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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禱會
	 6月18日		 西非宣教士分享
	 7月16日	 中東宣教士分享
	 8月20日	 青宣團友分享

2.	感謝主，本會剛完成周年大會，回顧上年事工並
總結經驗，同時亦進行了2013年度事工計劃會
議，願神幫助我們能有智慧地落實計劃，讓事工
能夠得以擴展。

3.	請記念六月有三次的「青宣」行前培訓及誓師大
會，求神祝福各參加者在訓練中有所得著，堅固
宣教的心志。九位青年人將於七月及八月期間，
分別於三個工場體驗宣教士的生活兩星期至一個
月，求神帶領及保守各人平安；並盼望聖靈能叫
各支持教會同心以代禱支持和守望各參加者。

4.	請紀念八月本會將舉辦「公開穆宣講座」(8月5、
12、19、26日)，求主感動對穆宣有心志的弟兄姊
妹報名參加，以致他們都能得著裝備，起來回應
穆宣的呼聲。

前線差會〔經常費〕收支報告
(  2012年 1月份 至 3月份 )

收 入 ：  港  幣 
1.  奉獻  $ 615,904 
2.  事工及宣教士行政費  $ 181,334 
   總收入： $ 797,238

支 出 ：  港  幣 
1.  辦公室及事工開支  $ 202,228 
2.  薪金及福利  $ 407,001  
   總支出： $ 609,229 

截至 2012年 3 月31日
本會經常費累積結存：  $558,196

如欲奉獻支持本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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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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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本會盧太聯絡。

我們在工場將近兩年，回想三年半前
下定決心要預備出工場時，差會建議
了我們一連串的裝備，大致上我們都
照單全收（也許是因為我們都是從零
開始，有些少自知之明吧）。這些裝
備當中，最為重要的有以下幾種：

豈可空槍上陣！

一、神學訓練

	 基督教和伊斯蘭都是一神信仰，但我們的
神與穆斯林的真主是否同一位呢？老實說，盡
管你是讀了三年的道學碩士，初到工場的那幾
年也未必會派上用場，但基礎的神學卻是能夠
讓我們站穩腳步，不被似是而非的道理所迷
惑。由於古蘭經和聖經有部份人名和事件相
類似，所以有很多人仍在爭論那些事情。但我
們只傳神的信息，不把贗品當真跡。接受神學
訓練，也可以為我們日後牧養歸主者作準備，
所以我們在港所讀的一年宣教課程，是為了鞏
固自己的信心，堅定事奉的心志。日後如有需
要，可以再作進修。

二、認識穆民

	 由於穆斯林是一個龐大的跨地域群體，有
其獨特的共同文化風俗。但因地域不同，各國
的穆斯林文化風俗亦有差異。再加上以穆斯林
為主的國家，大都對基督徒不友善，我們就如
羊入狼群，必須知己知彼，靈巧前進，因此差
會在我們出工場前安排有關課程，讓我們對福
音對象有個宏觀的了解，然後在工場時再對應
當地的實際處境作出調整。

三、認識並接納自己

	 在異文化的工場上，由於沒有主內弟兄姊
妹和家人朋友常伴左右（尤其是對單身的兄姊
而言），再加上因對環境陌生而缺乏安全感，
所以認清自己的強項弱點，並接納自己的不
足，待感到孤單或面對困境時，能夠不失鬥
志。自我認識的課程和心理評估分析有助我們
反思己見，接納他人比自己強，亦幫助我們投
入團隊中的崗位。

四、團隊精神

	 我們的隊員來自三個國家，處事方式和文
化背景各異。在港時的團隊建立訓練，正是為
了幫助我們適應不同文化下的團隊生活，解決
矛盾，讓團隊合作能產生更大果效，榮神益
人。而當中按聖經真理調解衝突的方法，雖然
我們暫時未能用上，但卻是對自己很大的提
醒。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祈禱手冊
今年的伊斯蘭齋戒月將於7月20日至8月18日舉行，穆
斯林嚴謹遵守此節期，為要得到真主的喜悅。讓我們
一起在這關鍵時刻，憑信心為穆斯林朋友禱告吧！

定價：港幣 $22
查詢電話：2753	7170		余姊妹
瀏覽網頁：www.frontiers.org.hk	下載訂購表格

第一次看本地牙醫

我來到東亞工場差不多一年了，這一年的工場生
活確實帶給我許多難忘的第一次，有些經歷讓我
感到特別開心愉快，有些卻使我心情低落了好一
陣子，然而，這都是既寶貴又難忘的經歷，這次
讓我先和大家分享第一次看本地牙醫的經歷吧。

去年底，我的牙齒突然痛得很厲害，吃了特效止
痛藥也不管用，於是四處詢問是否有可信賴的牙
科醫生。有同工給我介紹一位本地牙醫，他在一
間頗有規模的醫院內診症，聽說許多外國人都找
他，於是我決定去找這位牙醫。就診第一天，我
卻被他們的衛生程度嚇了一跳，在半個小時的治
療過程中，我的口一直是張開的，這樣，口水自
然不停流出來，當口裡愈積愈多口水時，醫生便
叫我坐起來，把口水吐出來，然後繼續躺下治
療，他們並沒有儀器把我的口水吸走，更不用說
會沖洗我的口腔了。此時，我只有默默禱告主，

求主保守我不受任何感染，保守整個治療過程能
順利完成。感謝主，經過三次治療後，牙痛的問
題總算解決了。

在牙痛特別嚴重的那幾天，什麼事都不想做，
也沒胃口進食，只是煮了粥，吃了藥便躺在床
上。因連續幾天都吃粥，感覺非常單調乏味，
當時我的心靈特別軟弱、孤單、想家，極渴望
得到家人的呵護和照顧。同時，我也特別懷念
家鄉各樣的好處和方便：找到可信賴的醫生、
治療都是相當有質素和專業。相比之下，工場
的資源實在太缺乏了。但我很感謝神，因為當
我感到最孤單、最無倚靠的時候，也是我最親
近神的時候。同工一句親切的慰問和代禱，都
給予我極大的支持、鼓勵和安慰，使我深深感
受到祂無微不至的看顧和保守。

本 會 消 息

─ 淺談「穆宣」裝備

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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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70年代數碼科技進入社會普羅階層開始，我們的世界
就開始經歷鉅變。踏入21世紀，緊隨著「谷歌」(Google)	
與「面書」(Facebook)	等藉互聯網而擴展的資料搜集與聯
繫網絡大行其道之際，其「變」更是驚人！

社會在變，作為將福音帶給世人的宣教方法當然也應有所
變動以調適，如：在敵對福音的文化環境中開展「營商宣
教」、「社區服務」、「通訊技巧」等都是我們今日宣教
需要關注及裝備的項目。

那麼，在芸芸穆宣需要裝備的項目，那些是「變」的？那
些是「不變」的？相信當讀者看過本期文章後，自有所領
會和判斷。

除卻那些因應工場需要而需要裝備的項目外，「前線差
會」對穆宣裝備也有其理念，現謹和大家分享，冀收拋磚
引玉之效：

1. 品格的操練	–	這不是一堂兩堂穆宣裝備課程可以做到
的，而是經堂會多年門徒訓練及教導所結出來的果子；

2.	 宣教的心志	–	如前，是需要經過時間的考驗及長期觀
察的，我們也需留意那些「忽然宣教」的情況，免得因
「美麗誤會」而致「敗興而歸」；	

3.	 自我牧養	–	工人需曉得在沒有教會又要同時面對孤單
及各種困難的情況下自我牧養，過往在堂會及職場上的
門徒訓練就顯得尤為重要；

4. 學習能力	–	現今社會變數很多，多處穆民地區更是動
盪之地，工人要能隨時應變，掌握形勢很不容易，很多
時「死守」一套所學卻無濟於事，這不單應用在語言或
某些技能上，更包括在「緊急應變」上；

5.	 團隊溝通及協作能力	–	穆民地區的政治形勢變化急
速，在敵視的環境中又要以創新方式(如：營商宣教等)
服事，單打獨鬥的「作為」有限，唯有掌握團隊溝通、
互相協作才是合宜應對之道；

6. 終身神學、終身學習、力要求進	–	現今世代，擁有一
紙文憑(包括神學)的資歷，若不時常反省思考求進，並
不保証能面對時代的需要，特別在不少具爭議性的宣教
課題上(如：如何幫助穆斯林背景歸主者本色化等)，宣
教工人更需要不時反省、集思廣益、不斷學習，才能建
立自己，又能建立門徒。

現時雖有不少很好的宣教訓練課程推出，但總因時間及
種種因素未能全面照顧各方面需要(事實上也不可能)。但
是，那位「隨時」裝備著我們的聖靈仍是我們需要緊緊依 
						靠的，祂又操練我們與祂配合和同工。2

二、生活技能提升
如何在一個異文化中立足並解決生活上的種種問題，也是在工場事奉的重
要一環。花越多時間去處理生活問題，相對地就越少時間做福音工作。
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支援少，而且交通及聯絡都不方便，所以在港時如果能
夠已學習多項技能，如汽車維修、水電維修、木工、電腦系統及軟件維護
等，在工場必定大派用場，而且也能以此服侍同工及當地人。

大部份同工都需自駕汽車，維修保養是必須的。我們工場的車房技工技術一
般，錢花了也未必能解決問題。若我們對汽車機械有認識，可省卻很多麻
煩，而且當駕駛長途車時，路上壞車時也可以自行檢查修理。總之，在工場
裡每樣技能都有一點點認識，加起來便很有用了。

以上分享，儘管未必能夠適用於其他工場，但仍盼望能使眾兄姊知道怎樣裝
備，才能為主更好地服事。互勉之！

五、語言學習

	 我們的福音對象都是當地人，若可
以用他們的母語溝通，就最能得到他們
的認同和接納。而來自三個國家的隊員
各有自己的母語，但在團隊裡一概以當
地語言溝通，就算和其他差會的同工溝
通，也是如此。在出工場前，我們學了
一套學習語言的方法；到了工場後，除
了這套方法外，也會因應自己的語言學
習能力和實際情況再作配合。學習語言
是沒有捷徑的，如時間許可，在出工場
前就浸淫在一個你將要進入的語言環境
內，對日後踏上工場必定大有裨益。

還需更多裝備

然而當我們身處工場之後，又體會到有
些裝備同樣是不可或缺的：

一、門徒訓練
門徒訓練基本包括了帶組、查經、佈道
等，那是我們平常就要鍛鍊的。在工
場裡，並沒有如香港般的教會生活，但
團隊生活猶如一個家庭教會，我們每月
有六次聚會，每個隊員輪流帶領，所以
平均每人每月都會帶一次聚會，分享信
息。

穆宣裝備的

「變」與「不變」

前線差會十五周年呈獻與主的第二份禮贊

8月5﹑12﹑19﹑26日(主日) 下午2:30-5:00

歡迎教牧同工、神學生及弟兄姊妹參加

合辦 : 基督教佈道中心華恩堂

上課地點 : 佐敦渡船街28號寶時商業中心14樓

詳情及報名 :

電話：2753 7170

網頁：www.frontiers.org.hk    收費 : $200

歷史

發展

信仰

文化

宣教

公開穆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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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語言溝通，就算和其他差會的同工溝
通，也是如此。在出工場前，我們學了
一套學習語言的方法；到了工場後，除
了這套方法外，也會因應自己的語言學
習能力和實際情況再作配合。學習語言
是沒有捷徑的，如時間許可，在出工場
前就浸淫在一個你將要進入的語言環境
內，對日後踏上工場必定大有裨益。

還需更多裝備

然而當我們身處工場之後，又體會到有
些裝備同樣是不可或缺的：

一、門徒訓練
門徒訓練基本包括了帶組、查經、佈道
等，那是我們平常就要鍛鍊的。在工
場裡，並沒有如香港般的教會生活，但
團隊生活猶如一個家庭教會，我們每月
有六次聚會，每個隊員輪流帶領，所以
平均每人每月都會帶一次聚會，分享信
息。

穆宣裝備的

「變」與「不變」

前線差會十五周年呈獻與主的第二份禮贊

8月5﹑12﹑19﹑26日(主日) 下午2:30-5:00

歡迎教牧同工、神學生及弟兄姊妹參加

合辦 : 基督教佈道中心華恩堂

上課地點 : 佐敦渡船街28號寶時商業中心1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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