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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跨文化宣教：從華人到伊朗人

華傳澳洲辦事處主任
—劉德福牧師

按約書亞計劃（Joshua Project）2018 年最新的宣教統計資料，全球有
17,009 個族群（People Groups），其中有7,078 個族群是「福音未得之
民」；佔全球總人口42%，共31 億4 千萬人。要進到這些族群中傳福音，需要
跨越嚴峻的政治（如極權、無神政府）、宗教（如伊斯蘭教）、地域（封閉、
落後）、和衛生等障礙。許多未得之民，仍處於封閉的「福音之門」外。
然而，隨著全球人口流動的大趨勢，一些福音未得之民因著自願（如留
學）或非自願（如逃難）的原因，竟然聚居在我們的境內，成為我們的鄰舍。
這是「宣教來到門前」的「時機」。我們又怎可以錯過它呢！
在墨爾本有一所華人教會，因應神奇妙的引領，以跨越文化的愛心，服
侍了和幫助了他們的伊朗人鄰舍；結果，華人教會衍生了一個伊朗人的會眾；
數年間，把福音傳給說「波斯語Farsi」的穆斯林，還為超過130名伊朗信徒施
洗，成為全澳洲最成功的「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服侍之一；亦引來多方向他們
學習和探究。以下撮錄了對這華人教會牧師的專訪。
問：神是怎樣引導你和你的教會開始跨越文化地服侍在墨爾本的伊朗群體呢？
牧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們宗派內的一位牧師結識了一位伊朗青年
（他現在已是我們的「波斯語會眾的牧者」）和一對開始參加教會的
伊朗夫婦（他們都是說波斯語的）。因著彼此關係的建立，這位青年
亦開始參與教會，並且帶了很多的伊朗朋友來到教會。
2014 年，我開始在這教會事奉，整個教會都很清楚，我們需要開始
一個新的「波斯語」的會眾，並且提升這個事工，尋求全澳洲和海外
的資源來幫助建立它。在2015年8月23日，我們就開始了第一次的波
斯語崇拜聚會。從此，神讓這個會眾漸漸增長；因為我們當中實在有
一些心意想同的弟兄姊妹，他們都深愛著這些伊朗人，願意跨越文化
地與他們在信仰的掙扎中同行，引導他們拼棄舊有的信仰，又學習過
得勝的基督徒生活；並且陪伴他們經歷許許多多在心靈、情感（如家
人離散）、經濟、和肉身的難處。
(下續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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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
安娜希塔．帕森（Annahita Parson）原是伊朗（Iran）穆斯林。1984 年，帕森與家人逃離伊
朗成為難民，其信主歷程由她到達丹麥（Denmark）開始，她說：
「到埠後約一、兩個月，
一位女士來到我家門前談及神，但我對此沒有興趣；且感到生氣和不快，但翌日她帶同一本
小《聖經》前來，那時我便求耶穌幫助我。我在清真寺中學習所有關於服侍神的事，常包括
服侍穆拉（伊斯蘭教老師）
，但那些男人都很殘暴和不值得信任。我真的能像那位女士那樣
信靠神嗎？」翌年，帕森開始瞞著丈夫閱讀《聖經》
。雖然她開始感受到平安和神的愛，但
其丈夫的虐待使她受不了。1989 年的聖誕節被丈夫虐打後，帕森說：
「我非常害怕回家，許
多人幫助我找安全地方棲身，當時我知道這是耶穌的作為。」兩年後，她將自己的生命交給
耶穌。2012 年，帕森成為瑞典（Sweden）一家教會的牧師，並開始接觸穆斯林群體。過去
五年，她已帶領一千五百名穆斯林歸向基督。http://www1.cbn.com/cbnnews/cwn/2018/january/my-lifeiscompletely-different-former-iranian-muslim-encountersjesus-leads-1-500-muslims-to-christ

[Week 2]
面對美國今年年初持續出現的破記錄低溫，南達拉斯房角石浸信會（South Dallas
Cornerstone Baptist Church）與其他教會和事工機構配搭，一個月內為無家可歸的露宿者提
供一萬份熱食；為一千名不同人士提供衣服和淋浴設施；每週一次的眼科、牙科和醫療診
所，一個月內更服侍了二百人。在寒冷天氣下，德克薩斯州歐文市（Irving, Texas）的熊溪
社區教會（Bear Creek Community Church）亦最少連續兩週為露宿者提供緊急收容所。四年
前開始，該教會發起「鄰舍供給鄰舍」的無家者事工，不僅在寒冷天氣下設立庇護所，更供
應熱食、零食小包、食物、衣服、洗漱用品，又為他們預備查經班和接送前往教會的服務。
丹尼斯．韋布（Dennis Webb）牧師說：
「查經班設於餐前（週二晚上）
，所有露宿者必須參
與，目的是作友誼佈道。我們集中發展關係，並利用每個機會分享福音信息。」
http://www.bpnews.net/50263/cold-temps-opendoors-to-minister-to-homeless

[Week 3]
有聲聖經事工（Audio Scripture Ministries）將在印度（India）推出手機應用程式的測試版
本，當中包含與《聖經》相關的內容外，並期望藉此解答信徒提出的屬靈問題。該機構的
JP．森達拉拉簡（JP Sundararajan）表示：
「我們會收集那些問題，並與神學家、牧者和宣教
士團隊合作，透過播客回應這些提問。」森達拉拉簡指，此手機應用程式的靈感來自認識到
印度擁有全球增長最快的智能手機市場，他說：
「若人的口袋已有音響裝置，我們以甚麼拓
濶智能手機的功用？手機應用程式的想法便浮現腦海！即使印度人正進入智能手機世界，但
大部份地區的人仍無法閱讀文字，故我們有點兒需要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可串流已錄製的有
聲《聖經》
，又可在仍未能讀寫文字的社群中使用。」https://www.mnnonline.org/news/audioscriptureministries-preparing-beta-release-biblical-app-india/

[Week 4]
美國愛荷華州（Iowa）中學生將可以修讀《聖經》課程，主要集中於希伯來文《聖經》和
《新約》
。共和黨黨員斯凱樂．惠勒（Skyler Wheeler）表示：「此法案容許校區為學生提供
《聖經》研讀課程，只要以學術形式教授，而非宗教層面。」另一名共和黨黨員迪安．費希
爾（Dean Fisher）說：
「基本上，我期望給予學生機會從影響歷史和文化的觀點來學習《聖
經》
。」保守的基督教機構愛荷華家庭領袖（Iowa Family Leader）亦支持此議案，該機構的
傳訊總監德魯．扎恩（Drew Zahn）指：
「學校可將《聖經》看為一門歷史、文化和文學科
目，而非宗教資源。換句話說，你可教授它，但不可傳講它。」然而反對此法案者批評這是
「極端的立法」
，相信這是違反憲法，並且聲稱此法案試圖強行使基督教進入校園。
http://www1.cbn.com/cbnnews/us/2018/january/iowa-students-could-soon-be-studying-hebrewscriptures-and-the-new-test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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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5]
心繫伊朗（Heart4Iran）表示，過去數十年伊朗（Iran）成為自殺、抑鬱症、吸毒和離婚率最高
的地方，民眾常以毒品和犯罪對應貧窮、失業及來自政府的壓迫。心繫伊朗的埃德溫．阿布
奴斯（Edwin Abnous）指：
「伊朗過去年間面對制裁，加上被國際社會孤立，國內出現的失業
情況，特別使年輕人面對嚴峻的經濟挑戰，這些因素令濫藥問題在國內蔓延。」而伴隨毒品
問題而來的是抑鬱和自殺。過去五年，伊朗女性的自殺率增加了百份之六十六，男性更達百
份之七十一。阿布奴斯說：
「我們相信解決方法之一在於屬靈層面，以及藉著福音信息喚醒社
會；是以我們有很多生命見證，他們面對經濟和社會問題，但在接受了帶來盼望的福音後，
他們已能管理自己的靈性和情緒生活。」該機構更為伊朗人提供二十四小時全天候輔導熱
線，作為接受福音者的門訓和跟進工作之一。求主憐憫伊朗人的心靈需要，使他們靠著福音
的大能面對人生的挑戰。https://www.mnnonline.org/news/iran-faces-growingrates-suicide-depression-drug-abuse
[Week 6]
艾馬爾（Aimar，化名）
、其妻子和五個孩子的生活與其他難民一樣，他們並未離開原居地敘
利亞（Syria）
，但其國家已離棄他們。接近七年的內戰破壞經濟和基建設施，導致百萬計的人
失業或就業不足。與其餘數百名居民一樣，由於艾馬爾原有的工作地點被炸彈和炮火摧毀，
他與家人居於只有小浴室和廚房的發霉房間內。仍繼續營業的雇主未能提供戰前原有的工
資，工資的下降剛好碰上像艾馬爾那樣的家庭面對最大的需要。艾馬爾說：
「我們正面臨財政
危機，生活艱苦。我感到內疚，因我未能為孩子提供他們的基本需要，如食物、奶或玩
具。」一家本土事工機構的負責人表示：
「人無處可逃，他們一無所有。當你幫助他們支付租
金，他們會感到被愛，並且感激地說：
『為何會有人這樣做？』領袖便說：
『因為我們是耶穌
的跟隨者，並期望伸出援手，就如祂為我們所做的。』
」求主拯救敘利亞難民，並使他們從宣
教士的援助中經歷主愛，得著救恩。http://www.christianaid.org/News/2018/mir20180125.aspx
[Week 7]
早於日本申辦夏季奧運會前數年，亞洲機遇（Asian Access）已為 2020 年福音轉化生命來祈禱
和計劃。該機構主席喬．漢德利（Joe Handley）表示：
「多年來日本被視為宣教士失意之地，
宣教士前往當地服侍，卻灰心地返回家鄉。然而現在我們看見本地領袖得著難以置信的熱
情。日本亞洲機遇的領袖正期待 2023 年教會人數佔全國人口的百份之二，這是龐大的數字，
因現在當地教會人數只佔人口未及百份之一。我們網絡中的其中一位牧師池田（Ikeda）更擁
有一年後教會人數增至百份之十的異象。」亞洲機遇所禱告的是關心者不僅聚焦於運動愛好
者，更注目於教會。他們已準備協助本地教會將奧運的焦點轉移到榮耀神的佈道事工上。求
主藉 2020 年日本奧運會，興起更多教會關注日本的福音工作，並投入與不同伙伴配搭，帶領
更多人得著救恩。https://www.mnnonline.org/news/asian-accesspartnering-bring-hope-2020-olympics
[Week 8]
法朗索瓦（Francois）和納迪亞．哈廷（Nadia Hattingh）經過 20 年主要在莫桑比克
（Mozambique）服侍後，神將他們帶到南非（South Africa）繼續其事工。從文尼克斯族
（Mwinikas）中那與世隔絕的莫桑比克灌木叢，到非洲大陸最大和最繁忙的城市之一開普敦
（Cape Town）
，這次遷移是為了品格塑造。法朗索瓦說：
「在該社區定居十三年，我們曾看見
一個未得族群的轉化，又看見六家教會被拓植，以及另外兩個社群得著神話語的教導。我們
看見一種沒有文字的語言能被書寫出來，且由文尼克斯族在識字班教導自己的族人。我們甚
至看見首批文尼克斯族宣教士遷往鄰族當中進行植堂！期望今年五月，由四個家庭組成的團
隊將展開首次『不可或缺的異象』
（Integral Vision）培訓課程，不僅裝備宣教士，更讓教會差
遣他們出去。」求主帶領哈廷一家，在南非展開這全新的品格塑造事工。
https://ethnos360.org/mission-news/god-buildscharacter-not-comfort-zones

P. 3

Prayer materials retrieved from Chinese Churches Today(今日華人教會雙月刊)
All rights reserved to the respective publishers. Compiled by Perth Alliance Church in May 2018.

(上接第 1 頁)

問：你們和你們的教會曾否對這個跨文化的伊朗人事工產生疑慮呢？
牧者：是有的；同時，也是沒有的。是有的，因為在文化、語言、和信仰背景（他
們是從穆斯林背景改信基督的）上的不同，多少帶來障礙，讓我們不容易建立
有深度的關係。然而，也是沒有的，因為我們接納他們是與我們「沒有分別」
的，彼此都是教會的成員。雖然，我們缺乏充足的經濟資源來更有效地幫助這
項「伊朗人事工」
，我們相信神是會供應這些說波斯語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我們
也鼓勵他們堅穩地持定對神的信心，繼續跟隨祂前行。
問：請你扼要地形容一下這項跨文化的伊朗人事工，在你的教會中產生最美好、最
有價值的果效是什麼？
牧者：可以從兩方面分享：首先，若你了解這些帶著伊斯蘭教背景出生和成長的伊
朗信徒，你必曉得神在其中浩大的恩典，讓他們能夠承受宗教上的威嚇、逼
害，並且真誠地悔改，相信基督。這實在是很美的事。
還有，他們的家人和親屬，現在或身處伊朗，或在澳洲的穆斯林群體中。他們
改信基督，給家屬帶來真實的危險和困擾。然而，他們願意公開地承認基督，
又要活出基督徒的見證。這真是寶貴不過。

舉起祈禱的手

問：請問這個向伊朗人作的本地跨文化宣教，
現在最需要什麼支援？

人口最多的福音未得之民
巴基斯坦拉其普特人(穆斯林)
國家：巴基斯坦民族：Rajput
(Muslimtraditions)
人口：1,685萬
世界人口數：1,954萬
主體語言：Panjabi,Western
主要的信仰：伊斯蘭教聖經：新約
受狀况：福音荒涼的族類信主的人：少於2%

沙特阿拉伯(沙特納吉迪語)阿拉伯人
國家：沙特阿拉伯‧
民族：Arab,Saudi-Najdi
人口：1,208萬
世界人口數：1,577萬
主體語言：Arabic,
NajdiSpoken‧
主要的信仰：伊斯蘭教
聖經：部份
受狀况：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少於2%

牧者：我們極需要代禱和奉獻支持。我們的異
象是為他們提供生活上的幫助（他們許多
仍是難民或尋求庇護者 Asylum Seekers）
和屬靈上的建立。當中實在需要多方面的
支援。
（轉載華傳澳洲通訊-2018 年 5 月）
https://www.gointl.org.au/

土耳其的土耳其人
國家：土耳其
民族：Turk
人口：5,339萬
世界人口數：5,716萬
主體語言：Turkish
主要的信仰：伊斯蘭教
聖經：完整
受狀况：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少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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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玆別克斯坦(北)的烏玆別克人
國家：烏玆別克斯坦
民族：Uzbek,Northern
人口：2,394萬
世界人口數：2,740萬
主體語言：Uzbek
Northern
主要的信仰：伊斯蘭教
聖經：新約
受狀况：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少於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