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香港夢                 蘇穎睿 

  

         一直以來 ，我都不大覺得自己是一個香港人， 更不以香港人這個身份自豪。 有時到

別處旅行和遊覽 ，通常會有人問： 你是從哪兒來的？ 我一口便回答： 我是從三藩市來

的 。在有意無意之間， 企圖隱藏我作為香港人的身份。 但自從「反送中運動」以來 ，我

的心態改變了許多； 我不再以自己為香港人而自卑。 而且心底裏 有著從沒有過的「香港

人」身份認同感。 再者， 覺得 能夠在香港長大 ，受教育 ，工作 及後來作傳道人， 真是

神給我莫大的恩典和福氣。 雖然我在 1985 年已經移民到美國來， 老實說：那 時，多多

少少都與抱著對香港前途不樂觀的態度 有關的 。後來我和太太在 2000 年 返回香港， 直

到 2013 年退休時才返回美國。 但香港人這個身份， 似乎深深印在我的心底裏。看到這幾

年香港的轉變 ，覺得心痛、難過、和低落。 特別在這一年來 ，我的情緒往往隨著香港 所

發生的巨變 低沉下來。 腦海中一幅幅百萬人上街抗議的圖畫， 就是在夢境中也揮之不去！ 

       然而 ，在新冠狀病毒肆虐期間， 有多些時間去思考、 回顧、 讀經 及禱告，我心態 也

改變了。 我開始漸漸體會 這是一個歷史 難得的時刻， 也是神給我們 香港基督徒的一個

契機。 於是 在我腦海中， 漸漸出現了一個香港夢。 

      引發我有這樣的一個夢 有兩大因素。 第一：我觀察到 在今日 整個世界的「廣東話教

會」 漸趨式微 。 自從 2013 年 返回美國後 ，我和太太開始在三藩市播道會 聚會。 我發

現一個令人沮喪的圖畫： 大多數操廣東話的教會， 都是相當香港化的。無論是傳道人、

或者長執、 都有著濃厚的香港背景 。然而在我們社區中 ，卻是越來越去香港化 。一方面 

我們的子女 對香港沒有什麼歸屬感，也少受香港文化影響 。他們越來越 美國化了。 另一

方面 ，在我們的社區 ，從大陸來的移民 卻越來越多。 就以三藩市或屋崙的唐人埠為例 ，

相信約七成至八成 都是從大陸來的移民， 從香港來的移民也越來越少， 這便產生了一個

極大的矛盾： 大多數廣東話教會似乎未能有效地外展到我們社區中。主要我們仍以香港

文化 作為主導， 這未必能 為從大陸移民來的人所接受。 在 1990 年代， 三藩市播道會大

概有 600 人， 其中英文堂佔 200 人 ，廣東話崇拜約有 400 人 ，幾乎大部分都是香港背景

的； 參加英文部的都是香港人的子女 。但到了今天 ，三藩市播道會 有 200 人，英文堂 

已結束了。 會友中約 60%至 70% 是有大陸背景的。但在執委中 100%都是香港背景的 。

在 200 名會友中， 平均年齡是 60 歲。 年青人、中年人、兒童是寥寥可數。 原因 有三： 

教會似乎未能針對大陸化的唐人埠作出適當策略上的改變 ，以致教會吸引不到他們 。第

二：教會操英語的子弟稍為年長，便不再返回原來的教會。他們成家立室後，多數 遷到

Peninsula 哪兒。第三 ：香港的移民也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作一個結論 ：在海外的廣東話教會， 前途是相當暗淡的 ，不但是

唐人埠如是， 就是唐人埠以外的廣東話教會 ，也有類似的命運 。大多數廣東話教會老化， 

就是那些稍為成功和稍有增長的教會 ，其中主要一個原因：只不過是從別的教會移民到

這教會罷了！ 

      或者你會問： 這種情況又怎會引發我有一個香港夢呢？ 首先我想： 假如我作為一個

香港人， 有著這樣的身份認同 (我即管稱之為 Hong Kong DNA)， 我相信不少 從香港移民

到海外的人都有著我這種心態。 這兩年來，我們 目睹舊香港迅速地消失， 正步向 死亡的

邊緣，這 反而叫不少從香港來的移民懷念著這舊香港。 我們每逢聽到 昔日香港的 流行曲， 

如羅文唱的獅子山下， 關正傑的 東方之珠 ；都有莫大的感觸， 甚至 落淚。 我們這一群

在殖民歲月中長大的香港人， 也正是 一個相當失落的一群。  我提出 這個香港夢， 不但

是針對 當前在海外「的廣東話教會」問題， 更是想到 數以萬計的 舊香港人。 

      第二個誘因 是猶太人的故事 。猶太人在公元前 586 年亡國 ，流離失所，到處飄蕩， 

足足有二千多年之久。69 A.D. 更為嚴重 ，因為耶路撒冷淪陷 ，以色列人作反失敗 ，分散

到世界各地 。這群稱為 Diaspora 的猶太人， 竟然 經過 2000 多年後 可以重建家園， 在

1948 年成立以色列國 。猶太人是怎樣在這二千年間維繫著他們的身份呢？ 我 並不是從政

治的角度看這問題 ，而是從神學的角度看。 在神的計劃中， 以色列 是新約教會的預象， 

教會又稱為屬靈的以色列。 

      昔日的以色列 ，以聖殿為中心， 一切宗教活動 ，無論是獻祭、 教導都在聖殿中舉行。 

聖殿拆毀了， 耶路撒冷 也失去了 作為宗教中心 的地位。 以色列人的身份 隨即起了危機 。

但對基督徒來說： 耶穌就是那聖殿，祂被拆毀，三日後重建(指耶穌死後第三日復活) 基

督教教會便是屬靈以色列了。如此一來， 無論在世界哪一個角落， 都可以保持著這身份 。

這身份 不是靠能看見的聖殿維繫著， 而是 靠著一個 死而復活的基督 和聖靈維繫著。 事

實上 猶太教也有改變 ，他們不再以聖殿為中心， 取而代之是會堂。 只要有十個猶太男

人 ，便可以組成一個會堂。 每逢安息日，他們 在哪兒崇拜， 又以希伯來文 作為他們的

語言 ，無論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也是如此。 所以 ，我們發覺在中國的開封 也有猶太人

會堂。 同樣地， 香港失去了昔日的特色， 回歸後的 一國兩制也褪了色。 但是 舊香港 仍

是存在的， 這舊香港 人也遍佈整個世界 。就是這個誘因 ，使我構想出這樣的一個香港夢。 

        我所謂的 Hong Kong DNA 是什麼意思呢？ 當然 我們有著同一的語言--- 廣東話。  香港

的廣東話 與內地的廣東話 卻有著很大的差別，彼此的俚 語有異。我們有著同一的歷史 ---

這歷史 自 1842 年鴉片戰爭開始， 直至 2020 年 。雖然 1997已歸回中國 ，但是這 二十多

年來 香港仍存有香港特色，中央也 真的貫徹一國兩制 。但到了 2020 年 ，一國兩制實在



已經名存實亡。 我們有著同一的文化---香港人有自己獨特的飲食文化、文藝、電影、音

樂、人生哲學等等。 我們有著同一的社會觀--- 香港雖然沒有民主， 但卻是一個有法治、

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集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的地方。 最後大部分香港

人的背景都是從中國來的 。他們之所以來到香港， 是因為 他們 對中國共產黨那種威權主

義 帶著一種恐懼心理。這些特色深深地印在我們 這一群在殖民歲月長大的香港人。 我們

移民來到歐美 仍保存著這些特色 。物以類聚， 廣東話教會便 紛紛建立起來。 這正是 70

年代以後歐美廣東話教會增長的原因 。最後，香港在過去幾十年，的確有著驚人成就。

值得自豪。 

a. 經濟方面---有 87 個億萬富翁，香港人每年平均收入是美金$58420，世界排名第十。

香港 GDP是 414,3 billion 美元，世界排名第七、也是世界第二有錢城市。 

b. 教育方面---2019年,香港 48%完成中學教育, 大學畢業的佔 25%。有 70%青年可就讀

專上/大學教育，是世界最先進之地之一。香港大學排名世界 33。有二個諾貝爾得

主。 

c. 醫療方面---Bloomburg 2016年報告, 香港的醫療系統是世界第一, 得分 89.9 ，較排

名第二的 Singapore (84.2)高得多。 

d. 治安方面---2015 年報告，香港全年只有 22 宗殺人命案，是世界其中最安全地方之

一。 

 

 我夢想中的 創新香港教會模式是怎樣的呢 ？以下是一些特色 : 

1. 是普世性的 ---目的是 外展到 全世界 的舊香港人-- 一群 擁有 Hog Kong DNA 的人。  

2. 透過 互聯網 ， 把全世界的香港人 連結起來 。 

3. 一個教會不可能 沒有 真正的來往和面對面的溝通、關懷。 所以 與這個 Virtual 教

會同行的 是我所謂 Local Chapters (亦可稱為 Local Church)， 類似猶太人的會堂。 

在每一個鎮、城市或地區 組成一/多個 Local Chapters 。他們可以使用 這個 Virtual 

教會給他們的 支援、教導、 協助他們成長。 

4. 個人傳福音 及關懷方面—靠賴每一個 chapter。 每一個地區 Chapter 有他們獨立行

政、財政等等 。與這個大的 Virtual Church 並沒有 上下之分。 

5.  這個普世的 Virtual church 可以提供 以下的牧養: 

a.  崇拜--- 每一個 Local Chapter 都可以轉播 崇拜 給他們的會友。他們可以個人

在家崇拜，亦可在家集體崇拜，更可以在 Local Chapter (Church)集體崇拜。

因情形而定。 



b.  主日學 ---Virtual Church 可以提供 不同的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情形

與中崇拜相同。成人主日學包括信徒成長課程、書卷研讀、神學、倫理、教會

歷史、個人成長、家庭教育、主新舊約綜覽等。 

c.  查經班 ---Virtual Church 亦可提供 查經 班，情形與崇拜相同。 

d.  傳福音 Virtual Church 可提供佈道會、 福音性研經班 等 。 

e. 福音預工---Virtual Church 為特供天南地北的節目， 講及 香港歷史、文化、 

音樂、電影、 飲食 等有趣 節目， 吸引未信的香港人參加 ，作為一個福音預工

的機會 。 

f. 最後 有關門徒訓練 則由每個 Local Chapter 自己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