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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類了
穆 斯 林 背 景 歸 主 者
教 會 倍 增 浪 潮 之 謎

上帝會聽「不潔淨」的人的禱告？
以下是一個在宣教工場發生的故事：1 

加利和愛利森第一次接觸一個家庭時，那家庭問他們要 50 美元以繳付
房租，那時他們認為不宜把錢給他們，卻清楚知道要把他們交託上帝。
兩週後，他們再探訪這家庭，一起以「發現式查經」（Discovery Bible 
Study，簡稱 DBS）查考約瑟的故事，他們問這家庭：「從這故事，你
們對上帝有何認識？」那太太說：「上帝不睡覺，祂自有祂幫助人的方法，
上次祈禱時，我感到我們的處境雖然很黑暗，但上帝卻很接近。你們離
開後，我們繼續禱告和尋求上帝的幫助，第二天，一個我們不認識的人
來把 50 美元和一些食物給我們。」那丈夫問：「上帝為何會在如此黑暗
和骯髒的地方聽我們的禱告，我們甚至未洗手啊。」（按伊斯蘭禮儀，
禱告前要先完成「小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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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上月，筆者首次到清真寺參觀主麻，
看到老、中、青不同年紀、不同國籍
的人虔誠拜禱，聆聽教長教誨。主麻
為時大約半小時，我卻因這些穆斯林
未能認識基督真道而痛心。

有何方法使穆斯林心裡甦醒過來，歸
向主耶穌基督？「建立門徒倍增浪
潮」（Disciple Making Movement）
便是其中之一，因篇幅所限，今期
主題只講述 DMM 出現的背景及基
本觀念，也有一位宣教士在香港推
動 DMM 的真實個案。下期將會整合
DMM 的特點、分享同工提出 DMM 的
限制，以及反思對香港堂會的啟迪。

近年，緬甸羅興亞人受逼迫的情況越
來越受到關注，究竟他們為何在緬甸
不受歡迎，甚至當地部分基督徒也憎
惡他們，不願向他們傳福音呢？今期
「冷知識」為你一一道來，也會談到
今年 2 月緬甸政變後，不同宗教信徒
不睦的關係開始出現變化。願神掌管
和帶領！

使命宣言

以愛心和尊重，
邀請穆斯林群體跟隨耶穌基督

註：
1  https://beyond.org/tag/discovery-bible-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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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M 與 CPM	
要認識 DMM，必須由「植堂倍增浪
潮」（CPM）說起。汲取多年的經
驗，差傳工作者已逐步把焦點從個
別領人歸主轉向建立教會，而 CPM
所重視的，是如何有效地在未得之
民當中倍增本土教會（即所謂「倍
增浪潮／ Movement」）、培育門
徒。然而，如何界定「教會」可能
會引起爭議，例如教會是否必須具
備一定架構，故有同工以 DMM 來描
述這些倍增浪潮，以有效地倍增優
質的門徒小組為目標。

同時，各地同工整合不同經驗，對如
何達成 CPM 提出不同的建議，例如
「四禾場」、「培訓培訓者」（Training 
For Trainers，簡稱 T4T）、DMM 原
則等。一方面，有人視 DMM 是達到
CPM 的原則和方法，同時亦有人認
為兩者其實是同一觀念，本文將以前
者定位。而事實上 CPM 和 DMM 皆
強調以下元素：3

1.	快速增長
2.	重視本土的領袖與文化
3.	門徒小組的倍增
4.	強調門徒的「順服」

談及 DMM，不可不提大衛．華生
（David Watson），他與保羅．華
生（Paul Watson）合著Contagious 

Disciple Making（直譯為「具傳染
力的門徒建立」），該書詳細解釋他
們對 DMM 的觀念：

1.	策略和戰術：
按所在的處境、服事對象的特色，
認真思考「我會做甚麼」、「我們
必須做甚麼」。

2.	成為建立門徒的門徒：
要建立門徒，自己要先成為一個真
正順服基督的門徒。

3.	祈禱：
DMM 同工必須高度委身於禱告，無
論何時何地皆尋問上帝的心意，努
力為服事對象、上帝的國度禱告，
並且教導、鼓勵更多人一起禱告。

4.	接觸失喪的人：
強調以家庭或社群為單位，藉「發
現式查經」（DBS）小組引領他們
接受主耶穌，並繼續在小組中藉神
的話語培育歸主者。

5.	和平之子（Person	of	Peace）：
「和平之子」乃神所預備的服事對
象，他願意接受福音，並引介 DMM
同工進入社群。謹記同工不是按人
的智慧去物色和判斷誰是和平之子，
必須敏銳於上帝的引導和帶領。

按宣教聯盟組織「24:24」的研究，
過去二十多年全球各地出現了許多
「植堂倍增浪潮」（Church Planting 
Movement，簡稱 CPM）。至 2020
年 11 月，透過「發現式查經」、「四
禾場」（4 Fields）等方法，已引領
7,900 萬個福音對象歸主了。2

「使……作門徒」
不少人可能把大使命（太二十八 19-
20）的焦點放在「去」，因差傳強
調領受差遣去傳揚福音。同時，有
人提醒不要單單強調去傳福音，也

不可忽視「施洗」和「教導」。細
看原文，「大使命」中只有一個動
詞，就是「使……作門徒」（Make 
Disciples），「去」、「施洗」、「教
訓」都是分詞，使人作門徒是目標，
去、施洗、教訓是達成這目標的途
徑。

近二、三十年出現若干革命性的新思
維，「建立門徒倍增浪潮」（Disciple 
Making Movement， 簡 稱 DMM）
便是其中之一。究竟 DMM 是甚麼？
它真能造就歸主浪潮嗎？

註：
2  https://2414now.net/resources/
3  https://www.dmmsfrontiermissions.com/disciple-making-movement-what-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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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發現式小組：
DMM 同工相信小組比個人能引發更
大和更長遠的的果效，並建議以原
屬家庭、社群為單位，自然地開展
小組。DMM 一開始便會在小組引入
以下基因：重視禱告、佈道、服事、
順服、接受監管、重視敬拜和聖經、
彼此提醒改善、信徒皆祭司。實踐
上，DBS 是這類小組的核心內容。

大衛．華生主要推動「三欄
式 DBS」，但亦有不同同工
推展各式各樣的 DBS。它們
的共通點包括：(1) 引導門徒
或福音對象尋求上帝親自的
引導；(2) 由服事對象親身發
現真理和認識上帝；(3) 在小
組中讓組員彼此提醒，一起
掌握經文的重點，避免主觀
的領受；(4) 組員彼此勉勵和
監察有沒有踐行聖經的教導。

7.	建立教會：
教會是神的家，在門訓過程中一步
步使歸主者小組轉化為教會。

8.	領袖：
DMM同工要影響本土領袖，並促使他
們繼續影響下一代的領袖，長遠真正
放手，讓本土信徒成為一代代的領袖。

9.	勉導（Mentoring）：
DMM 同工要由自己開始，成為門徒
的榜樣，以身作則，幫助門徒調整
價值觀，活得越來越像基督。

單看這九個原則，一些內容可能令
部分人感到較為一般性。且透過比
較兩個重要的門訓觀念，進深認識
DMM 的精髓。

T4T 與 DMM	
「培訓培訓者」（T4T）由解英忠牧師提出，顧名思義，它強調培育領袖，
並促使他們培育更多領袖，讓福音棒子能一代代地承傳下去。以下是 T4T 和
DMM 異同之處：4

1.	動員
盡量培訓更多人去回應上帝。

2.	培訓
尤其是「在職培訓」，門徒在成長
過程中盡量讓他們參與服事，而不
是待他們成熟後才參與。

3.	健康組合與進程
先動員工人，培訓他們接觸福音對
象，領人歸主，提供門訓，繼而建
立教會及發展領袖。

共通點

4.	DBS 比對門訓課程
T4T 會先按當地文化分享福音和設
計短期門訓課程，繼而繼續藉 DBS
去提供門訓，DMM 則一開始便採用
DBS。

5.	聖靈的作為
T4T 同工較重視聖靈在服事對象歸
主後的工作，祂會幫助他們更有效
地接受門訓，DMM 則看重聖靈在整
個過程的作為（包括服事對象歸主
之前）。

6.	小組或個人
T4T 可以由小組或個人開始，DMM則
主要在小組中開展福音和門訓工作。

1.	門訓對象
T4T 重點是培育歸主者，而 DMM 則
同時歡迎未信的朋友參與門訓查經
小組。

2.	福音分享期
T4T 很快便會開始直接分享福音，
DMM 則視門訓查經為福音的進程。

3.	成為教會成員的時間：
T4T 會於服事對象接受福音後的 4
至 5 週，便為他們施洗，DMM 則會
於整個門訓查經進程完成後（多達
二十週以上）才為歸主者施洗。

差異

註：
4  http://www.missionfrontiers.org/issue/article/t4t-or-dmm-dbs-only-god-can-start-a-church-

planting-movement-part-1-o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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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談起他的「建立門徒倍增浪
潮」（Disciple Making Movement，
簡稱 DMM）夢想。曾為中亞宣教
士的他，看見許多信徒的生命營營
役役，信主多年仍沒有成長。或是
受到靈裡不滿足所驅使，高先生渴
望有一種栽培的模式，能有效幫助
人認識上帝的話語，並活出上帝
的心意。他嘗試不同的門訓材料，
認識「發現式查經」（Discovery 
Bible Study， 簡 稱 DBS） 後， 覺
得這概念很棒！與傳統教導的模式
不同，DBS 顧名思義是個「發現」
（discovery）的模式，透過聖靈光
照人心，主的話語使人生命改變，
發揮強而有力的影響。他有一位好
拍檔，曾親眼見證 DMM 在外地促
成兩個驚人的歸主浪潮，分別有

50,000 人和 75,000 人在三年內歸
主。這實在不可思議！高先生作了
禱告，不論付上何等代價，也要竭
力在香港推動 DMM。

「DMM 始於禱告！浪潮的興起全是
神的工作。」高先生重申。這不是
一個方程式，而是一個由聖靈帶動
的生活模式。推動 DBS 期間，高先
生聽到的回響不一。有一位牧者問
道：「單單用聖經就可以嗎？為何
不用其他教材？」高先生沒有特別
解釋。後來，牧者見證到參與 DBS
的肢體的生命有意想不到的轉變，
驚訝地問他用了甚麼秘訣。DBS 強
調的核心價值，既單純又有力，就
是源於大使命的教導—─使萬民作
門徒，教訓人去遵守。

就是這類門徒了
曾金發牧師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某確類」門徒。曾牧師看重門徒的質
素，他認為問題的重點是「神呼召我們倍增甚麼門徒」，而且更重要的是「我
們是甚麼樣的門徒」。他指出今日門訓的危機是欠缺深度，因此教會應有意識
地、刻意地培育真正的門徒——某確類門徒（A Certain Kind），筆者把它譯
為「就是這類了」。

1.	從屬靈勸勉轉變為指導
不單列出門徒應做甚麼的清單，門
訓應把焦點放在屬靈指導，指向上
帝，幫助門徒找到出路。

2.	從單層次轉變為多層次
藉多元化的門訓回應各式各樣的門
徒的需要。

3.	從計劃導向轉變為以人導向
門訓的重點不是問「涵蓋哪些內
容」，而是問「你是誰？」課程大
綱取決於門徒的需要。

下期將整合 DMM 的特點，分享一些同工提出 DMM 的限制，
以及反思 DMM 對香港堂會的啟迪。

4.	從「課堂」轉變為「現實世界」
課程不應只在課堂環境中進行，而
必須融入生活中各個層面。

5.	從表面遵從轉變為價值觀改變
單單完成一套門訓材料並不足夠，必
須理解和落實實踐信仰生命的原則。

6.	從神學內容轉變為神學思考
焦點並非教授神學知識，而是幫助
門徒整理他們對神的想法。

7.	從事工管理轉變為生命管理
焦點並非培養門徒對事工的技能，
而是生命的管理。

他認為二十一世紀的門訓應作出轉變：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二十八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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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6 年羅興亞人危機，我們可以
看到許多緬甸人很討厭羅興亞人，也
有報導指安全部隊其間有大規模的戰
爭罪行，緬甸軍隊嚴重侵犯了人權，
而多個人權組織更批評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昂山素姬默許有關行為。

一年前，一位宣教同工分享，有緬
甸土生土長的基督徒不願向緬甸穆
斯林傳福音，因為他們懼怕，也憎
惡穆斯林，有些基督徒甚至說：「基
督沒有為羅興亞人死。」到底是甚

麼令基督（徒）與穆斯林「隔絕」
呢？

我們先了解緬甸的宗教人口分佈。根
據緬甸政府 2014 年人口普查，1 約
87.9%的緬甸人是佛教徒、6.2%是廣
義基督教、4.3%是穆斯林，餘下是印
度教徒、民間宗教或無神論者。佛教
何時傳入緬甸已經無從稽考，其歷史
甚至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228 年，2 因
此佛教對緬甸人的文化和宗教影響源
遠流長。

冷知識

緬甸各宗教信徒能和平共處嗎？
朱民謙

本會事工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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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呼求
2020 年 7 月，高先生與 4 位志同道
合的肢體一起禱告。即使當時未曾
有查經小組，他們仍然憑信心，期
盼神在香港工作。不久疫情爆發，
實體小組無法運作，然而在攔阻背
後，仍有神的美意，線上聚會普及
化反而催化了更多 DBS 小組誕生。
同年 9 月的聚會中，4 位核心成員發
出信心的呼求：「年底前，願開展
來自六個民族、合共 40 人的十個小
組。」這些數字是當時聚會人數的
一倍。沒想到短短三個月，主真的
應允了禱告，還比他們所祈求的更
多呢！接近一年後，有十五個小組
正在運作，並且逐漸建立倍增能力
（Power of multiplication）──第
二代的小組開始出現，首批參與小
組的信徒自發開展了新的組別。

小組成員有信主的門徒，也有未信
的尋道者。「穆斯林也來查經嗎？」
筆者好奇地問。「是的。」高先生
憶起一次奇妙的經歷。他與幾個穆
斯林朋友查考創世記第一章。有一
個穆斯林從經文中有所發現，並表
示人是按神的形像所造的，人是獨
特，並且是神所愛的。對普遍的穆

斯林來說，神與人的關係是遙不可
及，「神愛世人」這個發現是突破
性的結論！因著高先生長期委身，
與對方建立了友誼和信任，有幾個
穆斯林朋友樂意參與查經。這個「發
現式查經」的學習模式，比教導式
的資訊灌輸，容易讓這些小組成員
接納。高先生忠於使命，為組員代
求，也努力維繫彼此關係，至於他
們何時歸主，相信有神的時間。

在一個遍遠、不顯眼的小村屋內，
響起敬拜的樂聲，人們用英語、菲
律賓語和口音不純正的粵語，同心
唱詩。這天有一個 DMM 核心領袖
聚會，他們一起禱告、敬拜，彼此
分享各自小組的狀況、挑戰和願景。
其中一位弟兄打比方說：「我們各
人好像負著背包，在迂迴曲折的山
路慢慢地前行。」

雖然 DMM 未能即時看見果效，高先
生卻相信先往下紮根，才會快速發
展（It grows deep before it grows 
fast）。當人們的生命得到啟迪，樂
意又主動與自己所屬的群體分享主的
話，就是 DMM 起動的時候了！

註：
1  The 2014 Myanmar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Report Volume 2-C,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Ministry of Labour, Im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MYANMAR, July 2016, p.3-4.
2 中國駐緬甸大使館，緬甸佛教的歷史沿革，18/8/2009。



冷知識
基督教早年在三個不同時期傳入緬
甸，分別是十六世紀，由葡萄牙傳
教士傳入，建立教堂；十九世紀，
美國宣教士艾多奈拉姆．耶德遜
（Adoniram Judson）前往緬甸傳
福音、翻譯聖經及建立教會；第三，
在 1824 至 1885 年三次的英緬戰爭
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宣教士隨英軍到
達緬甸。

伊斯蘭傳入緬甸的主因是遷徙移居及
戰爭因素：3 1) 由公元八世紀開始，
來自鄰近阿拉干地區（Arakan）的
孟加拉穆斯林（羅興亞人）和中國回
族（潘泰人）遷徙移居至緬甸；2) 緬
甸貢榜王朝（Konbaung Dynasty）
在 1785 年征服信奉伊斯蘭的謬烏王
國（Kingdom of Mrauk U，位於現
時緬甸若開邦）；3) 1824 至 1948
年大英帝國殖民期間，大量印度穆
斯林勞工移民或資本家進入緬甸；4) 
1973 年信奉伊斯蘭的孟加拉人逃避
戰禍，移居至緬甸。

基督教和伊斯蘭並非緬甸本土信仰，
而且部分是由入侵緬甸的軍隊帶來
的，在緬甸人的觀感自然不好。

衝突加深仇怨
近代緬甸一些少為人知的佛教與伊斯
蘭衝突，加深了彼此間的仇怨。

• 1941 至 1949 年，英軍組建了
一支由孟加拉穆斯林組成的軍
隊——第五縱隊（V 支隊）對抗
日軍，但 V 支隊並沒有攻擊日
軍，而是開始驅趕阿拉干的若開
族平民，燒毀過百村莊，殺害超
過十萬名佛教徒平民。二戰後，
V 支隊拒絕英國的要求，將搶佔
的土地歸還若開族人，反而組建
了「穆斯林聖戰黨」，4 意圖使
阿拉干地區成為穆林斯自治區。
聖戰黨組織幾乎控制了全阿拉干
地區，於是緬甸軍方開始長年的
鎮壓，及至 1961 年，大部分聖
戰黨武裝分子投降。

•  1982 年，激進穆斯林武裝組
織——羅興亞團結組織成立，在
緬甸與孟加拉邊界附近襲擊緬甸
當局，並多次與佛教徒衝突。

• 2012 年 5 至 6 月，三個羅興亞
人姦殺了一名若開女佛教徒，
引發「2012 年若開邦騷動」。
一群佛教徒民眾以兇手在車上為
由，攻擊一台載滿羅興亞人的公
車，導致十個羅興亞人死亡，隨
後引發羅興亞人的報復行動。雙
方開始一連串的攻擊。

• 2013 年 3 月，在緬甸中部及東
部城市發生多個大規模介於佛教
徒與穆斯林的種族衝突事件，大

量的伊斯蘭清真寺及穆斯林聚
會點遭到攻擊以及縱火，此為
「2013年緬甸反穆斯林暴動」。

緬甸佛教徒和穆斯林數十年來互相傷
害，不睦關係顯而易見，而本土基督
徒亦受此影響，懼怕和憎惡穆斯林。

患難見真情
2021 年 2 月 1 日，緬甸國防軍發動
軍事政變奪權，全國多個城市發動公
民抗命運動及示威遊行。同時，軍
政府迅速鎮壓和逮捕反對派及實施戒
嚴，造成數百民眾死亡。在政局動盪
中，佛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三方不

是冷眼旁觀，反倒患難見真情，互相
幫助，共享資源，彼此認識。5 筆者
不禁思考：這是否上帝締造的機會，
讓不同宗教的信徒冰釋前嫌，化解仇
怨，甚至成為緬甸基督徒見證耶穌基
督的契機呢？

我們要切切為緬甸的人民和政府禱
告，尤其是為佛教徒和穆斯林曾經造
成彼此的傷害代求，願天父憐憫和赦
免他們，讓他們認識主耶穌！記念緬
甸基督徒有勇氣，成為和平之子，作
耶穌基督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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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林靖彥，從公民到難民：緬甸羅興亞穆斯林離散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2017，頁 33-62。

4	 張正賢，緬甸羅興亞難民問題分析：安全化的視角，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2019，頁 23-24。
5		 Myanmar	protesters	bridge	religious	divides	to	counter	military	coup，March	26,	2021，https://
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21/0326/Myanmar-protesters-bridge-religious-divides-
to-counter-military-c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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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炸國疫情
油炸國牛頭角省 1 在齋戒月後，新冠
肺炎的確診數字開始飆升，至今年 5
月累計染疫人數約 44,000 人，當中
有 900 多人死亡，而 5 月份，每日
感染人數徘徊在 200 人至 500 人，
所以省長要求各地方官員再次實施
隔離政策。至於牛頭角市，累計染
疫人數約 2 萬，有 300 多人死亡，
每日感染人數由數十至 100 多人。
新聞報導全國因開齋節帶來的感染
數字，會在 6 月中達到高峰。

基本上，油炸國政府一直以來都沒
有很有效的對策。有好一段日子，
大部分市民只在醫院、政府部門等
場所內才戴口罩，在公眾地方都不
戴，戴口罩的只約佔一成，以致確

診個案持續不斷。儘管我們的隊員
在任何場所都戴了口罩，但其中一
對夫婦仍是確診患上新冠肺炎，須
要入院接受隔離。

市面上能買到口罩及酒精搓手液，
而網購也容易，但大部分人戴的是
布口罩，因他們覺得布口罩比一次
性口罩划算。目前，市民生活大致
如常，不過大學仍然是網課，未有
實體。幼稚園至中學則大多數是實
體上課，但有小部分仍然網課。

疫症初期派發必需品
疫症初期，牛頭角市的教會或機構
分派生活必需品（如米及油）給較
窮困的社區，以及自己堂會的肢體，
到後期我們就沒有再聽說他們派發
物資。當時有些教會停止實體聚會，
改為網上崇拜，但也有繼續實體的。
後來疫情似乎穩定了，教會又重新
實體崇拜，有些則安排實體及網絡
並行，盼接觸更多肢體。至於分享

疫情嚴峻，歸去無期
小驢先生

本會東南亞區宣教士

工 場 疫 情

福音的機會如往常一樣，不見得人
心特別渴求，願教會及機構帶著基
督的愛，觸摸到他們的需要。

今天疫情仍然嚴峻，政府沒對策之
餘，又朝令夕改，而外國人在牛頭
角特別要循規蹈矩，一旦不小心違
反政策措施，就容易受到針對。

此外，疫情嚴峻促使政府改變了簽
證的政策。仍在當地的外國人，簽
證期限將快屆滿時，可以在當地直
接申請，但是境外的外國人仍不獲
准申請新的簽證。因此，有不少已
離開當地的外國同工和我們一樣，
現在仍無法入境。另外，由於我們
不在工場，所以很難關顧在當地的

穆斯林背景歸主者，也難與當地的
福音對象傾談，以及支援仍在當地
的隊員，這為我們的服事帶來障礙。

代禱需要
1.  祈求政府有智慧，推出有效的政策
遏止疫情，市民亦謹遵防疫措施。

2.  當地勞工部盡快開放，再次接受
我們輸入外勞的申請。

3.  在牛頭角感染新冠病毒的隊員夫
婦可以得到良好的醫治，完全康
復。

4.  在牛頭角的穆斯林背景歸主者阿
婷能夠持續地閱讀神的話語，讓

神親自牧養。

註：
1.	 為保護工場及宣教同工，差會以「油炸
國」作為該國名字，而「牛頭角」則是「油
炸國」其中一個地方。



嗎？有一次，我經過一個類似香港體
育館的地方，那裡專門舉辦演唱會。
突然聽到很多少女尖叫的聲音，原來
她們看到場館有一張韓國男子偶像團
隊舉行演唱會的海報。想不到在穆民
地區，也會有追捧偶像而瘋狂的少女。

談到韓國文化，不得不提化妝品，以
我觀察，一半以上的化妝品商店都會
標明他們有售韓國化妝品，可見這兒
的女士都很信賴韓國化妝品。所以，
我學懂不能把穆民地區和保守地區劃
上等號，其實他們也可以接受很多外
來文化。

飲食潮流
飲食方面，這裡有些咖啡室提供其他
國家的菜式，如中菜、韓國菜、日本

六年前，我來到中亞工場服事，以為
這兒是較封閉的地區，人們應該對外
來的潮流如飲食、衣著、玩意、電
影、動畫漫畫等，都沒甚麼興趣，
也估計他們喜歡的應該和香港有幾大
分別。不過，在這兒生活了一段時間
後，竟發現越來越多我以為本地人不
會喜歡的東西，也開始流行起來。

韓國文化
最初我來這兒的時候，和本地人住在
一起，第一件事令我震驚，就是那位
家主太太看俄語配音的韓國連續劇。
她不是偶然看一套，而是看了一套又
一套，並說其他婦女像她一樣，都喜
歡韓劇。後來我到市集看看，發現有
很多韓劇影碟，這位太太所言非虛。
那麼，本地少女會喜歡韓國偶像明星

外來潮流
在中亞

亞苗
本會中亞宣教士

菜，可是款式不及香港多。隨著都市
化的發展，近年很多外資集團開始在
首都經營連鎖式食肆，甚至有一個美
國著名的快餐集團進駐，這個發展是
很有標誌性的，因為一個地方對外國
開放的程度有多少，可從外國公司有
否在當地開業看到端倪。此外，我發
現開了很多壽司店，在每條主要街道
或商場至少有一家。我很詫異這裡竟
流行吃壽司，因為壽司並不便宜，而
且我以前認為本地人絕不接受吃生魚
肉。出現這樣飲食文化的變化，也許
是因多了本地人到外國增廣見聞，也
透過互聯網認識世界更多，更易接受
新事物，而收入也有增加，能負擔購
買看來較「奢侈」的食物。

動漫及桌遊
有一次到學校分享，透露自己喜歡看
日本動漫，學生知道後都很雀躍。我

工場 見 聞

問他們喜歡看日本動漫嗎？他們差不
多全都舉手。本地人喜歡日本動漫的
原因，其一是很多動漫都有俄語翻
譯，其二是互聯網服務費用不高，很
多家庭都能負擔無數據上限的服務。
想到自己很多想法及價值觀其實都深
受日本動漫影響，估計這兒的年青人
也差不多，如果跟他們談論福音，動
漫是個不錯的切入點。

此外，桌遊在本地也開始流行，在首
都的商場，有售賣或出租桌遊的商
店。我在工場的語言中心提供了一些
桌遊給學生，他們都很喜歡，有時我
和同工會陪他們一起玩。

本地人對外來潮流越來越接受，深願
對福音也會越來越開放，甚至出現大
規模的歸主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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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門前的韓國化妝品招牌

桌遊有助學生鍛練腦筋



歡恩
本會東南亞區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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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傾聽說不出的嘆息

宣教路上的第一次

當地人很少會獨自外出，所以我出
外要分外留神，尤其我們是少數的
外國人。這裡專給人行的路不多，
即使有也很破爛，「出入平安」不
是必然的。

駕駛安全：當地有一種交通工具，以
車身不同顏色來區分不同的終點站，
而搭乘則非常方便和經濟，乘客可以
隨處上車下車。儘管如此，有時卻要
忍受司機的二手煙、勁歌音樂，以及
風馳電掣般駕駛。我說得最純熟的當
地語是「左手」，因為要通知司機下
車。電單車是當地非常普遍的交通工
具，對我來說是又愛又恨，而我首次
駕駛電單車，也是在工場上，有時
參加婚宴，穿著長裙駕電單車很不方
便，戴頭盔又會弄扁了髮型。此外，
我駕駛時曾發生意外，全因有主的保
護，並無大礙，所以我每次都為路上
平安禱告，接載朋友時更格外小心。

我習慣了獨立生活，對於做日常家
務，自然會一手包辦，但有時卻感到
吃力，例如：爬上木梯換燈泡、更換
石油氣、買大桶裝蒸餾水、驅趕蛇蟲
鼠蟻……感恩身邊有很好的鄰舍前來
幫忙，我也學習倚靠當地人的幫助，
解決生活難題。活在異鄉，我才明白
鄰舍的重要。

侵犯私隱？我常會被當地人問一些
「私隱問題」，心裡總不想回答，但
仍須努力適應，例如：「你多大了？」、
「你有多少個孩子？」、「你為何不
結婚？」、「在這裡找一個對象給你，
好嗎？」我只能以微笑多謝他們的關
心，並回應說：「等候神為我安排一
個愛神和跟隨耶穌的人。」為甚麼他
們喜歡問這些呢？因為知道你的年齡
後，便能開始與你對口，稱呼是一種
尊敬和禮貌，如女姓比自己大，會稱
呼她為姐姐，長輩則稱呼為女士。

他們知悉我仍然單身，會很驚訝，因
為穆斯林很年輕時，家人就會為他們
安排嫁娶，但另一方面，離婚很普
遍，導致很多家庭破碎。對於丈夫
有多個妻子，婦女們並不願意，只是
無奈地接受。我與她們分享聖經一夫
一妻的教導，也表明這是我家鄉的法
例，以打開話匣子。

建立關係：搬到穆斯林的社區，認識
一位很友善的鄰居，起初這個婦女每
天帶著她煮的食物來我家分享，也很
關心我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情，例如：
「你去了哪裡？」「你何時回家？」、
「你與甚麼人在一起？」、「你在哪
裡買這東西？多少錢？」這麼緊密
的關係令我漸漸忍受不了，覺得生活
沒有自由和受到監視。有一天，我
回家後便把大門關上，晚上甚至關掉
電燈，不讓鄰居知道我在家裡，也不
接聽她的來電。我發覺內心有一種恐

懼，於是向耶穌傾訴，反思自己的行
為。聖靈提醒我：「主不是差你來這
地方愛他們嗎？」我立刻認罪悔改，
重新打開關閉的門，結果經歷主很多
的恩典。

有口難言：學習新語言就恍如馬拉松
的挑戰，確是有口難言，須要加上身
體語言來表達，有時會被當地人嘲笑
發音不準。在不同文化的差異下，一
個字可以有不同解讀，例如：「明
天」在他們來說是「未來某天」，這
些都會產生很大的誤會而帶來不安和
苦惱。我不但要專心學習官方語言，
也要常常聆聽民族的家鄉語言。

這兩年生活在如此陌生的雙語環境，
最艱辛的磨練是安靜聆聽，然而感謝
主每個時刻與我同在，聆聽著我內心
說不出的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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