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新冠肺炎病毒全球肆虐，多處政局也不穩定，
確是難忘又戰兢的一年。在疫情反覆的時候，感謝神加
能賜力予香港前線差會眾同工，讓我們格外經歷神的恩
典──祂在疫情中引領本會逆風翱翔。

變陣推廣異象

在限聚令下，實體聚會及事工要紛紛變陣；感謝主，賜
我們一個同心的隊工，以致穆宣異象得以持續推廣，並
動員更多信徒關注穆斯林的福音需要：

•	專為宣教士禱告的月禱會：
	 自 3 月起改為網上舉行，平均參加人數不減反增，成
為宣教士堅實的後盾。

•	本地觸穆網上課程：
	 在 6 月疫情有減退跡象之際，實體及網上同步舉行。
感謝主引領同工逐漸掌握同步舉行的技巧，無礙學員
有良好的互動，得著啟發！

•	本地短宣體驗：
	 原訂是實體的短宣體驗，卻因 7 月第三波疫情來襲而
差點不能舉行。改為全程於網上進行後，絕大部分的
報名者仍然繼續參加，透過網上行區禱告以及同工的
信息分享，他們能夠看見香港不同地區穆民的需要，
感謝主！

興起生力軍

•	於穆斯林齋戒月期間，按照《30 天為穆斯林禱告手
冊》每天的內容，本會首次製作相關動畫。感謝神賜
同工創意及智慧，透過動畫幫助肢體為穆斯林禱告，
更重要的是因此興起了更多代禱者。

•	本地事工開展方面，首次與社福機構合作，提供服事
本地穆民的機會。感恩神興起義工參與定期探訪，或
替南亞小朋友補習；而專注參與本地穆宣的宣教士也
增加至 3 位，感謝主！

•	香港宣教士趨向老齡化，前線差會也不例外。然而感
恩的是在 2020 年，神興起年輕的哈娜，她是本會宣
教士小康、小美的女兒，現已成為西非團隊的新成員，
並於 12 月抵達工場，暫時以一年短宣參與服事，同
時尋求主長期的引領。

我們相信縱使前面密雲滿佈（不論在香港或工場，我們
仍面對疫情、政治、經濟和穆宣帶來的挑戰），但靠著
那加給我們力量的主，就能飛越所有艱難和風暴，如鷹
展翅上騰，在神的國度裡翱翔天際！

在此存感恩和讚美的心，數算神在 2020 年交付香港前線
差會的工作。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四十 31）

在疫情中
逆風翺翔

事工報告及財政報告

2020 年度



 本地穆宣的開展

2020 年，本會除了有三位專職的宣教同工外，辦公室
的同事也加入幫助差會開拓本地穆宣事工，創建工作平
台。因著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疫情嚴重，有穆宣負擔的
肢體暫時未能往海外學習和體驗穆宣的工作，而本地的
穆宣事工正好讓他們有機會起步實踐所學的，嘗試去關
心穆斯林，將主耶穌介紹給他們。

 宣教士訓練

•	年初因疫情爆發，述職宣教士滯留在香港，本會辦公
室同工趁機安排連串的宣教士進深培訓，讓宣教士在
網上溫故知新，同時彼此交流在工場上的經驗。

•	本會除了在香港差會中訓練宣教士，也安排候任宣
教士及新同工一起出席前線（亞太區）宣教士培訓，
讓他們在跨文化穆宣的工作上有更多學習和體驗。
2020 年，因著疫情緣故，培訓改在 11 月以實體 +
網上同步進行。雖然這種形式是第一次嘗試，但仍能
順利完成，感謝主！

 宣教士人數分佈

*2020 踏出工場的宣教士：哈娜姊妹

 Mark-Set-Go (MSG) 宣教探索小組

小組的目的是與有心投身宣教的肢體同行，每月一次聚
會，除一起探討預備宣教要注意的事情，還有分組互相
鼓勵和支持，同時也有導師個別關心組員。若一年過
後，確定要走穆宣路，還可以加入 MSG 進階小組，繼
續在穆宣方面作準備，並開始參與一些本地穆宣的體
驗，進一步尋求神在穆宣方面的帶領。2020 年平均出
席人數為 14 人。	

MSG 小組（初階）內容：
我的宣教召命及如何尋求事奉方向、神學與宣教裝備規
劃、我的成長如何影響我的宣教服事、短宣？長宣？、
交流分享尋問／蒙召心志、財務預備與管理、建立支持
者網絡、帶職？專職？、如何與家人分享我的宣教異象？

MSG 小組（進階）內容：
如何預備 8 分鐘宣教異象分享及實習、經文分享──學
習宣教、作主門徒特質、宣教書籍閱讀分享、宣教士的
生命素質等。

招募、差派宣教士

 宣教士關顧

本會同工除了組成團隊關心宣教士和他們的家人，同
時也鼓勵和訓練教會的肢體，一起合作關心宣教士。
2020 年曾舉辦的活動課程：

內容

危機處理培訓及述職宣教士退修會

穆宣交流課程（網上）

宣教士關顧課程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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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出版

《穆宣豪俠傳》終於出
版了：本書是前線差會
創辦人格雷•李文斯敦
（Greg	Livingstone）
的自傳，亦記述開展近
代穆宣的里程。透過這書，我們更深認
識神對穆斯林的愛。祂可以用任何背景
的工人，去成就人看來不可能的事情。
作為祂的僕人，在宣教服事的路上，我
們是被神帶著去見證祂的恩典和作為。

聚會類別 次數

主日崇拜 /差傳聚會 102

穆宣及宣教課程 51 堂

本地文化體驗之旅 2

其他聚會 13

•	因著亞洲教會不斷增長，越來越多亞洲區宣
教士加入穆宣工作。有見及此，前線差會國
際辦事處邀請亞洲區差會的領袖加入國際領
袖團隊，共同進一步發展差會事工。

•	總幹事夫婦於 1 月 6-12 日在英國參加多元文
化夥伴合作會議（Multi-cultural	partnership	

雖然疫情影響教會的實體聚會，但本會同工 2020 年仍不斷透過網絡，在本地及海外推動宣教事工。

本會主辦課程：本地觸穆課程、Disciple	Making	Movement（DMM）
合辦課程和聚會：職場宣教工作坊、「宣教心視野」課程

前線差會 —— 2020 年度事工報告及財政報告

工場及事工拓展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10-12 月
為何他們選擇伊斯蘭
——入教者與軟實力

7-9 月
疫情中穆宣的
危與機

 4-6 月
在伊朗迅速崛起的

天國大軍

1-3 月
動盪世情中的
穆宣路向

《前線觸穆》季刊 《穆宣豪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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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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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邀領會、教授課程及本地文化體驗  網上本地短宣體驗

原擬於 7 月舉行的海外青宣體驗，因全球疫情改為本地
短宣體驗（28/7-2/8），並於網上舉行。參加者終於在
10月下旬與另一堂會的肢體一同參與實體的短宣體驗，
探訪清真寺及穆民、以及跨文化崇拜。

conference），商討如何在多元文化下促進各區前
線差會的合作。他們也被委任為國際前線在亞洲策動
事工團隊（International	Office	Asia	Ministry	HUB	
Launch	Team）成員。2020 年 11 月，這個團隊已
開始招聚亞洲區的工場宣教團隊的隊長，一起學習和
交流。盼能興起更多亞洲宣教領袖，帶領穆宣的工作。



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MUUPGs）祈禱會

宣教禱告課程／培訓

 月禱會

每月除了為各區宣教士代禱，也邀請本會述職宣教士和
候任宣教士分享神在宣教工場，以及在他們個人和團隊
當中的作為。其中一些月禱會會有專題分享，例如：疫
境中仍禱告不息、在動盪世情中與年青生力軍同行、本
地短宣體驗分享、危機中的宣教士關顧、逆風翱翔：感
恩與前瞻、守望聖誕期間宣教士的福音工作。

其他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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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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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進展：
•	專款奉獻收入：HK$5,406,467
•	所有免息貸款已於 2020 年年底清還，感謝恩
主的幫助，也謝謝肢體的支持

•	新同工：事工副主任劉愛憫傳道於 2 月上任，
除參與教育及動員事工，亦協助本地穆宣的工
作。

•	辦公室舊翼維修工程於 3 月中開始，包括維修
嚴重滲水的牆壁及天花，同時重新規劃事工部
同工的座位，以便容納更多同工。工程已於 5
月完成。

•	行政同工鄭姊妹於 9 月起轉任為本地信徒宣教
士，委身參與本地印傭事工。

辦公室擴充計劃財務報告 同工情況及辦公室運作

奉獻總收入 經常費總支出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總支出

2020 年度財政報告

合共港幣
$22,239,544

合共港幣
$5,219,875

合共港幣
$16,84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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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差會經常費

宣教士及宣教事工經費 宣教士關顧與同工培訓

東南亞

西非

北非

中東

南亞

本地

中亞

東亞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工場拓展

辦公室運作及
    行政同工薪酬

平均 10 人
共舉辦四次祈禱會

26 人
求主開信道的門

24 人
任重道遠

60+ 人
開齋節前

通宵祈禱會

60+ 人
宰牲節前祈禱會

（合辦聚會）

36 人
差會週年

感恩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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