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潮裡的順流
近二十年全球各地出現穆斯林歸主浪潮，香港前線
差會於1997年成立，亦見證了這些浪潮的震撼力。
上帝更於2017年給我們多份「二十歲生日禮物」：

‧ 穆民歸主：2017年為豐收的一年，逾半宣教團
隊已成功帶領穆民歸主，第
二、三代信徒亦已出現。

‧ 進深認識歸主浪潮：大衛
‧葛瑞森博士（Dr. David 
Garrison）來港主領專題，
分享神開展的穆斯林歸主
浪潮，成為穆宣工作的激
勵。感恩此次聚會有多間
神學院和差傳機構參與及
合辦，開啟更多長遠合
作機會。

‧ 海外華人穆宣事工：台灣前線差會於2017年發展
迅速，已有同工在台灣穆民當中傳福音；總幹事
不停在海外華人教會中推動穆宣；2017年亦首度
有非香港的青年參與「海外青宣計劃」；在在標誌
著前線差會與各地華人教會合作的新里程。

‧ 神學院授課：差會首次應邀於神學院教授碩士及
學士級日間課程，進深裝備主的工人認識穆宣。

‧ 擴充辦公室：隨著宣教士和事工的增加，神為我
們在原址預備了更大的辦公室，讓差會同工及宣
教士有更理想的辦公、培訓、會議和聚會場地。

浪潮裡的逆流
差會一方面為神給我們細心的安排而雀躍和感恩，
但同時我們也面對不同挑戰：

‧ 身體軟弱：多位宣教士或其家人染上較嚴重的疾
病，部分仍正面對死亡的威脅。

‧ 簽證問題：不同地區皆面對簽證問題，有同工更
因而要暫時離開工場。

‧ 流言影響：有謠傳本會是走極端本色化路線的機
構（其實本會的信仰立場乃根據聖經，以主耶穌
和使徒的教導實踐宣教）；而最令我們痛心的，
是一些不全面的論述將某些肢體（包括不少委身
服侍多年的宣教士及日夜面對生命威脅的歸主
者）描繪成離經叛道的人。本會因而發出立場聲
明以正視聽，希望減少對穆宣的傷害和分化。

在這波濤洶湧的一年，基督親自教導我們，在浪潮
裡要學習信靠，祂是那位能平靜風浪、滿有大能的
主宰。謹於此數算主在2017年作為，把馨香的祭物
呈獻上帝：

一）招募、差派宣教士
1. 宣教士人數分佈（不包括宣教士子女）

 工場 2017 展望2018
 東亞 23 * 25
 西非 7 9
 北非 4 4
 中亞 8 8
 東南亞 6 7
 歐洲/南亞/其他 4 3
 香港 1 3
 合共 53 59

* 其中2位為1年短期宣教士

宣教士
晨泉之家
Akatsuki姊妹
卡莉姊妹 

工場
東亞
東亞
中亞

2. 2017踏出工場的宣教士

2017
浪潮裡見主恩
「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都聽從祂。」
（可四41，和修版）



3. 宣教士關顧及培訓

辦公室同工除了每周都一起為宣教士禱告、處理
他們的財務、代禱消息並相關行政事務，2017年
也提供以下服侍：

‧ 1月，述職及候任宣教士退修會

‧ 2月，同工陪同北非宣教士保連返工場，同時
探望本會在當地的宣教士及宣教伙伴團隊

‧ 6月，同工陪同卡莉宣教士出工場，並探訪當
地本會及其他宣教伙伴，與及該國各區的穆民
歸主者

聚會類別 次數
廣州伊斯蘭文化考察團 4
包辦營會 1
其他聚會 44

聚會類別 次數
主日崇拜/差傳聚會 91
穆宣及宣教課程 68堂
本地伊斯蘭文化考察團 8

2. 主辦 / 合辦事工

* 為合辦或協辦聚會

日期 事工 參與人數

2月9日 眾志承傳：二十周年感恩見證晚會 近300人
3月9日 印尼家傭關愛組主辦：教牧同工研討會* --
5月12日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港島區）* 76
5月19日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九龍區）* 143
5月24日  由轉變到轉化：關愛宣教士研討會 *  --
5月27日 辦公室奉獻禮 100+
6月14-15日 不再陌生的回族：回族福音工作密集課程* 47
6月16日 不再陌生的回族：穆民栽培與成長之路講座* 80+
7月9日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工作坊* 50+
9月7日   心入穆斯林：穆宣課程（公開課程）* 40+
9月-12日 於播道神學院教授整全的「宣教學概論」課程（三個學分） 35
10月20-23日 「靈風飊起：穆斯林歸主浪潮」專題講座及工作坊* 約500人次

‧ 9月，前線差會亞洲宣教士訓練學校（候任宣
教士及辦公室新同工一起接受培訓）

‧ 12月，同工探訪東亞兩個城市的宣教士及宣
教伙伴

‧ 12月-2月，培訓短期支援宣教士

4. 成立Mark-Set-Go小組

2017年11月份正式開始，計劃為期一年，與有
心志投身宣教的肢體同行，幫助他們確定神的呼
召、了解所需要的裝備，以及讓同路人彼此交流
和支持。平均出席人數：23人。

二）工場及事工拓展
1. 台灣前線差會自立

台灣前線差會於成立初期，隸屬香港前線差會。唐牧師於2017年8月獲本會國際總幹事正式委任為台灣前
線差會總幹事，台灣前線差會同時開始正式獨立運作。

2. 總幹事胡樂文牧師透過培訓、教導，與不同地區的神學院及宣教機構建立關係，推動穆宣

‧ 2月到菲律賓聖經神學院的東亞分校教學

‧ 3月前往台灣神學院主領「福音本色化」專題講座

‧ 6月、8月及12月到東亞不同地區教會及神學院進行培訓

‧ 10月到馬來西亞神學院作培訓

三）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1.  2017年，本會應邀領會、教授課程及伊斯蘭文化體驗之旅：



3. 青宣計劃
‧ 海外青宣：2017年共有6位年青人，連同1位同工隊
員、2位隨團導師（共9人），分別到東亞和北非體
驗四周，今次更是首次有香港以外的成員參與。

4. 文字、出版
‧ 差會季刊

 1-3月主題 ： 神恩處處、差會20年
 4-6月主題 ： 大專宣教競賽
 7-9月主題 ： 靈風泛起的靈浪 ─ 
    穆斯林歸主浪潮
 10-12月主題 ： 容不下基督的聖誕 ─ 
    伊斯蘭擴充下的溫水青蛙

5. 多元事工

除了既有的講壇服侍和課程，本會也設計了多個
互動遊戲、文化體驗活動，以度身訂造形式服侍
教會。

‧ 本地青宣：暑期共為三家教會度身訂造本地
及廣州青宣培訓及體驗計劃。

‧ 差會二十周年紀念文集：
《眾志承傳》

 收集了差會董事、宣教士、
義工、代禱者和支持者參與
穆宣的見聞，見證與神同工
的喜樂。

體驗遊戲「假如  
我是穆斯林」

到廣州觀摩萬人主麻禮拜北非隊東亞隊

五）辦公室擴充計劃
神於2016年底為差會預備毗鄰的單位，與
原有辦公室打通後合併使用，整個裝修工
程於2017年3月正式完成，新辦公室奉獻禮
於5月27日舉行，由本會顧問盧家馼牧師訓
勉和祝福。

四）祈禱事工
1. 每月舉行月禱會，除了由述職或候任宣教士分享，
亦分享了以下專題：穆宣新形勢、宣教與屬靈
爭戰、本地穆宣的困局、緬甸穆民的呼聲、校園
穆宣、祈禱攻略為穆民及為宣教士聖誕福音工作
禱告。平均出席人數：46人。

2. 特別祈禱會

6月23日：開齋節前通宵祈禱會（約70人）

9月2日：宰牲節祈禱會（26人）

3. 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MUUPGs）祈禱會：全
年共舉辦四次祈禱會，平均10人出席。

4. 祈禱課程

4月29日 宣教禱告日「禱告與權柄」 9人

4-5月 求主開信道的門(第三屆) 10人

11月10日 宣教禱告日「禱告與權柄」 21人



2017年度奉獻收入
( 1月份 至 12月份 )

﹝經常費﹞ 總支出報告
( 2017年 1月份 至 12月份 )

差會經常費

宣教士及宣教事工經費

2017年度財政報告

六）同工情況
有三位新同工分別在2017年1月及2月加入差會。丹
尼爾傳道負責協助教育動員事工及校園福音事工；
事工幹事藍寶窰姊妹與黃宣悅姊妹則分別支援教育
動員事工及宣教士事務。

候任宣教士三菱鏡家庭原擬於年中出工場，但因三
菱鏡太太發現癌症，他們須要暫時留港，三菱鏡先
生遂於10月1日起出任本地宣教同工，協助教育及
動員事工。

七）結語 — 乘靈風破駭浪
縱或浪濤洶湧，但我們深知主愛穆民甚至願為他們
犧牲，也深信主會親自引導我們為祂贏取更多靈
魂。謹簡介2018未來事工重點和需要，願你繼續在
禱告和行動上支持本會的服侍：

1. 求神繼續加添穆民歸主者人數，又保守相關栽
培及門訓工作。

2. 宣教士服務：因應事工及宣教士人數不斷加
增，更須要有系統地關顧與培訓宣教士。

3. 加強禱告的服侍：穆宣要成功，不是倚靠勢力
和才能，乃是靠聖靈在人心中的工作。

4. 多元項目服侍教會：除了講道和教學，將設計
更多互動遊戲和活動，盼能切合新一代信徒的
需要，幫助他們更關心和了解穆宣。

5. 夥拍華人教會：盼能與更多各地華人教會伙伴
合作，彼此交流，分享差會的網絡、資源和經
驗，強化華人穆宣同工的訓練和差派。

6. 本地穆宣：除了培訓和推動教會信徒，本會亦
已陸續投放資源和人手，把握機會與香港境內
穆民分享福音。

支出： HK$
1.  購買辦公室樓價 6,530,000
2.  印花稅 466,000
3.  橫樑整固、天花漏水維修工程及裝修費 851,320
4.  律師費、註冊費、建築師工程督導 78,598
 及設計費用
5. 傢俬、冷氣機、電話系統、電燈等 470,620
  合計：8,396,538

新辦公室收支報告（2016年1月至 2017年12月）

不敷：（$2,088,926）（暫由免息貸款墊支）

收入： HK$
1. 籌款及奉獻 4,790,284
2. 差會發展基金儲備撥款 1,517,328

  合計：6,30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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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關顧與同工培訓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行政支援
辦公室設備及運作
撥備本地宣教士同工及支持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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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及海外事工總支出

合共港幣  $4,748,663合共港幣  $21,391,245 合共港幣  $15,64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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