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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收到《大使命雙月

刊》同工的撰文邀請非

常驚訝，沒有想到我們

在這個地方一點點的工

作也都可以被主所用。

我深深感到不配！我是

在烏克蘭讀書時被主所揀選的，畢業之後就奉獻自

己成為傳道，在當地牧養一間「很小」的華人教

會。

烏克蘭地處東歐，是除了俄羅斯以外在歐洲最

大的國家。可是，就在此時，烏克蘭卻因為經濟形

勢不斷惡化，激化了親俄勢力和親歐勢力的矛盾，

而走向了內戰。戰爭將原本平靜的校園事工打斷

了，學校紛紛勸說外國留學生抓緊時間回國，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傷亡。

在烏克蘭，先後有四個城市建立了華人教會，

分別在基輔(Kiev)、哈爾科夫(Khar'kov)、奧德薩

(Odessa)和盧甘斯克(Lugansk)。前三個城市因為城

市結構的緣故，很多華人在那裏經商，所以這三間

教會都是由商人和學生共同組成，只有我們盧甘

斯克華人基督教會純由學生組成，而我們的學生群

體又極其有別於其他三個城市。我們這裏的學生，

90%都是和烏克蘭盧甘斯克的大學做交換專案而來

的，一般只會在烏克蘭學習兩年，就畢業回國了。

戰爭前烏克蘭的學生工作
殷浩然

所以，我們這個教會

是針對這麼一群流動

性極高的交換生作傳

福音的工作。

感謝神！教會是

從兩位弟兄開始的，

到現在已經快五年了。每年一到畢業季，我們的人

數就從二、三十位下降成十來位，甚至到幾位的弟

兄姊妹！我和妻子還有幾位長期學習的弟兄姊妹就

這樣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他們從剛來不認識

耶穌基督到畢業後帶著主的大使命回到國內，參與

教會或團契的事奉去。每當我們聽到他們回國之後

的美好見證，我們都大大的感謝神！同時，我們幾

位也常常被這樣的好消息所激勵。以下分享三個出

自我們教會的見證：

第一個見證──教會如何被神建立

我是這個教會的第一位全職傳道，卻不是這個

教會的第一位牧者。2009年的時候，神感動一位

在盧甘斯克作交換生的弟兄，要在這個城市開始華

人的敬拜。這位弟兄找到了一位基督徒的學姐，對

她說：「我們開始在這裏敬拜神吧！」不料，那位

學姐卻認為在這裏開始教會的工作，簡直是天方夜

譚，還說他是白日做夢！但這位弟兄深深的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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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停止聚會，不能因為在異國他鄉就不敬拜我們

的神！於是，他開始向身邊的同學傳福音。一位同

學因為得了傳染病，在醫院被隔離了三個月。在這

段時間裏，弟兄每天為他做飯，送飯；出院後，身

邊的同學在吃飯時都有意的躲著他，但弟兄卻依然

願意和他在一起吃飯，在吃飯聊天時就把福音傳給

了這位同學。這位同學就成為第一位信主的人，日

後也成為我在教會裏最得力的同工。就這樣，他們

兩個人開始在宿舍裏敬拜神。沒有牧師講道，他們

就從網上看牧師講道的視頻；不會唱詩歌，就對著

電腦上的視頻一起唱。感謝神！他們在異國他鄉開

始了華語的敬拜，二人天天讚美神，神也將得救的

人天天加給他們！當我在他們當中的時候，他們已

經有10位左右的弟兄姊妹了。神的應許永不落空，正

如馬太福音十八20節所說：「因為無論在哪裏，有兩

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第二個見證──神賜下場地

我到盧甘斯克之後，第一次主日敬拜是在學生

宿舍裏進行。不大的一間宿舍裏擠了十來位弟兄姊

妹，由於空間有限，放了凳子人就沒有辦法進出。

所以，大家都是站著聚會，有些姊妹是兩個人擠一

張凳子。第二次的主日敬拜，我記得很清楚，已經

有16位同學來到了我們中間，那一次也確實看到了

要維持正常的主日敬拜，就需要解決場地的問題。

恰巧我和妻子計劃租用的住宅也辦好了租賃手續，

我們就把聚會的場地從學生宿舍搬到了我們的家。

第三次的聚會雖然也有十幾位的同學來，但明顯感

覺寬鬆了很多，也舒適了很多。我們大家都很開

心。可是，在家裏敬拜了不到兩次，人數就已經上

升到25人左右。我們寬敞的房子裏又開始變得很擁

擠了，凳子也擺不開，大家索性席地而坐來敬拜。

這樣一來，場地始終是我們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大家都開始為此事禱告，我和妻子每天都

禱告，並且通過仲介公司，也聯繫報刊廣告，都未

能找到合適場地。不是太小，就是太貴！正當大家

為場地發愁的時候，突然有一天，神通過一份檔案

讓我們找到了當地浸信會的網站，藉此找到了整個

烏克蘭所有教會的聯繫方式，我們立即聯繫上盧甘

斯克市的一家教會。說明原因之後，教會的牧師約

我和妻子在他們的教會見面。當我們按照地址找到

的時候，牧師已經在等候了。當他確定我們的身份

和信仰沒有任何問題，基本上已答應把場地租給我

們，只等候教會長執同工會的同意。

然後，牧師帶我們參觀教會，有能容納120人

的敬拜大堂和琴房，也有容納60人的茶水廳、廚

房、餐廳和儲藏室。我邊參觀邊心裏打算，要是這

個教會能把茶水廳租給我們，那該有多好！不料，

牧師竟說可以讓我們每週日12點以後使用敬拜大

堂，並且茶水廳也可以借給我們，外加一間儲藏

室。我和妻子都驚呆了！沒想到，神預備的真是超

過我們所求所想的！至於租金，這位牧師竟然問：

每月62.5美元可以嗎？沒想到竟然如此便宜，我們

自己聯繫的場地沒有每月低於600美元的。神的恩

典竟是那麼大，我再一次為神的恩典而感謝！

第三個見證──神改變人

我們這裏的絕大多數都是交換生，在烏克蘭待

兩年：一年預科，一年研究生。很多同學們在學習

了一年的預科後語言還是不行，生活和學習方面的

諸多問題依然存在。我的妻子因從小在莫斯科生活

了5年，後來又在烏克蘭學習俄語6年，所以她的俄

語非常好，和當地人幾乎沒有區別。她就用免費教

俄語來接觸學生，和他們建立關係，成為非常好的

朋友。在教會辦佈道會的時候邀請他們來參加，他

們不但自己來，還帶著同學一起來。這樣的預工對

我們傳福音的幫助是非常大的。(編按：盧甘斯克市

是在烏克蘭東邊接近俄羅斯邊境的地區，所以使用

俄語。)

在妻子的俄語學習班裏，有一位同學一開始是

排斥教會的，他來上課的目的就是學俄語！要不是

俄語班是免費的，他可能根本不會和我們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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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心裏打算學好俄語就跑，絕對不和我們有任

何糾纏。他就在一節一節上課的時候，看到了我們

這些基督徒是怎樣的人，慢慢打消對我們的疑慮。

後來，我們邀請他到教會參加主日敬拜，在信息中

發現這個地方是有真理的，人身上的問題靠我們自

己沒有辦法解決，只有靠著創造天地萬物的神來幫

助我們。不久，他就決志信主了，後來和我們一起

配搭事奉兩年之久；畢業回國後，也很快就在國內

的教會開始事奉了。

感謝神！這樣的見證在我們身邊太多了，我們

本來渺少卑微，神卻依然使用我們！我們本來一無

所有，神卻使我們樣樣都不缺！一直以來，我們在

烏克蘭的事工都有來自美國基督之家第五家、紐約

史坦頓島華人基督教會和加拿大國際差會及戴德生

華人事工中心的幫助，我們非常感謝他們的支持和

付出。

在烏克蘭東部盧甘斯克市和頓涅茨克(Donetsk)

市的形勢不斷惡化的今天，轟炸機已經開始轟炸，

槍聲炮聲不斷！很多學生還沒有完成學業在4月的

時候就離開了烏克蘭。他們都非常擔心自己的學

業，不知道在8、9月時戰爭能不能停止，可不可以

返回烏克蘭。這一切的問題都需要大家的代禱。我

們深信這樣的事情對我們肯定有美意，只是現在我

們還不明白。

我們也期待烏克蘭的校園事工日後也能被神大

大使用！

(編按：收到殷傳道的文章是在2014年7月19

日，並且得知他們已轉移到其他城市，還舉辦暑期

福音營。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衝突仍未平息，請繼續

為當地的局勢代禱！)

（作者為烏克蘭盧甘斯克華人基督教會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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