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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幾年前，伊斯蘭國對付異己的兇殘
手段，博科聖地極端組織擄走二百
多個女童的報導，我仍記憶猶新。
神愛世人，那麼我也要愛這些伊斯
蘭恐怖分子？心裏說，不要開玩笑
了！可是，在香港接觸穆斯林，給
我的印象卻是另一回事，他們多數
友善好客，完全不像「喊打喊殺」、
野蠻無理的人。

對於從沒接觸穆斯林而只從媒體認
識他們的基督徒來說，要從恐懼伊
斯蘭過渡到關愛穆民，無疑中間隔
了一個鴻溝。那是要知識和情感的
認同，加上神所賜的信心與幫助，
才能跨越，才能用愛心服侍穆斯林。

今期的主題文章以及「冷知識」都
幫助我們反思對待穆斯林應有之道，
對他們不用畏懼，「因為神賜給我
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
愛、謹守的心」。

從「恐伊」到「愛穆」
前線差會總幹事

胡樂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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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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不少穆斯林為了追求較好
的生活，喜歡移民到西方國家，特
別是歐洲，於是在歐美等西方國家
的穆斯林人口急速增長，他們對所
在地方的影響及聲音因此愈來愈大，
例如：在歐洲某些地區，因穆民人
口比例較高，竟自然地發展成「自
治區」，實踐不同程度的伊斯蘭法，
甚至要求當地本土人士遵守；在英
國的國會餐廳，因著比例很少數的
穆斯林議員的要求，竟禁售和豬肉
及酒有關之飲食。因著對伊斯蘭的
理念，穆斯林會致力將類似的影響
滲入到社會不同的層面，目標是將
所住的地方或社區伊斯蘭化，而並
非如本文開首的那位穆民歸主者那
樣，「努力融入主流文化」。

這種對伊斯蘭的恐懼是如何
發展出來？作為主耶穌所救
贖的天國子民，我們又如何
能勝過這種恐懼？

一位穆斯林背景歸主者見證了伊斯
蘭的變化。在他成長的環境，不同
的宗教一直和平共處，大家享用彼
此的食品，慶祝彼此的節日。沒有
任何宗教信仰取得政治上的主導權，
也沒有任何信仰群體受到其他信仰
群體的威脅或恐嚇，亦沒有任何信
仰在法律上顯得特別優越或受到特
別不利的對待。穆斯林自少就學習
古蘭經，教長（Imam）亦沒有教導
他們仇恨或蔑視其他信仰，或以攻
擊其他信仰為己任，只教導信徒唸
誦古蘭經。

他後來移民到英國，住在另一個多
種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會。
他努力融入主流文化，以各樣方法
盡快成為英國人。但到今天，他發
覺有部分穆斯林抱持不同態度，他
們不但沒有融入當地生活，反而成
為激進的群體，策動一些恐佈活動，
令大家對激進的伊斯蘭行為有一種
莫名的驚恐，卻沒有人有勇氣指出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當他看到平等、和平與和諧快速地
在英國社會消失時，他感到悲痛和
恐懼。1

註：
1	 撮 錄 自《 岌 岌 可 危 的 教 會 》(The	
Challenge	of	 Islam	 to	 the	Church	and	
its	Mission)，第 9 頁

「恐伊」
(Islamophobia) 由來
在 20 世紀初，一些中東地區的伊斯
蘭國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巴林、
沙地阿拉伯和科威特相繼發現石油，
對全球的經濟發展起了關鍵性的影
響，當中一些國家利用從石油所賺
到的金錢，在世界各地推動伊斯蘭
活動，甚至是恐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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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襲已叫人麻木
還是更警覺？
頻密的伊斯蘭恐襲似乎真的已叫世
人開始有點麻木，尤甚者，看見西
歐政治領袖冷淡對待基督徒死難者，
更叫人感悲涼！難道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如斯便宜、不值一提？美國民主
黨前總統奧巴馬、前國務卿希拉莉
和眾黨員更創造一個新名詞	Easter	
Worshipper（復活節敬拜者）來形
容今年四月在斯里蘭卡遇襲的基督
徒死難者，冀讓人避談是針對基督
徒的恐襲。他們在維特（Twitter）
發表的悼文，更在文末大力呼籲要
打擊「恐伊」，不要讓那些提出要
警惕伊斯蘭主義的人得逞云云。

事實上，世人「恐伊」是不無道理
的，只是這些政客及有機心者刻意
要人逃避這現實而已。到頭來，若
穆斯林社群不願意融入社會，要把
伊 斯 蘭 的 統 治（Islamic	Rule	–	
Dar	 el	 Salaam）加諸所住之地，那
麼共融及和平相處的「問題」就仍
會存在，只是時空及面對的程度不
同而已。

伊斯蘭對「恐伊」的反擊
因著 OIC（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untries）得到聯合國不少歐美政
客的協助，借助宗教歧視之名，引
進「恐伊」（Islamophobia）觀念，
就是說，若有人以為伊斯蘭可怕或
威脅，這其實是一種不健康的病態
思維，稱為恐懼（phobia），在心
理學上是一種病態形容，是須要糾
正的；更有甚者，OIC 更大力推動
各國實施 Hate	Law（「仇恨」法
案），就是說，若有人對某宗教提
出有關仇恨字彙或言論，就須受法
律的制裁；美其名是針對所有宗教，
其實大多被伊斯蘭教（透過其背後
的伊斯蘭資金）作為挾制人對伊斯
蘭有任何批評或不敬的言辭，並透
過控告及法律訴訟來制裁他們。歐
美等國推行了這法例，讓伊斯蘭更
肆無忌憚地推廣宣揚！反而若有人
對基督教有任何不敬或批評的言論，
則是「逍遙法外」，更被助長。

時至今日，雖然「恐伊」已廣植人
心，但卻不能宣之於口，尤有甚者，
因著怕被穆斯林威脅或報復，不少
公眾人物更反而對伊斯蘭歌功頌德。

自從 911 事件以來，伊斯蘭便和大
部分騷亂、恐襲掛鈎，或多數劃上
了等號。伊斯蘭國及各地的伊斯蘭
極端組織都直接或間接參與的暴力
和血腥行為，令人對伊斯蘭產生恐
懼，然而這些組織皆稱是按伊斯蘭
教最正確教義而行呢！

另外，中東地區一些國家長期發生
內戰，造成大量的難民潮，他們多
逃到歐洲，對接收難民的歐洲國家
造成沉重的負擔，對治安亦帶來負
面影響。

凡此種種，不但對社會帶來衝擊，
更使不少人因恐懼伊斯蘭而對穆斯
林產生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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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筆者會問：難道我們身處於其
他地區，面對這些頻仍的伊斯蘭恐
襲，就可隔岸觀火，置身事外？是
否要等到有一天，當我們被不少穆
民包圍的時候，才願意伸出代表著
主的手，迎接這些穆民？到時處境
或許又會太遲！

從「恐伊」到「愛穆」2

約翰壹書四章 18 節說：「愛裡沒有
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
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
愛裡未得完全。」是的，唯有當我
們在主完全的愛裡，才不會有懼怕，
無論是面對甚麼，都會因著在主的
愛裡變得剛強及滿有膽量。我想，
這也應是我們能從「恐伊」（「恐
懼」或「冷漠」）變為「愛穆」（愛
穆斯林）的不二竅門。

因著「愛穆」的心，神讓祂的教會
得著復興。在 2015 年，超過 16 萬
難民跨越邊界進入瑞典，這使瑞典
在處理難民問題上感到十分吃力。
在這時候，許多教會都幫助填補政
府的不足，因而有許多機會服事難

民，而難民亦有機會詢問關於基督
教信仰，並回應瑞典基督徒對他們
的愛。有一些教會開始有來自不同
地方的難民參加聚會，為沉寂已久
的瑞典教會帶來復興。有消息更指
有一個敘利亞家庭全家接受洗禮，
一位年老的瑞典基督徒非常感動地
說：「從我還是小孩子時，瑞典的
大復興末期直到如今，這是我第一
次看到全家人一起受洗。」3

註：
2	 因伊斯蘭本身有不少是直接抵擋基督教
真理的地方，我們絕對沒有理由去「愛
伊」（伊斯蘭）；另一方面，我們卻當
了解，穆斯林是在伊斯蘭轄制下的最大
受害者。

3	 資料來源：《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30
天 -2017》，第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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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除了差派宣教士去尋找
他們，神同樣把千萬穆民（有的是
土生土長的巴籍穆民、有的是印尼
傭工、有的是外地來港工作或學習
人士）從伊斯蘭地區帶到我們身邊，
我們再沒有藉口推搪，不去關心這
些人的福音需要。

你願意今日就起步回應神在這時代

給你的呼召嗎？盼你能！

歡迎與我們聯絡，彼此鼓勵！

Groan		迫切禱告
就著穆斯林給我們各方面的印象，
要愛他們真的不易，求神加給你一
顆愛穆民的心，以基督的心為心，
為穆民的得救迫切禱告，尤其是許
多福音未得之民都屬於穆斯林族群，
就由禱告開始吧！不單如此，也讓
我們的立志不作馬馬虎虎的禱告，
而是迫切的禱告。

本會網站 www.frontiers.org.hk
有不少相關資料可供讀者參考，
例如如何認領福音未及穆民族群。

Get	Involved		積極參與
可有不同的向度及層面，參與不同
的穆宣課程和訓練，透過文化體驗
加深對穆民及他們文化的認識，好
能培養你愛穆的心。

Go		走出去
進到人群當中，直接接觸穆民，與
他們建立個人的關係，了解他們的
需要，真實地向他們展現基督的愛，
在有需要的時候，邀請他們與你一
起奉主耶穌的名禱告，並提供恰切
的幫助。

目前本港有不少服侍穆民的福音機
構，以不同的平台接觸他們，包括
為他們的孩子而設的功輔班、為婦
女開設興趣班等等。只要你願意，
總有服事穆民的機會。

Give		付出
將神交付我們的金錢、時間和力量，
投放在宣教資源相對匱乏的穆宣事
工，是有其重大意義。穆斯林族群
的數目非常大，而且有些不易接觸，
所以若要差派宣教士到他們當中，
或是預備合適的福音資源，需要都
會比一般的情況多。

實踐「愛穆」就在足下
今日我們要實踐愛穆並不困難，	
最重要是有願作的心。筆者給你	

四個 G 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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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線差會差派的毅恩宣教士夫
婦在歐洲某國服侍，他們訓練和推
動信徒向當地穆斯林群體傳福音。隨
著大量穆斯林移居歐洲，該國約有
二十多個穆斯林族群居住，而當中
不少人在到達歐洲前從未聽聞福音。

國民的不安
對於當地的穆斯林，毅恩指該國超
過一半人有輕微至極端程度的仇外
情緒。其他人則予以同情，認為政
府對待移民（尤其對難民和尋求庇
護人士）過分嚴苛。 工場代禱需要

	 在該國最廣泛使用的是有關正確
認識伊斯蘭和友誼佈道的課程，
也有網站積極提供資源，鼓勵參
與穆宣的肢體接受裝備。

	 大批來自伊朗的年輕歸主者湧進
了教會，但教會領袖和信眾卻
並不了解這些有穆斯林背景的信
徒，因此裝備他們回應這些歸主
者的需求大增，例如如何成為友
善和窩心的群體、適切的教導和
牧養。該國已有宣教機構積極製
作資源，也有宗派致力培訓教牧

同工。

歐洲
宣教工場

工場介紹 另一方面，普遍認為極端恐怖主義
（無論是伊斯蘭或是反伊斯蘭）都
是邪惡的，對任何宗教背景的受害
者均表示同情。近期的大型恐襲事
件（新西蘭基督城清真寺連環襲擊、
斯里蘭卡教堂爆炸案等）加強了這
觀念。

服事穆民的良機
	 面對日益增長的穆斯林人口，許
多慈善機構和教會群體紛紛為穆
斯林移民提供英語課程，通過法
律和其他方式協助他們與政府的
移民部門溝通、並幫助他們尋找
醫療服務、住宿、職業培訓和工
作機會。

東
南
亞

東
亞中

亞

歐
洲

北
非

東
非

西
非

7

南
亞

1

20

香
港

2

14

8

8

3

香港前線差會宣教士人數分佈

	 許多穆斯林寧願將孩子送到教會
團體所辦的學校，因這些學校持
守道德標準。由於宗教教育是所
有政府資助學校的必修科目，基
督徒教師、牧師和青年工作者都
抓緊機會，不單教導他們聖經知
識，還著重講解福音的真正含義。

教會肢體積極裝備
	 該國的白人（包括基督徒）一般
對穆斯林的文化不甚了解。不少
人擔心他們遇到的穆斯林都可能
是恐怖分子。然而當信徒了解伊
斯蘭的信仰與文化，就能克服恐
懼，並願意接受裝備，學習以合
宜的方式將福音帶給穆斯林。

為工場祈禱：

	 求聖靈向穆斯林說話，讓
他們在尋求生命的意義時
找到基督。

	 記念在當地的福音機構、
教會事工與青年團體。求
神不僅讓他們在直接的福
音事工取得成效，且能推
動信徒活出基督的愛，並
與穆斯林朋友和同事分享
信仰。

	 為在學校教授基督教教育
的老師、牧者和青年工作
者禱告，使聖靈藉著他們
的教導來觸動學生。

	 求上帝感動官員和政客，
使政治氣氛得以變化，	
基督徒能再自由地公開作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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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哭起來了？

我來自伊朗一個穆斯林家庭，但家
人並非很嚴謹的穆斯林。我年幼時，
父母會叫我跟著他們拜禱。但到我
長大後，他們沒有再強迫我一起做。

來英國之前，我從未接觸過基督教，
亦沒見過基督徒，因在我所住的城
市，宗教氣氛極濃，相信在伊朗是
宗教最嚴謹的城市之一，有全國最
大的清真寺。

我來了英國六年，在這裡唸書，其
後在一間機構任職護理員，照顧身
體和精神有障礙的病人。這裡住了
四個女孩子，我須要照顧其中一個。

她的母親希望有人能在每個星期日
帶她到教堂。有一天同事問我：「你
可以去嗎？」我回答：「當然可以！
只不過是去教堂，都是同樣一位神
啊！我信神的，所以我可以帶她
去。」她們卻說：「噢！不是一樣的，
你是穆斯林啊！」我說：「我一點
都不介意。讓我帶她去教堂吧！」
因為我只是名義上的穆斯林，已沒
有遵守那些信仰的規則了。

我帶那女孩子到了教堂。開始的時
候，她坐著輪椅，我就坐在她旁邊。
當大家開始敬拜和讚美時，雖然我
不明白他們在做甚麼，但不知怎的，

編輯室

我卻開始哭起來，眼淚流個不停。
我無法解釋原因，只是有一種很不
同的感覺；他們開始領葡萄酒和麵
包，我不大接受所有人同用一個杯
來飲酒，那很不合衛生，因此我只
把手上的麵包蘸些酒便放進嘴裡。
噢！我的身體怎麼了？我不知道自
己發生了甚麼事，只知道每個星期
日我都會說：「讓我帶這女孩去教
堂吧！」

過了幾個月，我在這裡才發現有來
自伊朗的基督徒，她們邀請我參加
小組，但我當時未有想過要去。幾
個月後，我才答應：「我來參加一
次吧！」參加他們的小組，我感到
很舒服，印象很好，於是說：「我
會每個星期都來。」漸漸地，我們
每個星期都讀聖經，不過我還沒有
認真地去讀。但有一次，當讀到約
翰福音，我彷彿聽到有聲音召喚我。
從那時開始，我才認真讀聖經。令
我最感興趣的是耶穌常常叫人去愛
人、寬待人、饒恕人，這實在很奇
妙。這世上有數不盡的奇妙事情，
但對我來說，耶穌的教導是最奇妙
的。

爸爸知道我信了耶穌，我後來給他
一本聖經。他讀過後表示很喜歡。
有一次我回伊朗一段時間，我們一
起奉耶穌的名字祈禱，大家都哭了，
那情景實在很美！媽媽還未知道我
信了耶穌，因為她的反應必定是：
「噢！穆斯林信耶穌？我們不可以
改變信仰的！」我於是讀了一些聖
經給她聽，她問：「這是甚麼書？
說得很好啊！」我告訴她：「不必

理會書的名稱！」

編者的話

在自由的環境下，穆斯林的心較
開放，讓福音更易進入，成為
主的門徒。問題是他們會遇到恐
懼、仇視或歧視他們的人，還是
「去愛、寬待、饒恕」的基督
徒。若信徒皆選擇以「愛穆」去
戰勝「恐伊」，不但在歐美，在
世界各地會有無數穆民歸主，他
們更有機會將福氣帶回所屬的群
體中。

撮譯：
Friendship	 First ,	 by	 Steve	Bell	 and	 Tim	
Green,	2011

歸主者見證

本文是一位在英國歸主的穆斯林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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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極端主義
反思整全穆宣
各地伊斯蘭恐怖主義日見猖獗，歐
美世界反穆斯林的情緒也愈來愈高
漲。究竟甚麼思想激化了它們呢？

瓦哈比與原教旨主義
瓦哈比主義（Wahhabism）起源於
十八世紀，是遜尼派原教旨主義的
一脈。它主張一切以《古蘭經》為
依歸，反對什葉派、蘇菲派、聖人
崇拜等「異端」，音樂、舞蹈等娛
樂皆為禁忌，鼓吹以伊斯蘭教法管
治、向異教徒發動聖戰，促使伊斯
蘭征服世界。

近代主要的極端組織皆深受它的影
響，例如伊斯蘭國、阿爾蓋達、東
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的頭目皆擁抱它
的理念。

白人優越主義
近數百年歐美世界在科技、經濟等
方面領先各國，醞釀出白人優越主

義（White	Supremacy）。一些白人
深信他們先天比較優勝，世界應由
白人主導。從三 K 黨、新舊納粹主
義以至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風格，
也充滿了它的色彩。

近年歐美世界對穆斯林的恐懼、歧
視以至暴力行為，皆深受白人優越
主義影響。2019 年 3 月在新西蘭發
生的清真寺恐襲槍擊事件，就把它
最極端的行徑赤裸裸地向世人顯露。

兩者共通點—
假借上帝 / 真主之名
早年的三 K黨高舉十架去迫害黑人，
現今仍活躍的美國基督教騎士組織
（American	Christian	Knights），
便以「為上帝、為民族、為國家、
為黨 / 宗族（Klan）」1 作為組織的
口號。

余峻民
事工總監

冷知識

「美國基督教騎士組織」擁抱三 K黨的理念

以暴力實踐信念、歧視有色人種等，
皆嚴重違反「神愛世人」、「善待
寄居者」等教義，為何他們仍可聲
稱是在實踐基督信仰呢？撒但詭詐
之處，是假借上帝之名，將上帝不
喜悅的自私思想和行為合理化。聲
稱信耶穌的人尚且如此，更何況不
是源自上帝的伊斯蘭呢？瓦哈比主
義強調回歸《古蘭經》的原始教義，
上述極端伊斯蘭組織皆以此合理化
其暴行和政治目的。

為穆宣幫倒忙的界線
兩者另一個共通點是令人跟它們劃
清界線。普遍穆斯林會表示他們不
認同伊斯蘭恐怖主義，不少基督徒
也表示反對白人優越主義。

可悲的是一些歐美信徒卻矯枉過正，
劃出更多無謂的界線。例如有人以
「Happy	Holidays」 取 代「Merry	
Christmas」，以免「冒犯穆斯林」。

4 月發生針對教會的斯里蘭卡恐襲
後，美國的奧巴馬、希拉莉等重量
級政治人物竟以「復活節敬拜者」
（Easter	Worshipper）取代「基督
徒」來稱呼受難者。重視成功的穆
斯林會由於這些「尊重行為」進一
步否定基督信仰：「基督教一定是
假的，否則基督徒怎會隨便否定自
己和自己的神呢？」

整全的穆宣
穆斯林歸主，並非因為我們有強大
的成就，更不是因為無謂的「尊重
行為」，而是因為當他們面對迫害
時，信徒因基督的愛施以援手，從
信徒身上看到彼此尊重。穆宣不單
是領人歸主，也要建立教會，信徒
透過研讀聖經、認真禱告，藉聖靈
建立真正跟隨耶穌的群體。

願你我同心努力，藉聖經真理、	
聖靈的大能摒除人心底的私慾。
願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戰爭

註：
1	 「Klan」就是三 K 黨的第三個 K，亦是
三 K 黨的別稱，取自「Clan」的發音和
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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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很滿意我以身作則的示範和演
繹的誠意，因為我用行動展示了失敗
乃成功之母的真義。

我也曾是學生，明白默書會帶來壓
力，但適當的壓力卻叫人進步，能突
破自己和邁向成長。正如沒有想過四
年後，自己可以下廚一樣，每當試
煮新菜，我都會不斷實驗直至成功，
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就成為了成功的
基礎，最欣慰是我會以成果來服侍	
芝麻人！

觀察學習　不想失禮
接近學期結束，有一課是關乎城市生
活的題材，突然有一名學生說想嚐嚐
中國菜，我很爽快地承諾給他們弄中
餐。可是後來認真思考過後，又開始
後悔了，因為我不是服事一個人，而
是全班七個人！我真的沒有信心保持
水準，因為我只能在短短時間內下廚
做幾個菜，服事幾個人而已。但最重
要的原因是我不想別人試了我的廚

以身作則　克服困難
在北非工場，我是一個沒有專業資格
卻是帶著使命的「老師」。有一日，
一名學生跟我說英文串字是他的大難
題，於是我跟全班說︰「不要往負面
思想鑽而說自己不能夠，要相信自己
最終能夠做得到，因為失敗乃成功之
母。」我看見學生們點頭贊同。幾天
後，另一班有一名學生也跟我說串寫
英文令他感到困難，我於是跟全班
說：「串字錯了不打緊，最重要是錯
而能改，總有一天會串對的。」我在
白板上寫一個阿拉伯語生字，刻意串
錯了，就跟那名說有串寫英文困難
的學生說︰「上一堂你笑我串錯這生
字。」隨後我在白板上更正那錯字，

北非芝麻人
學 生 帶 給
我 的 快 樂

Oasis	宣教士

藝後，對我國的菜餚有負面評價和不
良印象，所以我在終期試前，改變主
意，帶他們去中國餐館品嚐有水準的
中菜。果然他們很喜歡我們的食物和
文化，而且在我沒有留意下，部分學
生原來已慢慢學會用筷子，於是一個
感染一個，他們就自動自覺地提起筷
子，且能穩穩地夾取食物。基本上我
沒有刻意教他們使用筷子，他們是透
過觀察而學會，真的很聰明。當天就
成了體驗中國文化日！

工場 見 聞

小插曲

一名學生問旁邊的同學，如果他問侍
應飲茶要加糖，會否被人笑，那學生
回答說最好不要糖了，免得被人笑。
我聽到後，忍不住笑了出來。我鼓勵
他們想要糖的話，可以問侍應，因為
甜茶是非洲和中東人的文化。雖然他
們不習慣中國茶的無糖文化，但最終
都沒有要求加糖，相信是不想自己失
禮吧。

他們都是一班可愛的芝麻人學生，	
當日文化體驗，他們表現得很出	

色呢！



「心入穆斯林」穆宣課程 2019

截止報名
上課前一週或額滿即止

內容
今日穆宣的挑戰、伊斯蘭起源與
發展、伊斯蘭正統信仰、民間
伊斯蘭信仰、與基督信仰異同之
處、與穆斯林分享福音要訣、	
本地穆宣的機遇與挑戰等

導師
胡樂文牧師/博士（本會總幹事）
黃昊哲牧師（本會副總幹事）
本會宣教士及同工

費用
自由奉獻

油麻地區
8-9月

3:00-5:00pm（逢週日）

鰂魚涌區
8-10 月

7:30-9:30pm（逢週六）

屯門區
9-10月

7:30-9:15pm（逢週四）

	2753	7170	
www.frontiers.org.hk

查詢活動詳情及報名：

MISSION HOLY-DAYS

祈禱內容
記念各差會宣教士
宰牲節前後的福音工作

「宰牲節前祈禱會」（合辦聚會）

日期 9/8（五） 晚上 7:30-9:30
時間

中華基督教會
基道堂

地點

陳凱欣博士 
中國宣道神學院教務主任

信息

活
動
宣
傳

查詢

     hkperspectives@gmail.com 
     6825 4268 (Whatsapp)

「宣教心視野」（合辦課程）

日期 10/9-17/12（二）
14 堂（10 月 1 日除外）

晚上 7:30-10:00
時間

8 月 31 日或額滿即止
截止報名日期

十字架山浸信會
    （深水埗區）

地點

<  2 至 12 個月宣教體驗

 < 支援宣教士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