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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救援與穆宣
在 2018 年 9 月 28 日， 地 震 和
海嘯相繼襲擊印尼中蘇拉威西省
（Sulawesi）首府帕盧（Palu）及
附近地區，造成嚴重破壞，有些地
方更出現罕見的土壤液化，將地面

上的一切迅速吞噬，令災情雪上加
霜。估計有超過二千人死亡，五千
多人失蹤。不少國家和國際救援機
構紛紛作出回應，願意施以援手，
救助當中的災民。

編輯室

編者的話
《前線通訊》由今期開始改名為《前
線觸穆》，希望透過新的排版和內
容設計，鼓勵大家以嶄新的眼光——
從神的角度「觸摸」和「看見」穆
斯林都是神所愛的生命。

作為一份差傳刊物，願它能促使更
多肢體關注穆斯林，使穆宣成為「矚
目」的話題。同時亦希望大家透過
認識穆宣，進一步藉禱告和實質行
動支持前線的宣教士更有效地「接
觸」穆斯林，讀者也在自己的城市
「接觸」散居穆民。

今期主題是「人道救援與穆宣」，
分享宣教士如何透過救援工作實踐
整全福音使命，並藉此開啟本來緊
閉的福音大門，讓最難「接觸」的
「福音未及穆民」也有機會「看見」
為他們捨身的神子基督。

願本季刊能成為您和穆斯林朋友的
祝福。

主題文章使命宣言

以愛心和尊重，
邀請穆斯林群體跟隨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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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個多月，災後的重建工作雖
然仍在繼續，災民的生活或會慢慢
恢復，但心靈裡的恐懼何時能夠消
減？不少對穆民的福音工作有負擔，
同時有救災經驗的宣教士，藉此參
與人道救援的工作，進到受災的穆
民中服侍，當中有兩隊是菲律賓前
線差會的宣教士：域加夫婦和德田
夫婦。盼望透過他們的分享，讓我
們多瞭解人道救援如何將神的愛和
安慰帶給受災的穆民，成為往後穆
宣發展的契機。

在災民當中的服侍
域加宣教士夫婦一直在印尼服侍。
在這次蘇拉威西的大災難裡，他們
招募了十三位志同道合的印尼人和
外籍人士參與救災，當中包括醫療
方面的專才、處理心靈創傷的輔導
人員，還有推動建立門徒運動的同
工。他們在帕盧逗留了六天，關顧
災民在身體、情緒、和心靈上的需
要，為他們帶來祝福。在這段行程

裡，域加夫婦的團隊探訪了八個
災民營，服侍了三百多個印尼人，
為他們提供醫療和牙齒護理服務、
教授災難後各方面的復原、輔導心
靈受創傷的，還有藉禱告來醫治災
民的心靈。感謝神的恩典，他們能
與五十位本地穆斯林一起禱告，帶
領他們接受基督的救恩；有機會與
二十位心靈開放的災民談論耶穌，
又目睹三十八位傷者奇蹟地得到神
的醫治。

德田宣教士夫婦過去是減輕災難危
機方面的專家。當他們抵達帕盧市，
見大部份的國際救援都集中於此，
於是他們前往附近的山區，察看同
樣受地震破壞，規模較細小的村莊。
以下是他們親身的經歷：

「感謝主供應我們一切所需用的物
品，更預備了一群同樣希望參與救
援的當地人，我們只認識其中一些
人，另外的是我們到了蘇拉威西才
第一次見面的。我們不知道要住在

哪裡，因很多酒店已關閉，其他的
亦已客滿；我們原先計劃入住的災
民營已住滿了人，實在無處容身。
但神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家庭，他們
樂意接待我們，借出房間給我們住
一個多月。

「在開始的兩個星期，我們到帕盧、
棟加拉（Donggala）和施哲（Sigi）
不同的災民營派發衛生包。在派發
衛生包之前，我們會聚集當中的婦
女和小孩，教導她們個人及公眾衛
生的重要性。

「在施哲有一個災民營的環境令我
們的心很難過。那裡住了約五百人，
都是受地震和山泥傾瀉影響的災民。
政府已將他們所住的地區列為災區，
因此他們不能回家，只好暫居於此。
救援團體雖供應了帳篷、食物和其
他物資，但最大的問題卻是水和廁
所。當地政府的確提供了每天需用
的食水，但洗濯用的水，他們就要
到一公里外的河流將水帶回來；至

於廁所，他們就在帳篷周圍的草地
解決。

「感謝神的供應，我們與本地的信
徒合作，從營地外 3.5 公里的山澗
鋪設水管，直鋪到營內，災民都非
常興奮地參與鋪設工作；有些災民
則幫忙挖掘化糞池，放置我們所預
備的八個廁所。現在他們可以享用
清潔和新鮮的水了。在其他地區，
我們與有同一心志的伙伴合作，除
了給予災民盛水的器具、廁所用品
和煮食用具，我們還去安慰心靈受
創傷的災民，帶領他們祈禱。

「見到他們的微笑，聽到他們感激
的說話，實在溫暖了我們的心。我
們有機會與他們分享神的話，為他
們祈禱，與災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
我們很榮幸能參與這一次救援及重
建的工作，因而結識了一些喜歡傳
福音的人，將來可一起接觸不同的
族群，尤其是那些福音未及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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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救援是其中一個平台，但只能作
為起點，因為當災情受到控制，宣
教士的活動空間便會逐漸收窄，甚
至會因為政府政策而需要立時離開。
若能夠與當地教會合作，參與社區
重建，便能為宣教士提供一個更持
久的平台。

基督的教會在穆斯林國家長久以來
都受到很多限制，向穆民傳福音有
可能令激進的穆民產生不必要的抗
爭行動，因此教會普遍低調，結果
失卻對社區的影響力。教會若能擺
脫恐懼，鼓勵信徒積極參與社區建
設，努力建立與穆民的鄰舍關係，
便有機會將基督的愛帶進穆民當中。
若宣教士能與當地教會同行，分享
穆宣的經驗，便能創造福音的契機。

有一位牧者在他的短宣札記裡，提
到一間基督教機構如何在穆斯林社
區建立教會：

「機構的事工於貧民窟起家，透過
實際改善區內的生活環境來見證主，
改善項目包括鋪設道路、建立食水
輸送系統、興建學校等，稱之為『生
命中心』（life	 centre），而居民
為了向機構表達謝意，特別於村入
口處擺放石碑，刻上感謝機構的字
句……在一個以穆斯林為主的社區，
為何能興建教會？尤其規矩是，若
要在區內建立教會，必須獲得區內
穆斯林領袖們一定數目的支持，方
可通過。原因有二，第一是這位同
工是貧民窟中人，他不是外來者；
第二是機構對區內的貢獻有目共睹，
為主的名作了美好的見證。」

《容我往田間去》，頁 61-62

成為祝福的管道
據一些有救災經驗的人士分享，參
與人道救援工作的人最理想是有專
業知識，包括機械工程、醫療及其
他與救助有關的範疇。假若你有這
些方面的專業，你願意進到有需要
的災民（或穆民）當中？你亦可修

註：
根據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IMB)，截
至 2018 年，蘇拉威西省的福音未及穆斯林
族群共有二十九個，總人口約 160 萬。

「我們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以基督
為中心的信徒群體，讓他們參與中
蘇拉威西的福音工作。因此我們聯
繫當地的傳道人和在帕盧服侍的宣
教士，開了一次研討會。我們一起
反思馬太福音二十四章（關於大災
難的預言），商討如何回應神的心
意，接觸蘇拉威西福音未得的族群。

「研討會後，當地信徒便組成了名
為『給帕盧、棟加拉和施哲的送愛
行動』的團體。」

打開穆宣的門
域加及德田宣教士夫婦參與在帕盧
的人道救援工作，為受災的穆民帶
來極大的安慰和祝福，也開啟了福
音的門。在穆斯林國家，要打開穆
宣的大門須以不同的創啟方式，人

容我往田間去─穆宣拾穗
若活著

前線差會出版

讀一些災後的心理輔導課程，幫助
心靈受創傷的災民。

面對世上各處不斷發生的災難，不
論我們是到前方參與救災，或在後
方以不同的方式作支援，惟願你我
都能成為祝福的管道，讓神的愛傾

流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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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至滅沒，
是因神的憐憫

我們都是罪人，但神並沒有滅沒我
們，是因祂的大憐憫；不但如此，
祂更讓我們有機會得聞福音、得著
救恩！

去年 9 月發生在印尼蘇拉威西的地
震和海嘯，造成不少傷亡，叫人難
過，但亦是藉著這些事件，讓世人，
特別是基督徒，能聚焦關注蘇拉威
西這個地方，也彷彿是神透過這些
種種，呼喚我們去關心蘇拉威西當
中族群的需要。

是的，神仍有憐憫，叫人不致滅沒。

前線差會在過去十年，也因應福音
需要的逼切性，釐定了六個「最
需要」的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策略
地點，其中一個就是蘇拉威西。根
據 Internat ional 	 Mission	 Board	

(IMB) 的數字，在蘇拉威西的福
音 未 及 穆 斯 林 族 群（MUUPGs,	
Muslim	Unengaged	&	Unreached	
People	Groups）共有二十九個，而
人口超過一萬的有十七個，總人口約
160 萬。說實在的，這 160 萬其實	
「不是」數字，而是活生生的生命！

或許神要藉著今次的大災難，喚醒
許多祂的兒女，深深的反省平安並
非必然，生命的存留也不在自己掌
握，不知道禍患和明天，哪一個會
先來到。我們的生命要如何被神使
用？當我們每天為仍有生命氣息而
滿心感謝神的時候，蘇拉威西災區
的頹垣敗瓦、災民（大部分是穆民）
的絕望眼神有否觸動你要回應？

惟望你能！

Γ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
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至斷絕。」
（哀三 22）

歡迎和我們聯絡，分享你的領受及心志，我們很願意和你配合

總幹事的話

胡樂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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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宣教
工場介紹

一個位於中亞內陸的國家，於 90 年
代由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獨立出來。
全國數百萬人口之中，大多信奉伊
斯蘭教。由於過去被蘇俄統治多年，
人民的伊斯蘭信仰根基普遍淡薄，
但在他們的身分認同上，伊斯蘭仍
佔重要的地位。鐵幕垮台後，這國
家曾對福音工作開放，可是其後當
地的法例限制宗教自由，任何人不
得在公開場所傳福音。

工場介紹

工場代禱需要

K 族人傳統上是遊牧民族，他們原本
信奉民間宗教（崇拜大自然、祖先、
善靈與邪靈的超自然力量等）。一
般 K族人的伊斯蘭信仰流於形式化，
但對於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來說，
仍會面對親友和鄰舍極大的逼迫，
及失去工作等社會上的不公平待遇。
K 族人有其教會，但仍需要各方面的
資源及幫助，好讓他們能承擔教導、
牧養和傳福音的職份。

由於國家經濟情況不理想，許多人
選擇到國外工作。留在家鄉的孩子
們由其他親友照顧，有些孩子甚至
被送到孤兒院；國家的貪污問題嚴
重，社會保障有限，弱勢社群極需
要支援。
			
香港前線差會現時有 8 位宣教士在
這國家，分別服侍 D 族和 K 族的穆
民。

李察夫婦、卡莉及亞苗：

以教育及兒童寄養服務服侍 K 族人
乘風夫婦、芥菜種家庭：

以醫療及農產品貿易服侍 D 族人

為該國祈禱：

	 求神保守當地的政治、經
濟與社會的穩定

為人心祈禱：
	 求主讓當地的穆斯林對福
音開放，並有勇氣接受基
督，得著從主裡來的盼望

	 藉宣教士的服侍，得見主
醫治的大能和憐憫

	 不少孩子與婦女缺乏愛，求
神眷顧他們的身心靈需要

	 願當地基督徒在信仰上得
到建立、在主裡有恆久的
盼望、能忠心跟隨基督

	 求神讓當地的教會在信心
中成長，靠著聖靈的能
力、以基督的愛和真理，
將福音傳給當地人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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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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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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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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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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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線差會宣教士人數分佈

D 族人是百多年前由中國移居此地
的穆斯林族群，傳統上以務農為生。
他們熱情好客，但內聚封閉，排斥
外來事物。他們有強烈的家庭觀念，
尊重長輩，但女性地位甚低。伊斯
蘭信仰在族群中世代相傳，一旦有
人離開伊斯蘭教，便會遭家人及社
群排斥及恐嚇，甚至因此脫離關係、
面臨生命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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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主堅強的媳婦

艾美本身是 S 族人，於 2008 年嫁
到閃家，當時才十六歲，至今結婚
十年，育有一名六歲的孩子。丈夫
小北在家裡排行最小的，按照傳統，
小兒子須負責供養父母終老。面對
陌生的家庭、嚴厲的家姑、不懂溝
通的丈夫，艾美感覺孤獨、不受尊
重。我每次到訪便成為她傾訴的對
象，我總會找機會鼓勵她，跟她講
聖經故事，一起禱告。

剛開始時只有我為她禱告，後來她
會自己向耶穌禱告。有一天，艾美

終於願意接受耶穌並跟隨祂，我看
得出艾美有一顆單純的心。然而信
主並不表示生活從此便事事順利。
2015 年 2 月，艾美因為跟家姑和丈
夫鬧矛盾，一怒之下回娘家，一住
就八個月，其間適逢家翁因病去世，
夫家忙於辦喪事，兩人的婚姻看似
無望挽回。但在 2016 年 1 月，小北
居然主動聯絡艾美，剛巧她需要動
手術，丈夫陪伴在側，力勸妻子回
家，我後來得知這段日子裡，艾美
一直為丈夫主動來找她禱告。

小橋宣教士

雖然小北信誓旦旦，但艾美發現小
北並沒有多大的改變，也沒有主動
找工作，只靠艾美一個人賺取一點
點工資來支持整個家。去年 1 月又
發生了一次婆媳衝突，激發艾美再
次回娘家。這一次，她真的鐵了心，
對這個家和丈夫死心，任憑丈夫力
勸，她始終無動於衷。約半年後，
家姑突然病危，家人從醫院接她回
家；這時候在小北苦勸下，艾美情
非得已，只好回來。奇妙的是，家
姑在她回來以後，病情居然慢慢好
轉！而且小北已經重修了房子，就
是為了迎接妻子回家。

艾美話不多，只是默默耕耘，從來
不發脾氣，對於嘮叨的家姑，她也
是儘量忍讓，不跟她頂嘴。雖然她
讀書不多，大道理她也說不出來，
但是她說，為了這個家，她會盡她

的本分和責任。家姑身體一直不好，
所以到了中午時間，她會儘量放下
工作，回家給家姑做飯。多年的服
侍雖得不到家人的誇讚，但她還是
任勞任怨，這樣的態度，大家都看
在眼裡，艾美慢慢獲得家人的認同。
家姑雖然嚴厲，但是她曾經在別人
面前自豪地說媳婦天天回來給她做
飯呢！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

遠勝過珍珠。（箴三十一 10）

我深信艾美一直祝福著閃家，她不
是僕人，她是有價值、有影響力的
婦人。願她一直靠著主，面對人生
的不同難關，也祝福她的丈夫小北，
用實際行動欣賞和疼愛艾美，並因
為艾美生命的見證，家裡人都能歸

在主的名下。阿們！

歸主者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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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聖戰與
聖經中的戰爭有何不同？

自從 911 恐襲後，許多西方人開
始留意伊斯蘭。令他們震驚的發
現，是伊斯蘭的古蘭經有清楚的命
令，為了信仰的緣故可以發動聖戰
（jihad），而武力是其中一個實踐
方式。於是許多愛好思考的人開始
將伊斯蘭恐怖分子的恐襲與聖經舊
約中的戰爭暴力作比較，但這樣作
比較合理嗎？耶和華在舊約對以色
列人的命令，與古蘭經描述的聖戰
相同嗎？

要回答這問題，我們須先明白「聖
戰」的定義。在伊斯蘭的教義裡，
「聖戰」原來的意思是鬥爭以及不
同形式的掙扎，其中一種是「心靈
的聖戰」（個人與罪的爭戰）。不
過最為人認識的聖戰，就是為伊斯
蘭而發動的戰爭。雖然古蘭經有經
文鼓勵穆斯林以恩慈對待非穆斯林，
但同時亦有經文命令穆斯林要攻擊
非穆斯林。

編輯室

冷知識

除了古蘭經的教訓外，穆斯林也會
遵守聖訓。聖訓講述穆罕默德曾吩
咐他的軍隊將領當遇到敵人是信仰
多神的，便給他們三個選擇，首先是
皈信伊斯蘭，若他們願意，就不要
攻擊他們；若他們不願意接受伊斯
蘭，就要求他們繳付丁稅（jizya），
若他們願意繳交，也不要發動攻擊；
但若他們拒絕納稅，就尋求安拉的
幫助，攻擊他們。（參《穆斯林聖
訓實錄》卷 19，4294 條）

那麼在舊約聖經所記載的戰爭暴力
又如何解釋？最常被議論的就是耶
和華命令以色列人殺滅迦南人及佔
據他們的土地。要評估這些事件，
我們必須明白當時的背景。迦南人
的文化充斥著血腥和敗壞。不可思
議的墮落行為比比皆是，正如基督
徒作家基士拿（Norman	Geisler）
的描述：「那種文化是徹頭徹尾的
邪惡，其嚴重程度，聖經形容是神
所憎惡的，裡面充滿了殘暴、血腥、
亂倫、以及嬰孩獻祭等惡行，是一
種具侵略性的文化，會摧毀當時的
以色列民。」當神命令要毀滅迦南
人時，他們對神的大能並非一無所
知。妓女喇合與她一家就是例子，
證明只要迦南人願意悔改，就不致
滅亡。

總的來說，舊約聖經的戰爭暴力與
古蘭經的聖戰有極大差異。首先，
神在舊約所指定的戰爭是在特定的
時間，針對特定的民族；佔領迦南
地之後，沒有神的命令，以色列人
也沒有繼續發動戰爭，這與伊斯蘭
從不間斷的聖戰命令截然不同。古
蘭經容許為了擴張伊斯蘭而發動軍
事方面的聖戰，而在聖經裡則從沒
有看見神命令祂的子民為了擴展基
督信仰而殺害不信者。

耶穌基督明顯以非暴力方式工作。
如果一個基督徒以基督之名使用暴
力，他就是完全違背了主。耶穌教
導「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太
二十六 52），但穆罕默德的教導和
行為卻與此有明顯不同，當一個穆
斯林想假伊斯蘭之名施行暴力，他
能在古蘭經及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
記錄裡找到大量的記載來合理化其

行為。

撮譯自文章
“How is the Islamic idea of jihad different 
from the violence in the Bible?”
https://www.gotquestions.org/jihad-Bible.html

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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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認識的回族朋友中有很多雙胞
胎，大多數都是農村學生，起初也不
以為意，	以為碰巧又給我遇上。及
至和學生們熟絡了，認識了他們的兄
弟姐妹，他們才把實情告知，其實他
們並不是雙胞胎，只是為了應付超生
的問題而想出來的解決辦法。

回民家庭一向重男輕女，若他們生了
兩個女孩，便一定會繼續生，希望追
個男孩，但是已經超生了，超生是要
罰錢的；他們想繼續生，又不想繳交
罰款，怎麼辦呢？於是這個兩全其美

的方法出爐了！他們在戶口本上將兩
個孩子的出生日期填在同一天，就可
以多生一個了。這事怎能夠發生呢？
原來過往他們都在家裡產子的，不會
馬上幫孩子領出世紙，及至孩子要上
小學，必須要有戶口證明，那時候他
們才為孩子登記，於是便把兩個孩子
的出生日期填上同一天，結果女雙胞
胎便多起來，甚至兩個男雙胞胎也很
「常見」。

在我所認識的雙胞胎中，有一個家庭
裡竟然有兩對，我們發現這一家的兩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清心宣教士

姐妹和兩兄弟都是雙胞胎，感到非常
好奇，細問之下，原來是爸媽的權宜
之計，為此，「雙胞胎」的姐姐要遲
一年上學，妹妹卻要提前一年，幸
好妹妹的成績非常好，妹妹就是我們
所資助的學生，今年九月份就要升讀
大學了。可惜有些學生卻沒有這麼幸
運，尤其弟妹的成績一般都跟不上，
導致失學或輟學。

另外，農村回民家庭一般都會多生幾
個孩子，我認識一個家庭，他們很貧
窮，上有高齡父母，下有三個年幼兒
女，雖然戶主的妻子已小產兩次，但
他還想繼續生孩子，他坦言害怕孩子
會養不大，因此要多生幾個；他們不
一定用雙胞胎的方法，卻會去另一個
地方生孩子，等到孩子要上學讀書
時，便用錢疏通以解決戶籍的問題。

現在情況改變了，生孩子必須到設備
更完善的醫院，生孩的觀念亦放寬
了，社會鼓勵多生。對一些人來說這
是好事，起碼不再須要想盡辦法，甚
至冒生命危險生孩子；只是在城市居
住的人生活壓力大，很多只考慮生一
到兩個，唯有農村家庭仍然追求多生

幾個。

請記念：當地有更完善的教育和醫療
等配套給予農村貧窮家庭，以致他們
的孩子能夠有好的出路。

工場趣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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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穆民中間的哭與笑

宣教日2019

蒙神應允多年以來的禱告，今年終
可踏上這滿有恩典的宣教路。行文
時，剛好是我在工場生活了八個月，
仍屬新丁一族。人生匆匆數十寒暑，
能於金齡之年有此跨文化穆宣學習，
除了感恩不盡，更是不枉此行。

─ 為穆民小孩心痛
在穆民世界，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
清真寺，這是穆民信仰和生活的中
心。許多敬虔的穆民會早早就把小
孩子帶到寺內學習、背誦經書，希
望他們日後有機會成為教長！在每
周末的清早時段，常會聽到那些年
幼的孩子在寺內面對眾人大聲背誦
經書，他們根本仍未有清晰的說話
能力；當教長不滿意他們的咬字不
清或無法背誦時，便馬上用非常嚴
厲的語氣責駡他們，更要求他們不
斷重複背誦，直至他感到滿意為止。

每次聽到我都感到十分心痛及難過，
過去只是聽聞，現在卻親耳聽見。
我們實在需要切切記念這些穆民孩
子有機會聽聞救恩，求主憐憫！

─ 因禍得福
有一次我在工場因意外受了傷，很
感恩除了得到隊友們的關懷與幫忙，
更沒想到就讀的語言中心竟派了兩
位職員代表來訪，送來了一個水果
籃以表慰問，該刻我真的十分感動，
淚水幾乎掉下來。人在異鄉，更加
感受到當地人的那份真誠，因受傷
而贏得對方的友誼，真的非我所想，
且更讓我可以與身邊所認識的穆民
有更多機會接觸，友情邁進一步。
穆民其實大都是非常友善的，他們
很喜歡結交朋友，本地人更常面帶
笑容，當看見我這個外國人，還會
主動交談，在有限的語言能力中，
更感受到每一段與穆民的對話都有
聖靈的帶領，讓我能說得自然，對
方亦聽得開懷，感謝主！

可惜許多人仍不敢嘗試，甚至不能
接受與穆民做朋友，特別想到在香
港正呼吸著自由空氣的穆民，究竟

會有多少人願意接觸他們呢？

小草宣教士

宣教路上的第一次

哭哭

笑笑

截止報名日期：
 2 月 28 日 
 或額滿即止

  e-form 報名：
「同工們很有智慧地安排各項節目，全程沒冷場！」

「遊戲帶來很好的互動和反思，令我對穆斯林的需要有更深刻的體會。」
「宣教日提升了我對宣教和穆斯林文化的認識，讓我更真實體會他們的生命。」

宣教日 2018 參加者感言

9/3（六）

日期

10:00-21:00
時間

深水埗區
地點

地址於報名後另函通知

振動.震撼.振翅振動.震撼.振翅

「假如我是穆斯林」體驗遊戲
與穆斯林分享福音錦囊

與宣教同工面談
 宣教士現身說法

內容
參加者必須出席全日活動



模擬體驗宣教生涯．尋問探究上帝召命

WANTED 

勇於嘗試
想像以外

新事物

18 至 35
歲信徒

				2753	7170	
www.frontiers.org.hk

截止報名日期：
 3 月 31 日 
 或額滿即止

查詢及下載報名及 
活動詳情：

工場體驗
2019 年 7 月
（為期四週）

支援宣教士福音工作，穆民或穆民背景
歸主者家庭住宿體驗，當地語言學習	

青宣體驗幫助我對穆斯林的認識從書
本走進現實，接待我的民宿家庭是虔
誠的穆斯林，他們非常真誠、好客、
熱情！在工場看見天父的作為，燃起
我為天父出去的決心！

宣音
2017 年北非隊

原來，天父安排我進入穆民的家，並
非要給他們生活所需，或教他們一技
之長改善生計，而是學習謙卑自己，
以神的智慧和眼光認識穆民，以基督
捨身的愛去愛他們。

Agnes
2018 年東亞隊

學員感言

行前培訓	
封閉工場溝通技巧、與穆斯林分享福音錦囊、屬靈爭戰與
禱告操練、跨文化團隊建立與衝突處理等

5 月 4 日
（六）
9am-1pm

5 月 13 日
（一）
9am-6pm

6 月 8 日
（六）
9am-1pm

工場簡介
東亞工場
營商平台
					了解當地營商宣教平台
					扶貧工作

					鄉村家庭探訪

費用：HK$17,700

中亞工場
社會服務平台
				協助幼稚園及貧窮家庭兒童事工
				與當地教會接觸

				城市及鄉村家庭探訪

費用：HK$17,700

* 參加者須自籌部份費用，30 歲以下參加者可申請資助

北非工場
難民事工
				在難民中心協助教授語文及興趣班
				籌辦聯誼福音活動，如：音樂會

				城市家庭探訪

費用：HK$18,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