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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過去的12月，香港伊斯蘭教在尖沙咀開
始了一較大規模的伊斯蘭宣教行動(Dawah)。
他 們 一 方 面 在 街 上 高 掛 著 「 我 愛 耶 穌 ， 因
為我是穆斯林」（I Love Jesus, because I 'm 
Muslim！）的海報，同時派發伊斯蘭教單張，
並以耶穌只是先知的身份入手，和路人分享伊
斯蘭教義，勸人入教，（他們在這方面有一套
針對基督徒的佈道策略），過程和傳統的基督教
街頭佈道頗相近。

事實上，以上的伊斯蘭街
頭佈道(Street Dawah)並
不 是 什 麼 新 穎 、 稀 奇 的
事，假若我們在Google或
YouTube搜索一下，就可
找到不少資料及個案。而
剛過去在尖沙咀以「我愛耶
穌」(“I Love Jesus”)為題的
伊斯蘭街頭佈道更已在港
進行了數年，只不過初期
對象多是針對在港菲傭，

惟今年他們更見積極而已，在弟兄姊妹普遍對
伊斯蘭意識有所提升的情況下被「舉報」出來。

面對今日伊斯蘭的積極擴張，讓我們明白一
個事實：「假若今日我們不願意積極起來關心
穆斯林，及至時候滿足，他們就會主動來『關
心』你！」

我們身旁有穆斯林嗎？
環顧四週，不論在家居（自己或親友中的印尼
女傭）、校園（中小學有不少少數族裔人仕、部
分大學更已成立穆斯林學生會）、工作場所（同
事或生意伙伴）都有不少穆斯林，問題只是我
們有否嘗試去看、去明白、去回應而已。

據2015香港年報 1，本港伊斯蘭教徒約有30
萬，當中4萬名為華人、15萬名為印尼人、3
萬名為巴基斯坦人，其餘是來自印度、馬來西
亞、中東、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教徒。若以全港
人口700萬計算，本地穆民人口就約是全港人
口的4-5%，直逼本地福音派信徒的數目！

目錄
本地穆宣「有得做」、

「更要加把勁去做」！ P1-P3
在港南亞裔穆斯林的福音契機 P4

七個信心目標 P5
歸主者見證  P6
冷知識   P7

神開了我的眼界！  P8
前線資訊  P8

本地穆宣「有得做」、
      「更要加把勁去做」！

胡樂文
本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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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arn（學習）：當我們越是關心穆斯林為他
們逼切禱告，神亦會在我們內裡栽種一顆愛
他們的心，並越會想念可如何和他們接觸，
也會越肯在各方面裝備自己好能與他們分享
基督。事實上，伊斯蘭教義有很多自相矛
盾的地方，在不少伊斯蘭教義的執行上也眾
說紛紜，不少穆斯林也覺得伊斯蘭本身問題
多多；同時，人活在以行功德為本的伊斯蘭
教義下，罪的問題完全不能解決，更沒有上
天堂的把握；現在坊間也有不少書本、網站
及課程能讓我們得著裝備，以合宜的方式和
穆斯林分享我們的信仰。（前線差會也出版
了一些相關書目，也會於4月4-9日開辦「認
識伊斯蘭」及「與穆斯林辯解福音」課程，
歡迎到前線差會網站www.frontiers.org.hk 
瀏覽相關細節並報名） 

[ 接上頁 ]

把握眼前的機會
當被問到「釣魚通常會去哪裡？」的時候，答案
自必然是：「多魚的地方。」

那麼，既然神已把許多穆斯林放在我們香港基
督徒身邊，我們又豈能錯過幫助穆民認識主基
督的機會！

今日，在香港本地做穆宣，不單是有得做，在
神賜給我們這麼美好機遇的情況下，我們更應
要加把勁去做！

如何做？在此建議三步：
1)  P r ay（祈禱）：為自己、為教會肢體及同

工伙伴、為這些穆斯林逼切的祈禱；在為
穆民代求的時候，也想到他們在撒但的迷
惑及捆綁中，若沒有基督就要進到永遠的
滅亡裡去。禱告能幫助我們從神的角度來
看穆斯林並他們的光景。我和不少同工的
經驗是，我們越是願意懇切為這些穆斯林
祈禱，我們的內心就越發有一份愛他們的
心，而神亦自會賜我們智慧和他們互動。

堂會牧者及肢體參與「本地印傭事工座談會」

穆民就生活在我們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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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節錄自《岌岌可危的教會──伊斯蘭對教會及其使命的挑戰》

基督教是一個宣教的宗教，使命是向全世界宣講
福音。原來伊斯蘭也是一個積極宣教的宗教，所
有穆斯林都有義務為伊斯蘭的擴張努力、見證他
們的信仰，贏得歸信者，並把其他群體及地域伊
斯蘭化。他們對這份宣教職責的態度非常認真
（因也是幫助他們積取功德的一部分），故即使
普通虔誠的穆斯林也會主動地參與。

古蘭經的教導
古蘭經明確指出穆斯林「為真理作見證」的生活
方式，這方式背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建構一個
與眾不同的伊斯蘭社群（Ummah）。對穆斯林來
說，這不是一個普通的責任，而是真主託付的責
任，是一個神聖的命令和呼召。

伊斯蘭宣教除了要領人歸信外，更是伊斯蘭社會
的責任，目的是將其政治和法律領域擴展至所有
「不信者」。策略包括介入非穆斯林社會的傳媒
界和立法機關，並試圖改變，令其按伊斯蘭的要
求來管治，逐步將社會伊斯蘭化。伊斯蘭宣教的
策略，還包括以各樣可行方法（包括暴力）阻止
所有基督徒向穆斯林宣教的方式，使穆斯林免受
基督教福音的影響。

龐大的宣教力量
近數十年，很多伊斯蘭宣教組織在歐美相繼成
立，他們運用不同方法：從電視到小冊子，從護
教到改信者見證，積極地宣揚伊斯蘭。令人關注
的是，這些在美國的宣教組織大多由穆斯林專業
人士開始的，例如醫生、工程師和大學講師等，
其影響力自然更大。這些宣教組織皆擁有從阿拉
伯石油國家而來的豐厚資助，使它們能積極地參
與貧困國家的社區發展。

因為伊斯蘭不會將宗教從國家政策中抽離，故在
穆斯林國家，伊斯蘭宣教被視為外交政策的一部
分，其中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利比亞都站在「宣
教國家」的前線，他們也參考了基督教宣教的成
功策略。

他們投入的人力物力，對今天基督教的宣教來
說，實在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

3)  Engage（與穆斯林接觸並投入當中）：這裡
的接觸當然不是指到在街頭派派單張，而
是直接和穆民交朋友，誠摯地關心他們，
並和他們分享我們在基督裡的生命，進而
把基督介紹給他們。經驗告
訴我們，很多時候，辯論不
能叫我們贏得穆斯林（雖然
有 時 智 慧 的 答 辯 是 有 需 要
的），反而是我們能「活出基
督」，並透過我們的生命把聖
經真理展現，更能為主贏得
穆斯林。聖經約壹四18說到
「愛裡沒有懼怕」是真的，
假若我們有著一顆愛穆民的
心，你會發現，要“engage”
他們不是那麼困難的事。誠
然，要切實的“engage”穆

斯林還是須要付出的，但想到我們和他們的
“engagement”，可能就是開啓他們通往天父
之路的時候，就覺得很值得了。

弟兄姊妹，你知道嗎？這兩年
多因著ISIS伊斯蘭國的惡行，各
地已有不少報導，很多穆斯林
已開始對他們長期引以為傲的
伊斯蘭開始動搖，甚或懷疑，
更有不少選擇離開伊斯蘭。在
你身邊的穆斯林朋友可能就正
是那些對伊斯蘭感困惑的其中
一個，你願意為他Pray, Learn
從而Engage，並幫助他得著基
督嗎？

唯你願意！這也是我的禱告。

伊 斯 蘭 宣 教 知 多 D ！
尖沙咀重慶大廈是南亞裔穆民聚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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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1在地理、宗教、語言和文化都與香港是那麼
的遠，但是因為歷史、國際政局和經濟因素，不
少南亞人士正生活在以華人為主的香港社會，我
們隨處可見穿著長衫褲套裝的穆斯林，女的披著
不同顏色的面紗，男的戴著禮拜圓帽，並成為了
你我的顧客、同事、同學、鄰居和親戚，原來是
這麼的近。

香港南亞裔穆斯林的福音需要
根據約書亞計劃2的資料，在香港以印度、巴基斯
坦和孟加拉裔等人士組成的群體仍是福音未得的群
體3，而南亞裔群體大概有四成是伊斯蘭教徒（或稱
穆斯林）。4

據2011香港人口普查報告，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
種族人口約46,000人。5以他們在2001至2011年增幅
57%的比例推算，2016年應已有58,000多人，即當
中的穆斯林人口已有24,000多人，我們如何才能打
開福音的門呢？

接觸南亞裔穆斯林的渠道
筆者於1995年首次在母會的關懷穆斯林歸主組接觸
在港的南亞裔穆斯林，在公園裡向印巴穆斯林佈
道。2002年，我們成立愛穆小組，透過社區訪問、
做義務語言或功輔導師、鄰舍的日常接觸和持續家
訪，順著穆斯林好客文化，遇到不少可以用英語或
廣東話交談的南亞裔穆民，也有機會作見證。其中
男士較有系統鋪陳他們的觀點，比較「一言堂」，喜

歡辯論，偶有索取聖經，也有願意觀看《耶穌傳》
的；女士則較沉默或會輕輕講述她們的信念，亦願
意接受祝禱；青少年和兒童則較開放，可以和他們
分享許多聖經人物故事和信仰話題。

散聚群體的穆宣契機
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穆斯林人口逾九成，接觸到
基督徒的機會極少。如今在香港，他們很容易便接
觸到基督徒、教會、社區福音活動、基督教學校或
鄰舍服務等。

在港的印巴人士大部份是第一代移民，家庭經常穿
梭往返家鄉、香港和有親友移居的各大城市，若他
們能在港得著生命改變，也會成為他們原生家庭和
族群的福音使者。

我們的參與︰愛鄰舍，多禱告，傳基督
當我們實踐愛鄰舍的大誡命，關懷異族人和寄居者
的需要，進到他們當中，便會更認識在港南亞裔穆
民的信仰和生活情況，也就越多分享主愛的機會。
遇上準備向基督徒傳教或聽信他們教內誣蔑基督教
言論的穆斯林，我們便要靈活運用聖經和基本護教
知識，澄清誤解，呈現真相。

參與這場屬靈爭戰，勿忘多方禱告、常作準備、存
溫柔忍耐的心、靠著聖靈分享生命之道。當我們誠
心遵行大使命，在未得福音的穆民中領人歸主，必
能經歷主的同在。

那 麼 遠 ， 這 麼 近 ──

在港南亞裔穆斯林的
福音契機

1.  南亞（South Asia）是亞洲南部國家的簡稱，由東至西是不丹、尼泊爾、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加上南面島國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近年南亞組織也包括阿富汗。
2.  約書亞計劃是一個基督教研究福音未得之民的計劃，網頁joshuaproject.net。
3.  joshuaproject.net/search搜尋hong kong頁。
4. 〈宗教及習俗〉，《香港年報2014》，2015，香港。
5.  根據2011人口普查統計表A205，印度人口28,601，
 巴基斯坦人口18,042。

(作者為友會的同工，專注在港推動本地穆宣異象。
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胡樂文
本會總幹事

前線差會：

七個信心目標
是穆斯林歸主的時候了！
主耶穌給門徒頒下大使命距今已有二千年，但穆斯林歸主的數目仍然很少
數。但神從來沒有放棄穆斯林，在今日世界局勢詭譎、伊斯蘭國崛起的各樣
危機中，神也同時為穆民的大量歸主帶來不少契機。為配合神近年在穆斯林
當中的工作，我們也憑信心訂下以下七大目標，展望到2020年（五年）及2025

年（十年），在穆宣的差派、動員、裝備、關顧等各方面我們能有更大突破。
你會是成就這些目標的其中一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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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MBB群體，倍增屬靈果子
穆斯林背景歸主者（MBB）認信後的栽培和牧養至
為重要。我們展望每位透過差會送出去的宣教士
（及其團隊），不單能帶領穆民歸主，更能直接參與
建立至少一個MBB門徒群體，並將福音廣傳，倍增
屬靈果子。
信心目標：至2025年，各宣教士的團隊建立至少一
個MBB門徒群體

1

差

1.  南亞（South Asia）是亞洲南部國家的簡稱，由東至西是不丹、尼泊爾、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加上南面島國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近年南亞組織也包括阿富汗。
2.  約書亞計劃是一個基督教研究福音未得之民的計劃，網頁joshuaproject.net。
3.  joshuaproject.net/search搜尋hong kong頁。
4. 〈宗教及習俗〉，《香港年報2014》，2015，香港。
5.  根據2011人口普查統計表A205，印度人口28,601，
 巴基斯坦人口18,042。

3. 更多的差派、更大的收割
前線差會自1997年成立至今，已差派越五十名宣教
士，工場遍及東亞、中亞、非洲及東南亞等地。現
時願意前往穆斯林世界宣教的信徒仍屬少數，我們
實在須要向神發出呼求，打發更多工人出去收祂的
莊稼，使更多穆民能早日得聞福音！
信心目標：至2020（2025）年，差派共65（80）名宣
教士，其中10（15）名為工場隊長

3

5. 促成大中華地區、成立更多穆宣差派基地
大中華地區（中國內地、台灣等地）的華人信徒人數
上億，勢將成為一股強大的宣教力量，我們展望促
成各地區成立有專注穆宣的差派基地（是否稱為前
線差會並不重要），與華人教會合作差派信徒，迎
接這波穆宣浪潮！
信心目標：至2020（2025）年，促成5（10）個專注穆
宣的差派基地之成立

5

7. 推動教會、神學院承擔穆宣異象
要推動穆宣，怎能少了教會及神學院的份兒？我們展望能接觸更多教會及神學院，傳遞穆宣異象，共

同合作推動信徒關注、承擔並委身穆斯林福音工作，讓更多信徒領受主愛穆斯林的心意。

信心目標：至2020（2025）年，能接觸30（80）間從未接觸過的教會，並在50%（80%）本地神學院傳遞

穆宣異象

7

2. 認領MUUPGs、藉禱告推動福音遍傳穆民世界

前線差會自2011年開始，致力推動本地信徒認

領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Muslims Unreached and 

Unengaged People Groups，簡稱MUUPGs），鼓勵信

徒「眼到、心到、腳到」，關注那些完全被教會忽略

的穆斯林族群、認領他們並委身禱告，甚至有機會

踏足當地，參與宣教服侍。

信心目標：至2020（2025）年，華人教會及信徒認領

至少8（20）個MUUPGs

2

4. 興起華人工場督導、帶動更多華人宣教士
現時即使有華人團隊的工場，在穆宣工場的督導
（field coach）仍主要由非華人擔任，但他們未必理
解華人在語言和文化上的需要，或給予適切的指
導，我們展望未來能興起華人成為穆宣工場的督
導，為華人宣教士提供更適切的支援。
信心目標：至2020（2025）年，興起2（3）位華人工場
督導

4

6. 連繫差派及支持教會、建立緊密關係

宣教士的差遣及支持教會猶如宣教士的家人，所以

前線差會非常重視與她們的溝通及合作關係，若

「宣教士－教會－差會」三方能建立緊密的差傳伙

伴關係，就能給予宣教士有更即時及適切的支持。

信心目標：至2020（2025）年，與最少50%（100%）

差遣及支持教會建立緊密的差傳伙伴關係

6

會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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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國家裡承認自己跟隨耶穌，有可能會成為

極端分子攻擊的對象，在那裡作主門徒是一項艱

鉅且危險的挑戰。然而阿富汗有一位信徒分享了

這個故事……

「我在社群網站認識了一位年輕信徒。我一直

都很謹慎不和他本人碰面，卻無意間將我的手

機號碼給了他。他日夜不停地聯絡我，要求和

我見面並給他幾本新約聖經。我為此禱告之後，

同意和他見面。我和家人道別，又吻別孩子們，

然後就跟另一位年輕信徒駕車到他住的那一區。

我把車子停在離會面地點很遠的地方，然後告

訴同行的朋友：『如果過了十分鐘你還沒有我

的回音，就立刻把車開走，然後你們全都要馬

上撤離這個城市。』

「我一見到這位弟兄，他就熱情地擁抱我，他非

常高興能見到我……。老實說，他向我靠過來的

時候，我還想著要怎樣逃走！在他不斷的保證下，

我給了他兩本新約聖經，令他非常高興，他終於

得到他夢寐以求的東西了。第二天我們又見面，

他說出他的故事……

「他一直在尋找耶穌，但他在自己的城裡找不到

其他信徒，所以他儲錢買了一台二手電腦；又借

到網絡連結裝置，學會了使用電子郵件和社交網

站。他開始在互聯網上尋找國內的其他信徒，終

於克服萬難找到了我！他非常興奮想認識耶穌，

他的家人也是如此，他會和其他人分享他的得著。

神有時候會用我們不能理解的方式動土，一切榮

耀都歸給神！」

歸
主
者
見
證

阿富汗——
尋求，就必尋見！

轉載自《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30 天 2015》

禱告
1. 為阿富汗渴慕認識耶穌的人禱告，求神為他們開門，使他們尋見基督。

2. 為這個國家求和平，願人能自由敬拜神和尋求神。 

3. 為那些秘密信徒祈求，求神賜他們安全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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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近代伊斯蘭發展的

三 個 人 物
前線編輯室

一位穆斯林婦女的自白：「我已經做了穆斯林
四十一年，從來沒有對伊斯蘭有任何質疑，但現在
我決定要離開它。」為甚麼呢？她說看過伊斯蘭國
(ISIS) 播放的影片，見到他們的種種殘忍手段，說
那才是「先知的方法」，因此她決定離開伊斯蘭。

霍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
有人戲稱伊斯蘭激進分子是基督教信仰的「傳道者
反面教材」。第一個是霍梅尼，他在伊朗實施殘
暴政權，其暴行政策迫使許多伊朗人離開伊朗，更
導致大量伊朗人離開伊斯蘭。雖然要估計脫離伊斯
蘭的人數十分困難，但肯定相當驚人。在國外，伊
朗人離開伊斯蘭的數字則相對肯定，同樣是相當龐
大。在瑞典，約有八萬名伊朗移民，其中有 10% 已
經轉信基督教，即有 8,000 人成為基督的跟隨者了。
一些伊朗信徒更稱霍梅尼是最偉大的宣教士，因為
他向世界展示了伊斯蘭的真面目。

拉登  (Osama Bin Laden)
按時序，第二個重要人物是拉登。根據拉登的定
義，那些與西方國家合作的穆斯林世界領袖都是叛
教者。雖然拉登曾因 2001 年的 911 恐襲事件震驚
世界，但由他領導的阿爾蓋達 (Al-Qaeda) 組織卻
迅速地由殺害西方人轉為殺害穆斯林。他們的殘暴
行為在伊拉克及敍利亞尤其猖獗，就如塔利班組織 
(Taliban) 在巴基斯坦的所作所為一樣。

巴格達迪 (Bakr al-Baghdadi)
而最近期的人物就是巴格達迪，他自封為伊斯蘭國
的「哈里發」，這個新哈里發的宣告震驚穆斯林世
界。巴格達迪的團隊製作了宣傳片，很聰明和成功
地宣揚暴力、綁架人質、斬首、性奴役、屠殺穆斯
林和非穆斯林。最近，他們更燒死了一名約旦的穆
斯林飛機師，這行為似乎比伊斯蘭法的殘暴刑罰更
甚。伊斯蘭國的跟隨者可能很快便會被伊斯蘭世界
定為「叛教者」，要以一場新的聖戰來攻擊他們。

反恐戰爭的訊息正在互聯網上大戰。雖然大多數西
方人不會看這些電影，但令人驚訝的，是約旦機師
被燒死的片段在整個穆斯林世界中竟以意想不到的
速度迅速流傳，機師的父親甚至在一次公開的會議
上在他的手機看那個片段。

假若伊斯蘭法及擁護它的群體都令人失望，穆斯林
又何去何從呢？一班伊朗的教會領袖擔心穆斯林會
因此轉向世俗主義，甚至無神論主義。他們已有很
多來到教會，但教會就需要成為穆斯林的「安全空
間」，但可悲的是，許多教會都不歡迎穆斯林，還
把他們看成敵人。最近在美國德州出現了一幕叫人
羞愧的場面，就是有一班基督徒在一個穆斯林的會
議中叫嚷，要他們離開美國。瑞典能夠有豐收，部
分原因是教會站在穆斯林移民的立場來反對鼓吹本
土主義的團體，瑞典的教會因此成為穆斯林的「安全
空間」。美國的福音派教會是否穆斯林的「安全空間」？
「傳道者反面教材」已做了他們的工作，那我們呢？

霍梅尼 拉登 巴格達廸

文章翻譯自
www.missionfrontiers.org/issue/article/how-is-isis-spreading-
the-gospel (Jul/Aug 2015 issue)



1.  宣教士動向
 •  今年春節期間約有30位海外宣教士回港休息及述職，喜

見有不少主內肢體出席他們的分享祈禱會。求主繼續賜
福他們手所作的工。

 •  今年將有6位長期宣教士出工場，因此未來數月將進
行培訓，求主賜眾人有充足精神智慧，有良好互動
和學習。

2.  新同工加入
 •  感謝神為差會預備了李姊妹及練姊妹加入前線大家庭，

求主賜智慧和能力，為穆民歸主齊心努力。

3. 《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祈禱手冊
   齋戒月：6月6日 – 7月5日
  售價：港幣$25
   (請瀏覽 www.frontiers.org.hk 下載訂購表格)

4.  月禱會
 • 4月18日   中亞宣教士及東亞候任宣教士分享
 • 5月16日   記念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  

本 會 消 息
感 恩 及 代 禱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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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

2015年1月份至9月份本會經常費結存： $ 239,061 
2015年10月份至12月份本會經常費結存： $ (469,986)
2015年1月份至12月份本會經常費總結存： $ (230,925)

 祈禱會 祈禱會 工作坊
 港島區 尖沙咀 尖沙咀
 5月27日(五) 6月3日(五) 6月4日(六)
 下午7:30 下午7:30 上午10:00

詳情請瀏覽 www.frontiers.org.hk

若從人的計劃，我沒有想過踏足愛子國，但我願意順
從上帝的帶領，由祂開路，觀看祂的作為，結果我經
歷許多個第一次！

叫人興奮的第一次
見證歸主者接受水禮：有幸在愛子國第一次見證穆民
歸主者接受水禮的感人場面；更叫人興奮的，是其中
一位在半年後被天父揀選和差遣，返回家鄉與族人分
享好消息！
與穆民分享信仰：我能用有限的英語，跟教我阿拉伯
語的老師用五色珠分享創造的故事，這是何等難忘的
經歷！

挑戰極限的第一次
在人面前跳舞：在探訪穆民期間，為了禮貌須要回應
她們的邀請，便跟她們一起跳阿拉伯舞，並在她們面
前表演自創的中國舞，這是我付了代價的文化交流，
因為打從骨子裡，我一點也不喜歡跳舞！
獨個兒回家：有一回要獨自坐小巴回家，所有乘客在
中途已下車，只有我要到總站去，結果被一個沒有服

務承諾的司機遺棄在中途的
轉車站，當時我連返家的方
向還未認清呢！我終於見識到為了自身利益而出爾反
爾的中東人本色！
參與國際團隊：我不羞於說有限的英語，卻怯於自
己不靈光的聆聽能力。有別於大部份人的會聽不敢
說，我相反是敢說不會聽，然而感謝神給我一群很
有包容力的非華人同事，我只有硬著頭皮接受祂給
我的挑戰！

這兩年來在穆宣路上最大的心靈交戰，就是語言的限
制。在如坐過山車般的阿拉伯語學習路程上有時令人
很興奮，因為覺得自己有進步；有時令人好惶恐，因
為完全不懂別人說什麼。多次反問自己的語言那麼不
濟，還適合當工人嗎？若要走穆宣路，工人窮一生之
久去活學活用語言的工夫，是不能逃避的現實！

經過兩年的學習，離別在即，有點不捨，我的宣教路
當如何走下去？只有天父知道！但我堅信下一站依然
是彩虹，因為服侍神是幸福的！

前線差會〔經常費〕收支報告
（2015 年 10 月份 至 12 月份）

收 入 ：  港  幣 
1. 奉獻收入  $ 457,130 
2.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行政費  $ 283,950
3. 其它收入   $ 61,084
                                                        總收入： $ 802,164

支 出 ：  港  幣 
1. 工場拓展及宣教士關顧  $ 121,289
2.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 165,236
3. 行政支援  $ 304,785
4. 辦公室設備及運作  $ 290,840
5. 撥備「本地宣教士儲備」  $ 90,000
6. 撥備發展基金  $ 300,000
  總支出： $ 1,272,150

目錄
本地穆宣「有得做」、

「更要加把勁去做」！ P1-P3
在港南亞裔穆斯林的福音契機 P4

七個信心目標 P5
歸主者見證  P6
冷知識   P7

神開了我的眼界！  P8
前線資訊  P8

神開了我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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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sis 宣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