，沮丧、

失望、不知所措在所难免。有些人还因为是回到过去熟悉的老环境，容易不自觉中

“退回”到出国前、信主前的状态中，在不经意间被世俗文化所同化。更有甚者干

脆不适应，选择了逃跑，回到国外。 
 
生活挑战  

熟悉和习惯了国外生活的海归基督徒回国后要同时面对环境、住房、交通、子

女教育、婚姻、工作、人际等各样问题，往往有“腹背受敌”，心力憔悴之感。 
  

l 环境污染  国内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尤其近年在很多城市

谈“霾”色变，很多海归从身体到心理上都很难适应。 
l 住房紧张  一线城市，无论租房、买房价格都极其昂贵，甚至高于国外。 

相比于国外的住房，大部分国内住房的面积狭小，空间的缺失也使得很多

海归不适应。 
l  交通拥挤  在国内，大城市的公共交通，尤其是高峰期间拥挤不堪；如果

想购买私家车，又受到摇号政策的限制； 一旦买到车，又遇到限行和道路

拥挤的问题。这些都让刚回国的海归非常不适应。 
l 子女教育  很多海归家庭都有两个或以上孩子，回国后普遍遇到户口问题，

进而影响孩子们的入学；国内学龄儿童入学（甚至幼儿园）会遇到择校问

题；不仅是海归，社会上普遍存在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失望，很多人为了子

女教育选择移民；海归中普遍存在孩子的双语问题， 刚回国后一方面语言

要适应中文环境，觉得吃力，另一方面也面临如何在国内环境下何保持孩

子的英语能力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很多有家庭的海归在回国前特别考



察和考量的重要因素， 有不少的海归在回国后因为子女教育问题而选择再

度出国。 
l  婚姻  很多海归在国外的家庭结构比较单一，而回国后因为更加靠近（有

的住在一起）原生家庭，不免带来在国外时单一家庭关系所没有遇到的各

种家庭问题，夫妻关系中出现矛盾；同样问题在有些单身海归身上，因为

回国后和父母住在一起，一方面出现和父母沟通问题， 同时倍感家人所施

加的结婚压力；对于已婚家庭，社会中存在的各样诱惑和海归的“优势”

身份都成为海归尤其海归男性忠于家庭的不小的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婚姻

破裂者不在少数。 
l 工作压力  很多海归都是本单位的业务骨干，更因为身上的“洋”文凭，

而倍受期待，他们往往承受着更大的工作压力，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忙

碌是几乎是所有海归的通病；与此同时，很多“小海归”，因为资历较浅，

回国后要和国内的大学毕业生一起面临找工作的困境和压力。 
l 人际关系  相对国外比较单纯的人际关系， 国内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让海

归们普遍头疼的事情。 对于出国前有过工作经验的海归，需要重新适应的

过程；对于出国前一直在学校，社会经验不足的大量海归，经常处于手足

无措的尴尬境地，严重者甚至想逃跑。居住地更换----很多海归回国后的

一段时间内, 因为工作的不确定或者工作的变动, 经常搬家, 使得其社交圈

子很不稳定，也很难委身到各种团体和角色中。   
 
信仰有关的问题  

以上列举的都是海归中普遍会遇到的问题，此外，作为海归基督徒，还要面对

和信仰有关的一些特殊的问题。 
 

l 寻找教会难  国内教会的现状是，三自教会公开存在，但因为规模、牧养

及其政教问题等原因，很难使海归基督徒找到国外教会那种“家”的感觉

和神同在的感动；家庭教会数量巨大，存在地域广，注重牧养和肢体相连，

但绝大多数处于不公开或半公开状态，没有介绍往往不容易找到；在一些

一、二线城市，能够在网上寻找到国际教会， 因为限制外籍人员凭证件参

加， 很多海归也被排除在外。找教会难是海归基督徒的普遍问题。 一个

海归姐妹曾经 哭诉，回国后三年里苦苦寻找教会的艰难经历；一对海归夫

妻，回国后到处找了两年，最后才发现就在自家小区对面就有一家规模不

小的家庭教会。除了找教会难，海归基督徒因为对国内教会缺乏了解，还

有一个担心：进入异端的问题。  
 

l 面对不信主的家人  大部分海归基督徒是在国外信主的，国内家人很多都

还没有信主，有的弟兄姐妹回国后积极地向家人传福音却遭受冷漠，不理



解甚至冷嘲热讽，倍感挫折。有的弟兄姐妹，尤其是近年来很多在国外信

主的短期访问学生和访问学者，回国后面对比较传统的的家人，不知如何

宣称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更有的遇到父母/配偶的强烈反对，甚至以断绝亲

子关系/夫妻关系相威胁。 
 

l 公开身份  政治的原因导致国内的信仰空间还很有限，很多海归基督徒更

因为回到政府部门或者事业单位工作，面临是否要公开自己信仰的挑战，

不少弟兄姐妹更因为公开了自己的信仰而受到各方面的压力，甚至迫害。

其实, 从海外到国内，每一位海归基督徒都要走过一个信仰“去恐惧化”

的过程，或长或短而已。  
 

l 属灵“思乡”（homesick）  在国外信主后回国的海归基督徒，往往在属

灵上以及心理上把国外所在的教会和团契当做属灵的家，加上国外尤其是

北美的教会对信徒的关心细致入微，很多弟兄姐妹在属灵上一直处于被喂

养的状态，不能独立，回国后即使找到了教会也一时很难适应，往往找不

到国外教会的“感觉”。很多弟兄姐妹因为缺少主内肢体，尤其是经历相

似的弟兄姐妹的交通和鼓励，都有过属灵上的孤独感，甚至“思乡”，软

弱者甚至有流失的。 
l 融入当地教会  海归回国后面临诸多问题，但国内弟兄姐妹因为没有经历

过，无法理解，不能共鸣，甚至小有批评，这让海归弟兄姐妹有不被接纳

的感觉。出于安全等因素考虑，国内教会对会员的管理一般属于不开放或

半开放的模式------很多教会对于新人有三个月到半年的会友预备期，之后

申请才能成为正式会友；大部分国内教会都不会吸收新人参与教会的事奉。

而海归基督徒在国外所接触的是开放式的教会模式，加上在海外期间尤其

是慕道期间，处处被接纳被款待。这种落差让不少弟兄姐妹感到被“冷

落”，难于融入教会，在属灵上有游离的感觉。  
 
海归基督徒自身的属灵软弱  

海归回国后遇到的普遍问题，和海归基督徒回国后会遇到的信仰相关问题，都

会造成回国后的适应困难。但造成海归基督徒流失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海归基督徒自

身的属灵软弱，包括对福音的认识，对罪的认识， 生命是否或者多大程度被福音

更新。  
 

有相当一部分海归基督徒回国时还是属灵婴儿。近年来，因为国家新的留学政

策出台，每年有大量的访问学者和交换学生海归回国；同时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移

民政策收紧，导致留学生学业结束后停留国外的时间越来越短、可能越来越小。这

些海归在海外的年限从几个月到两三年不等，他们中的很多都是刚刚受洗，有的甚

至回国前刚刚决志，在信仰上还是属灵的婴儿，不仅软弱，甚至非常“脆弱”,有



不少对福音还不是很清楚。回国后所面临的各种改变和问题，对他们是莫大的挑战，

需要特别的喂养、呵护和陪伴，不然很容易流失掉。 
 

还有一部分海归，在国外多年，有的信主多年，因为国外生活时间长，回国后

面对的反差更大。他们中的流失问题相对要好一些,但其中也不乏老基督徒甚至参

与过服事的老同工回国后逐渐流失的。这些海归很多人因为更加了解和熟悉国外教

会，对国内教会往往有错误的期待，经常找不到国外教会的“感觉”；有的渴望服

事，却有不被信任和接纳…… 他们中的流失，固然可以归结为属灵的软弱，但综

其观察，发现问题的核心在于生命是否被福音所更新或者被彻底更新。 
 
海归基督徒是一个需要服事的群体  

每一位海归基督徒从海外到国内都要经过一个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过

程。我们相信，适当的预备工作、连接工作和一定的过渡期支持工作， 将有效地

帮助海归基督徒在回国后保持正常的属灵生活和获得属灵成长，并祝福中国教会和

社会。  
 

海归基督徒是一个需要被服事的群体， 不是因为海归在社会中的地位很特殊，

也不仅仅是因为海归自身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这是大使命的一部分，是神国战略

中不容被忽视的内容。 
 
这是一个国度的异象  

大使命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

洗」（太 28：19）。大使命说的是门徒，可是很多海归基督徒在国外被传了福音，

有的受了洗，算是进了门，但还没有成为门徒。 
 
这是神国战略的组成部分  

从国度的角度来看，海归事工是海外福音事工的延展，也是城市宣教近在眼前

的工场。 很难想像，如果不是因为出国留学，每年至少 3 万知识分子人群如何才

能放下自身的骄傲，愿意谦卑地降服在基督面前。 但神借着海归这一特殊的移民

形式完成了不可想象的大工。 在每年 30 万左右的海归中， 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信

主，但在国外期间已经完成了福音的预工，在其回国后迫切需要国内教会的跟进。 
绝大多数海归人群回国后都会选择居留在一、二、三线城市，他们成为城市宣教近

在眼前的的工场。 
 
海归事工的参与是对城市教会，尤其是城市新型家庭教会的挑战  

 海归和农民工是目前中国流动人口研究的两大人群，但不容避讳，教会里的

弟兄姐妹对海归人群和农民工人群所持有的态度却非常不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世

俗眼光里，海归是带着光环的一群骄傲的人，需仰视才可见；而农明工则地位地下，

被低视和边缘化。 有趣的是，教会内对农民工常常是“爱人如己”的最好对象，

但对海归却戴上有色眼镜，心存“敬畏”，从某种程度上，很多海归基督徒在教会

里被边缘化，成为属灵上的“弱势群体”。海归人群和庞大的农民工人群同时对教



会在传福音的特别性和牧养的针对性提出了挑战。我们的教会是否在观念的认知、

主观的接纳、服事的投入、人员的容度等方面做好了准备？ 
 
海归事工是我们参与神国事工的“现今的机会”  

中国的海归事工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因为纵观台湾、香港、新加

坡等地，在二、三十年前，他们也有海归事工，但现在已没有人再提了。因为政治

的原因，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海归事工内容和形式和中国有非常大的不同，他们的经

验可以借鉴，但无法抄袭。随着中国社会的国际化，中国教会也逐渐走向国际化，

海归基督徒的适应问题会逐渐减少；虽然中国因为政治的原因，大量的家庭教会还

不能完成公开化，寻找教会可能在一定时期还是一个需要，但我们相信神必定打开

中国未来的信仰之门，那时候海归事工将不是今天的这种需要了。  
 
服事海归，我们能做什么？  

基于这以上的假设和异象，目前国内建立了海归事工的平台----海归联谊会

（FAR，Friendship Association of Returnees），基于北京，也服事回到全国各地的

海归，同时联络国内有关的海归事工。在此不赘述。 
 

服事海归人群，需要海内、外教会、机构共同的努力和彼此同工 。这里要分

享的是基于近期的几次海归事工研讨会上的一些总结。 参加研讨会的有海归、国

内家庭教会的牧者等。  
牧者们对海归和海归事工的看见：  
• 共同认为不鼓励建立海归教会，但意识到已有“海归教会”的存在，应朝

多元发展。 
• 部分教会牧者认为教会不应刻意强调“海归”身份，避免难以融入主体。 
• 牧者共同承认海归需要，认为应该有有特别的肢体来服侍这些群体，并协

助融入教会。 
• 许多海归对教会的观念薄弱、看重团契过于教会整体，忽视教会权柄。 
• 教会与海归当摒弃傲慢与偏见，双方当共同思考出路 

 
牧者们认为，从教会的角度应该：  
• 找寻教会内的联系人和设置特别的事工 
• 引荐新进海归给牧师、长老见面，表达欢迎 
• 教会应鼓励海归参加海归事工的活动 
• 教会主动支持机构的事工 

 
牧者们看到，海归事工机构的角色是：  
• 一个“夹心饼干”，介于多方的期待与要求间。 
• 一个“桥梁”的角色，介于海外教会与本土教会之间，也介于海归与本土

教会之间。确保海归顺利登陆、并融入教会。联系并建立配搭的网络，以

致各地都能够有效地促使海归顺利“下桥”。 



• 一个陪伴的角色，在海归尚未落地生根的阶段，伴随、鼓励海归持续依靠

仰望主。 
• 一个“先知”的角色，呼吁海外教会预备海归的归国心态，推动本土教会

预备好接收海归的土壤。 
 
牧者们认为，从海归事工的角度应该：  
• 邀请牧者成为咨询顾问 
• 举办异象分享会 
• 对海归迎新、陪伴、转介 
• 提供给教会针对性的培训 
• 跨平台机构的互动与配搭 
• 主动与教会分享事工现况和需要 
• 可在二、三线城市推广，孵化和建立事工 

 
在服事实践中，我们也看到海外教会和机构在海归服事中，占有重要作用。 

 
防强于治，海外教会和机构如何把清楚、整全的福音传给海外留学人员，如何

带领他们信主后属灵上稳固地扎根，如何在他们计划回国前有步骤地在属灵、思想、

乃至生活上帮助他们预备，如何提前辅助他们寻找国内的教会联系并建立连接，如

何在他们回国后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关怀和陪伴、督促他们寻找和融入当地教会，乃

至如何成功地让海归基督徒的成功地嫁接到国内的教会肢体上……，这都是针对海

归基督徒所能做的。  
 

一个国家的健康体系不是靠治而是靠预防。我们的情况有些象过去的赤脚医生，

哪里有需要的海归，我们就去哪里。如果每个海归基督徒在回国的时候，他们属灵

上都是健康的，免疫力水平很高，海归基督徒流失的问题就不需要专门的事工了。 
 

同时，如何利用海外的资源，借助海归事工的平台来服事国内教会、机构，这

也是很多海外教会和机构所一直寻求的。 鉴于一些经验，想跟大家分享几点提示： 
第一点， 海归的牧养应该放到国内的教会，尤其要放在大量的家庭教会网

络中来实现，海外机构和教会以及国内机构都需要注意边界。  
第二点， 这样一个事工，特别需要大量的家庭教会和海归团契小组以及可

靠的联系网络。 
第三点， 事工是一个可持续性的，需要同工、经费、属灵指导和代祷。 

 
总结：  
在海归潮中越来越多的海归基督徒回到国内。  
他们中知识分子占大多数。  
海归基督徒的流失严重。  
海归基督徒的灵命成长需要国内外教会，机构共同关注，一起同工。  



 
 
 

问答和讨论  
 
汪浩弟兄：感谢主，这个姊妹她的分享，有一个观点是非常阿门的，就是海归作

为新兴城市族群的牧养，一定要跟教会连接。这个姊妹她是有牧养经历的，现在中

国城市家庭教会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论是商业的团契，学生的团契，海归的团

契，海归再到国内办企业的团契，就是跟本地的教会的脱节。这个团契怎么融入当

地的教会，这个工作的连接，在北美要做得非常周到。如果说光是在那里建立一个

海归的团契，在城市，特别像上海,北京,广州，因为这些我们都去过了，牧养的都

去过了，就成为了当地教会的内耗了。就是说，怎样能把海归的团契融入当地的教

会？ 
 
Lydia Song：我觉得这位传道人说得特别到位，我想一定是你切身经历了，周围有

海归团契或者海归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坦白地说海归融入教会的问题始终是非常难

的，原因是很多海归成为一个小的孤岛，没有真正融入教会。同时我们也看到，无

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都有非常美好的见证，这些海归完全融入教会里面，在教

会有美好的服侍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主题就是怎样打破海归的界限，让他们切身融

入当地教会中。我们到目前为止有一些看见，比如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把海归

放入教会的牧养体系，而不是通过游离的海归团契。另外一个看见，也想在这里跟

大家商榷，每年 3 万个海归基督徒回到中国, 如果全部进入家庭教会，我想这也是

不太可能的。其实从教会的多维度色谱来看，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之外, 未来可能

会有新兴的城市海归教会，我们把它叫做”海归教会”，不是说只容纳海归，而是

以海归为基础建立的，慢慢本土化，人群会越来越多元化。海归的融入和如何融入, 
是海归事工面临的挑战和思考。我非常赞成您的观点，对于海归来讲，最大的问题

是如何放下自己，真正地融入。 
 
彭召羊弟兄：谢谢 Lydia 姐妹的分享！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你们的推荐程序。现在

我们如果有信主的学生学者回国，都是靠联系原先已经回去的学生学者，希望他们

能给新回去的人找到教会或带到自己的教会去如果在同一城市。我们很想找到国内

的家庭教会愿意接纳回国的学生学者。所以我们很想知道，如果学生学者回去，打

比方说有个学者要回武汉去了，我们怎么能找到武汉当地的家庭教会，我们怎么接

触、找到那样的关系？ 
 
Lydia Song：非常好，我们目前有一个推荐程序。您需要和我们联系, 为每一位海

归填写一份推荐表(Referral form),借此, 我们可以客观地了解海归的信息, 尤其是信

仰情况(我们不希望是海归自己填写, 而是海归的海外带领人), 根据海归的具体情况, 
我们会介绍合适的当地联系人来负责联系海归, 并带领进入教会。我们现在无论是

在北京，还是京外，都大量依靠家庭教会来接纳海归。我们的家庭教会的伙伴关系

分成几层：第一层，就是这个教会完全接纳海归事工的异象，也参与事工，他们在

教会的结构下，建立了自己的海归团契/小组，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这



样的教会。第二个层次是，教会并没有海归团契/小组，但是有类似相关的，如职

青团契等，比较适合海归融入。教会的牧者也充分地接纳海归事工的异象，教会内

部一般有一两位海归作为联系人， 我们会把海归直接推荐过去。 第三个层次，是

某个城市目前没有海归联系人，但是有联系教会的牧者接纳海归事工的异象，愿意

接收海归，但是他们并不把海归当作海归对待，而是当作平信徒。最后一个层次，

跟当地的牧者没有建立联系，但是因为各样的关系，认识某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作为

联系人，至少，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在信仰上是可靠的，可以把海归推荐给他们。 
我们并不是把所有的海归都推给海归团契和小组，很多是当作平信徒来对待的。 
 
田永明弟兄：Lydia 姐妹，你提到很多国外相对比较成熟的、或者已经参与服侍

的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在国内的流失情况，也是处于一种比较令人痛心的状态，

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有没有思考观察，或者有没有一两个个案分析。因为你刚才也

提到有一对夫妇他们最后留下，比如说对于他们为什么留下，你们有没有一个反馈，

我想知道这一点，谢谢。 
 
Lydia Song：谢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现在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我们目前只是基于

观察得到结论，因此我们正在做一个中期的评估，我们希望通过几个问题，其中有

五个问题是问海归的委身现状，有一个问题是问“如果你没有委身教会，背后的原

因是什么”，还有一个是“你哪些方面需要帮助”，最后一个是开放式问题，问海

归回国后的一些感受。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问题来跟踪了解到情况，坦白地说现在我

们还没有基于数据的证据给您。 
 
祝健弟兄：我觉得海归事工这个问题蛮重要，这个问题不是问你，而是一个反馈，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教会转型。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在国内有一

种看法，就是新兴的城市教会，和传统的家庭教会是有脱节的。我是中国传统家庭

教会出来的，我是小群背景 ，但是我自己参与了各种事工，我就知道这里面是非

常不容易的。在这个时候，基本上现在是中国大变革，教会大转型的时代，所以在

这个时候很难说，一定会是一个怎么样很鲜明的做法。比方说海归事工，我们请到

他们的同工到香港参加我们的特会，有 1000 位家庭教会的牧者，今年香港特会还

有，我们办了五年，今年是第五年，每年都有 1000 位家庭教会的核心同工牧者去。

我们请他们去讲，基本上去听的人很少，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海归事工。所以海

归事工以北京为代表，辐射全国，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是很多的机构都拥过去，

事实上除了北京的教会以外，其他教会可能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这里面问

题或者说需要很大。我们倒是盼望这样一个新型事工应该成为一个平台，应该进行

下一次研讨会，或者某一个研讨会。他们在美国已经做了几届了，我观察到去的人

多半都是事工机构。现在不是要事工对事工，而是教会对事工。这个里面其实有很

大的做法不一样。教会考虑的事情，跟事工考虑的事情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所以从

这个角度我是做一个反馈，我是说这个问题非常大非常好。周小安牧师曾经有一个

说法，我是非常同意：我们在美国没有解决的问题，你在中国绝对不会解决！你只

会把你的问题带到中国去！美国都没有解决信徒流失的问题，你怎么可能希望教会

在中国解决？不可能的！他们遇到那么多的问题。就像昨天崔牧师讲的，美国是天



堂，但是很寂寞，中国是地狱，但是很刺激。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在北美的教会如

何解决流失的问题，同时去中国做海归宣教不要仅仅是事工对事工，而是要有多方

面，至少在教会的层面要来多帮助。 
 
周姐妹：谢谢分享！特别很高兴知道有这样的平台在中国。我们教会基本上每年

信主的有一半的人回国，我们教会 15 年，开始回去差不多有 10 年了。我自己在跟

踪当中也在思考。有三个点。好的点是，第一个，在我们教会里面被圣灵充满的，

回去基本上 100%可以留住；还有的是有些城市里面，我们认识的教会，比较相近

的教会，直接介绍的话，也能留住。有些教会，有些是弟兄姐妹的原因，或者教会

的原因，他们回去告诉我说，我们回去，他们觉得有点不被接纳，种种原因，还是

借口我不知道，有一些也确实流失。后来我就发现我们这边有很大的责任，这些弟

兄姊妹回去，基本上还会有一段时间牧养他们，每年回去宣教的话，能够看到他们，

还会去探访他们，这样的弟兄姊妹基本就可以保留在主里。有些城市外的，没办法

去跟踪和探访，流失的就比较多。 
 
谈妮姐妹：基本上我有一个反馈，四个问题。一个反馈就是：过去《举目》也在

做一件事情，我想未来也会继续做，就是教会的自我转化。這也包括了国内家庭教

会对海归接纳的过程——教会需要在许多观念上自我转化。我的问题，第一个是海

归流失的数字，有没有可能这些人是进入了三自教会，而不是在家庭教会里面。这

些问题不一定有答案，但是我要把它提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我现在所接触到的，

有时是透过微信的圈子，有时是透过电子邮件来彼此询问，某某人要回中国了，希

望大家介绍国内家庭教会。每逢此我都会纳闷于安全的问题。在未来，我们有没有

可能建立一个又安全又全面的推介管道？第三个问题，海归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些圈

子，能够帮彼此在回去适应的过程中，在圈子里实际讨论他个人遇到的适应问题，

并及时利用自媒体，大家来提供具体意见或经验，达到彼此扶持，帮助新海归适应

更好。这个有没有安全上的问题？这是不是可行？第四个问题，这跟海归没有直接

关系。现在来到北美或者澳大利亚等地，那些短期探亲的父母们，在国外信主以后，

回国以后，他们的牧养、跟进也是一个问题。比方说，我有一个学生的母亲，在国

外信主，回去大概一年以后，开始改变，发一些有关佛教的，或其他奇奇怪怪的文

章给我。显然她回去以后没有受到好的跟进。 
 
Lydia Song：谢谢谈妮姐！我稍微回应一下。第一我特别感恩，无论是《举目》、

《海外校园》，还是国内的《教会》杂志，甚至之前的 China Source 都开始关注这

样的问题， 并就这个专题开始有一些讨论、推动。那么国内的家庭教会对海归接

纳观念的转化，是非常重要的。这需要我们逐步来沟通、介绍。非常欣慰的是，在

过去的一年中，尤其在北京范围内，家庭教会对海归事工的接纳度非常高了。第二

个您问到三自教会，在我们的调查中，无论是哪家教会，只要是海归还在坚持去教

会的，我们就不把它当作流失看待。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有部分海归进入到三自教

会去。然后，您说推荐的安全管道问题，这是我们一直考虑的。面对巨大的海归人

群和需要， 不可能靠一个渠道来实现全部介绍。如果有各自联络的渠道能够进入

教会的这些人，自然不需要事工特别的帮助，而事工真正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自己没



有资源，不知道往哪去的人。我们要鼓励多渠道，甚至是交叉性渠道，而不要统一

的渠道，这样更安全。另外关于交流的圈子，我们也非常赞同，但是需要引导，我

们经常被拉入一些圈子，讨论得似是而非，而且非常混乱。还有这些老海归，即探

亲回国的父母们，他们虽然是老中国人，但是到国外信主后，有了改变，再回去也

有不适应问题。比如我的父母，他们在回国后就自己建立了一个老年团契，最多时

牧养了 30 多个人，都是老年人， 但甚少海归， 很多都是来帮看孙子的，也有流动

问题， 他们主日参加教会的聚会，周间团契。 
 
李万兵弟兄：因为我在美南浸信会，学习植堂培训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就是我

们大家植堂的时候，都希望覆盖所有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你能够覆盖的人，大概

可以分成 10 个群体，从经济、教育角度分成不同的群体。基本上一个健康的教会

能够覆盖一个主要的群体，然后上下各兼顾一个群体。你要聚焦在你要做的那个群

体的植堂。我认为海归现在形成了一个教育、经济的阶层，我们要考虑的是建立这

个阶层的教会，而不只是把他们看成一个一个的人。植堂对于建立发展教会，对于

中国教会的健康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海外的人要考虑怎么样帮助他们，在中国

建立这样一个群体的教会，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不然的话，这些人的流失是很自然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