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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和平之地……這片土地將會給每個人帶來
光明，就像藍天之中的太陽一樣……」1，這是《阿
富汗國歌》裡面的歌詞，道出了作者對自己國家的
自豪和盼望。回應本期通訊關於「難民與穆民」的
主題，不難發現盼望與現實竟有如此大的落差。

在伊斯蘭的基礎教義裡，有稱為平安之地（Dar 
al-Islam）和戰爭之地（Dar al-Harb），其原意是若
一個地方以實施伊斯蘭法為最高法律的話，這
個地方就是「平安之地」，反之就是「戰爭之
地」，即凡忠心的伊斯蘭教徒都需要為此而發動
聖戰，讓這個地方能服膺於伊斯蘭之下。伊斯蘭
既要和平，卻又要為著擴張領土而發動戰爭。歷
史告訴我們，戰爭的代價就是失去和平，更可怕
者，是這些戰爭原來就發生在平安之地，令以為
活在平安之地的穆民飽受戰火蹂躪，被迫逃離家
園，成為「無根的難民」。

環顧世界各地的難民，他們流離失所，難民營的
生活更非我們能夠想像，每個新聞畫面都叫人歎
息。根據聯合國難民署2013年的報告，全球難民
的總人數已超過五千萬，而輸出最多難民的國家
頭三位分別是：

無獨有偶，它們都是伊斯蘭教國家，而在全球
「逼迫基督徒國家名單」2（World Watch List）
上均是名列前五位。究竟這些國家發生了甚麼
事，令國民（不管是穆民還是基督徒），無法安居
樂業，甚至離鄉別井？

敍利亞 – 難民大躍進之國
逼迫基督徒國家排名 = 4
在2012年以前，敍利亞的難民
數字還不入前三十位，但到了
2013年底，它的難民輸出國位
置已急升至第二位。到2014年
中，它更超越難民輸出國的老
大哥阿富汗，成了第一位。

追始溯源，敘利亞內戰在2011年初開始，一直持
續至今。內戰是政府軍與反對派武裝組織之間的
衝突，也是伊斯蘭教內的教派之爭。在敍利亞，
有接近90%的人口是穆斯林，而其中75% 是遜尼
派，什葉派則只佔約15%，不過執政的權力卻由
什葉派的巴沙爾�阿薩德家族掌控，使到屬遜尼
派的民眾有許多不滿，兩派積怨日深。這次內戰
由2011年初的一次示威活動開始，暴力事件不斷
升級，兩派的對抗情緒也跟著升溫，衝突持續至
今都未有緩和跡象。不斷的內戰，最終卻苦了平
民百姓。他們被迫逃到鄰國如黎巴嫩、土耳其和
伊拉克等國家。從上圖數字來看，難民的數目在
兩年間以倍數上升，可想而知箇中內戰的情況有
多嚴重，所波及的範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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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穆民！何時了？── 
伊斯蘭下的一闕哀歌！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報告，數字計算至2014年中。

國家 2012年
（百萬）

2013年
（百萬）

*2014年
（百萬）

敍利亞 0.40 2.47 2.83
亞富汗 2.50 2.56 2.69
索馬里 1.14 1.12 1.08

1. http://baike.baidu.com/view/4110161.htm#2_3
2. https://www.opendoorsusa.org/christian-persecution/world-watch-list/
3. http://data.unhcr.org/syrianrefugees/regional.php 

最新難民數
目已飆升至
三百九十八
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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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歷史上讓我們看見祂成就宣教（讓普世
認識祂的名），主要有兩個方式：

  1）  神差派祂的子民、僕人從本處往異邦中
傳播祂的信息。舊約的先知被差派正是
一例；

  2）  神容讓祂的子民落在苦難中，以難民的
身份被流放到異鄉中，從而讓外邦人認
識祂的名。如在新約使徒時代的耶路撒
冷門徒，在大逼迫中四散，從而將福音
傳至外邦。

這些基督徒難民，同時又在（外邦人）難民中
「流離」宣教，可說是神宣教作為中的另類，但
也同時是神多用的「宣教方法」。從初期教會面
對逼迫，至六世紀伊斯蘭教興起，在中東地區
廣泛對基督徒逼害，到今日在世界不同角落，
神亦在難民中成就著祂的「流離宣教」工作，同
時也給流徙中的難民（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對生
命有反省悔改的機會，正如以下一位在伊斯蘭國
（IS）危機中的基督徒難民的分享：

「我想神是在嚴懲我們，因為我們忘記神。我們
停止讀經、禱告，也許神是利用這件事在改變我
們。現在我和家人每天晚上都一起靈修、讀經、
禱告。我們領悟到，我們所擁有的只有耶穌。」

有報導，在今日上千遜尼派穆斯林家鄉的傑拉
許城（Jerash），耶穌在夢境和異象中向許多人顯
現。「他們夢見耶穌，看見基督徒如何款待他
們，使他們無可抗拒地被吸引歸向耶穌。」

從不同渠道也傳來消息，說到今日因為伊斯蘭國
（IS）危機中的穆斯林背景難民已有不少在尋求
耶穌（不是伊斯蘭教所描述的先知耶穌）。「遇見
這樣的危機，我們正在經歷到處復興、覺醒。」
一位宣教領袖說：「神不只正在地理位置上挪移
這群人，且移轉他們的心。」

弟兄姊妹，今日面對普世，特別是在伊斯蘭國
（IS）下的難民，我們又可有覺醒，心可有被神
轉移？縱然不能身在現場，我們的心總沒有忘記
這些難民。

總
幹
事
的
話

[ 接上頁 ]

另外，在2014年崛起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
在敍利亞肆虐，不斷以殘忍手段逼害基督徒及不
同派系的穆斯林，同樣導致大量難民被迫逃難到
其他地方。

同來禱告，燃點希望：
1. 敍利亞政府與各武裝派系願意以和談代替戰爭，

讓國家、人民早日回復安寧。
2. 攔阻伊斯蘭國暴行，並且甦醒肆意殺戮者的心，

不再流無辜人的血。
3. 難民中的孤兒寡婦、傷病老弱得著適當照顧，能

渡過艱難的日子。
4. 在難民當中大開福音之門，讓穆斯林難民得聞福

音，心靈得著安慰，眼淚變為喜笑。
5. 解救在逼迫中的基督徒肢體，賜予堅忍的信心和

力量，在磨難的日子持守真理。

阿富汗 ─ 難民輸出國的老大哥
逼迫基督徒國家排名 = 5
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
汗，受到國內穆斯林游擊
隊的反抗，同時這些武裝
組織之間亦因派系不同而
彼此攻伐，造成內戰連
年。蘇聯雖然在1988年宣
布撤軍，但國防空虛，引致各派系在利益上的爭
奪，令阿富汗陷入無休止的內戰，直到現在仍未停
止，難民的數字在過去幾年每年都超過二百萬，是
難民輸出國的老大哥。

塔利班組職在1996年獲得政權後，實施嚴厲的伊
斯蘭法，不單造成龐大的難民潮，更令原本計
劃回國的難民卻步。到2001年的911事件，引致
美、英聯軍對阿富汗進行激烈的軍事行動，結果
再造成另一次難民潮。究竟難民潮何時了！

美國將繼續駐軍阿
富汗到2015年底，
幫助現政府的安全
部隊對抗塔利班的
武裝勢力。

難民、流離宣教 
神另類的宣教計劃



3

同來禱告，燃點希望：
1. 新總統在2014年上台，求主引導掌權者的心，有

決心和智慧平息無休止的內戰。
2. 塔利班的武裝勢力仍然控制一些地區，求主將激

進的伊斯蘭好戰份子和恐怖組織逐出阿富汗，讓
飽受飄泊之苦的難民能早日重返家園。

3. 難民當中的穆民能反省自己的國家原來不是「平
安之地」，從而有機會認識真正的「和平之君」。

4. 基督徒社群雖然脆弱，但求主加力，讓他們在困
難中為主作見証，尤其是在穆民當中活出主所賜
的平安。

索馬里 – 沒有政府的國家
逼迫基督徒國家排名 = 2
在1991年，當索馬里政
府因高壓統治被推翻
後，各地武裝組織紛紛
冒起，形成群雄割據局
面，與臨時政府的軍隊
時有發生武裝衝突，不
同派系組織之間也是戰
雲四起。直至今日，索
馬里都是處於無政府狀
態，仿如「人間地獄」。因為安全理由，現已鮮有國
際救援組織可以在當中提供幫助。

索馬里已是一個被戰爭嚴重撕裂的國家，國內基
建設施十分落後，人民生活困苦，許多被迫離開
家園，所以每年的難民數字也只是有增無減。

[ 接上頁 ]

4. http://msf.hk/news/16282

根據無國界醫生今年
四月的消息4：東非肯
尼亞政府計劃在三個
月內，關閉國內東北
部一個運作超過二十
年的難民營，強迫棲
身其中的數十萬名索
馬里難民回國。

同來禱告，燃點希望：
1. 求主止息索馬里無休止的戰爭，令國家回復秩

序，人民可以正常生活。
2. 目前索馬里局勢難容讓福音工人在當中工作，求

主仍施憐憫予分散在鄰近各國的索馬里難民，讓
福音在他們當中開展。

3. 許多索馬里難民的新一代在愁苦、無盼望的環境中
成長，祈求主的福音成為他們的喜樂和安慰。

4. 肯尼亞政府願意體恤索馬里難民的苦況，為他們
提供臨時居所和生活所需。

小結
伊斯蘭（Islam）多有被人詮釋為帶有「平安」的
意思，因為從阿拉伯文的字根上來看，Islam（順
服）及Salam（平安）有相同的字根S-L-M，但在
實踐上，「順服」真主才是伊斯蘭的信仰核心，
而且為了表明順服真主、把伊斯蘭推廣及在各地
宣示伊斯蘭的優越，甚或令認同者臣服，會不惜
發動戰爭。在「聖戰」的定義下，更可肆意傷害
非我族類，甚至是不同意見的穆斯林，帶來各地
生靈塗炭，因此不單是非穆斯林，就是在當中佔
人口大多數的穆斯林平民百姓，也同樣成為受害
者。若要將伊斯蘭（Islam）理解為「平安」的意
思，那是一大諷刺。

雖然聖經中並沒有「難民」一詞，但當中卻不乏
難民的事蹟。事實上，聖經中不少重要人物都是
難民身份，舊約中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以至新約
的耶穌皆是難民身份。很多時候，這些難民更是
成就神計劃的器皿（徒11章）。唯願我們都能按聖
經的教導善待難民的同時，也為天國在他們當中
的實現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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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國(代號)位於非洲，自八十年代開始，內戰
持續了數十年，人民死傷無數。數以百萬計的難
民流離失所，許多孩童在逃亡中與父母失散，流
落在荒野，縱使孩子們能捱過疾病和饑餓，也逃
不過被賣為奴或被逼加入軍隊的厄運。

我曾於芝麻國服侍多年，心繫此地的人民，奈何
因政治環境的變化，於2009年我被迫離開芝麻
國，退守塵埃國，心裡著實積存不少憤怒，不明
白我的宣教路何以波折重重！

服侍芝麻國人？還是芝麻國難民？
當我退守塵埃國的頭兩年，神讓我有機會在芝麻
國的難民學校教導一群難民學童、在兩個不同的
慈惠機構協助婦女難民事工和健康教育中心。藉
著協助這些事工，讓我更了解和明白這群被遺棄
的難民的苦況……他們在這兒沒有地位，除了不
被尊重外，更被視為低等公民，即使有很好的學
歷，也不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因為好的工作全給
本地人佔去，所以他們只能長期做低下的工作，
得微薄的工資；除此之外，當他們走在街上，總
是給人咒罵，有時更被投擲石頭，那是何等可憐
和委屈！

我為這些難民的遭遇而難過，我曾思索，也不
斷考察，然後問神：「我可以為他們作甚麼？」
那一刻我想起耶穌曾對彼得說：「你餵養我的小
羊。」就是這樣，我不再抱怨神把我放在塵埃
國，我順服祂的引領，並學習以信心去祈求，以
順服去等侯。兩年後，我看到祂在此地成就了大
事：於2013年1月20日在日月街，一所難民教學

中心出現了，這曾經是一個夢，但終於夢境成
真，實在難以置信！在全無人力、物力和錢財之
下，如何去籌辦？我能否獨自開展這艱巨的事
工？讚美主，在祂沒有難成的事！祂的應許是“ 
You do the best, HE will do the rest”夢就這樣
成了！藉著開辦英文、中文與電腦課程，我把這
被遺棄的一群招聚一起，讓他們得到培育、被愛
和受重視。一個從零開始的教學中心，今天已有
一百多名學生！

延續宣教夢
難民，是漂泊的，是不受重視的，也是被侮辱欺壓
的一群，因此在教學中心，我看到他們的孤苦，也
聽到他們的心聲，雖然未能為他們解決所有的問
題，但我祈願這中心能成為他們的避難所。回想六
年前，當我黯然從芝麻國撤退到此，我不想久留，
只想盡快離開，但是重返芝麻國之門仍然關閉！當
我感到無力走下去時，祂差派使者成為我的安慰，
為我打開更大的福音之門，讓我可在此地服侍芝麻
國穆民；不但如此，藉著開辦難民教學中心，扶助
他們的教育，重建他們的信心，讓他們在這裏找到
真愛、真平安和救恩之樂。

看到這群學生在中心努力學習，聽到他們與我分
享心底的喜與悲，親眼見證幾位穆民悔改歸主，
每件事都令我感恩不盡......更感謝神，讓我們能
差派歸主者沙迪回到他的家鄉芝麻國，成為福音
使者，成為我們的第一位宣教士，成就我未能回
去完成的使命。一個不曾想過的心願終於實現，
讚嘆主行奇事不可測度，祂成就大事並不遲延！

將哀哭化為喜笑──
難民也能成為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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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南亞一個穆斯林國家的清真寺大殿中央的地
毯上，坐著一排又一排天真活潑的穆斯林孩子，
在教長嚴厲的指導下，他們一邊閉著眼睛晃動著
身體，一邊背誦古蘭經。下課時間一到，孩子們
一窩蜂跑到寺外去玩。然而在他們當中，有一位
名叫阿里的瘦弱少年，他自小就醉心於阿拉伯文
的古蘭經，除了把繞口的經文背得琅琅上口，他
更鑽研當中的道理。因為他深信，只要積極追
求，定能尋到真理。
 
過了十多個寒暑，這群少年人都長大了。優秀的
阿里心願成真，考上了當地有名的伊斯蘭大學。
才二十歲出頭，他大學畢業後便馬上成了清真寺
最年輕的教長。但阿里與其他教長不同之處，不
只在於他非常年輕，而是當他每次認真地研讀古
蘭經的時候，心裡總出現一股澎湃的激動，特別
是當他看到提及爾撒（古蘭經中耶穌的稱呼）的經
文時，總會淚流滿面。
 
熟悉古蘭經的阿里教長覺得很費解，為何古蘭經
裡總共有九十多處關於爾撒的記載？為何有那麼
大的篇幅講論和頌揚爾撒呢？古蘭經不也該記述
多一點穆罕默德和其他先知的事蹟嗎？ 
 
有一天，古蘭經中一句經文彷彿給了他一個新
的方向。經文說：「假若你懷疑我所降示你的經
典，你就問問那些常常誦讀在你之前所降示的
天經的人們。從你的主發出的真理，確已降臨
你……」（古蘭經10:94） 

「問問那些常常誦讀在我之前所降示的天經的人
們？那不就是猶太人和基督徒嗎？」「可是在我
們的國家根本沒有猶太人，而我也不認識任何基
督徒，那怎麼辦？」阿里心想著。

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阿里有股的突如其來的衝
動，他拿起電話筒，按下電話公司的查詢電話。
他吸一口氣，把心一橫便說：「請告訴我任何一
間基督教教會的電話。」

望著手上的電話號碼，阿里的食指在電話的號碼

盤上猶豫地游動，按下最後一個數字後，在電話
的另一端是教會的牧師。

阿里說：「你好，我信仰伊斯蘭，但我想認識一
下你們的耶穌，你可以告訴我嗎？」

牧師的聲音顫抖起來，回答說：「你……你……
你知道……你問這個問題是犯法的嗎？難道你不
知道穆斯林不可以信耶穌嗎？如果警方知道，你
和我都要坐牢的啊！」

牧師掛了電話，馬上聯絡宣教士「大衛」，請求
幫忙跟進。大衛為此事切切的禱告，憑著主所賜
的勇氣，在電話亭裡回覆阿里的電話。

「阿里，你好，我應該是你要找的人，我們可以
見面嗎？」大衛問道。

大衛從電話裡聽出阿里心裡的害怕，但感謝主讓
他有屬靈的洞察力，分辨出尋道者阿里那顆柔軟
和真誠的心。於是他們見面了，大衛也看出阿里
的眼裡有敬畏耶穌的心。他們一談就是四個小
時，大衛把阿里對爾撒的疑問一一解答。阿里很
高興，表示願意跟從耶穌。

年輕的阿里從未離開過清真寺的藩籬，在他的社
會，離教者死，即使私自擁有一本聖經也不可
以。有一次，他躲在房間裡看聖經後，一時忘了
把聖經放在哪裡，結果提心吊膽了很久，生怕一
旦被發現，便要面臨巨大的逼迫，甚至被殺害。
直至在床底下找回聖經，阿里才鬆一口氣。他相
信是要為耶穌作出人生一個重要的決定了：到底
繼續在清真寺當教長，還是離開呢？最後，他選
擇了後者。阿里鼓起勇氣放下伊斯蘭教長的「高
薪厚職」，也把被懷疑的憂慮交託給主耶穌。

主為阿里預備了宣教士與他同行了初信的路，也
為他預備一份新的工作。感恩他不忘找機會向家
人分享耶穌的信仰，亦沒有受到很大的逼迫。歸
主者阿里全然依靠大能的主，主也全然負責阿里
的一切。

註：為保障宣教士和歸主者的安全，文章裡的人物姓名並非真實名字。

歸
主
者
見
證

天悅

尋道者的
        決心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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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家庭（西非）
感恩，四月順利完成在鄰國的宋族人
會議，會中喜聞聖經翻譯進展良好。
上月出席了女兒的畢業典禮後便回港
參加外父的喪禮，之後再與女兒短聚
天倫，然後便回非洲工場，請記念我
們行程中有好的休息。

看星之家（西非）
上月曾有小偷入屋行竊，我們雖然失去財物，但沒有失去平安，實在感恩。祝願
小偷能悔改，並認識真理。感恩兩個孩子在宋族人會議中，認識了年齡相近的小
孩，且成為好朋友。請記念我們要決定來年服侍的方向，願按祂的心意而行。

小康家庭（西非）
感謝神初步印證了我們在麗河鎮服侍的
路向。求主帥領我們申請做隊長的過程
和結果。二女將於六月初高中畢業，計
劃回港升學，求主為她預備合適的院
校。期望大兒子能順利來S國學習挖井
工程，一起出席二女的畢業典禮。

菜心夫婦（東亞）
記念我們有敏銳的心，與天父關係緊密。
亞菜皮膚仍然敏感，願能早日脫敏。已開
始在特校中有定期的服侍，望能與學生進
深關係。繼續探索這裡武術行情，願天父
開路。請記念亞心媽媽在主裡持續成長。

曉月姊妹（東亞）
感恩在教學過程中能進入不同群體的家庭。
請記念與我一同查經的TEA女孩，盼望她們
能清晰我們是在學習聖經真理，而不是補充
她們古蘭經上的不足。

毅恩家庭 （歐洲）
願毅恩太太藉著醫療人員的幫助，身體盡快復原。外展課程的學員能學習天父要
他們學習的功課。願毅恩先生的電腦軟件能適切地配合會議，服侍宣教士。願他
出席會議的旅途平安，而會議也讓宣教士有所得益，特別是英國本土事工。

保連姊妹（北非）
求父賜我學習語言和文化的智慧和能
力，也祝福老師認真和有耐性教導
我。求父賜我們智慧選取一些天父的
故事，來對應教學時的需要。求父祝
福媽媽平安健康、印傭工作愉快、妹
妹和妹夫開放心靈認識主。

Oasis姊妹（北非）
感恩已在此生活一年，現開始用有限
的阿語教授英語初階班，請為我的教
學禱告。簽證快要到期，請記念我下
一期簽證申請能暢通無阻。感恩沙特
回應天父，回家鄉把福音帶給自己的
族群，請為他的平安禱告！

靈謐姊妹（北非）
感謝神，讓我們可以差派沙迪回到
他的家鄉去，成全我們的使命。記
念我們要重新尋找合適的樓房作難
民教學中心之用。願主賜我信心與
智慧，助我帶領和培訓團隊、跟進
歸主者。

風鈴姊妹（北非）
祝福艾沙在他鄉的適應，身心靈得著
醫治；保守阿光的前路；記念受工傷
的克臣，願他早日康復，又願他和友
人一起發掘聖經的奧秘。記念我們每
次探訪都能帶出好信息，也讓我的服
侍能多結果子。

李察夫婦（中亞）
感謝主我們和吉族教會建立了更密
切的關係，可以持久發展本土植堂
事工。請為兒童院守望，現時有卅
二位來自不同族群的孩子，希望能
和諧相處、彼此尊重。KB基督教學
校正面臨被迫遷的危機，求主帶領
基金會領導層作出適切的回應。

芥菜種家庭（中亞）
我們已平安到達吉國，將繼續帶著信心在這
地走前面的路。芥太媽媽剛信主，願耶穌在
她身上顯出大能，叫芥太爸爸也被她的見證
所激勵，願意接受救恩。亞苗弟兄（中亞）

團隊終於齊人，請記念團隊生活，大
家有愛心及智慧面對挑戰。我將入住
一個民宿家庭，那將是很好的語言及
文化學習環境，請記念搬遷過程。記
念一位已信主的大學生，他目前就讀
伊斯蘭背景的大學，現考慮轉校，求
父幫助他有信心作決定。

旺兒姊妹（中亞）
剛到工場兩個月，希望在未來半年有美好的
體驗，能以天父給我的恩賜才幹來栽培這裡
的孩子，讓他們能夠感到被愛：「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這是神給我的托負！願我
能快快的學會語言，可以跟更多人交朋友。

棕櫚家庭（東亞）
政府現在加緊關注外來人士參與本地教育相
關工作，求主助我們專心依靠祂，以良善忠
心去完成在蓋頭小學的補課。女兒大學畢業
了，現正尋找合適的工作；兒子修讀夏季課
程（有選信仰科目）。請為他倆禱告，能常
常經歷信靠主而得的喜樂。

大樹家庭（東亞）
請記念我們全家，特別是大樹太太在老家
八十多歲的母親和大兒子Sam。盼望有更
多的朋友加入我們的行列，實在有很多需
要開發的業務推動，求天父預備！

如鹿姊妹（東亞）
感恩入鄉探訪的路上有天父的保守，行程
平安及沒有延誤。願我有更柔軟的心被天
父陶造；願家父能經歷從主而來的平安，
身體得到適當的照料；願弱智的弟弟在院
舍得著愛心照顧。

安廸弟兄（南亞）
我的生意伙伴已離開工場，他的離開對我的生命可以是最好也是最難的時刻（落
在試煉中），藉此我願更多親近主，完全無保留地專注在祂身上，並單單倚靠祂，
請為我禱告。也求主教我如何以恩典帶領十五位僱員跟隨祂。

清心姊妹（東亞）
感恩出席了一位歸主者的浸禮，聽著她的分
享，看著她受浸的過程，心大受感動。主彷
彿透過這初熟的果子給我鼓勵，要繼續努
力、堅心仰望、耐心等候，觀看祂的手怎樣
一步步開展祂的工作。

宣教士代禱室
2015年6月



彼得佑寧夫婦（東南亞）
感恩神醫治佑寧的婦科病，讓她能夠健康地服侍祂。請為本地
教會及機構能把握良機幫助印傭姐姐信主，並記念回鄉的姐姐
在家鄉能廣傳福音。

罕裔思回家庭（東南亞）
感恩全家在危難中蒙天父及時保守，在路上遇上心靈較開放的
家庭。感恩全家能同心事奉，記念我們身心靈的健康。祝願在
尋找合適的車一事上有主的智慧，可以為主走更遠的路。

必姊妹（東南亞）
感謝神的信實、保護、供應、恩典、憐憫和慈愛；願主繼續施恩帶
領。感恩我的兩年學生簽證已獲批准，但因相關部門延誤，至今我
仍未拿到簽證，請記念。求主引領我的朋友與祂相遇。

有一次，我們安排一隊香港教牧同工來工場培訓當
地教會牧者和信徒領袖。到培訓班的最後一天，當
地牧者安排我們到一個郊外農莊分享異像。首先大
家一齊飽餐美食，席間談笑風生，無所不談，餐後
再來一場友誼足球賽，弟兄們一擁而上，姊妹打氣
吶喊，大家都興致勃勃。踢完足球後，已是筋疲
力盡，大家都坐在樹下草坪乘涼。這時候，當地的
主任牧師突然宣佈說：「現在讓我們談談教會未來
植堂發展的異象吧。」香港的教牧們才彷然大悟，
當地的文化就是「先關係、後事工」，大家坐下吃
喝，起來玩樂，目的是培養和諧的感情氣氛，讓大
家自然地投入暢談事工，效果相當不錯，比較花
60-90分鐘坐在會議室內的事工會議更為奏效。

雖說是培訓工場的牧者，但他們也給香港的教牧同
工上了重要的一課！

民宿體驗 ─ 生存能耐的底線
有一短宣隊來吉國體驗跨文化生活，我們把隊員帶
到一個山區的穆民村落，每一位隊員被分配到不同
的民宿家庭寄宿三天，實際體驗在其中生活的滋
味。有一位姊妹被安排到較為貧窮的家庭居住，那
房子比較簡陋，連桌子也沒有。在每頓飯前，女主
人都打開一張散發出多種味道的花布鋪在地上，上
面還留著上一頓飯剩下的饢餅碎。新一頓飯不過是
較為「新鮮」的食物，大概是胡蘿蔔和青瓜的混合
「沙拉」、饢餅和甜茶，偶爾會有點煮爛的馬鈴薯
加鹽供應。飯後女主人就把花布摺起來，留待下頓
飯再用，也沒有看見過她拿花布去清潔或更換。

這位姊妹熬了一天之後就拉肚子，結果要從房子到
屋外的廁所來回走了好幾次，十分狼狽。幸好鋪在
地上的墊毯（Toshok）還可以睡覺，但是洗澡的設備
就欠奉了。好不容易支撐到三天期滿，重出生天。
那位姊妹總結說：「這次體驗是我生存能耐的底線
了！」

然而，她感恩這次短宣的生活體驗，令她更明白跨
文化宣教的挑戰。

工
場
趣
聞

李察夫婦

向工場的牧者學習

橄欖葉家庭（東亞）
感恩有三位大學生在家庭服務中心實習。橄欖葉先生仍有眩
暈，請記念他身心靈健康。我們在縣城計劃開辦第二所學校，
求主預備地方。記念我們未信主的親人願意迎向真光。

小明夫婦（東亞）
記念我們夫婦意見分歧時，能彼此虛心聆聽，以愛心包容。
香港房子未能出售，記念在此事上天父完全掌權。請記念工
場的氣氛持續緊張，再有工人被邀「飲咖啡」。

C+姊妹（東亞）
感恩已經找到語言老師，願能跟她建立美好的關係。請記念
伙伴學校內的兩名女工，讓我可以祝福她們的生命；求主醫
治軒仔媽媽的眼疾；小紅從聖經中認識主的真善美；玉米媽
能記得五餅二魚；小姑子早日接受救恩。

新天地家庭（東亞）
感恩新寶寶健康成長，現已六個多月，智慧身量並主與人喜愛
的心漸漸增長，記念她適應新的居所、天氣和生活習慣。請記
念家人需要，早日認識和相信主，經歷主愛。

小羊家庭（東亞）
感恩已找到地方開辦學習中心。感恩羊爸找到語言老師，羊
媽則已按分類學習不同生字。記念羊爸還未認識主的五位兄
姊，祝福羊媽的兩位妹妹重入羊圈，再嚐救恩之樂。記念我
們仨要以基督的心為心。

小橋姊妹（東亞）
感恩小橋因母親離世的哀傷已慢慢平復。回到高原，天氣較為
乾燥，小橋的濕疹有所改善。小橋盼望有「同路人」進入高
原，一起服侍。

小驢家庭（東南亞）
感恩驢生媽媽手術後不需做電療或化療。請記念驢生畢業論文
的計劃書；學習證能如期批出；可以在語言中心或私人教授普
通話。記念我們中心能改進搜救訓練，與參加者建立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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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及代禱消息
1.  宣教士動向 
 •  橄欖葉夫婦已於 4 月底返回工場。橄欖葉先生身體

仍未完全康復，請繼續記念，求主醫治他。
 •  芥菜種家庭一家四口已於 5 月中平安抵達中亞工場，

請記念有健康身體，適應新環境。

2.  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MUPGs）祈禱會
 本會盼望結聚更多肢體來為 MUPGs 禱告，誠意邀請你來

參與祈禱會：
 日期：6月22日、8月24日、11月23日（三次均是星期一）
 時間：晚上 7:30 – 9:15
 地點：本差會（查詢電話 2753-7170，不需報名）

3. 月禱會（每月第三個星期一 7:30 – 9:15）
 • 6 月 15 日 東南亞宣教士分享
 • 7 月 20 日 西非宣教士分享
 • 8 月 17 日 青宣隊員分享

4. 青宣計劃
 本年「青宣計劃」一行 9 人將於 7 月到北非及中亞工場作

為期四週的體驗，求主讓參加者有深刻的經歷。

5.  感謝神分別帶領譚悅心傳道出任本會義務同工，陳小倩姊
妹出任本會事工幹事，求主引領她們的事奉。

本 會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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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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表格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差會的新同工陳小倩
（Sisi），感謝天父的保守和帶領，讓我有機會
到差會服侍。 

在年青時期，我對傳福音、宣教的事情一概敬而
遠之，我的字典裡從來沒有「宣教」二字。然
而，祂藉著《劍橋七傑》一書改變我的生命，我
深深被書中幾位年輕人的生命吸引。雖然他們有
掙扎，也不成熟，但當他們願意回應主，就被主
大大使用，對剛大學畢業的我造成很大衝擊。其
後，主讓我明白祂對萬國萬民的心意：現今世代
邪惡，唯有福音能轉化世界。神將一個討厭傳福
音的人，轉化成一個日夜思想要如何讓人認識祂
的人，祂實在太奇妙，也太幽默了！

在這之後，我求問神，我可以在宣教中擔當什麼

角色？祂又藉著一本書感動我，呼召我成為一個
宣教動員者（Mission Mobilizer）。其實我並不
清楚「動員」是什麼一回事。去年底結束在海外
半年的門徒訓練後，我並不知道下一步，正所謂
「萬事起頭難」，該怎麼辦呢？豈料祂引領我來
到差會參與教育及動員的工作，而且是服侍我從
來沒有想過的穆斯林群體。此刻想起年初我為茫
茫前路而失落的時候，主在禱告中對我說：「我
為你預備的道路，是人心想不到的。」不僅如此，
祂給我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祂就是如此信實。

我渴望每個人能因認識基督而改變生命；社會及
國家因行在真理上而大大轉化。我相信每個摸著
神心意的人都有同一個夢想，而且這不是一個遙
不可及的夢，有勝過死亡的主掌權，這是一場必
勝的仗！

前線差會〔經常費〕收支報告
（ 2015 年 1 月份至 3 月份）

收 入 ：  港  幣 
1. 奉獻收入 $ 582,758 
2.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行政費 $ 294,397
3. 銀行利息及其它收入  $ 47,879
                                                        總收入： $ 925,034

支 出 ：  港  幣 
1. 工場拓展及宣教士關顧 $ 84,932  
2.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 175,872  
3. 行政支援 $ 325,030  
4. 辦公室設備及運作 $ 81,584
5. 撥備「本地宣教士儲備 」 $ 75,000
                                                           總支出： $ 742,418  

由2015年1月份至3月份本會經常費結存： $ 182,616  

新同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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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