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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家五口按著聖靈的感動，回應神的召命，來到中亞洲的 K
國，展開宣教服侍，如今已有七個年頭了。K國位處中亞洲，因
前蘇聯解體而於 1991年立國，當中聚居了 39個民族，當中有
28個民族被界定為未得之民（Unreached people groups），極
需呼求莊稼的主，差派更多工人，進入末後大收割的禾場。筆者

將於下文介紹其中三個我們現正服侍的族群：

（一）   遠走他方的東干族
東干族，即回民。大家可能會問：中亞洲有回民嗎？有！其中一

群仍然使用 19世紀 70年代陝西、甘肅的地方方言、保留婚嫁的
鳳冠霞帔、穿著清朝旗袍民族服裝、以務農為生、堅信伊斯蘭教

信仰的回民，因著戰亂、貧窮而大規模遷徙至中亞洲，如今在 K
國人口已達 7萬多人，並落地生根 150多年了。今天問問他們如
何稱呼自己，他們會說是「老回」，因他們知道其祖先是從遠方

的中國遷到這裡的。

東干人很好客，因此探訪是我們接觸他們的主要途徑。前陣子因

著疫情關係，我們開展了「Harvest Hope」的服侍，在疫情期間
為貧窮的東干家庭送上食物包，並讓福音成為他們真正的盼望。

神為我們開啟更多新門 ‒ 東干人喜歡聚居及保留原有生活方式，
因此外人有時難以進入其聚居的村莊服侍。有一回派發食物包

時，神讓我們在馬路旁踫見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村長，一輪介紹及

後（他驚訝我們能講少少回民話），他問我們可否也幫助鄰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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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而成為秘密信徒。甚願上帝差派更多工人，向這群未得之民傳

講福音，讓他們知道寄居中亞是短暫的，還有更美的家鄉為他們

存留。

（二）   四海為家的羅姆人
羅姆人是誰？他們就是我們所認識的吉卜賽人了！羅姆人（羅姆

語：Roma），或稱多姆人，俗稱吉卜賽人，是散居於世界各地的
流浪民族，除常見於歐洲外，更有不少流浪至中亞地區，漸漸定

居下來。

東干人的婚宴



神把羅姆人帶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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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家中的麵包

送贈給她。自此後，我們向神禱告，聖靈給我們一幅服侍羅姆人

的圖像，因此認定是神把羅姆人量度給我們，從此我們開始了探

訪羅姆人。

K國羅姆人生活狀況如何？

1. 羅姆人可算是當地最不受歡迎、甚或是被厭棄的族群。
2. 他們很多時沒有工作，又或根本不願工作，多見於市集、大街
向人討錢乞食，又或擺地攤替人占卜，較有工作動力者都只能

靠收拾爛銅爛鐵為生。

3. 在他們中間流傳一種蒙蔽的想法：向別人求東西（例如金錢、
食物）、甚或拿取別人的東西，是得到祝福的途徑，相反不問

不取，就會帶來咒詛。

4. 他們中間有信奉民間宗教，亦有部份聚居村落信奉伊斯蘭教。

羅姆人也是神所愛的，因祂叫貧窮人有福音可聽，甚願羅姆人能

經歷福音帶給他們生命的豐盛。

中亞洲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地方，帶有神秘感。十多年前很少人知道這些中亞洲國家，沒有邀

請函休想上機。當年我前往中亞洲某國當宣子 1老師，抵步後我覺得風景美麗，食物頗有特

色，居民十分友善。當地人信奉回教，因此傳福音要十分小心，先建立友誼，然後才能開

始。要知道那裡的秘密警察無處不在，總有一位係身邊。仍記得那間宣子學校被發現私藏聖

經而鬧出軒然大波，最後幸有領事出面調停才低調處理，學校要改名才能繼續。當時宣子學

生主要是韓國人，以美國課程為本，至今仍是一樣，以基督教育為核心，帶領學校往前走。

1  宣教士子女

（三）   無處為家的孤兒群
根據當地一些社會組織的非正式統計，K國約有 11000孤兒，成
因除雙親離世外，還有因父母坐監、長期住院、吸毒、再婚而遺

棄孩子，更多的是因 K國貧窮，很多父母需要跑到外地尋找工作
而被迫遺下子女。面對孤兒尚且是一個社會問題，更甚者是孤兒

離開兒童院後，他們會由一個相對的「安全環境」進入一個現實

的世界，在缺乏經濟支持、社交技巧、生活技能、甚或自理能力

等情況下，容易進入犯罪、色情、沉溺或露宿街頭的光景，形成

一個又一個的惡性循環。

我們現在會接觸一些剛離開兒童院的孤兒，探訪他們，並透過參

加「Mentor Scheme」計劃，單對單牧養在孤兒院的孩子，成為
他們的 Mentor。長遠而言，會開展一個名為「Harvest Field」
「家園」計劃，物色一處結合居住與技能訓練的居所，為孤兒建立

「養蠔區」（咸淡水交界），幫助他們投身社會前作準備。

總結：

聖經告訴我們：「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

末期才來到。」我們正身處末後收割的大時代，也是神大大作工

的新時代。甚願我們每一個，不論在前在後，都能回應從上頭來

的呼召，委身上帝的召命，回應宣教工場列國的呼聲，為主打那

美好的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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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洲十多年前後的點滴 晚紅霞

街上行乞的羅姆人



中亞洲，一處當我向堂會弟兄姊妹分享時他們會一臉疑惑的地

方，它對普遍香港人而言比較陌生。作為傳統絲綢之路的一

段，它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再者；曾被蘇聯統治，建築

充滿蘇聯特色 (筆者主修與建築相關專業，所以比較留意其建築
風格 )。

2021年全球仍然受到疫情侵襲，在這環境下踏上宣教路確實不
容易，特別原定的事奉機會因疫情而更改甚至取消，但上帝的

大能與福音的延展從不受限。當世界越發黑暗，基督跟隨者越

發要興起發光，哪怕生命受損。蒙上主恩典使筆者能在 K國中
服事，並且與年青人同行。我主要透過在村校教授英文從而

接觸生命，但疫情導致除了課堂時間外根本沒有機會接觸他

們。不過既然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是靈命的彰顯時，我

想在課堂裡盡忠地作教導也能讓學生們感受到不一樣，並從

中經驗上帝。

除了在村校教授英文外，在主的帶領下我參加了當地教會所

發展的事工 CZ，不但從中認識了當地的信徒，而且也認識
了不少未信的年青人。當我持續參與這事工時，開始慢慢與

他們建立關係，並讓我更深入了解 K國年青人所面對的掙扎及
其屬靈狀況。在我認識的 K國年青人中，他們絕大多數是非常
喜愛他們國家的，常常問我喜歡 K國嗎？當我回覆喜歡時，他
們臉上總流露出自豪的笑容。但可惜的是礙於國家的發展，他

們很多都想出國留學及工作。作為香港人，我亦深體會他們的矛

盾，喜歡自己的國家，但卻因著不同原因要選擇離開。曾經與一

年青人談到當地工資與樓價的議題時就更能理解他們的景況，因

為他們與香港人一樣要花上二、三十年來供樓，甚至連首期也難

以負擔，使他們想到國外尋求機會，以致他日衣錦還鄉。

另外事工 CZ舉辦了一次男士專屬露營，在兩天一夜裡我們吃喝
快樂，並且大家就著何謂真正的男人作出分享。透過分享看見 K
國男性有很多捆綁，例如男性角色被定型：男性要剛強，不能披

露自己的軟弱等。我求主釋放他們，讓他們能活出真實的自己！

在疫情下宣教操練著我對上主的信心，環境看似進入停擺狀

態，但在主恩手帶領下卻有機會接觸一個又一個生命。

曠野甘霖

（筆者參與一年中亞短宣） 

瘟疫中的異鄉人

還有乘車是另一大改變，現在可用 app召喚的士，車資合理，但繁忙時有附加費。大巴小
巴亦十分多，車資平宜，但小心扒手。當年的士和巴士不多，一般人站在路邊截停任何一

輛私家車問司機往哪路線去，合則告之地點，討價還價後大家滿意便上車，有點兒像香港

以前的「白牌」。時代進步，「白牌」沒有了，不過我仍懷念截車的情景和樂趣。

十多年後，物換星移，很多事物都改變了，例如衣、食都傾向西式化，但宗教方面仍是老

樣子。政府依然容許外國人擁其自身的宗教，可以去政府指定的教堂或聚會地方，不過本

地人則禁止內進。當時我奇怪教堂外為甚麼常站著很多本地穆民，後來才知道他們是監視

有否本地人混水摸魚偷偷內進。現今似放寛了，少了監視者，但牧師或負責人要保證依足

政付的指示而行，否則十分麻煩。

硬地撒種能否有收成也成疑，但不撒種就一定沒有。願工人們有火熱的心，努力不懈為主

作工。

短期服侍分享

男士專屬露營

教會事工 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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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之民代禱區
國家：哈薩克斯坦共和國（Republic of Kazakhstan）
總人口：18,994,958
族群：130個
未得之民族群：36個
哈薩克未得之民：哈薩克族（大約 68%）
人口：12,916,571

哈薩克為跨洲國家，地跨歐亞兩洲，主要位於中亞北部，首都是努

爾蘇丹。哈薩克族是最大的族群，大多數是穆斯林，但也有基督

徒，少量人信奉佛教或其他宗教。根據憲法，哈薩克為世俗國家。

祈禱事項：

1. 國家對外來工作者的政策有所改變，以致有更多短期及長期
的工人可以到來傳揚福音。

2. 聖靈開啟哈薩克族人民的心，以致福音能夠臨到他們。
3. 堅固，保護這裏的信徒，讓他們有更積極的心向未信的鄰
居，朋友分享福音。

4. 興起本地教會新一代的領袖，接替工人，以致他們能轉到其
他未得之民的地方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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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福音對象」 
在哪裡？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

已經得親近了。……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

也給那近處的人。」(以弗所書 2:13-17)

現今世界不斷發生許許多多令人難料的事情，每天都有不少人

提出不同類別、方方面面的問題。但我們作為神的兒女，同時

也是主耶穌基督的門徒，我們有否在心中不斷反覆地問自己：

「我的福音對象在哪裡？」「神要我向什麼人傳揚主的福音？」

保羅在以弗所書二章 13-17提到「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
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並且來傳和

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保羅在這裡明

顯是對一群已蒙恩得救的外邦信徒道出這些話，神不獨要拯救

以色列民，也要救贖普天下的萬國萬民，因為主耶穌不只是以

色列人的彌賽亞，也是外邦人的彌賽亞，基督耶穌是全地的彌

賽亞。因此，保羅又說：「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

人，也給那近處的人。」（弗二 17）保羅在這裡告訴我們，基督
復和的恩典已帶給「遠處的人」（外邦人）及「近處的人」（猶

太人），這節經文不一定只指向距離方面來說的，而是可以從關

係及次序的方向來理解，因為以色列民是神的選民、神的聖言

也是先給了這個民族。故此，平安的福音先給猶太人，後給外

邦人。雖是這樣，神終極的旨意是使猶太人及外邦人因基督的

寶血，使兩下合二為一、歸為一體，造成一個新的族類，就是

教會，並且與神和好。到如今，由於全球遷移的格局，宣教不

再受「遠近距離」的局限與困擾，每天都有千千萬萬的流動人

群，諸如移民、工作、留學、旅遊及探親等，這些人在世界各

處出入境口岸進進出出，甚或大批難民循合法及非法途徑入境

他國，還加上那些「散居之民」落腳在異國或本國的城市，成

為我們的鄰居。這樣，宣教是不是近在咫尺，而「福音對象」

是不是在我們家的門口呢？

辦公室的話 差會動態
回港述職  7/2021 雪蓮花
 9/2021 蔡建輝、溫嘉儀夫婦，潘惠儀，Panda
 11/2021 張蕾
 12/2021 黎秋月
回工場 7/2021 夸克平果
 8/2021 甘老師，小兵太太
 9/2021 曉桂，紅景天
 11/2021 蔡建輝、溫嘉儀夫婦，潘惠儀
 12/2021 關圖氏，Panda
其他 7/2021 熊文傑、周翠珊夫婦（回港牧會）
 8/2021 曠野甘霖（轉工場）

9 月 28 日 ～ 從開墾到種植：西非穆民的福音需要
10 月 26 日 ～ 日本宣教分享：困境下的日本人
11 月 23 日 ～ 中國西部
12 月 28 日 ～ 高海拔之旅

時間：晚上 8:30-9:30
地點：差會辦公室及線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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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利

中東：被忽視的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