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挑戰不斷
‧ 不穩定的工場環境：因去年的新局勢，令在東亞
服侍的宣教士如處身「壓力煲」之中，有些甚至
須要立即離開工場，回港等候重返工場的機會；
仍能留在工場的，亦須要時刻警覺，應付突如其
來的衝擊。

‧ 重病與死亡的威嚇：有宣教士得了重病，必須立
即離開工場；有即將出工場的，結果因病不能踏
出工場；有宣教士家人因病辭世，給他們帶來沉
重壓力，感恩他們都能趕及回來陪伴患病家人走
完人生路，減輕他們心裡的遺憾。

神恩更多
‧ 差派上的突破：香港前線差會終於在2018年差
派宣教士前往一個新工場─東非工場，一個長
久對福音封閉的國家！曦雪宣教士稱這非洲工場
為「乾旱地」，盼望將神的愛如雨雪般滋潤那地
穆民的乾涸心靈。

‧ 緬甸探索祈禱之旅：福音未及之穆斯林族群
(MUUPGs)往往因極難接觸到才成為「福音未及」。
但差會在一次緬甸探索祈禱之旅，發現緬甸回族
卻是極容易接觸的福音未及之民，讓本會積極探
討長遠差派宣教士的可能性。

‧ 本地穆宣的突破：感謝主，2017年開始正式有
本地宣教士加入，至2019年初，其中一位更開
始了與一些穆民定期查經。

‧ 關顧宣教士的「生力軍」：關顧宣教士的工作極
其繁重，感恩2018年有三位新同工加入，其中有
兩位更是在工場服侍多年的資深宣教士，讓差會能
更整全地安排招募、訓練、差派及關顧的服侍。

面對各種非我們所能解決的挑戰，充分體驗靠著祂的
大能與恩惠，就能奮力前行。在此存感恩的心來數算
神在2018年交付香港前線差會的工作。

一）招募、差派宣教士
1. 宣教士人數分佈（不包括宣教士子女）

3. 本地宣教士/宣教同工

有三位專職本地穆斯林福音工作的肢體加入香港
前線差會（其中一位是實習宣教同工），幫助差
會開拓本地穆宣事工。差會除了督導他們之外，
也希望透過他們的平台，給本會候任宣教士在出
工場前有服侍穆民的經驗，也讓有穆宣負擔的肢
體有服侍穆民的機會。

4. 宣教士關顧及培訓

‧ 1-3月 安排職前培訓給候任宣教士，也舉辦
公開穆宣進深密集課程，幫助宣教士
有更好的裝備服侍主

‧ 2月  述職及候任宣教士退修會

 工場 2018 展望2019
 東亞 23 25
 西非 9* 8
 北非 4 4
 中亞 8 8
 東南亞  7* 7
 歐洲/南亞/其他 3 3
 香港 3 2
 合共 58 58

* 西非和東南亞分別有1位為短期宣教士

宣教士
天霖姊妹
  甘草姊妹 #

曦雪姊妹
甘霖姊妹
   小草姊妹 #

工場
西非
西非
東非
東亞
東南亞

2. 2018踏出工場的宣教士

挑戰中鍥而不捨
神恩裡金石可鏤

2018前線差會事工及財政報告

# 短期宣教士

Γ不要懼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
（王下六16）



聚會類別 次數
廣州伊斯蘭文化考察團 5
其他聚會 44

聚會類別 次數
主日崇拜/差傳聚會 65
穆宣及宣教課程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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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 26 穆宣密集課程（一）及（二） 29人次
2/25 - 3/4 緬甸探索祈禱團 13
4/12 齊來關心穆斯林教牧專題講座* 約100
5/4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港島區）* 約90
5/15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油尖區）* 近200
5/17 - 31 屋簷契機 ─ 印傭僱主必修科（逢周四）* 20+
6/18 關愛印傭禱告會* 27
6/23 - 7/21 穆宣進深課程 10+

二）工場及事工拓展
‧「緬甸探索祈禱團」於2月25日至3月4日舉行，除了搜集緬甸回族的資料，亦有禱告訓練，也探訪當地教會
及神學院，建立網絡

‧ 總幹事胡樂文牧師被國際辦公室委任為台灣前線差會及菲律賓前線差會的督導，於2018年4月、8月及11月
前往兩地的辦公室，對同工作指導探訪(coaching visit)

‧ 因內地的穆宣差派事工正蓬勃發展，總幹事有多次被邀前往不同地區作培訓

三）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1. 應邀領會、教授課程及帶領伊斯蘭文化考察團

‧ 2月  前往東南亞工場探訪宣教士罕裔和思回

‧ 7月  前往東南亞探訪新天地家庭，關心他們
轉到新工場的情況

‧ 9月  香港辦事處同工及2位候任宣教士參加
亞洲宣教士訓練學校，作誇文化學習

‧ 12月（至2019年3月）為候任宣教士進行培訓，
課題包括：在宣教工場的人際衝突處理、
急機處理、屬靈爭戰、營商宣教

5. Mark-Set-Go宣教探討小組

於2017年11月份正式開始，目的是與有心志投身
宣教的肢體同行。一年過去，感恩陸續有新肢體
加入，平均每月有26人出席。

其間不斷有新組員加入，因此MSG小組由2018年
11月開始分為初階及進階(已完成12次專題)，讓
小組的內容更切合組員的需要。

 日期                   主 題 出席人數
 1/14 我的宣教召命及 

26
  如何尋求事奉方向 
 2/11 神學教育與宣教培訓 20
 3/11 宣教生涯規劃 24
 4/8 如何與家人分享宣教異象 24
 5/6 短宣/長宣 28
 6/10 如何建立支持者網絡 18
 7/8 財務預備與管理 21
 8/12 單身、家庭與宣教 27
 9/9 帶職、專職宣教 30
 10/14 我的成長如何影響 

33
  我的宣教服侍 
 11/11 蒙召者的生命(一) 28
 12/9 蒙召者的生命(二) 28

MSG小組2018內容



3. 青宣計劃
‧ 海外青宣：2018年共有6位參加者，分別到
東亞和北非體驗四週。6位成員中有4位也有
宣教呼召，正探討服侍方向。

4. 文字、出版
 ‧ 差會季刊
 1-3月主題 ： 穆民歸主浪潮 ─ 多元回應，

深入反思
 4-6月主題 ： 觸手可及，何竟未及？
    親身接觸緬甸回族之見聞與反思
 7-9月主題 ： 穆民歸主成長路 ─ 生命的重塑
 10-12月主題 ： 先求祂的國 ─ 單身穆宣路上的

甜酸苦辣

5. 多元事工

除了既有的講壇服侍和課程，本會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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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肢體認識差傳。

遊戲和活動計有：

‧ 超級無敵估歌仔 ─ 藉歌曲認識不同地方文化
‧ 拍賣遊戲 ─ 認識宣教人須具備的不同特質
‧ 宣教人生交叉點 ─ 經歷宣教士的心路歷程及宣
教抉擇

‧ 假如我是穆斯林 ─ 體驗穆斯林的生活，藉此反
思穆宣的迫切性

‧ 新書出版：《我願為祢去 — 宣教
釋經靈修集（一）》 

北非隊
東亞隊

* 季刊於2019年
  開始新編排，
   定名為
    《前線觸穆》

* 為合辦或協辦聚會

日期 事工 參與人數
7/19 關愛印傭港印教牧對談會* 30+
10/2 - 11/6 心入穆斯林課程* 30+
10/10 - 11 展望課程（Perspective Course）統籌員訓練* 15+
10/17 關愛家傭日* --
12/4 - 6 基督教教練證書密集課程 14

日期 主題    出席人數 （連同工）
1/15 東亞述職宣教士分享 I 62
2/12 東亞述職宣教士分享  II 56
2/19 東亞述職宣教士分享 III 58
3/19 緬甸異象之旅及中亞宣教士分享 51
4/16 西非候任宣教士分享 31
5/21 東非候任宣教士分享 41
6/18 本地南亞事工 27
7/16 今日華人穆宣的現況與挑戰 35
8/20 青宣隊員分享 52
9/17 如何關心宣教士子女 19
10/15 毋忘初衷：正副總幹事夫婦分享 51
11/19 西非述職宣教士分享 32
12/17 北非述職宣教士分享/為聖誕節福音工作祈禱 66

四）祈禱事工  
1. 月禱會



2018年度全年奉獻總收入
( 1月份 至 12月份 )

﹝經常費﹞ 總支出報告
( 2018年 1月份 至 12月份 )

差會經常費

宣教士及宣教事工經費

七）2018年度財政報告

日期 主題 出席人數
6/15 開齋節通宵祈禱會 70+
8/17 宰牲節前祈禱會 26

2. 其他祈禱會

日期 主題 出席人數
3/6 宣教禱告課程「求主開信道的門」 15
 （至3/20，逢周二） 
4/10 進深祈禱課程 ─ 任重道遠 15
 （至5/24，逢周二）
11/17 宣教禱告培訓日 40+

4. 祈禱課程

13%

87%

宣教工場拓展 
宣教士關顧、支援與培訓
本地穆宣、動員與教育
辦公室運作及行政同工薪酬
辦公室設備及運作
清還購置辦公室貸款撥備

西非

北非

南亞

中亞

東亞

本地

13%

1%

29%

21%
26%

10%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總支出

合共港幣  $4,814,229合共港幣  $21,320,572 合共港幣  $17,070,047

15%

11%

19%

9%

34%

12%

[註：數字未經核數師批核]

3. 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MUUPGs）祈禱會：   
 2018年共舉辦四次祈禱會，平均10人出席

本會聯絡資料：
地址：九龍中央郵政局信箱74060號  |  電話：(852)2753 7170  |  傳真：(852)2771 4771  |  電郵：info@frontiers.org.hk  |  網頁：www.frontier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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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海外同工回港述職時有更大的
使用空間，同時讓差會舉辦更多課程，幫助推動穆宣。

 辦公室擴展計劃籌款情況：由2016年1月開始，至2018年12月31日的進展：

 ‧ 發展基金儲備及專款奉獻收入：HK$5,030,136

 ‧ 免息貸款：HK$2,290,000

      * 至2018年12月31日，差會尚需HK$105萬，以清還餘下的辦公室擴展免息貸款

六）同工情況
‧ 有三位新同工分別於2018年1月及9月加入差會。
事工副主任勞亦思傳道負責總幹事助理、財務及
文字工作；橄欖葉宣教士夫婦於9月開始轉為辦
公室同工，橄欖葉先生擔任副總幹事，橄欖葉太
太出任事工副主任，二人主力參與差會宣教士事
務工作

‧ 譚悅心傳道於2018年1月起以義務同工身份協助
宣教士事務及祈禱事工

‧ 行政同工Catherine於2018年3月正式離任，前
往東南亞作短宣體驗一年（已於2019年3月1日
再度成為差會同工，除了負責行政部工作，也有
參與本地印傭事工）

‧ 本地宣教同工丹尼爾傳道、事工幹事藍寶窰姊妹
及事工副主任練惟柔傳道分別於3月、9月及11
月離開差會的團隊，繼續在友會不同崗位服侍

‧ 三菱鏡先生於9月完成本地宣教同工任期後，加
入本會董事會，繼續參與穆宣服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