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期
2 0 2 1
10 月－ 12 月

主題文章 /
就是這類了
	 ——穆斯林背景歸主者教會倍增浪潮之謎（下）

工場趣聞 /
「鹹魚」香味

冷知識 /
梗有一個穆斯林喺左近



主題文章

余峻民
本會特約同工

就是這類了
穆 斯 林 背 景 歸 主 者
教 會 倍 增 浪 潮 之 謎 下

1

聯絡資料
	| 九龍中央郵政信箱 74060 號
	| (852)	2753-7170

	| (852)	2771-4771
	| (852)	9530-1196
	| info@frontiers.org.hk

	| www.frontiers.org.hk

1	 	 主題文章 /
	 	 就是這類了
	 	 ——穆斯林背景歸主者
	 	 	 教會倍增浪潮之謎（下）

7			 總幹事手記 /
	 	 反璞歸真的宣教	 	

9	 	 冷知識 /
	 	 梗有一個穆斯林喺左近

12		 本地短宣體驗 2021

14		 工場趣聞 /
	 	 「鹹魚」香味

16		 歸主者見證 /
	 	 被鬼附 ‧ 終得救

目錄

95期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

編者的話

最近看到一個專訪，「中神」新任院
長黃國維牧師表示，在急促轉變的社
會，信徒群體怎樣不被恐懼凌駕於使
命，就是盡力做好每一天，實踐最基
本的信仰表達，已是今天最有力的回
應和準備。筆者十分認同。

不止香港，環顧一些國家如緬甸、阿
富汗，恐懼不安的氛圍正在蔓延，加
上各地疫情持續，也驅使我們重新思
考如何把門徒的本質──盡心愛主、
不停止聚會、愛鄰舍的見證實踐出來。

今期主題續談「建立門徒倍增浪潮」
（Disciple	Making	Movement），
重點是要建立真門徒，藉著神親自引
領以及 DMM 同工的同行勉導，帶領
穆民歸主。

平日逛街吃飯購物，又或在學校職
場，甚至左鄰右里中，總有一個穆斯
林在你附近，或跟你擦身而過，但你
認識他們有多少呢？今期「冷知識」
帶你發掘印巴、印尼及孟加拉穆斯林
來港工作和定居的歷史，將有趣的一
面話你知，不容錯過！

使命宣言

以愛心和尊重，
邀請穆斯林群體跟隨耶穌基督

上期主題文章簡述了「建立門徒倍增浪
潮」（Disciple	Making	Movement，
簡稱DMM）出現的背景及基本觀念，
並把 DMM 與相關門訓觀念比較，今
期延續上期的分享。

屬神的真門徒
大衛 . 博扎牧師（David	Broodryk）
於 2004 年在南非建立了一家教會，
7 年間人數增長至 100 人，但他感到
自己並非在推展神的國，於是決定發
展一些當時自己仍不知是怎樣的事工

模式。雖然獲得教會支持，但教會成
員開始流失，神學院的朋友認為他瘋
了。他與師母陷入抑鬱的狀態，他們
不知道要做甚麼。這一切的轉捩點源
自一個禱告，他們原本已弄不清楚牧
師和師母究竟是甚麼身分，但神助他
們重新認定更重要的身分——屬於神
的。他們隨即開始各地的「植堂之
旅」，其後大衛發展的 DMM 策略和
培訓工作催化了非洲、俄羅斯及歐美
多國、北美和拉丁美洲的歸主浪潮，
影響超過 10 萬人以及 2,000 個機構
和堂會。1

註：
1  Jerry Trousdale & Glenn Sunshine, The Kingdom Unleashed (Biblica, 2021), p.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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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組中進行，並希望是本已有關係

的組員

DMM 同工陪伴和引導這些本已有一
定關係的組員一起成長，組員彼此學
習、鼓勵，而且由家人、朋友組成的
小組亦減少被「間諜」出賣的風險。

4.	和平之子

DMM 十分強調藉上帝引導與物色和
平之子，和平之子引介同工進入社
群，將福音帶給他們的家人、朋友。

5.	DBS

這是實踐 DMM 的核心方法，但小心
不要把 DMM 視為 DBS，否則便有機
會陷入曾金發牧師所提出「看事工比
人重要」的危機。

CPM 的限制
雖然不少見證和研究指出 DMM 具
一定成效，但同時有同工指出與
DMM 關係密切的「植堂倍增浪潮」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簡稱
CPM）可能存在一些問題：2

首先，門訓過程欠缺正統的神學訓
練，尤其是在充斥民間信仰的環境，
容易出現不正統的信仰和行為。

第二，教會的領袖並非接受正統的裝
備，若只強調聖靈在他們生命中的作
為，會流於主觀，令領袖的質素良莠
不齊。表面的順服，也可能導致領袖
只顧滿足數字，而非真正生命的更新。

第三，若把福音簡化為大型佈道、短
宣佈道而忽視深度的門訓，容易令福
音工作流於膚淺，而單單強調日後聖
靈會引導是不足夠的。

最後，CPM強調不斷複製教會，究竟
能維持多少代呢？若干代後，那些教
會會否出現混合主義或異端信仰呢？

對香港教會的啟迪
1.	再思支持海外宣教

按「2019 香港教會普查」，本來
88.2% 的堂會計劃於 2019 年 4 月
至 2020 年 3 月期間舉行短宣，但因

DMM 獨特之處
理論上，DMM 差不多涵蓋「某確類
門徒」的主要原則，例如：強調上一
代領袖影響下一代領袖，身體力行地
指導、勉勵門徒行在神的心意中；重
視人多於事工和計劃；強調信仰的實
踐，幫助門徒面對現實世界的挑戰；
強調親自發現真理、認識上帝，並
藉此改變歸主者的價值觀，成為真誠
地順服上帝的真門徒。或可這樣說，
DMM 要成功，便是要成功建立「某
確類」的真門徒，亦只有這類順服上
帝的門徒才能複製下一代領袖，建立
更多教會，造就更多歸主浪潮。

與「某確類門徒」比較，DMM 主
要是在跨文化宣教的環境中實踐，
加上參考與「培訓培訓者」（簡稱
Training	 for	Trainers，T4T）異同之
處，DMM格外強調幾方面：

1.	禱告、神親自引領

不是表面的禱告，而是真正極之重視
禱告和神的引領。若干成功引領不少
穆民歸主的宣教士分享，他們每天皆
會花一至三個小時禱告；亦有許多宣
教士曾見證，他們在工場茫無頭緒，
不知下一步該如何走下去時，重新透
過禱告，聆聽神的引導而找到方向，
並找到和平之子。

2.	可以在歸主前開始查經

多位宣教士曾告訴筆者，不少穆民歸
主的次序與我們熟悉的情況很不同，
他們會先與宣教士和歸主者一起以
「發現式查經」（Discovery	Bible	
Study，簡稱 DBS）探求真理，查經
一段時間後，才決定接受基督為救主。

註：
2	 https://www.patheos.com/blogs/jacksonwu/2020/10/06/ephesiology-and-the-critique-of-church-
planting-m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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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緣故，許多短宣被迫取消。事實
上，短宣可能曾主導了某些堂會的差
傳事工。

DMM強調委身於一段最少約半年的
DBS 進程，但其實開始 DBS 前，宣
教士已花了一段時間跟服事對象建立
關係。CPM、DMM、T4T 皆強調要放
手讓本土領袖承擔，但這並不代表關
係完結，而是轉變為長遠的師徒關係。

有人認為 DMM 有些潛在問題，例如
歸主者領袖質素參差、能否造就多代
的領袖，但這些問題並不是透過一套
課程就可以解決。在不少創啓地區，
歸主者教育水平低、經濟能力參差，
他們更可能要秘密聚會，日夜面對逼
迫的風險，故要求每位教會領袖接受
全面的神學裝備，簡直是天方夜譚。
因此，同工必須一直與歸主者、本土
領袖同行。同行不是宣教士主導教
會，而是在禱告、提供顧問意見、關
顧等方面一直支持本土領袖。

再者，同行也是攔阻異端出現最有效
的方法，信徒背景參差，單從教義的
角度是很難解決異端問題的，初信者
和貧窮地區的信徒必須有他們願意信

服和跟從的權威，展現和教導何謂正
統的信仰。

此外，DMM 同工本人應是一個靈命
健康的門徒，但同時穆宣同工每每要
面對更大的壓力。疫情促使我們善用
網上科技來溝通，香港堂會今天實在
可進一步參與宣教士關顧和牧養等服
事，從另一角度親身參與宣教。

堂會斷不可只把資源集中在肢體能直
接參與的短宣體驗，卻忽略前方長期
作戰的宣教士的支援和需要。

2.	禱告與神親自引領

不論採用任何福音策略，民間信仰、
領袖質素不佳等向來也在困擾歷代教
會。除了著重宣教士與本土領袖長遠
同行，DMM 格外強調禱告和神親自
引領，也是很好的提醒——學習依靠
上帝解決每個問題。

此外，香港堂會實用主義意識強烈，
DMM 的實踐重點是 DBS，但若堂會
只把焦點放在 DBS，卻忽略 DMM 極
之重視禱告與依靠上帝，最終定然徒
勞無功。

所以不要輕看我們在港的禱告。中國
內地會富能仁宣教士曾成功帶領許多
傈僳人歸主，他的母親與其他肢體在
家鄉長期委身為他禱告，為他的服事
帶來極大的祝福。DMM 看重的不單
是宣教士自己的禱告，而且十分肯定
代禱者的重要性。

至於看重神親自帶領，這或有機會流
於主觀，我們更不能否定軟弱的人
會假借上帝之名騙己騙人。但從另
一角度看，DMM 再次提醒宣教是神
的工作，祂是「宣教的神」（Missio	
Dei）、宣教的主，整個過程應由祂
主導，我們只要學習順服祂的帶領。

3.	本地穆宣服事

我們欣見本地印傭事工已具一定成
效，但南亞穆宣工作卻仍未有明顯的

成果。持續發展南亞事工其中的一個
挑戰，是須以整個家庭為服事單位，
即使子女願意歸主，若父母拒絕，仍
很困難。再者，既有的印傭歸主群體
可以成為初信者極大的支援，但南亞
朋友歸主者人數稀少，支援網絡暫仍
薄弱。曾金發牧師提醒我們今天門訓
事工要從單層次轉變為多層次，除了
藉補習班、社會服務、直接談道等既
有方法，何不也嘗試在本地實踐具香
港特色的 DMM，且一起見證上帝如
何針對不同的福音對象，展現祂各式
各樣的作為。

DMM 重視歸主者親身發現真理，這
進路也頗符合正修讀大專課程的穆
斯林的狀態。在重男輕女的穆斯林世
界，期望一家之主跟從子女或太太一
起「改教」，或接受我等「外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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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璞歸真的宣教
由重新確定你是「某確類」門徒開始

曾金發牧師的著作 A Certain Kind（中
文翻成《某確類》）特別指出，今天
教會要回歸到門徒訓練的基礎：要銳
意於栽培那確信基督、真實跟從主、
遵行主道的門徒。他們是有別於一般
的教徒或信徒，且是屬於「某一類
別」（a certain kind）的人──真正
的門徒。建立真正門徒的挑戰，叫我
們要從根本上重新審閱事工的成敗，
不是因著已有多少個「決志的人」，
而是要看有多少實在「某確類」的門
徒。曾牧師的呼籲猶如晨鐘暮鼓，
叫今日教會及同道回到事工的基本步
──「使⋯⋯作（真）門徒」。

宣教事工要以建立門徒為本
或許現今社會已受到即食文化影響，
凡事要講求快速見效，不少教會及宣
教事工都有趨於急於求成的現象。

筆者就從宣教同工中聽過一個案例。
某個機構招聚了一群短宣隊員，給他
們一些與穆斯林對談的技巧訓練，然
後帶他們到一個穆斯林聚集地區，指
導他們在街頭派單張，並跟穆斯林談
道（甚至作衛道式辯論）。數天密集
街頭佈道後，他們鳴金收兵，隨即返
港。回港後，他們在不同教會分享在
當地佈道的體驗，報告曾與多少個穆

胡樂文

總幹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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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並不容易。引導他們親自發
現真理，應是更有效的出路。

香港得天獨厚，擁有華人世界中極豐
富的神學資源，加上信仰自由，網
上資源豐富，歸主者被民間信仰及受
異端影響的機會亦較低。若有歸主者
在香港信主，他們能有更多機會接受
各式各樣的神學訓練，當日後再回到
本國成為福音大使，不論是否使用
DMM，也可成為當地極大的祝福。

總結
香港已有同工開始推動 DMM，且一
起等候、觀察和見證神的作為，讓我
們以謙卑的心並按神的心意，找到合
適的本地穆宣進路。此外，更願大家
守望這些同工、福音對象及歸主者，
讓他們找到合適香港的 DMM模式。

最後，我們一起高舉禱告的手，願穆
斯林歸主浪潮在香港及各地不斷出
現！



歡迎聯絡我們，分享你的異象和心得

斯林談道、派發了多少單張、有多少
穆斯林即場決志等，而且也分享一些
很叫人興奮的經歷，說到神如何讓他
們「長驅直進」地和穆民談道，看見
福音在穆民中傳開，好不大快人心，
也叫聽者雀躍。同時，大家卻開始懷
疑那些長駐當地又看似無甚「果效」
報告的宣教士：他們在當地待那麼
久，為甚麼卻沒有這樣的成績？他們
的問題在哪裡？

另一方面，長駐當地的宣教同工對此
事的反應卻很截然不同：巴不得這班
人早點離開！原來，當地的伊斯蘭組
織和警察因著這群人積極佈道（有些
「決志者」原來是假裝的，並向有關
部門告發），開始了大力搜捕少數僅
有的歸主者，並審查那些被懷疑在當
地進行「改教」（proselytizing）活
動的宣教同工！這不但對宣教同工造
成不少困擾，也迫使歸主者停止跟宣
教同工相交，接受栽培！ 1

在上期和今期的內容，我們特別介紹
了「建立門徒倍增浪潮」（Disciple 

Making Movement， 簡 稱 DMM） 及
一些相關的理念和詞彙，解釋 DMM

如何在今日穆宣中帶動不少穆民歸

主。只要大家能掌握箇中討論的重
點是「裝備歸主者作順服主道的門
徒」，就不會被當中不少名詞弄得眼
花繚亂了。

求主幫助，不論我們是以哪個取向來
作宣教，都不要急功近利，而是好好
著眼於幫助對象成為主的門徒。謹
記：若能建立一位有生命力、願意遵
行主道的真門徒，福音工作就能生生
不息地延展和繁殖下去。

感恩，靠著神的恩典和宣教士努力的
栽培，我們看見本會有部分工場的歸
主者已開始有代代相傳的服事，進到
自養自傳的階段了。我們深盼每一位
宣教士都能致力於使人作主的門徒，
更是那「某確類」的門徒。

捫心自問，當我們使人作主門徒的時
候，自己又是怎樣作主的門徒？是否
就是那「某確類」？

註：
1	 筆者分享這個案例，目的不是說派單張和
街頭佈道沒有作用，而是指出在創啟地區
及穆民當中，長期宣教士的目標是要「使
人作主門徒」，這目標是不能以短打強攻
方式就可達到。

「梗有一間喺左近」是某連鎖式便利店的廣告口號，這家便利店至今仍影響我
們的生活。筆者無意賣廣告，不過今天想談及的話題是：「梗有一個穆斯林喺
左近。」我們先看看香港少數族裔人口的簡單統計。

梗有一個
穆斯林喺左近

朱民謙
本會事工幹事

註：
1	 2001 年人口普查 - 主要統計表（人口及社會）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
product/D5210101/att/D5210101C2001XXXXC.xlsx

2			2011 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2，頁 28。
3		同注 2，頁 42。

表一：香港少數族裔人口統計 1,2

2001 2006 2011 2016
印度人 18,543 20,444 28,616 36,462

巴基斯坦人 11,017 11,111 18,042 18,094

印尼人 50,494 87,840 133,377 153,299

菲律賓人 142,556 112,453 133,018 184,081

年份
種族

表二：2016 年香港少數族裔的年齡組別 3

<15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 總計
印度人 6,064 3,758 9,071 8,640 4,346 1,725 2,858 36,462

巴基斯坦人 5,327 3,483 2,700 3,852 1,538 561 633 18,094

印尼人 304 7,275 69,031 64,634 9,695 921 1,439 153,299

其他南亞裔人士
(例如孟加拉人 )

484 279 1,453 1,413 467 369 382 4,847

總人數： 212,702

年份
種族

* 紅色字為該族裔中，人數最多的三個年齡組別

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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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穆斯林
1842 年英國殖民香港初期，來自現
今印度、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以珠寶
商人、英軍和海員身分來港。根據
1844 年 10 月 25 日行政局會議記
錄，一些穆斯林商人和軍人向港英政
府申請建造清真寺，港英政府於是
在 1850 年 12 月批出 46,860 平方
呎土地，讓他們建造香港第一座清真
寺——些利街清真寺。基於此歷史條
件，直到二十世紀中期，許多南亞
裔船員和軍人來港工作和定居，沒甚
麼繁瑣限制。特別在七、八十年代開
始，隨著香港工廠業發展變得蓬勃，
工作機會越多，更多南亞裔人士便選
擇移居香港，落地生根。4

筆者認識一些在港穆斯林，有的完全
不懂廣東話（第一代）、有的懂一點
（第二代）、有的講廣東話比我還流
利（第三、四、五代），他們的信仰
表達也略有不同。若你身邊有印度或
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朋友，不妨查證一
下，他們是哪一代香港人。

印尼穆斯林
1978 年中國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港
商成了中國最大的投資者群。大量商
家紛紛到內地設廠，導致香港人力資
源短缺，不少原為家庭主婦的女性投
身於勞動市場，使不少家庭須聘用外
傭照顧小孩和做家務，因此對外傭的
需求大增。

1990 年代，印尼政府仿效菲律賓
1978 年修改勞動法，開始以海外工
作的印尼人形式向外輸出印尼勞工。

從表一可見，二十年間來港工作的印
尼人數增加了 10 萬。若你家有印傭
姐姐，她能透過你看到耶穌基督嗎？

冷知識

孟加拉穆斯林
孟加拉國成立初期面臨許多困難：
1974 年饑荒、1975 年時任總理拉
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遭
政變軍人暗殺身亡，人民面對長期政
治和經濟動盪，加上全球以塑膠取代
黃麻作為包裝材料，導致孟加拉其中
一種很重要的經濟農作物——黃麻滯
銷。這些因素引發了 1980 年代孟加
拉的經濟移民潮，他們來港為商品尋
找買家、創造商機，因而成為了香港
的一分子。5

表二顯示，其他南亞裔人士約有
5,000 人，那就是說居港的孟加拉人

不多於 5,000 人。筆者想起一條新
聞，一個名叫 Barbie（全名 Bakar	
Fariha	Salma	Deiya）的孟加拉裔女
學生，就讀於香港城市大學，懂得六
種語言，她積極融入香港生活，參與
政治工作，希望幫助香港少數族裔融
入香港。6

總結
香港商機處處，曾被稱為福地，至今
筆者仍深信香港是一塊福地，因為梗
有一個穆斯林喺你左近：家中印傭、
同班同學、辦公室同事、外賣食物的
送餐員⋯⋯一個個做見證的機會，你
今日做咗未？

10 11

註：
4	 南亞裔人士在葵涌生活歷史，http://www.
kungyungkoon.org/tr/HistoryPage.asp

5		 馬克．奧尼爾、安妮瑪莉．埃文斯著，陳
曼欣譯，《香港的顏色──南亞裔》，三
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

6	【少數族裔的少數】孟加拉裔少女邊讀大
學、邊任立會議助，https://www.hk01.
com/ 社區專題 /270927/



整理：編輯室

本 地 短 宣 體 驗 2021

參與社會服務，接觸南亞孩童

主同工，才看見非華裔群體在我們社
區中不只是多，而且已經很稠密。例
如我們到某區的商場觀察，雖然這個
商場不大，但兩層差不多所有店舖都
有非華裔群體在內，而區內也有很多
非華裔人士在街邊做小買賣。

此外，過程中經歷神的愛、神的主
權、神的供應。我們共有 13 人，來
自不同的教會，年齡、背景和身分都
有差異，卻體會到團體合作的重要。
感恩恩典夠用，弟兄姊妹彼此扶持，
每天所經歴的，儘管出現難題，但恩
典真是夠用。

── Lamson

今年全球疫情持續，人與人之間為減
低感染而保持距離，但是關係會否變
得冷淡而疏離？香港的少數族裔越來
越多是穆斯林，我們當下可以怎樣接
觸鄰舍，繼續燃點弟兄姊妹對穆斯林
的愛心？

我們今年 7 月舉辦了本地短宣體驗，
讓參加者透過城市歷奇、社會服務、
探訪清真寺等，接觸穆斯林，也有培
訓及營會，加深認識伊斯蘭信仰。以
下是一些學員的感想：

短宣中經歷神的工作，神正是默默地
不停作工。我們是接受神的邀請，與

活動擴闊了我的關注，原來身邊有很
多穆斯林，可透過多觀察、多祝福禱
告來開始關心他們的福音需要。而
且，香港的穆斯林婦女及孩童在適應
方面一直存在困難，盼日後有服事他
們的機會（做朋友、探訪、補習等）。

我體會到倚靠聖靈行事之重要，從而
得著勇氣、力量、敏銳及智慧去突破
自身的限制。感謝神！

整體活動安排都理想，認知上和體驗
上兩者兼備！希望第一天的歷奇活動
有多些時間去觀察。

──	布布

穆斯林對我來說並不陌生，但對很多
人來說是敬而遠之，他們心中像有一
道牆被阻隔。在這次體驗中，神好像
在牆上開了一道門，讓大家走進大街
小巷，嘗試去接觸他們。我很開心，
弟兄姊妹沒有害怕，這次體驗打破大
家對他們的誤解。

──	花花

感恩有機會與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共
度了五天的本地穆宣體驗，當中的課
堂學習和外展接觸本地的穆斯林群
體，都深化了我對他們的生活、文化
和宗教習俗的認識；特別是對穆民的
喪葬禮儀了解更多。更感恩有一位穆
斯林背景的歸主姊妹，她的見證分享
使我更確定自己在參與穆宣中的使命
和崗位。

求主基督耶穌的名在香港穆斯林群體
中被傳頌，基督的愛解除撒但的捆

綁，拯救穆斯林的靈魂。阿們！
── 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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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對象不像南方人，生活於潮濕炎
熱的天氣，習以為常地每天洗澡，西
北地區的人卻不會這樣；在冬天他們
幾乎不怎麼洗澡，一兩個星期洗一趟
已經很不錯，衣服鞋襪自然也不會更
換！反過來看，當他們知道我們一年
到尾，每天都洗澡，就會不約而同發
出驚訝和難以置信的表情，心裡想怎
麼你們的皮沒掉呢！

終於上得山多終遇虎，我們碰到教訓
啦，簡直畢生難忘！由於我們的家在
大學區，一些大學生偶而會來作客，
大多是一個，最多兩個學生同來，所
以以下發生的事情並不嚴重。這次，
四個同系、同班的男生聯袂要來我
們家作客，其中一人還帶了女朋友前
來。我們當然高興，熱誠款待他們！

每個人的習慣、標準、喜好都是一點
一滴累積而成，大部分受原生家庭及
父母的影響，其餘則由於環境因素而
形成。

小明先生和小明太太都是愛乾淨而整
潔之人，甚至比一般水準要求還稍
高，有點潔癖！絕大部分香港人回家
都會脫鞋再換上居家拖鞋，我們也不
例外，這是很自然而然的習慣，完全
不須思考。到了工場後，由於要融入
當地文化，一些飲食、生活習慣與節
奏等，都作出相應調節，務求被人
認同和接納。儘管如此，一些很細微
的習慣已經根深柢固，被視為理所當
然、自然不過的事。我們也察覺不出
有任何冒犯或不妥之處，更理直氣壯
地要求客人入屋脫鞋，換上我們專為
客人預備的「拖鞋」！要知道我們服

自找的，怨不得人
小明太太忙著預備晚餐，而小明則構
思一下晚飯後的活動安排。當天天氣
比較冷，下了一整天毛毛雨，他們都
沒有打傘，衣服鞋襪都沾上雨水，特
別是鞋子，明顯是濕漉漉的。小明太
太趕緊拿出拖鞋給他們換上，穿著濕
的鞋襪挺不舒服。沒想到他們幾個不
約而同面有難色；在猶疑之際，小明
太太馬上勸說：「不用客氣，拖鞋穿
髒了，我們會洗乾淨的。」鼓勵他們
都快快換上，不用在意。當他們紛紛
把鞋脫掉，小明太太愣住了，怎麼一
陣濃郁的鹹魚味撲面而來？目光一
瞥，發現是從學生們的腳散發出來的
啊！頓時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自
找的、自找的，怨不得人！小明太太
馬上打眼色給小明開點窗。

當晚的「鹹魚味」對學生們絲毫不受
影響，可能習以為常了，他們吃得開
心、玩得暢快，盡興而回。可憐我倆
在天寒地凍下，把全屋窗戶大開，鹹
魚味卻仍揮之不去，奈何！午夜時
分，當我們臥在床上，一股「鹹魚
味」仍縈繞不散！

經此一役，你猜想我們還會要求當地
朋友入屋脫鞋嗎？若只是作客一會，
吃飯而已，我們都不會有這要求了，
但若是住宿，一般他們都會自動脫
鞋，然後洗澡洗
頭，這是他們好
幾個星期以來都
沒法做的事，並
會樂在其中。當
然，我們免不了

要善後收拾。

「鹹魚」
香味
小明夫婦

本會東亞區宣教士

工場趣		聞

動漫及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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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鬼附‧終得救

保羅是東家村 1 裡的穆斯林，二十多
年來他一直受到邪靈搞擾，嘗試找許
多民間治療師以及清真寺裡多位阿訇
（教長）幫助，甚至向巫師求診治
病，但都徒勞無功，擺脫不了邪靈的
搞擾。

數年前，邪靈入侵更為厲害，使他精
神狀況開始出現問題，常常自言自
語，有別於常人的舉動。有一次，他
更脫去衣服在街上亂跑亂撞，大哭大
鬧，五、六個大漢也不能制伏他，即
使被穆民認為有醫治能力的教長來幫
助他，情況並沒有改善。

他開始意識到從前眾多的治療師都是
使用「黑巫術」來治療他，令他情況
不但反覆無常，而且更糟糕，心靈變
得更沮喪。

這天下著大雪，保羅的太太致電給我，
說保羅已有兩個多星期沒出門，將自
己困在房間內，躲在被窩裡，甚至不
思飲食、不去廁所，任何人也不想見，
希望我能抽空去探望他，為他治病。

我剛進門，就看見保羅在被窩裡露出
通紅的眼睛，面帶殺氣，對我說：「我
與妳何干？請不要打擾我，妳快遠離
我。」還打手勢叫我遠離他。我察覺
到鬼影幢幢，心知不妙，便抓緊機會
為他禱告，奉耶穌的名重複宣告，且
吩咐眾鬼統統從保羅身上出來。我看
見關了窗的密室裡，窗簾突然搖晃，
眾鬼聽命出來離開保羅了。保羅說他
的眼睛立時明亮，殺氣從他的臉上也消
失了，心裡的沉重與壓迫感也沒有了。

鄰居好友嘖嘖稱奇
這天保羅認真的聽了整全的福音，在
主耶穌面前決志成為新葡。保羅心裡
從前的不平安、恐懼、焦慮、鬱悶都
大大改善，也沒再被鬼附，變得積極
起來，幫助太太處理農務和家中事
情，甚至找到工作幫補家計。

保羅得醫治後，舉止正常，讓村民、
鄰居和好友都嘖嘖稱奇，吸引了村內
外眾人的注意，而他的好友更跟他一
起來接受針灸和祝福，一起看「耶穌

乘風太太
本會中亞區宣教士

歸主者見證

註：
1.	 為保護工場及宣教同工，差會以「東家
村」為該地區名字。

傳」、祈禱和讀經，甚至幫助我斬柴
和清理雜物。

有一天早上，來接受針灸的病人特別
多，我實在應接不暇，為保羅和他的
好友針灸完畢，只能簡短禱告，但他
們待在我家裡不願離去，直到日落西
斜，我稍為清閒些，再要求我為他們
再次祝福禱告，為的是要帶著耶穌的
祝福和平安回家。

保羅的生命改變影響了好友，家人看
到也甚喜悅，沒有反對他信主的決
定。保羅同意在他太太和女兒的手機
下載「耶穌傳」及當地語言版本的
聖經，好讓他們能隨時得到聖言的幫
助。

最後，將榮耀頌讚歸給拯救我們脫離
罪惡、賜新生命給我們、又真又活的
耶穌基督─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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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成為服事穆民義工！
查詢：劉傳道 2753 7170
        （WhatsApp 9530 1196）

義工招募

本會正與社福機構合作，

            提供服事穆民機
會

 
目標

透過長期委身服事，分享主愛，讓穆民認識主耶穌

服務性質／要求
 南亞學童功輔及補習班
 語文班導師
 難民或基層家庭探訪服務
 按服務性質委身最少半年至三年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