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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壞的時候，也是最好的時刻！
疫情中穆宣的危與機

胡樂文
本會總幹事

查理士狄更斯在他的名著《雙城
記》的開場白：這是最好的時候，
也 是 最 壞 的 時 刻！（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我倒願意把其次序倒過來
讀：這是「最壞的時候，也是最好
的時刻！」因為對於基督徒來說，
無論處境看似如何惡劣，神仍是那
位掌權者，祂能把最壞的轉成為美
好！（詩二十九 10）

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日子，我們確是
經過一段看似很壞的日子：社會上
的活動幾乎停頓、無數的工作職位
被凍結或消失、不少基層人士的生

活變得更為困難與脆弱。然而，我
們不少人（特別是主內的肢體）因
著互聯網的運用而更結連，同時也
建立更多新的友誼；在不少地方，
因著教會及弟兄姊妹樂意擺上和付
出，不少人對基督教及基督徒有嶄
新的認識和接納。縱然過往大家的
大門本來都是封閉的，加上受到「社
交距離」的限制，但因著創意、熱
誠及願意投放心思，人與人之間卻
又比前拉近了。

疫情，是帶來我們在穆宣的「危」
還是「機」？這就得看我們如何面
對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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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疫情是看不見的病毒，似無還有！香
港的疫情看似完了，但外地輸入的個
案仍然存在，儘管現時限聚令放寬許
多，卻叫人不敢在街上、在擠迫的地
方不戴口罩。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確實帶來許多不
便，教會生活以至聚會大受影響，海
外短宣也不得已停辦。然而在保持社
交距離的前提下，傳承大使命的火
炬是否要被熄掉？服事穆民的火熱，
是否要被冷卻？今期主題文章提醒我
們：今天是「危」還是「機」，原來
端看我們是否配合上帝，做神所指示
的工，還是按著人的決策，做著人的
計劃。

此外，「冷知識」提出有趣的問題：
「接受伊斯蘭組織物資援助的人，是
否必須是穆斯林呢？」為何疫情期
間，貧困的基督徒寧願挨餓，也不
願接受伊斯蘭的賙濟呢？相信讀者看
後，會對現時穆宣的環境有更多認
識，也對如何服事穆民有新的啟迪。

使命宣言

以愛心和尊重，
邀請穆斯林群體跟隨耶穌基督

主題文章



「一帶一路」並不如先前暢順
在過去數年，隨著中國提出的「一
帶一路」計劃，大批華人被公司「差
派」到不少中亞、南亞及小亞細亞
地區工作。當大家都為此歡呼，以
為是華人的宣教新契機，特別是通
往穆斯林地區之路，新冠病毒卻令
海外各地的華人被當地人拒絕，甚
或排斥，這是我們眾同工難以預料
的。有不少在海外穆斯林地區工作
的同工向我們反映，他們都被當地
人排斥，一見面就往別處走，本來
過去是熟悉的鄰舍，今天卻因疫情
而對他們煞有介事，連多說一句也
盡量避免。

不但如此，不少「一帶一路」地區
的傳媒看見華人在當地的營運手法
及貪污問題，都一併把華人視為經
濟的入侵者！簡言之，華人越來越
不受歡迎！

全球經濟不景，教會、宣教也
難倖免？
在疫情下，環球經濟大幅下滑，肢
體對教會及宣教的經濟支持，免不
了也會面對挑戰。

在經濟條件不好的時候，人們通常
會削減哪方面的開支？是那些消費
品或奢侈品，對嗎？但當我和部分
肢體溝通後，他們給我的答案竟是
奉獻──不少更是宣教奉獻！我們最
近就發現有一些教會由於經濟環境
轉差，停止了資助某些宣教項目和
宣教士。疫情對經濟造成的打擊，
不單使教會經費面對很大的挑戰，
且會在往後一段日子減少對宣教奉
獻，而這似乎是大勢所趨。

教會活動暫停，
宣教也要一同停擺？
受疫情影響，各地封城封關，人與
人要保持「社交距離」，過關後也
須要隔離觀察（一般要 14 天），禁
聚令、限聚令對人與人接觸和相聚
造成很大障礙，航運業及各地人口
的流動則幾乎停頓，這對宣教事工
不無影響。例如：述職宣教士因簽
證問題，可能要滯港一段時期，或
因封城封關，述職期被逼延長。

除此之外，本地的實體講道、課程
以及短宣、文化之旅等都被逼暫停
或取消，或在網上進行，分享的互

動效果當然不及現場實體。不少教
會、機構的祈禱會被逼暫停；大部
分接觸本地穆民的活動也要取消。

因著疫情影響，無論商業、教學及社
交活動大都在網上進行，使互聯網成
為一切活動的主要平台。「虛擬世
界」在疫情下成為大眾的「真實處
境」，這已成為全球的新常態。教會
若未能善用網上平台來推動教會的事
工，會眾會大量流失，以教會為基地
的宣教、穆宣工作也會受損。

在疫情緩和後，我們相信教會必全力
重新推展各類暫停了的事工，但因時
間、空間有限，以及政府不少所定的
規限未完全放寬，所以全面恢復還需
要一段時間。在這個轉接期，一些教
會可能會把宣教事工視為「可暫時擱

下」的一環。然而，福音未得之民的
需要是不會因疫情而減少的，疫情及
種種世界現象都在顯示，基督再來的
日子比前又再更逼近，拯救靈魂反而
更是逼切，特別是對那些鮮有機會聽
聞福音的穆斯林！

際此，讓大家再好好思量，宣教事
工真的要暫停嗎？

伊斯蘭趁著疫情宣教
在不少伊斯蘭地區，特別是那些較
落後、貧瘠的地區，因著疫情，不
少每日靠勞動而餬口的老百姓（當
然包括當中的信徒、歸主者）被逼
停工。但很可惜一些地區的慈惠賙
濟工作卻成為伊斯蘭的一種宣教手
段；簡單地說，就是你若不改信伊
斯蘭，就不能得救濟！想像若你全

疫情中穆宣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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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老少已多日捱餓，只要唸三次清
真言（伊斯蘭入教手續）就能得到
食物救濟品，那種誘惑是多麼巨大！

若有伊斯蘭團體主動尋求，要與我
們合作協助有需要的人士，我們應
如何回應？因為在過程中，他們或
會利用我們提供的物資來作他們的
宣教活動（事實上，我們的同工匯
報說懷疑有這個情況）。在這情況
下，我們當如何合宜地和伊斯蘭組
織互動並帶出在主裡的愛心，這實
在要集思廣益來應對。

目前，我們有教會同工表明身分，
在現場派發有關物資，並為受惠者

（主要是穆斯林）登記。若讀者有
更好意見，歡迎與我們聯絡。

這段日子看過一幅漫畫，說到撒但
在沾沾自喜，向主耶穌誇耀著，牠
如何弄得教堂在復活節檔期空空如
也！但主耶穌卻回答說，今日我的
教會正轉而在每個家庭開放著，遍
地開花的比以前更多呢！

疫情帶來危機，也同時有契機。神
總在人看為無望的時候，親自賜下
盼望並創意，以成全祂要成就的工！

「宣教的歷史，就是神垂聽
禱告的歷史！」
若大家都認同宣教學者 Samuel 
Zwemer 以上的名句，那麼疫情就
在間接推動我們在禱告上多下功夫，
縱然我們足不出戶，但為宣教的禱
告卻比以前更多！

我們差會在疫情早期爆發、各樣活
動都要延期的日子，同工們就是這
樣彼此勉勵，建立祈禱鏈，認領不
同時段為工場、宣教士、福音對象、
疫情、各地政府及官員、香港社會
及民生經濟等各方面禱告。

另外，我們鼓勵同工及支持者透過
網絡收閱宣教資訊，甚至使用網絡
與肢體以至在工場的宣教士，組成
祈禱小組。我們在疫情期間實實在
在成立了不少為不同地區及事工祈
禱的小組。同工因參與不同祈禱小
組，也真是挺充實的呢！大家也重
新學習把禱告放回首要的位置，一
同經歷神的作為。

疫情中
穆宣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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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帶來嶄新的學習
疫情中，經濟停擺，日常生活以至
學習大受影響，成為新常態。穆宣
事工有何出路？這是不少人提出的
問題。

在回答這問題的時候，筆者邀請大
家再思穆宣工作和教會一般佈道工
作不同之處：就是不在朝夕。不少
有穆宣經驗的同工特別提出，穆宣
工作往往要先花很長時間和穆民建

立關係，並樹立門徒的榜樣，讓他
們看見並明白信主作門徒的代價後，
他們才會自行決定是否決志信主的。

所以，因疫情造成的停頓並不表示
永遠的停止，疫情終歸會過去。就
讓我們利用這過渡期好好預備自己，
如：多熟習有關網絡工具的操作，
不單幫助我們分享穆宣信息，更可
以利用網絡多與支持者及代禱者溝
通，更多的禱告與彼此建立。不單
如此，網絡可成為裝備個人的工具，
包括閱讀宣教書籍、刊物、網上資
訊，以及參加網上培訓課程、觀看
相關影片等。疫情期間，不少滯港
宣教士都表示，他們不單多了看聖
經，更忙著參與網上課程及課堂。

宣教工作最著重的，是先在與主結連
的生命（being）上建立得更穩固，
然後是在服事的知識（knowing）及
踐行（doing）上進深。在今次疫情
中，基督徒的見證配合資訊科技及醫
護知識的裝備，相信在穆宣服事上會
帶來新的一頁。就讓我們靠著主，格
外發揮創意，為穆宣事工帶來嶄新的
服事！

你的平安與保守從何而來？
在疫情初期，不少穆斯林社群以至一
些伊斯蘭組織，曾公開表示穆斯林因
有他們真主安拉的保守，所以得免疫
症。香港的穆斯林組織也曾發佈類似
信息，說不用停止他們的聚集，因有
安拉的保護。當然，後來大家都知道
事態的發展，特別在馬來西亞伊斯蘭
宣教大會（Tablighi Jamaat）後，
病毒廣泛散播至不同的穆斯林地區，
更讓那些曾誇耀安拉如何保守而免受
病毒感染的伊斯蘭教徒，倍感尷尬而
禁聲。對於追求遵行字面規條並以行
為建立功修的伊斯蘭，今次的疫情令
眾多穆斯林都要重新思考這信仰在患
難中的角色。

行文之際，沙特阿拉伯官方通訊社
（Saudi Press Agency）公佈今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4 日的伊斯蘭朝覲
（Hajj），將會限制人數，並只許仍
在境內的國民參加，以防止病毒蔓
延。這無形中是把今年全球性的伊斯
蘭朝覲停辦。畢竟，當地公民隨時都
可以朝覲。以往沙特政府很歡迎各地
的穆斯林參加，但今年卻加以限制，
這在伊斯蘭世界是極為罕見的！

疫情提供了一個契機，讓穆斯林重
新思考他們的信仰並在這時刻的意
義。假如在這時候，有基督徒將從
基督裡的平安與保守展現給他們，
你想會有怎樣的果效？

我們同工透過社區服務接觸了不少
本地南亞家庭，不單為他們提供口
罩及消毒等物資，更開展了探訪工
作，與部分家庭建立更深的友誼，
讓他們在過程中體會基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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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中國內地會歷史中曾有一段插曲。
事緣於 1929 年，正值世界經濟大衰
退（The Great Depression）， 當
時差會領袖作出一個叫人震驚的決
定，就是要在兩年內（1929-1931）
多差派 200 名宣教士來華宣教。

此舉被當時視為不可能的任務，因
從人的角度，這看法其實不無道理。
試想當時中國在 1921-1927 年才剛
經歷了「反基督教運動」，仇外情
緒高漲，工場「危機四伏」，後勤
基地也是「困難重重」。這可以說
是在「危」當中的最大「契機」宣示。
到 1930 年底，連一半的目標還未達

到！他們唯有全然倚靠、仰望奮進，
在神的恩助下，到 1931 年底，神蹟
地，整件事得以成就，他們共差派
了 203 位宣教士前赴中國宣教！

今天，是「危」還是「機」，原來
端看我們是否配合上帝，做神所指
示的工，還是按著人的決策，做著
人的計劃。

讓我們在這裡彼此勸勉：既已擺上，
就存心順服，以「盡己所能，由神
包底負責」（We do our best, God 
will do the rest）的心奮勇向前。只
要我們每步都謙卑緊靠著主，按祂心

意而行，「危」自必成為「機」。

是努力實踐「職場宣教」、
「營商宣教」的時候了！
誠如上文所說，以前在一些地方，
例如非洲及一些落後的伊斯蘭地區，
華人普遍受到歡迎，但這次新冠肺
炎令華人受到歧視！華人宣教士在
這些地方與穆民做朋友，或會增加
困難，怎樣才可扭轉形勢？有何實
際功夫可做？讓我們再次思考因著
疫情而帶來之福音事工及互動的發
展。

過往邀請親友返教會聽福音的模式，
在疫情下被網絡所取代，成為新常
態，接觸未信者、特別是穆斯林，
更難以這個方式進行；反之，今日
最能切入福音的接觸點，就是透過
各行各業的基督徒，在他們的職場
直接讓福音在他們的身上流露出來。

「營商宣教」重點是透過營運生意
（能製造就業機會的實質生意），
在福音對象群中展現基督、見證福
音，讓對象得以認識救恩。只要營
商宣教者能持守基督的真理並按公
義而行，不榨取當地人來謀取利潤，
相信在疫情緩和後，當地人都要復
工時，將會發揮更大的機遇，與穆
民同行。因此，我們最近特別為回
港述職的同工作了「加班式」的營
商培訓，預備他們返回工場後，在
營商宣教方面有所發揮。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腓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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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巴基斯坦疫情
看穆斯林的賙濟觀
你有沒有想過接受物資援助，會牽
涉到宗教層面？例如：
1.	接受基督教組織物資援助的人，

是否必須是基督徒呢？

2.	接受伊斯蘭組織物資援助的人，

是否必須是穆斯林呢？

為防疫症蔓延，巴基斯坦政府進行
全國封鎖，但卻使國民面對經濟和
糧食危機。在這困難的時刻，部分
巴基斯坦政府資助的機構卻拒絕向
非穆斯林提供物資援助，另一方面，
有基督徒或其他宗教群體寧願挨餓，
甚至餓死，也不接受伊斯蘭機構提
供的物資。為甚麼會這樣呢？我們
要先了解伊斯蘭對天課、賙濟的教
導和理解，才能明白他們。

天課（Zakat）是伊斯蘭五功之一，
是穆斯林的捐獻。在大部分的伊斯
蘭國家，天課屬自願性質，但在巴
基斯坦、蘇丹、沙特阿拉伯、也門
及馬來西亞，天課則屬人民必須繳
付的稅項，而在巴基斯坦及沙特阿

拉伯，企業和機構也必須繳交天課
稅款。

「你們應當謹守拜功，完納天課，並以

善債借給真主。你們為自己做甚麼善

事，都將在真主那裏得到更好更大的報

酬。」（古蘭經73章 20節）

「賑款（賙濟品）只歸於貧窮者、赤貧

者、心被團結者、無力贖身者、不能還

債者、為主道工作者、途中窮困者；這

是真主的定制。」（古蘭經9章60節）。

伊斯蘭學者對上述兩節古蘭經的理
解為：「天課其中一個功能就是賙
濟有需要的人」。按理來說，貧窮
的基督徒應該合乎資格，並得到賙
濟，為何卻不能呢？

這引伸出一個問題：「非穆斯林是
否可以得到伊斯蘭的賙濟？」伊斯
蘭學者至今不斷爭論，因為古蘭經
並沒有明確指出賙濟對象的條件。
部分學者認為古蘭經中的貧窮者不

朱民謙
本會事工幹事

冷知識 包括非穆斯林，例如 Hans Visser
曾表示「非穆斯林不符合接受天課
賙濟的資格，他們可以從其他慈善
團體得到幫助。」1部分學者則認為，
當穆斯林的需要得到滿足後，非穆
斯林也可以得到天課裡的賙濟，換
句話說就是「穆斯林優先」。

另外，伊斯蘭也教導
每位穆斯林要積極宣
教（Da'wah）。 伊 斯
蘭旨在將世上所有非伊
斯蘭地區——戰爭之地
（Dar al-Harb）都轉變為以伊斯蘭
法管治的地區——和平之地（Dar 
al-Islam）。這個觀念使穆斯林每一
個生活層面都圍繞宣教，而賙濟就
成為了一個很好的宣教方法及手段。
因此，伊斯蘭學者 M.A. Mohamed 
Salih 總結出以下八個類別的人可得
到天課的資助或援助 2，而他們普遍
認同受賙濟的對象都應是穆斯林：

1. 沒有謀生技能的窮人（穆斯林）
2. 沒法滿足生活基本需求的人
3. 負責收集及處理天課的人

4. 轉教之穆斯林（在賙濟過程中被
說服 / 逼使轉教的異教徒）

5. 奴隸，用以重獲得自由
6. 因生活需要而債務高築的人
7. 非受薪的傳道者
8. 因經濟問題滯留的旅客

回到前文，為何有基
督徒寧願挨餓，甚至
餓死，也不願意接受
伊斯蘭的賙濟呢？因
為他們必須先成為穆
斯林，才能接受。

這對我們有甚麼提醒？我們援助有需
要的人之前，也要先定下條件嗎？如
何有效而謹慎地分享有限的物資呢？

今年二月至四月期間，一些伊斯蘭
組織向香港不同機構尋求物資援助，
包括基督教機構，在找到這些物資
後，他們則轉送給在港的穆斯林。
那麼，基督徒應該如何有智慧地與
伊斯蘭組織合作？如何避免我們提
供的物資被轉化為伊斯蘭宣教的工

具呢？

註：
1.	 Hans	Visser,	Islamic	Financ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4),	29.

2.	 M.A.	Mohamed	Salih,	"Islamic	NGO	in	Africa,"	in	Islamism	and	Its	Enemies	in	the	Horn	of	
Africa ,	ed.	Alex	de	Waal	(US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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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非 
宣教工場

工場介紹

香港前線差會差派的曦雪宣教士在
東非乾旱地 * 服事，她在大學擔任碩
士導師，與其他國籍的宣教士組成
團隊，接觸學生及乾旱族的婦女。

乾旱地的面貌
乾旱地位處東非海岸國 * 之內，跟
很多非洲地區一樣，傳統上是一個
部族社會，不少部族想爭逐權力，
以致海岸國曾經長期陷於內戰。儘
管目前已有聯邦制政府，中央下放
不少權力給邦政府，但卻帶來邦（包

括乾旱地）與中央的角力，各邦甚
至召開聯合會議，想對抗中央，致
使政局不穩，也令武裝分子組織漁
人得利，容易坐大。不斷的鬥爭造
成人命傷亡，平民流離失所。

海岸國不時發生旱災，今年初還有
很嚴重的蝗災，面臨糧食危機，這
使城市以外的民眾生活特別困苦，
而雨水對乾旱族來說尤其珍貴，除
了滋潤土地、幫助耕種外，族人認
為雨水是他們的神對他們的祝福，
即使傾盆大雨導致意外或水患，他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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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東
亞中

亞

歐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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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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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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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線差會宣教士人數分佈

們都不可祈求停雨。相對整個海岸
國，乾旱地的雨量較為穩定，經濟
情況也較好，但它依舊是全球最貧
困的地區之一。

生活充滿恐懼
宗教方面，幾乎所有乾旱地人民都
是伊斯蘭遜尼派教徒，他們視伊斯
蘭為身分象徵，許多社會習俗來自
伊斯蘭教法。族人在日常生活中，
對邪惡勢力充滿恐懼，他們信精靈

（jinn）有過人的能力，故要常常討
好精靈。若發現有人被精靈控制，
縱或解決不了，他們仍會向「除魔
師」尋求幫助，所以他們害怕被精
靈攪擾。

因著伊斯蘭在生活各層面的影響力，
乾旱族人不敢表達對基督教的好奇，
而宣教士作見證時要小心翼翼，通常
要等候幾年，待與族人建立成熟而互

信的關係後，才會分享福音。

工場代禱需要
為工場祈禱：

 求主開乾旱族人的眼睛，
挪掉他們心中的恐懼，從
黑暗中歸向光明，又求主
打開福音之門，讓他們知
道耶穌基督是獨一的主宰，
並願意接受祂為救主。

 為執政者禱告，求主改變
領袖們爭權逐利的心，又
制止部族之間的鬥爭，使
族人有真正的平安，更求
主賜下公義和憐憫，扶助
貧窮的人。

 願主憐憫，醫治受新冠病
毒感染的乾旱族人，也遏
止疫症蔓延，特別是那裡
缺乏醫療設備，例如沒有
呼吸機、氧氣瓶和相關藥
物等。

 記念極少數乾旱族的信徒
在疫情中、在困苦生活中，
仍緊緊跟隨主耶穌。求主
保守他們私下聚會，並感
動海外的信徒回國作見證。

* 為保護工場及宣教同工，差會以「乾旱地」、「海岸國」為該地區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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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走黑暗，需要真光

小露自小便患有癲癎症，家人由於
貧困和缺乏認知，從來沒有帶她去
醫院作檢查和治療，既然老師說她
讀不了書，家人也就把她留在家裡。
直到她二十來歲，過了當地穆民的
適婚年齡，才有媒人將同是有長期
病患的小白和她撮合。

小白家庭是我們社企平台其中一個
合作單位，視我們為很信任的朋友。
在去年的齋戒月，我和隊友帶著從
香港來的朋友到小白家留宿作客。
小露給我們做飯，大家吃了後，其
他家人都去休息，她就很開心地跟

我們聊天，聊著聊著就談到禁食、
功德和天堂的意義。我們告訴她將
來能上天家是因著耶穌的救贖和恩
典，她樂意接受這份禮物，也跟著
我們逐句地向耶穌禱告。

小露喜歡刺繡，而我們的朋友剛巧
看上了她所做的小羊刺繡，便訂了
一批作紀念品，我們就因著這訂單，
探望她就不用編個理由。小露的長
期病影響了她的記性和理解能力，
唯有她常常做的事情才能記住。由
於刺繡是她喜歡又常做的事，所以
我們就以小羊的圖案跟她分享耶穌

如鹿
本會東亞區宣教士

是好牧人的比喻，鼓勵她每次繡這
個圖案，就想想耶穌。我們又教小
露如何向耶穌禱告，鼓勵她天天禱
告，她聽明白了，隨即就在我們面
前練習，很是認真。在下一次見面
時，她也表示有向耶穌禱告。

怪病頻密發作
小露經常發病，未能好好照顧家庭，
小白向我們傾訴，表示小露的癲癇
病其實一年只發作一兩回，倒是另
一個怪病發作得比較頻密，而且估
計是跟她的家人有關，可是他們至
今仍在隱瞞，不負責任地將女兒掉
給他。有一次，我們又去探訪他們
一家，正當我們輕鬆地閒話家常，
小白抱著女兒在玩，小露在做刺繡，
我和隊友坐在她兩旁，小露突然病
發，幾分鐘後便平復下來，我們才
知道那就是小白所說的「怪病」。
過了一會小白抱著女兒到房間午睡，
我們便向小露了解這個她從小就有
的病，與她一起讀經，再帶領她向
耶穌祈求醫治。然而，我們感覺到
小露心裡似乎並未能完全開放，裡
面像有黑暗的勢力攔阻她。

我們懇切地為小露禱告，祈求主耶
穌常在她心裡，將那黑暗勢力趕走。
我們感恩繼續收到刺繡訂單，便可
照常探訪她，然而會遇到各種阻礙：

身為媳婦，她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家
務，安靜的時間不多；若有其他家
人在場，我們只能聊些一般的話題，
沒能好好堅固她的信心。

去年年底，小白找了一個據稱有特
殊能力的穆民大夫為小露治療那怪
病。今年年初因疫情嚴峻，當地封
城，治療才暫停。最近疫情放緩，
城解封了，治療又再繼續，不過小
白表示治療仍未見效。在我們得知
那治療時，曾向小白分享耶穌有能
力驅趕黑暗的勢力，他當時表示考
慮過向其他宗教求助，說試試無妨，
但暫時不會向我們求助，因為他明
白若這樣做，就等於要歸向耶穌，
背叛他原來所相信的。從表面看來，
小白在拒絕我們，但我們所領受的
是小白距離耶穌又近一步，因他清
楚知道耶穌是要專一跟隨的。

我們因著疫情遲遲未能返回當地，
但小白仍會透過社交網絡問候我們，
其中一次還主動分享心底話說，若
不是我們一直鼓勵和關心他們一家，
他早就放棄，把小露退回娘家了。

請與我們一同守望小露，禱告她對
主耶穌有堅定的信心，趕出裡面的
黑暗勢力，也記念小白的心能軟化，

專一跟隨主。

歸主者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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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墓園所埋葬的，大多是無名無姓的，有多
少人曾聽聞福音？

我認識一些囚友，他們選了基督教，
當地教會就馬上為他們施洗，算是完
成責任。當然，他們根本不知道洗禮
的意義，但感恩其後會有信徒去探訪
他們。一旦選了其他宗教，就難以更
改，以後就要遵循那宗教的禮儀。即
使有幾位被判無期徒刑的女囚選了信
觀音，也有人定期來為她們舉行拜觀
音的儀式。若非有個別信徒去探訪，
她們將永遠與福音隔絕。

可見宗教生活在香蕉國是責任，像是
學生手冊上要做的功課，跟日常生活
息息相關。

少年喜事
穆民家庭的男孩成長至 11-15 歲，
便會接受割禮。這應該是男生結婚前
最大的「喜事」，父母會為男孩擺設
筵席，發帖請客來慶賀。父母為兒子
預備禮服，主角坐在大椅上，期待
著賓客恭賀並派大紅包（公價是 50
元）。現在孩子多數會用這禮金來買

在香蕉國 1，法例規定每個人都要有
宗教信仰，身分證明文件也會顯示你
所屬的宗教類別，而出生、入學、求
職、婚姻、選舉參政、死葬等人生大
事，幾乎都離不開宗教。雖然國家聲
稱人民有宗教自由，但是全國信奉伊
斯蘭的佔了大多數，因在穆民家庭，
兒女是理所當然承傳父母的信仰。

宗教責任
我曾探望在香蕉國坐牢的外國人，他
們原是沒有宗教信仰，然而，他們入
獄前同樣有「自由權」去選擇一個宗
教。此後，有教內人士到獄中，教導
他們遵守有關教條和進行宗教儀式。

香蕉國人的
信 仰 人 生

風鈴
本會東南亞區宣教士

手機，對他們來說，受割禮是宗教任
務，少少痛楚，實在微不足道。可笑
的是連信主的女生也相信受過割禮的
男生才算乾淨，這才可下嫁。

由於女性割禮已被聯合國認定違反人
權而禁制，因此，女生就不能有這份
額外「獎金」，實在萬幸！

女人養家
除了男孩受割禮，結婚生子對香蕉國
的穆民來說，也是必須履行的任務，
只要雙方同意，基督徒可以迎娶穆斯
林，只是兒女都會自動成為穆民。按
照伊斯蘭社會男尊女卑，男人應該負
責養妻活兒，但香蕉國的文化卻不介
意妻子往海外工作，賺錢養家，並為
家庭無私奉獻。父母亦會期待女兒照
顧家庭，男人則可坐享其成。可是，
婚外情、離婚、再婚的個案越來越
多，破碎家庭非常普遍，而且青少年
的吸毒問題十分嚴重。

工場 見 聞

死亡結局
阿恩在香港當外傭多年，因接觸福音
而歸主，回鄉後遭家人反對。原因之
一是丈夫擔心她死後不能埋葬在村
裡。原來在香蕉國穆民村莊裡，並不
容許異教徒在此入土，只有伊斯蘭教
徒可埋葬在他們的土地。對當地人來
說，死要死在家中，葬要葬在家鄉。
然而阿恩堅持跟隨耶穌基督，對於家
人的反對，她說：「我現在有永生，
至於死後葬在哪裡，也沒甚麼關係
了。」

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

去。」（約十四 6）

註：
1.	 為保護工場及宣教同工，差會以「香蕉國」作為該國名字。



振
動
‧

震
撼
‧

振
翅

宣教日

10 月 17 日（六）  ︱   09:00-18:00   ︱   九龍塘
 （參加者必須出席全日活動） （地址於報名後另函通知）

自由奉獻

查詢：info@frontiers.org.hk
Tel: +852 2753 7170 ︱ Whatsapp: +852 9530 1196 朱弟兄

截止報名日期：10 月 10 日或額滿即止

•「假如我是穆斯林」
體驗遊戲

•與穆斯林分享福音錦囊
•穆斯林背景歸主者見證

•與宣教同工面談
•宣教士現身說法

“遊戲具啟發性，
增加對穆民文化認識”

“與宣教士個別面談，
聽到他活生生的見證，

非常感動”

“非常有帶動力、深刻，同工很生動，
「假如我是穆斯林」、
「宣教人生交叉點」

令人很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