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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下基督的聖誕 

歐美的聖誕爭議

大家有沒有想過，跟售貨員說「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對方卻會回贈一句「快
樂假期」（Happy Holidays）。

於全球化、後現代的大趨勢下，西方反基督教
思潮應運而生，歐美不少廣告商、學校及團體
於二十世紀末開始審查具「聖誕意義」的事
情。他們其中一個理據，是基督教使人聯想到
西方宗教，不利於多元化社會的發展。

例如紐約 Skoros v. City 的教育部門便禁止學
校在聖誕節公開設置具基督降生意義的裝飾，
卻接受猶太教的燈台和伊斯蘭的星月標誌。比
利時每年也會豎立著名的布魯塞爾聖誕樹，但
當局為取悅穆斯林少數族群，竟在 2012 年把
所在的「聖誕市場」（Christmas Market）改
稱為「冬日樂園」（Winter Pleasures）。

以擴張領土為本的宣教觀

在傳統的伊斯蘭神學裡，世界主要分為三
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和平之地」（Dar al-
salam），但這「和平」的觀念與我們完全不
同，「和平之地」乃由伊斯蘭法統治的地方；
第二部分是「契約之地」（Dar al-sulh），
即非伊斯蘭地區，卻協議與穆斯林休戰；第
三部分是「戰爭之地」（Dar al-harb），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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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宣密集課程
導師： 胡樂文牧師及前線差會宣教士

關愛穆斯林宣教日
日期： 2018 年 2 月 10 日
時間： 約 10:00am-9:00pm
內容： ‧認識穆斯林及其福音需要

 ‧如何參與穆宣

 ‧如何與穆民分享福音要訣

 ‧與宣教士對話

 ‧個別約談交流穆宣心志

對象：  有志成為宣教士、參與本地宣    
教或推動宣教的肢體

報名及詳情，請瀏覽差會網頁www.frontiers.org.hk

課程一：  進深認識伊斯蘭及
 中國民間伊斯蘭信仰
日期：  2018 年 1 月 22-23 日 ( 一至二 ) 

9:30am-5:30pm；
 1 月 24 日 ( 三 ) 9:30am-1pm
費用： $250
地點： 深水埗區

課程二： 與穆斯林辯解福音
日期：  2018 年 1 月 25-26 日 ( 四至五 ) 

9:30am-5:30pm
費用： $200
地點： 深水埗區

〔接上頁〕

名思義，若當地領袖不接受伊斯蘭，便要開戰。
這天下三分的世界觀，影響伊斯蘭擴展的思維，
忠心的穆斯林要竭力把「戰爭之地」轉化為「和
平之地」。

隨著時代發展，除了戰爭，穆斯林更明白要爭取
經濟、政治的影響力。他們竭力促使伊斯蘭滲入
社區、文化，使穆斯林滲入政界，令不同空間逐
漸成為其「領土」。他們其中一個方法，是以人
權為藉口，以爭取少數族裔的利益為由，擴張伊
斯蘭。

基督信仰宣教的次序是先傳道、後歸信，繼而擴
展神的國，包括屬靈的國度和增加基督信仰的影
響力；但伊斯蘭的卻是先增加影響力，擴展疆土，
繼而以伊斯蘭法統治某地，最後當地人便成為穆
斯林。

與香港無關？

在香港，一些巴基斯坦小孩入讀基督教或天主教
學校後，家長會以人權為理由要求孩子不參加
早會，而事實上已有學校接受這做法。但與其
消極地讓他們拒絕參與宗教活動，倒不如積極地
告訴家長，學校乃以基督精神創校，所分享的信
息，對建立孩子的品格十分重要，我們更可告訴
這些家長，要相信一個孩子的信仰發展，乃在真
主掌控之中，鼓勵他們以正面的態度看待孩子
的參與。

若在毫無必要的情況下放鬆底線，伊斯蘭會
一步步擴張它的「領土」。稍後可能要求特
設清真進食間、在洗手間設洗腳池、引進伊
斯蘭教師在早會期間向穆斯林同學教授古蘭
經、繼而歡迎其他同學選擇上早會或古蘭經
課⋯⋯。類似的情況，在歐美的中小學已十
分普遍。

我們必須緊守底線，讓穆斯林有機會認識基
督，以愛向他們展示那一套才是創造主的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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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半個世紀，伊斯蘭在西方、特別是在西
歐民主國家的擴張可說是在默默地起革命，透
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勞工大量移民，然後是
高生育率但又不融入社會體制的社群發展，加
上近年原教主義的滲透教育活動，秉持以伊斯
蘭思想為主導的穆斯林人口正以驚人的速度倍
增。在歐美，法國和美國的穆斯林人口都超過
6 百萬，其次是德國和英國，分別超過 4 百萬
及 3百萬。當穆斯林人口比例到達一定的數目，
他們對所在社區、地區，甚至國家以伊斯蘭
為本的訴求亦遞增，也意味著這些地區更伊斯
蘭化。

穆斯林在那裡，伊斯蘭化就發生在那裡。相反
地，主叫我們作世上的光、世上的鹽，我們基
督徒在那裡，又可有叫基督也在那裡！

回望香港，穆斯林人口比例仍屬少數，伊斯蘭
擴展的影響並不明顯，但西方國家的「前車」
卻是「可鑑」的，畢竟香港同是一個開放、自
由、民主的社會。香港的眾教會和肢體面對伊
斯蘭擴展，看見的究竟是「危」、還是「機」？
若只看見是「危」，或許這是出於懼怕。使徒
約翰勸勉我們「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
把懼怕除去⋯⋯」（約壹四 18）

三個“I’s”：你的份兒

1）Inform（ 認 識 ） － 根 據《 香 港 年 報
2016》，香港的穆斯林估計有 30 萬，有移民來
港的、有土生土長的，因為語言及文化關係，
他們普遍較內聚。然而，他們正處身一個可自
由接觸不同信仰的地方。若能看此是為主得著
穆斯林靈魂的機會，那就是另一個等待工人的
莊稼。

2）Inspire（呼喚）－ 現在香港穆民已生活在
各階層，有參與印尼女傭事工的機構約有十間，
而有提供印尼語聚會的教會約有二十多間，粗

略估計當中同工加起來也只有數十人；對
於南亞穆民，雖然據我們資料所知，在全
港各地約有十多處基督徒以義務方式做著
功課輔導班，而因著條例及不同因素和缺
乏訓練，鮮有基督教學校做著針對南亞子
弟的福音工作；面對這些，你或許是學生、
也或許是學生的家長或親戚朋友，你可有
聽到當中叫你「關心我們」的呼喚？

3) Involve（參與）－ 弟兄姊妹，神已讓
那些長期被基督徒忽略的穆斯林生活在我
們當中（無論是家傭、同學、鄰舍、工作
伙伴等等），幫助他們歸主的機會可說是
處處皆是，你願意起來與神同工嗎？

穆斯林社群的不斷擴張已是不能逃避的事
實，是危是機端看我們是否有從神的眼光
來面對。唯願你能從神的角度中看見箇中
機遇，為主得人！

（我們很樂意協助你和 貴教會啓動有關
事工，或幫助介紹相關單位，請與我們
聯絡。）

題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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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穆宣 vs 認識自己
東亞隊

Mandy

從遞交青宣報名表開始，就希望看見宣教士的工作，
而一切在旅程中的看見如溫柔的當頭棒喝，可那是主
為我度身訂造的。原來宣教不是蕩然忘憂跳出香港
框框，亦不存在流浪飄泊的浪漫；更不是沒頭沒腦、
轟轟烈烈地向前衝。

在不能公然傳講福音的地區，宣教士能做的只有生
活，散發淡淡的基督香氣，那是「輕」的。他們因為
愛，不再有「自己」的時間，生命再沒有隱私，何
時何地也可能有人觀察著，生命二十四小時也要 on 
call：隨時準備作見證、彰顯基督。似乎，自己現在
的生命不能承受這種「輕」。

顯然，我從旅程中得知一個殘酷的現實：我做不到
他們那樣，我⋯⋯真的做不到。這「看見」把「我」
粉碎了，讓我意識到自己的年幼，亦重新反思與神的
關係，這實在是意料之外！感謝天父的帶領與栽培！

詩詩
說起穆宣，大家必認為困難在於伊斯蘭對人的多方轄制，然而我們去了一個被政府轄制的地方。在坐公
車途中，一些當地人要下車被查身分證、每隔百多米便有警務站，甚至在開齋節時，清真寺裡表演歌舞
的全是政府安排的人，而非穆斯林。在這裡，政府致力去宗教化，有否做拜禱或上清真寺已成為關心信
仰的問候。同樣，穆民歸主也是困難重重，當他們跟人分享轉信的事，對方可能會向政府告密，可見他
們活在充滿轄制的恐懼中。大家或會認為政府不義，祈求除掉恐懼的控制，有否想過這個形勢也在神的
計劃之內？在這裡，我學習不靠自己的眼光觀察與禱告，而是祈求天父教導我如何與對象同行成長。我
渴望進到穆民中，成為一名謙卑的守望者，求天父親自磨練我。

Christy

是次青宣不但讓我更認識少數民族中的穆
民，更讓我體會成為宣教士需要的特質。
我並不是第一次去未得之民的地方，因著
少吃牛和不吃羊的飲食習慣，過往我「避
得就避」，但這次工場只有這些選擇，還
要到當地人家作客，長久下來沒辦法不吃
羊。我為此問題感到十分煩惱和內疚，更
發現自己未準備好走這條宣教路。但感謝
隊員們和當地工人的勸勉和代禱，我開始
慢慢地把一兩口羊嚥下去⋯⋯我知道這並
非改變個人飲食習慣那麼簡單，而是學像
耶穌道成肉身，進入世界，進到祂所愛的
人的生活，與他們同在。為了下一次旅程，
我願意順服和在飲食上好好裝備自己！

宣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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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隊

紫月
感謝神讓我到北非塵土國有一個月的體驗。
當地文化與香港差異很大，其中讓我最不習
慣的就是男女相處的方式──男女必須分開
坐，女士不可單獨與男士說話；走在街上，
不少男士會跟你打招呼，若你回應，對方就
會認為你對他有意思，所以我只好盡量不理
睬他們。 

另一方面，我發現穆民很熱情。若有朋友上
門探訪，他們會先遞上飲料，然後是小吃、
主菜，最後還有咖啡或茶。即使是一個前來
維修雪櫃的工人，他們也會接待他吃飯；他
們更會直接表達愛，最深刻是有一次與 Z朋
友外出，她主動拉著我的手，更十指緊扣，
讓我深深感受到她的愛！感恩我能住在他們
中間，學習以神的愛去愛他們。

麥多
我們在短短一個月經歷了宣教士所經歷的，包括適應氣候、預備教學服侍與探訪學生的繁忙與艱辛，但
與宣教士相比，我們的體驗只是皮毛而已。

行程表周全嚴謹的安排，使我對跨文化工作有較系統的認識。語言學習為往後的服侍打下基礎；宣教士的
生命見證提醒我要持定託付、耐心等候；團隊的分工合作教導我要接納自己的不足，同時要成為別人的幫助。

民宿使我對穆斯林有深度的認識，探訪則使我對穆斯林有廣度的認識。我們曾探訪富裕家庭，也到訪過
條件極差的地方；每個家庭的信仰狀態不一樣，有信仰伊斯蘭的，也有穆斯林背景歸主者，使我對芝麻
國難民的生活多了一份關心。

Mabel

從難民和我們的互動中，他們的眼睛正述說著對你的信任，背後反映宣教士經多次探訪建立下來的關係
是何等深厚⋯⋯這次旅程使我發現「關係」在穆宣中的重要性，特別是對於常接待客人，一坐便是五、
六小時的穆民來說，一點一滴的陪伴和同行就是友誼的秘訣，同樣也是工人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環。

旅程之中，腦海多次閃過一句說話—─「語言真是好重要」，當我想進一步了解這些難民的過去及他們
真正的所思所感，我那皮毛的語言只能足夠應付起居生活的對答，難以觸摸他們的心靈深處，所以語言
學習真是宣教士最基本的入門課啊！

宣音
這次體驗幫助我對穆斯林的認識從書本走進現
實，過去我幾乎將穆斯林等同恐怖份子，現在
我發現他們非常真誠、好客、熱情！接待我的民
宿家庭是虔誠的穆斯林，他們甚至因禁食弄壞身
體，伊斯蘭信仰給他們帶來很多束縛和痛苦，加
增了我為他們守望的負擔。

我們在工場看到天父的作為，有些穆民已歸主，
有些則願意向福音開放，這都改變了我以前對穆
斯林福音工作的觀念。不少地方的莊稼急需收
割，這次體驗燃起我為天父出去的決心，雖然困
難重重，但我實在無法袖手旁觀、視而不見，並
要動員更多信徒參與！此外，當地宣教士的工作
模式不斷扭轉我的觀念，讓我知道如何在國內作
跨文化事工，並如何裝備自己──努力學語言，
也需要有一門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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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擴張並非一個新的現象，自從穆罕默德
軍隊在七世紀從麥加向不同族群及地區發動侵
略戰爭開始，伊斯蘭就已經不斷向全球擴展。
近年，伊斯蘭積極向西方的民主國家擴展，並
且速度不斷加快。

在西方，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
及其他伊斯蘭組織會用盡一切方法向他們的所
在地區推廣伊斯蘭法則與法律，並伊斯蘭信仰，
但會以低調進行，以減少阻力。擴展的過程可
分成五個階段：蟄伏期（Incubation）、認知期
（Recognition）、滲透期（Infiltration）、對峙期
（Confrontation）、強制期（Imposition）。

第一階段：蟄伏期

當第一批穆斯林到達西方民主社會時，他們保
持低調，對身處的國家不會有太多要求。他們
默默地生活和工作，當管理員、學生、老師、
教授、醫生等不同階層的工作，給人良好的印
象，在工作方面得到別人的尊重。

第二階段：認知期

當穆斯林人口聚居到足夠數字，他們會要求所
在的社區認識並推行伊斯蘭法。為了減少反對
的聲音及引起疑慮，他們會公開譴責「極端伊
斯蘭」，甚至倡議公開的信仰對話等活動。他
們將伊斯蘭展示為一個崇尚和平的宗教，伊斯
蘭法只會在他們居住的社區內推行，所以不會
對他們居住的國家帶來威脅。許多時候，不少
「天真」的政客為了予人思想開明的形象，會
支持他們提出的要求。

第三階段：滲透期

當穆斯林人口在所住國家的一些城市達到了相
當龐大的數字，他們便會開始滲透一些重要的
機構，並同時成立不同形式的機構，以擴大影
響力。透過這些機構，他們遊說政府、支持親
穆斯林的政客、推動促進社會共融的運動、對

未經證實的「伊斯蘭恐懼症」提出訴訟、安排
伊斯蘭教長進入武裝部隊及監獄服侍、資助大
學裡研究伊斯蘭的部門、對公立學校施加壓力，
要求在當中的穆斯林學生能有權利及場地每日
向麥加拜禱等等。

第四階段：對峙期

雖然穆斯林人數仍不算很高，但當他們在這些
國家人口已達到一定明顯比例的時候，他們會
要求將伊斯蘭的元素加入國家的司法制度。許
多時候，當穆斯林提出這些素求的時候，還會
夾雜一些穆斯林社群推展的威脅性行動，甚至
暴力。

第五階段：強制期

當穆斯林人口達至國家總人口的大多數，或伊
斯蘭已成功控制該地區，他們就會開始直接實
施伊斯蘭法，禁止一切非伊斯蘭的影響，包括
基督的福音。中東的沙地阿拉伯是典型的伊斯
蘭國家，伊斯蘭法是國家唯一認可的法律，卻
常常以粗暴和不人道的方式來執行。

伊斯蘭擴展的五個階段

本文翻譯自："Spread of Islam"，詳見：http://www.billionbibles.org/sharia/islam-expan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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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跨文化的過程中，一個能祝福人的重
要特質是幽默感，在不是土生土長的文化中，
幽默感能緩和尷尬的氣氛，自嘲也可以用來
找下台階，重要的是在異文化中抱著一種認
識及欣賞的態度來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不排
斥及矮化異文化的獨特處，以謙卑及尊重的
態度去學習及認識，從而產生更大的樂趣。

投入新科技
我第一次用信用卡購物而不需簽名，覺得很
不安全，但第二、三次以後便習慣了，還有
見別的遊客用支付寶結賬，甚麼卡也見不著，
光在手機中便可完成付賬手續，也不知錢往
那裡去了？我是大鄉里，原來電子貨幣這玩
意在這裡早就滲透入我們生活的每一層面
了。放開懷抱，這方法其實也是挺方便的。

牆外東西都可採
聽過一位資深同路人說：伸出了圍牆的植物
都不算是有主人的，路人皆可採摘。我是半
信半疑的，但看到別人都隨便採摘圍牆外的
水果，我也開始行動起來。我有摘過菠蘿蜜、
杧果、龍眼、椰青⋯⋯等等。這種不需栽種
而有的收穫，雖然往往會給人帶來一些滿足
感，不過這也不是值得鼓勵的文化吧！

請將音量收細
在這裡，不但他們的身材瘦小，就連他們說
話的聲音也是那麼微弱，所以當你說話的聲
音稍大一點，就可以區別你不是本地人。家
人常提醒我：「這裡是甚麼甚麼地方，可不
用這麼大聲說話。」有時有被迫忍氣吞聲的
感覺，生怕在有意無意間，我聲音分貝超標，
便被別人以異樣的目光看我，真不知何日才
能做到陰聲細氣了呢！不過既然定意要住在
他們中間，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就沒有難成
的事了。

馬路上東西多
在馬路上，除了見到各式各樣的交通工具外，
其他可見的東西真是琳瑯滿目，散落一地的，
有拖鞋、帽、頭盔、衣服等，你想得到的有，
你想不到的也有。為甚麼呢？這裡的人大多
駕駛電單車，因此偶有東西會掉在馬路上；
更特別的，連一家四口也可以在一部電單車
上，他們會在車旁加上一個鐵架，可多載十
至廿個兒童，可想而知，甚麼東西也可以掉
落到馬路上了，最初想不通，怎樣做得到？
是環境造成這種奇景吧！下次在路上看到不
一樣的東西，就不用胡思亂想了，甚麼皆有
可能！只要你是身在此山中！

學習跨文化樂趣多
思回宣教士

場
趣
聞



臉書的回憶提醒了我，去年 8月我開始踏足西
非，展開了 10 個月的恩典之旅，嚐過不少有
苦、有樂的第一次，很樂意在此與大家分享。

第一次在非洲病倒
到了西非才 3星期，因為皮下組織發炎，左小
腿又紅又腫，因而有機會使用當地的急症室服
務，還有坐輪椅的優待，是難得的體驗！不過
因吃藥不能使病情好轉，需要把消炎藥直接打
入血管，真的很痛喲！雖然受了點苦，但感恩
病了個多星期後便完全康復；也感恩當地還有
醫院、有醫生護士提供醫療服務；又感恩我有
能力花上這筆醫療費用。想到當地的人因為經
濟問題未能夠看醫生，有些人因此久病未癒或
病情惡化，叫人心酸心疼。藉着這場小病，操
練了我為病患的村民祈禱的心，感謝主。

第一次與當地人過節
宰牲節是當地人重要節日之一，他們在這節日
都會互相探訪，有點像我們過農曆年一般。當
探訪他們的時候，雖然我跟他們只是初相識，
但他們熱情的招待，讓我感到很親切，對我融
入這個社區的生活有很大幫助。感謝天父知道
我內向的性格，為我預備一群好鄰居，原來與
他們建立關係，也沒想像中那麼費力氣。

感恩及代禱消息
1. 宣教士動向 
 ‧  申請簽證往往給宣教士很多壓力。感謝主，過去

一個月，各地宣教士都傳來消息，他們已收到所
需要的簽證或居留證。

 ‧  感恩順利完成亞洲候任宣教士訓練課程，各人都
有很好的學習和反省。

 ‧  請記念三菱鏡太太仍需繼續服用抗癌藥。求主減去
所有藥的副作用，並保守癌症不復發。也記念他們
未來一年，開始參與本地穆宣工作，求主加力。

2. 本地穆宣工作
 ‧  10 月份，本會同工及一眾穆宣工作者都會忙於

出席多個與穆宣有關的研討會。求主帶領參加者
能存謙卑的心學習，並有從神而來的智慧分辨和
運用所聽所學的，有效地向穆斯林分享福音。

 ‧  求主保守穆宣工作者，縱然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或
傳福音進路，也能彼此尊重，在主裡合一。

3.  月禱會（每月第三個星期一 7:30 - 9:15）
 11 月 20 日 祈禱攻略為穆民
 12 月 18 日  感恩與前瞻及為宣教士聖誕節福音工作  

禱告

天霖宣教士

有苦、有樂的恩典之旅
第一次在非洲「講耶穌」
去年的聖誕期假，感恩有一群同事的努力，為
一套關於耶穌的電影首次配上本地話，大大幫
助我們在聖誕節與當地朋友分享耶穌的故事。
他們的反應是如此踴躍，一而再，再而三要看
那套電影，這實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也只能
讚歎神奇妙的作為！看到神使用不同的人，在
不同的崗位一起事奉，彼此配搭，是一件多美
好的事。

這些點點滴滴的經歷雖然已成了回憶的一部
份，但同時也是未來事奉的動力，感謝主給我
這些美好的經歷。

前線差會 ﹝經常費﹞ 收支報告
( 2017 年 4 月份 至  6 月份 )

收 入 ： 港  幣
1. 奉獻收入 $ 667,060 
2.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行政費 $ 290,881 
3. 其它收入 $ 26,191 

總收入 ： $ 984,132 

支 出 ： 港  幣
1. 工場拓展 $ 3,214 
2. 宣教士關顧及同工培訓 $ 108,439 
3.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 336,726 
4. 行政支援 $ 314,377 
5. 辦公室設備及運作 $ 198,661 
6. 撥備「本地宣教士儲備」 $ 90,000 
7. 清還購置辦公室貸款 $ 150,000 

總支出 ： $ 1,201,417 
由 2017年 1月份至6月份本會經常費不敷為： $ -1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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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天霖宣教士將在 2018 年中再次踏足西非工場，作長期
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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