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郵址：香港九龍中央郵局信箱74060號　　電話：(852) 2753-7170　　傳真：(852) 2771-4771　　電郵：info@frontiers.org.hk　　網址：www.frontiers.org.hk

68期
前線差會通訊
2014年12月至
2 0 1 5 年 2 月

前線差會編輯室

[	轉下頁	]

目錄
穆宣路，感恩路	P1-P3

總幹事的話	P2
歸主者見證	─	與別不同的沙廸	P4

族群介紹	─	撒拉族	P5
宣教士代禱室	P6

穆民婚姻，是喜？是悲！	P7
主喜悅的服侍	P8
前線資訊	P8

穆宣路，感恩路
從 2001 年的 911 對世貿恐襲事件，到今年的伊
斯蘭國以血腥殘暴手段來建國，穆斯林 ( 伊斯蘭
教徒 ) 的激進行為，都令舉世嘩然。當全球都普
遍以新聞的角度來談論和研究伊斯蘭和穆斯林
時，作為主耶穌門徒的你和我，又會以何種角度
來看這一群人口超過 16 億，迫近全球人口四分
之一的穆斯林呢？

在 2013 年，香港有一個家庭 ( 別名「若活家庭」) 
回應了「一人一生獻一年」的呼籲，踏足 I 國，
開始體驗這個國家的福音工作。我們節錄了若活
先生部份的體驗扎記，讓大家也能從當中窺見神
對穆斯林的心意。

穆宣路不可怕，因穆斯林不可怕
經過 I 國接待機構的安排，我們入住了一條穆斯
林的村莊。入鄉隨俗，經過別人家門口會打招呼
和握手，每逢節日，我們都會穿上民族服飾。村
民非常友善，雖然語言不通，大家都不介意我拿
著手機查字典，以作對答。

村民們不單友善，還做了許多令我們很感恩的事：
•  住進村裡的第一晚竟遇著停電，正當不知所

措之際，有村民拍門，送上兩碟地度炒飯，
加上蠟燭。

•  若活太太感到牙痛，村民陪她去見牙醫、照
X 光，以及之後的複診。

•  有老鼠掉進食水缸，不能出來，村民幫忙捉
老鼠，其中兩位更來陪了我們一晚，防止老
鼠再來。

•  還有……

我在村裡活動中心的工作是教導老師學英文，讓
他們能教導其他村民。有一晚，他們相約在英文
班下課後，各帶餸菜來一起煮食。在他們心中，
能夠找到朋友分享心事，是最大的得著。神給我
們上了美好的一課，原來在穆民中宣教就是好好
與他們相處，做他們的好朋友，讓他們喜歡與你
共處，願意跟你分享心事。

感恩：全球大部分的穆斯林都是愛好和平的。進
到他們中間，我們只要尊重他們的信仰和文化、
投入他們的生活模式、關心他們的心靈需要，就
會發現與穆斯林建立關係並非難事，與他們分享
福音是可行的。

穆宣路上，喜見主的燈台處處
曾到訪位於首都不同形式的教會，有街邊的教
會、邊緣的教會、基層的教會和橋底下的教會，
信徒都能自由地敬拜。在穆斯林為大多數的地
區，何以能興建教會呢？何況該地區有一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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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的主題是「穆宣路、感恩路」。盼望能
透過今期內容分享，讓大家能從另一角度看
穆宣的服侍。

宣教，特別是跨文化、跨地域宣教，從來都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看歷代宣教士經歷千辛萬苦，才得以播下福
音種子，有些更在有生之年，未嘗看見果效
便離世。昔日馬禮遜 25 歲來華，在 17 年後
才得有第一次回國述職，服侍到 52 歲就息勞
歸主，受洗者不超過十人；妻子及兒子皆死
在中國，真是歷盡艱辛。邊雲波的「獻給無
名的傳道者」更是把宣教之「苦」刻劃得無
微不至。 

再看過去數百年的穆宣，更是難有寸進，難
言有成，實在難有感恩！？

真的嗎？我們對宣教的看法是否單從成效、
人的得失來看？又是否狹隘了些？「所求於
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faithful)。」( 林前四 2) 
這是聖經有關對僕人的要求。

叫人的生命得「豐盛」是主耶穌來世的目的。

因遵從神而得的喜樂、因活在神旨意中而有
的平安、因倚靠神而得的勇氣、因聖靈啓迪
而對生命有更新領悟等等，皆是生命豐盛的
彰顯，又豈是表面的得與失能比擬！

憑著過去十多年全職服侍的經歷，在此筆者
可向大家見證，穆宣服侍確是提升人生豐盛、
滿有感恩之旅。我也發現，那些最有韌力、
最有勁兒服侍的宣教士，不是終日提醒人宣
教有多苦、要有多犧牲的，而是那些常常說
到感恩的同工。

深盼讀者在你細讀今期文章時，也能激發你
和我們一起同路，品嚐主恩！

真的，唯有感恩！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好叫許多人為我們
謝恩，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 林
後一 11)

唯有感恩⋯⋯
寫在穆宣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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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興建教會，必須得到區內一定數目的穆斯林
領袖們簽名支持，方可通過。原來接待我們的機
構透過改善區內的生活環境見證主，項目包括鋪
設道路、建輸送食水系統、建學校等。機構對社
區的貢獻有目共睹，為主的名作了美好的見證，
區內的穆斯林也看在眼裡。

感恩：要讓福音進入一個社群，宣教士的生命見
證尤為重要。關注社區的需要，為社區帶來貢
獻，全心全意的服侍，建立彼此的信任，宣教士
才能紥根於一個地方，讓福音的種子默默撒在穆
民心裡。感恩他們的宣教同工開始認識到這個
「服侍」的要訣。

穆宣路，開闊眼界之路
神要如何領穆斯林歸主呢？一直以來，穆斯林歸
主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離開伊斯蘭教，
並不單純指改變信仰，而是代表與自己的家族割
裂，有時更會被視為背叛家族，結果可嚴重至失
去生命。但如今穆斯林歸主卻真的發生了。

在宣教界有一本新書，名為 A Wind in the House 
of Islam，書中有以下的之內容：

從過去的十年至今天，在全球六十多個不同地區，
發生了許多穆斯林歸主運動。每個運動都有至少
一千位信徒接受浸禮，產生至少一百個新的敬拜聚
會點。在一些國家，這些社區不斷成長，擁有成千
上萬有穆斯林背景的新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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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歸主運動裡，其中一個叫「局內人運動」
(Insider Movement)，是指穆民歸主後，他們不離開
固有的生活環境和習俗，仍然以穆斯林的身份引領
同胞認識耶穌。可以說，他們其實並沒有改變他們
信仰伊斯蘭文化與生活、衣飾，生活禮儀甚至和一
般穆民沒有分別；但顯然他們已改變了信奉的對
象，他們會叫人跟從耶穌，將生命交託給祂。

我們認識了一位穆民歸主者，他本是伊斯蘭教師，
信主後仍保持其伊斯蘭教師的身份，但當教導時，
他會與人分享耶穌是主。他信主後不改變其外表，
為要與自己的同胞認同。他寧願做一個穆斯林，為
要得著他的穆斯林同胞。我曾記下他的見證，以 *
〈在清真寺裡跟從耶穌〉為題，讓人明白在「局內
人運動」底下，歸主者如何活出新的生命。

* 按：此見證曾刊登於本會《前線通訊》第 66 期

感恩：耶穌說：「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
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
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 約十 16) 從許多穆
民歸主的見證中，神在宣教士不能工作的地方施
行神蹟奇事，透過歸主者來引領更多穆民歸主。
感謝神建立及使用那些歸主的穆民又成為福音的
使者，在所屬群體延續宣教的使命。

穆宣路，給我很多啟發
經過這一年的宣教體驗，神要向我說甚麼呢？祂
讓我領會了四件事：

祂的國度極大
這國度裡有不同種族和文化的人，所謂跨文化就
是進入這國度裡去，發現人的需要和上帝的工
作，並加以配合。感恩我也參與在其中。

祂的奧秘極深
保羅論到外邦人得救恩時曾說：「這道就是歷世
歷代所隱藏的奧祕，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了。
上帝要讓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
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得榮耀的盼
望。」( 西一 26-27) 這奧秘昔日在外邦人中間發
生，今天同樣應驗在穆斯林身上，過去認為他們
不可能信主，現在卻已擺在眼前。

一個廣闊的世界性運動
在世界許多地區，穆斯林歸主的情況已開始成了
一個運動，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留在原來的社群
為主作見證、領人歸主。究竟他們歸主後的屬靈
生命如何能夠成長，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位看重神國的領袖的心靈
接待我們的機構的督導人那份愛神愛人的心、
屬靈的權柄、完全擺上的服侍，對我都是很大
的挑戰。

另外，我體會到處於異文化中，必須存謙卑學習
的態度，成為當地人的好朋友，其中的秘訣是：
接受限制，互相依靠──既然需要別人的幫助，
就不能自滿。
放下私隱，敞開生命──互相倚靠的生活需要開
放生命，不再執著私隱，或刻意掩飾自己不好的
一面。
留意美德，加以欣賞──將焦點放到別人身上，
細看他們的做事方式，並加以欣賞，不去批評。

感恩：宣教士生命的成長，往往始於踏上宣教路。
當我們存謙卑服侍的心在神手中，配合神的工
作，祂總會讓我們更認識祂。

穆宣路，給我上了成長的一課
如果夢是指從少就有的心願，我可以肯定的說，
宣教不是我的夢。對我而言，踏上宣教是一種順
服，是與一己的快樂感、滿足感，和個人的強與
弱沒有必然關係。經過這次的穆宣體驗，我也可
以肯定地說，宣教逐漸成為我上心的事情，我對
這領域有了新的關注。宣教是上帝給我成長的一
課 ── 宣教是神的脈搏 (Mission is the heartbeat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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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接受洗禮，儀式簡單而隆重，大家一起以詩
歌歡呼敬拜主，看著這群歸主者一個一個從水裏
受洗上來，滿臉濕透，熱淚盈眶，我也被她們感
動而流下眼淚。望著沙廸從水裏上來，他是最平
靜的一位，臉上沒有眼淚，但卻有滿足的喜樂與
平安！看著這奇妙的果子，眼前的一切又再次朦
朧起來了 ......。

不再一樣的生命！
洗禮後的沙廸，生命不再一樣：
1.  感恩的心──無論對神、對人，他總不忘獻上

感謝。
2.  喜樂的心──那份從神而來的救恩之樂，常常

從他心底裏湧溢出來。
3.  飢渴慕義的心──他對我說：「老師，我每天

起來，便急不及待打開神的話，希望能很快讀
完全本聖經。」當他知道有兩個月的門訓密集
課程將開課，他興奮地報名參加。

4.  傳福音的心──沙廸洗禮後不久與我們分享：
「我現在有機會和以麥一起研習聖經，我期待
有一天他會相信」。兩星期前，他帶了以麥前
來中心，暗暗地對我們說：「以麥已是歸主者
了，他的新名字是法蘭西斯。」這大喜的訊息
不但是因為知道有新的歸主者，更是看到沙廸
那勇者不懼的見証。

每當想起這信心的果子時，我們眾同工們有說
不盡的欣慰與鼓勵。沙廸，唯願你是神的和平
之子，進入你的群體中彰顯祂的大愛與平安。
阿們！

在我所教導的一班高年級英文班，全是清一色男
學生，他們都是年青上進的一群，每天傍晚放工
後便匆匆趕來中心上課。這班學生除了好學不倦
外，還很樂意分享他們的理想和感受。他們來到
塵埃國，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何等委屈難
受，軟弱的只好抑壓怒氣，火爆的就會發洩動
粗。有一次，我問那班學生：「當你們在街上，
本地人用石頭擲向你們、罵你們和取笑你們是
朱古力時，你們會怎樣回應？」有些說：「和他
們對罵！」有些會理直氣壯說：「用石頭回敬他
們！」更有些氣沖沖地說：「和他們打過！」只
有一個心平氣和的沙廸回答：「是啊！我們都是
朱古力，大家都是非洲人呢！」好一個溫文有禮
的沙廸，我們感覺他有點不一樣！

有一回，在英文的課堂上，我出了一個題目給他
們辯論：「丈夫只有一個妻子。」贊成應有一個
妻子的有三個學生，反對的六個學生當然選擇四
個妻子。辯論的正負兩方唇槍舌劍；沙廸代表正
方發言，他引用聖經：「婚姻是神所設立，是神
聖的，所以神設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 ......」聽
著、聽著 ...... 我不其然地想──這個沙廸，真的
與他們不一樣啊！

 沙廸受洗了！
在齋戒月期間，我們在中心舉辦了一些活動，其
中播放了兩部影片，對這群漂泊流離的學生有一
定的啟發和共鳴。在聖靈的引導下，當影片回應
時，我把握機會分享了福音。幾天後，沙廸來電：
「老師，這幾天，我思想了很多人生和信仰問題，
我想信耶穌！」讚美主、感謝主！這大好的訊息
除了使我歡呼感恩外，也實在是有點驚嘆──因
他信主的時間比我預期早了呢！神的作為是何等
奇妙！

「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們隨
即邀請了一位歸主者同工和領袖前來中心跟進沙
廸，經過一個月的信仰栽培，歸主者宣佈沙廸可
以受洗了。我們也為了這消息而欣喜若狂。洗禮
當日，我們就像他的家人陪伴他出席這感恩的慶
典 ( 因沙廸的家人仍留在芝麻國，他也不能隨便
把這消息告訴他的朋友 )，那日共有五位歸主者

與別不同的沙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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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群
介
紹

中國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

認識撒拉族
我在撒拉族中工作已經 6 年了，發現他們有不少
與眾不同和有趣的地方。

撒拉族是從中亞地區遷移到中國的民族，有中亞裔
的長相：頭髮顏色、五官輪廓、瞳孔顏色明顯地與
漢人不同。他們在中國已居住了 700 多年，衣著服
飾已經與漢人差不多，唯一分別就是男性的六角白
帽子與女性的紗巾或蓋頭，以識別不同的信仰。男
性長者還會留長鬍子，女性戴蓋頭也講究。已婚女
性到 40 歲開始戴蓋頭，顏色是暗綠色，40-60 歲的
是黑色，60 歲以上的是白色（普遍仍沿用黑色），
所以從蓋頭的顏色，就能分辨出她們的大概年齡。

由於撒拉族沒有自己的文字，若要保存自己的文
化，免被本土文化同化，語言和信仰成為他們的
民族象徵。因此，雖然他們接受中國教育，懂普
通話，族內溝通的語言仍是以撒拉語為主；雖居
住在道教、佛教的環境中，他們卻是非常傳統的
穆斯林，嚴守信仰，履行一切教規。當他們在本
地散居以後，因為沒有文字，幾百年過去，許多
伊斯蘭的經堂語因為不常用，已經失傳。加上生
活日趨現代化，他們日常的詞彙也加入了很多漢
語詞彙，撒拉語漢化已成為趨勢。此外，因為散
居各處，他們的語音慢慢改變，同是撒拉語，在
不同鄉村也有差異。

打開撒拉族人的心扉
有一次，我如常的去探望一位當地的女性朋友，
我跟她一家的關係很好，我會吃晚飯、留宿。
那一次，家裡的人都有事外出，只剩下年輕的
媳婦 Amy 和她一歲的兒子 Noah。Amy 覺得一
直在這個家沒有位置，得不到尊重，天天只是
幹活、捱罵，她因此感到不開心。只要有機會
我就會跟她聊天，聽她訴苦。那天，我便趁機
跟她深入地傾談。以往我會為她禱告，但是念
頭一轉，卻想到不如讓她自己向耶穌禱告，但
是未信耶穌，怎知道向誰禱告呢？於是我馬上
向她講述救恩的故事，並邀請她接受主耶穌，
結果 Amy 也願意與我一起禱告。自始之後每次
到訪，我都會跟她講聖經裡的故事，也會鼓勵
她自己向耶穌禱告。

Fifa 是一個初二學生，五年多前跟我認識，我曾
經向她講述信耶穌的見證。她由於好奇，看過
一點聖經。多年來，短宣隊不斷接觸和關心她，
她漸漸對基督徒產生好感，也想相信耶穌。雖
然因為家庭傳統，她暫時不能公開改變信仰，
然而隊員鼓勵她可以向耶穌禱告。她曾嘗試為
一些難題禱告，事情竟然奇妙地解決了，開了
她的眼界。

整體人口：146,000
基督徒人口：2%
居住集中地：中國青海省東部循化撒拉族自治縣
（資料來源：http://joshuaproject.net）

本會希望於三年內成功推動香港教會認領15個
「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MUPGs，並計劃在
2015年籌辦兩個「探索之旅」，到MUPGs中間
了解他們。

請為撒拉人禱告：
1. 福音的種子已經撒在人的心靈間，求主保守初信者的信心，祝福跟進的工作。
2. 當地成年人吸毒的問題頗嚴重，反映人心靈的苦悶，求福音能進入這個群體，使他們享有平安

和喜樂。
3. 當地人的婚姻普遍不太愉快，離婚率高，造成許多心靈破碎的孤兒與婦女。求福音的大能醫治

傷心的人，使孤兒有家。

（作者為一位在撒拉族服侍的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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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家庭（西非）
感恩史先生和贊先生願意查考神的
話。求主教導三朝及隊員有智慧處理
一位半身不遂、懷疑中風的病人。伊
波拉病毒已蔓延至鄰國，求主保守疫
情不再蔓延。天氣漸涼，願有好的睡
眠。記念女兒欣在美國的學習。

看星之家（西非）
感恩，我們渡過了十四年婚姻歲月，現在同心學習教導孩兒。記念我們找到合適
及有效方法學習語言，又求主引領我們前路。願在此地的道種有所成長，伊波拉
疫情能受控制。

小康家庭（西非）
求神賜智慧栽培明恩；村爸開始收聽
福音書卷，求神的靈引領他明白真
理。收割季節期間，小康希望能多到
田裏接觸本地朋友。我們已多找到一
位語言老師學習，求神賜智慧和能力
學習語文。感恩女兒取得S國簽證。

曉月姊妹（東亞）
記念生意上的不同項目，包括英語
項目、三個交流項目等。將重新參
與YOU語的媒體工作，求主預備合
適的資源和夥伴。記念工作和學習
語言的時間分配。

毅恩家庭（歐洲）
記念當地的慈善團體
繼續探索新的策略，
回 應 不 同 群 體 的 需
要；我們有機會接觸
新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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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謐姊妹（北非）
願歸主者仍專心跟隨主，堅守主道，為
主發光。求主保守我們團隊能同心合
意、彼此配搭事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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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我智慧與能力合宜地分配
時間在相關事工上。

保連姊妹（北非）
求天父賜我學習語言和文化的智慧和
能力，祝福老師們認真和有耐性地教
導我。已開始與「爾花」老師分享聖
經，求天父開啟她的心，也告訴我應
選取的話語。求天父賜福媽媽平安健
康，印傭工作愉快。

Oasis（北非）
感恩，一個至今仍不懂默書的人，經
過差不多半年的努力，終於有了丁點
兒語文基礎；阿湛老師終於讚我們學
阿語學得好，榮耀歸天父。請為我突
破傳統的語言學習方法繼續代求！

李察夫婦（中亞）
我們仍在休假，請為我們代禱，讓我
們可以整理未來計畫、反省更新、重
新得力、身心健康。休假期間，請特
別為K國本地同工團隊禱告，求神賜
給同工智慧帶領其他員工同心合作，
照顧孩子生活與學習。

亞苗弟兄（中亞）
記念我生活的適應、語言的學習，能
與當地人建立友誼。願對普世有心
志的兄姊能得到教會關心和引導，特
別是年青人，好讓將來有更多工人出
去。記念未信主的父母能開放心靈，
求神在他們的心裡作工。

棕櫚家庭（東亞）
求神幫助我們的合桃和杞子生意，也
幫助我們能進入回民的生活中。願主
醫治供應我們合桃的弟兄的背傷，也
請為棕櫚太太父親的健康禱告，他曾
因血壓高而入院。請繼續記念我們兒
女身心靈的成長。

大樹家庭（東亞）
請為我們的穆民朋友禱告，求主開
他們的心眼，能認識主，得著永恆
生命的應許。請記念公司的業務和
我們的身體，又保守我們的孩子在
生活、學習及屬靈生命成長上更有
長進。

如鹿姊妹（東亞）
感恩，已找到房子搬家。記念我更渴慕
主並倚靠祂；保守團隊有美好的交流和
支持，同心合一；中心和伙伴學校都以
愛、謙卑和真理服侍這地。記念家父的
血壓、住宿舍的弟弟和未信主的家人也
得著豐盛生命。

敏堅夫婦（南亞）
感恩，敏母親已於十月
十一日接受水禮，而
她的身體情況穩定，正
接受新一輪的化療葯，
請記念，求主堅固她的
信心和盼望。敏的皮膚
開始較穩定，求主繼續 
醫治。

安廸弟兄（南亞）
感恩能與員工分享生命見
證，求主給我更多機會
與他們討論信仰。記念生
意平台能夠收支平衡，讓
事工可以平穩發展。我的
生意伙伴計劃明年離開工
場，求主預備適合的生意
伙伴，同心拓展事工。

清心姊妹（東亞）
感恩與法圖瑪一家更認識，記念患
癲癇症的小法圖瑪，願得著合適的
照顧。記念我與幾位女孩定期的英文
班，求主祝福我們的關係，賜我智慧
和方法，引導她們認識主。記念未信
的家人，願他們早日領受救恩。

小驢家庭（東南亞）
驢太有了身孕！感謝天父賜給我們第
二個小生命，記念她身體的適應。感
恩，有一對本國的同路人夫婦加入救
援中心成為全職同工。求天父引領我
們遇見新朋友，也預備合適的人與我
們同工。

必姊妹（東南亞）
願主繼續賜下恩典、慈愛、健康和
保護。願主使用我的見證，使我的
老師和同學更明白神。

宣教士代禱室
2014年 12 月

風鈴姊妹（北非）
感恩，上月底與相識廿載的書友重聚；
也作個人退修。上月被搶劫後，左手受
傷，現間中仍有軟弱和乏力，求主醫
治。記念離開了此地的猶瑟夫婦、穆
塔，願他們在異國中遇見恩主。



橄欖葉家庭（東亞）
感恩，會計師通知服務中心年檢可通過。記念國內團隊
經營夥伴學校，凡事順利；校內穆民能感受到耶穌的
愛。與朋友分享好消息，願祂親自感動。親人的心迎向
光明。請記念我們的身體有時仍感到不適。

小明夫婦（東亞）
感恩，芝士廠所有設備買出，我們可以著手處理工廠的
租約。記念我們團隊在真道上同歸於一，更認識主，長
成祂的身量。記念我們夫妻心中常有天父的道，明白祂
的準則，有能力棄惡擇善；小明父母早得救恩。

小喜子（東亞）
開始在肢體家中每周兩次的聚會，求主保守能繼續下
去。求天父給我智慧及口才，讓我懂得處理兩位老師的
工作態度。記念我父母的身體健康及早日接受救恩。

C+姊妹（東亞）
記念早日適應當地的天氣及熟悉四周的環境，找到合適
的居所。祈求與同事建立和好的關係，更常常親近天
父，敏感祂的聲音。要學好語言，以備接觸回族人。

新天地夫婦（東亞）
記念新太太身體和產後的適應；我們有力照顧孩子；她
能健康成長。感恩有教會及家人支援幫助。記念歸主者
阿實江夫婦能在朋友及家人中間作美好見證；我們能與
卡族朋友保持聯繫。

小羊家庭（東亞）
感恩我們駕照考試合格，祝福我們出入平安；保守在寒
冷的天氣下身心靈健康。感恩羊爸語言學習進度理想；
但請記念羊媽的語言學習進度。求主保守這裡的年青族
人，不至誤入歧途及被人利用。

彼得佑寧夫婦（東南亞）
記念七位已接受水禮的歸主者，求神引導他們不斷成
長，成為合神心意的子民。明年六月聚會點的租約期
滿，屋主打算出售房子，求神預備合適地方。

罕裔思回家庭（東南亞）
為家人彼此關係感恩，求賜智慧能懂得彼此的感受；祈
求兒女能扎根主話中；祈求本地的簽證政策有所改變，
工人能順利得到簽證。

小橋姊妹（東亞）
感恩，小橋仍然有機會繼續接觸已婚的Grace與梅梅。
記念艾美回娘家的決定，讓主在她心中掌權；願主引領
飛翔的創業路。感恩小橋新一期的租約已經簽妥，為期
兩年。

穆民婚姻
是喜？是悲！

如鹿「姐，發你的照片給我吧！」
「我和你們的合照？」
「要你的個人照。」
「要來做什麼？」
「有個對象想介紹給你，他想要你的照片和聯繫。」
「哈哈……。」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覺得很好笑，一個高中女生竟那麼熱心地
幫我找對象。而第二個感覺是很窩心，她在農村長大，乖巧
又單純，我們才剛認識，她卻很關心我這個朋友。我和隊友
分享這件事，他們的反應是：「這些事會陸續有來。」

介紹對象是這裡的穆民很平常的事，他們的婚姻通常都是
由父母包辦的，十五、六歲便結婚，雙方只見過一面，父
母談好「價錢」，一個月內便完婚。這些年輕的小媳婦婚
後便要與一個完全陌生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並且要完全
聽從這家人，尤其是婆婆(即丈夫的媽媽)。婚後第二天醒
來並不是享受新婚的甜蜜，乃是負責所有家務，也要幫忙
家人幹活，例如耕種等。小媳婦的另一重任就是盡快生小
孩，最好是男孩，否則沒有好日子過。小媳婦還得學習
「忍耐」的功課：穆民的男人視打老婆為理所當然的，輕
則幾個耳光，重則打至頭破血流。我們還聽說有位丈夫不
想打老婆，但他媽媽竟迫他，最後他還是動手打了。穆民
族群的離婚率和再婚率都很高，面對這樣的問題和困苦，
他們要不就是避而不談，要不就是推卸責任。他們都非常
持守領袖和長輩的教導，並且要完全順服，即使不明白或
不同意，也絕不能提出，以致這些傳統和悲劇仍牢固地流
傳下去。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
教會捨己。」(弗五25)願神憐憫，赦免他們一代又一代流
傳下來的罪。願神的愛和真理進到這些穆民家庭，使家人
間能彼此相愛。



1.	宣教士動向
	 •		感恩亞苗已於11月中平安抵達中亞工場。求主幫助他

生活上適應，並能順利開始語言學習。
	 •		感恩新天地夫婦已於11月誕下女兒，母女平安。求主

保守新太太的身體健康，新女兒活潑成長。
	 •		蔡心夫婦之差遣禮訂於3	月1日舉行，計劃4月正式開

始東亞工場之事奉。
	 •		敏堅夫婦於本會之事奉將於今年12月底完結，本會

感謝兩人的多年的服侍，求主繼續賜福他們下一階段
的事奉。

2.		「青宣異象教牧分享會」訂於2月12日（四）上午12:00-
14:00舉行，歡迎向李姊妹報名。
	 	感恩早前10月舉行之青宣異象分享會回應十分正面，超
過一半參加者表示願意協助推動青年信徒投身宣教，13
位更表示願意進一步尋求神的帶領，考慮成為宣教士。
3.		穆宣密集課程將於2015年1-2月舉行，內容請瀏覽本會
網頁。求主引領對穆宣有負擔的肢體來參加。
4.	月禱會（每月第三個星期一7:30-9:15）
	 2014年12月15日	感恩與前瞻
	 2015年1月19日	 東亞宣教士分享	(I)	
	 2015年2月16日	 東亞宣教士分享	(II)

感恩及代禱消息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前線差會的新同工李天悅
（Karen），非常感謝主賜我穆宣的呼召並引領我到前
線差會服侍。

我是一位平信徒，感恩有機會到過約十個國家參與跨
文化短宣隊或探訪，而我的穆宣領受是始於數年前到
非洲參加的宣教訓練。在非洲服事的那一年裏，我認
識了穆斯林世界的宣教需要，並開始為受逼害的歸主
者及宣教士禱告。神亦奇妙地把一位穆斯林背景歸主
者帶到我服侍的機構，他正被同胞追殺，我和同工們
竭力地保護他，並栽培他在真道上成長。守望與同行
了一段時間後，這位弟兄越來越跟隨主，也積極傳福
音。我心裏除了感恩之外，更認定那次經歷是上帝給
我委身穆斯林宣教事奉的印証。

後來我回港在神學院修讀了關於宣教的課程，並因此
認識了前線差會，也參加了今年五月差會舉辦的「穆

宣營」。本來我計劃申請成為候任宣教士，可是家裏
出了一些狀況，以致未能在短時間內上工場。感恩差
會邀請我成為同工，協助宣教教育及動員的工作。

加入差會不久，我收到非洲的消息，得知上述那位我
們曾幫助過的弟兄最後因為承受不了逼迫與壓力，所
以決定回歸伊斯蘭信仰。他的選擇對我來說是無比的
痛心、受傷、挫敗、失望和難過。我問自己，到底當
初神賜我的穆宣印証是真實的嗎？我還願意繼續在差
會服侍嗎？穆宣這條艱難的信心窄路，我還有能力走
下去嗎？ 

我的答案是，如果光靠我自己的能力，我一定無法堅
持下去。但我知道這條路不單是我自己走的，而是由
上帝帶領著的，只須憑信心一步一步地走，在上帝眼
裏沒有難成的事！願我能天天在主的恩典下喜悅地服
侍，也願主喜悅我的擺上。

前線差會〔經常費〕收支報告
（  2014 年 7 月份 至 9 月份）

收 入 ：	 	 港		幣	
1.	奉獻收入	 $	 451,518			
2.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行政費	 $	 264,054	
3.	銀行利息及其它收入		 $	 99,493	
	 	 	 	 	 	 	 	 	 	 	 	 	 	 總收入： $	 815,065	

支 出 ：	 	 港		幣	
1.	工場拓展及宣教士關顧	 $	 127,682			
2.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	 332,585			
3.	行政支援	 $	 279,208			
4.	辦公室設備及運作	 $	 147,869	
6.	撥備「本地宣教士儲備」	 $	 75,000	
	 	 	 	 	 	 	 	 	 	 	 	 	 	 總支出： $ 962,344			

由2014年1月份至9月份本會經常費結存： $ 9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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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喜悅的服侍

青宣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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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的宣教體驗計劃
•歡迎 18-35歲信徒參加
•前往地區 : 東亞、東南亞、中亞洲或非洲
        (須視乎工場情況)
•出發日期 : 2015年7月(四個星期)
截止報名日期：2015年3月31日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www.frontiers.org.hk

穆民婚姻
是喜？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