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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斬下人頭，把小孩斬開一半，把人掛在十
字架上。」（伊拉克聖公會社區的領袖Andrew	
White，英國《泰晤士報》）

6月開始，相信不少信徒收到類似以上的消息。
起初不少人可能還不以為意，但隨著越來越恐怖
的消息傳出，大家才醒覺問題的嚴重性。

自6月「伊斯蘭國」(IS	–	Islamic	State) 在伊拉克
正式宣佈成立以來，至 8月底，估計已有超過千
名信徒被殘殺，不少信徒被迫改教或逃離家園，
難民人數超過120萬。

諷刺的是，在2003年屬遜尼派的薩達姆倒台前，
在伊拉克信徒人口還有約一百四十萬，但在美國
軍事介入後，信徒人數不增反減，他們受的迫害
更是與日俱增，到今日已銳減至只有三十多萬。
在 IS的統治下，信徒人數相信必然進一步銳減，
甚或逐漸消失。

認識「伊斯蘭國」(IS)
最近大家經常看到 ISIS、ISIL 等字眼，其實它們
都是指同一個組織。分別是：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ISIS)，即「伊拉克和敘利亞伊斯蘭國」，

及其更完整的名字：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
Sham/Levant(ISIL)，即「伊拉克和沙姆 /黎凡特
伊斯蘭國」。沙姆 (al-Sham) 是阿拉伯語，黎凡特
(Levant) 則是歐美的用語，中文可譯作「大敘利
亞」，大致指現代地中海東部地區。(下文將統一
用 ISIS。)

今年年中開始，ISIS份子在圍攻北伊拉克村落時，
給村民頒下轉歸伊斯蘭的期限，當他們拒絕的時
候，就殺害當中的男士，並俘虜其中的婦女及孩
童。往後的情況亦被廣泛報導：多名基督徒被釘
上十字架、兒童被斬首、人被活埋等。

ISIS 是一個遜尼派聖戰組織，本來是阿爾蓋達的
一個分支，其後自立門戶。而該組織的領袖巴達
廸	(Abu	Bakr	al-Baghdadi) 於本年 6月 29日更自封
為「哈里發」(Caliph)，亦即是伊斯蘭教始創人穆
罕默德的繼承者，啓動「伊斯蘭國」(IS)，意圖統
領全球穆斯林的國度，他更呼籲全球穆斯林響應
隨從他的伊斯蘭運動。在印尼、北非甚至一些西
方國家，不少伊斯蘭激進分子揚著 IS旗幟表示支
持。現在全球各地伊斯蘭聖戰組織都要作取捨，
繼續效忠阿爾蓋達組織或轉而投向巴達迪領導的
IS。在不少人看來，IS是繼9/11以來最大的威脅。

願「伊斯蘭國」降臨？──
伊拉克局勢與我何干？        

誰
(本文之修訂版刊載於2014年8月31日之《時代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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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子民、我的肢體
在公元363年，一位名叫馬太(Mattai)的信

徒，因為逃避當時羅馬帝皇的迫害，出走至距離
今日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蘇爾(Mosul)約20英里的地
方，建立了聖馬太修道院	(The	Monastery	 of	 St.	
Matthew’s)。自始，此修道院亦成為了歷代信徒的
庇護所。

1850年，長老宗宣教士亦進入摩蘇爾開展了福音工
作。隨著時日，基督教會亦在伊拉克慢慢茁壯成
長，在摩蘇爾和卻谷(Kirkuk)都有不同的聚會點。

在2003年，單在摩蘇爾就有約六萬基督徒。但在今
日，人數卻銳減至少於200！都是貧窮、老弱、傷
病的。原因是不少教會，包括聖馬太修道院在內，
人口都已大規模撤退。

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前，全伊拉克估計約有
一百四十萬基督徒，但到今日，則已銳減至約只有
三十萬，預計在短期內更會縮減至只有五萬。

伊拉克信徒要面對的前景是暗淡的；或許，這已是
一較樂觀的言詞！因為面對著ISIS，他們幾乎是毫
無選擇：要不是轉入伊斯蘭、或繳付難以負擔的保
護稅(然後在穆民治理下作二或三等公民)、或是逃
走遠去、要不就是面對被殺。所以，答案非常簡
單，只有逃命這個選擇。現時，已有大量難民逃至
北部庫爾德族人地區；也有些湧進當地機場，盼能
有「機」載他們往其他安全的地方；此外，也聽說
有計劃在庫爾德山區支搭帳篷作難民臨時收容所。

但是，前面如何？

實在的，無人能預測ISIS今日的行動有多快，他們
能侵進庫爾德人的地方有多深；說庫爾德人之地能
為信徒提供避難所或許言之尚早！因為，庫爾德人
之地在ISIS的大軍壓境下可能也不見得很安全！

面對這些情景，我們最可能做的就是向神禱告並呼
求祂的幫助，因為我們的神從來都沒有在祂子民的
苦難中退隱：祂看見他們的眼淚，祂聽見他們的哭
號，祂與祂的子民同受苦難。

唯願我們能如聖經所教導：行公義、好憐憫，並不
止息地為那些在困苦及苦難中的肢體、神的百姓，
不住呼求。

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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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一個「伊斯國」──
認知伊斯蘭國的意圖和威脅
現時，IS正以鯨吞的方式掠奪大幅伊拉克及敍利
亞土地及其中的資源 (當中包油田 )，其版圖面積
已超越英國！組織財富也當然滾滾而來。有人稱
是次 IS為「風暴」，亦有人稱其為「侵蝕全地的
癌」。有分析指，IS其實是把伊拉克作為試點，
若這樣的原教極端手法有效，他們便會在更多地
區使用相同的殘酷手段迫使人歸入伊斯蘭，最終
令穆斯林世界以至全球人類成為 IS的成員。事實
上，巴達迪也明確表示，他們會向羅馬及西班牙
進發，把他的伊斯蘭國擴展至歐洲。在2009年，
當他從美國監獄移交到伊拉克的時候 (及後他很
快獲釋出獄 )，就曾對那些捉拿他的美國軍官說：
「在紐約再見，我會再來的。」

IS其實只是按著賽義德•庫特布	(Sayyid	Qutb)，著
名伊斯蘭學者，亦被稱為激進伊斯蘭的理論教父，
他同時也是把拉登引進到恐怖主義的啓蒙者 )所倡
議的策略行事。他的學說提到，全球每人皆應有成
為穆斯林的機會，但這個機會卻只能當人在伊斯蘭
的管治下才可行。換言之，就是人要活在伊斯蘭法
律 (Sharia) 的轄管下才可實現。所以，穆斯林須推
倒地上所有政權，從而建立伊斯蘭政權；這樣，人
才有機會看見真正的伊斯蘭，從而作出回應。如
此，IS也正邁向從伊拉克至其他地區，及至歐洲和
美國，以至向全世界，實現這個願景。

更令人震驚的是，也有不少歐美人士自願加入IS，
證明這種扭曲的極端思想意識，竟能對某些人產生
難以抗拒的吸引力。故此即使 IS暫時被其他勢力
抑制，極端恐怖主義已成功萌芽，難保中東以至世
界的政治角力再度造就這類極端份子的冒起，當有
一日極強殺傷力武器落在他們手上，配合背後雄厚
的資金支援 (不少伊斯蘭財團是這些聖戰組織的背
後財團 )，伊斯蘭國度會進一步逼近 (降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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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願你現在就向神大聲呼求！
在 IS要擴展至以色列及歐洲之前，現在實在是普
世聯手遏止 IS擴張的時候。誠然，也是基督徒要
奮起為普世伊斯蘭世界，特別是在當中信徒從主
得力禱告的時候：
1)	 	為數不少的穆民歸主者都曾經歷異象與異夢。
讓我們也為巴達廸及其他 IS領袖代求，讓他
們也能經歷神的作為，從而認識主遠離惡行。

2)	 	為神的憐憫及保護臨到那些在伊拉克流離失
所、正逃避 IS屠殺的難民禱告。

3)	 	為普世領袖代禱，求神賜他們智慧勇氣及仁愛
的心，能適切地回應這 IS伊斯蘭擴張的挑戰。

禱告認領穆斯林福音未及族群
(Muslim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MUPGs)
求神憐憫我們普世信徒，因著這次 IS事件，心被
攪動，從而願意同心迫切地為這個世代及其需要
仰望神。除了禱告，也願我等信徒能把握時機，
珍惜每一個與穆斯林分享福音的機會。

美國首位往緬甸的宣教士耶德遜•哥頓 (A.	Judson	
Gordon) 有一句名言：「你禱告後就能做比禱告更
多的事；但若未有禱告，你能作的最多也只是禱

告。」(“You	can	do	more	than	pray	after	you	have	
prayed;	but	you	can	never	do	more	than	pray	until	you	
have	prayed."	)

不少信徒對「福音未得」(Unreached，即基督徒人
數很少同時還未能建立有再生能力的教會 )這概
念或已有一定認識。但在這些「福音未得」的族
群當中，還有些是有更大需要的，就是那些「福
音未及」(Unengaged) 的群體，亦即是那些還未有
長期宣教團隊在當中服侍的族群 (當中超過半數
都是穆斯林族群 )。

本會於兩年前定下目標，希望推動華人教會在未
來五年能認領 15個MUPGs。兩年過去了，至今
還未見有積極回應。

為什麼今天的 ISIS 如此驕橫跋扈？豈不是因為
我們這些稱為基督徒的人沒有積極的為他們禱告
麼？人性一般都會選擇那些較易接觸，或已有福
音基礎的對象來工作，而不會向這些未了解、難
接觸的群體進發，但這又豈是神的心意？

單單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區，就是福音未及的人
口也不少，估計接近千萬。若我們積極回應這些
福音的需要，ISIS 之類的組織就不容易壯大。而
且福音大能能夠更新人的生命，即使ISIS的成員，
也可由殺人屠夫變成福音天使。

我願意為MUPGs 付上禱告、才幹、金錢、及教
會的資源嗎？

神啊，願祢的國降臨！



在伊拉克的基督徒請求我們為他們禱告，

因為發生在他們國家的災難正繼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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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動盪之中的肢體
在 8月 6-7 日晚，伊斯蘭國的武裝份子以迫擊炮
及其他重型武器攻擊大城市摩蘇爾東面和北面的
市鎮和鄉村。當庫爾德的軍隊撤退之後，這個地
區便被伊斯蘭佔領。這個地區的市鎮包括有卡
拉戈斯	(Qaraqosh)、卡立利斯	(Karamlis)、巴托拿	
(Bartella)	及托爾基夫	(Tel	Kayf)，是伊拉克基督徒
群體多年來居住的地方，也是在伊拉克最多基督
徒聚居的地方，其中有許基督徒是因過去幾年發
生在巴格達的暴力事件而逃到此處的。但現在，
這裡的基督徒已差不多完全消失。

查登天主教堂的主教	(The	Chaldean	Catholic	Patriarch)
估計有 10萬名基督徒在一夜之間逃離家園，大部
份都是徒步離開的，他們只帶著小量個人物品，
甚至是兩手空空的。當中有許多是幾個星期前才
從摩蘇爾逃難到這裡的，現在大部份都要再逃到
附近由庫爾德人控制的城市。

雅茲廸人 (Yazidi) 面對的大災難
上星期之前，伊斯蘭國佔據了城市辛賈爾	(Sinjar)，
那是少數族群雅茲廸人傳統以來居住的地方，他
們現在被迫逃到四周的山區。有許多報導關於武
裝分子對雅茲廸人的暴行，包括大量處決男人，
對待婦女則猶如戰利品，肆意拐帶、迫婚和強暴。

許多人顛沛流離，他們的人道需要十分龐大，被
困在山區的雅茲迪人缺水缺糧，感恩空投物資的
行動已經開始；而逃到庫爾德地區的基督徒有許
多都只能暫居教會的禮堂和走廊，或在學校、公
園和街道上，他們迫切需要水、食物和居住的	
地方。

為伊拉克求公義、憐憫、平安
在伊拉克的弟兄姊妹請求我們禱告，祈求：
1.	 	伊拉克能很快找到一個長久的管治方案，以致
能有效防止不同形式的暴行，並且建立一個公
義和有長期平安的國家。

2.	 	流離失所的百姓能找到庇護所，得到生活上的
基本需要，最終能重返家園。

3.	 	伊拉克的基督徒，尤其是被迫逃離家園的，能
得著主耶穌賜的平安、天父的保護和聖靈的安
慰。

【節錄自福音機構Middle	East	Concern 網站中的	
「代禱請求」（Prayer	Requests）（http://www.meconcern.
org/index.php/en/prayer-requests/810-iraq-update-on-
deepening-crisis-facing-christians）】；瀏覽於13/8/2014.

何時得見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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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青年領袖跨文化宣教體驗計劃」(簡稱「青宣」)已完滿結束，而今年的「青宣」

更具特別意義，因為年底將有首位青宣學員成為宣教士，正式踏出工場。本期，我們請

來本屆兩位學員及計劃年底踏出工場的亞苗宣教士與大家分享他們的心聲。

Kit

             英

青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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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苗

中亞洲的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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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家庭（西非）
感恩天降下幾場大雨，龜裂大地又生
機蓬勃。記念伊波拉疫病受控制；繼
續跟史先生閱讀神的話，已經讀畢登
山變像，他將離開沙市，求神幫助史
先生明白福音道理；又給三朝開另外
福音之門。

看星之家（西非）
感恩第一次渡過當地的齋戒月；有機會觀察宰羊；過節其間能探訪及祝福朋友。
記念我們和隊長一家能睡得好，以致有精神及體力服事過每天；有智慧、有恒心
學習語言，並與鄰舍關係和好。

小康家庭（西非）
感恩我們一家人在歐洲相聚、休息
和退修，喜見孩子們都有成長，求
主保守他們常在祂裡面。感恩八月
中有機會到剛國一間診所學習西醫
診症，求主賜腦袋有好記憶和領
悟，手腳能靈敏配合。

風鈴姊妹（北非）
感恩我們有機會和國內同工一起退修，齊享靈裡的筵席，又平安回到芝蔴街的
家；感恩得到穆民朋友的信任，將重要的事情交託給我。祈求穆民沙迪對神的話
有進深的認識，屬靈生命健康成長

新天地夫婦 （中亞）
新太太現在已懷孕七個月，需要臥床休養，記念胎兒有健康成長；也請記念她的
身體狀況能健壯，可以乘飛機回港待產。感恩她的姐姐來照顧新太太，讓她可以
安心休養，減輕新先生的負擔。

毅恩家庭（歐洲）
求神賜毅恩先生智慧，得以解決資訊科技工作上不同的困難；祈求當地的亞裔穆
民在齋戒月後能尋找基督徒群體，認識齋戒月的真正意義。

靈謐姊妹（北非）
感恩我們藉探訪更了解學生的背景，讓
他們感受那從上而來的愛與平安；學生
人數不斷增加，神亦差派不同的使者前
來協助中心的不同事工。記念我們仍須
繼續尋找一個更合適的樓宇，讓教學事
工能擴展開去。

保連姊妹（北非）
求天父賜福我們團隊與「海洋家庭」
的配搭事奉，讓我們能夠接觸更多鄰
舍，在他們當中作見證；求天父與我
們同行，引導我們在不同的家庭帶著
天父的愛做應該做的事情，說應該說
的話。

Oasis（北非）
感恩在齋戒月能重拾禁食的操練；我開始和阿拉伯語做到泛泛之交，已和字母做
了朋友，請繼續記念我的語言學習。感恩這個動盪不安和民不聊生的國家，仍然
接納和收容國際難民，包括不同國籍的難民工人！

李察夫婦（中亞）
感恩我們能去到東南亞參加訓練，可
以與新隊員會面溝通，方便以後安頓
隊員進入工廠。十月份回新加坡教會
述職休假，請為我們的行程代禱。新
隊員家庭已平安抵達吉國，記念他們
的適應。

曉月姊妹 （中亞）
工場的局勢比以前有點緊張，在七月
底到八月中，幾個城市裏均有大大
小小的襲擊事件，請為我們各城求平
安。記念我的語言學習，目前主攻關
於真理內容和屬靈詞彙，盼望仍能堅
持每周4小時跟隨老師學習。

棕櫚家庭（東亞）
感恩大女兒已大學畢業，棕櫚夫婦前
往參加畢業禮，喜見兒女的身心靈在
恩主的看顧下成長。記念工場上氣氛
仍緊張，求大牧人親自保護祂的羊，
並賜下屬天的平安予真心跟隨祂的羊
和同工們。

大樹家庭（東亞）
我們將開始今年的美容學習課程及
其他新課程，請記念老師們的辛
勞，並參加的學員能順利通過認證
考試。求主保守我們一家，每個孩
子的生活、學習及屬靈生命成長上
更有長進。

如鹿姊妹（東亞）
感恩將有新隊員加入，求主幫助她的適
應，賜下團隊合一的心。記念伙伴學校
的運作，能順利申請各項牌照及招募老
師和學生，求主安排專業手足來擔當職
務，又保守現時的所有員工能彼此開放
溝通，建立默契。

敏堅夫婦（南亞）
感恩敏母親的癌指數已回復正常，身
體情況穩定，亦開始參加教會聚會，
求主開啟她的心接受主道，並肯接受
栽培。柏圖政局和安全情況日趨惡
化，求主憐憫兩黨派早日能達成共識
籌建新政府。

清心姊妹（東亞）
感恩在開齋節後能探訪朋友，被邀請
吃開齋飯，感到自己被接納，祈求主
讓她們不單接納我這個人，更願意接
受我所傳遞的好消息；記念來我家守
齋的小美，幫助我以主的愛去愛她，
祈求有一天她能接受主的恩典。

小驢家庭（東南亞）
感恩驢生的學習准證已批出，現在正
申請一年簽證。求天父引領我們遇見
新朋友；救援中心能聘請到合適的全
職同工。

必姊妹（東南亞）
1.		記念與新朋友分享神的話，課堂
學習與事奉的時間配合得宜。

2.	記念我的學生簽證能順利批出。
3.	記念其他同工的簽證。

宣教士代禱室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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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連

北非的「古國」人一般對中國人友善，在街上看見我們都會
興奮地用阿拉伯語說：「中國人」，然後用英語說：「歡迎
來到古國！」但第三句便用英語問我們：「你叫什麼名字？」
不過他們不是在你身旁細細聲問，而是在街上遠距離大聲地
問！面對這情景，我通常都會充耳不聞，不作任何反應！但
遇著一些不能避免的情況，便唯說我叫「米利暗」，這個很
普遍的名字是專為街上的陌生人而設。

我居住的樓房有很多「古國」小孩子，每次遇見，他們都喜
歡問我的名字，當然也會告訴我他們的名字，一時間要記那
麼多名字，真是頭昏腦脹！男孩子的名字會比較容易猜，不
是穆罕默德便是阿默，猜中的機會有五成！但女孩子們絕對
不會放過我這個新住客，經過她們多次考驗後，我即使做夢
都記得她們的名字啦！不單如此，我每次出露台取東西時，
如果他們見到我，都一定會高叫我的名字，我要好像歌星般
向他們揮手，然後速速返回屋裏，以免引人注目！

有一次我們一行三人到街市買菜，我們買了兩隻生鴿子，要
等店主殺鴿和清洗，等候時，旁邊有一位賣芝士的婆婆開始
問我們叫什麼名字。我心想怎麼又是這個問題！由於不能走
開，所以便作弄她說：「我叫杏甫」、「我叫士多啤梨」、
「我叫十全十美」，弄得婆婆很開心！她更不斷告訴途人我
們的名字，弄得人人都注視著我們。雖然這次經歷似是無
聊，但我們卻為婆婆、周圍店舖的工人和途人帶來了一時的
歡笑！我們也可以運用剛剛學會的阿拉伯語水果的名稱，一
舉兩得！

看來，名字對於「古國」人很重要，是人與人溝通的第一步。

橄欖葉家庭（東亞）
感恩得本地朋友幫忙聯繫政府部門，讓學校
能順利拿到批文。記念家庭服務中心順利通
過年檢；暑假小女兒到本地探訪朋友，記念
她與朋友有美好的時刻，出入平安。

小明夫婦（東亞）
雖然在MW的舊驛站今年八月租約期滿，
感恩神為我們預備了另一個更美好的地
方，求主賜福新的驛站；團隊各人非常忙
碌，記念我們身體強健，有充足的精神體
力服侍穆民鄰舍。

小喜子（東亞）
感恩小喜子的父母及妹妹到訪，他們了
解小喜子的工作環境後，亦同意讓我多
留一年在學校工作。9月份開學事宜仍在
準備中，仍有很多課室及課程安排未完
成，請記念我有足夠的智慧及能力處理
學校的事務。

彼得佑寧夫婦（東南亞）
請為我倆下半年在工場的服侍禱告，求主
使用我倆在當地期間，可以跟進培訓幾位
歸主的家傭姐姐，成為忠心跟隨主及傳遞
神福氣的人。

罕裔思回家庭（東南亞）
1.	有分享工作的機會。
2.	可繼續跟進曾談話的對象。
3.		孩子的成長健康，如牙齒、骨骼、屬靈
方面。

小橋姊妹（東亞）
艾美的姑姑將出門，小橋因此可以有更大自
由度往探望艾美，分享好故事和建立她的信
心，求主預備。母親長期臥床、身體和心靈
都欠佳，求主加她力量，學習倚靠主，又加
力量給照顧她的姐姐和家人。

安廸弟兄（南亞）
感恩有機會與同事分享來星月國的原因，
藉此見證神在我生命中的帶領，有同事願
意了解更多，求主引領；感恩公司來了兩
位短宣隊員，成為我的好拍檔，現在他們
希望延長簽證，求主為他們預備公正的政
府官員。

What is Your Name?



1.	宣教士動向
	 	•		本會有三個宣教士家庭於西非事奉，雖然他們所處之地

與伊波拉疫區國家相距甚遠，眾同工亦一直在作風險評
估，我們與他們也保持緊密聯繫。求主幫助同工能掌握資
訊，隨時作出適當的應變行動。

	 	•		C+（東亞）及亞苗宣教士（中亞）分別於11月踏出工場，求
主使用，讓他們成為福音恩典的流通管子。

2.		感謝神帶領李天悅姊妹於8月底開始到本會服侍，出任事工
幹事。求主保守她的服侍和適應。

3	 	事工主任湯喜靜傳道（因私人理由）及事工幹事阮祺傳道（因
預備明年出工場）已先後請辭，分別於9月底正式離任。本會
感謝兩人的服侍，願主繼續賜福她們往後的事奉。

4.		月禱會（每月第三個星期一7:30-9:15）
	 •	9月15日	 東南亞短宣宣教士及青宣分享
	 •	10月20日	 中亞及東亞候任宣教士分享
	 •	11月17日	 認識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
5.		歡迎邀約本會同工到貴會主領聚會，可到本會網頁下載「邀

約主領聚會表格」。

感恩及代禱消息

青宣異象分享會

主內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蔡亞倫牧師（Allen）。在今年5月，
我加入了前線差會事奉，與眾同路人一起推動穆宣異象。

我從小在基督教學校受教育。在中學時，在差傳年會接受宣
教呼召。完成了神學訓練後，神帶領我在教會、差會及學校
事奉，並不斷裝備我。後來主更呼召我參與本地跨文化福音
工作，進入不同福音未及的群體，包括來自尼泊爾、印度、
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的，更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
的穆斯林。感謝主，在事奉中，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神引導我
聯絡上前線差會，主感動我參與其中，除了推動穆宣異象之
外，更學習關懷主的工人。

主給了我兩段經文，成為我的異象和使命：
「主耶穌說：『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牠們
來，牠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
了。』」(約十16)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
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
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出去收他的莊稼。』」(馬太福音太九35-38)

今日，穆民正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困苦流離。他們大多未
聽聞福音，更被撒但蒙蔽心眼。
感謝神呼召我到差會參與推廣穆宣異象及關顧宣教同工。願
主使用。

盼望你禱告記念：
1.	 求主使我能更深入瞭解工場的需要。
2.	 求主使我更能體會工人的事奉。

前線差會〔經常費〕收支報告
（  2014 年 4 月份 至 6 月份）

收 入 ：	 	 港		幣	
1.	奉獻收入	 $	 585,219		
2.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行政費	 $	 241,131
3.	銀行利息及其它收入		 $	 31,409
	 	 	 	 	 	 	 	 	 	 	 	 	 	 總收入： $	 857,759

支 出 ：	 	 港		幣	
1.	工場拓展及宣教士關顧	 $	 79,450		
2.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	 276,865		
3.	行政支援	 $	 242,893		
4.	辦公室設備及運作	 $	 99,748
6.	撥備「本地宣教士儲備」	 $	 75,000	
	 	 	 	 	 	 	 	 	 	 	 	 	 	 總支出： $ 773,956		

由2014年1月份至6月份本會經常費結存： $ 29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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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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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與使命

時間： 10月23日(四) 7:30pm
內容：  分享青年宣教異象、推動教會參與及介

紹「青宣計劃」
查詢： 27537-170 李姊妹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www.frontiers.org.hk 
及下載報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