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彼此配搭，同心推動穆宣異象及關愛在港穆民

 本地印傭事工
本會作為「印傭關愛組」成員之一，與友會合辦了3個聚會，推
動和協助本港教會關心在港15萬名印傭的福音需要，以禱告和具
體事工作出回應。

26/5
「關愛家傭日」

於各大教會

28/3
「起步，印傭事工」

50人+ 參加

此外，「印傭關愛組」亦與各有心開展印傭事工的教會洽談，按
著堂會情況商討與分析開展事工的可能性。

 伙伴差傳機構一起推動
為了擴闊穆宣動員的層面，本會與不同的差傳伙伴合辦和協辦不
同性質的宣教聚會及工作坊：

5, 12, 21/7「齊來關心穆斯林」 祈禱會

30 / 11 恩臨萬邦工作坊

14-15 / 12 中東講座

此外，本會亦與兩個差傳機構於10月31日邀請了一位中東穆斯林
歸主者分享見證，以及他參與穆斯林福音工作的經驗，藉此開闊
肢體的視野。

結 語 
神差遣門徒出去傳揚福音，讓福音
未及族群得蒙救恩的福氣，也讓門徒在
世經歷與主同工的喜樂；人能信主是神的
慈恩，人能服侍神並參與傳福音工作更是
另一種屬天的福氣。本會有幸能參與，見
證神在穆民中的作為，並與教會一起動員
，教育弟兄姊妹關注穆宣，並差派宣教
士前往穆民當中傳揚福音，確實是
主的恩典，感謝讚美主。

本會亦繼續與南亞穆民福音事工的機構及其他差會合作，一同推
動本地教會關心本地南亞穆民。

（四）新力軍

董事會方面，雖然有董事因事務繁忙而須離任，但神為本會帶來
新力軍──葉弟兄於今年5月正式加入，成為本會董事。同工方
面，余傳道在7月加入本會出任助理總幹事，簡弟兄和阮傳道則
分別在4月和7月加入成為事工幹事，協助差會事工得以更順利地
推展，繼續服侍眾教會及宣教士。

2013年度財政報告
奉獻全年總收入

海外宣教事工經費
差會經常費
宣教士經費

合共港幣$14,975,890

經常費全年總支出

工場拓展及宣教士關顧
本地事工（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行政支援
辦公室設備及運作
奉獻國際總會
撥備往發展基金、緊急儲備
撥備往本地宣教士儲備

合共港幣$3,088,698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經費全年總支出

西非
北非
中亞
中東
東亞
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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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港幣 $11,15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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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工場宣教團隊繼續保持緊密聯絡，也動員各教會支持他
們。同時，本會同工亦走訪差遣教會和支持教會，主領宣教祈
禱會，動員後方參與支援，以及關心宣教士身、心、靈及事工
的需要。

 宣教士人數
2013年 2014年 展望2015年

非洲工場 9 10 10
東亞工場 12 13 17
東南亞工場 9 9 7
中東、歐洲工場 4 2 2
中亞工場 5 8 11
南亞工場 0 3 3
共合 39 45 50
註：主要為長期宣教士，另有數位一年或以上短期宣教士

（二）穆宣異象推廣、信徒動員及教育

 領會、穆宣課程及文化體驗團
2013年，本會繼續應邀	
前往教會、神學院和團契
小組主領差傳主日、祈禱
會及講座。本會亦於13間
教會中教授穆宣課程，其
中8間教會更舉辦文化體驗
團到不同地區的清真寺或
穆民地區作具體學習。

感謝神！讓我們於2013年有超過100次主日崇拜或差傳聚會領會
的機會，加上各類其他聚會及活動，神讓我們有機會直接向不少
肢體分享穆宣異象。

崇拜/差傳聚會 104次

穆宣課程 84次

祈禱會 18次

團契 10次

文化體驗團行前培訓 12次

帶領文化體驗團 6次

「 一 宿 雖 然 有 哭 泣 ， 早 晨 便 必 歡 呼 。 」 ﹝ 詩 三 十 5 c ﹞

（一）招募、差派及關顧宣教士

 招募與差派
2013年，本會與差遣教會一起合作，差派了6名宣教士（3位長
宣，3位短宣）分別前往東亞、中亞、東南亞和北非服侍。直至
2013年底，本會海外宣教士共有39人（包括短期支援4人），未
成年宣教士子女合共19人。

感謝主，本會3位資深宣教士在今年順利被總會委任為工場隊
長。我們盼望神在以後的日子更大大使用他們，招募更多宣教
士前往工場服侍穆民。

 裝備與訓練宣教士
為配合宣教士的差派，2013年本會舉辦了以下穆宣訓練課程，以
裝備宣教士：

•		4月底至5月初，資深穆宣同工馬可來港教授密集課程：「伊斯
蘭教與民間伊斯蘭」和「護教學（基督教與伊斯蘭）」，大家
從而更明白穆民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更有效與穆民分享基督。

•		9-10月安排《心靈爭奪戰》課程，幫助學員曉得如何帶領穆民
歸主。

•		11月起，為多位候任宣教士和有志宣教的肢體預備了一系列
為期兩個月的培訓，大家都獲益良多，宣教心志得著堅固。

 支援與關顧宣教士
年初，因宣教工場當地政府大規模趕逐外僑，本會宣教士亦被迫
離開工場。經過身心靈的休息和調整後，宣教士正重新部署新的
事奉方向。此外也有宣教士在工場發生交通意外，蒙神保守，身
體康復。

8月，本會海外宣教士及辦公室同工合共有32人參加前線差會國
際會議，大家在
會議中除了得著
靈性和服侍的造
就，也有美好聯
誼，彼此分享，
互相建立。

「你認得我嗎？我就是你當日邀請投身穆宣時的回應者！我已完
成神學裝備，現在這教會牧養並推動宣教。」這是一位向我們總幹
事自我介紹的傳道人的說話。深信在不久將來，我們將會見證更
多的道種發芽成長，有更多弟兄姊妹委身成為宣教士、更多教會
差派及支援宣教士，與我們一起參與穆宣這項刻不容緩的任務。

 月禱會及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本會繼續恆常地在每月第三個星期一晚上七時半舉行月禱會，為
穆斯林福音事工和宣教士的需要守望禱告，2013年每月平均有
41人參加，同心仰望神的國度快臨到穆民當中。

除月禱會外，本會繼續協
助出版和推廣《為穆斯林
世界禱告30天》手冊，推
動弟兄姊妹關心穆斯林，
並特地在穆民對屬靈事有
進深追求的伊斯蘭齋戒月
中為穆民禱告。此外，
本會亦密切留意伊斯蘭
世界的發展，並透過電郵或信件發放代禱消息給弟兄姊妹為穆民
或在當中服侍的宣教士禱告。

 青宣計劃（青年領袖跨文化宣教體驗計劃）
今屆青宣計劃共有14位
青年人參加，本會新同
工和實習神學生也被安
排參與其中。他們分別
前往北非、中亞及東亞
工場，體驗宣教士的
生活和工作、學習當
地語言和文化，留宿
於當地家庭進深體驗
穆民生活。

以下是青宣弟兄姊妹事後的分享：
「心中有一把聲音跟我說：『為他們禱告吧！盼望在天家仍能見
到他們。』我就為他們禱告，祈求爸爸的救贖恩典也降臨在他們
每個小生命當中。」

「旅程在不知不覺間完結了，但我卻相信這只是另一個事奉的開
始。希望我內心的『宣教之火』仍然燃燒！繼續將福音傳揚到異
國異族。」

 「『若你要的是一個舒適的環境，那你為甚麼要來呢？何不立
刻回香港？！』是的，主啊！我來是為要經歷祢，也願順服祢一
切帶領。」

「知道穆民是一個非常封閉的群體，我們不能以慣常的佈道方式
來向他們傳講福音，而是要活在他們當中，與他們建立關係，慢
慢的幫助他們認識基督，所以每一段關係都好比長線投資。」

「叫我思想：『基督徒可否以伊斯蘭教的方式敬拜上帝、向上帝
祈禱呢？』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課題，需要更多認識。」

今屆中亞隊伍前往新地區探索，很多隊員在工場出現身體不適；
而北非隊因北非局勢緊張，更要面對信心的考驗。但這一切反而
讓青宣隊員親身經歷神大能的保守，也深切地反省自己信心的底
線，並具體地察驗宣教的意義。從他們積極回應和生命反思，本
會感榮幸能與這群年輕小伙子同行，見證他們屬靈生命被神如精
金般地塑造。

 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Muslim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MUPGs）
「福音未及」族群是指未有長期宣教團隊在當中服侍的族群。
這些穆民族群，也是我們熱切關注的宣教群體。《福音未及穆
斯林族群祈禱簡本》於2012年11月出版，更新版亦於4個月後
印妥，繼續鼓勵及推動教會認領我們所選出的15個福音未及穆
斯林族群，本會盼望在未來5年，能差派宣教士前往其中最少5
個族群中服事。

感恩神感動一些教會透過祈禱會和穆宣講
座，持續不斷地關注這些族群，並為他們
的得救守望；本會亦不住在教會中分享其
重要性和逼切性，甚願有更多教會為萬族
萬民的福音需要，舉起禱告的手，為穆斯
林失喪的靈魂禱告代求。

今年本會舉辦了兩次專注為福音未及穆斯林
族群的祈禱會，看見參加者禱告之殷切，實
在給我們很大鼓勵。此外，本會亦會透過電
郵發放這些族群消息給代禱者為他們禱告。

 心繫中國穆斯林（Operation China Muslim - OCM）
除了關注福音未及穆斯林群體，本會於3月亦出版《心繫中國
穆斯林祈禱手冊》，盼望透過文字幫助弟兄姊妹了解10個中國
穆斯林族群的所在地方、歷史、族群特性、宗教等情況，能對
中國穆民有所認識，心被牽動，去
關注和連繫他們。其次，期盼結集
禱告力量，求神翻動中國穆斯林
族群的福音禾場的土壤，讓中國
穆民的心田能預備栽種福音的種
子，從而得著耶穌的福氣。

感恩神感動許多肢體索取此祈禱
手冊，今年在本港派發了2,000
本，在北美派發了1,000本，在
東南亞派發了3,000本。求神繼
續興起教會為中國穆民舉起禱
告的手。

 文字事工
除了配合MUPGs及OCM事工出版祈禱冊子，本會全年共出版4
期通訊，主題分別為「齊來關心福音未及穆斯林群體」、「伊斯
蘭在歐洲的發展」、「中國教會穆宣前景淺析」、「國際穆宣伙
伴之策進」。

此外，總幹事亦應不同機構邀請，分享有關穆宣的文章。

2013年，蒙神施恩，使用了本會出版兩本為穆民祈禱的冊子，及讓眾多年青人參加
青宣計劃；除此之外，我們亦看見宣教士人數有明顯增加，在差派和關顧宣教士的服
侍上，我們額外經歷歡笑和眼淚的日子，深深體會穆宣服侍只是領受主恩的歷程。



本會與工場宣教團隊繼續保持緊密聯絡，也動員各教會支持他
們。同時，本會同工亦走訪差遣教會和支持教會，主領宣教祈
禱會，動員後方參與支援，以及關心宣教士身、心、靈及事工
的需要。

 宣教士人數
2013年 2014年 展望2015年

非洲工場 9 10 10
東亞工場 12 13 17
東南亞工場 9 9 7
中東、歐洲工場 4 2 2
中亞工場 5 8 11
南亞工場 0 3 3
共合 39 45 50
註：主要為長期宣教士，另有數位一年或以上短期宣教士

（二）穆宣異象推廣、信徒動員及教育

 領會、穆宣課程及文化體驗團
2013年，本會繼續應邀	
前往教會、神學院和團契
小組主領差傳主日、祈禱
會及講座。本會亦於13間
教會中教授穆宣課程，其
中8間教會更舉辦文化體驗
團到不同地區的清真寺或
穆民地區作具體學習。

感謝神！讓我們於2013年有超過100次主日崇拜或差傳聚會領會
的機會，加上各類其他聚會及活動，神讓我們有機會直接向不少
肢體分享穆宣異象。

崇拜/差傳聚會 104次

穆宣課程 84次

祈禱會 18次

團契 10次

文化體驗團行前培訓 12次

帶領文化體驗團 6次

「 一 宿 雖 然 有 哭 泣 ， 早 晨 便 必 歡 呼 。 」 ﹝ 詩 三 十 5 c ﹞

（一）招募、差派及關顧宣教士

 招募與差派
2013年，本會與差遣教會一起合作，差派了6名宣教士（3位長
宣，3位短宣）分別前往東亞、中亞、東南亞和北非服侍。直至
2013年底，本會海外宣教士共有39人（包括短期支援4人），未
成年宣教士子女合共19人。

感謝主，本會3位資深宣教士在今年順利被總會委任為工場隊
長。我們盼望神在以後的日子更大大使用他們，招募更多宣教
士前往工場服侍穆民。

 裝備與訓練宣教士
為配合宣教士的差派，2013年本會舉辦了以下穆宣訓練課程，以
裝備宣教士：

•		4月底至5月初，資深穆宣同工馬可來港教授密集課程：「伊斯
蘭教與民間伊斯蘭」和「護教學（基督教與伊斯蘭）」，大家
從而更明白穆民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更有效與穆民分享基督。

•		9-10月安排《心靈爭奪戰》課程，幫助學員曉得如何帶領穆民
歸主。

•		11月起，為多位候任宣教士和有志宣教的肢體預備了一系列
為期兩個月的培訓，大家都獲益良多，宣教心志得著堅固。

 支援與關顧宣教士
年初，因宣教工場當地政府大規模趕逐外僑，本會宣教士亦被迫
離開工場。經過身心靈的休息和調整後，宣教士正重新部署新的
事奉方向。此外也有宣教士在工場發生交通意外，蒙神保守，身
體康復。

8月，本會海外宣教士及辦公室同工合共有32人參加前線差會國
際會議，大家在
會議中除了得著
靈性和服侍的造
就，也有美好聯
誼，彼此分享，
互相建立。

「你認得我嗎？我就是你當日邀請投身穆宣時的回應者！我已完
成神學裝備，現在這教會牧養並推動宣教。」這是一位向我們總幹
事自我介紹的傳道人的說話。深信在不久將來，我們將會見證更
多的道種發芽成長，有更多弟兄姊妹委身成為宣教士、更多教會
差派及支援宣教士，與我們一起參與穆宣這項刻不容緩的任務。

 月禱會及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本會繼續恆常地在每月第三個星期一晚上七時半舉行月禱會，為
穆斯林福音事工和宣教士的需要守望禱告，2013年每月平均有
41人參加，同心仰望神的國度快臨到穆民當中。

除月禱會外，本會繼續協
助出版和推廣《為穆斯林
世界禱告30天》手冊，推
動弟兄姊妹關心穆斯林，
並特地在穆民對屬靈事有
進深追求的伊斯蘭齋戒月
中為穆民禱告。此外，
本會亦密切留意伊斯蘭
世界的發展，並透過電郵或信件發放代禱消息給弟兄姊妹為穆民
或在當中服侍的宣教士禱告。

 青宣計劃（青年領袖跨文化宣教體驗計劃）
今屆青宣計劃共有14位
青年人參加，本會新同
工和實習神學生也被安
排參與其中。他們分別
前往北非、中亞及東亞
工場，體驗宣教士的
生活和工作、學習當
地語言和文化，留宿
於當地家庭進深體驗
穆民生活。

以下是青宣弟兄姊妹事後的分享：
「心中有一把聲音跟我說：『為他們禱告吧！盼望在天家仍能見
到他們。』我就為他們禱告，祈求爸爸的救贖恩典也降臨在他們
每個小生命當中。」

「旅程在不知不覺間完結了，但我卻相信這只是另一個事奉的開
始。希望我內心的『宣教之火』仍然燃燒！繼續將福音傳揚到異
國異族。」

 「『若你要的是一個舒適的環境，那你為甚麼要來呢？何不立
刻回香港？！』是的，主啊！我來是為要經歷祢，也願順服祢一
切帶領。」

「知道穆民是一個非常封閉的群體，我們不能以慣常的佈道方式
來向他們傳講福音，而是要活在他們當中，與他們建立關係，慢
慢的幫助他們認識基督，所以每一段關係都好比長線投資。」

「叫我思想：『基督徒可否以伊斯蘭教的方式敬拜上帝、向上帝
祈禱呢？』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課題，需要更多認識。」

今屆中亞隊伍前往新地區探索，很多隊員在工場出現身體不適；
而北非隊因北非局勢緊張，更要面對信心的考驗。但這一切反而
讓青宣隊員親身經歷神大能的保守，也深切地反省自己信心的底
線，並具體地察驗宣教的意義。從他們積極回應和生命反思，本
會感榮幸能與這群年輕小伙子同行，見證他們屬靈生命被神如精
金般地塑造。

 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Muslim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MUPGs）
「福音未及」族群是指未有長期宣教團隊在當中服侍的族群。
這些穆民族群，也是我們熱切關注的宣教群體。《福音未及穆
斯林族群祈禱簡本》於2012年11月出版，更新版亦於4個月後
印妥，繼續鼓勵及推動教會認領我們所選出的15個福音未及穆
斯林族群，本會盼望在未來5年，能差派宣教士前往其中最少5
個族群中服事。

感恩神感動一些教會透過祈禱會和穆宣講
座，持續不斷地關注這些族群，並為他們
的得救守望；本會亦不住在教會中分享其
重要性和逼切性，甚願有更多教會為萬族
萬民的福音需要，舉起禱告的手，為穆斯
林失喪的靈魂禱告代求。

今年本會舉辦了兩次專注為福音未及穆斯林
族群的祈禱會，看見參加者禱告之殷切，實
在給我們很大鼓勵。此外，本會亦會透過電
郵發放這些族群消息給代禱者為他們禱告。

 心繫中國穆斯林（Operation China Muslim - OCM）
除了關注福音未及穆斯林群體，本會於3月亦出版《心繫中國
穆斯林祈禱手冊》，盼望透過文字幫助弟兄姊妹了解10個中國
穆斯林族群的所在地方、歷史、族群特性、宗教等情況，能對
中國穆民有所認識，心被牽動，去
關注和連繫他們。其次，期盼結集
禱告力量，求神翻動中國穆斯林
族群的福音禾場的土壤，讓中國
穆民的心田能預備栽種福音的種
子，從而得著耶穌的福氣。

感恩神感動許多肢體索取此祈禱
手冊，今年在本港派發了2,000
本，在北美派發了1,000本，在
東南亞派發了3,000本。求神繼
續興起教會為中國穆民舉起禱
告的手。

 文字事工
除了配合MUPGs及OCM事工出版祈禱冊子，本會全年共出版4
期通訊，主題分別為「齊來關心福音未及穆斯林群體」、「伊斯
蘭在歐洲的發展」、「中國教會穆宣前景淺析」、「國際穆宣伙
伴之策進」。

此外，總幹事亦應不同機構邀請，分享有關穆宣的文章。

2013年，蒙神施恩，使用了本會出版兩本為穆民祈禱的冊子，及讓眾多年青人參加
青宣計劃；除此之外，我們亦看見宣教士人數有明顯增加，在差派和關顧宣教士的服
侍上，我們額外經歷歡笑和眼淚的日子，深深體會穆宣服侍只是領受主恩的歷程。



（三）彼此配搭，同心推動穆宣異象及關愛在港穆民

 本地印傭事工
本會作為「印傭關愛組」成員之一，與友會合辦了3個聚會，推
動和協助本港教會關心在港15萬名印傭的福音需要，以禱告和具
體事工作出回應。

26/5
「關愛家傭日」

於各大教會

28/3
「起步，印傭事工」

50人+ 參加

此外，「印傭關愛組」亦與各有心開展印傭事工的教會洽談，按
著堂會情況商討與分析開展事工的可能性。

 伙伴差傳機構一起推動
為了擴闊穆宣動員的層面，本會與不同的差傳伙伴合辦和協辦不
同性質的宣教聚會及工作坊：

5, 12, 21/7「齊來關心穆斯林」 祈禱會

30 / 11 恩臨萬邦工作坊

14-15 / 12 中東講座

此外，本會亦與兩個差傳機構於10月31日邀請了一位中東穆斯林
歸主者分享見證，以及他參與穆斯林福音工作的經驗，藉此開闊
肢體的視野。

結 語 
神差遣門徒出去傳揚福音，讓福音
未及族群得蒙救恩的福氣，也讓門徒在
世經歷與主同工的喜樂；人能信主是神的
慈恩，人能服侍神並參與傳福音工作更是
另一種屬天的福氣。本會有幸能參與，見
證神在穆民中的作為，並與教會一起動員
，教育弟兄姊妹關注穆宣，並差派宣教
士前往穆民當中傳揚福音，確實是
主的恩典，感謝讚美主。

本會亦繼續與南亞穆民福音事工的機構及其他差會合作，一同推
動本地教會關心本地南亞穆民。

（四）新力軍

董事會方面，雖然有董事因事務繁忙而須離任，但神為本會帶來
新力軍──葉弟兄於今年5月正式加入，成為本會董事。同工方
面，余傳道在7月加入本會出任助理總幹事，簡弟兄和阮傳道則
分別在4月和7月加入成為事工幹事，協助差會事工得以更順利地
推展，繼續服侍眾教會及宣教士。

2013年度財政報告
奉獻全年總收入

海外宣教事工經費
差會經常費
宣教士經費

合共港幣$14,975,890

經常費全年總支出

工場拓展及宣教士關顧
本地事工（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行政支援
辦公室設備及運作
奉獻國際總會
撥備往發展基金、緊急儲備
撥備往本地宣教士儲備

合共港幣$3,088,698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經費全年總支出

西非
北非
中亞
中東
東亞
東南亞
本地

合共港幣 $11,15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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