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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有個老外到中國考察福建省的小學教育

發展情況；一大早他就到一個模範小學去參觀。

在外面吃完中飯後，回到學校，走過一排教室，

他看到幾乎每個教室裏的學生都伏在課桌上，到

了校長室，他發現校長也不省人事地伏在辦公桌

上。從小在那個環境長大的人，都知道是甚麼一

回事，然而，那位老外卻立刻打電話報警，叫了

救護車，因為他以為全校師生因為吃了學校提供

的午餐而食物中毒，昏倒在課堂裏。

有一回，我們去中南半島探訪宣教士。早上

六點不到就聽到外面有很多人在忙的聲音。出去

看，才發現是阿卡族的同工買了剛殺的新鮮豬肉

回來，正把豬肉敲碎，加上豬血，拌上辣椒粉和

香料，這是當地的名菜。看到我們站在邊上，他

們很興奮地拿拌好的生豬肉請我吃。按著少數民

族的習慣，這道菜只有在招待貴賓時才有。看到

他們誠懇的態度，身為「貴賓」，如果不吃，會

不會得罪他們呢？唉！他們的好意居然成了我的

難題。

這兩個例子都是文化差異帶來的現象。老外

不知道華人有睡午覺的習慣；少數民族不知道他

們的山珍美味裏面有很多寄生蟲，很多地方的豬

肉不論多麼新鮮，裏面都有寄生蟲；然而，如果

我拒絕他們的生豬肉，從當地的文化背景來解

讀，是我看不起他們，表示我不屑與他們認同。

在那一刻，我該如何才不會得罪他們呢？

調和兩地文化的差異非常不容易。一向住在

自己文化環境的人，不會碰到兩種文化帶來的壓

力或摩擦。然而，宣教士與教會就不同了，神要

信徒把福音傳到地極，給不同的族群，就會面對

這方面的張力。比如，海外華人教會通常會傳福

音給華人，然而，一旦教會把福音傳給本地人，

或傳給吉普賽人，那就是跨文化事工，這時我們

一定會碰到跨文化宣教的張力。

甚麼是跨文化的宣教事工呢？讓我們一起來

看跨文化宣教的定義，以及為甚麼華人教會那麼

從游民事工看華人教會
參與跨文化宣教
徐立

普 世 宣 教

參與游民事工的弟兄
姊妹與德國游民機構
的同工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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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面對跨文化宣教？大多數的華人教會都願意回

應耶穌的大使命，把福音傳給不同的族群，然

而，因為不知道從哪裏開始投入大使命，我們很

難實踐耶穌的要求，因此很容易活在自我的控告

裏。

感謝神，祂是沙漠開江河、曠野開道路的

神，神知道華人教會的難處。在無路可走的情況

下，神的靈帶領柏林華人教會開始了游民事工

(Homeless Ministry)。這篇文章會介紹這項跨文化
的宣教事工，我們相信同樣的宣教模式也可以用

在歐洲面對的難民和羅姆人的宣教事工上。

跨文化宣教

「跨文化宣教」的名詞可能是神學院發明

的，但跨文化宣教事蹟在聖經第一本書「創世

記」就有記載。聖經的神是宣教的神；從這角度

來看，整本聖經都在講宣教，而且是跨文化的宣

教。耶穌離開寶座到人間；神要亞伯蘭從當時環

境最發達、舒適的吾珥，到陌生的迦南地；使徒

行傳第八章耶路撒冷教會的信徒因為羅馬帝國的

逼迫被打散到各地去；這些都是跨文化宣教的例

子。

既然神是跨文化宣教的神，今天你我從家鄉

來到異鄉他地，信了耶穌之後，神期望祂的子民

也能投入跨文化宣教。神要我們把福音傳給當地

的人，不只是華人，也包括美國人、德國人等其

他族群的人，或從各地移徙而來的人如羅姆人。

所以最好的跨文化宣教定義是「離開本地、本

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陌生地去」，讓當地的

人從我們身上看到神，知道神，而認識神，接受

神。

神呼召亞伯蘭出吾珥的事蹟很多人都讀過，

故事很精彩，也很懸疑；然而，一個人離開家鄉

去陌生地的適應過程，不是那麼容易。他需要面

對不同生活水準的適應，就好像一個住慣紐約市

的人到撒哈拉沙漠那樣不容易；他需要面對不同

的氣候和地理環境，也要適應不同的文化；就好

像華人來到歐美會有文化上的衝擊，他需要面對

不同的語言、不同族群的人，種種這些適應和學

習是很不容易的。海外華人比較能體會跨文化，

因為我們都有類似的心路歷程。

這麼說來，或許你會以為海外的華人教會面

對跨文化的宣教，要比家鄉的教會容易很多。事

實並非如此！來到海外的華人大多數是第一代，

在異鄉他地，為生存打拼已經很不容易了，所

以，他們對跨文化活動的興趣實在不大。而且，

海外的華人教會面對跨文化的宣教有不少難處。

因為民族性保守，海外華人很難跨出自己的

文化，很難融入當地的社會。不論到哪裏，華人

很難放下自己的文化背景與包袱。我們想吃中國

菜，希望聽到鄉音，喜歡活在華人圈裏；我們習

慣從中文報紙或網站讀世界新聞，甚至很多華人

習慣透過中文管道，瞭解當地發生的事情。所

以，雖然人在海外，但華人對當地文化的瞭解，

以及對當地社會的參與程度並不高。

預備各樣食物
洗碗、洗杯、把廚房洗乾淨

把食物打包，
稍後分發給上

百位游民

清理好場地，
等待下一批游

民進來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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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華人的外語能力不足。一般的海外華

人都能講當地的語言，但程度一般只停留在能溝

通的地步。華人上班族能用當地語言在工作上與

同事溝通，也可以上街辦事；華人打工族或許能

用所在地的語言與客人或與老闆應對；然而，我

們比較難深入本地文化和社會層面，也不容易與

本地人打成一片。

華人比較難與當地的游民，或與藍領階層，

或與販夫走卒深入打交道，或成為他們的朋友，

因為我們對當地語言的能力不夠，對當地文化的

涉獵也不深。而且，一般的海外華人教會，在主

日聚會時，除了華人，你很少會看到各行各業的

本地人在裏面，更難得見到他們成為固定的會

友，因為華人教會容易成為離世獨居的宗教團

體，容易與當地的社會隔離。

此外，海外華人與當地社會的接觸或參與比

較少。因為喜歡活在自己的圈子裏，華人不習

慣，也不容易打入當地人的專業圈子；比如，在

一般的海外華人教會裏，你很少看到在警界上班

的弟兄姐妹，你也不常看到在工廠上班的弟兄，

教會裏也不常有在華爾街或金融市場上班的銀行

家信徒，而且，你會發現在海外華人教會裏的專

科醫生、法官、刑事律師、議員，或在政府機構

從政的弟兄姐妹，要比在家鄉的教會少很多。

相比北美的華人教會，歐洲的華人教會對跨

文化宣教的參與又有其特殊的難處。大多數的歐

洲華人教會都不大，一般都自顧不暇，能顧到自

己教會的運作已經不容易了。所以，教會很難投

入宣教，更不可能投入跨文化的宣教。而且，華

人教會強調生命，喜歡講屬靈生命的重要性，教

會會提供各樣的讀經、靈修生活或事工的訓練，

卻很少有實際的宣教行動。其實，信徒的屬靈生

命，如果沒有落實在行動上，那不能算是成熟的

生命。

跨文化宣教需要人力、物力與財力。不論是

資助宣教機構，或支持一些宣教士，或培養自

己的弟兄姐妹成為宣教士，教會需要有很多的資

源。比起北美的華人教會，歐洲華人教會這些方

面的能力相對要差很多。而且，很多教會即使

有投入大使命的心志，他們也不知道該從哪裏開

始。所以，不少有心突破的教會和牧長同工，每

次讀到馬太福音二十八18-20就會有被控告的感
覺。

種種這些難處導致跨文化宣教成為極少數人

能參與的事工。然而，除了鼓勵少數有特別負擔

的人，我們需要動員全教會來參與，因為神一切

的豐盛和資源都在基督裏，就如歌羅西書二9-10
說的「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

基督裏面，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盛。祂是各樣執

政掌權者的元首」。我們可以從腓立比教會成為保

羅宣教的後盾看到這原則的重要性。

教會該如何動員會眾參與跨文化的宣教呢？

我們需要改變大家對宣教的看法，因為人的思維

模式決定他的行為

模式，然而，你我

的思維模式很容易

小同工在幫大同工穿上手套
弟兄也來整理

碗盤 弟兄勤奮打掃，他想著這是為
耶穌做的



31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121 April 2016

形成堅固的思想營壘，而這些思想營壘容易給魔

鬼留地步，影響我們的行為。所以，我們的思維

模式需要被改變，讓聖靈有更大的空間在教會中

運作。

所以，在聖靈帶領之下，經過禱告，也經過

執事會的同意，教會使用各樣的管道，透過主日

資訊、主日學、博客文章，開始一連串的教導讓

會眾的思維模式改變，讓大家瞭解華人不是次等

市民，我們也有份可以貢獻當地社會的；而且，

信徒需要知道既然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人世間，使

我們得到新生命，信祂的人也要能道成肉身進入

當地社會，讓其他族群的人得到耶穌。 

游民事工的開始

經過一番摸索，在尋求如何能開始跨文化宣

教的過程中，神為我們開了道路，教會決定幫助

柏林的游民，因為柏林市區裏有上萬個游民。我

們原本的游民事工模式是盡能力所及地自己來

做，希望以教會現有的餐館福音事工團隊為基礎

來開始。然而，同工們很快就發現這種模式的困

難度太高，不論是我們的人力、物力，或對德國

法律的瞭解，以及我們對游民問題的處理經驗都

不足，所以，很容易好心卻做了壞事，也觸犯了

當地的法律。

經過禱告之後，我們決定放下自己，與柏林

本地的游民事工機構一起配搭來服侍，因為他們

很有經驗。柏林的游民服務機構屬於慈善組織，

雖然他們有足夠的物力和經驗，但迫切需要人力

的支援。他們需要很多義工，然而，在機構裏做

事的很多是犯了法被法院送來服勞役的人，他們

的委身度很低。況且，我們與游民機構一起配搭

事奉，德語的要求不高，一旦碰到問題游民，或

碰到游民之間彼此有打鬧，專業的德國同工會立

刻來處理。

就在這種模式之下，帶著「只要付出，不求

回報」「生命的見證，比言語更重要」的心態，

柏林華人基督教會的弟兄姐妹開始在游民事工機

構配搭事奉，神也親自在教會中揀選一大群有心

的同工，形成了游民事工團隊。他們的激情與事

奉的熱忱，不僅影響了很多德國人，也帶動教會

很多弟兄姐妹來參與。

道成肉身

目前，我們配合德國游民機構的需要，每星

期三晚上奉獻兩個小時。這當中，有人洗鍋、洗

碗、抹地板、洗廁所、整理場地；同時也有一群

弟兄姐妹塗抹麵包，預備膳食；還有人去整理社

會大眾捐出的衣物，義工需要把衣物裝箱、裝

車。只要游民機構有任何的需要，我們都願意

做。就這樣，弟兄姐妹道成肉身在事奉中見證福

音，也把福音活在世人面前。

游民事工團隊每星期三晚上去事奉之後，會

立刻在微信群組上載十幾張現場拍的相片，分享

那天的情況。除了相片，同工們也用教會刊物介

紹這個事工。以下是其中一篇文章的節錄，作者

以問答方式向會眾介紹游民事工。採訪人以「記

者」自稱，分享心得的同工以「弟兄」為名。

記者：你每週三在研究室下了班，晚上大

帶著喜樂的心，把收得的衣物整理打包，
然後運送出去把包裝好的衣物裝上卡車

游民機構的負責同工希望我們能多給時間，因為我們的服侍真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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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遠趕過來參加這個服侍。請問你為甚麼願意

做這項事工？

弟兄：我不會為了人情而去參與一項事

工。我想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心裏有那份誠意並

願意去作。當然，在此項事工上，我沒有其他

的顧慮或是阻礙使我不去參與這個服侍。自從

教會有意願要為德國柏林的游民送上關懷及溫

暖時，我心裏就有些負擔，並且感到這是一件

很有意義的事。

所以，在小組同工分享了游民事工之後，

我就答應了同工的邀請參與了這項服侍。我覺

得這是一件美事，雖然只是一件小小的美事，

但我相信主耶穌會記念所有參與這項事工的弟

兄姐妹。

記者：看到你蹲在游民事工機構的廁所裏

清理地板，也整理捐獻給游民的衣服，並把那

些衣服打包，裝成袋子，運到停在游民食堂邊

上的大集裝箱裏，想知道你當時在想些甚麼？

弟兄：當我要去完成一項工作時，我會集

中精力去把它做好，我並不會有太多的想法。

做好這份不難的事，我所需要的是用心，確保

每一大包裝滿東西的袋子的結都打好，使在搬

運時不會讓裏面的東西掉出來，就如此簡單。

不過，我想要在這裏提一下，你不要忘了還有

我們其他的同工，在同一時間內也分擔著清

理、打包和搬運的工作，我只是參與了一小部

份的工作而已。

看到他們帶著使命和激情為柏林擺上華人的

一份力量時，我心中充滿了感恩，我知道他們是

神興起的大能子民！這群弟兄姐妹讓周圍的人知

道「我們也是柏林人！」「即使我們不能，但神

能！」「你會怕，我不敢，他也不能，但我們可

以一起去！」這樣的事奉態度感染了整個教會，

幾個月下來，越來越多的弟兄姐妹願意每星期奉

獻兩小時來回饋社會。

按照德國的法律規定，義工一進到游民機

構，就必須穿上工作制服，帶著手套來工作。每

次在那裏的事奉，雖然事情繁多，也很忙，但弟

兄姐妹有說有笑，非常敬業的工作態度，深深影

響每一位在場的德國同工和游民。很多德國人每

天都巴望著星期三的來到，希望能看到華人基督

徒義工的出現。

柏林教會的游民事工，每星期三晚上需要

五、六位同工；目前我們沒有刻意排班輪流事

奉，但每次都有超過10位弟兄姐妹主動參加，這
些人當中，除了有各樣年齡層和不同背景的弟兄

姐妹參與，還有我們第二代的年青人，甚至有不

到12歲的少年人帶著媽媽一起來事奉！那些去過
幾次，瞭解游民事工性質和運作的弟兄姐妹，同

工就訓練他們成為當天晚上的事工負責人。

在游民機構的事奉過程中，弟兄姐妹們大熱

天，帶著衛生手套，在悶熱的房間裏塗麵包，做

三明治；大冷天，他們穿著羽絨衣，在漆黑的夜

晚站在卡車上把打包好的衣物放在車上；似乎沒

有人會記念這些人所做的，然而，我知道他們是

有福的，因為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40節說，
這些是做在祂的身上！

最近柏林游民事工機構負責人要求我們考慮

每星期多去幾次。其實，重點真不在於我們能去

多少次，而是弟兄姐妹在參與的過程中能見證

神，同時他們的生命也被神改變。我相信他們的

參與和親身體驗，要比事工的本身更重要。我巴

不得教會所有的會眾，每年都有機會至少參與一

次游民事工，讓他們不僅能體會跨文化宣教，也

能對我們所住的城市有實際的回饋。

其實，我們的能力很有限，只能提供「一口

飯」、「一杯水」(太二十五35)，但神能把弟兄姐
妹甘心樂意的奉獻化為五餅二魚神跡，影響周圍

的人。求神恩待我們，讓這股跨文化宣教事奉的

動力能繼續下去。也求主幫助我們，將來能透過

類似的宣教模式，服侍來自中東的戰爭難民，或

羅姆人；即使我們不懂阿拉伯語，也不知道如何

服侍羅姆人，但為了能見證神，我們很願意與有

經驗的機構配搭，帶動整個教會來事奉，讓神得

到榮耀。

（作者為德國柏林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