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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執筆之際，「永遠在一起」縈繞在耳
邊。

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紅牆，工人搭建舞
台，佈景上的一句俄文口號寫上「永遠
在一起」，慶祝烏克蘭四個被佔領的地
區通過公投加入俄羅斯。

可是俄烏戰事未了，影響著伊斯蘭世
界，尤其是與俄國接壤的中亞地區及貧
窮的穆斯林，物價暴漲下，砸了人民的
飯碗，爆竊、搶劫案增加，治安不靖。
今期主題就是探討這場戰爭所帶來的連
鎖反應，並為中亞和非洲工場的需要，
以及宣教士的服事獻上禱告。

車臣人給人的印象是分離分子，也是對
抗俄羅斯的恐怖分子，早年常發動恐
襲，然而車臣今次竟掉轉槍頭援助俄
軍。今期「冷知識」搜集了相關資料，
介紹這個有 95%人口信奉伊斯蘭的共
和國。

戰爭、恐襲造成家破人亡，永遠不能在
一起！惟有主再來時，我們屬主的人永
遠在一起，也永遠與主在一起。那麼穆
斯林呢？願救恩臨到他們，阿們。

使命宣言

以愛心和尊重，
邀請穆斯林群體跟隨耶穌基督

俄烏戰爭衝擊多國飯碗！一場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爆發的戰爭，持
續超過大半年仍遲遲未了。這場戰爭
舉世矚目，不單使烏克蘭境內生靈塗
炭，全球經濟亦付出高昂代價，包括
伊斯蘭世界等國家遭受前所未有的壓
力。不少阿拉伯國家高度依賴烏克蘭
及俄羅斯的糧食供應：多個中東國家

依賴兩國的進口穀物超逾五成；有北
非國家依靠烏克蘭穀物製成的補貼麵
包生存。聯合國糧食計劃署執行幹事
比斯利（David	Beasley）5 月底在
世界經濟論壇（WEF）上發出警告，
眼下全球糧食安全狀況比十年前所觀
察到的情況「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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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區內的宣教士及他們的服事對象有
何影響？物價上升會否造成社會動盪
不安？政治取向的改變，會使宣教士
更容易進入該地區，還是變得更難留
在那裡服事？宣教士如何看待這些變
化？

習慣不穩定的生活
我們訪問了兩個在中亞區服事的宣教
士單位，他們表示戰爭初期，確實影
響他們不小。除了物價暴漲，交通及
匯款的限制也造成不便，例如俄羅斯
限制中亞至俄國的航班，並且限制外
國人入境。宣教士不能從外國匯款至
工場，因匯款至中亞，須經過俄資金
融公司，至於中亞人民在俄打工，也
不能匯款回家鄉。如今這些限制已解
除，他們可如常到俄國打工和匯款，

宣教士也能由家鄉匯錢至工場。那
麼，戰事為中亞帶來甚麼後遺症？即
使貨幣兌換率回復正常，但物價並未
回落，像歐洲一樣依賴外國進口，有
中亞政府就提議來年將電費加倍。

另外一個較困擾的問題是貪污嚴重，
宣教士覺得政府好像容許官員合法地
或非法地向人民收取更多金錢，只能
期望當局不要太過分，以致人民生活
雪上加霜，造成社會動盪。對當地人
來說，俄烏戰爭初期好像有較多人支
持戰爭，特別是那些在俄軍裡工作過
的人，但也有人反對。隨著戰事發
展，烏方開始獲得較多的同情。戰事
目前陷入膠著狀態，中亞人民看來善
於在政治不穩的環境中生活。

他說：「就在你以為一年多之前的世
界糧食危機不會變得更糟時，出現
了埃塞俄比亞（內戰）和阿富汗（變
天），然後就輪到世界糧倉（烏克
蘭）……所以現在由於這場危機，我
們正在從飢餓的人手裡拿走食物再給
其他挨餓的人。」1	

俄烏衝突帶來的連鎖反應深遠，諸多
產業供應鏈遭到嚴重破壞，從農業、
金屬到能源，原材料價格暴漲。對於
在前線服事穆斯林群體的宣教士，他
們親身感受到戰爭的影響有多大？面
對處境是危是機？本文針對本會兩個
服事的地區—─中亞及北非工場，從
宣教士的口中，親述自戰爭以來的工
場實況。

中亞工場：	
漸見曙光，保住飯碗
中亞團隊以醫療及農產品貿易平台服
事Ｄ族人，以教育平台服事 K族人 2

中亞洲國家鄰近俄羅斯和烏克蘭，關
係也密切。中亞五國在 1991 年獨立

前，自 1918 年開始被蘇聯統治長達
73 年。獨立逾 30 年後的今天，中亞
仍為俄羅斯的戰略夥伴國家，在經濟
及安全問題上關係密切。戰爭爆發，
俄羅斯的貨幣（盧布）大幅貶值，中
亞國家的貨幣由於與盧布掛鈎，因此
也隨即貶值，幸好情況維持不久，現
在兌換率已回復戰前水平了。

有很多中亞人民在俄羅斯工作，中亞
國家有 10-30% 的 GDP（國內生產
總值）是來自該國的外匯收入。戰爭
初期，俄羅斯限制外國人入境，也限
制中亞人民在當地謀生，導致中亞五
國的失業率上升，直接影響國家的
GDP。此外，由於俄國被制裁，商
品貿易也出現了問題，使物價在中亞
市場暴漲，因為中亞貨物經俄羅斯出
口，而歐洲貨物運到中亞，也經該國
入口，影響較嚴重的商品有小麥及藥
物。國際關係方面，中亞各國體會到
過度依賴俄羅斯所出現的問題，因此
尋找和其他國家合作的機會，另外，
其他國家也尋求機會，好取代俄羅
斯在區內的影響力。看著種種改變，

1.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660149
2. 為保護工場，差會以「D 族人」和「K 族人」來稱呼所接觸的穆斯林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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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工場：
飯碗不保，彼此珍視
北非團隊於塵埃國以教育平台服事芝
麻國難民 3

俄烏戰爭對非洲造成的影響非同小
可。由於俄軍封鎖了被稱為「世界糧

士和貧窮人的生計首當其衝，他們的
生活陷入困境。

齋戒月與爆竊案
「教學中心於 4 月遭受第二次爆
竊，不到兩個月，賊人在半夜時分再
來……」一位北非宣教士在家書發警
報後報平安。在俄烏戰爭爆發約一個
多月後，正值是伊斯蘭的齋戒月。齋
戒月期間，穆斯林從日出到日落時都
不能飲食，於是大部分穆斯林在日間
會減少體力消耗，日出前吃過第一餐
後，繼續睡得很晚，行人稀少卻成了
賊人爆竊的良機。有一天，宣教士回
到教學中心，發現廚房有被搜掠過的
痕跡，雪櫃、洗衣機等貴重家電被移
動過。她心情忐忑不安，正往雜物房

拿用品時，驚訝地發現內裡幾台風扇
被盜竊了，隨時在二手市場轉售。當
天有學生來訪，她得知事件後，連忙
說要報警處理，宣教士被她那份焦急
和關心打動。事後，教學中心裝置了
穩固的鐵門，防止賊人再來時，不能
爆門而入，保住內裡的財物。

俄烏戰爭持續半年多，按形勢發展來
看，未來經濟體系免不了沉重的壓
力，社會治安日差，犯罪率急速上
升。塵埃國貧富懸殊，以往已不時發
生搶劫案，俄烏戰爭後，匪徒連弱勢
社群也不放過。宣教士服事的芝麻人
難民中，不少成為了受害者。有一個
難民家庭在街上遭到搶劫，當時有幾
個婦女與孩子同行，他們除了被搶去

禱告：
1.	記念當地教會及信徒能被分別為
聖，即使環境可能越趨嚴峻，願
教會把握機會向穆民分享救恩。
不要忘記現實世界的屬靈爭戰（弗
六 12），求主開他們的眼，像以
利沙一般（王下六 16-17），他
們發現自己能作的事。

2.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禱告，願在
位者有憐恤人民的心，在經濟動
盪與壓迫下，勇敢地為人民承擔，
訂立合宜的應對謀略，使人民能
夠敬虔端正地過平穩寧靜的生活
（參提前二 2）。

3.	記念中亞人能保持往俄羅斯工作
的機會，不致影響生計。

倉」的黑海地區，影響了關鍵的糧食
出口，產業供應鏈遭到嚴重破壞。縱
使俄羅斯、烏克蘭、聯合國和土耳其
於 7 月簽署協議，在黑海開闢了一條
「海上走廊」，同意在糧食運輸過程
中停火，然而解封後一天，即發生導
彈襲擊事件，不息的戰爭使不明朗因
素持續。

北非塵埃國超過六成糧食倚靠進口，
其中約八成進口糧食是來自俄羅斯及
烏克蘭，而麵包是當地人的主食，由
於小麥供應短缺，麵包的價格大漲兩
成，其他貨品也趁機大幅加價。比如
雞蛋原本賣大約港幣兩元一隻，高峰
期加價一元，加幅接近五成。中產人

3. 為保護工場及宣教同工，差會以「塵埃國」和「芝麻人」來稱呼工場及穆斯林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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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失去價值整個月的租金，媽媽
的頸部也被賊人打傷。另一案件是大
廈的鄰居，屋主離家短短數天，回家
後發現防盜眼被偷去。

患難見真情
縱然危機處處、人心惶惶，宣教士憶
述一個窩心的片段。有一次房東知道
她要外出到一個陌生地方辦理文件。
房東思前想後，擔心姊妹用手機問路
而遇劫，千叮萬囑請她不要在街上隨
便拿出手機，並且一邊講，一邊比畫
著，原來是請她一起做角色扮演，假
設家人遇劫作為危機演練。房東太太
曾經在巴士車廂裡遇上小偷，當時正

值冬天，坐在她身旁的婦女悄悄地把
披肩蓋過她的膝蓋，遮擋其他乘客的
視線，然後在披肩下打開她的手袋，
把錢包等財物通通拿走後逃去。房東
對宣教士如此著緊，就像在危難時展
現愛的曙光。

有住在「窮困區」的難民和學生，分
享他們的「實戰經驗」。身為教學中
心十多年的導師，宣教士笑說：「在
這方面，學生仲叻過我！」學生在舊
區居住，分享防盜的經驗，例如安裝
十字鎖、鐵閘等技巧。這名學生天
生樂觀，自言對於鄰近頻密的爆竊案
「無驚過」。別輕看小人物的重要提

示，宣教士與穆斯林難民學生可在窘
迫中互為祝福。

失去經濟來源，經歷神的供應
因有共同經歷，宣教士與當地穆斯
林的距離拉近了。百物騰貴、業主
加租兩成、財物損失……宣教士同
樣經歷當地人的艱難。外表看似是
負面的處境，人的軟弱使人心開放，
彼此多了共同話題。宣教士在探訪
時，分享聖經提及末世有瘟疫、饑
荒、災害，聖經同時應許有基督作
為盼望，日用所需有天父供應。基
於信任的關係，他們願意提及切身
的困難和軟弱，平安的信息就從宣
教士的生命中流露出來。

禱告：
1.	求主顧念北非團隊，當地通脹下，
社會治安轉差。主啊，願祢派遣
祢的使者，親自保護祢的僕人，
在敬畏祢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
們。（詩三十四 7）

2.	社區爆竊個案攀升，但感恩宣教
士與穆斯林鄰舍互相守望、扶助，
求主堅固彼此的關係。願聖靈賜
宣教士敏銳的心去分享見證，賜
穆斯林柔軟的心去感受耶穌的愛。

俄烏戰爭使各地糧食短缺、民生受
壓，窮途末路下不少人鋌而走險，宣
教士面對經濟甚至人身安全的挑戰。
願為各個受戰爭影響的工場禱告，我
們相信耶和華是憐憫的、不離不棄的
神，求主看顧基督信徒，賜下堅忍與
力量，在黑暗中燃起盼望的亮光。

北非塵埃國的「窮困區」



總幹事的話

豈能獨善其身？ 胡樂文

俄烏戰爭延續超過半年，除了在烏克
蘭本土的毁壞及國民大量傷亡、民不
聊生外，百萬計的難民也流散到歐美
各地。因烏克蘭及俄羅斯都是重要的
糧食生產和出口大國，全球的糧食供
應已因著戰事而大受打擊；加上俄羅
斯受到制裁，自身的能源及天然氣也
同時被限制出口（不論是否作為一種
反擊策略），這種種合成因素已把全
球各地通脹推到歷史高峰。

此情此景，身處於富裕環境的香港
人，我們當如何面對與自處？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
殺，你須攔阻。
你若說：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
心的豈不明白嗎？保守你命的豈不知
道嗎？他豈不按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
嗎？」（箴二十四 11-12）

換句話說，你和我都有責任去了解
和探求這世界所發生的事，並為這
些事祈禱，尋求從神而來我們當作
的本分，有人是在那方面，有人是
在另一方面，但我們得要回應。當
大家都這樣順服，願意從本位開始
有所承擔的時候，就實踐著教會──
主的身體在這彎曲世代的角色（林
前十二 27）；透過我們的相關行
動，也向世人展示我們信仰的相關性
（relevance）與適切性。那些在當

身處於金融、食物、能源、工業生產
都互相扣聯的地球村，一邊有事，另
一邊又豈能置身事外、獨善其身？

今期主題是俄烏戰爭對伊斯蘭世界的
影響，伊斯蘭地區既是地球村的一部
分，當然也難倖免。事實上，東非的
情況更是惡劣和嚴峻──長期乾旱、
食物禁運，加上經濟不振，都已造成
大幅員的饑荒。

中的，會因著我們的見證，經歷神的
恩典。

昔日主耶穌在地上的服事是：醫治人
的軟弱，進而醫治人的心靈；叫瞎眼
的得看見，也開導人的心眼對天國敞
開。祂滿足人的需要（felt	 needs）
時，也滿足了人心靈的需要。今日，
主呼喚著你和我，跟隨祂的腳蹤而
行！

求主幫助，讓我們都不作「堅離地」
的屬靈「二世祖」，過「堅離地」的
生活並做「堅離地」的事奉，明明是
看見有需要的地方，卻只輕輕地以
吃老本式的屬靈話「平平安安地去
吧！」打發對方，不然，我們又如
何能夠與普羅大眾同一頻道，接觸
生命？又如何可以與有血有淚的生命
「貼地」同行？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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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俄羅斯人的壓迫與征服，給人印象
應該是跟俄羅斯存著不共戴天之仇，
為何現在卻甘願臣服於俄羅斯？

戰禍與極端恐怖主義
第一次車臣戰爭（1994-96 年）以
俄羅斯慘敗告終。車臣雖然仍為俄
羅斯共同體成員，實質上享有獨特地
位，但戰爭估計導致超過 10 萬平民
死亡，大量設施遭受嚴重破壞。

艾哈邁德 ‧ 卡德羅夫（老卡德羅夫）
的家族是車臣最大家族，也是極具名
氣的游擊隊指揮及穆斯林學者，其後
被任命為車臣穆夫提（即車臣國內解
釋伊斯蘭教法的最高宗教法官）。老
卡德羅夫見分離分子政府難以控制首
都以外的地方，極端恐怖主義思想及
行動為車臣獨立構成威脅及阻礙，而
且自己因多次公開抨擊伊斯蘭遜尼派

車臣人的祖先阿瓦爾人起源於亞洲西
部，在古代他們是歐亞大陸的一個游
牧民族。車臣有 95% 人口信奉伊斯
蘭教，早在七世紀伊斯蘭教已傳入當
地，直到十七世紀才真正全面伊斯蘭
化，而車臣人是最後接受伊斯蘭教的
北高加索民族，他們大多是遜尼派及
蘇菲派的穆斯林。蘇聯解體後，車臣
開始了伊斯蘭教的復興，2011 年估
計境內有 4,652 座清真寺及 31 所宗
教學校。

伊斯蘭教加深了車臣人的凝聚力，分
散的部落因宗教信仰而凝聚起來，遇
到外敵入侵時，車臣人會按照宗教的
要求對敵人展開反擊。在俄烏戰爭爆
發第二日，車臣領導人就公開發表聲
明，支持俄羅斯的軍事行動，之後亦
宣佈將出兵助俄攻烏。在歷史上，車
臣人民曾經不斷透過戰爭及恐襲去抵

車臣
一個因戰爭
而被聽聞的國家 Tato

本會實習神學生

的激進組織「瓦哈比教派」而多次遭
暗殺，最後在 1999 年轉而支持俄羅
斯。同年第二次車臣戰爭爆發，俄羅
斯在老卡德羅夫親俄派的協助下，聯
手對抗車臣分離分子，順利控制車臣
大部分的地方。

2003 年老卡德羅夫當選車臣總統，
翌年遇刺身亡，其後俄羅斯扶持拉姆
贊 ‧ 卡德羅夫（小卡德羅夫）成為總
統。小卡德羅夫繼續以主權換自治

車臣近代歷史
1829 年 高加索戰爭
1859 年 車臣併入俄國版圖
1936 年 車臣─印古什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成立
1944 年 「扁豆行動」中，曾跟德軍合作的車臣人被流放至哈薩克
1957 年 被流放的車臣人回歸
1992 年 車臣共和國與印古什共和國分開
1994-96 年 第一次車臣戰爭
1999 年 第二次車臣戰爭（車臣內戰）

權，擁護俄羅斯；在過去十數年，莫
斯科運用政府財政補助來補貼車臣約
八成的公共開支，並且容許小卡德羅
夫持有地方私人軍隊。這名總統自詡
為虔誠又溫和的穆斯林，但卻在車臣
境內推行伊斯蘭教法，鼓吹車臣人遵
守不同的保守法則，例如：支持榮譽
殺人（Honour	 killing），殺害不守
伊斯蘭法律的女性、嚴重打壓女性地
位等等，並鼓勵男性娶四個老婆。

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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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參軍 VS 流亡戰士
今年 7 月初，小卡德羅夫宣佈由於
國內年輕人極度愛國的情緒正在壯
大，將籌組更多部隊來援助俄軍，
同時有報道稱車臣國內有男性被迫、
甚至被綁架參軍的情況。另一方面，
有車臣流亡的異見人士成為車臣戰
士，自願加入烏克蘭軍對抗俄羅斯
入侵，但他們亦懼怕若被認出身分，
會連累在車臣境內生活的家人。

車臣一直以來都只為自己的民族而戰
鬥，穆斯林則為信仰而戰，然而現在
同一民族、同一信仰、同一宗派的車
臣人民（穆斯林），要為其他國家之
間的鬥爭而自相殘殺！世界何時才會
聽見車臣和平、快樂的聲音呢？車臣
的穆斯林何時才會聽見和平救主耶穌
基督的信息呢？	

車臣恐怖主義活動
第二次車臣戰爭（1999 年）俄羅斯獲勝後，部分車臣分離分子繼續在
俄羅斯境內發動恐怖襲擊
年 / 月 事件及死傷人數
2002/10 莫斯科歌劇院襲擊，129 死
2004/8 俄羅斯內陸客機自殺炸彈襲擊，90人全數死亡
2004/9 貝斯蘭學校人質危機，330 人死亡，其中 186 人為兒童
2009/11 一列從莫斯科往聖彼得堡的高鐵爆炸，2死 130 傷
2011/1 多莫傑多沃國際機場炸彈襲擊，36死 172 傷
2013/12 伏爾加格勒市火車站及巴士自殺炸彈襲擊，34死

總統小卡德羅夫圖像

冷知識

我們在 2014 年出發到工場，當時兩
個孩子為五歲及三歲半，開始了不一
樣的學習生涯。回顧這過程有得有
失，也有喜有悲，明年他們將會進入
另一種學習環境，這正是一個好機會
分享這些獨特的經歷，也希望為打算
帶小孩出工場的準宣教士提供參考。

預備階段
在出工場前，我們已知該區沒有國際
學校，對於本地學校教學模式則不敢
苟同。同工分享他們的兒女在家教育
的點滴，特別吸引我們的是他們使用
的課程注重宗教教育，當時考慮孩子
只是在學前教育階段，即使我們不是
專業的老師，也應付得來。至於他們
的社交生活，小孩能與他們年齡相若
的國際團隊小孩交往，而且我們希望
他們能與當地小孩做朋友，所以最後
便決定採用在家教育模式。

第一個階段：我們採用美國的課程，
加上一些中文書本，主力老師是看星
太太，幸而兩個孩子年齡接近，許多

時候一起看書、聽故事，只是對他們
的要求不同而已。他們開始多接觸英
文書籍，培養他們自行看書的習慣。
另外，他們很喜歡與外國小朋友相處，
這提供了一個使用外語的環境。

第二個階段：因著我們要學法文，就
舉家到了法國，而孩子進入了一所公
立學校上課。這給他們很特別的機
會去體會法國的文化，與法國學童一
起學習和生活，雖然他們已在小學階
段，但學習壓力不大，都十分喜愛這
段時間。

宣子學習路 看星家庭
本會西非宣教士

作者的孩子一起看書，培養閱讀習慣

宣 教 士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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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打交道。我們搬進去，鄰居總是好
奇的問：「你們從哪兒來？」「來
這兒幹甚麼的？」「為甚麼要來這
裡？」

我們努力的學著跟他們打交道，不忘
告訴他們，我們家是清真的，歡迎來
我們家裡喝茶。他們的臉上掛著笑
容，打哈哈不置可否。幾個月過去
了，我們跟院子裡的穆民小朋友混得
很熟，只是大人們還是那麼客客氣
氣，我們不知道怎麼才可以打破隔
閡，只能禱告仰望主。

其中一位鄰居大叔，我們跟他用民族
話問候時，他總會瞪著你，一張撲克
臉，無動於衷。看來我們要像娃娃學
步那樣，跌跌撞撞的一步一步來。有
一天，我們上巴士的時候，大叔也在
我們後面上車了，我們拍卡付了車
資，順便幫他夫婦倆拍卡，告訴大叔
我們付過了。他有點不好意思，說要
將錢給我們，我們笑著說：「不要客
氣，大家都是鄰居嘛！」就這樣，以
後每次我們向他道「賽倆目」（穆民
問候語，意即 Salaam，「願主的平
安與你同在」），他都微笑的回「賽
倆目」。感謝主，七毛錢的車資幫我
們破冰了！

編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語出
《左傳 ‧ 宣公十二年》，形容創
業艱苦不易。作者深感在工場走過
的路，其實是主恩手一直在帶領。

十七年前，激勵人心的歡送會結束
後，我們就開拔到工場。我們從主裡
領受的是跨文化服事穆民的呼召，人
是跨境了，但是否自然而然就能跨文
化呢？

七毛錢破冰

出發前一年，主讓團隊清晰的認定要
落腳的穆民區，那是在一個歷史悠久
的穆民區擴展的新住宅群。我們十分
感恩，很快就搬進新家，這一片的鄰
居超過一半都是蓋頭的穆民，他們都
是這個地區的原居民，很少跟外面的

篳路藍縷 
祂啟山林

棕櫚太太
本會東亞區宣教士

工場 見 聞

第三個階段：隨著我們學習完結，返
回工場，又再次重拾在家教育。在隊
長的呼籲下，有一位退休姊妹來任教
一年，她不是老師出身，但十分努力
讓孩子開心學習，而且她希望他們能
學習中國傳統，要他們背誦三字經
等。另外，由於課程的要求，他們閱
讀的英語故事書，比我們同齡時多	
了不少，但是中文進度則比同齡的學	
童慢。

由於國際團隊撤離，孩子沒法與外國
朋友交往，縱然我們努力製造機會讓
他們與本地的小孩做朋友，但情況不

甚理想，他們只願意與我們在週末去
探訪的鄉村小朋友玩耍，所以時常表
達缺乏同伴。

第四個階段：前年，有一位對宣子
很有負擔的老師，招聚不同地方的宣
子一起在網上學習中文。雖然參加者
的中文水平不同，但是孩子很期待每
次的網課，如果上網速度不佳，他們
會很沮喪。

近年他們分別進入高小及初中階段，
所以看星先生開始參與教導他們數學
和科學。在學業上，他們能掌握書本
的知識，只是對閱讀中文不是首選，
因沒有追趕進度的迫切性，而他們會
按自己的時間表來達到要求，十分喜
愛自由，無拘無束地學習。

結語
回望這數年孩子的學習，並不是風平
浪靜，但我們珍惜和感恩能夠有這麼
多時間與他們一起學習成長。我們正
安排他們明年就讀基督教國際學校，
希望能滿足他們在這階段的成長需
要，惟願主繼續帶領。

宣 教 士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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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HK$
奉獻收入	 ：		1,537,970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行政費	 ：	 		322,710																							
其他收入	 ：	 101,383
	

總收入 ：  1,962,063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差會經常費累積結存：HK$196,629 

支出	 	 HK$
宣教工埸拓展	 ：			107,878																							
宣教士關顧、支援及培訓	 ：			596,100																									
本地穆宣、動員與教育	 ：			473,198																						
辦公室運作及行政同工薪酬	：			541,566
發展基金	 ：			100,000
總支出  1,818,742                 

2022 年 1-6 月份差 會 經 常 費 收 支 報 告

請掃瞄右方的 QR code，瀏覽本會最新的財政報告

逃避婚姻的明明

感謝主親自帶領我們團隊進入鄉鎮接
觸穆民，與每家每戶漸漸成為好朋
友。其中葉谷白家裡的小女兒明明，
長得清秀可人，到了他們傳統的適婚
年齡（其實她還不到 18 歲），父母
都著急為她物色婆家。她心裡很不願
意，但是父母操辦孩子的婚姻，既是
傳統，也是給父母的體面，因為在農
村裡，私下談論對象的婚姻是對父母
不敬不孝，會讓鄉親父老看扁。

有一天，明明發信息給我們的隊友，
想我們這幾位叔叔阿姨幫她在省城找
工作。我們乍聽，心裡都很高興，既
可以介紹她到我們「自己人」開的咖
啡店工作，又可以常與她見面，是個
很好的福音機會。

團隊為這事禱告，主就提醒我們，咖
啡店裡有不同的客人，我們不是天天
跟明明在一起，要是她認識別的民族
的男孩子，她家裡肯定不會同意，甚

至覺得我們將他們的女兒帶壞了，那
麼這多年來建立的友情也就破壞了。
而且，跟明明分享聖經裡對婚姻的教
導，建立正確的觀念，比幫她找工作
更有意義。於是團隊裡的姊妹就鼓勵
明明，為自己的婚姻向主禱告，求主
親自為她預備能託付終身的伴侶。幾
年過去了，明明與丈夫雖然經過不容
易的磨合，但她漸漸成熟，現在是一
對雙胞胎孩子的媽媽。

第一次敬拜

住在山上的阿莎，一家人出外打工的
時候遇上車禍，父親當場不治，阿莎
的弟弟受重傷急送回省城醫院救治。
山上的鄉親給我們電話，團隊趕去醫
院探望，自此團隊與這遽遭不幸的家
庭成為好朋友。阿莎哀傷過後經歷主
的愛，在出嫁前成為了主的女兒。

她嫁到不遠的村裡，團隊仍可以常去
探望她和她的丈夫家人。有一天，
她主動提出，想跟我們一起「做禮

拜」，團隊驚喜不已，但接著就想到
一個技術性問題：怎麼才能在她家與
她一起做禮拜呢？我們後來就計劃
去她山上的老家，團隊預備好敬拜的
詩歌和信息。

怎料當天一覺醒來，外面銀裝素裹，
白雪皚皚，沒法上山啊，怎辦？只
能到她自己夫家，但她公公（老爺）
在，不方便唱詩，怎辦？於是團隊馬
上禱告，求主教導我們如何應變。聖
靈就帶領我們，兩位弟兄負責在客廳
與她公公聊天，姊妹們就與阿莎在房
間的炕上崇拜。我們求主潔淨各人，
開始崇拜，我們憑著主耶穌的血，
可以坦然無懼地進入至聖所（來十
19），然後以詩篇一三六篇 3 節宣
召，並且誦讀詩篇一四五篇，感謝讚

美主。這時候，公公突然走進來，說
拿點東西，其實他不太放心，不知道
我們幾個人在房裡幹甚麼。當他開門
看到我們幾個人跪在炕上誦讀詩篇，
就很放心，關門出去了。阿莎彷彿沒
受到影響，很投入的繼續敬拜主。

每次我們想起當日的情景，我們的心
就不住感恩，知道主喜悅祂的兒女們
親近祂。祂用祂的智慧及能力幫助我
們，讓我們不斷學習如何與穆斯林背
景歸主的弟兄姊妹一起經歷祂的愛和
信實。我們在工場十多年，還在不
斷學習和調整，甚麼是該做和必須做
的，有甚麼是不能妥協，甚麼是尊重
別人而不帶來傷害，又不損害福音的
根本。求主引導！

工場 見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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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短宣
體驗

團契
祈禱會

小組分享及
互動遊戲

宣教
實用課程

講道及
專題 顧問服務

疫中以愛服事堂會

肢體回應

宣教士親自分享工場經
歷，有很大的真實感。

營會與社區體驗的安排
很好；社區體驗各條路
線都能加深我們對穆民
的認識。

穆民比我想像中容易接
觸，他們大都很和善，
我認為信徒可以多點行
動，走前一點。

查詢：info@frontiers.org.hk
Tel：2753 7170
WhatsApp：9530 1196

實體與網上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