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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初到貴境到「落地生根」  還記得當初懷著戰兢又
興奮的心情離開家園，到一個從未到過的中東國家，除了適應語

言和文化、調較生活作息外；還要學習世界上數一數二難度高的

阿拉伯文，在語言學校畢業前，工場主任要求我研究一下服事多

Panda
姆人（吉卜賽人）的可行性，經過禱告，網上搜集資料和實地勘

察，把報告提交，奇妙的是我在 2013年取得大使命中心一套有
關在歐洲服侍吉卜賽人的 DVD，並且有機會在工場分享有關資
料，再經過一年的探討，到不同國家觀察有關吉卜賽人的事工，

最後，工場會議接納把它納入工場事工的一部份，想不到我這個

宣教新丁進工場不久，就負擔這方面的開荒工作。

尋找吉卜賽  多姆人是在第六世紀左右至中東，約有
三百四十萬人 1，大部分說多姆語和阿拉伯語，多是顛沛流離的

族群，過著流浪的生活，搭營而居，拔營而行，居無定所，他們

多年來被人嫌棄、遭社會排擠，兒童受教育的機會甚微。由於教

育水平低，難以找到工作，因此一直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由於他

們居無定所，因此尋找他們一點不容易，我們有時候透過行車祈

禱，在路上發現他們，藉著交談，知道他們懂得多姆語，才知道

自己找對了人！

中東簡介

國家  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
 色列、約旦、科威特、黎巴嫩、

阿曼、卡塔爾、沙特、敘利亞、

阿聯酋和也門等十八個國家

語言  主要說阿拉伯語，其次有波斯
 語，土耳其語，希伯來語，亞述

語，庫德語和法語等……

經濟  石油開採為中東一些國家帶來財
 富，在國際社會具有一定影響力

文化  主團體文化，跟西方提倡個人主
 義文化有很大的分別

信仰  大部分國家以信奉伊斯蘭教為
 主，也有信奉基督教，猶太教和

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等……

土  耳  其

黑  海

波
斯灣

阿  拉  伯  海

地  中  海

裏

海 土庫曼斯坦

紅 
  海

伊   朗
伊拉克

沙 特 阿 拉 伯
阿曼

阿聯酋
卡塔爾

也   門

索馬里埃塞俄比亞

厄立特里亞

敘利亞
黎巴嫩
以色列

阿
富
汗

約旦

埃   及

蘇   丹

科威特



由「難民」，成為「新移民」  2011年敍利亞內戰，
十年間產生 1200萬 1名難民，而收容最多難民的三個西亞國家，

包括土耳其、約旦和黎巴嫩，他們擧家逃難到鄰國，許多人在當

地已經定居幾年，因此語言、文化、生活都不成問題，但找不到

穩定的工作、經濟拮据，擔心難民申請何時被批核、可否移居歐

美等問題，長期困擾他們；與此同時，有些婦女和長者並不想移

居外國，反倒希望早日重返家園回國生活，卻又遙遙無期，他們

的身份，由「難民」，慢慢變成為「新移民」，如何在當地安居

是最大的問題，加上中西不比歐美，沒有新移民的政策配套，因

此，他們在生活上真的有很大需要。作為一個宣教新人，亦曾經

參與在四川、日本、尼泊爾災後重建及輔導工作，以下；希望藉

著對不同差會以及機構的觀察，發掘更多在當地服侍的可能性：

1.	經濟：創造工作機會，培育人才
由於敘利亞情況仍未穩定，加上難民在當地生育，過去十年，難

民營的人數不斷増加，但縱觀西亞三個國家，住在難民營中的難

民不足兩成 2，大部份散居在社區，他們通常從事工資較低的工

作，甚至長期失業，尤其 COVID-19所帶來的經濟停滯，讓很多
家庭主動向本地教會求助。

在無助的時候找教會幫助，表示他們對基督徒有一定的信任，這

是值得欣慰的！加上有些國家屬於 � 發展中國家 �，經濟條件有

限，難以幫助這批難民，因此不少志願團體和宣教士，嘗試舉辦

不同類型的職業培訓班，如手工香梘、首飾製作和理髮等，讓婦

女可幫補家計，但問題是，宣教士往往沒有做生意的經驗，我們

希望有更多信徒加入參與，成為投資者或企劃顧問，為當地人提

供在職培訓，相信能夠為當地的經濟環境帶來建設性的影響。

2.	教育：兒童、青年人培育
不論在難民營外或者社區，當地政府除了基本教育外，根本沒有

資源培育青少年，他們唯一玩耍的地方就是在街上，成為街童，

他們在放學後無所事事。我曾有數次在街上遇到街童，他們見我

是外國人，就上前搭訕，又或大聲說話，引人注意，甚或向我拋

擲石頭，看我有何反應，得街坊幫助趕走他們，主要是因為他們

生活無聊、沒有目標使然。因此，教會希望有服侍青少年恩賜的

基督徒，到當地長宣或者短宣，一起開展青少年事工。

3.	社羣：建立羣體支持網絡
在探訪的過程中，我們碰到不少患有抑鬱症初期的婦女，因長期

受壓，困於家中，以及欠缺支援系統，令情況惡化。曾在黎巴嫩

探訪一本地教會，教會鼓勵婦女去關心周邊的鄰舍，成為關懷大

使，讓她們透過興趣班組成自己的羣體，有特殊需要，教會可以

作支援，教會在這小區中漸漸樹立美好名聲，平日，他們開放教

會並播放《耶穌傳》，吸引了不少第一次上教會的穆斯林朋友。事

飛飛雲

跟進她時，她說她心裡很平安，知道聖靈住在她心裡，我和同工

這些年並沒有向她太多提及聖靈，我們知道是聖靈親自在她身上

工作。我們只要按著主的心意行，其餘的祂會負責，願結更多甜

美的果子獻與主。

經過那麼多年，我已

經由一個初到貴境的

新丁，到現在視這裡

為我第二個家，比起

多姆人，我可以說是

微不足道。他們在六

世紀來到那時還是波

斯帝國，隨後在中東

四處漂流，雖然可說

是落地生根，但又似乎沒有根！目前在這國家服事多姆人的同工少

於十人，希望神在將來興起更多工人，尋找未得之民，收祂的莊稼。

1 Joshua Project

戰火十年，難民的新面貌

對於信仰，他們可以

說是去到邊信到邊，

在那裡定居，就信奉

當地信仰，雖然如

此，巫術在他們中間

卻十分普遍，有一次

他們當中的一位婦女

請我為她禱告（她知

道我是跟從主耶穌

基督），因她的多姆朋友到訪後，她的頭便極疼痛，我奉耶穌基督

的名為她禱告，她便好了很多，這事讓她嚐到耶穌基督醫治的能

力，認識到耶穌是神的兒子，願一切榮耀歸給我們的主。

吉卜賽兒童事工  後來我們的事工開始擴大，經禱告後，
主引領我和同工們開始兒童教育，祂預備了老師和教材，數年

間，不少兒童由文盲到識字，當中，不少已經可以閱讀兒童聖經

故事，其中一位少女更加在閱讀耶穌基督釘十架後，表示要做耶

穌基督的門徒，同工們初時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在下一週再

夏天的多姆營

冬天的多姆營

 敍利亞難民營 



實上，難民由於

前景未明，墜入

無窮盡的等待，

往往容易得到情

緒病，而作為丈

夫，也可能面對

因謀生而來的種

種壓力，家暴的

情況頗為普遍。

服侍過程的見證  在這裡想分享一個個人見證。一位語言
老師阿菲，在一宣教士開的語言中心任職。25歲的她，與家人逃
離敘利亞八年，在教學中認識了宣教士，她們彼此交流文化及信

仰議題，她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按時守節禱告；與宣教士朋友

結識一年多後，一天晚上她夢見耶穌，隔天她決定開始定期查考

聖經，漸漸地她被耶穌基督捨身的愛所感動，並願意跟隨衪。查

考聖經一年後，她想認識神在她生命中的使命，後來參加了「把

握時機」課程（英文版 Kairos: God,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她的得救見證給我很大的鼓勵，她要隱瞞家人信主，也知道可能

有生命危險，但她仍非常熱切地想將福音分享給她所愛的人。

她的得救見證給我很大的鼓勵，她要隱瞞家人信主，也知道可能

有生命危險，但她仍非常熱切地想將福音分享給她所愛的人。

新創意、新動力  說到這裡，可能你也希望服侍有關群
體，除了持續禱告，以及定期支持宣教士、宣教事工外，亦可以

考慮參加短宣或長宣，用生命去祝福當地的羣體。 

1.	多元隊工，創意營商
可以考慮與宣教士合作，到當地發掘商機，利用網絡科技，提供工

作機會，祝福當地人。例子：一台灣姊妹曾在當地學習語言一年，

見到許多與她年紀相約的女性，受過高等教育卻沒有工作機會，只

可被動的被出嫁，結果她想到了用網路平台，組織及推廣網上語言

學習 3，推動台灣學生以英語來跟敍利亞學生成為筆友，一方面可

以讓學生練習英語寫作，另外，也使兩地青少年作文化交流。

2.	使命青年培育	(Mission-minded	Holidays)
一位 25歲韓國弟兄以一年短宣形式，來學習語言及文化。原來這
是他十年前向神許下的心願，當時他 15歲，與其他中學生來到
這國家，作短宣一個月；離開後他心中常想起這個國家，就向神

許願，但願十年後他可以回到這地方。結果如願以償，在本地大

學廣結人緣，語言學習也快，離開時仍然禱告有一天要回到這地

區，看神怎麼帶領他的人生。

我鼓勵年輕的信徒，可以考慮以一至兩年的時間，來學習語言及

文化，並按恩賜協助不同的事工；深信只要你有開放和受教的

心，神會大大祝福並造就你的生命。

3.	創意體藝活動
曾參觀在難民營中一所跆拳道學校，同工都是基督徒，已有八年

歷史，並在營中得到很高的評價，學生過百，仍在擴展中。每天

男女分班上課，除了每天練習，也有英語課和興趣小組課；學員

每天放學後，都準時穿好整齊制服上課，期待著上課時刻。

幾位黑帶學員已是老師的助教，需要經過考核，不但給了他們每

天的活動，也給了他們紀律訓練、團隊和目標。另外，也喜見願

意委身兩年的男女信徒作教練（短宣），與學員關係密切，天天打

成一片，以

生命影響生

命，相信一

切都在神的

手中。

若然你有體

育技能、音

樂、藝術、話劇等恩賜，也可成為兒童及青少年的祝福，歡迎與

宣教士聯絡，看神怎樣開路，使用你成為當地人的祝福。

總結：無限機會服侍主！  「貧窮
人呼求，他要搭救，無人幫助的困苦人，他

也搭救。 他要憐憫貧寒和貧窮的人，拯救貧
窮人的性命。」詩七十二 13（和合本修訂版） 

難民需要之大和長遠，我們可以作的，簡直

是杯水車薪，但我仍然深信愛我們的主，是

看顧和知道他們的需要。你願意成為給他們

一杯涼水的人嗎？只要我們真心誠意和願意

服侍主，是有無限可能和機會的！若神感動

你，那麼現在就立刻行動吧！願你在禱告、

恩賜和奉獻上，大大被神使用！

1  Refugee Crisis, Joshua Project, Jan 2021,  
https://joshuaproject.net/hotspots/Refugee Crisis

2  Syrian refugee crisis: Facts, FAQs, and how to help, World Vision, Jan 2021  
https://www.worldvision.org/refugees-news-stories/syrian-refugee-crisis-facts

3  17 Arabic 一起學阿語，https://www.17arabic.net/

以上文章經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允淮，節錄自《往普天下去》2021年 1-2月／總第 201期

黎巴嫩教會慕道班

難民營跆拳道班

在中東的較保守國家－宜 或 不宜

宜 不 宜

衣 長袖、長裙 露出手臂、頸項和腿部、

緊身衣、緊身褲

食 用手，看當地人怎樣用手

作餐具

在街拿著東西吃（尤其 
女性）

住 住近當地家庭；合租或與

本地人同住

單身自住（尤其女性）

行 與人結伴同行、開車 （女性）晚上單獨走在街

上或坐公共交通工具

談吐 只與同性對話，尤其公共

場合

與異性對話、對望、握

手、微笑等（家人除外）

有關信仰

對談

建立友好關係為先，常說

神祝福、神同在、神醫

治、神保守、神恩典

急進的辯論，或硬銷福音

時間觀念 有彈性並包容不同觀念 執著堅持對錯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

你們，一粒麥子

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

許多子粒來。

（約十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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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之民代禱區
民族名稱：德魯茲族（Druze）

中東分佈地區：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約旦等

世界總人口：80 萬至 100 萬

敘利亞：55 萬 

黎巴嫩：30 萬 

以色列：7萬 4 千 

約旦：4萬 2 千

信主人數：0.2%

德魯茲人沒有自己的國家，主要分佈在中東敘利亞，黎巴嫩

等國，最初相信是緣於伊斯蘭教什葉派的一個分支，但現今

已不介定他們屬伊斯蘭教，他們會承應自己相信當地信仰，

但神以人的形式出現（Incarnation）和一神論才是他們所
相信；也相信輪迴，保留較多的拜火教習俗。德魯茲人不允

許對外通婚，不接受外人信奉他們的信仰，宗教習俗是秘密

的，只有被稱為「知道者」才能知道他們的核心信仰。

祈禱事項：

1. 因著德魯茲人封閉的宗教習俗，外人是很難進入他們的社
群，禱告主開啟通達的路，讓工人進到他們當中。

2. 求主親自向他們的心靈動工，尤其那些在高位的「知道
者」，讓他們得知救恩。

差會動態
回港述職  4/2021 多馬、美意
回工場 3/2021 夸克平果、冰梅、 
  史文生，司徒潔玲夫婦、

 4/2021 熊文傑、周翠珊夫婦

 5/2021 張文豪、何秀薇夫婦
其他 3/2021 飛飛雲英國述職

4 月 27 日 ～ 非洲新浪潮
5 月 25 日 ～ 待定
6 月 22 日 ～ 待定

時間：晚上 8:30-9:30
地點：請留意本會 facebook 專頁

本會將按香港疫情情況，安排月禱會。如有改動，本會在聚

會舉行前於網絡上通知，請留意本會 Facebook 專頁 www.
facebook.com/WECHongKong 或網頁 www.wec-hk.org。如
有查詢，可透過電郵或電話與本會聯絡。

宣教月禱會
（每月第四個星期二晚上）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砵蘭街 332-334號龐堅中心 12樓
電話：(852)2388 2842 傳真：(852)2388 6941
電郵：admin@wec-hk.org 網址：www.wec-hk.org

水變酒
但以理牧師

近日與創啟地區辦公室開了年度會議，多於一半的同工因疫情關係，仍留在自己國家未能返回工場。

當我靈修的時候思考分區辦公室的需要時，神給我約翰福音二 1-11「水變酒」的經文。在中東的文

化，宴會上沒有酒是一件羞恥的事。正當主家感到羞恥和絕望的時候，耶穌在婚宴上將水變成酒，

此舉為所有赴宴的人帶來極大的喜樂。當平凡的水遇到耶穌，即變為上好的酒。

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困難的階段，且不知道何時才會好轉。面對現時的情況，有些人已感到筋疲力盡，

有些則不太有生氣地繼續維持日常。讓我們在困境下，與耶穌相遇，一位將平凡變為非凡的主。

在年會上，聽到一位參與短期宣教的成員定下目標，要在 2021年向一百人宣講福

音，我們對他定下目標感到非常鼓舞。在香港有三位學員不受困難的阻擋，準備

接受訓練，向未得之民出發。這些事，只能靠作非凡事的主去成就。

疫情下，在宣教的藍圖上，你在哪裡？讓我們遇見行奇事的神，祂使我們成為非

凡的人，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分享福音。

總幹事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