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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求祂的國
單身穆宣路上的甜酸苦辣
前線編輯室

根據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發表的「2017 香港教會
差遣宣教士統計簡報」，六百多位宣教士中有
二百多位為單身宣教士，比例不少。他們勇敢
回應神的呼召，單身踏上宣教旅途，其中的點
點滴滴，我們又知道多少呢？
在重視家庭和社群的穆斯林世界中，單身是罕
見的事情，單身宣教士會遇上甚麼困難和挑戰、
有甚麼心路歷程？四位前線差會宣教士──曉
月姊妹、蝴蝶姊妹、慕家姊妹及亞苗弟兄，與
大家分享單身穆宣路上的苦與樂。
你在出工場前和在穆宣工場中，單身帶來什麼
挑戰？請分享一些經歷，並神如何幫助你。
曉月： 其中之一是凡事要更加獨立。我在工
場七年多搬過三次家，從找房子、與房東協商、
搬家、佈置家居都要一手包辦，真有感是女人
做男人的工作呢。有一次深夜，家中電力突然
短路，在一片漆黑中，我確實驚恐，只好一邊
禱告一邊找手機，致電維修師傅詢問。之後再
經歷兩次短路，但已能不慌不忙地處理了。
蝴蝶： 我曾在兩個南亞國家服侍，最大的挑
戰是人身安全。曾遇上心懷不軌的的士司機，
他甚至沒有按我的指示載我回家，我惟有禱告
交託。感恩得到神格外的保守，最終安然無恙！

一個人就得想些辦法保護自己，例如安排每天
在不同時間出門，走不同路線，以防生活習慣
被賊人掌握，讓他們容易乘虛而入。
亞苗： 主要是承受從家人而來的壓力，他們
覺得出工場後會較難成家，誠然我自己也有一
點這樣的想法。不過馬太福音六章 33 節支持著
我：「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
給你們了。」我深信祂會為我作最好的預備。
另一方面，單身在穆宣工作上有何優勢呢？
曉月： 無可否認，單身的彈性較大。穆斯林
文化未必太看重精準地安排時間，記得有幾次
忽然要陪朋友外出探訪，因為我沒有丈夫子女，
只要安排好手頭的工作，可以說走就走。

在重視家庭和社群的穆斯林世界中，單身是罕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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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成為單身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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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友

胡鄭愛聆師母
本會宣教士事務總監
每個宣教士的性格和家庭環境不
同，工場與團隊也有很大差異，
宣教士的感受和需要絕非千篇一
律。例如有些宣教士已跨越了獨
身的困惑，正享受單身生活；但
有一些仍為未婚掙扎，兩者的需
要截然不同，作為宣教士的支持
者，最重要是認識和聆聽他們的
需要。
教會及支持者可以給予單身宣教
士提點和意見，例如正確的婚姻
觀，安於神給自己的身份。有些
人以為進入婚姻就不再孤單，這
是錯誤的想法。若夫婦關係不好，
要面對的問題會比單身者更大。
其次是幫助他們以正確方法滿足
情緒和生理需要。單身宣教士容
易有孤單感，尤其是姊妹，一旦
遇上關懷備至的穆斯林男子，有
可能會墮入情網，而且不論男女
也有性需要，要面對色情網頁之
類的試探。宣教士生活講求自律，
但同時容易因為缺乏督促以致鬆
懈下來。宣教士必須加入團隊，
除了因為有事工伙伴，也讓他們
在團隊建立彼此問責和關顧的
關係。
也許有人會質疑單身宣教士在穆
宣工場的服侍果效，事實上宣教
士的性格和能力的影響可能更大。
的確，單身宣教士缺乏組織家庭、
教養小孩的經驗，但我認識不少
肯學、肯付出愛的宣教士，他們
甚至比已婚者更懂得關心家庭。
其實無論單身或已婚，只要全心
配合聖靈的工作，神都會大大使
用，結出豐碩的果實，成就祂的
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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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化上的適應、服事上的壓力，
單身宣教士同時要學習藉不同方法面對孤單感的問題

亞苗： 單身可使我有較多的自由時間，到不同的地
方探索，閱讀穆宣相關的書籍。
單身宣教士在穆斯林國家是否有很多當地異性追
求？遇上這種情況你會怎麼辦？
曉月： 幸好我沒有，在工場上我會與男士保持距離。
初到工場時，常光顧一家食肆，漸漸與店主成為朋
友。有一次進店時，她回家禱告去了，店內一名男
士問我以上問題，更拉着我的手說：「我也是單身，
你嫁給我吧！」在我叫嚷「不可以」的同時，另一
女店員斥責他，事情才得到解決。單身女士在當地
雖不太危險，然而要懂得保護自己，並與其他單身
女士結伴，互相幫忙。
蝴蝶： 我身處的城市很小，外國人很顯眼，就算我
「包到實」，他們也認得我啊！有一次我在超市購
物，有位男士向我搭訕，介紹自己的職業、學歷，
硬要給我聯絡電話。我嚇怕了，第二天就不敢再去
那間超市！我的身分是一名學生，大學裡有位職員
常常在我面前批評他在鄉下的妻子，我認為他在試
探我，想看我的反應，所以我盡量與他保持距離，
避免與他對話。
慕家： 有位母親說她有兒子，問我喜不喜歡嫁給芝
麻國人。我想不宜直接拒絕她，所以會提出我的擇
偶條件：「什麼國籍也可以，最重要的是他必須愛
耶穌。」對方通常被嚇退，不再追問，哈哈！有一
位已婚男士，當著妻子面前對我說他想娶第二位太
太，並問中國人會不會嫁給芝麻國人，我便說老家
只容許一夫一妻，不然觸犯法律要坐牢。不想坐牢
的男士知道無望，便不再打我主意！
你會如何處理孤單感及其他情緒？
曉月： 承認自己有孤單感是很重要的，我會讓自己
獨處調整心情，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如聽音樂、
運動、刺繡、烘培等。每次也問自己，這次的孤單

你想過組織家庭嗎？一方面想組織家庭，另一
方面又想回應呼召，現實卻無法兩全其美，你
會怎麼辦呢？

感來自哪裡，其後安靜禱告交託。我是一個外
向的人，翌日一般會帶著焗好的點心探訪朋
友，去本地商場逛街、與商戶閒聊等等，也能
練習語言及建立新的關係。

曉月： 當然有想過，但是一切在天父手中。
我在 2003 年清晰要委身宣教，已將天父的呼
召放在首位，求天父按祂的時間安排有同樣心
志的弟兄同行。這麼多年來，追求者亦出現
過，然而並無相同心志，自然沒有考慮了。

蝴蝶： 避免看浪漫愛情電影，以免放大孤單
感。我會祈禱和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美麗的
東西能令我心情愉快，所以我喜歡插花，會把
製成品送給學校和宿舍。
慕家： 感恩在伊斯蘭國家生活，因為傳媒、
電影、報章等色情資訊被禁，所以性的引誘比
較少。

蝴蝶： 當然有，但多年來都沒有遇到相同呼
召的弟兄！後來輔導員指出我要尋找的是伴
侶，不是同工，若因為能當好同工而成為伴
侶，是一種交易，婚姻不一定美滿。我不會為
結婚而停下來，也不知道神為我預備的配偶在
哪裡，我只要專心做好神所交付的，也求主預
備我將來成為一位好妻子。

在工場遇到當地人問「你為何還未結婚」，你
會如何應對？
曉月： 初到工場時常被當地人問「你多少歲
了？」下一題便是「為什麼還沒有結婚？」我
會回答：「因為上帝還沒有讓我遇見祂為我預
備的。」

慕家： 我仍享受單身生活，也想組織家庭，
但年紀大了，成家的機會變得渺茫。雖然現在
仍想，但不會降低要求。在宣教路上沒有同心
及同一志向的伴侶，怎能同行呢？願神的旨意
成就。我會繼續享受單身的生活，也祈禱常存
喜樂的心等候神的引領。

蝴蝶： 因為父母會為他們安排婚事，所以他
們覺得單身的我很奇怪。我會跟他們真誠分享
我對配偶的要求，以及跨文化婚姻的困難，不
給他們胡思亂想的機會。

亞苗： 有想過的，如不能兩全其美，我會選
擇單身的。

慕家： 我曾被人問及「有多少兒女」、「結
婚了沒有」。他們認為女子最重要是結婚及生
育，不然便無價值，幸好我深知自己是貴重
的！至今，我習慣了被問，也不覺得難於回
答，只求神賜智慧，每次讓我清楚婉拒，同時
不令對方難受，更期盼能延續更多話題。
亞苗： 我會說我較喜歡自由的生活，告訴對
方在老家的文化，這個年紀還沒結婚不是大問
題；此外物價、樓價很高，組織家庭不容易。

為回應神的呼召及十八億穆民福音的需要，多位單身宣教士
選選擇以宣教為先，同時靜候神在組織家庭方面的帶領

我願為祢去──宣教釋經靈修集（一）
信息：余峻民 主編及出版：前線差會
定價：HK$30
「這正正就是將明白真理、靈命成長及宣教使命，三者作一個整合，
使讀者可以認識聖經真理卻『不離地』，靈命成長但不會孤芳自賞，
因而可真正有根有基地參與宣教召命。」
——郭文池牧師（播道神學院院長）

詢： 2753 7170 陳姊妹
點： 深水埗區

期： 2018 年 8 月 17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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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青宣共有六位肢體參與，於七、八月期間分
別到北非和東亞工場體驗，協助宣教士的服事、
到穆民或歸主者家中住宿、學習語言和文化，一
同學習宣教。且一同細聽神給他們的功課。

北非隊

願這小手有一天同樣能

緊緊抓著天父的恩典

Dora

Jasmine

我住的民宿家主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媽媽，
她有兩名二十多歲的女兒，經過同工長期
接觸，她已經接受了主耶穌。出發前主耶
穌要我分享祂的愛，雖然我的阿拉伯語有
限，但也在手機下載了雙語聖經，希望能
夠和她們分享。

在民宿體驗裡，我求天父給我時機、預備
人心、給我智慧說話。當我跟家主的三女
兒聊天時，她說想了解我的信仰，於是我
們不斷使用 Google 翻譯，並配合少量英
語艱難地溝通，過程中竟能自然地講述福
音！直到我說神會直接對我們說話，她說
要挑戰我的神，她想聽見衪大聲地對她說
話。我告訴她神有自己的時間，祂可能在
明天、後天、下個月對她說話。最後她說
沒有聽見神的聲音，但她會等待，我也答
應為她禱告。

有一天，我與家主及小女兒互相學習語
文，當學到英語的「你、我、他」，我旋
即拿出準備好的經文「我們愛，因為他先
愛我們」，告訴家主這個「他」就是主耶
穌，她便教我讀這節經文的阿拉伯語版
本。她讀了五次，我也未能夠讀到一次，
但她們因此背了這節經文，她連睡在床上
也在背，我感受到神的能力在我的軟弱上
顯得完全！只要我們願意，祂會使用我們
的「不能」完成祂的旨意。到離開民宿時，
她們還記得這節經文呢，感謝天父！

第二天，她跟我分享她的夢想，甚至讓我
為她禱告。我深信當人尋求神時，必定會
尋見，天父也會對她說話。我也很感恩能
夠被神使用，讓我在這事上有份，更讓我
經歷到與衪同工的喜樂呢！

Warton
民宿體驗的一個星期過得好不容易。他們人多勢眾的衝著
而來向我傳教，使我感覺勢窮力竭；然而神用真理提醒我，
有聖靈在我裡頭，使我更加堅定。

漫步於宣教士居住的社區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整個星期時刻聆聽著聖靈的聲音。感謝
聖靈的同在與保守，讓我把種子撒在那裡一位青年人的心上。即使在最後一晚，他依然想說服
我信奉伊斯蘭。雖然當刻心情沉重，但神說祂並不著急，因知道我盡力做好，祂會讓祂的旨意
成就在這青年人身上。
我每天都會走出露台，為著眼前每幢房屋、每個靈魂禱告。這場爭戰其實不難打，因為羔羊已
得勝！耶穌已賜下權柄，讓我宣告神的全能，使仇敵遠離。「再見撒旦，因為耶穌的掌權早已
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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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隊

在清真寺門外總見戴白帽的穆民川流不息
東亞工場的宣教士們，我們來了！

Vincent
聽到宣教士團隊在當地的幼稚園工作，不得不讚嘆天父的作為，當人說不能，天父卻用祂奇妙的
方式工作。這事工是與本地信徒合作，實在是很合適的做法，但同時也需要智慧。此外，我感到
宣教士實在很需要支持，不論是金錢或是人脈，對他們的事奉都舉足輕重。
旅程期間，市內清真寺的一位教長去世，這位老教長出殯的場面盛況空前，街上擠滿了人。這些
景象使我深思：為什麼穆斯林可以這樣張揚展示他們的信仰，而當地教會卻要事事隱密，無法公
開傳福音呢？見到這種不公平的情況，令我感到很無奈，但即使這樣，我相信天父不會停止這裡
的工作，使用信徒傳揚祂的名。

Agnes
青宣計劃讓我體驗像真正的宣教士一樣接受跨文化培訓，學習在穆斯林的環境中生活，認識穆
民、愛穆民。
在認識穆斯林文化當中，最深刻的是進入農村的民宿生活。初時因著他們的信仰而為他們緊張，
覺得他們缺乏什麼，或生活上需要什麼。原來，天父安排我進入穆民的家，並非要給他們生活所
需，或教他們一技之長改善生計，更不是以自己成長環境所建立的生活模式和信仰價值觀對他們
作出任何評論，而是學習謙卑自己，以神的智慧和眼光認識穆民，以基督捨身的愛去愛他們，與
他們建立關係，慢慢了解他們最深層的信仰價值觀和信念。當明白穆民真正的屬靈需要，再透過
宣教士美好的生命見證，穆民才能認識和得著平安的福音。

Edith
青宣體驗是我人生一個很寶貴的經歷，讓我更深體會何謂「宣教」。
在工場，親身感受到穆民在清真寺做禮拜時的震撼；跟隨宣教士入鄉探訪，觀察到宣教士與對象
建立關係，真是不容易。由於是創啟地區，分享信仰時必須格外留神，還記得宣教士分享道：「在
這裡宣教更考功夫，我們是在用生命反映自己跟神的關係有多真實和親密。」的確，用生命來述
說基督更具感染力。我們更學習到如何建立和成為「團隊」。每一個宣教士來到工場都會經歷不
同階段。「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傳四 9、12）當隊友有需
要時便要伸出援手，彼此守望、分享；當中會遇到不同困難，體會到大家都很需要大量的守望、
支持和體諒。
盼望從主而來的祝福，能夠臨到每一個我們所接觸的穆民家庭；願當地穆民能夠聽聞福音，認識
那位獨一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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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歷 醫治 的大能
阿仙與 小 古 的 故 事

小羊家庭宣教士在工場開設了一間治療中
心，透過中醫、針灸療法祝福當地人，數年
來建立了良好名聲，藉此與不少穆民建立了
情誼，更有機會領人歸主。
羊媽的朋友小麗認識一名穆民婦女阿仙，她
的小女兒小古當時七歲，患嚴重腦癱，四肢
變形，腰板無法挺直，像濕透的紙一樣癱軟，
瘦得連心臟跳動亦隱約可見；加上癲癇發作
頻密，嚴重時每五至十分鐘抽搐一次，晚上
無法安睡，家人亦因照顧小古而筋疲力盡。
羊媽還記得與阿仙第一次見面時，阿仙一臉
愁苦，只求小古「行得走得」，這是一個媽
媽最簡單的願望。
當時小古患了感冒，呼吸困難，羊媽便先為
小古針灸，再處理腦癱問題，可是小古感冒
痊癒後，二人再沒有出現，令羊媽十分焦急，
便向小麗打聽她們的消息。
「阿仙的家人要她放棄治療小古。」小麗告
訴羊媽，於是羊媽呼籲香港的弟兄姊妹為小
古禱告，求主在這個家庭動工，將阿仙和小
古再次帶到中心來。
信實的神回應了眾人的禱告。約半年後，阿
仙帶著小古再次來到中心求診，原來數個月
前阿仙遇上交通意外，身體多處受傷疼痛。
阿仙媽媽對她說：「活人都顧不上，哪有多
餘時間和金錢治療死人！」羊媽聽罷感到非
常難過，小古哪會是死人呢？她是天父的寶
貝女兒啊！羊媽答應為小古免費治療，並為
阿仙治療意外的後遺症。

編輯室

事，力克雖然身體殘障，卻活出豐盛的生命，
令夫婦二人感動落淚，不禁問：「何以力克
活得如此喜樂？為何家人從沒有放棄他？」
羊媽只回答：「他們和我一樣，信耶穌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只信一位神，就是耶穌。」
羊媽深知神正在作工，當日小羊一家齊齊禱
告：「主啊！我們要看見祢的榮耀！」第二
天，阿仙甫踏入中心便對羊媽說：「我相信
耶穌，但丈夫不相信，我該怎麼辦？」羊媽
便為她播放約翰福音的經文，當中提及耶穌
醫治的大能，透過經文和親身經歷神的醫治，
阿仙深知耶穌是神，雖然不確定丈夫的想法，
但仍然願意開口承認和接受耶穌。之後羊媽
抓緊診症時間，與阿仙聆聽聖經，開始栽培
工作。
神不單醫治阿仙，小古接受兩次診治後，抽
筋情況大大改善，一個月內胖了三公斤；四
肢伸展幅度增加。羊媽與阿仙一家同渡治療
之路，因此與他們關係融洽，成為了好朋友，
相信天父會繼續在這個家工作，救恩將臨到
其他親友。
我們的神不單是拯救靈魂的神，祂還顧念人
的軟弱，醫治人的身心靈；祂對穆斯林的愛
無法測度，願榮耀歸於主耶穌基督！

羊媽每次為病人下針也會禱告，求大醫生主
耶穌醫治。經過短短四次治療，阿仙的痛症
痊癒了，每個患處只治療一次便完全治好，
令阿仙嘖嘖稱奇，相信這是主耶穌的大能醫
治。第四次治療時，阿仙丈夫也來了，羊媽
播放了力克．胡哲（Nick Vujicic）的見證故
力克．胡哲的見證令阿仙一家明白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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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童女所生，與穆民何干？
勞亦思
本會事工副主任
近年聖誕期
間，有伊斯蘭
組織人士穿上
“I love Jesus
because I'm
Muslim”（ 我
愛耶穌，因為
我是穆斯林）
的T恤在香
港街頭傳教、
派單張，吸引
了不少路人的
目光。其實他
們真的「愛耶
穌」嗎？耶穌
由童貞女所
生，對於他們又有何特別意義呢？

14，和修版）。由聖靈感孕、童女所生，顯示
出耶穌的神性。先知即使受人尊崇，但他們只
是人，主耶穌卻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祂親自成
就救恩，有權柄赦免人的罪。
與穆民分享福音
聖靈感孕、童女生子、以馬內利，固然展現了
上帝對世人的愛與信實，這亦可成為與穆民分
享福音的切入點。首先，穆斯林只認為耶穌是
眾多先知中的一位，他們認為即使耶穌行了許
多神蹟，也不代表祂就是神，因摩西、以利亞、
以利沙等也行了很多神蹟。但由童貞女所生，
卻是歷史性的獨有事件，能突出耶穌超越其他
先知的地方。
此外，多項研究均指出，穆斯林歸主的其中一
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在聖經中發現真理。與穆
斯林分享聖靈感孕、童女生子時，可藉此鼓勵
他們自己看聖經，以致對耶穌基督有全面的理
解，讓神話語震撼人心。

古蘭經有關耶穌出生
按古蘭經之記述，安拉因麥爾彥（馬利亞的阿
拉伯譯名）的敬虔與貞潔而揀選了她，差派
一名天使向她報喜訊——她將要生一位先知。
麥爾彥問天使她自己仍未失節，為何會懷孕，
那天使則回答說這是真主已決定的事（古蘭經
3:42-48；19:16-22）。真主的精神吹入了她的體
內，她便懷有身孕（古蘭經 21:91；66:12）。
這令麥爾彥驚惶失措，因為未婚懷孕在當時的
社會是極羞恥的事，必會遭受旁人非議。於是
她遠離人群，到了一個僻遠的地方誕下爾撒（耶
穌的阿拉伯譯名）（古蘭經 19：22-23）。因為
麥爾彥受安拉的表揚，所以她在伊斯蘭中有著
極高的地位。古蘭經合共有 114 章，有 8 章是
以人的名字來命名的，「麥爾彥章」是其中之
一。

第三，明白「以馬內利」的真正意義是十分重
要的。讓穆民明白耶穌是一位願意與人同行的
主，而不是他們所認識的安拉那樣遙不可及。

與聖經記載的差異
這段童女懷孕生子的記述與聖經的記載雖有點
相似，然而在聖經中，上帝早已藉先知以賽
亞預言「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
內利（意思是「上帝與我們同在」）」（賽七

聖靈感孕、童女生子、以馬內利，展現了
上帝對世人的愛與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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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命定？更是盼望！
教
路
上
的
第
一
次

看星宣教士
在非洲工場，我們的團隊為當地的朋友提供健
康教育、簡單的醫療服務、牙科服務及派發奶
粉等，大部分病人也是自己來辦公室求醫的，
偶然才有一些病人因虛弱而需要別人協助前
來，所以我們較少處理患重病的病人。
有一天來了一個中年婦人，身體十分虛弱，由
同伴抬來，不住喘氣，雙眼無神，側身倦曲躺
臥著，聽說已四天沒有進食。因為當地醫生沒
有讓她留院，所以她的家人來找我們。以我們
的能力只能為她減輕痛楚，不久她喘氣情況有
所改善。突然間，她口中吐出一些白泡，看見
她的同伴上前合上她的眼睛，再將她雙手放在
身旁，將整個人放直，原來她已離世了。這刻
我整個人也似是空白了，數分鐘前還好像幫到
一點，現在這婦人真的死了嗎？為何連醫院也
不幫忙？為何她的家人沒有要求我們做任何搶
救，或想盡辦法來延續她的生命？看到她的同
伴只為她哭泣及唸經，並且將一些泥放在她肚
腹之上，用被將她包好，就這樣送走了她。

相信命定的時間到了便要走。當然若本地的富
裕人家生重病，他們會到首都、甚至出國就
醫。但對於當地的貧窮人來說，生命的長短不
能逆轉，故只好默然接受。
當面對死亡時，我們也許不必用盡一切辦法來
延續生命，反而須要學習坦然接受，因我們是
一群有把握死後去向的人。懇求掌管生命的
主，使用我們團隊，幫助我們的朋友在迎接死
亡前也能去到主的面前。

這兒的貧窮人比城市人更認識死亡，更懂得坦
然接受它，他們不會追究有沒有人犯錯，單單

這是我們工作的醫療中心，是與村民建立關係和信任的地方

宣教禱告培訓日 – 禱告與權柄
線
資
訊

目的：幫助學員
1. 認識自己屬靈的身份、
2. 認識屬靈的身份與權柄的關係及
3. 實踐禱告的權柄，又藉祈禱操練守望者的祈禱心志。

收入：
1. 奉獻收入
2.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行政費
3. 其它收入

1. 宣教士動向
• 小
 康宣教士腎癌手術後進行輔助性化療，最近一次化
療後較辛苦。求主保守整個化療過程能順利，將化療
的副作用減到最低。

支出：
1. 工場拓展
2. 宣教士關顧及同工培訓
3. 穆宣異象推廣及教育
4. 行政支援
5. 辦公室設備及運作
6. 清還購置辦公室貸款

2. 辦公室團隊的生力軍
 會橄欖葉宣教士夫婦已於 9 月份開始加入辦公室團隊，
本
橄欖葉先生出任本會副總幹事，橄欖葉太太出任事工副主
任，主要負責宣教士事務。求主賜他們智慧，服侍在不同
階段的宣教士踏上穆宣。

西非述職宣教士分享
北非述職宣教士分享
東亞述職宣教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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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2558 7633

2,986,792

港 幣
$
18,594
$
780,708
$
678,808
$
874,435
$
269,263
$
400,000
總支出 ： $ 3,021,808

由 2018 年 1 月份至 8 月份經常費結存 ( 不敷 )： $
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經常費累積不敷為：$
如欲奉獻支持本差會

3.	月禱會 ( 每月第三個星期一晚上 7:30–9:15)

www.standartprint.com

港 幣
$
1,865,556
$
1,022,149
$
99,087
總收入 ： $

• 曦
 雪姊妹已於 9 月底前往東非工場，記念她需要適應
工場的天氣及國際團體的文化。

承印：藝印印刷有限公司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www.frontiers.org.hk

前線差會 ﹝經常費﹞ 收支報告
( 2018 年 1 月份至 8 月份 )

感恩及代禱消息

11 月 19 日
12 月 17 日
1 月 21 日

日期：11 月 17 日（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35,016)
(71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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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