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又是難忘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緩和之際，卻
爆發傳染性極高的變種病毒 Omicron，多國政府再修訂
入境條例和政策，有些更不許外籍人士入境。轉看外界
政局，21 年 8 月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權，很多基本自由
與權利都漸被剝奪，而且境內不時發生恐怖襲擊。

在如此困難的狀況，讓我們回顧在這一年，本會宣教士
怎樣持守使命，或積極等候，見證神的保守及帶領。

等候˙裝備˙出發

疫情嚴峻的時候，有些在工場的宣教士不能返港，而那
些想去宣教的，也不知道要待何時才能出發。本會宣教
士可以怎樣做、繼續做，以致能把握時機？

•	裝備增值
	 不論在工場或滯留在港的宣教士，我們積極推介適合
宣教士的網上課程，盼望他們把握機會在各方面裝備
自己，成為主合用的工人。有些滯留的宣教士還進修
神學院的課程，也不忘操練和學習工場語言，另有些
學習針灸、災後輔導、創意藝術等專業知識。

•	及時支援
	 有些留在工場的宣教士，告知我們當地人民在疫情中
的需要（例如缺乏醫療用品或生活必需品），於是我
們和教會合作，為他們收集經費和物資，讓宣教士在
危難中接濟貧苦大眾，而這也是為主作見證的好機會。

「要把握時機，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弗五 16-17，和修版）

•	關心送暖
	 滯留在港的宣教士記念工場的朋友及歸主者，藉網絡
保持聯絡，互相守望。此外，接觸本地少數族裔的家
庭，跟他們做朋友，送贈防疫物資，作愛的見證。

•	初到工場
	 經過等候與各樣的安排，小麥姊妹以及菜心夫婦團隊
回應神的呼召，分別到中東和南亞工場服事，感恩他
們適應新環境之餘，也結識到新朋友。

為了走更遠的路

宣教士也是普通人，會遇上意外，身體出現毛病。當面
對不可知的將來，心裡或有掙扎、沮喪。這時候，更需
神的恩手托住，尋求主的旨意！

•	復原再戰
	 歡恩姊妹和乘風太太在工場遇上交通意外而受傷，看
星先生、天霖姊妹及芥菜種家庭都曾確診。他們復原
後，仍遵主旨，繼續走穆宣的道路。

•	述職醫病
	 C+ 姊妹、風力士姊妹述職時順便做了小手術，三朝太
太則須置換臗骨。她們康復後，仍不放棄，堅持走穆
宣的道路。

在疫情中宣教，儘管較以前困難，但感恩宣教士的差遣
教會一直與我們同行，在處理宣教士的危機過程中，彼
此加深了解和信任。2021 年，本會開始進行組織行政方
面的革新，差遣教會和宣教士都願意聆聽了解、回應配
合，使我們迎向前面多變的時局，能靠主一起迎難而上！

在此讓我們存感恩和讚美的心，一起回顧 2021 年神帶領
香港前線差會所作的工，將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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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中
迎難而上



 本地宣教士／宣教同工／義工

•	因著本地穆宣事工迅速開展，直至 2021 年底，本會
參與本地事工的同工 / 宣教士增至 7 位。本會事工主
管除了督導他們之外，也希望透過他們的工作平台，
給有穆宣負擔的肢體服事穆民的機會。

•	為推動信徒服事本地穆斯林群體，本會於 2020 年 7
月開始招募願意委身至少半年的本地義工，並與社福
機構合作提供服事平台（如學童補習、家庭探訪）、
義工培訓及服事支援，共有 24 位義工參與。

 宣教士人數分佈

 Mark-Set-Go (MSG) 宣教探索小組

小組的目的是與有心志投身宣教的肢體同行。由 2020
年11月開始分為初階及進階（已完成12次初階專題），
讓小組的內容更切合組員的需要。2021 年平均出席人
數：初階（18），進階（10）。

招募、差派宣教士

 宣教士關顧及培訓

•	2 月	 述職宣教士退修會
•	7-8 月	 因應疫情持續，一些述職宣教士仍滯留在

港，本會積極將合適宣教士的網上課程介紹
給他們，也邀請退休的資深宣教士分享工場
上的經驗，互相砥礪。

•	全年	 個別宣教士關顧 / 輔導 / 禱告服事 / 禱告訓練

（2021 年）

 本地穆宣發展

本會在本地穆宣的服事進入更積極發展的階段，神亦為
我們開路及賜下工人，讓我們與教會合作，發展本地穆
斯林福音工作。很多穆斯林難民流散到世界各地，本會
同時努力推動海外華人關心當地的穆斯林。

 興起亞洲教會和宣教工人領袖

國際前線差會於 2021 年 10 月底，在線上舉辦了亞洲
宣教士會議（All-Asian Gathering），目的是鼓勵亞洲
同工們在個人與主的關係及事奉角色方面作好準備，盼
能在國際差會中陸續負起領導的角色。在會議中，同工
們分享亞洲人的文化及傳統觀念較接近穆斯林，例如對
長輩 / 長者的尊重、重視家庭等，這些較相同的文化傳
统有利亞洲人服事穆民。

本地及海外事工拓展

 差會組織行政革新

為配合宣教環境與平台的轉變，差會正進行組織行政上
的革新，以回應時代的需要。負責的同工們也努力與辦
公室同工、合作教會和宣教士溝通。同工們都願意憑信
心、靠主所賜智慧和勇氣迎向轉變。

 媒體事工拓展

本會正積極擴展媒體事工，疫情下加速了電子普及化。
本會於 2021 年 8 月推出全新網站設計，透過網站、社
交平台及即時通訊（如 WhatsApp、Signal）定期發放
穆宣資訊、禱告動畫短片，並積極舉辦網上研討會及祈
禱會，盼藉此接觸更多年青人及海外華人關注並參與穆
斯林福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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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文字、出版

10-12 月
就是這類了——穆斯林背景

歸主者教會倍增浪潮之謎（下）

7-9 月
就是這類了——穆斯林背景

歸主者教會倍增浪潮之謎（上）

	 4-6 月
三個堅持，為神打拼

——疫情中的本地南亞事工

1-3 月
疫情下推不動？
印傭事工需要油

《前線觸穆》季刊

 本地短宣體驗

本地短宣體驗順利於 7 月舉行，13
名學員探訪清真寺、參與社會服務、
培訓及營會、與宣教士對話等。透過
彼此真誠的分享，願學員能進一步探
索穆宣服事方向。

日期 聚會內容 次數

4/3, 6/3 即或不然 2021：宣教培靈會 102

13/3 宣教日（網上） 51 堂

25/3, 9/4 2021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非」「份」之想 * 2

6/5 宣教士關顧員同行網絡（網上祈禱會） 13

10/6, 17/6, 24/6 宣教士關顧課程

6/9-20/12 逢週一 「宣教心視野」課程 *

130+/80+

10+

--

10

22

36

 主辦 / 合辦事工

* 為合辦或協辦聚會

 媒體

2021 年「30 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動畫系列

為推動華人於齋戒月期間參與為穆斯林世界禱告，本會
製作了 40 部以「30 天祈禱手冊」的內容為基礎的動畫
影 片， 於 網 頁、YouTube、Facebook 及 Instagram 社
交平台發放，觀看次數達 54,000 次，觀看時間合共 2,200
小時，YouTube 頻道訂閱人數增加 300 人至 900 人。

網站設計更新

全新設計網站於 8 月推出，以迎合現代設計風格、提升
網站速度、增添專題文章搜尋功能等。自新網站推出以
來，總瀏覽量達 120,000 次，專題文章點擊率最高達
4,000 次，最受歡迎首 10 篇文章點擊率平均約 1,800 次。

社交平台

於社交平台及即時通訊群組定期發放「穆宣禱室」，融
合時事、未及之民及宣教士見證等代禱信息，Facebook 
專頁及 Instagram 全年接觸人數合共 14,700 人。

聚會類別 次數

主日崇拜 /差傳聚會

穆宣及宣教課程

本地文化體驗之旅

祈禱會分享

其他聚會

 應邀領會、教授課程及本地文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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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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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財政報告

奉獻總收入 經常費總支出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總支出

合共港幣
$23,946,331

合共港幣
$4,996,631

合共港幣
$19,599,722

21%

79%

30%
25%

28% 7%

9%
16% 3%

9%

16%

1%
17%

29%

差會經常費

宣教士及宣教事工經費

宣教士關顧、
支援及培訓

東南亞

西非

北非

中東

南亞

本地

中亞

東亞

本地穆宣、
動員與教育

宣教工場拓展 

發展基金

辦公室運作及
    行政同工薪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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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資料

宣教禱告課程／培訓

 月禱會

每月（每次平均 40+ 人）除了為各區宣教士代禱，當
中也邀請本會述職宣教士和候任宣教士分享神在宣教工
場，以及在他們個人和團隊當中的作為。有些月禱會設
專題分享，例如：團隊的挑戰、本地短宣分享、感恩與
前膽：來時路、往前看──穆斯林群體的足跡、守望工
人聖誕節期間福音工作。

其他祈禱會

月禱會及祈禱事工

20 人
求主開信道的門

12 人
任重道遠

每節平均
20+ 人
開齋節前

通宵祈禱會

每節平均
40+ 人

月禱會

15 人

福音未及穆斯林族群
（MUUPGs）祈禱會

50 人

宰牲節祈禱會

•	因應疫情關係，差會曾實施同工部分時間在家
工作，提供彈性上 / 下班時間。

•	副總幹事余峻民傳道已於 10 月 1 日正式離任，
成為神學院全職老師，但他會以「特約同工」
身分在本會有需要時協助領會、培訓及本地穆
宣事工。教育及動員團隊現由總幹事胡樂文牧
師帶領，由霍靜雯傳道協調有關事工。

同工情況及辦公室運作

•	事工副主任劉愛憫傳道已於 11 月 1 日轉為本
地宣教士，更專注服事本地穆民，她仍會部分
時間參與教育及動員工作。

•	新同工：趙姊妹及鄧姊妹分別於 11 月及 12 月
加入成為本地事工同工；蔣姊妹於 12 月加入
為教育及動員事工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