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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很多基督教會都意識到伊斯蘭的影響
越來越大，單看歐洲一些宏偉的教堂
漸趨沒落，不再是敬拜聚會的場所，
而且預測穆斯林新生兒人數在 2035
年以前，便會超越基督徒嬰兒數目。
（參本刊第 12 頁）我們若不積極傳福
音（尤其是向穆斯林），面對嚴峻的
形勢，怎不叫人心寒？

2018 年，在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印
尼，就展開一個名為「伊斯蘭的宗教
覺醒運動」，當地很多年輕的穆斯林
都參加，並有裡裡外外的轉變，成為
「重生的穆斯林」。捫心自問，我們
有沒有時常被聖靈觸摸，「心意更新
而變化」？（羅十二 2）有沒有為這
場屬靈爭戰而覺醒，加快腳步去搶救
靈魂？

今期「冷知識」介紹一些較為陌生的
伊斯蘭節期，配合本會印製的 2022
年曆卡，鼓勵大家認識大大小小的伊
斯蘭節期之餘，也關心身邊的穆斯林，
進一步為他們禱告。

使命宣言

以愛心和尊重，
邀請穆斯林群體跟隨耶穌基督 Hijrah 源於阿拉伯語ههه，原意是「出走」、「離開」。後來特

指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帶同信眾遷移到麥地那這件事。1 由於這是
伊斯蘭歷史上的關鍵事件，所以這年被定為伊斯蘭曆的元年，而伊
斯蘭曆又稱為希吉拉曆（Hijri	calendar）。

註：
1	 		穆罕默德因為在麥加受到貴族的迫害，於公元 622 年帶同信眾離開當地，遷移到麥地那。

Hij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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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和心理轉化之旅
2019 年，一個獨立研究機構（IDN	
Research	Institute，以下簡稱 IDN）
在印尼訪問了 2,190 個屬千禧一代
的青年。調查發現，72.8% 的受訪
者表示他們目前正在進行 Hijrah。
內在和外在的變化往往體現在這些
參與 Hijrah 的人身上。首先看見的
是他們服裝和外表的變化（例如仿
效傳教士留鬍鬚），然後是行為、
生活方式和社交互動等其他轉變。
這種轉變或是漸進的，或是突然的，
這取決於個人以及他們所追隨的學
者 / 傳教士的教導。

當問及受訪者甚麼是 Hijrah 時，「改
變」被提及了 652 次，而「進入」
被提到了 796 次。提到最多的是「更
好」，有 2,000 多次。因此，IDN 將
所有提及最多的詞語結合起來，基於
千禧一代的 Hijrah 定義，會是「進入
改變使自己更好」。72.8% 的受訪者
正在進行 Hijrah 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想
「把自己變成更好的人」，因為這個
原因被提及了 599 次。「願意親近真
主」被提及了 289 次，是第二大的原
因。這與他們對 Hijrah 的定義一致。

那麼，是甚麼讓許多年輕人決定進行
Hijrah 呢？印度尼西亞大學的社會心
理學家 Mirra	Noor	Mila 說：「20 多
歲的年輕人傾向於尋求『正確』的身
分來追隨，而且 Hijrah 正在大規模傳
播，因此被視為『正確』的東西。年
輕人會追隨任何正在變得一致／順從
的事物，只因為它給了他們一種安全
感、確定性，以及『我正在把自己轉
化成正確的東西』的感覺。」

改變社交媒體和消費行為
IDN 詢問受訪者，人們哪些行為表明
他們在進行 Hijrah。首四位的主要行
為分別是：外表上的轉變（例如穿著
宗教服飾及仿效傳教士留鬍鬚）；追
隨社交媒體的宗教內容；參與宗教論
壇；只購買清真認證的食品。大多數
受訪者都同意，一些 Hijrah 行為主要
是關於他們每天生活方式的轉變。從
這些可識別的行為中，發現正在進行
Hijrah 的人會改變他們的社交媒體行
為以及日常消費的方式。

IDN 向正在進行 Hijrah 的人詢問了他
們決定做這件事後的經歷，「更多」
被提及了933次，「寧靜」或「平靜」

早在 2018 年，一個名為「Gerakan	
Hijrah」（Hijrah	Movement， 或 可
音譯為「希吉拉運動」，以下簡稱
Hijrah）的宗教運動就在印尼展開。
這場「伊斯蘭的宗教覺醒運動」（筆
者意譯）足以影響這個全球最多穆斯
林的國家如何看待和實踐伊斯蘭教
義。Hijrah 主要由演藝名人、知名的
網紅和新一代伊斯蘭學者 / 傳教士帶
頭，在印尼的年輕一代中受到關注。
這群年輕人口對於在這個全球最大的
群島國家傳播宗教信息起了關鍵作
用，不僅因為他們佔了印尼人口很大
的部分，還因為他們非常熱衷於各個
社交媒體。

Hijrah 針對年輕穆斯林（但不限於青
年人），有些甚至直接稱為「Gerakan	
Pemuda	Hijrah」（希吉拉青年運
動）。這場運動提倡穆斯林要放棄被

視為非伊斯蘭的生活方式，回歸古蘭
經及聖訓的教導，追求來自內心的真
誠皈依，以至從行為及衣著上表現出
來。而且他們稱這種轉變為「重生的
穆斯林」（Born-again	Muslim），
這構成了 Hijrah 的一個重要部分。

隨著一些印尼的演員和名人透過社
交媒體積極宣傳他們的 Hijrah 活動
後，Hijrah 開始成為一種趨勢，這更
不用說有不少新興的知名傳教士在
Instagram 有過百萬甚至過千萬的追
隨者。雖然 Hijrah 是提倡個人行為
的轉變，但它已擴大成為一個說服其
他穆斯林一同參與的社會運動，因為
線上線下都出現不同的 Hijrah 論壇，
在社會裡傳播 Hijrah 意識。當中亦
有專門網站（例如 hijrahfest.com）
每年舉辦各種活動，用以推廣和深化
Hijrah 意識。

Hijrah

推廣 Hijrah 的專門網站

希吉拉青年運動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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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及了 728 次。這意味著 Hijrah
與人的感受有密切的關係，它主要影
響了人的情緒健康。那麼，甚麼樣的
人在進行 Hijrah 呢？大多數受訪者
認為他們通常具有這些特徵：腳踏實
地（23%）、 勵 志（18%）、 聰 明
（15%）、家庭為本（14%）、冷靜
（9%）和喜歡探索事物（9%）。

Mirra 對此解釋說：「在尋求身分的
階段，對某人來說可能會有壓力，因
為過程中會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和選
擇。這就是為甚麼宗教和 Hijrah 運動

為那些尋求身分認同的人真的帶來安
全感，因為它正在成為他們堅持的東
西。」

降低社會包容度
隨著 Hijrah 的興起，印尼社會可能面
臨哪些挑戰？有20%的受訪者表示，
傳播有關 Hijrah 的惡作劇（Hoax）
可能是印尼必須面對的挑戰之一。
18% 的受訪者表示，Hijrah 有時被視
為一種分離主義運動，17% 的受訪者
認為 Hijrah 會導致激進主義運動，可
能是降低社會包容度的一個原因。

當有人非常確定他們的信仰是社會所
有信仰中最可接受和最正確的時候，
如果有人排斥你是因為你不跟從他們
做他們認為最正確的事情（縱然大家
屬同一個宗教），那麼這就會對多種
族、多語言和多宗教的印尼社會造成
潛在的傷害。儘管 Hijrah 被視為是
積極的事情，但如果跟從的人強迫其
他人做同樣的事情，危害可能已經浮
現了。

印尼的千禧世代加 Z 世代的人口約佔
總人口 58%。以印尼總人口 2.7 億計
算，這兩個世代的人口約有 1.57 億。
如果只計算 18-40 歲的青年，也約
有 1 億。以總人口 87% 為穆斯林計
算，18-40 歲的穆斯林約為 8,700
萬。這種針對印尼青年的宣教及動員
宣教的策略，廣泛地起了傳承和啟導
的作用，為當下奉行世俗伊斯蘭路線
的印尼注入了新的宗教氛圍。Hijrah

跟過往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相比（如瓦
哈比運動、穆斯林兄弟會運動等），
其手段不再是使用硬性訊息，給人保
守、極端、命令式的印象，而是更切
合當代年輕穆斯林的口味——新派、
有活力、多媒體宣傳、軟性訊息、起
鼓勵作用、潮流網紅 / 名人效應……
但實際上，Hijrah 和其他伊斯蘭復興
運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旨在復
興伊斯蘭精神文明和生活方式。雖然
沒有人能具體確實地講出這個運動是
何時開始、如何開始、為甚麼會開
始，但當穆斯林社會開始世俗化、宗
教道德開始淪喪、信徒生活又消極腐
敗時，伊斯蘭周而復始的宗教復興運
動就會常常出現，而且發酵。目的是
要穆斯林群體遵循古蘭經和聖訓的
教導，堅持過「正統」的伊斯蘭式生
活。或者簡而言之，就是推崇實行伊
斯蘭教法。

Hij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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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medium.com/idn-research-institute/hijrah-the-pursuit-of-identity-for-millennials-
7de449d86ed0

教會如何面對？
正如上文提到，Hijrah 不只是一個宗
教覺醒運動，也更似是一場宣教運
動。伊斯蘭在印尼雖非國教，但它卻
滲透在印尼各個社會及政治層面，甚
至是經濟和軍事。其他宗教都處於弱
勢，沒有話語權。媒體上的伊斯蘭每
每都是強勢的。反之，教會在媒體出
現時，往往受到逼迫，強勢的伊斯蘭
與弱勢的教會對比強烈。Hijrah 以一
種潮流和帶著軟性訊息滲進青年的生
活圈子。進行 Hijrah 的穆斯林的行為
是公開的，所以並非只有穆斯林才看
見。他們的身分認同感，從內在到外

這個名為 Hijrah 的伊斯蘭的宗教覺
醒運動總會過去，因為另一個叫甚麼
甚麼的已排在它的後面。印尼教會終
日屹立在強勢且越加保守和極端的伊
斯蘭勢力之中，自不然已有一種「生
存之道」。反觀香港的教會，面對本
地穆斯林人口的增長和各個伊斯蘭團
體的滲透，可以如何預備好去抵擋這
場屬靈的爭戰呢？縱然沒有跡象顯示

Hijrah 的出現為在港的印尼穆斯林帶
來甚麼衝擊，但他們在暗地裡醞釀的
復興運動，並不是我們局外人能清楚
看見的。各大專院校的穆斯林團契、
街上的宣教活動（Dawah），更甚
是過往有傳媒報導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在本港印傭圈子招攬成員。如
此種種，都催迫我們起來回應，不容
麻木。

在，都與處於弱勢的年輕基督徒產生
強烈的對比。在網絡搜尋，都找不到
這場運動與基督信仰有任何直接的關
係。但如果一位處於弱勢的年輕基督
徒從社交媒體接收到 Hijrah 的訊息，
甚至看到不少在進行 Hijrah 的人的轉
變，試問他會否對自己的基督徒身分
產生疑問，甚至懷疑自己的信仰？如
果 Mirra 所說是正確的：「20 多歲
的年輕人傾向於尋求『正確』的身分
來追隨……」那麼教會可以如何幫助
年輕的信徒站立得穩，從內至外活出
基督的樣式，確立自己是神的兒女、
和平的使者，以及救恩的見證人呢？

Hijrah

疫情中，穆斯林不忘在街上宣教



總幹事的話

讓我們基督青年都起來！ 胡樂文

在印尼啓動的伊斯蘭宗教覺醒運動
（Hijrah	Movement）正漸漸影響整
個印尼社會，已有不少個案顯示，就
算是穆斯林，若只是以「中庸」方式
來過穆斯林生活，都會被一些覺醒運
動推行者警告，甚或「對付」。1

從種種跡象顯示，這不是一場單純的
宗教覺醒運動，而是一場具策略性的
運動，要把印尼返回伊斯蘭原教主義
的社會。我們可以從當地不少伊斯蘭
媒體中獲得有關這個運動的目標進程
或時間表（Hijrah	Clock）：

如何建立並做好青少年事工？筆者不
敢自詡有何靈丹妙藥，只願意在這裡
綜合幾方面的意見，鋪陳出來和大家
一起思考：

1.	 跟 年 輕 人 建 立 活 生 生 的 門 徒 關

係：今日年輕人很盼望能與那些
有血有肉、不是高言大智「大談」
信仰委身的人一起，他們很想能
和那些在信仰上都有著同樣掙扎
的人交流，透過他們的實際經驗
來得著啓迪和幫助。

2.	 重視年輕人在社交媒體的分享：
對年輕人在社交媒體的分享，無
論是意見或批評，我們都能給予
尊重和回應，讓他們感覺到自己
受到別人重視。我們可適時地回
應他們在媒體中提出的問題或意
見，又或把他們一些有建設性的
意見 /說話轉發，讓大家都知道。

3.	 給年輕人機會直接承擔責任：人
人都盼能被尊重，不要以為青少
年就可不理，他們亦須感到受人
尊重和器重，也渴望有直接承擔
責任的機會。我們應盡量讓他們

如下圖所示，運動的終極目標是在印
尼建立以伊斯蘭法（Sharia	Law）
管轄的地區，而現時運動「似乎」2

已滲透至政府及各個重要機構。

綜觀全球年輕人的狀況，因著世俗化
及後現代主義的蠶食，特別是在資訊
媒體發達的地區，他們在各個宗教信
仰上的投入和委身程度已大大減弱，
尤以基督教為甚。3

面對今日青少年的事工，你有何可以
貢獻的地方？

能有所發揮、各展所長：讓有攝
影恩賜的當攝影、有媒體設計恩
賜的負責設計等，這都讓他們感
到被需要、被用得著。按筆者動
員年輕人的經驗，多次招募義工
的宣傳，都不及直接個人邀請那
麼有效。

4.	 讓年輕人建立團隊並發揮自己的

社交平台：年輕人很盼望能有自
己身分的歸屬；團隊正正提供他
們一個這樣的機會，讓他們有自
己的工作團隊，一起事奉和發揮
夢想。他們抗拒傳統的、定於一
尊的強人領導，但卻很希望能
有所貢獻，讓他們建立並擁有
（own）自己的團隊，可以自由
地發揮恩賜，不用太顧忌。

2022 年是香港前線差會成立 25 周
年的日子，我們深盼在青年穆宣上能
做點功夫，讓我們的基督青年都起
來，承擔穆宣使命。

我們已走訪不少同道，徵詢意見，有
關工作仍在籌備。若你有任何意見，
歡迎提出。謝謝你的同行。	

註：
1	 Hijrah:	A	threat	to	state	unity?	-	Strategic	Review	(sgpp.ac.id)：https://sr.sgpp.ac.id/post/hijrah-

a-threat-to-state-unity
2	 有「似乎」一詞，是因為不少伊斯蘭媒體的內容都有不少「水分」，叫人對其真確性存疑。
3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3314490_Keeping_or_Losing_Faith_Comparing_

Religion_across_Majority_and_Minority_Youth_in_Europe

伊斯蘭覺醒時鐘
建立
伊斯蘭法 起始；

以開放及民主的
社會為目標

開始大量移民

謀劃
自己的領土

滲入
政府及機構

發動
零星的襲擊鎮壓

言論自由

增加襲擊

誘發內戰

迫使政府垮台，
	服務（系統）
			支撐不住

我們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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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知識

登霄節
登霄節為伊斯蘭曆每年 7 月 27 日，
「登霄」是阿拉伯語「米爾拉吉」的
意譯，原意是「階梯」。穆斯林相信
穆罕默德於 52 歲時在這一晚夜行登
霄，乘天馬從麥加到耶路撒冷，遊到
第七層時遇見天堂和地獄，並在期間
請求他們的神安拉由一天五十次禮拜
的要求減至五次，這成為穆斯林每天
五次禮拜的由來。

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在這天有
不尋常的屬靈經歷，並祈求以
恆常的拜功來換取安拉的喜悅。
願聖靈的大能向穆斯林顯明，
在神和人中間，只有道成肉身
的耶穌基督是唯一的中保，人
不能靠著律法在上帝面前稱義。
（提前二 5；加三 11）

禱
告

阿拉法特日
阿拉法特日為朝覲月（伊曆九月）的
第 9 天。朝覲儀式由該月第 8 天開
始，因此阿拉法特日是麥加朝覲的第
2 天。穆斯林學者表示，這天是伊斯
蘭達至完美的一天，朝覲者必須在阿
拉法特山（Mount	Arafat）停留，全
天在附近站立或坐著進行禮拜，祈
求安拉的寬恕，他們的朝覲才算為有
效。對於居家的穆民來說，也是非常
重要的一天，是封齋和懺悔最好的日
子。

•	求主憐憫在這天刻苦尋求赦
罪的穆斯林，願主的恩惠臨
到他們，讓他們明白得救不
在乎立功之法，乃在乎信主
之法。（羅三 27）

•	穆斯林嘗試以己力與黑暗權
勢角力，在朝覲禮儀中撿拾
碎石用來擊打魔鬼。求主攻
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
謀、各樣攔阻穆斯林認識神
的自高之事攻破，並且將人
的心意奪回，使他們都順服
基督。（林後十 4-5）

禱
告

朝覲的第二天，阿拉法特山佈滿了
朝覲者

節期不單是公眾假期──「打工仔」
享受 staycation（宅度假）的悠閒
日，也是基督徒與穆斯林朋友傾談信
仰重要的切入點。不同宗教信仰的
人，在現代一起慶祝宗教節慶並不罕
見。敘利亞的基督徒與穆斯林在伊斯
蘭教節日之前一起裝飾房屋；塞內加
爾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共享彼此的宗教
節日。1 有本地的宣教士提及，好客
的穆斯林朋友往往邀請他們一起在家
歡慶，因而幫助建立關係，成就了他
們分享見證的好時機。今年本會出版

認識伊斯蘭節期，同心來禱告
霍靜雯

本會事工主任

節慶日期
節期 2 西曆（2022） 伊曆
登霄節 2月 28 日 7月 27 日

阿拉法特日 7月 8日 12 月 9日

希吉拉（伊曆元旦） 7月 30 日 1月 1日

聖紀節 10 月 8日或 13 日 3月 12 日或 17 日

的年曆卡標示了伊斯蘭節期，鼓勵弟
兄姊妹更了解各個節期的意義，並關
注身邊的穆斯林，深入為伊斯蘭世界
禱告。

那麼，伊斯蘭有甚麼節期？開齋節、
宰牲節是穆斯林的兩大節期，如華人
慶祝農曆新年般隆重，而伊斯蘭節期
的根源，每每反映其歷史、文化與信
仰特色。以下向大家介紹四個較不熟
悉的節期，其餘資料
可參考右方的二維碼
連結。

註：
1	 伊斯蘭教節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6%AF%E8%98%AD%E6

%95%99%E7%AF%80%E6%97%A5
2	 不同國家計算新月與朔月的方法，或會使曆法有數天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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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教 士 分 享

在工場環境使然下，我終於突破身體
軟弱的限制，勇敢地接種了第一針疫
苗。那天下午，我來到接種中心，看
見一群在鐵閘外久候的本地人，與閘
內的工作人員發生言語衝突，雖然我
不知原因，但猜算是跟群眾久候有關
吧！我到外面買了一張申請接種疫苗
的表格，然後打算離開，下次大清早
再來輪候吧！然而上帝改變了我的心
意，我在附近的商場填表後，調頭回
到接種中心，可是鐵閘外仍有一大群
繼續怒吼的民眾。因為大閘還關著，
我只好選擇坐在遠離人群一點的小賣
部，又或在沒有人的活動室安靜等候。

看著一個個在不同角落等候的面孔，
我只能和他們一同呆等，但其實不知
道自己在等甚麼，也不知道如何找到
工作人員，遞交手上的申請表。我一
片茫然，感恩我問了一對會說一點英
語的情侶，他們雖然指點我關於交
表的步驟，可是已經下午兩時半，鐵
閘仍關著，群眾繼續和閘內的職員
對峙，我和較安靜等候的市民非常無
奈！終於大閘開了，卻不是分先後次
序，也沒有輪候的籌號，據悉是要等
候職員叫名。

沒有公平的接種疫苗記 Oasis
本會北非宣教士希吉拉（伊曆元旦）

伊斯蘭曆在阿拉伯語中稱為希吉拉
（Hijirah），是陰曆的一種，是穆斯
林通用的曆法。部分國家和地區將伊
曆元旦定為法定節假日，該日一般沒
有特定的紀念儀式，重要性比宰牲節
和開齋節較低。

公元 622 年穆罕默德率領信徒自麥
加遷徙至麥地那，第二任哈里發歐麥
爾制定伊斯蘭曆法時，以「希吉拉」
（遷徙之意）之年為紀元元年，並將
其命名為「希吉拉曆」。

今天是全球穆斯林通用曆法的
元旦日。全球的穆斯林人口增長
快速，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預計，穆斯
林新生兒人數在 2035 年以前將
會超過基督徒嬰兒數目，並在
數十年後躍升為全球信仰人口
最多的宗教。3 求主興起更多基
督徒，向穆斯林鄰舍作美好的
見證，也為全球福音未及穆斯
林族群歸主禱告。

禱
告

聖紀節
聖紀節是穆斯林紀念穆罕默德誕辰和
逝世的日子，與開齋節、宰牲節並稱
為伊期蘭三大節日。遜尼派和什葉派
紀念聖紀節的日期有所不同：遜尼派
的聖紀節是伊斯蘭曆 3 月 12 日，什
葉派則是 3 月 17 日。穆斯林這天會
舉行紀念活動，到清真寺誦經祈禱，
教長向會眾講述伊斯蘭歷史和穆罕默
德的事蹟。

為全球基督徒禱告，求主賜我
們勇氣，向穆斯林鄰舍分享耶
穌基督的事蹟，願聖靈感動穆
斯林接受耶穌是真正叫他們生
命得贖的那位。	

禱
告

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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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請參考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報告：www.pewforum.

org/2017/04/05/the-changing-global-religious-landscape/pf_17-04-05_
projectionsupdate_muslimchristianbabies310px/



宣 教 士 分 享

不久，中心突然宣佈所有學生可優先
接種，因此就算大清早來的也要繼續
等待。後來我得到那對情侶幫助，幾
經艱辛才擠進被學生佔據的「木人
巷」，把表格交給醫護人員後，於是
走到閘外繼續等候叫名。當我輕鬆地
等待時，想過放棄，因為實在等得太
久了，真的有點後悔交了表格，但是
上帝改變了我的意念，鼓勵我享受眼
前這個好像退修一般的青年中心。

激動‧謾罵‧起哄
等呀等，等到黃昏，我轉到大堂等
候，偶然聽到從「木人巷」那邊傳來
女人的謾罵聲。原來有些婦女怒罵房
間內的醫護人員，有一個更激動地
用神的名聲嘶力竭地謾罵他們工作很
慢。後來，有兩個穿藍色制服的男人
先後從房間出來，經過「木人巷」上
他們專用的洗手間。於是那些等候的
人向其中一個職員發問，職員說了後
返回房間，那群人突然起哄，因為他
說九時關門時，剩下最後三十份的申
請檔案要待翌日早上才處理。有些前
來接種的人是由早到晚都在等候，所
以我明瞭他們為何這麼憤怒，而我已
比他們幸運，因為我在中午才來到，
所以怒氣還沒狂飆。

傍晚時分，終於連較有耐性的男人也
按捺不住，在門外大吵大鬧。有一個
友善的男士問我來接種的情況，我
告訴他如何由 A 點被指示到 B 點以
至 C 點，即現在身處的青年中心。
在旁的一個男士問我為何不去大使館
接種，我說並不知情。他續說所有大
使館都設有疫苗接種，我不想多作解
釋，只回應今天若不行就再作打算
吧！他又善意指示我跟醫生說是外國
人，就可以優先接種。我謝過他的好
意，表示我可以等候，堅持與本地人
同等待遇。我打從心底裡沒有打算運
用這個特權。

此時，小危機終於爆發了！有一個男
人被群眾發現他只等了半小時便叫名
進房內接種，「木人巷」的民眾霎時
怒氣沸騰，群情洶湧。那個男人在人
堆中頓時卻步，不敢再前行，群眾憤
怒至極，繼續謾罵醫護人員。為了躲
開沸騰的怒火引來警察介入，我這個
過期客旅當然避之則吉，遠離民眾，
免被牽連。我那刻萬分慶幸和感恩自
己放棄外國人的特權，佔隊尋求優先
接種，否則我就變成眾矢之的。

正如我回應那個本地人，我可以等

待，因為與他們同情共感地等待是我
的選擇，雖然我沒有主耶穌那份偉大
的愛，但我願意效法祂進到人群中
體會他們的感受。我也感到接種情況
不公平，只是沒有他們那份燃燒的怒
火，而是選擇靜靜地等待。關門前一
小時，蒙阿爸父憐憫，我得那位已進
內接種的善心男士向醫護請求，蒙醫
護的「恩寵」，我這個中國人的申請
表終於在一堆檔案中被醫護人員抽了
出來。三個接種的人在房內，門外仍
是一片人潮的怒吼，我終於看見了真
相，明白群眾的憤怒源於不公平的處
理手法，因為醫護又抽出指定的檔案
來，並非按輪候次序，而是按他們的
喜好……我離開時已夜幕低垂。

故事仍未完結，因為好戲在後頭！我
在三個星期後按約定日期再打第二
針。那天我只是去視察接種中心的環

境，本想推遲打針日期，怎料到達青
年中心的入口時，才知改了地點。伴
我同行的青年大學生帶我到另一個接
種地點。她對我照顧周到，把自己和
我手上的資料一併交給醫護，等候
打第二針。我和她閒聊，才得悉原來
有醫生在青年中心被人毆打，鐵閘也
砸毀了，以致青年中心終止了這個服
務。這個結果是源於多天以來醫護人
員處理不公！

這是一個沒有公平可言的世界，若要
尋求地上的公平、公義和公正，我恐
怕是一廂情願的癡心妄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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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作見證的歸主者

穆斯林歸主是殊不簡單的，離開伊斯
蘭並不單是個人信仰上的改變，而且
會被視為背叛家庭與族群，有可能被
逐出家庭和社區，甚至遭殺害而失去
性命。

幾年前，宣教團隊的隊長介紹我們認
識了穆斯林歸主者阿江，我們栽培
他，與他一起查經。

阿江在穆斯林同事中是唯一的歸主
者。因他的信仰，同事對他非常反
感，認為他背叛了伊斯蘭。有些同事
不願與他為伴，另有些更常常向他提
出極具挑戰性的信仰問題，或質疑他
為何不按伊斯蘭傳統做拜禱。阿江發
現同事常常把「我們穆斯林怎樣怎
樣……」掛在嘴邊，又鄙視那些不堅
守伊斯蘭禮儀的人。他們缺乏包容和
愛心，容不下穆斯林以外的人。然而
阿江相信神既創造了世界，就必愛世
上所有的人；藉著耶穌基督所成就的
救恩，亦是給每一個人。因此他以神

的愛去愛身邊每一位同事，對同事不
厭其煩的提問和具挑釁性的言語，表
現出超凡的忍耐和愛心，並堅定地向
他們作見證。而且，他非常著緊族人
得救，不管是常常攻擊他的人，還是
持開放的心並願意了解真理的人，他
都為他們祈禱，盼望他們早日歸主。
阿江每天面對這樣的衝擊和挑戰，難
免令他身心俱疲，我們一直在旁鼓勵
他，與他同行。

新天地家庭
本會東南亞區宣教士

歸主者見證

日子久了，阿江看到那些口裡說要嚴
謹遵守伊斯蘭禮儀的同事，很少去做
禮拜，且有抽煙和各種壞習慣。他深
深體會到表面的形式並不能讓人心改
變，生命的更新在乎神的愛和聖靈的
能力，救恩只能在耶穌基督裡找到。

岳父威脅斷絕來往
有一次，阿江與太太要回鄉出席弟弟
的婚禮，他定意要向岳父表明自己的
信仰，並要向他傳福音。我們一方面
為阿江對神的忠心而感恩，但另一方
面卻替他擔心。要向家人作見證，是
許多穆斯林背景歸主者的一大難關。
他們往往被家人離棄，甚至被迫與家
人脫離關係，後果可以很嚴重。阿江
卻義無反顧，對神滿有信心。我們都

非常著急，不斷為他們禱告守望。岳
父聽過阿江的見證後，非常反對，並
說若他們夫婦二人堅持跟隨基督，就
會斷絕來往。岳父更一度想強留他們
在故鄉，不讓他們回去，以「挽回」
他們重歸伊斯蘭。幾個星期後，他們
由老家平安回來。岳父沒有與他們斷
絕關係，後來他們以短訊向岳父表達
心底話，表明不會放棄相信，盼望父
親能夠諒解與尊重他們。

阿江夫婦有著單純的信心持守福音，
亦為身邊的人能早日認識主而勇敢地
分享見證。請你們記念眾多的穆斯林
背景歸主者，求神讓他們的信心堅定
不移，有智慧和愛心向其他穆民傳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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