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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事工 • 體育事工 • 藝術事工

無花果被喻為 �生命之果�，許許多多來自中東的難民為了生存，逃

到無花果國，雖然這裡亦屬於伊斯蘭國家，但一些獨有的機遇，這些

難民藉著許多宣教機構以及教會舉辦的活動，讓他們有機會與耶穌相

遇，得獲 �永生�。

兩個難民群體

難民問題，並非一朝一夕，而目前最大的兩個難民群體，來自阿富汗

和敘利亞。阿富汗是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難民危機之一，長年軍

事衝突、政局不穩定，正式登記的阿富汗難民數字高達二百六十萬，

其中超過二百二十多萬難民生活在伊朗和巴基斯坦；除此以外，有

三百五十萬阿富汗人仍然在國內流離失所。2021年 8月阿富汗安全
局勢迅速惡化，許多阿富汗人選擇逃離祖國到鄰近國家尋求庇護，讓

鄰國難民人數不斷飆升，就以無花果國為例，四百多萬難民中，已經

登記的阿富汗難民就有十八萬，未登記的約有十二萬，由於難民人數

日益增加，無花果國政府已經宣告並不再為阿富汗難民敝開大門。

除阿富汗以外，2011年，中東多個國家爆發阿拉伯之春運動，尤其

敘利亞，出現了反政府示威活動，被政府軍鎮壓後演變為武裝衝突，

繼而爆發內戰，內戰至今，超過二十多萬人死亡，八百萬人在國內

流離失所，超過六百萬敘利亞人亦逃離到不同國家成為難民，2021
年，無花果國境內登記的敍利亞難民就超過三百六十萬，有的是持護

照入境；亦有不少偷渡入境，真正難民數字可能遠超過這個數目，未

受官方控管的人數更是無法估計，政府對於難民的動向，無法有效掌

握，當中，只有 1.5%的難民居住在政府提供的難民營內，多達 98%
難民是居住在政府規定的不同省份，他們可以自由遷移至不同城巿，

亦可以遷往親友聚居的地區，或遷到大城巿尋找工作機會。

敘利亞難民必須向政府登記，以獲得身分證明文件，如果無法正式取

得「難民」資格，則屬於「尋求庇護者」，只享有「暫時保護」的權

利，直到他們被第三國接受；但問題是，政府只為合資格難民提供教

育、工作、醫療及社會福利，敘利亞難民要取得正式工作文件並不容

易，為了生計，他們只能做黑巿勞工或做低於法定工資的工作，不幸

的是無花果國經濟衰退、失業率高企、通貨膨脹嚴重，為爭飯碗，造

成本地人與難民之間的衝突，而服侍這群難民，亦成為我的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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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許多傳統基督教國家基督徒人口下降；但與此同時，受到中東難民潮影響，伊斯蘭教徒人口卻不斷飆

升，專家預計，情況持續，不少歐洲國家未來都會成為伊斯蘭國度；雖然如此，不少宣教機構以及教會，

亦積極把握機會，向這些來自傳統伊斯蘭國家的難民傳福音，造成不少福音機會，許許多多的難民在原

居地可能一生也沒有機會聽到福音，但是經過戰火的洗禮，在異國卻可以有一個較自由的環境接觸福音信

仰，得到新生之餘，更有機會進一步得到永生。在 2022年的開始，讓我們認識這個宣教的新機遇。

難民潮是危機

亦是契機

Simone (WECer)

無花果    給難民新生命 冰梅（無花果國宣教士） 

打開伊斯蘭之門

難民宣教



難民事工的機會

十年前敘利亞內戰，在電視螢幕上戰火摧毀無數家園，敘利亞到處頹

垣敗瓦、數百萬敘利亞人逃離家園等景象留在我的腦海，這是我來到

中東無花果國服侍難民的原因，這裡有數百萬難民，街道上會看見帶

著小孩討錢的難民婦女或賣藝的難民兒童。

我參與的教會有不同的難民事工，接觸大約二百多難民婦女，敘利

亞、阿富汗及非洲婦女及兒童是我們服侍對象，而我們的服侍也頗多

元化，包括：

一、派發衣物服侍

教會為難民婦女的子女提供兒童衣物及一些簡單用品，每星期

有一段派發兒童衣物的時間，但等候領取衣服人數眾多，難民

婦女需要輪候兩個多月才能領取一次。教會會公開收集兒童衣

物、購買新衣服及禦寒外套，婦女可以為兒女揀選有限的新衣

服，而舊的衫褲鞋襪任由她們選取，每次她們都會將大袋、大

袋的衣物帶回

家 中； 在 經

濟壓力的情況

下，派發衣物

能減輕她們的

經濟負擔。

本地人低，在經濟每況愈下的情況下，生活成為他們最大困

擾，很多家庭沒有多餘錢送子女入讀幼稚園。

除了以上三項事工，由於居留的難民沒法得到任何醫療幫助，因此教

會在活動裡我們提供了簡單醫療服侍。另外，也有本地語言班及英語

班，透過不同服侍接觸及幫助更多難民。

事實上，無花果國在 2019年為敘利亞難民制定新政策，所有未登記
於大城巿居住的敘利亞難民必須離開大城巿搬回登記地，完全未登記

者必須到其他省份登記，未配合者沒法再得到基本的服務，而已登記

的難民子女，則可以入讀公立學校，我們有多個探訪家庭的子女沒有

入學資格，知識對每一代都相當重要，希望他們這一代不要失去讀書

的機會。

難民事工的體會

最後，讓我分享一下從事難民事工的心路歷程。每次做完家

訪後我內心都感到沉重，他們面對各項困難，有著不同需

要，沒有人可以幫到他們，唯有神是他們的幫助。在家訪時

與她們閒話家常後，我們便會分享信仰及見證（參加活動的

難民婦女對聖經有一定的認識），有一些婦女想更深的認識信

仰，她們歡迎我們繼續探訪及查考聖經。

我第一次的探訪對象是一對年輕難民夫婦，那位先生將要做

腳部手術，他需要停工休養三個月；在探訪後我詢問同工有

關那個家庭經濟上的需要，同工告訴我會為他們申請教會基

金，幫助補貼他們三個月租金。

事實上，教會會透過不同活動關心難民，在特別情況下更提

供經濟上的幫助，我們關心他們身體與心靈的需要，同時我

們在「撒種」，就這樣將耶穌的關心及愛帶給他們。

有一次探訪一位敘利亞婦女時，她打電話給正在工作的丈

夫，這位丈夫立即趕回家中，他向我們提及他在夢中看見耶

穌釘十字架，同工向他講解救恩，隨即他向妻子講解所聽見

的福音信息，為他們禱告後，他願意同工繼續探訪及查看聖

經，天父向這位先生彰顯祂的救恩。

參與難民事工我有兩點體會：在難民身上所作的一點一滴就

像砌拼圖，在她們身上所作的，如同將一塊一塊的拼圖拼在

她們心上，某一日拼圖完成，清楚看到整個圖案時，她們能

認出耶穌。另一方面；我們人生中的風雨不是白過的，這些

經歷真實又寶貴，神使這些經歷讓人更認識祂。

疫情影響全球，卻沒有影響神的工作，從難民事工中我看見

神沒間斷地攪動人心，這段時間有很多機會，難民心裡開

放，沒有抗拒福音，這裡需要願意關心他們的人、需要探訪

者、需要英文老師、需要更多同工。

二、婦女及兒童活動

教會每星期有固定活動提供給難民婦女及兒童，新冠疫情宵禁

期間，活動停止了一段長時間，當活動重開後，婦女無懼疫

情，帶著小孩踴躍參與。

我們有阿富汗婦女活動、敘利亞婦女活動及非洲婦女活動，不同

活動需要不同的翻譯員，每次聚會都需要大量人手，活動內容有

唱歌、聖經故事及分組，在分組時間內組長會重溫故事及彼此分

享，大家認識後便會有家庭探訪，在分組同時，兒童會做手工，

疫情前，每次活動後我們會提供午餐，大人及兒童共百多人一同

午膳，但在疫情影響下，午膳改為派發牛奶讓她們帶回家。

三、家庭探訪工作

家庭探訪是一個讓我們深入認識她們的好橋樑，不同的探訪小組

探訪阿富汗及敘利亞難民家庭，有些難民被探訪多年，有些是剛

來參加活動的新朋友。過往一年雖然長時間宵禁，但探訪難民從

沒間斷，婦女在疫情期間甚少外出，她們歡迎同工探訪，每次家

訪都有翻譯員同行，在探訪中她們愛分享家庭及生活情況。

大部份難民家人及親友仍留在祖國或分散在不同國家，難民身

邊沒有親人及朋友，在這裡生活她們看不到未來，但又無法返

回持續戰亂的祖國，她們希望能去第三國家。

難民婦女主要留在家中照顧兒女，她們不容易融入社會。大部

份婦女丈夫有工作，丈夫是整個家庭的生活支柱，他們工資較



從「雙人拍手掌遊戲」談「等待」與「信心」						莎梨

新同工分享

「英國」近期除了是香港人「移民」熱點外，其實早在多年前，已

開始收容許多國際難民，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資料，2021年，英國
是歐洲難民收容國第四位，全世界第十七位，另外根㯫英國國家統

計局在 2020調查，過去十年基督徒人口不斷下降之餘；伊斯蘭教
群體的人口卻相對地迅速增長，穆斯林人口歷史性地衝破 300萬，
英國教會如何回應這些的需要？在宣教策略上帶來甚麼的反思和 
啟發？

宣教新焦點：	難民宣教	就在家門口

近十年內許多戰火下的穆斯林難民（如敍利亞、阿富汗），被迫流徙

於異地，生活流離失所，但心靈卻是柔軟開放，很多差傳機構也想

辦法接觸他們，也激發了當地教會去回應這些難民的需要（如黎巴

嫩）。華傳在 2020更確定以「難民宣教」為他們近年的宣教方向，
同工思溫格衷心祈求：「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會能夠把穆斯林移民、

難民視為失落的寶貴靈魂，是來到家門口的未得之民。」

在英國失落的靈魂就在他們的家門口，以前教會要差派宣教士去異

地，學語言去接觸穆斯林，但現在神卻把難民帶到家門口，而且還在

一個可以自由交流信仰地方，教會豈可視若無睹。英國的教會早就看

到穆斯林的新移民人口的增長，也看到很多都散居於各社區，也明瞭

他們到教會，可能帶來他們家族的質疑甚或追殺，所以有些教會租用

一些中性的地點，如社區會堂、書室等作婦女英語班、兒童補習班、

婦女興趣小組來接觸他們。反應正面良好，因為英語學習和友誼建立

都是回應了新移民及難民，初到貴境的需要。

2021	阿富汗難民的湧入
《衛報》2021分析指，英國內政部為 44,825名尋求庇護的難民提
供基本保障，其中四分一人分別獲安排居住在十個地區，但當中有

九個屬於英國最貧困地區，只有曼徹斯特（曼城）願意為難民安排

住宿，預計英國未來五年會接收約二萬名阿富汗人，隨後有一組織

Welcome Churches，呼籲各城鎮教會登記，形成網絡，並旨在「讓
英國的每一位難民都受到當地教會的歡迎」，而教會亦可從計劃中更

了解可以如何幫助來到英國的阿富汗難民。

在英國與穆斯林相遇

飛飛雲

（英國難民事工宣教士） 

我是一位新手上宣教路的大齡新丁，經過 6個月的等待，我終於可以在 12月底出發去西非工場了。
回頭看這段等待的日子，我感謝神，因祂讓我學習等待與信心的功課。

正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時間可以檢驗一切。這句話套用在我身上是最貼切不過。在等

待出發期間，剛好踫上 Omicron疫情爆發，各國及地區再次實施入境限制，包括停止簽發旅遊及入
境簽證，航空公司停飛等等的消息和轉變，也因著這些不確定的轉變、我出發日子好像變得遙遙無

期。面對這一切神讓我看到自己真實的信心光景，我不禁一次又一次的問自己：我的信心在神還是在

眼前的環境？等待成為我更貼近神的踏腳石還是絆腳石呢？

Coffee shop：營商、門訓、生活文化的融合
The Giving Tree Hub & Café (TGT)位於曼城一條充滿少數民族的商
店街 Curry Mile，鄰近幾所大學，各色人種人來人往，2021年，有
一群宣教士有感動在此與一教會合作，合辦事工中心，以咖啡室為

主，週日為教會，藉這地方接觸周邊的少數族裔和難民，也舉行英語

班和信仰探索班 Alpha，雖然仍在起步階段，但已見証著神很多奇妙
的作為和供應，未來也會擧辦咖啡師培訓班，希望可以幫助難民朋友

有一技之長，也藉這地方在該地區作見證。「咖啡」近年可算是世界

共通文化，而營商宣教加上職業培訓，再加上生命培育，希望成就門

徒訓練的機會，去接觸當地的少數族裔，讓他們認識愛他們的主，你

願意與這宣教隊工一同

探索和經歴神嗎？英國

是一個可容納多元文化

信仰的國家，主張互相

尊重，和諧共存；近年

除了有香港新移民外，

其實多年來有

許多受戰火蹂

躪的難民，我

們願意把眼光

和心懷放在關

懷這些未得之

民嗎？

請代禱：求神供應足夠的人力和流動資金作營運之用；祝福

英語班等各組別的學員，持續參與，關係建立；求神給隊

工，有營商及牧養的智慧，祝福這地方成為未信者與神相遇的地方。

誰是難民？

根據《1951年難民公約》，「難民」是指「因有正當理由畏懼由
於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

的原因受到迫害而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由於此項畏懼而不能

或不願受該國保護的人」。難民因迫害、戰爭或暴力而被迫離

開自己國家的人士，他們都不能或不願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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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之民代禱區
國家：捷克共和國

總人口：一千萬

地理：歐洲

無宗教信仰者人口比例：約 98%

• 捷克共和國曾經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中一部份，擁有優秀的基
督教文化遺產，宗教改革先驅約翰胡斯，以及莫拉維亞弟兄會

（Moravian），都是來自捷克，自公元 500年開始，屬於基督教
國家，但到了 1945年情況即起了變化，二戰後期蘇聯佔領了
捷克，成立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後來隨著柏林圍牆

倒下，捷克亦在 1989年成立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及至
1993年，與斯洛伐克分開，成為獨立國家。

• 市場經濟成功轉型，令捷克共和國成為經濟發展最為突出的中
歐國家之一，但與此同時亦帶來多社會問題，而無神論者比例

亦由 1991年的 40%增加至 2013年的 98%。

祈禱事項：

1. 祈求聖靈復興教會，讓他們重新肯定基督教的價值，活出新
生命；並且有更多培訓，訓練出優秀的基督徒領袖。

2. 為年青人和學生禱告，讓他們即使在無神論、無信仰的社會
中成長，仍對屬靈事情抱有渴求的心。

辦公室的話 宣教月禱會
（每月第四個星期二晚上）

1 月 25 日
2月 22 日
3月 22 日
4月 26 日

時間：晚上 7: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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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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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信心與等待的功課，我會背誦有關信心的經文來提醒自己。其中哥林多後書 5:7「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是我常常思想的經文。坦白說，頭腦上看似明白並認同，可是，當實際要運用出來難免有點兒落差。

直至某次聽到肢體分享「雙人拍手掌遊戲」獲勝的秘訣後，我才開始意會到「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的實際操

作。相信你也玩過「雙人拍手掌遊戲」，這是一個攻擊、縮手、躲避的反應遊戲，不被對方拍到的另一方才是勝方。該肢體跟我分享他

獲勝的秘訣是：要閉上眼睛，單單用心和手去感受對方手掌的移動，之後憑信心拍下去。他再次重覆要用心和手去感受。

這個成為我信仰上的提醒，憑信心，不是憑眼見。因為神是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等待成為我更貼近神的踏腳

石，是學習信心的一部份課程。共勉。

2021的過去，那意味著 2022已經來臨；也是回顧與守望的 
時刻，這個回顧是感恩，那個守望是代求。

一、回顧 — 大恩小惠盡在 2021

1. 2021，五月及六月，我們三位新同工順利完成職前訓練；其
中兩位同工於九月初進入工場，另一位也於十二月底前平安

抵達預期的禾場。

2. 2021，是難得的一年，由於疫情，天父竟然把那些素未謀
面、各自一方、甚至十年八年都不可能有機會在港相遇的同

工，安排一起見面、交通、聚會及 BBQ等，我們實在享受基
督裏的團契並一起分享神的恩典及分擔彼此的重擔，感謝主！

3. 2021，我們差會嘗試在運作上進行調整，這樣的改變，雖然
帶給我們的夥伴教會及我們的海外跨文化同工們不少麻煩，

但他們都十分體諒我們及配合我們的轉變，我們在此向他們

說一聲：「謝謝」！

二、守望 — 大事小事禱於 2022

1. 2022，世界各地，不僅疫情，還有政治、軍事、經濟、宗教
等等，都將有不可預知性的改變，對於我們在海外作跨文化

工作的同工們來説，他們在他們服侍地區的風險將相對較往

日更高，請在禱告中記念。

2. 2022，我們在港的分會需要更多、更合適的同工加入事奉團
隊，同心合意動員香港教會及信徒一起承擔基督耶穌的大使

命，請代禱。

3. 2022，我們需要天父的指引與提醒，使我們有活潑的靈、創
意的思維來運作差會，來拓展神的國度，使更多鮮聞福音群

體歸向基督，得著這寶貴的永恆救恩，請懇切代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