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初 2015年新增 2015年合計 展望2016年
東亞 17 4 21 19
北非 4 1 5 4
西非 6 0 6 7
中亞 3 2 5 7
東南亞 7 0 7 7
南亞/歐洲/台灣 3 0 3 6
合共   47 50

我們願意謙卑地配合神的作為，並憑信心於2015年訂下了十年目標，與華人教會一同與主同工，把福音帶給穆民：

在這信心目標之下，差會事工已踏入2016至2025的重要十年。在向前邁步之先，讓我們先回顧神在2015年如何恩
領差會及眾宣教士。

本會宣教士人數（包括長期宣教士及短期/支援宣教士）

1. 每位宣教士的團隊於2025年或以前，至少建立一個穆斯林背景歸主者（MBB）的門徒群體
2. 動員華人教會及信徒認領最少20個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MUUPGs）
3. 差派長期宣教士：80位（委任工場隊長：15位）
4. 興起3位華人工場督導（Field Coaches）
5. 於大中華地區，促成10個專注穆宣的差會成立 
6. 與所有差遣及支持教會建立緊密的伙伴關係
7. 接觸80間從未接觸過的教會，並至少在八成本地神學院當中，傳遞穆宣異象

2015年本會共差派了五個宣教士單位合共八人出工場，連
同原有同工，海外宣教士共有四十七人（包括四位一至兩
年短期及支援宣教士），在學子女合共二十一人，其中四
位於2015年任滿或重新考慮事奉方向（包括到台灣開展差
會工作的大樹牧師），求主引領他們。
值得一提的是，多個工場同工皆分享了穆民歸主的消息，
為歷年最多，神藉著祂奇妙的作為加添我們的信心。

差會宣教士帶領穆民歸主的消息不斷
出現，有研究更指出歷史中從沒有這
麼多穆民歸主。

穆宣冇得做？

招募、差派及關顧宣教士

穆宣繼續衝－十年信心目標！

差派宣教士

每次分享或教學，同工也會提及全球穆民數字，由起初在差會成立時只有十二
億，逐年遞增，到去年已突破十七億了，接近全球人口四分之一。誠然我們感
到痛心，難道我們的服事是白費的嗎？穆宣真的要等很久才有果子、甚至一生
也未必結到果子嗎？穆斯林人口真的會在不久將來超越基督徒嗎？

但這兩年我們從宣教士口中陸續聽到穆民歸主的消息，甚至有歸主者決意回
到原屬族群，把福音帶給鄉鄰。更有調查指出，歷史中從沒有這麼多穆民歸
主，近廿年出現的穆斯林歸主運動的數目，是以往歷史中曾出現的歸主運動
總和的五倍，保守估計全球穆民歸主的數目數以千萬計。

年度事工報告
2015

穆宣
誰說「冇得做」！？

穆宣
誰說「冇得做」！？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四6下）



2015年，本會共有七位候任宣教士及五位申請者，他們計劃於2016至17年陸續踏上工場。我們需要主加添力量和人
手，好能裝備這些不斷增加的宣教同工。

日期 同工培訓
23-26/1  東南亞：DMM（使人作主門徒運動訓練）密集課程
26/1-5/2  密集課程：「認識伊斯蘭及民間伊斯蘭」及
 「與穆斯林辯解福音」（講員：胡樂文總幹事）
26-30/1 宣教士退修營會
28-30/9 辦公室同工退修會
8-20/11 前線差會（亞洲）宣教士訓練學校
全年按需要 同工及候任宣教士培訓日，全年共13天

在2015年，同工先後到工場探訪宣教士，進深了解他們
的需要。其中北非團隊隊長靈謐宣教士於年底因急性盲
腸炎緊急入院做手術，感謝主保守她渡過危險。
2015年同工探訪之工場：
‧西非三朝團隊（21-28/2）：和同工一起慶祝新年，
感恩當地沒有受伊波拉影響，眾同工都平安。

‧東南亞小驢及必姊妹團隊（29/6-4/7）：與小驢夫婦
一起慶祝小女兒滿月。感恩天父在工場預備很好的醫
院，讓小驢夫婦的兩名孩子在工場平安出生。

‧南亞安廸宣教士（26-30/10）：感恩，透過營商宣教，
安廸為當地穆斯林製造就業機會，並有機會在生意中
為主作見證。

‧東亞橄欖葉及棕櫚團隊（10-16/12）：感恩，當中營
商的同工經多年經營，今年可以轉虧為盈。
其他隊員都能運用天父給他們的恩賜，服事本地人。

‧東亞小羊家庭、新天地家庭、曉月姊妹（22-26/12）：
感恩，雖然看見各同工在不同層面有難處，但仍蒙神
保守，也有不少服事本地人的機會。

除了到工場探訪，本會辦公室同工與工場宣教團隊經常保
持緊密聯絡，在後方支援他們各方面的需要，探訪他們在
港所記念或有需要的家人，將他們的心聲轉達工場同工，
務求讓宣教士的家人也能得著適切的關懷。

此外，在本地我們經常與差派教會和眾支持教會保持聯繫，
提供他們所關心的宣教士在財務及各方面的消息，鼓勵他
們在禱告及實際行動上繼續關心和支持宣教士。

華人在穆宣服事上具先天優勢，加上
近日中國政府推動「一帶一路」的歷
史契機，我們深信華人在穆宣方面將
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原籍台灣的
大樹宣教士與我們領受同一異象，代
表本會於2016年在台灣開始差會工作，
盼動員台灣信徒投身穆宣，凝聚更多
華人力量，把福音帶給穆民。

本會總幹事胡樂文博士在2015年走訪多個地區（全年達
五次，每次約三至四天），包括：東亞、東南亞、台灣、
北美等，在各地推動穆宣；在當中有宣講，也有培訓，

希望能動員各地華人起來參與及支持穆宣。
2015年4月，前線差會國際辦事處委任
胡博士為「國際華人策略創啟總監」
（Director of Chinese Strategic Initiatives）
及「亞太地區總幹事勉導」（Mentor to 
Asian Sending Base Directors），在推動
全球華人投身穆宣、支援亞太區其他差會
等方面承擔更多責任。

2015年底，總幹事帶領三位同工到南亞進行異象之旅，
除了探訪本會宣教士，也探討長遠差派華人宣教士及與
當地宣教同工合作的可能性。此行蒙神保守，不但在危
險的環境中有平安，也更加了解工場的需要，並與工場
同工建立初步合作關係。

宣教士退修會

工場拓展及國際華人動員與培訓

差派宣教士

支援與關顧宣教士

成立台灣前線差會

各地華人培訓、工場探訪及拓展

想請你幫忙設計本會2014年的事工報告。詳情如下：

版面
A3 紙對摺成 A4 (全份報告共四頁)
全彩
書紙印刷

內容
第1頁                封面 [主題：回應主的呼召，使穆民作門徒]
第2 - 3頁          事工報告
第4頁(上半)     事工報告
第4頁(下半)     財政報告 (盡快給你)

Schedule
5月第一星期定稿
5月中附印 / 送貸
附上有關文件及圖片。如有開題，請告知。

謝謝

Wah
前線差會

深信華人在穆宣的角色將越來越重要



青宣學員2015

感謝神！越來越多堂會關心穆宣，邀約本會同工分享或
教學的堂會數目持續增加，平均每週有三至四場聚會、教
學或文化體驗之旅。「2015青宣計劃」有六位肢體參與，
前往北非及中亞經歷為期四週的短宣體驗。本會盼透過
各項事工，回應不同肢體的需要，帶動他們進深投入穆
宣服事。

 崇拜/差傳聚會分享次數 119
 穆宣課程堂數 105
 祈禱會分享次數 8
 團契分享次數 12
 文化體驗行前培訓堂數   20
 帶領文化體驗之旅次數 11

感謝神凝聚了一批有志踏出工場或在港參與和推動穆宣
的肢體，透過穆宣團契，互相支持、彼此分享穆宣資源
和經驗，團契全年七次聚會，平均有十九位團友出席。

本年季訊緊貼穆斯林世界及穆宣
的發展，四期主題分別為：「穆
宣與禱告」、「難民、穆民！何
時了？」、「短宣有得做！？」
及「不容搖撼的伊斯蘭國？」。

2015年著力翻譯的《靈風飊起》（A 
Wind in the House of Islam）一書，
亦計劃於2016年5月出版。

本會繼續努力革新網站，盼望能透
過更清新、更具吸引力的版面設計，
為信徒提供一個有效的穆宣資源平
台，動員更多信徒關注並投身穆宣
的事工，預計於2016年5月面世。

應邀領會、教授穆宣課程及帶領文化考察團

同工應邀到堂會及機構分享：

 青年穆宣異象分享會（2月） 40+
 關愛穆斯林宣教營（5月） 20
 月禱會（全年12次） 512

本會主辦之公開聚會／課程（參與人數）

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 （Muslim Unreached
and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MUUPGs）

青宣學員分享

穆宣團契

文字及媒體事工

穆宣異象推廣、信徒動員及教育

2015年本會舉辦了三次專注為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的
祈禱會，平均二十八人出席。同工又於崇拜講道中加入
以MUUPGs為主題的信息，並設計了新的單張、短片，
鼓勵教會及肢體由禱告開始認領這些族群。
差會於數年前特別選出十五個穆斯林族群，推動教會認
領他們。感謝主，已有宣教士在部份族群服事，同工於
2015年作出回顧，剔除部份「已及之民」後，再訂出
二十個新「穆的地」（我們主力推動教會認領的穆斯林
族群MUUPGs），並計劃於2016年中開始啟動全新的
認領計劃，讓更多肢體認識和關心這些最需要福音的穆
民。

我在行程中看到很多宣教士忠心的擺上，還聽
到幾位前穆民歸主的見證，甚至有穆斯林教長
歸主後成為牧師，我感受到神是何等憐憫和愛
穆民，他們的生命見證大大激勵了我！

只在民宿住了一天，我已很想
念香港，卻忘記天父的話語，
這使我看見自己的軟弱，也體
會到工人的感受。這時，天父
提醒我要拿起聖經，祂的話語
就是最好的陪伴和安慰！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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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懷普世的恐怖國度與理想
UBER（優步）與冰桶挑戰，先後在香港引起熱
話，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皆採取了「點對點」的
運作模式（P2P，Peer-to-Peer），所有參與者透過
直接、對等的關係引起共鳴，展現出網絡世界
的動員力和感染力。誠然，伊斯蘭國（IS）的運
作，也有著P2P的影子。

其實把IS單單視為一個恐怖組織，並非完全正
確。IS原名ISIL，即「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
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Levant) ，剔除
「伊拉克和黎凡特」之地區性字眼後，加上斗膽
以「哈里發國」(Caliphate，即全地穆斯林要服膺
的國度)自居，反映其胸懷普世的理想與決心。
再者，IS具清晰的政務組織，有不同部門，有
財政預算和財務發展計劃，被攻佔的地區按「國
策」來管治，在部分「領土」修橋補路，同時維
持人民在市集的買賣和正常生活。相比不少國
家，IS看來更加健全，而類似P2P的運作模式，
更成功令這恐怖理想進一步滲透全球。

P2P與IS
IS在它直接攻佔的中東領土上，會實行上述的
地區管治，而在非洲、其他亞洲地區，則與不

同聖戰組織結盟。部份組織表明效忠IS，或自
稱為IS的一個省份（例如博科聖地自稱為IS西非
省）、是其分支（例如伊斯蘭青年協商委員會自稱
為利比亞IS分支）。結盟的好處跟P2P的優點一
樣，IS未必要為盟友提供大量的支援和資源，
整個「聯盟」朝著建立全球化遜尼派伊斯蘭國
度的共同理想邁進，他們的敵人是每一個非遜
尼派教徒，只要這些盟友針對西方世界、以色
列、基督徒和什葉派穆斯林發動「本土化」襲
擊，便與IS站在同一陣線了。甚至曾是恐怖組
織一哥、與IS勢成水火的「阿爾蓋達」領袖亦
面對現實，於11月初呼籲兩個組織的成員要團
結，進一步反映IS的全球「認受性」正不斷提
升。

除了組織性的聯盟，許多個人亦自發地投進
IS的懷抱。一些年輕人投奔IS的轄地，一些則
在自己的地方、或潛入歐美國家以IS之名進行
恐怖襲擊。不論這類恐襲是否由IS主動提出，
也反映了這種類似P2P運作模式的影響是多麼
大。各地聖戰組織本來並不吸引，但它們與IS
結盟，更多青年人不再須要跨越國界，便可加
入它們，自動成為「滿有理想」的IS成員，這是
多麼吸引，也是多麼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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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配搭，同心推動穆宣異象及關愛在港穆民

同工服事及辦公室情況

為了擴闊穆宣動員的層面，同工於不同宣教單位參與服事，並與不同的差傳伙伴合辦
和協辦各種性質的宣教聚會及工作坊：
‧4月：印尼民間信仰與屬靈爭戰教牧交流會
‧5月：全港關愛家傭日
‧6月：恩臨萬邦2015金宣大會
‧6月：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
‧10月：一帶一路──香港・中國・亞洲的福音機遇
‧10月：關愛印傭10/10異象分享禱告會

結語：靠神，有得做！  
總結2015，我們再次見證神對穆民不變的愛。若有人還認為「穆宣」只是用來喊喊的口號或「不能達成的任務」，
我們會如此回應：真的，若靠我們的能力與才幹，確實不行。但透過一個又一個真實的見證，主清清楚楚告訴我
們：「靠我的靈，便能成事」。

願您也繼續與我們同工，見證神在穆民世界中所作奇妙的事。

感謝神，譚悅心傳道在2015年開始，以義務同工方式再
次協助差會推動禱告事工；陳小倩姊妹於3月加入本會，
出任事工幹事（動員與教育）。

要完成十年信心目標，我們仍須增加人手和辦公地方以
應付同工及述職宣教士的需要（同工現在已不時要輪流
使用辦公桌，宣教士人數由十年前十多人增至2016年約

奉獻總收入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
總支出經常費總支出

差會經常費
宣教士及宣教事工經費

合共：港幣$17,658,135

西非
北非
南亞
中亞
東亞
東南亞
本地
合共：港幣$12,555,525

工場拓展及宣教士關顧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行政支援
辦公室設備及運作
撥備 「本地宣教同工」
撥備 「發展基金」

合共：港幣$3,894,026

五十人），我們亦需要更大地方舉行禱告聚會、舉辦
訓練課程。差會正計劃購買一個單位以擴充辦事處，
然而，扣除已儲備的發展基金，仍須籌募港幣約六百
多萬，求主供應，讓我們再次經歷祂奇妙的作為與恩
典。

禱告乃本會事工的基礎，每月第三個週一晚是差會月禱
會，亦是我們和支持者一同聚集向神為穆斯林呼求憐憫
的時候。在2015年，每月平均有四十七人參加。

此外，去年本會重新啟動一系列的祈禱聚會，包括
MUUPGs特別祈禱會、週六上午舉行的守望穆斯林世
界祈禱會等，深信透過禱告，能配合神奇妙的作為。

月禱會及祈禱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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