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奧德莎宣教
在任何環境或疫情中，神是我們的元帥，我們還怕甚麽？-- 胡家亮牧師
一、建立初期教會模式--家裡聚會
2019 年神帶領我和蔡本傑弟兄來到烏克蘭的奧德莎市(Odessa)，開始了 12 天在華人教會的事奉、查經、
團契和傳福音。當時弟兄姊妹正在經歷一個低谷的時期，我和他們禱告，彼此勉勵。短短的 12 天，我們
一起見証了神的帶領和完美的安排。後來，我們回加拿大與差會 (COCM Canada) 分享這見証，盼望重回
烏克蘭宣教，我們於 2020 年 2 月 27 日抵達奥德莎市繼續宣教的工作。
正當這時，世界發生了疫情，奧德莎教會停止了聚會以後，一直找不到聚會的地方，教會的弟兄姊妹有
的到俄語教會崇拜，但總是有點徬徨。及
至 3 月開始了在家裡的教會聚會，其後無論
是祈禱會、查經班、團契、主日崇拜、聚
餐和開會都在這個地方舉行，真的嘗到使
徒行傳的初期教會模式。我確信宣教是神
自己的工作，衪一定會完成這工作。我們
得到這寶貴機會參與神的事工，真是榮幸有福。

二、網絡聚會
奧德莎市近期發生了兩次火災，分別在一間旅店和一間書院，一共死了十幾人。加上近日有爆炸恐襲事
件，經濟和政治不穏定，疫情變化，危機四伏。其實全世界都在動盪當中。感謝神，我們在衪裡面找到
真平安。在危機裡面，我們雖然面臨危險，但也找到機會。在我們抵達奧德莎不到一星期的 3 月 3 日，
政府已證實有一位本地人確診感染了新冠肺炎（COVID-19） 病毒。雖然患者是別城的居民，但整個烏
克蘭都陷入緊張狀態。中國領事館發出告示，通知所有學生不要參與任何聚會。以前教會在我租住的家
裡已開始了的崇拜和聚會，後來改為上網形式。其實在這裡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宣教工作不是天色常
藍，花香常漫，反而是重重險阻，危機四伏。感謝主，使徒行傳一早就啟發了我們，每當教會要發展的
時候，必都遇上反對的力量。
正當教會要轉為網絡形式聚會時，在我租住的地方網絡無緣無故地失靈，奇怪的是這網絡一直沒有事的。
加上蔡弟兄突然身體不適，有胃痛，也找不到原因。在這些困難中，我們只想感謝讚美主，因為洪水泛
濫之時，耶和華仍然坐着為王。祂細心的帶領我們每一步，也容許一切的事情發生在衪權能管轄之中。
再一次感謝主! 網絡在聚會之前已修理好了，而蔡弟兄在一天之內已回復健康，感謝上主!
這些困難正正顯示我們目標是正確的，而神要在我們的軟弱中，顯出祂的榮耀、能力和權柄。我們所誇
和引以自豪的，是我們所跟從的神。我們沒有什麼才能，也沒有勢力，每天只靠主得力。

雖然疫情改變了很多作事工的方法和方式，但卻帶出新的機會和創意。參加網絡聚會的人有學生、商人，
而其中也有未信主的。後來我們增添了新的網絡俄語班，由一位資深、讀法律的弟兄教學，另蔡弟兄加
插了新的網絡英語活學班，教會也開始了網上多組祈禱會。
在疫情越發激烈的時候，就越發看見教會的興旺。目前的上網崇拜聚會，已由開始的七，八個人增至十
四，十五人了，而其他事工也不斷在進行中。3 月 25 日蔡弟兄緊急回加拿大以後，卻沒有終止他的事奉，
反且因上網形式，他仍能保持帶領活學英語班和小組祈禱會；最奇妙的，就是他藉着網絡，可以繼續提
供跨國電腦技術支援。還有更興奮的事情，就是若是神開路的話，他將會考慮和本地弟兄姊妹，一同藉
網絡進行跨國宣教的事工。宣教的事工，是不會因瘟疫而停止下來的。

三、藉另類活動傳揚福音
除了在網上聚會的查經、講道和教授基本英語班外，我們還加添了另類活動，包括吃住家飯聯誼，打乒
乓球和羽毛球。這些活動在動盪的日子中，吸引
了不少參加者，其中有人分享個人的信仰歷程。
感謝神，弟兄姊妹大發熱心，願意藉這些另類活
動，叫人聽到福音。我們很清楚這是一場實地戰
爭，而且我們的敵人不是屬血氣的。但神是我們
的元帥，我們還怕什麽？「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 12:12）
隨着全球 COVID-19 疫情轉差，烏克蘭和大多數國家一樣，採取了一些安全措施。在 3 月 12 日，烏克蘭
正式封關三星期，讓疫情減低其散播的風險。專家説，這次疫情是人類在這一百年來從未經歷過，也沒
有經驗去應付的。在此，我和蔡弟兄都一致認為，在人沒法控制的環境裡，要先擺神在第一位，認定神
是掌管一切的。
在奧德莎市的華人教會，我們繼續上網帶領查經、講道和教英文。我帶領教會的查經和講道中，都論及
人只能在神裡面找到真正的平安。蔡
弟兄還加插了英語電影及討論。感謝
神，有弟兄姊妹發起煮飯菜送餐給留
學生的事工，我和蔡弟兄也有參加，
與一個家庭一起蒸牛肉包子和煑港式
咖哩雞，送給學生們吃。
在建立教會中，我們遇到不少阻擋，包括發起送餐的弟兄，在公車上被人偷了手機，而最近又身體不適；
我們家中的網絡，每次和教會開視像聚會都有故障；國家關閉的措施，影響我們不能聚會和探訪; 此時
有人生病患感冒; 蔡弟兄有第二次的胃痛，我也患了感冒。我和蔡弟兄都堅信，像使徒保羅一樣，雖然
面對諸般的困難，但總不至死，若死了也是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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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波蘭宣教事工 -- 梁嘯吟傳道
COVID-19 疫情在世界各國蔓延。由於波蘭四周國家的疫情日漸嚴峻，從 3 月 11 日開始，各大學陸續停
課。我們在羅茲（Lodz）和格但斯克(Gdansk)的團契已經暫停兩週了，常規的教會聚會受到嚴重挑戰。
從 3 月 11 日開始，華沙的學生團契改為網絡形式。3 月 13 日，華沙華人教會在華沙浸信會總會的統一
安排下，所有查經、團契、敬拜改為網上進行。原定 4 月 18 號教會 10 多位弟兄姊妹們的洗禮也不得不
要改期。按照政府限制，每個家庭都封閉在家，市場全部關閉。一時間教會教導、關懷代禱以及學生的
事工全落在我身上，深感重托巨大，每日求告神加我體力、靈力、智慧、時間，使我的心勇敢傳講耶穌，
有從上帝而來的智慧，給身處困境的弟兄姊妹提供切實的關顧和幫助。
通過網絡 Zoom 和 YouTube，我們堅持週三學生團契，週四查使徒行傳，週五查約翰福音，主日敬拜。主
日敬拜的主場仍然在教會的市區堂，會場的司琴、領會、媒體錄製和轉播，全是學生團契的同工，他們
不懼被傳染的危險，每主日歡喜服事主。疫情捆綁了人的行動，但捆綁不了渴慕神話語的心。在疫情期
間，以上所有活動的參加人數都超過原有人數，而且有不同國家的基督徒參加，顯示出大家在特殊的時
期特別需要上帝的話語；作為傳道，對此要付出比正常帶領更多的精力
和時間準備講章、問題討論、問題解答。由於不負重壓，從 4 月 2 日
起，將週四的查經改為禱告分享，由各執事輪流帶領。為弟兄姊妹們順
服神的話語，每次可以正式著裝、以敬畏的心參加線上的教會活動感
恩，在其他國家上網敬拜的弟兄姊妹看到波蘭教會弟兄姊妹認真地網上
敬拜，感慨地告訴我們：你們波蘭的弟兄姊妹信仰太純樸了！
疫情期間，波蘭華人基督教會積極透過向社會的捐助，將福音的好消息傳給世人。先是在華沙採購醫護
用品，專門運送到武漢的一家醫院。其後是從中國採購醫護用品捐贈到華沙的醫院、警察、教會和社區。
在波蘭不像加拿大，政府會對因疫情失去收入的社會群體提供政府資助。所以，教會的弟兄姊妹們是在
自己的經濟收入和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的情況下，依然盡自己所能，將耶穌基督的愛彰顯給世人。
3 月 24 日，一位傳道人突然在華沙的臨時住處去世，這位傳道在 2014-2017
期間，是波蘭華人基督教會的全職傳道。在他去世後，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
也需要醫治，但是在目前的特殊時期，華沙的醫療系統基本癱瘓，再加上政
府嚴格地隔離限制，所以對這個家庭的關顧變得異常艱難。教會所有執事還
有另外兩位同工基本上在日夜關顧他們，全教會也在一直為這他們禱告，同
時，教會還要和這位傳道人生前服事的德國機構 ECM 聯絡，協助他們處理他們無法前來處理的事宜。感
謝神的恩典與眷顧，4 月 10 日，這一家 3 口痊癒出院。接下來，還有許多的關顧需要，例如遺體、喪事、
今後的生活等等，求神賜教會愛心、能力、智慧，按照上帝的心意做好相關的關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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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華人基督教會目前掛靠在波蘭浸信會名下，出於基督裡的愛，以及中國的弟兄姊妹們在福音上的需
要，波蘭浸信會計劃將他們市中心的教堂進行擴建，他們向波蘭華人基督教會表達，我們教會可以購買
其中 900 多平方米的獨立空間。原本是一件鼓舞教會的事，但是，目前的疫情實實在在地讓整個教會都
在軟弱中。我們需要為此禱告！

疫情中東歐的宣教契機，跨國宣教 -- Shirley Lee
加拿大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OCM Canada 多年來派出宣教士，到東歐多個國家宣教，建立教會，但因人力
不足，只能到幾個城市服事當地教會，「耶和華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
路。」（賽 55:8-9）今年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地疫情嚴峻，但我們忠心的宣教士仍留守被派到的國家，胡
家亮牧師留在烏克蘭，梁嘯吟傳道仍留在波蘭，因隔離措施，他們都在該市以網上形式牧養、教導、崇
拜、團契、祈禱會，甚至外展，在這動盪徬徨，病毒肆虐之際，世人有特殊的需要，對真理非常渴求，
因為只有在神裡面，才能找到真平安，而網上聖經真理的教導，不單對本地弟兄姊妹有所餵養，更能跨
越地域，對各國的教會及弟兄姊妹的需求，得到及時的信息供應，胡牧師和梁傳道的網上教導，主日崇
拜，都吸引更多人並跨國的弟兄姊妹參與，感謝主在疫情的看顧及跨國宣教的契機。
蔡光耀傳道及蔡陳以勒師母參與 COCM Canada 宣教多年，曾多次到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去年更到波蘭
服事，雖然今年因疫情原故，未能回到工場，但他們牧者的情懷，仍牽掛着東歐的弟兄姊妹，尤其保加
利亞華人教會，從不間斷的透過網上關懷和教導他們，為他們代求。

東歐宣教 2019 -- 蔡本傑弟兄
2017 年，我和内子有幸參與好友胡家亮牧師在東歐的宣教體驗。2019 年 8 月，得悉胡牧師從 6 月開始已
在波蘭華沙華人教會服事，我盼望能到波蘭再次與胡牧師一起學習宣教。「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
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來，這
人就有禍了。」(傳道書 4:9-10) 經過禱告，我將此事交給神，求神帶領。10 月 6 日我到達華沙與胡牧
師會合。在波蘭的 27 天，我探訪了三個城市：華沙（Warsaw）、格但斯克（Gdansk）、羅兹（Lodz）；
服事當地的大學生，包括主日崇拜、查經、輔導、探訪、外展等。我的服事主要是負責胡牧師的膳食和
駕車到不同地方，讓他能專心於事工。胡牧師也讓我有機會分享在主裡的生命見證，如何透過我的軟弱、
失敗和不足，更親近恩主。同時因着我曾當警務人員的經驗，主領有關安全措施和防止成為罪案受害者
的專題講座。
感謝主，神帶領另一對從加拿大來的宣教士，蔡光耀傳道夫婦在波蘭華沙華人教會服事，胡牧師也邀請
了鄭彼得牧師來波蘭主領一連三天的培靈會，會上幾位學生決志接受耶穌為救主，多位會衆表示願意再
將生命奉獻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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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我與胡牧師離開波蘭到烏克蘭的奥德莎市（Odessa）去探望當地的華人教會。在 12 天當中，
我們查考了以賽亞書一至六章，胡牧師主領兩個主日崇拜，我們和學生們參與獻詩，而我更有機會分享
生命見證和個人安全講座。我與胡牧師同工，一同去探訪、外展、輔導、認識當地學生與商人。最後一
天，胡牧師帶領一位慕道的學生決志信主，我們欣喜萬分，感謝讚美主。
回程經波蘭與弟兄姊妹道别後，再踏上回加拿大的旅程。這次體驗中，讓我學習到宣教是艱辛的，需要
堅持、忍耐和願意受苦的心志，我也認識到原來自己只是為主犠牲了一點點，非常微不足道。在加拿大
有很多人，甚至基督徒也會感到情緒低落，我們從來不會因神所賜的豐富而感到滿足，為着生活所需，
我們努力賺錢，但仍會感到不足而憂慮。這次的宣教經歷，我學習到要將所有放在主手中，跟隨祂的旨
意而行，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真正的喜樂。我現在才明白馬太福音 10:8 的真正意義「你們白白地得
來，也要白白地捨去」，施比受更為有福。我認識到很多人擁有的比我少，但他們卻在主裡感到無比的
喜樂。有一位在奧德莎的學生，他已擁有音樂碩士，妻子擁有教育博士，在中國工作賺到很多金錢，但
他們願意放下一切，回到奧德莎尋求神在他們生命的旨意，他意識到他曾被物質生活所捆綁，金錢也不
能使他得到滿足喜樂，他們願意重新將生命奉獻給主，憑信心跟隨主的帶領。
最後，我認識到宣教所需的不僅僅是神學訓練、知識或甚麼資格，雖然這些也需要，但如果沒有愛，所
作的一切，都是徒然的。回家後首個主日崇拜信息是哥林多前書 13 章，讓我反省到這次宣教之旅，我若
只做很好的節目、教導神學、講道，但如果没有愛，這算不得甚麽，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記
得胡牧師常鼓勵我關心人，多與人交談，因别人需要福音，他們在我們的關心和生命見證中可經歷福音
的真實，我常以為我要付出一些甚麽才能領人歸主，我自問没有甚麽，正如彼得在使徒行傳 3:6「金銀
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主耶穌才是世界上未信
的朋友所最需要的。神掌管一切，一切事情的發生，都非意外或偶然。我不敢誇口説我為主作了甚麼，
因為神不需要我們給出甚麼。宣教是神給我機會把自己奉獻去服事祂，我在這次宣教所作的無論成與敗，
神都與我同在，祂為着我的好處引導我，因為我們事奉祂，都是與我有益的。我在事奉和收割中得到無
以倫比的喜樂，為此，我向神獻上感謝。然而，聽我千次述説我的宣教經歷，也絕對比不上你自己的親
身經驗，我極力鼓勵信徒們去參與體驗宣教，定能使你多些了解宣教，更懂得怎樣為宣教代禱及支持。
我們只能活一次，如果你預備去旅遊，可把宣教放在行程中，去經歷宣教，也懇請大家為東歐的華人宣
教事工代禱與奉獻。

華沙首航 -- 鄭彼得牧師
我於 2019 年 10 月 21-29 日期間，第一次有機會到波蘭的華沙參與當地的華人事工，以下是我的見聞和
感受：
一、同工情誼：逗留華沙期間，有機會在當地遇上工場主任胡家亮牧師、宣教士蔡光耀傳道夫婦及短宣
隊員蔡本傑弟兄，並有不少深入分享及互相代禱的時間。感恩的是雖然大家的身體開始衰老，但各位事
奉主、服侍教會的心志仍然熱切。可惜的是今次未能遇上宣教士梁嘯吟傳道夫婦，因梁傳道的母親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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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安息主懷並於 22 日在中國舉行安息禮拜，請大家繼續為梁傳道祈禱。我的禱告是：「我們不
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林後 4:16）
二、家訪飯聚：這段時間聽到教會領袖因困難挑戰而憂心忡忡、有女士因自己的犯錯而付上極沉重的代
價、有姊妹傾倒心事因丈夫有外遇而面臨被離婚、有弟兄因工作的緣故內疚地表達未能經常到教會去聚
會、有會友因在教會中受傷害而分享了她的不滿、有事奉人員雀躍地講述自己的經歷和負擔…，最觸動
我心的是，有人剛從中東地區來到華沙，見到這裡有差會的支援時就感慨地說：為甚麼從來沒有宣教士
到安曼去關心我們呢？我的禱告是：「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出去收他的莊稼。」（路 10:2）
三、學生團契：有機會負責了一晚學生迎新週的聚會，見到有學生因求學安排已被中介騙了數十萬元人
民幣、有年輕夫婦因剛結婚而甜蜜愉快、有香港的碩士生因內心的負擔而流着淚要求代禱、有土生的姊
妹興奮地細說着自己的遠景、有數個未信主的新生認真地問着各式各樣的信仰問題、有熱心的弟兄分享
了他想獻身事主的心志、有剛畢業的同學提及正有快要結婚的計劃、有 15 歲的少年人講及自己家中與父
母的關係…，我的禱告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
徒的榜樣。」（提前 4:12）
四、培靈週末：感謝神，三天五堂的佈道培靈聚會順利完成，並嘗試努力鼓勵他們如何能在苦難中去經
歷神。雖然聚會的地方不是最理想，但見到敬拜隊的投入讚美、事務組的膳食安排、事奉人員的妥當安
排，實在為當地的教會感恩。特別要感恩的是，有尋道者表示願意繼續認真考慮信耶穌，亦有三位慕道
者決志信主；呼召立志擺上時，超過 80%的會眾都站立表示願意回應神的感動。我的禱告是：「有許多
的人…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道理。」（可 6:34）
五、凍屍悲劇：這段時間華沙的天氣和溫度異常地美好，但卻在歐洲發生了轟動全世界之冷櫃大貨車 39
條凍屍的人間慘劇。開始時英國指出死者都是中國人，而中國則強調事實未經完全證實，之後更有說死
者其實是越南人；有組織乘機批評中共政府如何的不是，以致中國人要非法出入境而釀成悲劇；亦有網
民指出，當國人大批出走是如何的侮辱祖國…；這時，基督徒又該有怎樣的反應呢？我的禱告是：
「這…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 我豈能不愛惜呢？」（拿 4:11）

請弟兄姊妹繼續在禱告與金錢上支持加拿大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OCM Canada 忠心的宣教士們，讓他們不
單在屬靈上有神賜予的能力，也有健康的身體，打那美好的仗。如欲知道更多本會消息，請瀏覽本會網
址 cocmcanada.org， 或電郵 cheung@outlook.com 。
奉獻請寄到郵箱： COCM Canada, PO Box 32528, Richmond, BC, V6X 3S1
加拿大華僑佈道會董事會：
張秉熙（主席）、何國富、李丞炘、陳錦華牧師、蔡光耀傳道、王丹生傳道
工場主仼：胡家亮牧師
顧問：陳明修牧師、鄭彼得牧師、魏立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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