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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東歐羅姆人
祈禱手冊

大使命中心製作



相信大部分人對「羅姆人」

(Roma)這個名稱都很陌生，但若說
「吉普賽人」(Gypsies)，大家可能
會說：「哦，這些人！」其實，吉

普賽人是一般人給他們的稱呼，包

含著歧視，羅姆才是他們正確的學名，是「人」的意思，所以他們

比較喜歡外人用後者。

他們原是印度北部最低階層的「賤民」，千多年來不斷西遷，

散居在不同的地區，今日落戶歐洲的約有 1,000-1,200萬。東西方
的小說或電影，經常把他們描述為一群能歌善舞、生活瀟灑、浪跡

天涯的藝人，又經常為自己的利益而謀算別人，會偷竊、拐騙，給

世人的印象一般都是負面的。他們大部分沒有融入當地，受盡歧視

和排斥，生活艱苦，教育程度低，失業率高，世代都在社會的低層。

筆者與王永信牧師、羅錫為牧師等同工多人，曾先後造訪東歐

多個國家，拜訪了 10多個城市的羅姆人社區和教會。在幾次的行
程中，我們看到大部分羅姆人都在福音的門外，更看到信主的與未

信主的有很大差別。未信主的，眼神充滿疑惑和恐懼，沒有安全感，

對今生和永恆都沒有盼望；但信了主的，生活雖仍拮据，但滿有喜

樂；雖遭世人蔑視，但他們知道神愛他們。兩者的差別很大，更使

我確信：羅姆人需要福音，需要神的救恩！

羅姆人的傳道也認為，

只有福音才能改變羅姆人低

落的自我形象和自暴自棄、

不求上進的心態。

第

一

日

神愛羅姆人 	

祈禱事項

1. 為我們自己生活安定，並且能成

為神的兒女而感恩。

2. 為未信主的羅姆人有機會聽聞福

音，得到救恩禱告。

陳惠文



「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

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

債。」(羅一 14)大家都知道，保羅
所說的債乃指「福音的債」，如果

任何人沒有聽見福音，保羅就覺得

自己有責任、有虧欠！

我們當然不配與保羅相比，但奇妙的，當 2013年 11月大使命
中心的短宣隊到東歐探訪羅姆人 (吉普賽人 )後，多位同工心中都
有同樣的感覺——我們欠了羅姆人福音的債！我們相信，這個感動

是從神來的。甚至也有隊員心中產生了強烈的「自責」感，為何教

會及宣教機構 40年來談論並教導會友，向「未得之民」(Unreached 
People Group)傳福音，但今天在歐洲這 1,000萬以上的羅姆人中
間，卻極少有宣教士，而羅姆人的基督徒及教會更是少而又少！

羅姆人被久遠的傳統惡習所捆綁，他們早婚 (男女 14或 15歲
即結婚 )、低學歷 (多半念到小學四、五年級 )、失業率極高、被輕
視及邊緣化。今天，小部份羅姆人已經有收入低微的全職及半職而

安定下來，但仍有全家乘坐馬拖著的大篷車，到處漂流，以乞討及

賣藝為生。

但感謝主，那些少數信

了主的羅姆人，思想、生命和

家庭都逐漸稍有改變。當然，

真正改變這千年惡習絕不是短

時間的事，但我們實在相信，

主耶穌是徹底改變羅姆人的生

命與人生觀的唯一道路。我們

有責任引領羅姆人認識耶穌基

督，向他們還福音的債！

第

二

日

羅姆債

祈禱事項

1. 為我們過去未有關心羅姆人的得

救，求神寬恕。

2. 求神激發我們 ( 自己 ) 關心未得

福音群體的熱忱。

王永信



從中世紀開始，歐洲有一大群到處

流徙的民族，其中最大的一族我們普遍稱

之為羅姆人 (或稱吉普賽人 )。他們有各
樣不同的際遇：有憑著音樂才能或巧手工

藝而受到讚賞，但也有面對被逼同化、放

逐、奴役，甚至死亡。十多個世紀過去了，

羅姆人的宗教、方言、語言及文化習俗與

寄居地的文化、語言和宗教交織，不同的

村落和族群已經有了差異。但羅姆人獨特

的文化和語言以及長期受歧視的經歷，導致他們與非羅姆人分隔。

有歷史學者認為早在十一世紀拜占庭帝國西部已有羅姆人，至

十二世紀時人數大增，到了十四世紀，他們已在巴爾幹半島生根。

中世紀的宗教文化鼓勵接待四處遊走的朝聖者，並視為「榮幸」，

故數世紀以來，羅姆人在音樂和工藝方面的才華備受推崇，甚至令

皇室貴族羨慕。十九世紀初期塞爾維亞人對抗突厥人，以及 1875
年波斯尼亞農民起義反抗突厥人，羅姆人都有參與；第一次世界大

戰時，羅姆人也與塞爾維亞人並肩作戰。

但很多歷史都記載，羅姆人「像韃靼人一樣黝黑」，愛戴銀耳

環，衣服像氈子等，「非我族類」。這些到處為家的族群總帶著一

點神秘感，因而令隔膜更深。

雖然羅姆人在工藝方面對社會

貢獻良多，但「各色各樣的謠

言，充斥社會每個角落」，令

他們難以被接納。

第

三

日

被分隔的民族	

祈禱事項

1. 為羅姆人過去所受到的不公平對

待，求主醫治他們的創傷。

2. 為他們能受到居住地的政府和居

民所接納和尊重禱告。

Melody Wachsmuth著 Christina Kan 譯



羅姆人的歷史是複雜的：歧視、

恐懼、理想化，也帶著一些神秘感。

這些特性，使我們難以追溯和理解

「反羅姆心態」留給今日的遺害有

多深遠。正如羅姆學者 Ian Hancock
指出：「我們根本從未發動戰爭，

也從未試圖推翻任何政權……事實

上，我們的民族特性就是我行我

素。」他也指出，「反吉普賽主義」以多種形式存在達數世紀之

久。為求控制或根除羅姆人，採取的措施從強迫同化、經濟制裁到

綁架孩童施以「教化」，甚至虐待和殺害皆有。第二次大戰期間

的大屠殺，是對羅姆人最有組織的集體迫害，羅姆人稱之為 Baro 
Porrajmos (意思是大吞噬 )，約有 20萬至 150萬羅姆人遭殺害。

羅姆人長期受到敵視和懷疑，教會不容卸責。追溯歷史，無

論東正教會、天主教會或更正宗教會，都很少關心羅姆人，並且認

為教會「與羅姆人保持距離與指斥他們是無宗教的，兩者並無矛

盾」。基督徒更有傳說謂：羅姆人「鑄造釘主耶穌在十架的釘子」；

他們最根本的罪，就是當主耶穌一家逃往埃及時，拒絕提供蔭庇的

地方。而羅姆人迷信靈異、巫術、掌相、占卜等行徑，都是教會所

深惡痛絕的。直到十九世紀，

才有教會開始關懷羅姆人的靈

魂。

第

四

日

反羅姆心態	

祈禱事項

1. 為教會過去帶給羅姆人的傷害，

求神赦免。

2. 求神幫助我們真正認識羅姆人，

不會產生誤解，求神賜智慧和接

納的心。

Melody Wachsmuth 著 Christina Kan 譯



十九世紀，歐洲教會開始關懷

羅姆人的靈魂。1952年，在法國
興起一個向羅姆人宣教運動，首先

向西歐蔓延，70年代傳到東歐。
Angus Fraser認為，羅姆人教會成
功的主要原因，在於幫助信眾認識

自我和促進社會團結；而且對個人的生活方式要求極高，禁絕酗酒、

吸煙、賭博、欺詐、偷竊，也鼓勵培養讀寫能力和接受教育。(The 
Gypsies,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1995, p.46, 57)

羅姆人多數因看見異象、異夢、得醫治，或聽到得治癒的見證，

及其中所彰顯的福音大能而歸主。原因有三：首先，大多數的羅姆

人的內心深處都懼怕生病和死亡，話題也常與健康有關，因為不曉

得死後會往哪裏去？

其次是因為一向受排斥，長期活在社會邊緣，感到自卑、自

慚形穢，所以當他們一聽到「神是愛」便很快、很樂意地接受。

塞爾維亞萊斯科瓦茨的教會領袖 Goran 
Saitovic信主之後宣告說：「我們曉得自
己是按神的旨意造的……現在我們愛自

己，也欣賞自己。」

第三是，羅姆人歸向耶穌出於實際需

要。有些人最初來教會只為領取人道救濟

物資，一旦到了教會，就在那裏遇見神。

他們往往在極度絕望的時候聽到福音，帶

給他們希望，便立即接受，心中火熱。

可是，要幫助他們保持這股熱情，並不容

易。

第

五

日

羅姆人歸主	

祈禱事項

1. 為眾多仍然迷信的

羅姆人能擺脫黑暗

權勢，得見光明禱

告。

2. 為有羅姆人認識神

感恩，求神挑旺他

們的信心，成為真

正的門徒。

Melody Wachsmuth 著 Christina Kan 譯



第

六

日

羅姆人的教會	
Melody Wachsmuth 著 Christina Kan 譯

羅姆人在屬靈方面開放，卻不易穩定踏

上門徒訓練及靈命塑造的步伐。

成長緩慢的原因複雜，第一是成年人文

盲的情況嚴重，使用視聽材料也難見果效，

羅姆人生病的時候仍會向「巫師」求助。塞

爾維亞牧者 Zvezdan Bakić說，他村子裏的
羅姆人仍然沒有放棄「巫術」，有時也會有

「假先知」臨到，因此教會領袖必須非常小心指導會眾分辨。

另一個障礙就是羅姆村落和外界的文化鴻溝。當地人對羅姆文

化和語言的認識都很淺，沒有意識它和自己的背景有很大的差別；

也很少人有意識地學習羅姆文化，以進入一個更處境化的進路――

從非羅姆人向羅姆人。

經濟也是一個影響的因素。羅姆人花最多的時間和精力在改善

經濟、關心健康及家庭需要等現實問題。最後，便是深層的社區問

題，如鄰里相處、暴力、酗酒、性

侵犯、毆鬥、偷竊、巫術等，需要

極大的耐心和毅力來處理。

一般羅姆人不明白自己的權

益，更不懂得如何爭取和享用。羅

姆牧者要在許多方面照顧他們的

信眾，如教導18歲後才結婚生子，
或申領證件等。年青的牧者 Misha 
Bakić深信，這是神交給教會的重
要任務。不少牧者也自覺不單是

位牧師，也是律師、維護者、護

士……，向他們傳福音，並幫助他

們過正常的生活。

祈禱事項

1. 為羅姆人信主後能擺脫

昔日的惡習，願意改變，

求神恩待。

2. 為羅姆人的文化和所居

住的社區文化能彼此接

納禱告。

3. 為羅姆人教會有能力照

顧羅姆同胞仰望神恩臨

到禱告。



第

七

日

世界的孤兒	
程國儀

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羅姆人宣教研討

會」上，一位羅姆牧者告訴我有關他們一段

罕有傳述的慘痛遭遇。1939年二次大戰期
間，德國納粹將羅姆人一同列入種族清洗的

對象，殺害了 50萬以上的羅姆人，相似於猶
太人的命運。直到如今，他們仍深受歧視。

大會的地點在匈牙利，匈牙利新興的政

黨 (Jobbik)正是以反羅姆人口號，挑起匈牙
利人仇恨羅姆人的情緒而得勢，成為國會中

第三大政黨。另一位羅姆牧者說：「我們來

參加會議，入住這間酒店，或多或少會擔心

本地的工人會否給我們難堪。因為過去幾年

來，發生超過 60宗本地人攻擊羅姆人的殺人或放火事件。」

「我們是世界孤兒，沒有國家歡迎我們，」這位羅姆牧者又說：

「無論我們定居那裏，本地人都不喜歡我們。數百年來我們受盡欺

壓鄙視，稱我們為吉普賽人，就是輕看我們是流浪的、看手相的、

騙人的、偷竊的。我們卻希望別人看我們是『羅姆』，就是人。」

羅姆人也是按神形象所造，有血有肉有情的人，耶穌也愛他

們，為他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

了。他們也需要福音，求主賜我

們愛心去服侍羅姆人，幫助他們

轉化生命。

祈禱事項

1. 為匈牙利的羅姆人有勇

氣站起來申述冤情禱告。

2. 為羅姆人不怕別人的輕

看，明白自己是神所愛，

在神眼中是寶貴的禱告。



第

八

日

羅姆人的苦情
譚文耀

2014年 9月底，我前
往匈牙利參加「羅姆人宣教

研討會」。在首都布達佩斯

國際機場，看見一位身材矮

小的男子，眼神閃縮，在機

場大堂內走來走去，這邊看

看垃圾箱，像在拾荒；那邊

望望長椅子，像期望找到旅客遺留下來的零碎東西。他的舉動，引

來旅客們的注意。在沒有收穫下，他溜到外面去；看著他的背影，

我心中泛起一句話：「難道他就是羅姆人？」

抵達市區後，趁會議未開始，我走到社區人群中間，實踐最貼

身的文化接觸與體驗。我走進一所小型超市，服務員面帶笑容款待，

使我倍感親切；但這情況並不持久。當我好奇的詢問店內有否出售

關於羅姆人的書刊時，服務員突然臉色一沉，轉為向我呼喝：「後

面有人買東西，你快點付款！」何等莫名其妙！

其後，我走到附近幾間書店，查詢有關羅姆人的著作，店員竟

然從擺放不良刊物的地方，拿出一本販賣羅姆人兒童的色情刊物給

我。何等的侮辱！

慶幸在另一間書店，我

買到了一本現代傑出羅姆人

的傳記。書中一個「關懷羅

姆人運動」的圓形標誌，貌

似放射式的圓形彩虹，仿似

是羅姆人的苦情從天上被看

見的記號。何等令人興奮啊！

祈禱事項

1. 為在匈牙利人的羅姆人受到應

該的尊重禱告。

2. 為傑出的羅姆人能成為基督

徒，以生命見證鼓勵其他同胞

相信基督禱告。



第

九

日

一個羅姆女孩	
羅錫為

原來羅姆女孩的輪廓真的很美！

她是我在塞爾維亞一個吉卜賽人貧民窟

見到的小女孩，看見她與鄰居的孩子在一起，

看見她純真的眼神，彷彿看見她的未來……

這個小女孩可能小學未完成已經輟學了，嫁給另一個輟學的男

孩，生一大窩孩子，一生跑不出貧民窟。她也有可能被賣到中東當

娃娃新娘，從此遠離家人，命運更為悽慘！

有誰可以幫助她，改變她的命運？難以置信的是，歷一千年，

這些被稱為「吉普賽」的「羅姆人」，從印度流亡到歐洲之後，一

直被視為「賤民」、外人，被壓在社會的最低下層。在羅馬尼亞做

過農奴；和猶太人一樣，被納粹德國集體屠殺；有些叫辛提人 (Sinti)
的，仍住在蓬車四處流浪，在歐洲各國備受百般歧視、排擠和壓迫。

他們教育程度低，失業率高；有音樂天份的會成為賣藝者，而一般

都是打散工，幹粗活，做小販，有些則淪為掱手、小偷……；居住

在奉基督教為國教的地方，卻沒有人傳福音給他們聽。

他們像昔日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被苦役，向上帝哀求，哀聲上達

於上帝。這 1,000萬以上散居歐洲
的族群，是今天教會所忽略的「未

得之民」。

可是，上帝聽聞他們的哀聲，

聖靈正在他們中間動工。一個宣教

的挑戰，已擺在教會面前了！

祈禱事項

1. 為在世界各地的羅姆人不再

被排斥和歧視，得到接納禱

告。

2. 為羅姆人女孩的生命被尊

重，有機會接受教育禱告。



第

十

日

改變羅姆人生命的秘訣	
關寶芝

上帝確實讓我親身經歷祂在羅姆人生命中的

大能。在阿爾巴尼亞兩年多的服侍之中，我不用

花精神去構思如何打開話匣子，因為羅姆人看見

我的黑髮、啡黑眼睛、啡黃的皮膚已把我融入朋

友之列。

一位年過40的羅姆人爸爸，被列為「大挑戰」
的一位。很有趣的，無論兒童活動或婦女活動，

他也常常列席，既站在門外觀察、聆聽我們，又會使用粗言粗語來

奚落，甚至辱罵我們一眾女同工。要服侍他，實在全因上帝的愛，

鼓勵著我們宣講真理不用怕，以上帝的真愛來彼此相待。

羅姆人爸爸，從起初「逼迫」上帝，到參加教會內的文化聯歡，

玩樂得像個小孩；再到聖誕節的教會聯合崇拜，是最早抵達但最後

才離開的一位。問他感覺如何，他以一個很滿足的笑容說：非常好！

他因搬運鋁罐扭傷腰骨，我有機會和他們一家分享從香港帶去

的活絡油，並鼓勵他閱讀聖經來認識我所相信的神。感恩的，他收

下了一本聖經，並表示

會閱讀；後來又在我生

病及回港時為我送上祝

福。這位吵鬧王在改變

著；在人實在不能，但

在上帝凡事都能！

感謝主，惟有上帝

的真愛是改變生命的秘

訣！

祈禱事項

1. 為服侍阿爾巴尼亞羅姆人的宣教

士能得到接納，建立關係禱告。

2. 求神賜忍耐和智慧給宣教士，以

生活見證基督。

3. 為作父親的羅姆人能真正帶領一

家人，生活安定，樂享天倫禱告。



第
十
一
日

羅姆人是神所珍惜的
關寶芝

根據歐洲語文學的研究，羅姆

人源自印度旁遮普 (Punjab)地區，
即今印度西北與巴基斯坦東部之間。

從第五世紀開始，這群人逐漸離開

家鄉，朝外遷徙，散居在不同的國

家之中。也有學者探究，在中國甘

肅永登縣山坡上的薛家灣村居住的

7,600多人，懷疑是羅姆人。

羅姆人至今似乎仍自得其樂地以行乞、賣藝、占卜、拾荒等代

代相傳。但過去在阿爾巴尼亞所接觸的羅姆人中，最常聽見的一句

是：可以如何？更悲的是，人販子眼目放於小童、青少年、婦女身

上，無論這群被定為目標對象的是自願還是非自願，他們已被加入

為製錢工具。當他們發現實情時，還可以選擇嗎？

羅姆人的美貌、音樂、舞蹈、靈活多變、聰穎等天賦，若不再

用於黑暗的國度，回歸於光明的國度裏，用來敬拜讚美服侍上帝，

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當羅姆人無論遷移往那裏去，都帶著耶穌基

督轉化生命的香氣及好消

息，成為祝福更多生命的

使者。是何等佳美！

羅姆人的身、心、靈

是上帝所珍惜的，就如上

帝珍惜你和我一樣。每一

位蒙恩的基督徒可以如何

回應羅姆人的需要？

祈禱事項

1. 為羅姆人有各種才藝感恩。

2. 為羅姆人知道他們的才藝是神所

賜予，應該用於光明國度禱告。

3. 求神興起更多人去服侍羅姆人，

讓他們知道自己也是神所愛的人。



第
十
二
日

羅姆人的困境
Kristel Ortiz 著  金繼宇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佔領歐洲

期間，羅姆人與猶太人以及其他少

數族群都有計劃地被囚禁與屠殺。

隨後，在東歐的共產政權下繼續受

到迫害。

雖然，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

但幾乎所有的羅姆人今天仍繼續面

臨難以想像的艱難與障礙。歐盟把

羅姆人稱為「吉普賽問題」。在斯洛伐克的一個城市裏，流浪狗多

得為患，於是政府來一個一石二鳥的政策，允許飢餓的羅姆居民烹

食狗肉。成千的羅姆人住在共產時期遺留下來的水泥塊碎屋中，據

估計有 55%羅姆人的住處沒有電、熱水或排水設備。

在刺骨寒冷的冬季中，羅姆人必須燒柴取暖，但許多商店拒絕

把木柴賣給羅姆人。他們被迫要燃燒刨花板和其他廢料，所釋放出

來的氣體不但污染空氣，更使處於困境的羅姆人患上掉牙等病症。

大多數羅姆的社區已經貧窮不堪，但更令人驚愕和不安的是，

在擁擠與滿地泥濘的街道上與臨時房屋中，看不見十餘歲的青少

年。健康的青少年人 (多達 70%)被視為威脅與麻煩，關在精神病
院中。

神顧念在這種痛苦中

生活的人，在斯洛伐克東

部的羅姆社區中，一個空

前的大覺醒正持續地席捲

一個個的村莊，而且越捲

越大。

祈禱事項

1. 為歐洲的「吉普賽問題」能轉變

為「吉普賽讚美」禱告。

2. 為斯洛伐克的羅姆人青少年能在

正常的環境中成長禱告。



第
十
三
日

衝破障礙的婚姻
Kristel Ortiz 著  金繼宇譯

1999年，一個住在斯洛伐克
Sabinov地區的羅姆人 Marian，妻
子患病死去，獨自傷心地撫養五個

年幼的孩子，以喝酒來麻醉自己，

但逐漸意識到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中。

一個晚上，Marian屈膝求告所
不認識的神把他從酒精中釋放，並

且幫助他撫養孩子。幾天後，他的侄兒邀請他到瑞士作街頭演奏。

Marian到了瑞士不久，開始參加瑞士人的教會。「在那裏，我感
到喜樂與希望。」Marian回憶說：「我聽到關於耶穌的事後，就
邀請祂進入我的心。」

更奇妙的，他遇見了寡婦 Elisabeth，兩人墮入情網。但
Elisabeth的家人和教會裏的一些弟兄姊妹都認為，羅姆男人不能
娶一個瑞士女人，Elisabeth也知道若嫁給Marian要作出很多犧牲。

面臨這個巨大的抉擇，Elisabeth逃到山上去尋求神的心意。
當她的視線越過雄偉的山峰時，注目於山頂上的一團雲，她說：「神

阿，求祢指引！」雲數度隨

著她的祈求而移動，並且聽

見 神 說：「 嫁 給 Marian，
去住在斯洛伐克的羅姆人

中。」於是，Elisabeth不再
猶豫，2000年時離開家人，
賣掉有 11間房的山莊，嫁給
Marian，搬到斯洛伐克去。
後來，Marian成為了傳道人。

祈禱事項

1. 為羅姆人的婚姻禱告，特別是早婚

的夫妻，求神教導他們如何相處。

2. 為 Marian 和 Elisabeth 的家庭和

事奉祈禱，求神使他們一家以基督

為首，事奉有力。



第
十
四
日

羅姆人的覺醒
Kristel Ortiz 著  金繼宇譯

斯洛伐克的 Sabinov像其
他地區的羅姆人社區一樣，一

直被許多問題所困擾，約 95%
的羅姆人失業，酗酒、亂倫、

偷竊與暴力。他們也抗拒受教

育，不能融入當地人社區，又

與多數歐洲人之間互不信任及

彼此怨恨，活於不安的惡性循環之中。

但被聖靈喚醒的羅姆人正發生驚人的改變！

在Sabinov，犯罪率急劇下降，地方當局不僅表示訝異與感激，
而且也希望與教會合作興建社區中心，讓兒童有乾淨、安靜的地方

學習和遊玩。

Marian傳道說：「我們要領人歸神，但也要禱告，並且盡力
改變家庭與教育程度，使大家將來有較好的機會。許多羅姆人移居

英國，因為他們在這裏一無所有，但卻沒有人從教會出走。他們寧

願留在這裏，因為有神的同在，勝過那裏的錢財。為他們能按照神

的話而活，我們感恩；看見初熟的果子，我們得到激勵！」

羅姆信徒所擁有的雖少，但家裏

乾淨整潔，衣著保持整齊，連乞討也

停止了，並顯出對教育、夥伴關係與

生活質素有所期待。他們找工作，不

再酗酒。改變之大，連許多政府官員

都察覺，並且說，信仰所產生的長期

正面效果遠比以前引進的任何方法或

計劃來得明顯。

祈禱事項

1. 為羅姆人的社區得到更新感

恩。

2. 求神感動當地的居民，更加

接納羅姆人，並支持他們締

建和諧、安靜的社區



第
十
五
日

羅姆人的宣教異象
Kristel Ortiz 著  金繼宇譯

「神總是使用那些世界認為不配

的人作祂大能與榮耀的器皿。如果神

使用羅姆人帶來席捲歐洲的下一波復

興，我不會感到訝異。」宣教士 John 
Bean有這樣的體會。

John 與妻子 Daralena 從 2008
年起在斯洛伐克宣教，現在從事羅姆

人福音工作。他們積極培訓羅姆人領

袖，並開創各種事工以提升地方教會。

在 Sabinov，Marian的教會拓植了 4個教會，也把福音傳到
13個以上的社區。新的教會不斷建立，需要更多的領袖。

在羅姆人村莊 Ostravany，一個教堂座落在市區的垃圾掩埋場
上，因這是會眾唯一可用的地方。雖然周遭很骯髒，教堂本身卻非

常整潔乾淨。在 Milpos的村莊，每一個居民都已接受基督。

Marian說：「神已經告訴我們，祂要為我們這裏成就一個偉
大的使命，不僅為斯洛伐克，也會越過邊界。我相信，我們將會有

宣教士到烏克蘭和更遠的地方

去。有神與我們同工，必遠遠

超過我們單獨所能作的。」

被主流社會排斥和擯棄一

旁的羅姆人，在耶穌裏得到接

納，數以百計的羅姆人已在屬

靈上覺醒，並且在生活、家庭

與社區上改變。無論聖靈有何

指引，羅姆人都會熱切地跟隨。

祈禱事項

1. 為羅姆人教會領袖的培訓工

作禱告。

2. 為在羅姆人中間能結出更壯

碩的果子求神恩待。

3. 為羅姆人教會有向外拓展的

異象感恩，求神興起更多羅

姆人向外傳福音。



第
十
六
日

舒解羅姆人困境
編輯室整理

12個東歐地區的政府宣佈，2005
至 2015年是「協助羅姆人融入社會的
十年」(Decade of Roma Inclusion)，
但至今仍未能看見顯著的成果，羅姆

人在經濟、教育或政治方面仍處於社會的邊緣。

今日，羅姆人專為同胞服務的組織已較從前為多。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於 2011年發表了《協助羅姆人融入社會策略
― 2020》(Framework for National Roma Integration Strategies up to 
2020)，顯示國際間對羅姆人「融入社會」的關注和承諾。過去數世
紀，試圖「解決羅姆人問題」的行動從未嘗試聽取羅姆人的意見，

但這次的「十年目標」，羅姆人也積極參與。

2012年 3月「歐洲人權議會」發表報告，Thomas Hammarberg
呼籲召開「歐洲真相會議」，以處理羅姆人受迫害的實況；他明確

的指出，問題根源在於「主流社會的態度」。

南塞爾維亞的羅姆青年領袖Misha Bakić說，他自覺像「二等公
民、十足的動物，而不是一個真正的人」。這些多元、複雜和彼此

纏繞的生存問題，加深了羅姆人和主流文化之間的鴻溝。他相信，

只有教會及一些「屬靈機構」

能在全球層面上提供幫助。

要幫助羅姆人改善生活，

教育是主要途徑。Misha冀望
教會能裝備羅姆人，讓他們

能「在社會各個階層」代表

自己的同胞。

祈禱事項

1. 為歐盟和人權議會醒覺要協助羅姆人

融入社會而有各項計劃感恩，為這些

計劃能夠發揮實際效用禱告。

2.為羅姆人實際得到接納，求神讓當地

人的心敞開，不再拒絕羅姆人。

3.為當地教會有機會幫助羅姆人融入社

區禱告。



第
十
七
日

羅姆人在德國	之一
林珍良

千多年前，羅姆人已散居在歐洲

各地，但被冠上撒播黑死病和鼠疫、

偷竊和行巫術的罪名，當時歐洲的各

國王朝逐步驅逐羅姆人，他們被迫流

浪。

二次大戰時，德國希特勒的滅種

計劃，也包括羅姆人在內，據估計，當時死亡的羅姆人多達 50萬。

德國為表示痛悔殺害猶太人，為他們建立紀念館、紀念碑，舉

行紀念集會；但同樣承受滅種傷痛的羅姆人，卻好像被遺忘了，直

到 2012年 11月，德國總理梅克爾才在柏林國會大廈旁，為被殘害
的羅姆人露天紀念館揭幕。

羅姆人的數目不易掌握，根據德國《明鏡雜誌》(Spielgel)，
2013年的估算，在德國約有 10萬。但長期以來，他們有意識的保
護自己的傳統文化，不積極融入當地生活，導致他們的權益與需要

一直不被關注。直到 1970年代，一群羅姆人意識到他們不能再自成
生活圈，要為自己的基本生存權利發聲，也不喜歡再被世人用含有

貶義的「吉普賽人」來稱呼。於 1980年代成立了「德國辛堤人及羅
姆人中央委員會」，開始積

極推動辛堤人 (Sinti)及羅姆
人 (Roma)族裔的民權運動。
在近 30年的爭取後，才建立
了紀念館。對羅姆人來說，

這是遲來的正義！

祈禱事項

1. 為二次大戰期間在德國被殺害的羅姆

人後代禱告，求神醫治他們的傷痛。

2.求神使辛堤人和羅姆人爭取權益的運

動能被重視，他們得著公平的對待。

3.為羅姆人露天紀念館能建立感恩，求

神讓德國人有真正願意補償羅姆人的

心。



第
十
八
日

羅姆人在德國	之二
林珍良

根據一項德國研究顯示，四分之一的德國人

希望羅姆人離開，二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羅姆人

有犯罪的傾向。德國媒體，或說整個歐洲的媒體

筆下，羅姆人的形象除了偷竊外，還加上販賣孩

童、販賣器官、女性賣淫等，全是負面的。

雖在二次大戰被殘害，在柏林圍牆倒下後，

羅姆人又慢慢移居到德國，居住在羅馬尼亞及保

加利亞的，為求更好的生活，也開始往西歐移動。

1999年的科索沃種族內戰，羅姆人被視為與
塞爾維亞人同路，阿爾巴尼亞人以武力強迫他們

離開家園。基於人道主義，德國政府接受這批新難民 (估計 5-7萬 )，
為他們提供住所，享有社會福利，可以參加提供給所有外來移民的

「融合課程」(Intergrationskurs)。

但海德堡研究學者指出，在德國的羅姆人仍舊說母語，並不積

極學習德語以及政治、文化、制度及風土民情。因為語言的隔閡，

羅姆人無法找到工作，也沒法參加政府提供融入德國社會的措施。

在柏林，夏天常見他們在空曠的公園草地上搭帳蓬，或長期住在旅

行車裏，替在等紅燈的車子擦玻璃，在街道拉手風琴表演等，賺取

微薄的收入，仍生活在困苦

中。 祈禱事項

1. 為德國人能正面的認識羅姆人

禱告。

2. 為在德國的羅姆人有能力並願

意學習德語，融入德國生活，

並能提升生活質素禱告。



第
十
九
日

你讓我知道
鷹子

羅姆人重視家族，卻不太重視教

育，十三、四歲便開始談婚論嫁，生

兒育女；假若十八、九歲還未成親，

各方面的壓力便會接踵而來。由於學

歷不高，適合的工種不多，又早早成

親，要負起家庭重責談何容易，好些

長久還要倚靠父母的供養呢！

在塞爾維亞，一位剛二十歲的俊俏年青羅姆小伙子，有才能，

但限於教育非必要的觀念，中學畢業後便無法升學。他從英語動畫

片自學英語，也自學作曲和唱歌，懂得彈琴和打鼓；懷著夢想，將

自己的作品上載 youtube，盼望有一天能振翅高飛。因為沒有經濟能
力，理想便變為泡影。如化石般的早婚傳統下，他已被催婚多年，

現時仍在抗爭！

羅姆小孩的長相很可愛，單純活潑。一次的兒童活動裏，一位

只有十五歲，但已經懷孕、腹部隆起的女孩坐在其中；當遊戲時，

她很想參與，礙於腹大便便無法盡興。然而還是小孩的她已經要當

媽媽了，她的一生會怎樣？下一代又會如何？

早婚是他們的傳統，道德倫理混亂是痛苦的事實，文盲比比皆

是，而且經濟拮据，受盡社

會的歧視……正循環不息的

在延續，相信只有神的救恩

才可以打破這個困局。

祈禱事項

1. 為羅姆人能破除早婚的觀念、

重視教育、脫離社會低層禱告，

2. 為羅姆人的家庭、道德、倫理

能歸於正道，合乎真理禱告。



第
二
十
日

羅馬尼亞的羅姆人
Vivian Chew

2014年 10月初一個雲層密佈的晚
上，我們前往探訪羅馬尼亞的羅姆基督

徒社區。甫離開所坐的小貨車，已被一

群青少年男孩熱烈地包圍，但我們沒法

交談，只能一起在黑暗中踏著碎石，走

上一個小山丘。

山丘上有更大群的人，也有一盞微弱的燈光。這個稱為「教會」

的地方，其實是一個集裝箱，沒有任何設施。附近的村民都來與我

們見面，但地方實在太少了，很多人只能站在外面。

這個社區沒有學校，更沒有幼稚園，只有兩公里以外的一所公

立學校。而大多數的父母都不懂得讀和寫，試想，能進入一年級的

小孩有多少？縱使進了學校，也需要老師額外的幫助，老師有機會

個別輔導嗎？他們一進入學校便注定落後了！

下雨天，孩子踏著泥濘回校，滿身骯髒，更不易被其他羅馬尼

亞兒童接納，所以，羅姆孩童一般在四、五年級時便會退學。

可以扭轉這個情況嗎？可以的。在這個村子裏開辦幼稚園和課

後輔導，幫助孩子們的功課。

當羅姆人成為基督徒

後，他們不單較為快樂，而

且樂意把孩子送到學校去。

在這個地區內，有一個社區

本以沉沉大醉而聞名，但當

人們接受了耶穌之後，所有

酒吧都關門，這群羅姆人也

成為誠實可靠的商人。哈利

路亞！

祈禱事項

1. 為羅馬尼亞羅姆人教會得到成長，

並有適合的聚會環境禱告。

2.為羅姆人孩子不被排斥，能在學校

順利完成學業禱告。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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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

神讓我能愛羅姆人
Viktor Sabo 著  吳秀娟譯

90年代初期，前南斯拉夫發生內戰，
局勢混亂。我們的住所距離教會很近，每

日都有很多人來到我們家，希望得到一些

藥物、食物或衣物。隨著，很多羅姆人也

來了，我們必盡所有與他們分享。

戰爭結束後，人道援助也停止了，但

每個星期天仍有一位羅姆人女士來到我家，

妻子也一定給予援助。我們也有一位弟兄

和一位好朋友，分別服侍不同的羅姆人。

有一天，妻子對我說：「我們一起到羅姆人社區去傳福音。」

向羅姆人宣教的想法遂在我腦海中盤旋。當妻子第二次發出同樣的

問題時，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跪下禱告說：「主！若祢要我在羅姆

人中間服侍，求你賜我一顆對他們火熱的愛心。」

翌年，我們搬到另一個城巿，神開始將羅姆人帶進我的教會。

那時，我的心已被挑旺，我愛他們，願意進入他們的家，與他們同

住同進膳，也與他們同哭同歌唱。

神在我的生命中行了一件奇妙的事！記得有一日，我甚至對神

說：「你為何不讓我生為羅

姆人，那麼，我可以與他們

更親近。」

我深信只有當我們接受

神的愛時，當我們順服祂和

遵行教導時，才有能力去服

侍其他人。

祈禱事項

1.為 Pastor Viktor在教會的事奉和
關愛羅姆人的工作禱告，求神

加力。

2. 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愛他人，

特別是愛羅姆人的心禱告。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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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

事主的人必蒙福
徐國銘

阿根廷牧者 Tibor Varga來到塞爾維
亞，服侍羅姆人。我們一行五人探訪他

的教會，一進入便看見許多天真可愛的

小孩子。地方是一位弟兄借出的，兩座

平房中間搭建了一個簡陋的大帳篷。到

達後，Pastor Tibor從車廂取出一大箱麵
飽，這是他從麵飽店以平價購入前一天賣不出的麵飽，由姊妹們預

備簡單的熱湯，一起在帳棚下用餐，好讓一些窮苦家庭和小朋友得

到溫飽。

他所照顧的羅姆人都很貧窮，絕少受過教育，低收入及低就業

率，極需要教會扶持。面對經濟和資源上的需要，Pastor Tibor表示，
現時只有一個西歐教會每月奉獻 250歐羅支持，其餘便要等候神的
供應，雖偶爾收到一些捐獻，但不穩定。

他們共有 7名子女，只有太太在中學教書有穩定的收入；大兒
子在神學院學習，其餘的子女仍在求學，而長女打算畢業後也入讀

神學院。面對資源的短缺、家庭的需要，Pastor Tibor仍充滿熱誠地
服侍羅姆人，馬不停蹄地進入村中探訪貧困的肢體，用盡方法幫助

他們解決生活上的需要，甚至動手替他們修補破爛不堪的居所。掛

在他口中的一句說話 ”Live by 
Faith”，成為我很大的激勵！他就
是這樣以信心，靠著神的供應，

牧養著這個教會。他讓我們看到

事奉主的人是如何蒙神賜福！

祈禱事項

1. 為 Pastor Tibor的服侍和他的家
庭有足夠的經濟支援禱告。

2. 為所有服侍羅姆人的宣教士以

及牧者禱告。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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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維亞的熱湯午餐
陳惠雪

隨著塞爾維亞的傳道人 Pastor Tibor
探訪他的教會。

一扇小鐵門的背後，右邊是一座平

房，用作敬拜聚會；左邊是一幢兩層高的

樓房，住了多戶人家。中間的空地，有一

個大帳棚，裏面放了很多長桌和長椅。那

天是每兩天一次派麵包和供應熱湯的日

子，來的有羅姆人，也有匈牙利人，更有

一些是智障和有情緒問題的人，還有一群家境貧窮的小孩，大家都

坐在帳棚裏喝熱湯。對他們來說，這是恩典的時刻，不必在外面遊

蕩挨餓。

Pastor Tibor逐一與他們交談，並告訴我們每個人背後的故事。
他們有些是自暴自棄，原因是被歧視、被欺壓、沒有盼望，力求上

進而不果；其中有些婦女被丈夫拋棄，甚至結婚多次，帶著兩三個

小孩無以維生。Pastor Tibor把他們帶到這裏，隔天供應一餐熱湯，
或給他們一條長麵包，讓他們得著基督的愛，並在基督裏找到自我

的價值，重整生命。

晚上，參加了他們週六的青年人聚會，十多位年青人一起唱歌

敬拜，由一位羅姆青年帶領。

整齊的衣履、流暢的英語、

純熟的彈奏結他，有在基督

裏的活力和生命。這讓我看

到，只有在基督裏，他們才

找到出路，他們的生命才得

著更新。

祈禱事項

1. 為這群窮困的羅姆人，特別是

那些有缺陷的羅姆人在主裏得

釋放禱告。

2. 為當地的年青人在主裏有紮實

的生命，有願意事主的心禱告。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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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

羅姆人與華人
唐緻靈

聽過羅姆人的故事後，不禁要問︰「華

人教會和信徒可以做些什麼？」

華人在歐洲與羅姆人同為異鄉客，彼

此的經歷容易引起共鳴。雖然兩個族群都

有自己的傳統和文化特色，但相同的也不

少，例如家庭觀念都很重，同在異鄉求存，

也許華人教會能發揮特別的作用。期盼華人教會和信徒能夠：

放下歧見，伸出友誼之手：雖然他們有時會到華人的店裏偷東

西，但我們是否因與這族群有不愉快的經歷，就以同樣的態度去看

所有的羅姆人，認為他們不配認識耶穌，不願意將福音傳給他們呢？

耶穌說：「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重新認識：不少偏見和歧視源於對事實的誤解，或只道聽途說

以偏蓋全。我們是否願意先除去心中對這個族群的標籤，以神的眼

光、耶穌基督的愛重新去認識、了解他們呢？惟有我們真心視羅姆

人同為神寶貴的兒女，願意視他們為弟兄姊妹，才能真正將神愛世

人的訊息傳遞。

代禱和祝福：如果華人教會能夠從今天起，也將羅姆人放在未

得之民之列，殷切地為這個族群

提名禱告，這個代求必定會更有

力！

一位參與服侍羅姆人的塞爾

維亞牧師曾說，最重要學習的語

言就是愛！

祈禱事項

1.為華人教會和信徒能真正愛羅

姆人祈禱。

2.為華人教會願意支援羅姆人教

會祈禱。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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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日

喜歡唱頌的羅姆人
程國儀

在「2014羅姆人宣教研討會」
的一個晚會上，敬拜隊開始奏樂歌

唱，馬上傳送了一股熱情，台下眾

多的羅姆人隨即響應，站起來拍手

和唱，一時歡欣頌讚響徹。忽有數

位羅姆人手拉手步出通道，翩然起

舞，片刻間，一條舞蹈的長龍環繞

著會場，載歌載舞，喜樂滿溢。一

幅圖像浮上心頭：「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

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

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上帝，

也歸與羔羊！』」(啟七 9-10) 是的，當在寶座和羔羊面前，他們應
該唱得更響亮！

但 80% 的羅姆人是文盲的，如何向他們傳福音呢？如何培養
他們成為主的門徒、福音使者呢？若是以唱頌的方法，向他們傳講

福音故事和教導聖經，栽培他們成為門徒，再引導他們唱述自己如

何跟從主和生命轉變的經歷，應該是一個吸引而可行的途徑。在日

漸以視聽為樂的世代，

散居歐洲各地長於音樂

的羅姆人信徒，可以成

為強大的宣教潛力，在

基督信仰日漸下滑的歐

洲，作福音精兵，復興

歐洲。

祈禱事項

1. 為羅姆人有美好的音樂感而感恩。

2. 為羅姆人的文盲比率能夠降低仰望

神。

3. 為有人願意教導羅姆信徒學習唱頌

或講述聖經故事禱告。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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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羅姆門徒之法
羅錫為

在匈牙利，我認識了保羅拉法牧師夫

婦。

拉法牧師其貌不揚，門牙掉了，胸椎

後突，是個駝子，又是羅姆人。師母則是

匈牙利人，大學畢業，樣子甜美，皮膚白

晢，是個美人胚子。我一看見他們，就聯

想起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或譯《鐘樓駝俠》)。

拉法夫婦是在一個基督教網站上認識的，從筆友開始。師母並

沒有以貌取人，因大家有同一的堅定信仰和傳福音心志；奇怪的是，

師母的基督徒父母不嫌獨生女嫁給窮傳道羅姆人，反而是保羅的羅

姆家族不太喜歡這個漂亮的匈牙利媳婦。

拉法師母說，雖然大家說同一的語言 (匈牙利的羅姆人大多數
會說匈牙利語 )，但所做的是「跨文化」的宣教工作。在羅姆人當中
得門徒，是要帶領信主的人跨越文化。不單是匈牙利人歧視羅姆人，

羅姆人也會看不起匈牙利人。她的婆婆認為匈牙利女子不懂煮飯、

料理家務和帶孩子。

羅姆人會歧視族外的人，

也會看不起族內社會階層低的

人，所以在他們中間得門徒，

同樣要突破社會階層這一關，

才可以贏得靈魂；而且要藉福

音打破他們之間的「小文化」

隔閡，把他們完全領進教會去。

祈禱事項

1. 為匈牙利人與羅姆人能彼此接

納，和諧相處禱告。

2. 為拉法牧師的家庭禱告，並求神

使用他們成為匈牙利人與羅姆人

之間的橋樑。

3. 為有匈牙利人信徒願意從事跨文

化宣教向羅姆人傳福音禱告。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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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旁婦人的故事
羅錫為

拉法牧師夫婦二人接受神學

訓練後，跑到匈牙利邊陲一個羅

姆人聚居的市鎮，向政府租了個

小地方，開了個教會。每天在市

集和路上散發單張，逐家探訪，

要向未得福音的同胞還福音的

債。但是一年下來，每個主日都

只有他們夫婦和兩個兒子在小禮

拜堂做禮拜。

直到一天，一個羅姆婦人跑進教會裏，什麼也不說，只是坐著，

不住飲泣。她每天都來，哭了整整一個禮拜，終於向師母開口說她

的辛酸故事了。丈夫病死，夫家搶走她的房子，把孤兒寡婦趕到街

上。她無依無靠，無家可歸！牧師夫婦憐憫之心頓起，接他們回家

住。這個婦人決志信主，不再哭了，回到村去，向鄰舍傳福音，一

家一家的把他們帶到教會來。再一年，教會坐滿了人。不夠用，憑

信心買了一個空置的鋪位，作為新教會的基址，雖目前尚欠建築材

料和工具的經費，他們相信神會預備一切。

在那個偏遠的羅姆人教會中，我親眼看見他們以生活和經歷，

證述他們所說的得門

徒之法。而我又到處看

見，在羅姆人中間，福

音莊稼已熟，正等候莊

稼的主差人到他們那

裏，告訴他們上帝的救

恩已為他們預備。

祈禱事項

1. 求神賜更多的井旁婦人給羅姆人的

教會，領更多人進入教會。

2. 求神帶領拉法牧師及其他羅姆人的

教會得到擴展，成為當地的燈台，

照亮幽暗的羅姆人社區。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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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教會的羅姆人宣教事奉
歐耀強

要服侍羅姆人，華人教會和信徒要在心

態上預備，願意接觸一些邊緣群體；同時也

要有跨文化的訓練，認識羅姆人的文化，更

要懂得把握機會，接納和信任羅姆人，與他

們建立友誼。

華人的宣教策略可以有多類，筆者建議

先從大門的服侍開始。歐洲有很多羅姆人，

在法國約有 50萬羅姆人，單在巴黎已有 14萬之多。羅姆人就在我
們的門前。

關心羅姆人，針對他們實際的需要，如供應食物，改善生活環

境，提供工作和教育機會，鼓勵他們上學，提升他們的知識和文化，

幫助他們擺脫低下層的貧困生活，都是直接和吸引的。也要用愛心

和真理提升他們的自我形象，除去退縮心態，更新婚姻觀、時間觀

和人生觀等。其實，服侍羅姆人可做的事甚多，要看教會各方面的

資源，能提供那些實際和屬靈上的幫助。

當一位羅姆人的生命更新後，對自己的同族是有力的見證，較

華人向他們逐一傳福音來得容

易。我們可以與羅姆人教會合

作，也可以與在從事羅姆人工

作的宣教機構或教會配搭，就

比較容易進入了。

羅姆人一般比較自卑和內

聚，需要我們耐心和愛心的等

候，也需要有神的眼光和耶穌

基督憐憫的心腸，而不是從自

己的喜好出發。

祈禱事項

1. 為各地的華人教會能關懷自己的鄰

舍，願意從事跨文化事奉禱告。

2. 為法國的華人教會看見周遭的羅姆

人的需要，願意服侍他們禱告。

3. 為華人教會有機會與不同的教會和

機構配搭服侍羅姆人禱告。



第
二
十
九
日

全方位的福音外展
Melody Wachsmuth 著 溫以德譯

連鎖性的貧窮、求存的心態、低教育水平、

文化的孤立和社會持續的歧視等因素，都導致

羅姆人無法脫離歐洲社會的低層。

學者 Miroslav Atanasov的研究結論是：
有效的門徒培訓一直都被證實能改變人的生命

和更新羅姆人的文化。他在保加利亞 (Bulgaria)
所作五旬宗羅姆基督徒的研究，突破性的發

現，成功的關鍵在於一位有整全福音事工異象

的基層羅姆人牧者。

塞爾維亞西北部的牧者 Alexandar Subotin 於 2008年開始注重
基督「作在最小的身上」的命令 (太二十五 35-40)，不惜付出任何代
價。他說：「很多羅姆人聽到福音時一般對人生已不存希望，所以

接受了福音，並且心中火熱，卻不懂得在火上加柴。」

隨著工作和對象的需要，他會擔當牧者、律師、維權人士、護

士或輔導員等角色。他說：「上帝給我這些人，我必須服侍他們，

與他們同行，鼓勵他們。不能單單把福音傳給他們，更需要鼓勵他

們找工作，過正常的生活。」

他也說，暴力和巫術如

今已在減少，在學和合法結

婚的情況也有改善。有較多

的羅姆人擁有自己的證件，

在社會中也有了合法的地

位，因此對就業的期望上升，

也較重視保持居住環境的整

潔了。

祈禱事項

1. 為服侍羅姆人的牧者、教會和機構禱

告，求神賜他們有整全福音的異象。

2. 為羅姆人得到當地政府和人民的認

同，在社會上有應得的地位禱告。

3. 為羅姆人懂得自我提升，要求過積極

的人生禱告。



第
三
十
日

整全宣教項目「路得事工」
編輯室整理

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的「路
得事工」(Project Ruth)，是一個非牟利組織，由羅
馬尼亞浸信會聯會運作，給予羅姆人整全的服侍。

1993年，他們首先開辦 Ruth School，
向貧窮人提供教育，並且為學生提供午餐。

每年遞增一個班級，如今已由幼稚園到第八

級。其他的項目包括照顧病者的醫療中心和

Naomi Center，教導婦女手工藝，並有托兒
服務等。

更重要的是他們建立了教會，也在

1999年開辦培訓有意建立教會的羅姆傳道人和領袖的Gypsy Smith 
School，是少數專門裝備羅姆人傳道的地方之一。50名畢業生很多
已是牧師、長老、執事、青少年事工及聖樂傳道、植堂者或宣教士。

同時，他們也透過義工計劃訓練下一代接棒。可以說，這是一

個全人關懷的成功例子，包括了身、心、社、靈、管五方面的服侍。

然而，「路得事

工」只在一個社區內

推行，還有很多很多

社區需要同類的服侍。

華人教會有這樣的前

瞻，為羅姆人提供同

類服務嗎？若能集合

眾華人教會的資源，

一同服侍一個特定的

羅姆社區，相信是可

行的。

祈禱事項

1. 為「路得事工」的服侍感恩，求神繼續使

用他們培育更多羅姆人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2. 為同類的整全服侍能在不同的羅姆人社區

開展禱告，求神感動更多人投入服侍。

3. 求神感動華人教會和信徒興起，願意服侍

羅姆人。

4. 在華人教會尋索服侍羅姆人的模式時，求

神顯明祂的心意。



為羅姆人舉行
健康講座

與羅姆人小孩在玩遊戲

帶領羅姆人小孩角色扮演

東歐羅姆人短宣服侍簡介

參觀一個機構為羅姆
人小孩開辦的學校

日期：5月6-8日

地點：匈牙利東部

聯隊：布達佩斯匈牙利華人基督教會

目的：認識羅姆人社群及其需要

對象：歐洲華人教會教牧同工

日期：7月初旬

地點：匈牙利東部

聯隊：布達佩斯匈牙利華人教會、歐華神學院同學、		

加州柏克萊中華歸主教會

目的：為羅姆人家庭舉辦講座及青少年、兒童營

對象：有意多認識羅姆人需要的牧者及信徒

日期：8月5-16日

地點：塞爾維亞北部

目的：專業考察，探討如何發展該地區以下的事工：

學前教育、課後託管、社區保健、醫療服務、

家庭輔導、青少年工作、溫室耕種、農產銷售市

場、房屋修補等

對象：相關專業人士

人數：8人

日期：9月25日至10月5日

地點：阿爾巴尼亞、希臘、馬其頓等地區

目的：考察上述地區的羅姆人社區的需要及可作的服侍

對象：有意多認識羅姆人需要的牧者及信徒

人數：若多於12人會分為兩隊前往不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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