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逼迫與逆境中

堅守宣教使命
宣教是一份職業？還是一個召命！
宣教士是一份理想職業？與一般人心目中的理想職業有何不
同？以下我們前線差會的招聘宣教士的廣告會否令願意踏上
宣教路的肢體卻步？若沒有從上而來的召命，誰願踏上？

事工報告及財政報告

成為宣教士的忠心同行者
宣教士在苦難中仍然可以有喜樂，是因為苦難背後有神的
祝福，而神往往是透過宣教士忠心的同行者來祝福他們。
每當收到關於宣教士遇到危機的消息，不管是教會或是個
別肢體，都會由衷表達他們的關心和愛，更不用說是不住
的禱告了。誰說宣教士是孤軍作戰呢？

為了加強對宣教士的關顧，本會在 2019 年 11 月舉行了
「當危機來臨時——宣教士關顧員交流會」，主動邀請宣
教士差遣教會的關顧員參加，除了與他們分享宣教士在工
場遇到的不同困難和差會的支援策略外，也於交流會後按
堂會的需要開辦關顧課程，開始組織關顧員的同行網絡，
令支援宣教士的工作更全面。

在逆境中仍堅守宣教使命
在 2019 年的上半年，前線差會、宣教士及差遣教會（宣
教士的同行者）在神的恩典下能合作無間地推動穆宣。然
而到了下半年，香港正置身於激烈的社會運動當中，不少
香港教會須要暫停推動宣教活動，差會許多事工計劃同樣
須要暫停或作出調整。

面對前路似未見曙光，差會應要如何堅持主交託的宣教使
命？感恩祂仍給予我們服事祂、服事教會的機會：差會與
港、九不同地區的教會合作開辦公開穆宣課程、「宣教士
關顧員交流會」有超過一百位本會宣教士的差遣教會肢體
參加、月禱會的參加人數只受些微影響、在各教會的宣講
服事及與不同單位合作的外展配搭仍然繼續；我們在文字
的工作上更是加強了力度。

多謝宣教的主給差會的鼓勵，我們在艱難的環境下仍能實
踐宣教使命。想起先知哈巴谷的話（哈三 17-18），我們
雖身處逆境，仍能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們的神喜樂。深
願能與你分享這份滿滿的喜樂。

在此存感恩和喜樂的心來數算神在 2019 年交付香港前線
差會的工作。

2019 年度

招聘宣教士
工時？很長，嚴寒風霜、酷熱煎熬

病患困苦？幾乎無可避免

永恆的獎賞？肯定

平安返國？不能保證
友儕朋輩的接納和認同？不一定

監禁？有可能

宣教士苦多，樂更多
與大家分享一位宣教士的見證。伊雲宣教士在非洲一個穆斯
林國家宣教，結果被捕下監，卻因而生命得到煉淨和更新：
•	與主單獨相處了五十八個晝夜，雖然坐牢的日子極其
困難，卻經歷了與主耶穌最親密的日子，是從未有過
的經歷

•	入獄前工作很忙，沒有時間給耶穌；內心有很多驕傲
和嫉妒，在獄中花了三天認罪

•	從來沒有對聖經如此渴求過，不想忘掉任何一句神的
話語

•	每天以詩篇禱告，花上好幾個小時背誦聖經和敬拜，
並為家人、國家和各民族代禱

•	曾被蒙上眼罩、戴上手銬接受審問，但心中肯定只要
有主同在，即使被拷打也能忍受；後來經歷主奇妙的
保護和看顧

•	曾擔心坐牢的事會影響家人對神的信心，但主說會照
顧他們，他只管享受在獄中的日子

前線差會在2019年1月邀請了伊雲宣教士來港主領聚會，
以「即或不然——在逼迫與逆境中堅守宣教使命」為題，
見證苦難並不可怕，背後卻是神無比的祝福。



招募、差派宣教士

本地宣教士 / 宣教同工
2019 年，本會有三位專職本地穆斯林福音工作的宣教同工
（其中一位是實習同工），幫助差會開拓本地穆宣事工。差
會事工主管除了督導他們之外，也希望透過他們的工作平台，
給有穆宣負擔的肢體服侍穆民的機會。

宣教士人數分佈
（不包括宣教士子女）

*2019 踏出工場的宣教士：歡恩姊妹

宣教士關顧及培訓

Mark-Set-Go(MSG) 宣教探索小組
小組的目的是與有心志投身宣教的肢體同行。由 2018 年
11 月開始分為初階及進階 #，讓小組的內容更切合組員的需
要。2019 年平均出席人數為 28 人。

MSG 小組（初階） MSG 小組（進階）
日期 主題 出席人數 主題 出席人數

1/13 我的宣教召命及如何尋求事奉方向 20 如何用 8分鐘分享宣教呼召 13

2/10 神學教育與宣教培訓 17 自我認識與調校 9

3/10 宣教生涯規劃 25 從「太 5-7 章」查看做耶穌門徒要有的 50個操守 / 紀律 12

4/14 如何與家人分享宣教異象 21 聖經書卷「太 5-7 章」與家人分享宣教異象 13

5/19 短宣 / 長宣 17 宣教書籍閱讀分享（一） 19

6/9 如何建立支持者網絡 13 同行者裝備 12

7/14 財務預備與管理 17 財務預備與管理 20

8/11 單身、家庭與宣教 12 影響宣教的生命元素 10

9/8 帶職？專職？ 14 宣教書籍閱讀分享（二） 16

10/13 我的成長如何影響我的宣教服事 取消
（因區內有示威活動）

「太 5-7 章」跟進篇 取消
（因區內有示威活動）

11/10 蒙召者的生命 10 導師分享穆宣蒙召見證及候任宣教士分享 7

12/8 宣教生涯規劃 5 查考《馬太福音》：50個門徒特質 9

月份 內容

1-2 （由2018年12月開始）安排廣東話宣教士訓練課程，
為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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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述職及候任宣教士退修會

7-8 在東南亞地區舉行首個華語穆宣同工訓練營，有來自
國內及其他地區的候任宣教士參加，本會述職及在工
場的宣教士也被邀請教授一些科目和分享工場經驗

東亞

20

香港

3

北非

4

中亞

8

東南亞

7*

歐洲 /
南亞 /
其他

3

西非

8

▲ MSG 小組聚會# 進階學員已完成初階 12 次專題



工場及事工拓展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青宣計劃——海外青宣
2019 年共有 8 位參加者，到北非作宣教
體驗四週；當中包括有來自台灣的成員，
他們盼透過是次體驗能探討服事方向。

文字、出版
•《前線觸穆》季刊
	 1-3 月主題：人道救援與穆宣
	 4-6 月主題：即或不然	—	在逼迫與逆境中堅守宣教使命
	 7-9 月主題：從「恐伊」到「愛穆」
	 10-12 月主題：任重道遠	—	宣教禱告的新亮點「10/10」
•	每月的《前線通訊》於 2019 年開始新的版面，定名為
《月訊》，從不同角度回應宣教的課題，也分享宣教士
及差會的最新代禱需要、聚會消息。

主辦 / 合辦事工
日期 主題 出席人數

1/8-10 Disciple	Making	Movement（DMM）訓練 24

1/8 「即或不然——在逼迫與逆境中堅守宣教使命」講座 260+

4/11-12 「非不可失——非洲未得之民的宣教機遇」講座 * 150+

4/12 「非不可失——教會如何把握機遇」講座 * 50

5/3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 2019——滄海遺珠 * 200+

5/20-6/20 心入穆斯林公開課程（長沙灣區） 8#

6/7 關愛印傭聯合祈禱會 * 40+

8/4-9/1 心入穆斯林公開課程（油麻地區） 19#

8/31-10/5 心入穆斯林公開課程（鰂魚涌區） 13#

9/5-10/31 心入穆斯林公開課程（屯門區） 13#

9/11-12/17 「宣教心視野」課程 * 80+

11/2 「當危機來臨時」宣教士關顧員交流會 110+

11/21 TKI（印傭事工）教牧研討會 * 40+
＊	為合辦或協辦聚會
＃	數字未包括合辦教會信徒的報名人數

應邀領會、教授課程及
伊斯蘭文化考察團

應邀聚會 次數

主日崇拜 /差傳聚會 111

穆宣及宣教課程 78 堂

本地文化體驗之旅 7

廣州文化體驗之旅 1

其他聚會 35

•	總幹事及同工們於 7月 21日至 8月 3日前往東南亞，
帶領首次與東亞差會合辦的華語穆宣同工訓練營

•	總幹事及同工們分別於 3 月及 12 月帶領北美教會及
本港肢體前往緬甸，進行福音未得穆民探索祈禱團，
並為差派宣教士作更具體的部署

▲參觀清真寺，與教長交流

▲宣教士關顧員交流會

▲「即或不然」講座

▲學員感受：能親聞歸主者如何

在異象、異夢中遇見天父，親見

主在這裡的工作是何等美好！

前線差會 —— 2019 年度事工報告及財政報告



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MUUPGs）祈禱會
2019 年共舉辦四次祈禱會，平均 10 人出席。

月禱會及祈禱事工

感謝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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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進展：
•	發展基金儲備及專款奉獻收入：HK$5,397,467
•	免息貸款：HK$2,290,000（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清還 $1,600,000 免息貸款）

辦公室擴充計劃財務報告

宣教禱告課程／培訓
求主開信道門（13 人）任重道遠（14 人）穆宣禱告培訓日（15 人）

月禱會
每月除了為各區宣教士代禱，當中也邀請本會述職宣教士和候任
宣教士分享神在宣教工場，與及在他們個人和團隊當中的作為。
其中一些月禱會也有專題分享，例如：齋月中上帝超然的作為、
青宣分享、全球穆宣最新形勢及需要、差會全年感恩與前瞻、守
望聖誕節期間福音工作，平均約 43 人出席。

其他祈禱會
開齋節通宵祈禱會（70+ 人）
宰牲節前祈禱會（合辦聚會，參加人數 30+：）

奉獻總收入 經常費總支出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總支出

■差會經常費
■宣教士及宣教事工經費

■工場拓展
■宣教士關顧與同工培訓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15%

85%

47%

23%

25%

4%
1% 8%

1%

14%

31%

12%

16%
18%

■辦公室運作及
	 行政同工薪酬
■清還購置辦公室
	 貸款

■西非
■北非

■南亞
■中亞

■東亞
■東南亞

■本地

合共港幣	$4,970,862合共港幣	$21,922,767 合共港幣	$17,793,258

2019 年度財政報告

▲月禱會

▲開齋節通宵祈禱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