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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的差派過程一般經過甄選、裝備及訓

練，最後是工場的配置(placement)。這過程對

應於任何工場或族群，情況大致一樣。但因著

穆宣不單是跨文化宣教，更是要面對敵視福音

的穆民群體和環境，所以在甄選、裝備及訓練

宣教士上也需要作出適切的對應，而首要的考

慮，是我們應該差派什麼樣的宣教士出去。

穆宣宣教士所要具備的條件
要成為穆宣的宣教士，除了要熟悉聖經	—	神

的話語，個人生命質素和人生經驗比神學資歷

更重要。現時大部份神學院的訓練，主要針對

是在已設立的教會(established	 church)中牧養

及講台服事，但在對福音敵視的伊斯蘭國家

或穆民地區，宣教士就不能沿用傳統的專職

胡樂文博士
本會總幹事

宣教士方式工作，例如開設佈道所、逐家逐戶

拍門探訪，或在街頭派發福音單張，這些都是

不行的。而在穆斯林地區做福音工作的宣教

士，需要透過在當地社會有實質貢獻及非宗教

性的身份，如：社區服務工作者、專業人員如

工程師、教師、醫護人員，或商人等身份來接

觸福音對象，讓當地人接納。因此，宣教士在

職場的生命見證及工作經驗就顯得非常重要。

請留意：在工場當地有一份職業或開展一門生

意不單是為了提供宣教士一個可在當地合法居

留的身份，而更重要是能讓他可長時間在當地

居留生活並與穆民建立關係。透過宣教士的工

作及實質地對當地社會的貢獻，例如製造就業

機會，或提升當地人生活質素，改善社會環境

等，當地政府就較容易批出工作簽証給宣教

士，而當地人也較容易接受宣教士與他們分享

福音。因為宣教士生活的見証，必須與他所講

的福音相稱，才能真正在當地建立起基督門徒

的群體。

當弟兄姊妹受感領受神的呼召、得到教會的推

薦，就可向差會申請成為宣教士。從差會角

穆宣(在穆斯林當中宣教)的差派一般都予人有神秘的感覺。什麼「檸
檬城」、「古月」，別名一大堆，若對當事人不熟悉，有時真會叫
人看了有點摸不著頭腦；就讓我們在這裡和大家一起分享穆宣差派
的特色及其與傳統差派的分別。

細 數 穆 宣 差 派 的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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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宣差派的挑戰
相對其他華人地區，香港華人基督徒對海外宣

教的回應已算是比較積極，不過無論是宣教士

人數和平均年齡年齡	(46.4歲)1，都不算理想。

在華人地區推動穆宣，其中一個較大的挑戰是

華人教會對宣教觀念的偏差及對神學資歷接近

迷信般的重視。我們一方面把宣教士的角色過

份抬舉，要求宣教士要過超然生活，有接近完

美的靈性；另一方面，我們又過份著重神學資

歷，到一個地步有點像昔日大衛被要求穿上掃

羅的盔甲才可出工場般。但當一個有心宣教的

青年讀完大學，在職場服事數年，還要求他全

時間進修幾年神學、再被要求待在教會完成數

年的牧養工作後，殊不知已是垂暮之年將至的

日子，已過了人生中最有能力學習語言和新事

物的黃金階段。

還有，因著教會及領袖對穆宣的認識不足及對

另類宣教模式（如營商宣教）的理解不夠，都

會因而對穆宣不願承擔甚或卻步，這對招募年

青人及職場信徒投身穆宣造成困難。

度，我們會先了解申請者的宣教心志，他過往

在職場上的服事─工作上的見証、個人佈道、

帶領福音性研經及門徒訓練的經驗，加上客觀

的體格及心理評估，才決定申請者是否適合前

往宣教工場。

穆宣差派的預備
要和穆斯林朋友建立關係，知己知彼，宣教士

需要對伊斯蘭的歷史、文化、信仰內容及與基

督教教義的異同有一定的認識，才能開展有建

設性的互動。

在創啟地區(即對福音封閉地區，須要宣教士

用創意把福音啟進的地區)，傳統「宣教士」

的身份多被穆斯林視為顛覆當地社會、藉金

錢來買人入基督教的滋事份子，所以常對他

們有很強的負面看法及情緒。基督徒視為光明

正大，值得大力推許的宣教差派竟被穆民視為

「恐怖行動」，我們越是公開大力宣傳、高調

推介，甚至於互聯網上相傳，就越對宣教士在

工場的服事帶來負面作用，成為幫倒忙！所

以，為了不讓很多「好心」的宣傳成為壞事，

在穆宣的差派上，無論是同工或工場地區的名

字，我們多會用上別名，並且更會特別謹慎保

護資料的傳遞和處理。

另一方面，因著穆民地區社會大多不穩定，所

以宣教士在踏足工場前，更需有緊急事故的應

變準備及培訓，例如在緊急時應聯絡及通知那

些單位，箇中的步驟及方法等，這些都需要有

事前的部署，並告知差會備案；在發生突發事

故時，差會和教會亦可按宣教士事前所部署的

步驟和次序聯絡及通知相關單位。

穆宣的差派所費力氣不少。粗略估計，差派一

個穆宣創啟工作者的力氣比差派一個往「福音

開放地區服事的宣教士」所費的力氣多三倍。

1香港差傳事工聯會：「2011年香港教會差遣宣教士統計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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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過往幾年，蒙神恩典，穆宣在香港已有很大的

發展，有不少人願意以營商或職場事奉來擴展

神的國度，當然在面對龐大穆宣的需要下仍有

很大的不足。我們華人教會需要起來，以多層

面、多向度、多元化地承擔及支援穆宣，讓穆

宣成為全教會、全天候、全方位的「運動」，

而非一時的潮流或三分鐘熱度。

香港前線差會舉辦青年領袖跨文化宣教體驗計

劃	 (簡稱「青宣」)，每年希望透過一個月的宣

教生活體驗，讓年青人進到穆民地區作實地體

驗，之後便在教會成為差傳大使，推廣穆宣，

並藉此培育更多年青人走上穆宣路。此計劃已

進行了三年，喜見有初步成效。

未來五年，我們的計劃是希望幫助華人教會認

領福音未及之穆斯林族群(Muslim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MUPGs)，為穆民的得救積極

禱告、參與甚至差派宣教士，叫全球穆民得聞

福音、神的心得著滿足！

此祈禱簡本裡的15個「福音未及」穆斯林族
群來自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及中國西北
地區，盼望能動員更多人禱告的參與。
如欲索取祈禱簡本，歡迎致電本會

《「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
祈禱簡本

青年領袖跨文化宣教
體驗(青宣)計劃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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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我心、捉我心」感恩暨異象分享會

小記者

 穆民歸主者成為宣教士？

聚會由敬拜開始，接著是一齣話劇，內容改編自
穆民歸主的見證集《馨香的花環》，講述一位馬
來西亞穆斯林Sharifa來港讀書，認識了一班基
督徒同學，使她對自己的信仰和基督教有深入的
反省，後來在夢境中被耶穌拯救而決定跟從主。
畢業後，她竟決定前往福音未及之穆斯林族群
宣教，正正道出穆宣工作者的期盼。短短的幾幕
劇，由一班年青人落力演出，尤其是夢中與主相
遇用上「剪影」效果，令小記印象深刻。

 從摺枱摺椅中開始的差會

透過宣教士分享和回顧短片，小記才知道在十五
年前，差會是由摺枱摺椅開始；十五年過後，差
會有了自己的辦公室，共差派了超過五十位宣教
士，現時有十多位同工一起推動穆宣。穆宣路雖
難走，但不孤單。

未來五年，差會致力推動教會認領十五個福音未
及之穆斯林族群，盼望透過禱告、關愛和參與穆
宣，能差派工人到未及之穆民族群中作長期宣
教。這工作殊不簡單，不能只由差會來承擔，宣
教本是眾信徒、眾教會的使命啊！改變由生活開
始，簡單的如使用祈禱簡本和「奉獻嘜」，就可
具體地參與穆宣！小記當日亦作出了回應，並索
取一些奉獻嘜給教會使用。

小 記 一 向 關 注 穆 宣 ， 當 然 不 會 錯 過 參 加 前

線差會15周年感恩暨異象分享會。甫一到

場，便遇到許多同路人，濟濟一堂同來支持

差會，繼往開來推動華人教會參與穆宣。

李文斯敦博士分享差會歷史

祈禱簡本及奉獻嘜

 穆宣路上五十年

最矚目的嘉賓是差會創辦人李文斯敦博士(Dr.	
Greg	 Livingstone)。他分享年輕時參加一個通宵
祈禱會，自此關注穆斯林的需要。後來，神呼召
他成為宣教士，並在八十年代，因看到仍未有差
會專注穆宣，在逼切穆宣的需求下，他毅然成立
國際前線差會。直到今天，李文斯敦博士在穆宣
路上已經五十年了，他依然對穆宣充滿熱誠。能
專注於一件事五十年已不簡單，要專注於穆宣
五十年更是困難，引用他的一句話：「神仍在許
多福音未及之穆斯林族群中等候，我們要如何回
應呢？」	 最後，謹此祝願前線差會，奮勇向前，向著標竿

直跑，得著更多福音未及之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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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眼之間，香港前線差會已經15歲，但在穆宣的路上，我們其實跑得
不遠，仍有著剛起步的感覺！

國際前線差會前任總幹事Dr	Rick	Love	(樂理克博士)曾分享：「當初我投身
穆宣的時候，以為是參加100公尺衝刺的賽事，但七年、十年過去後，我
深深體會，原來我是在一場很長的馬拉松賽事中，終點還是遙遙無期！」

不錯，過去十五年我們在穆宣各方面的確很努力，也做了不少工作，但
是，當全球16億的穆民人口正不斷加增，而還有很多華人教會及肢體尚未
對他們的福音需要有認知時，我們又豈能怠慢呢！

按國際前線差會提供的數據，現時約有247個人口超過10萬的「福音未
及」之穆斯林族群(MUPGs	–	Muslim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就是那些
尚未有宣教團隊在他們當中長期委身服侍的穆斯林族群)，他們也是現今最
需要福音的群體。

若我們願意看見穆民早日得聞福音，我們就得加大力度並專注於這些久被
忽視的族群，並鼓勵更多教會及肢體關注他們的福音需要，為他們祈禱，
才會有肢體願意起來回應，被差派到他們當中。

以下五方面是我們未來的工作重點，請禱告記念：
一)	 幫助更多教會及肢體認領「福音未及之穆斯林族群」，鼓勵他們更投

身穆宣。
二)		鼓勵及協助教會總動員關心海外及香港之穆民。今日的宣教不能也不

應單單只差人往海外服事。隨著世界經濟發展及地球村的縮小，神已
將昔日許多福音未及的群體帶到我們身邊(如在港的印尼女傭已約15
萬，大多是穆斯林)。今日的宣教已發展為一個「從各地到各處」(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的景象，咫尺原來也是宣教工場。我們教會
需要總動員起來，一同關心海外及身邊的穆民。

三)	 鞏固及加強在職宣教士。讓他們不單在工場有果效，同時在穆宣的招
募與動員，與及在提拔新進宣教士上也成為有力的一員。

四)	 協助各地華人教會建立他們的差派組織，投身穆宣。穆宣的差派及承
擔不應只是香港前線差會的工作，我們盼望能看見更多在不同地區的
華人教會起來承擔穆宣差派的工作。

五)	 青年領袖跨文化宣教體驗計劃(簡稱「青宣」)。踏入差會十五週年，
青宣已舉辦了三屆。我們會繼續透過青宣培育更多青年起來，承傳穆
宣使命。

穆宣路上、不能怠慢；穆宣事奉、還需努力！

前瞻未來 ──  
讓更多「福音未及之穆斯林族群」

                                  得聞福音

胡樂文博士

本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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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姊妹（東南亞）
早前身體曾感不適，經別人按摩後
已有好轉。工場地區近日較多雨
水，因而減少出外工作，更多祈禱
讀經，更多安靜親近主。記念團隊
跟進穆民及門徒訓練的工作。

小驢家庭（東南亞）
阿細需要一份有前途及足夠幫補家
計的工作，但這種工作在這裡難
求，請為他禱告；祈求驢生有智慧
和能力完成所要求的課堂功課；求
阿爸父供應清潔的自來水；繼續等
候阿爸父為我們預備合適的居所。

棕櫚樹家庭（東亞）
記念我們現在的核桃生意，求主給
我們可靠和有質量的供應商，讓
團隊在營商平台上繼續經歷主要因
祂的名而開路。為驛站的設立而感
恩，主藉此為我們擴展了人脈網
絡，可以接觸村內更多穆民，祈求
有心人能委身在驛站服侍。

如鹿（東亞）
記念幼兒園的籌備，有合適的人和
事互相配合。剛開始學語言，記念
我能勤力練習。

AD & Joy家庭（中東）
記念我們新屋及環境的適應，可以清楚今年神給我們的方向，盼
望未來日子有更多接觸阿拉伯人的機會。女兒剛升中六，功課比
以前多，壓力大，要應付學校期考。記念一個來自不同差會的宣
教大會將匯報中東各地情況，求主引領我們一起尋求新策略。

李察夫婦（中亞）
我們夫妻倆需要更大的智慧能
耐去處理每天孩子不同的難
題，也請為我們的同工代禱：
Aja當秘書來翻譯和處理文
件，Mar整理孩子的生活節奏
與物資用品，Bak負責總務、
維修與司機身兼三職。他們都
需要身心健康與應付工作的能
力，並且需要愛心去潤滑人際
的矛盾衝突。

曉月姊妹（中亞）
為時間的安排祈禱，隨着認識
的人愈來愈多，並建立了深入
關係，曉月也需要更多時間走
訪她們(到對方家一坐便是1小
時，若吃飯便起碼要2小時)，盼
望願意探訪的心志不因疲乏而
受阻，身心和語言能力都體驗
「重新得力，如鷹上騰。」

三朝家庭（西非）
我們希望嘗試為營養不良的兒
童按摩，協助他們回復健康。
我也要在工作及與族人分享聖
經之間取得平衡。欣在美國大
學中十分忙碌，要處理功課、
參與教會生活及學校工作，和
關心周圍的人。求神賜她忍
耐、勇氣、毅力及安排時間的
智慧。

唐娥姊妹（北非）
孤兒院換了新院長，新人事
新作風，我所享有的方便也
受影響，我曾嘗試帶醫護界
朋友探訪幼兒，但不獲批
准。很多沒有被領養的都是
殘障兒童，他們十分需要特
殊的照顧，很多兒童因缺乏
活動及醫療照顧，因而健康
情況每況愈下。

小康家庭（西非）
感恩風沙國今年雨水充足，農
作物豐收。為我們隊工的合
作，及未來各項工作計劃祈
禱。記念有一對夫婦計劃明年
二月帶同兩名年幼子女來沙市
看工場，求主引領他們的前
路。

靈謐姊妹（北非）
難民教學中心終於能成功簽約。中心是一座新的樓宇，業主需要兩
個月完成所有建設，盼望業主與工人能積極行動，讓中心能在兩個
月後順利開展服務。現已開始添置中心各樣設施，求主預備合適人
手，協助我處理這繁瑣的事務。

敏堅夫婦（北非）
申生的妹妹馬太和她的丈夫表示
決志信主，求主引領他們清楚得
救。馬太患有腎炎，求主讓她經
歷主的保守。求主保守貴姐、申
生申太和花雅、申老伯申老太在
主道上成長，勝過試探，並勇於
向別人見証。另外，敏的腰傷有
明顯好轉，但皮膚不太好，有爆
裂，求主醫治。

清心姊妹（東亞）
記念我需要尋找合適的工作平台，
一方面能有合適的身份留居此地，
同時盼能藉此平台接觸並祝福更多
的服事對象。記念這裡的回民婦女
（請特別提名記念法圖瑪、芳芳、
治大姐，她們都經歷過離婚、再
婚，現在的婚姻帶給她們許多的困
苦和眼淚，求主憐憫），願她們早
日得聞救恩。	

大樹家庭（東亞）
穆民社區工作：開學以來神帶來更
多的穆民小朋友，但是我們的人
手極為不足，促使我們調整了我們
的時間。我們需要更多志願者來加
入我們。近期我們也預備開始家庭
探訪，請為我們進入每一個家庭禱
告，不只是看見需要，也能與不同
家庭建立美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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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場
趣
聞

大多數的穆民都不會慶祝生日，有些父母甚至會忘記孩子
的出生日期，只在出生時請教長來誦經，款待一下家人，
以後就不再慶祝了。但是對於「死」，就是「身後事」的
辦理，卻是非常隆重。

為了讓亡人能到樂園（天堂），喪家會請教長來為亡人誦
經。同時並會招呼親友、鄰居來吃飯，算是悼念亡人。親
友會帶著青油、麵粉或金錢（即「帛金」），向喪家致
意。由於款客的次數多，一般家庭會宰牛款待。每次請
教長來誦經，喪家都會「派錢」，給教長的金額則視乎個
人能力；給賓客的（包括小孩），由一元至十元不等，曾
有朋友在路上遇到辦喪事的行列，看到他們也會派錢給路
人。

若有些家人突發死亡，喪家會把周邊大小清真寺的教長都
請來，有時會超過幾十至百人。他們認為誦經的教長愈
多，亡人能進入樂園的機會就愈大。因此，花在這些飲食
及「派錢」的費用可真不菲，有時動輒不少於五萬元。
此外，每年的忌日，喪家都會請來教長及親友，直至第三
代。因此，我們會明白為甚麼他們那麼渴望家有男丁，因
為舉行這些儀式的，一般都是由男性承擔，人口眾多自然
可以分擔很多事務和開支。

另外，在這裡的工場，穆民都不重視清明節，但是在每個
星期五的清晨，他們會到墓地，為亡人誦經祈禱。

毅恩家庭（東南亞）
感恩一位本地穆斯林背景歸主者接受
水禮，繼續為本地亞洲裔穆斯林信徒祈
禱，願主的大能在本地穆民中間大大工
作，請為穆斯林背景歸主者的栽培工作
祈禱。也為毅恩負責的一個向穆民做外
展工作的課程祈禱及在國際前線差會的
電腦工作祈禱。

彼得佑寧夫婦（東南亞）
佑寧今年嘗試申請五年期的簽證，求神保
守過程順利。十二月我倆會到蘇島探訪村
長和卡先生的家庭，求神預備他們的心，
使用我倆教導他們明白真理。求神保守村
中歸主者的信心、愛心不斷增長，在村中
有美好的見證，帶領多人信主。

罕裔思回家庭（東南亞）
為我們的語言學習祈禱，盼能找到對象群
體的語言老師，能夠持續學習本地語言。
仍在尋找合適的車，因我們需要駕車往山
上走，探索我們群體的所在；我們近日曾
走訪了三個有我們對象群體的村莊，也有
很多意外驚喜，一家人有新的體驗及平安
回家。同時要記念思回學習駕車。

小橋姊妹（東亞）
在特校教英文，參與的學生從起初的23
人驟降至12人，原來教英文字母已經嚇
怕了這些孩子。由於這不是必修科目，
只希望其餘的孩子能堅持下去，小橋也
打消了按照正規學校的進度，因此準備
把進度調校，請為我的準備祈禱。

橄欖葉家庭（東亞）
橄欖葉先生初步尋找到在穆民地區開辦
幼稚園的地方，感恩幼稚園籌委會各董
事都給予支持和建議了進程方案。記念
將要安排籌辦幼稚園的細節，包括向各
政府部門申請批文的手續能夠順利。也
記念二女兒及三女兒同樣要適應新校園
生活，盼望她倆能認識好的同學。	

小明夫婦（東亞）
MW	驛站房東因個人經濟需要，要把我們
團隊所租住的房子賣掉，記念眾人有從上
而來的帶領作出應變。國內同工J先生脊骨
受傷，要卧床休息3個月，記念他能早日
痊癒。感恩鄰居一位老奶奶能幫忙料理他
們一家三口的飲食。小明太左手拇指「彈
弓手」，情況沒有明顯改善，請記念。

小橋

「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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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	 	 港		幣	
1.		奉獻	 	 $	367,897		
2.		事工及宣教士行政費	 $	226,386		
	 		 總收入：	$	594,283		 	

支 出 ：	 	 港		幣	
1.		辦公室及事工開支	 $	127,799	
2.		薪金及福利	 	 $	386,339
3.		撥款往緊急儲備	 	 $	200,000		 				
	 		 總支出：	$	714,138			

至 2012年 9 月30日
本會經常費結存：  $302,938  
如欲奉獻支持本差會
請將劃線支票或匯票寄回本會，抬頭人祈付「前線差會有限
公司」或	“Frontiers	Ltd”；或將奉獻存入匯豐銀行戶口：
548-115153-001，然後將存款收據寄回或傳真至本會。
如欲採用自動轉帳方式定期奉獻，請到本會網站下載有關表
格，或與本會Wendy	Ng聯絡。

前線差會〔經常費〕收支報告
( 2012年 7月份 至 9月份 )

我們的第一個「果子」
我們沒想到兒子會在工場出世。在去年五月知
道驢太有了身孕時，我倆半信半疑，但又喜上
眉梢，因為人到中年，沒想到那麼快便結出第
一個「果子」。

接下來便是決定孩子要在哪裡出世了。其實驢
生沒有半點疑惑，心裡早已決定孩子要在工場
出世。人在工場，孩子在工場出世似乎是順理
成章的事。再者這裡的人生養眾多，又有專門
的婦產科醫院，醫護應該是滿有經驗的吧！反
之，如果要回香港生，那是否表示我們比本地
人優越？無可否認，工場醫院的器材肯定比香
港遜色，但我們有從上而來的信心呢！

也許是由於母子相連的關係，驢太卻多了一層
考慮。她不想胎兒承受任何不必要的風險，而
且我倆在這方面都沒有經驗，加上在工場沒有
家人照顧，很難估計之後所要承受的精神壓

力。但我們決定一同禱告
尋求主，最後我們還是憑
信心走這待產之路。

走信心之路是甘甜的，因
為我們不但遇到專業的醫
生和善良又稱職的護士，
而且我們又有一位隊員和
驢太的媽媽在工場作產前
產後的照顧，更有遠方的
隊員和支持者為我們禱
告。雖然辦理驢仔的出生
文件及護照等手續很繁
複，但主卻有及時的幫助，祂讓我們經歷我們所
能承受的。現在每當本地人知道驢仔的出生地，
他們都感到特別親切。感謝帥領我們的主！

1. 月禱會
	 2012年12月17日		差會感恩見証及為宣教士代禱
	 2013年1月21日			服侍維族之宣教士分享
	 2013年2月18日			服侍回族之宣教士分享
 
2.	感謝神，本會十五周年感恩暨異象分享會順利
完成。前線差會創辦人李文斯敦夫婦及馬來西
亞同工、本地差傳伙伴和友好機構，與及教會
弟兄姊妹濟濟一堂感謝神過去的恩典，並展望
本會未來五年之事工目標。盼望眾伙伴同心合
意， 手合作，使穆民早日得聞福音。

	3.	未來五年，本會將致力推動教會認領15個福音
未及之穆斯林族群。本會已預備了認領這些族
群的配套，供弟兄姊妹及教會使用。請切切禱
告，求主感動及興起香港教會為福音未及穆民
積極付上關注、禱告及參與。

本 會 消 息

小驢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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