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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宣與禱告
─主交託的使命

當主耶穌將宣教的使命留給門徒後，便囑咐門徒
留在耶路撒冷，等候聖靈的能力。聖經記載門徒
「進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間樓房……，都同心
合意的恆切禱告。」(徒一13-14)到了五旬節，聖
靈降臨在他們身上，宣教的火被點起，開始蔓
延，隨即揭開一頁頁的宣教歷史。你可曾想過，
究竟當時門徒和一班主耶穌的跟隨者在那小小的
樓房裡為著甚麼事「恆切祈禱」？這些禱告者又
如何參與了主耶穌吩咐的宣教使命？
 
宣教是一場屬靈爭戰，特別是面對伊斯蘭世界。
禱告除了能幫助宣教士面對壓力和屬靈的攻擊
外，亦祝福了宣教士所服侍的族群。在這場屬靈
爭戰裡，宣教士不單要面對撒旦的威嚇，也要面
對自己的軟弱，生命的破口。

為著更實在瞭解本會的宣教士在伊斯蘭世界的禱
告經歷，我們趁他們回港述職時，邀請他們分享
面對穆民時的禱告歷程。盼望你能體會禱告就如
一條鑰匙，如何開啟不同的門：

小驢先生：祈禱帶來的福音契機
有一次與幾位弟兄暫住在一位穆民的家裡，因為
須要處理一些事情，所以我們決定先祈禱，於是
就在廳的中央一起禱告，當然也想藉此讓家主認
識我們的信仰。第二天清早，在往洗手間途中，
家主將我拉到一旁，低聲查問我所信的甚麼宗
教，於是我們就開始了信仰對話，更成為傳福音
的機會。

〔記念：隨時隨地的禱告是信耶穌的人的標
記，尤其在穆民的地方，更能引起他們的關
注，也是傳福音的契機，求主幫助宣教士們有
智慧地把握機會。〕

小明太太：為穆民祈禱的感動
有一位穆民朋友遇到意外，頭部受了重傷，兒子
將他送到醫院時，他當時已昏迷，情況並不樂
觀。我當時在場，有同工在電話裡鼓勵我為他禱
告，於是我便按手在他身上，默默奉主的名為他
的病情禱告，他突然張開眼睛看著我，把我嚇了
一跳。後來他的身體漸漸康復，竟然把纏繞他多
年的羊癎症也一併治癒，我們與這個家庭的關係
也變得親密了，感謝神。
〔記念：在工場，宣教士常有機會為穆民禱告，
是需要，也是責任(尤其是當他們在病患中)，但
他們能否得醫治，那是主的恩典，求主幫助工人
能更倚靠祂，憑信心和愛心去為穆民禱告，因祂
是顧念人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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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主題是「穆宣與禱告」。

穆宣，簡單來說，就是向穆斯林宣教，幫助
他們認識基督，並建立他們成為基督門徒的
群體（教會）。

整個領人歸主、建立他們成為門徒的過程，
表面看來雖然是一系列人的活動，但卻又同
時是發生在靈界的事情，更是一個嚴肅的靈
界工程！

這一個靈界工程，是一個靈魂的「搶奪」過
程，是靈界的爭戰！

而在這激烈的靈魂爭奪戰中，禱告又是我們
為神為人所能做最重大的事：

中國內地會(現稱海外基督使團)創始人戴德生
先生曾經講述過一對宣教士夫婦的故事。這
對夫婦一共負責十個福音站；他們寫信給家
鄉的秘書，坦然承認事工缺乏進展，並懇請
秘書為他們的每個福音站尋找代禱者。過了
一段時間，其中七個福音站的反對勢力開始
瓦解，復興發生，而教會更蓬勃發展。但另
外三個福音站則沒什麼進展。當他們回國述
職時，那位秘書便解開疑團。因為他只能為
七個福音站找到代禱者。

戈登(S.D. Gordon)歸納了一句：「對於任何
人而言，為神為人所能做最重大的事 —— 
就是禱告。」

所以，弟兄姊妹，當你們看著今期通訊中的
見証以及眾宣教同工的代禱消息，也見著今
日IS（伊斯蘭國）肆虐無道的時候，願你能
迫切禱告，因為，這正是你能為神為人所做
最重大的事。

禱告，
是我們為神為人
所能做最重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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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葉先生：神能成就一切的禱告
一位信主的聾啞學生已屆適婚年齡，他請求我為
他介紹對象。我心裡實感作難，知道要尋找一位
姊妹並且是聾啞的殊不容易，不過還是為此事禱
告了。怎料不多久，我竟然收到他的結婚請柬，
發覺新娘子的名字又似曾相識。追查之下，原來
她是我認識的宣教士所服侍的一位聾啞姑娘。
〔記念：在工場，為穆民禱告需要極大的信心，
其實宣教士仍須不斷接受主的操練，建立他們的
信心，祂只是將操練的地方搬到了工場！求主仍
然幫助，成就工人信心不足的禱告。〕

小橋：神在禱告中的呼召
在2005年，我正要到工場探索所要服侍的族群，神
在禱告裡向我說「世人會忘記他們，但我卻不會忘
記。」往後幾年我再造訪工場附近地區，神在禱告
中再對我說「我很愛他們，你呢？」最後我便到了
目前服侍的工場。在這幾年裡，我更深體會神是要
我服侍這個族群，因我所接觸到並會信主的，竟然
都是屬於這個族群的人。有一個家庭與我十分熟
稔，是屬於另一族群的，但其中唯一願意信主的卻
是嫁進來的小媳婦，她也是屬於我所服侍的族群。
因此我可以放膽向神說「是祢揀選他們的，所以他
們能否得到救恩，就看祢了！」
〔記念：穆民歸主殊不容易，主的工人必須認定
那全是祂的工作，作工人的只須單單回應祂的呼
召，主就能透過他們的手來作工，祂的工人才不
至耗盡。〕

棕櫚先生：工場上的屬靈爭戰
有一位宣教士以老師的身份在工場服侍，與一位
穆民學生查經兩年後，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於是
邀請他做決志禱告。當他準備開口接受主耶穌為
救主時，就突然昏厥過去。事後他憶述當時的情
景，原來他突然看見有一巨大黑影撲向自己，他
就失去知覺。感恩他分享完這經歷後，仍願意再
作決志的禱告，於是就成了主的兒女。
〔記念：不要小看穆民的一個決志禱告，那實在一
場嚴峻的屬靈爭戰，是勝是敗，還是要回到誠心的
禱告裡，因為在那裡有主所賜的平安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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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神真的走得太慢？
認識一位穆民三年，她在去年的齋戒月請求來我
家暫住，希望專心守齋。我認定這是分享福音的
好時機，所以切切為此事禱告。在齋戒月期間，
我有多次與她分享信仰的機會，但奈何她總是抗
拒，令我沮喪。但齋戒月後，她竟主動給我電
話，問能否來參加聖誕節的慶祝會。她當日不單
沒有抗拒，還很留心地聽聖誕節的意義。我才明
白這個才是真正的好時機。
〔記念：在禱告裡，不僅是祈求，我們也須仔細
聆聽主的心意，人的腳步很多時候都比祂的還要
快，不過就是時間不對，求主指教祂的工人，學
習與主同步。〕

彼得佑寧：存單純信心，禱告必成
我們在工場首要的是常守著禱告和讀經的祭壇，
讓我們與神有密切的關係，存單純的心侍奉祂、
愛穆民，為要回報主的愛，那樣的禱告自然大有
能力。有一次村裡的農地遇上乾旱，五個多月沒
有下雨，村民用盡任何方法，連巫師也無能為
力，最後聯絡上我們。我們到達後為農地祈禱，
當晚就下雨了，許多村民因此都相信了耶穌。
〔記念：在穆民的信仰裡面，神是大有能力的，
我們只要守著單純的心去禱告，神就會顯出大
能，令穆民驚訝，以致相信我們的主。〕

小結
穆宣工人的禱告見證真是如數家珍，無論是默默無聲的禱告、按手治病的禱告、舉手仰望的宣
告，神無不悅納，每位忠心工人的禱告既祝福了穆民，同時也建立了自己的生命。

還記得在《使徒行傳》中耶路撒冷小樓房裡那些門徒和一班主耶穌的跟隨者嗎？他們領受了主
的使命後，便恆心禱告，等候主來點燃宣教的火。弟兄姊妹，你願意成為小樓房裡面，恆心為
宣教使命禱告的其中一人嗎？神已在伊斯蘭世界點燃起宣教的火，有不少工人已在努力，穆斯
林所受的屬靈捆綁，你就用禱告來粉碎它吧！

青宣2015

體驗日期：2015年7月(四個星期)
前往地區：東亞、東南亞、中亞洲或非洲
截止報名：2015年3月31日

宣教營

日期：2015年5月23-26日(六至二)
內容包括：	 #	穆斯林文化之夜
	 	 #	本色化敬拜
	 	 #	穆宣事奉者的特質與裝備
截止報名：5月15日或額滿即止

*以上聚會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www.frontiers.org.hk

日期/時間 內容 地點
6月5日(五)	晚上7:30	 祈禱會	 灣仔區
6月12日(五)	下午	3:00	 工作坊	 尖沙咀區
6月12日(五)	晚上	7:30	 祈禱會	 尖沙咀區

2015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與難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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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裡，聚集了會眾，就述說神藉他們所
行的一切事，並神怎樣為外邦人開了信道的
門。」(徒十四27)

「宣教歷史就是禱告蒙應允的歷史！」1是美國
宣教士史文模 (Samuel M. Zwemer) 的名言，他
是一位服侍穆斯林的宣教先鋒。

近日我訪問了一位在工場上不足一年的宣教新
丁，該宣教家庭剛帶領了一位穆斯林鄰居認信
耶穌，事緣是鄰居家中有人突患重病，他們
「貼身」關懷，我們的祈禱小組因著先進科技
的配合，整個過程都跟他們「貼身」祈禱，最
後得聞穆民歸主，興奮莫名！在前線的宣教士
與後方的祈禱勇士獎賞都是一樣的。2 叫我倍
感興奮的是那位宣教士說可以感到後方有一股
禱告力量，叫他們所做的凡事順利，主很快為
他們「開信道的門」。

2014年可算是差會前方宣教士值得高興的一
年，當我細心跟進他們的代禱信時，留意到普
遍地區都出現了下列的傳福音現象：
1. 不少同工已開始跟穆斯林福音對象閱讀、查

考聖經
2. 有穆斯林認信耶穌
3. 有穆斯林歸主者受洗
4. 有穆斯林歸主者接受栽培

感恩差會在多個地區也有年資較長的宣教士，
他們已能掌握到當地群體文化和本土語言，也
能夠用本土語言跟穆斯林福音對象交流對話。
宣教士代禱信經常羅列連串感恩與代禱事項，
我們要認真細讀，舉起聖潔的手為宣教士家

庭、他們的福音對象、他們的事工平台，不放
棄地與他們在禱告中同行。

誠邀您現在邊看下文邊祈禱：
1. 主大能的手保護眾宣教士家庭及福音對象。
2. 主大能的手蔭庇各地區工場不遭疫症、戰

禍、地震、種族衝突的纏繞，給宣教士有信
心、膽量勝過從仇敵而來的威嚇。

3. 保守差會眾同工同心事主，增加各同工關愛
穆斯林的心，以愛服事猶勝事工順暢。

4. 將更多合適的工人賞賜差會，前後方都極需
同工，只為福音更快被廣傳，惠及「福音
未及穆斯林族群」(Muslim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 MUPGs)。

教會啊！千萬不要輕看基督賜給我們的權柄，
我們樂意看見穆斯林世界福音緊閉的門大開，
何況是得勝的基督開啟信道的門，我們只須跟
保羅學習。願宣教士每次從工場返回老家時都
述說神藉他們所行的一切事，並神怎樣為穆斯
林世界開了信道的門。那時，我們只管拍掌歡
呼，榮耀歸主！不要遲延，盡上我們該盡的一
份：竭力祈禱。

宣教路真的不易走，宣教士極需我們在禱告中
同行！何況「宣教歷史就是禱告蒙應允的歷
史」，你怎可錯過這參與宣教的重要時刻！

1“The history of missions is the history of answered 
prayer.” by Samuel M. Zwemer (1867-1952)，又
稱為The Apostle to Islam 。

2 撒上卅23-25 在戰後的獎賞，上陣的與看守器具
的都均分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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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查理周刊總部槍擊案

今年1月初發生在法國的「查理周刊總部槍擊案」震驚全
球，起因是該周刊的漫畫被指褻瀆了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
德，槍擊事件造成12人死，10多人傷。其實類似的新聞在
西方國家時有發生，究竟原委，問題十分複雜，難以三言
兩語解釋。讓我們嘗試放低「言論自由」及「恐佈襲擊」
等新聞議題，透過翻譯書籍《岌岌可危的教會》(英文原名 
“The Challenge of Islam”) ，望能從傳媒較少提及的角度
去理解這些暴力事件。

◎歐洲現況和穆民（穆斯林）信仰 
《岌岌可危的教會》由一位穆斯林背景歸主者所寫，他早年
移居英國，後來歸主，對穆民信仰在歐洲的發展有深刻的
體會：

極端穆民在歐洲變質：「在1960年代我們移民到英國時，我們
是如何盡力融入主流文化……當我看到平等、和平與和諧快
速地在英國社會上消失時，我感到悲痛和恐懼。當中的主要
原因，似乎來自一些令人髮指的行徑，它們由一個激進的少數信仰群體所策動……。」 (p.9) 

極端穆民難以接受負面評論：「穆民信仰慣常地反對任何形式的負面評論，並尋求方法保護自己免受批
評……2005年，一名在沙特阿拉伯學校任教的化學老師，被判處40個月徒刑外加750下鞭打笞刑，因為他
出言反對聖戰式暴力，取笑穆斯林教士的鬍子，並向基督徒和猶太人『表示善意』。」（p.76）

其實《查理週刊》同樣經常諷刺基督教，但回應卻很不同：「褻瀆主耶穌基督的事，每天都在傳媒中發
生，而穆罕默德的名字就甚少遭受譭譽。」（p.77） 

歐美隨口一句，中東信徒慘成代罪羔羊：「穆民世界中的少數基督徒群體經常面對另一種不公平的待
遇，就是當西方『基督教』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做某些行為，他們成為了代罪羔羊。」（p.118）

◎對穆斯林錯誤實踐基督真理
此書另外指出歐美教會處理穆斯林現象的手法存在著的問題。為了維持基督徒與穆斯林的和諧關
係，不少教會領袖錯誤地實踐基督的真理。英國一位牧師因為要實踐「愛你的鄰舍」誡命，竟同意
為當地一間清真寺的翻新工程作擔保人，說希望以身作則，去支持和尊重宗教少數派。(p.93)

◎作者的勸告
面對伊斯蘭的威脅與恐嚇，歐美各國政府變得膽怯、傳媒變得溫馴、教會變得冷淡。教會是時候站起
來，勇敢面對迎面而來的黑暗。如果我們沒有勇氣在愛裏講出真理，並見證我們的信仰，我們必會像
早期伊斯蘭年代的教會一樣，被壓倒和剷除。(p.122)

《岌岌可危的教會》

一位弟兄對此書的讀後感
我買了一本《岌岌可危的教會》後，看到書的內容很充實，當晚一口氣就讀完。書中除了精要地
介紹伊斯蘭的信仰與基督教的分別之外，更特別指出伊斯蘭法裡面殘忍的刑罰、生活在穆斯林政
權下非穆斯林所受的壓迫等等……，使我眼界大開。最重要的，是指出伊斯蘭對基督教的挑戰，
就是不少穆斯林熱心宣教，比我們基督徒更積極及進取。反觀一些香港的基督徒（包括部份教牧
同工及長執）卻認為穆斯林離我們太遠，向他們傳福音亦非常困難，所以選擇其他宣教對象。但
假如我們打開聖經的地圖，新約聖經所記述早期的教會著力傳揚福音的地方，現在絕大部份已成
為穆斯林國家了。盼望在為時已晚之前，香港教會能夠做好準備，回應伊斯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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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家庭（西非）
感恩在農曆年期間有同事從香港來探
望我們，帶來弟兄姊妹的禮物和祝
福；二月份天氣尚算清涼，晚上可以
安睡。求主打開福之門，讓我們找到
和平之子；同工能同心協力，發揮恩
賜；我們將於五月份到美國參加女兒
的畢業禮，願主保守行程順利。

看星之家（西非）
感恩能與孩子及同事一起品嚐賀年食品；孩子們有感恩和單純的心。記念我們的
團隊能以同一使命為目標；這兒的醫療設備較落後，求主保守我們的服侍，能幫
助更多村民。

小康家庭（西非）
感恩我們在三月份能暫時放下工
作，退修親近神，並有更多時間
和空間探訪本地朋友；小美的病
已逐漸痊癒，精神良好。求神指
引我們尋找在風沙國的服事新路
向；感動村民放下剛硬的心，虛
心尋求真理。

曉月姊妹（東亞）
請記念我須要處理營業執照和搬遷事
宜，也開始與TEA族女孩查經；記念我
進深的YOU語學習，包括熟習屬靈語
言及閱讀當地小說，也開始學習TEA
語。生意平台方面，除了文化交流、
英語教育，將探討其他可行範疇，盼
找到合適內容、合適的人參與。

毅恩家庭 （歐洲）
感恩有更多教會願意學習接觸穆民；喜見有新的歸主者，願他的信心有成長及願
意在社群見證主；記念我們有健康的身體和靈命，好繼續為主作工。

靈謐姊妹（北非）
我們的團隊已展開八個門徒訓練的課
程，求主恩膏主講者，也保守我們學習
的場地，讓我們有平安，得造就；求主
為我們預備一個最合適的樓房和順利完
成工作平台的申請；請記念這地的信徒
和政治動盪，願主施恩保守。

保連姊妹（北非）
感恩天父帶領了六十多位學生出席新
年的聯歡會，給我們傳福音的好機
會；我和幾位隊員已順利搬家，開始
新的適應。求天父祝福隊長和各隊員
身心靈健康，能彼此相愛、互相配
合、同心同行。

Oasis（北非）
感恩能與洗衣店老闆和水果
檔的年青人成為朋友，求主
賜下機會和足夠的詞彙與他
們分享福音；感恩能遇上一
位喪夫的婦人，讓我與哀傷
的人同哀傷。

李察夫婦（中亞）
感恩主帶領更多本地與海外的信
徒來兒童院服侍孩子，求主賜下
合一的靈，帶給孩子們祝福；求
主引導我們與本地教會建立緊密
的關係，幫助教會發展本土植堂
事工。

亞苗弟兄（中亞）
記念我語言上的學習，在課餘的時間能
有充分的練習及應用；求天父興起信主
的同學向其他穆民同學作美好的見證，
分享福音；記念我父母信靠天父的心，
特別是媽媽，願她的信心能堅定，消除
心中的各種憂慮。 

棕櫚家庭（東亞）
感恩神在過去一年帶領我們團隊及事
工夥伴在工場上的服侍，讓我們體會
當中祂的奇妙作為；感恩棕櫚先生參
加了國際總會的工作會議，對普世穆
民福音工作的進展有很深入的討論；
我們在老家與同工商討栽培工人的計
劃，請記念有關工作的開展。

大樹家庭（東亞）
請記念2015年我們公司的業務，以及
預備來考察的隊伍，盼望能有更多的
朋友加入我們的行列，求天父預備；
求主繼續保守大樹太太八十多歲的母
親，賜福她的身體有健康。

如鹿姊妹（東亞）
感恩得到一位經驗豐富的導師為我們
進行了一次關於團隊建立的培訓，增
進我們隊員間的了解和溝通。隊長夫
婦將於三月底回工場，求主給他們足
夠的休息；三月份將有新隊員加入團
隊，求主幫助他們對新環境的適應。

安廸弟兄（南亞）
我的生意伙伴將於四月離開工場，求主預備新的伙伴及清楚蒙召的同路人加入團
隊，同心拓展事工；記念生意平台能夠收支平衡，讓事工可以平穩發展；面對隊
工的變化及生意平台的財政需要，求主幫助我專心仰望祂，並安息在祂懷裡，繼
續前行。

小驢家庭（東南亞）
感恩驢生媽媽的病暫時沒有影響生
活，稍後將安排手術日期；回工場不
久即經歷輕微地震，感恩各人心靈都
平安。記念我們能認識更多願意進深
相交的朋友；求主賜我們智慧去管教
驢仔，處理他的情緒；賜驢太太有足
夠的休息，讓胎兒健康成長。

清心姊妹（東亞）
感恩述職後平安回到工場；回家發現
窗戶原來未有關好，但家中一切安
好，感謝主的看顧。記念要前往MW
見助學學生，求主賜我們有合宜的分
享機會。

必姊妹（東南亞）
感恩雖然血壓偏低，但身體其他狀況十
分正常，有精神體力服侍；校園生活也
很充實。記念我所需的學生簽證；三月
底有期中考試，求神給我精神和智慧來
應付，又賜我更多分享見證的機會。

宣教士代禱室
2015 年 3 月

風鈴姊妹（北非）
感恩在情人節和春節都有機會與學生分享
愛的真締；參加了芝麻國人的婚禮和喪
禮，擴張了人際網絡。記念三月中再去辦
理簽證，求主賜恩，讓我可居留更長時
間；求天父保守我和房友的相處和跟本地
人的睦鄰關係。



橄欖葉家庭（東亞）
感恩在爸爸離世前，橄欖葉先生能陪伴他一段時間，為
他祈禱、讀經、鼓勵他，求天父安慰媽媽和家人的心，
我們未信親人的心能迎向真光；又求主派足夠專業人士
合作在縣城開辦第二所學校，服侍這地的穆民。

小明夫婦（東亞）
求主使用我們在眾教會的分享，鼓勵年輕的弟兄姊妹
願意投身宣教服侍；小明須要考取車牌，求主預備合
適的教車師傅，讓他能享受學車的過程；我們將留港
至五月底，請記念我們能善用這段時間。

小喜子（東亞）
記念學校三月份開學能多收六十人，以達到收支平衡；
我會在三月份籌備結婚事宜，求主保守一切順利。

C+姊妹（東亞）
感恩平安回到工場，房子、中心、個人和同事都安然無
恙。有三位實習生開始在中心工作，求主賜我智慧和耐性
做好督導的本份；正在尋找合適的語言老師，求主預備，
又賜我恆心和記性學好語言。

新天地夫婦（東亞）
感恩新寶寶健康成長，已滿四個月，開始牙牙學語，
我們每星期日都可以帶新寶寶參加附近教會的敬拜。
記念新太太的媽媽手能盡快康復，四月初的碎腎石治
療順利。

小羊家庭（服侍群體：友族人）（東亞）
感恩我們能成為和平之子活在穆民當中；感恩已找到
合適的商舖。請記念一切籌備的工作；記念我們學習
語言的進度、有更多的耐心和溫柔去教導女兒、還未
接受主的家人。

彼得佑寧夫婦（東南亞）
求神醫治佑寧的疾病，讓她有健康的身體服侍神；請記
念中部歸主者群體能擁有一個固定安全的聚會點；願香
港的教會能把握良機，讓福音能在穆民社群中廣傳。

罕裔思回家庭（東南亞）
感恩全家身體健康。求主給我們預備開放的家庭，願意
聆聽神的話；記念孩子的成長，盼望能有更多時間陪伴
他們。

小橋姊妹（東亞）
感恩母親的安息禮拜及殯葬安排滿有神的恩典，家人在
當中得了安慰。送別了母親，小橋心中仍然傷感，求主
撫平心裡的失落；盼望在未來一年內，有同路人進入高
原，一起服侍。

小羊家庭

太極高手──急甚麼？
我們家門前因修理暖水管，挖了一個大洞。誰知工程完成
後，地上卻堆起了一座小山丘般的泥頭。羊爸便跑到物業
管理處投訴，要求他們立即派人清理。誰知職員回覆：現
在是冬天，天氣太冷，要等到明年夏天才可以處理，即是
6個月後！

搬運專家──沒有難成的事
有一次，我們一家三口從香港返回工場，一位本地朋友得
知後，向朋友借了車，還帶了太太和兩個孩子來接機。
看到我們三大一小的行李箱，他皺了皺眉頭，因為車尾
箱空間有限，還放了一個大汽油罐，這真是不可能的任務
(Mission Impossible)！我們正在心中盤算，是否須要另外叫
一輛出租車呢？朋友已經動手，他把一件小行李放在車尾
箱，再把兩件大行李放進後座，最後把剩下的一件大行李
放在前座的中間。我抱著女兒擠進前座，我的太太跟他的
太太和兩個孩子擠進後座僅餘的空間。雖是擠迫了一點，
但事就這樣成了，感恩一路平安！

職業司機──紅色頭盔的誤會
我們住的地方，公車較少，故此出現了一些職業司機，開
著兩輪車，專門接載短程客，他們頭戴紅色頭盔，方便識
別。羊爸因冬天開車時寒風刮面，淚水和鼻水流個不停，
便在老家買了一頂紅色的頭盔，用來擋風。誰知走在街
上，不時有路人向我招手，起初以為是相識的朋友，但發
現全都是陌生人，才明白原來他們誤認了我是職業司機。
若非言語不通，我也樂得賺些外快！



1.	宣教士動向	
	 •		菜心夫婦已於三月初舉行差遣禮，並將於三月中前往工

場，加入橄欖葉團隊。	
	 •		小喜子將於三月底在韓國結婚，婚後與夫婿返回工場繼

續事奉。願主賜福一對新人並他們所建立的新家庭。
	 •		記念小驢母親肺部腫瘤進一步的檢查及醫治，與及小

驢太太的身孕，她預算五月在工場生第二名BB。	
	 •		小橋的母親已於二月廿三日安息主懷，家人都很平靜面

對。求主賜下安慰，並讓未信主家人可以認識耶穌，得著
救恩。	

2.		請記念以下事工	(其他事工請參閱第三頁)
	 •		印傭事工須知：印尼民間信仰與屬靈爭戰
	 	 日期：4月16日(四)	10:00	am	
3.	月禱會	(每月第三個星期一	7:30–9:15)
	 •	 4月20日		中亞候任宣分教士分享
	 •	 5月18日	 華人穆宣夢
	 •	 6月15日	 東南亞宣教士分享
4.		蔡亞倫牧師因私人理由請辭事工副主任一職，四月一日正式
離任，感謝他過去的服侍，願主繼續賜福他往後的事奉。
5.		更正：第68期通訊關於中國撒拉族的	「基督徒人口」應為	
	0.02%。

感恩及代禱消息

我們來工場的第一年，可說是蜜月期，回憶在這裡
的種種經歷，雖然過程並不容易，但還是充滿了感
恩。不過更感恩的是……

在第二年三月，新太太發現有了身孕！坦白說，不
是在我們的預期之內，因為之前曾經歷過兩次小
產，所以需要一些時間接受和預備新生命的到來。
新太太懷孕初期不穩定，仍有小產的可能，因此我
們出入都格外小心。

到懷孕五個月時，突然出現流產徵狀，於是入院
住了一星期；出院後新太太需要臥床休養。這段
日子她的血壓偏高，須要小心飲食和休息，在各
方面情況仍須要觀察，所以未敢冒險坐飛機回
港。最後能否平安回港生產，就是我們當下最
感掙扎的難關，因為考慮到母親及肚內孩子的安
全，恐怕行程途中身體出現突發狀況；但若要留

在當地生產，則恐怕醫療設施是否能支援她生
產；生產後孩子是否能夠回港及取得香港居民身
份，當中的手續繁複非常，又可能要乘飛機到另
一城市申請簽證等。當然能回港生產是最好的選
擇，我們夫婦都為這事切切的禱告。

一直臥床至八個月，新太太的情況才開始穩定下
來，於是立即安排回港。經過差不多十二小時飛機
和車程，我們終於平安回到香港待產。懷孕後期新
太太仍出現多種不適，及至生產當日也經歷危險。
到十一月，新寶寶終於平安出生了，非常感恩！

可愛的女兒新寶寶現在已經有四個多月大，回望新
太太由懷孕至生產，新寶寶是一個奇跡，讚美主！
天父在她出生前已為她預備了名字，意思是光明和
潔白，也有另一個意義，她在下雪之地孕育，也在
下雪之地作光明之女！

前線差會〔經常費〕收支報告
（  2014年 10月份 至 12 月份）

收 入 ：	 	 港		幣	
1.	奉獻收入	 $	 425,532				
2.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行政費	 $	 254,437		
3.	銀行利息及其它收入		 $	 296,018		
	 	 	 	 	 	 	 	 	 	 	 	 	 	 總收入： $	 975,987		

支 出 ：	 	 港		幣	
1.	工場拓展及宣教士關顧	 $	 131,946				
2.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	 192,421				
3.	行政支援	 $	 213,368				
4.	辦公室設備及運作	 $	 220,177		
6.	撥備「本地宣教士儲備」	 $	 75,000	
	 	 	 	 	 	 	 	 	 	 	 	 	 	 總支出： $	 832,912 			

由2014年1月份至12月份本會經常費結存： $ 25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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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雪地下孕育的女兒 新天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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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祈禱手冊
售價：HK$25

購買：請到www.frontiers.org.hk 下載訂購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