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線編輯室

自第七世紀伊斯蘭教開始發展，到今天經歷
十四個世紀，歷史見證了無數基督徒改信伊斯
蘭。然而，歷史上卻鮮有看見大批穆斯林改信
基督的情況。

大衛．葛瑞森博士（Dr.	David	Garrison）曾在
埃及服侍敍利亞穆民，他用盡各樣方法，但發
覺帶領穆民歸主十分困難；其後到了印度工場，
卻發現有不少穆斯林背景歸主者（MBB,	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他們有些更不顧生命危
險，願意返回所屬社群，向親友傳講福音。因
著兩地穆民歸主的情況有極大差異，驅使葛瑞
森博士對全球穆民歸主的情況進行研究。他的
著作"A	Wind	in	the	House	of	Islam"		（中譯《靈風
飊起》）在 2014 年出版，描述從古至今的「穆
斯林歸主運動」（簡稱「歸主運動」）。

為了讓眾肢體更多認識歸主運動的情況，香港
前線差會與多家神學院及差會邀請了葛瑞森博
士在 2017 年 10 月來港，分享四個專題，並邀
請不同講員回應。我們撮錄了講座內容，願一
同反思：

第一講：縱覽穆斯林歸主浪潮
葛瑞森博士於 2007 年開始進行研究，他對一
個「穆民歸主運動」下了定義：在同一群體，
二十年內有一千個穆民受洗或有一千家教會
成立。

葛瑞森博士的研究指出，在伊斯蘭開始後幾個
世紀，零星地出現了幾次歸主運動（很多是因
政治因素而出現的），然而當時的教會並沒有
把握機會，以至這些運動沒有延續性，大部分
歸主者更重投伊斯蘭的懷抱，在十四至十八世
紀更沒有出現任何歸主運動。然而到了二十世
紀，卻出現了十一次；到二十一世紀，單單在
頭十二年，就已出現了六十九次歸主運動，分
佈在全球不同地區。

他訪問了超過一千位MBBs，以了解神究竟用
甚麼方法引領他們歸信耶穌。聽了許多見證後，
葛瑞森博士提醒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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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歸主浪潮」講座後，
許多肢體說感到十分振奮，因
為以前常常認為穆宣困難重重，
難有成果，但講座中展現的圖
畫，卻讓大家看到神正使大批
穆民歸主。事實上，神亦讓我
們香港前線差會「埋身地」去
體會這種情況，因從未試過像
過去這兩年，香港宣教士陸續
從工場傳來穆民歸主的消息。

可是，近年穆民歸主浪潮相對
伊斯蘭人口以幾何速度的擴展，
仍有著很大差距。但這次講座
多位講員也提到我們要學習放
低自我，去配合聖靈的工作，
不可固步自封。說到底，就是
信心和順服的功課。

去年底，「Vision5:9」眾伙伴（前
線差會為其中單位之一）正式
推出一個「10/10」的目標，就
是藉著積極的禱告，和努力接
觸穆斯林，在全球伙伴的同心
協力下，在十年內（2018-2028）
幫助全球十份一的穆民歸主。
十年前，若我們聽到這樣的信
心目標，可能會感到是天方夜
譚，但葛瑞森博士的研究讓我
們看見神的作為，當我們見證
是遠超我們所想時，就曉得這
不是一個遙遠的夢想了。

關鍵是，我們會否相信並依靠
聖靈的能力繼續乘風破浪，以
行動回應，一同見證上帝那遠
超想像的作為。

我仍相信，你呢？願能在行動
的行列中見到你！

不乘風、豈能破浪—

延續更多超乎想像的

穆民歸主浪潮

總
幹
事
的
話

1.	 要明白神今天仍在穆民中間工作

2.	 要告訴穆民，今天是他們接受救恩的日子

3.	 要告訴基督徒，神今天要將救恩賜給穆民

4.	 要調校自己來配合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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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曾錫華牧師 
 （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系主任及副教授）

曾牧師指出，《靈風飊起》一書運用嚴謹的社會科
學研究分析，為廣大讀者描繪一幅具有代表性的歸
主浪潮圖畫。對於偏重感受和經歷的華人來說，講
求理性、重視事實和科學精神的學術分析，是較弱
的一環，此書正好為華人教會示範了嚴謹的宣教學
研究，值得參考。

曾牧師認為葛瑞森博士的研究對教會有一重要提
醒，宣教士須要具備做研究的基本能力，能客觀收
集資料、分析、查考和試驗，作地區性研究，以此
認識工場，深入了解服侍族群，皆對宣教工作饒有
助益。

最後曾牧師引用宣教學學者Ralph	Winter 的研究，
指出參與短宣的人數不斷上升，然而長期宣教士、
宣教人類學者及宣教學者卻沒有增加，出現「宣教
業餘化」的危機。曾牧師提醒，宣教工場須要投放
大量人力，短宣隊雖能發揮協助角色，惟不可忽略
長遠福音和研究工作，以及培訓長期宣教士，盼有
更多信徒被興起，承擔長宣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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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穆宣本色化的挑戰
葛瑞森博士根據文化和歷史等因素，將穆斯
林世界劃分為九個地區，說明穆斯林文化並
非單一模式，而是多樣性的，因此要在不同
地區推動穆宣本色化，挑戰十分大：

1.	 	須認識各穆民地區的不同文化（如：不少
中亞穆民會飲酒），因而明白背後的歷史
和心態，才能適切地將福音帶給他們

2.	 	他們是要相信耶穌是救主，而並非要成為		
	「基督教徒」

3.	 		「本色化」是要移除外來文化的障礙，而	
	「本土化」則讓歸主者在本身社群承傳穆宣

4.	 	穆斯林不是伊斯蘭（雖然伊斯蘭常針對基
督教，但我們要愛穆斯林）

5.	 	伊斯蘭並非只有教義和教條，還有各式各
樣的民間伊斯蘭和不同派系（如：蘇菲派
著重靈性上的追求）

6.	 推行本色化時須要堅持不能妥協的原則	
	 	（如：唯有耶穌是神所預備的救恩、要認	
	 識聖經裡的耶穌、須按聖經與聖靈來認	
					識主的作為、聖經翻譯必須合乎真理）

7.	 	因著穆斯林地區對基督信仰的接受程度，
穆宣本色化有不同的程度，由完全西化以
至穆民可接納的模式，來實踐基督信仰

8.	 	基督徒要用盡一切可行的方法去接觸穆民

9.	 要相信福音的大能

回應：Dr. Jay Smith 
 （「Pfander 護教中心」創辦人及總幹事）

Dr.	Smith 在穆斯林群體中事奉超過二十年，
透過護教及辯論向穆斯林傳道。他以保羅到
會堂與法利賽人辯論為例，指出這是合乎聖
經原則的傳福音方式。Dr.	Smith 坦言曾因與
穆斯林辯論信仰而招來生命威脅，然而他表
示：「雖然我被打，但不須要還手，因為福
音就是我的力量，我只須要打開聖經，這是
我唯一需要的寶劍。」

Dr.	Smith 明白辯論並非華人文化，但鼓勵華
人教會須學會護教和辯論，因亞洲有最多穆
斯林人口，而且不少穆斯林熟悉聖經、擅於
辯論，故華人教會必須好好裝備，迎接挑戰。
談到本色化問題，Dr.	Smith 相信最佳的本色
化就是像穆斯林，不單像他們那樣走路、說
話，也像他們對信仰充滿熱忱、敢於公開辯
論，維護自己的信仰。至於用以描述歸主者
信仰狀態的C-Scale，Dr.	Smith 認同葛瑞森博
士所指，C1 至 C3 乃是關乎文化，惟 C4 至
C5 涉及神學層面，須顧及宣教學、語言學及
歷史等因素，方能作出客觀的評價。

回應：陳關韻韶女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

關女士形容《靈風飊起》所收錄的故事全都
有血有肉，看到宣教士用不同方法領人歸主，
歸主者成長方式亦五花八門，提醒信徒要藉
此反思使命實踐，而非單單評斷是非對錯：
「我們要思考他們為何這樣做，考慮各種因
素，不能『照辦煮碗』。」伊斯蘭和社會學
研究能幫助信徒全面了解穆斯林歸主運動；
聖經及神學反思則幫助信徒檢討和改善。

《靈風飊起》紀錄了穆斯林因看見異象異夢
和神蹟醫治而信主的見證，關女士認為福音
派信徒須持開放的心去學習，否則便是將神
放在一個盒子裡，限制神的工作。昔日耶路
撒冷的長老和使徒也是在這種張力下反思，
最後決定外邦信徒不須行割禮和守猶太人文
化，這個決定絕不簡單。最後，關女士評論
現時信徒群體所討論的 C-Scale 較僵化，流
動性偏低，相反人的生命會不斷經歷轉變，
如毛蟲化蝶一般，外界不能強迫或加快這個
過程，而且須要多加保護，才能幫助歸主者
成長。

回應：葉牧師（牧鄰教會印尼聚會點負責同工）

葉牧師服事印尼姐姐二十年，她分享服事的
最大秘訣是以耶穌的愛愛她們。雖然有不少
姐姐出言挑戰和批評基督教，但葉牧師從不
與她們爭辯：「因為這是長期服事，為要得
到更多人。」服事初期，葉牧師開放自己的
家讓受虐待或被剋扣工資的姐姐留宿，最高
峰同時接待了三十二位姐姐。無論姐姐有什
麼信仰，進到葉牧師的家就要靈修和敬拜。

葉牧師深信用印尼姐姐慣用的語言與她們溝
通，能夠有效建立關係，她亦用此方法尋找
「和平之子」，找著了對敏銳於屬靈之事的
朋友後，會邀請對方進深查考聖經。葉牧師
沒有依靠辯論，而是用神的話語改變人的生
命，十多年來帶領了數千位姐姐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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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郭文池牧師（播道神學院院長）

郭牧師表示，葛瑞森博士提出影響穆斯林歸
主的因素是適切的提醒，讓信徒明白穆斯林
歸主是聖靈的工作，必須避免將焦點放在人
的策略、方法和恩賜上，並認同愛爭論的態
度會妨礙穆宣的工作。郭牧師早年作為神學
生，曾在清真寺與教長辯論，卻被老師提醒
不能這樣作宗教對談；後來郭牧師再到印尼
接觸穆斯林，更明白要用愛心對待他們，鼓
勵信徒作橋樑，將互不往來的基督徒和穆斯
林連繫起來，清除攔阻穆斯林認識福音的障
礙，把握時機做好福音預工。

穆斯林每天五次以降服的姿態禱告，亦幫助
信徒作信仰反省，郭牧師指香港普遍教會祈
禱會一片荒涼，教會應成為萬國禱告的殿，
可悲的是愈來愈多教會祈禱會因人數不足而
取消，與穆斯林敬虔的禱告表現相距甚遠。
郭牧師鼓勵香港教會信徒同心配合上帝所泛
起的歸主浪潮，乘著這波浪潮前進。

第三講：影響穆斯林歸主浪潮的因素
葛瑞森博士以滑浪作比喻，指出唯有順著海
浪的方向，才能享受滑浪的樂趣。同樣，穆
民歸主的浪潮是由聖靈所帶動，過去沒有出
現歸主浪潮，是因我們沒有隨著聖靈的引導。

葛瑞森博士首先列出信徒五方面的行為，會
攔阻穆民歸主：

1.	 	喜歡彼此爭辯，看不見神的作為

2.	 	恐懼和憎恨激進的穆民，不相信他們會
改過

3.	 	仿效穆斯林般盲目遵守教義，沒有活潑的
生命

4.	 	容許不公義，失去令穆民羨慕的見證

5.	 	對伊斯蘭世界無知和冷漠，失卻接觸穆民
的能力

神卻利用十道不同的橋樑，幫助穆民認識福音：

1.	 	信心：宣教士和MBBs 憑著信心進到穆斯
林群體中間作見證

2.	 	禱告：為穆宣禱告（如：《為穆斯林世界
禱告 30 天》小冊子這禱告運動）

3.	 	聖經：以不同媒體（如：文字、影音）帶
出神的話

4.	 	聖靈的工作：穆民在異象、異夢中遇到耶穌

5.	 	忠信的見證：歸主者和宣教士甘願犧牲和
充滿愛的生命

6.	 	從基督肢體中學習：從過去至現在不同穆
宣群體的經驗，彼此學習、交流知識

7.	 	有效的溝通：將福音包裝、透過多媒體平
台，發展穆民能明白和接觸的福音訊息

8.	 	親身發現：穆民從聖經等各方面自行發現
耶穌是誰

9.	 	本土化：以MBBs 主導的本土化福音工作

10.	伊斯蘭本身：讓穆民認識伊斯蘭真面目	
			（如：伊斯蘭的暴力、古蘭經的問題等）

第四講：宣教植堂運動中的健康教會 
指引
葛瑞森博士認為教會就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人聚
在一起，在生活上遵行耶穌的教訓。簡單來
說，是效法主，教導祂所教導的，行祂所行的。

他以手中五指幫助我們熟記一些健康教會的
指引：

-	 	五個目標：	 	敬拜 /團契 /關懷事工	
	（遵行「大誡命」）	
門徒訓練/佈道	
	（遵行「大使命」）

-	 	四個成熟指標：		自我管治 /自我支持 /	
自我繁衍 /自我修正和餵養

-	 	三組僕人領袖：		牧師、長老、監督/執事/
司庫

-	 	兩個權柄軌道：		聖經 /基督的主權

-	 	一個本質：	 	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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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歐醒華牧師 
 （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

歐牧師指「教會」的希臘原文是ekklesi，這字
原用於羅馬人集合猶太人在一起進行思想教
育的地方。耶穌用這個字，是要把祂的價值
觀傳遞給跟隨祂的人。這幫助我們反思教會
的意義，是要將聖經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傳遞
給門徒，轉化人的生命，呈現如羅馬書十四
章十七節所指──公義、和平與聖靈中的喜
樂的信仰價值。

這個觀念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植堂工作，我們
想要建立怎樣的教會？除了現行模式外，可
否將教會植於辦公室、超市和老人院裡，「植
入」天國價值，使之成為基督的群體？

回應：橄欖葉先生（前線差會宣教士）

在工場事奉超過十年的橄欖葉宣教士出工場
前積極推動跨文化宣教工作，當時其教會與
印度本土教會及海外差會合作，向印度教徒
傳福音。教會每年去印度，每次約 12 天，在
六年過程中已經陸續有歸主者，同步被訓練
成本土領袖，便由他們接棒承擔領人歸主、
建立教會的使命。後來，雖然他在工場陸續
帶領穆民歸主，但當他意圖像在印度那樣「照
辦煮碗」，惟至今他服事的工場仍未見歸主
浪潮，因與穆斯林建立關係需時極長，他們
也不會輕易信任其他歸主者，怕被其他穆斯
林舉報。

橄欖葉贊同葛瑞森博士的健康教會指引，幫
助宣教士檢視事奉態度和工作進展。「上帝
看重我們的忠心和良善，若只顧追求歸主運
動，它就會成為我們的上帝。」橄欖葉說。

- 敬拜

- 團契

- 事工

- 門訓

- 佈道
大誡命 ： 太二十二 32 – 40

大使命 ： 太二十八 19-20

Photo	3

註：內容未經各講者覆核，如有遺漏，懇請見諒。

*		查詢請致電 2753	7170 或
	 瀏覽本會網頁	www.frontiers.org.hk		
	

動
宣
傳

2018

提出以上反思後，歐牧師亦指出香港出現「另
類植堂」現象，但無論方法如何，歐牧師強
調必須依靠聖靈工作，對聖靈完全降服，並
高舉聖經權威，才能建立健康的教會。



香港是一個美食天堂，各種類的食物琳瑯滿目，
選擇之多叫人目不暇給。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住在香港的穆斯林，因著要遵守伊斯蘭教規，
只能吃「清真食品」（Halal	Food），究竟他們
是如何解決日常生活的「搵食」問題？

甚麼是「清真食品」？

筆者有一次在大學內問一個穆斯林「清真」的
意義，他說其實「清真」一詞有著潔淨的意思，
穆斯林因為要持守他們真主的要求，因此在食
物方面便有如此嚴謹的限制，防止「不潔」的
食物進入身體。（註：阿拉伯原文「Halal」的
意義只是「合乎法規」，並沒有「清」和「真」
的含意。雖然「潔淨」是部分穆斯林一廂情願
的想法，但並不代表我們不可循這個進路與他
們分享信仰。）

穆斯林除了禁止食用豬肉以及自死的動物（魚
類或海鮮類除外），動物的血和酒精類也一律
禁止；其他肉類方面，例如：雞、羊、牛等在
宰殺時，穆斯林須要唸頌禱文，若該動物由一
位非穆斯林宰殺，那些肉亦不能算為清真。由
此可見，在香港的穆斯林若要自行購買食材，
就必須選擇到有清真標記的肉店。

食肆方面，原則上穆民只可光顧有清真認證的
食肆。根據香港回教信托基金總會網頁的資料，
現時全港獲清真認證的餐廳不足一百間，而且
分佈並不平均，相信是因穆民喜歡聚居有關。
還有一點是頗有趣的，其實香港也有清真版的
中式點心，在灣仔「伊斯蘭中心」內的中式餐
廳有供應。

「清真」框架下的創意

說到清真食品，我們大多只想到肉類，但原來
其他副食品，例如：啫喱、棉花糖、橡皮糖等等，
雖然表面上不是伊斯蘭限制的食物，但也不一
定可以隨便吃用！因部份啫喱內含魚膠粉（多
以動物骨粉製成），所以也不一定是清真的！
因此有穆民在網上教授自行製作「清真芒果布
甸」，用生粉、粟粉、吉士粉等代替魚膠粉。

清真的反思、穆宣的契機

我們從穆民在飲食方面的嚴謹態度看到他們在
信仰行為上的堅持；相對而言，我們掌握的才
是真理，明白不能以行為換取救恩，那麼我們
在跟隨、服侍神的態度上，能否持守更嚴謹的
態度呢？

既然清真食品背後的意義是穆民追求清潔、合
乎他們真主心意的飲食習慣，那麼，我們也可
嘗試從這個意義出發，與穆民分享福音時，闡
述我們的上帝對聖潔的標準，指出耶穌基督才
是唯一的「通往聖潔上帝之路」。

「清真食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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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羊兒愛吃青草，所以牧羊人每
天都要將羊群帶到青草地上吃草——多漂亮
多美好的一幅圖畫！然而，某些地區的實際
情況跟理想倒有一段距離的。

我們到非洲一小鎮工作。某天，小美（小康
的太太）和女兒提著籃子到街市買餸，要走
三十多分鐘路程，行經多處民居。我們一面
走一面談，走了一段路，發覺後面跟著一隻
小山羊。起初以為牠只是剛巧走同一條路，
但我們多次回頭望去，牠是很有目標地跟著
我們啊！我們開始放慢腳步，看牠怎樣，誰
知牠竟追著小美那隨風飄逸的衫裙，還不時
張開口。「哎吔！原來牠看上我那套鮮綠色
的衫裙，追著要吃它！要多番驅趕才肯走。」

在半沙漠的大城小鎮內，沒有廣大的草場，
沒有後院的草地，連青草也找不到。主人會
向草民買他們從曠野割下的乾草，或到店舖
買飼料來餵飼羊兒。他們也常在日間放羊兒
出去自行覓食。一次，我們走在首都的橫街
小巷上，發現一只羊兒找到人間美食——人
們鋪在外牆上晒乾的布匹！

在首都外圍的平民區，我們看見人們坐在門
前，用小刀把紙箱切成小塊，起初以為他們
用來做枕頭，怎料他們竟把紙箱碎撒向羊群，
而羊兒則爭相搶吃，還吃得津津有味。噢！
用紙箱來餵羊群，確實很環保……但是羊兒
能消化吸收嗎？有營養嗎？我們問剪紙箱的
人，他們笑笑地點頭表示：無論如何，羊兒
愛吃，而紙碎起碼能充飢啊！後來我們在不
同的巿鎮都見過人們用紙碎來餵羊兒，這算
是本地羊兒普遍的充飢餐啊。

最嚇人的，是羊兒成群結隊到垃圾堆中找吃
的，情景就像人們到垃圾山去拾荒，並將拾
到的塞進口裡！由於本地沒有完善的垃圾處
理服務，人們都將垃圾往外邊倒。日子久了，
城鎮空地的垃圾便堆積如山。只要有果皮、

爛葉或紙碎，都會吸引四出覓食的羊兒聚集。
本應在青翠草原上愉快地吃草的羊兒，竟淪
落在骯髒發臭的垃圾堆中尋找可吃之物，真
是慘不忍睹。聽說有些羊兒因誤吃了過多的
膠袋而一命嗚呼，真可憐﹗

缺乏糧食，羊兒饑不擇食，或吃紙碎、布碎，
甚至連垃圾都吞進去。這讓我們想到，在這
地區裡，數百萬迷失的、饑渴的、受傷的穆
民，沒有生命的糧，饑不擇食，亂吃盲吞，
生命危在旦夕呢。甚願他們知道誰是好牧人，
好跟從祂，
得青草吃、
得溪水渴，
在安穩之地
安歇，一樣
好處都不缺。

羊兒羊兒愛吃草
小康之家宣教士家庭

場
趣
聞



按工場的入境條例規定，續簽了五年的簽證，
不能再續簽，要離境重新申請新的簽證。這是
我們在工場七年裡的第一次經歷。

回港前，已提醒大學的職員，須要為我們一家
辦理簽證，職員清清楚楚的說知道。回港後我
們再提醒她，並問她申請程序，她當時卻含糊
其辭，只重申會為我們申請。我們須要收到兩
份文件，才能去領事館辦理簽證。第一份文件
不到一個月已收到；在正常情況下，第二份文
件會隨後在一個月內批出，所以我們當初回港
時，估計約兩個月左右便能回工場。但結果等
了三個半月，才等到驢生一人的兩份文件，驢
太及子女的仍無蹤影！原來驢生的第一封文件
在六月底寄出後，八月中才寄出新的，這次的
簽證是一年期。感恩之餘，才發覺原來大學根
本沒有替驢太及我們的兩個孩子作出申請。等
到九月底我們再提出要求，職員立時說最快一

小驢宣教士
叫人又愛又恨的簽證！

星期便有。結果這次我們等了一個月，感恩還
是收到了。

比起團隊裡的各隊員，我們已算得上輕省了！
他們都比我們早經歷這個「大限」：一位單身
姊妹折騰了接近一年，結果還是拿不到簽證；
前隊長一家，因簽證問題被迫要離開，結束在
工場的服事；另一位單身姊妹在兩個鄰國間出
出入入，折騰了約九個月才能拿到新簽證；另
一個家庭，去年八月離境，一年簽證仍在申請
中，上月用短期簽證入境，可惜短期簽證最終
還是出了問題，要被迫離境，到附近國家繼續
等候簽證，真不知又要折騰多久了！

一紙簽證確成了不少同路人的夢魘，然而我們
都是憑信心走上宣教路的，願神及時的供應舒
暢我們各人的心！

前線差會 ﹝經常費﹞ 收支報告
( 2017 年 1 至 10 月份 )

收 入 ： 港		幣
1. 奉獻收入 $ 2,113,252	
2.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行政費 $ 1,088,153	
3. 其它收入 $ 149,928	

總收入 ： $ 3,351,333 

支 出 ： 港		幣
1. 工場拓展 $ 	25,242		
2. 宣教士關顧及同工培訓 $	 	396,696	
3.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 	1,123,273	
4. 行政支援 $ 	1,053,638		
5. 辦公室設備及運作 $ 	538,631	
6. 撥備「本地宣教士儲備」 $ 	300,000	
7. 清還購置辦公室貸款 $ 500,000	

總支出 ： $ 3,937,480 
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本會經常費不敷為： $ -94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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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及代禱消息
1.	 宣教士動向 
	 •	 	記念三菱鏡太太仍需繼續服用抗癌藥，求主減去

所有藥物的副作用，並且有效控制癌細胞。
	 •	 	靈謐姊妹仍在等候續期簽證批出，求主賜下充足

的忍耐和平安，有關官員能加快批核程序。
	 •	 	感恩神帶領三位金齡姊妹加入本會成為短期支援

宣教士，將於今年初分別前往不同工場，支援宣教
士的家庭及事工。請記念她們的身心靈都蒙主保
守，並可以按計劃出發到工場。

2. 「靈風飊起」講座 /專題研討會
	 •	 	感恩四個講座 /專題研討會順利完成，讓參加者

對穆民歸主的運動有更多認識。
	 •	 	感恩能與多間神學院和差會合作籌辦此次聚會，

對日後在穆宣的動員上有更廣的互動層面。

3.	 	月禱會（每月第三個星期一 7:30 - 9:15）
	 1 月 15 日	東亞述職宣教士分享 I及短宣分享
	 2 月 12 日		東亞述職宣教士分享 II（額外增加一次）
	 2 月 19 日		東亞述職宣教士分享 III 及短宣分享
	 3 月 19 日		緬甸異象之旅分享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
主題：散出去！擁抱各方穆民

教牧聚會
4 月 12 日 ( 四 )	10:00am	開始
地點：油尖旺區
內容：	教會個案分享、介紹大會主題及

祈禱資源套

祈禱會
5 月 4 日 ( 五 ) 港島區／	
5 月 15 日 ( 二 ) 九龍區；7:30pm 開始
內容：	本地及歐洲散居穆民見證分享、

為散居穆民禱告
主辦及協辦：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眾差傳機構 聚會及報名詳情，請於二月開始瀏覽本會網頁	www.frontier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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