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
環球福音會
www.wec-hk.org

2019年季刊 07 08 09

信心 團契 聖潔 犧牲

以我服侍的學校為例，近年就有不少伊斯蘭教背景的
學生，在升到中一之前轉校，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
因為中一開始有崇拜的時間，家長為免進入青春期的
子女進一步接觸基督教，於是轉校，有的甚至轉到伊
斯蘭教學校就讀，許多學生會進一步被訓練成為伊斯
蘭教教長。除此以外，學校亦發現近年幾乎百分百伊
斯蘭教背景的學生，在星期六、日到伊斯蘭學校學習
可蘭經，他們的目的，就大量訓練教長，以便將來將
整個天馬里市，發展成為一屋一伊斯蘭教寺的城市（
註一）。除此以外，伊斯蘭教勢力亦與當地本土主義
結合。由於南部一直發展較快，以致南北兩地發展失
衡，就是直至今日，天馬里地區接受過教育的人口亦
不足兩成，隨著愈來愈多打巴你人（本地民族）接受
教育，開始自覺，於是強調要重拾打巴你人的身份，
鞏固打巴你在北部的勢力和維持本地人利益，而伊斯
蘭教信仰，亦是他們的身份認同一個重要因素，因
此，近年更多人強調自己伊斯蘭教徒的身份。今日，
你走在村子裡，你會發現許多傳統伊斯蘭教勢力抬頭
的跡象，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女性會穿著一整
套黑色的伊斯蘭教傳統傳飾，只露出眼睛，從頭包到
腳，就是攝氏四十多五十度，亦一貫保持這種穿著，
而不少年青男士亦開始留鬍子，這些都是傳統伊斯蘭
教勢力興起的一個主要象徵，而這些現象，在過去都
是很少看到的。

對於在當地生活的我們，最要緊的，當然是和當地人
保持一個友好的關係，同時種種的現象亦在提醒著我
們，「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
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約九：4）許多人認
為，西非許多國家都是宣教的老工場，但他們不了解
的是，基督教的影響力，許多只是局限在南部的地區
，但北部的伊斯蘭教勢力仍然很大，而且有日漸壯大
的情況。當地基督徒，基於神觀和宗教共融的緣故，
一直很少向伊斯蘭教徒傳福音，甚至認為向伊斯蘭教
徒傳福音，是一種冒犯，因此，當地到今時今日仍然
需要宣教士，在未得之民當中傳福音，趁著黑夜還沒
有完全降臨，把福音的種子播到人的心田上。

註一：天馬里市大部份房子都是自家建造的平房，只要在建築的
時候，加入伊斯蘭教寺的元素（例如：圓頂及新月標誌），而且
家中有教長，該屋便可以成為敬拜的伊斯蘭教寺。

進行襲擊。當然，大家可能會質疑新聞媒體的報導，
但近月，就是連英國領事館和迦納政府亦發出相關警
告，表示有情報顯示，恐怖份子有計劃在迦納活動，
與此同時，迦納政府亦在大眾媒體呼籲市民注意安全
，而且亦有消息指，政府已經在北部搗破一個訓練恐
怖份子的基地. . . . . .以上，都是媒體上得到的消息，
至於實際生活在迦納北部的我們，又有什麼影響呢？

事實上眾多西非國家當中，迦納算是一個較和平的國
家，被稱為西非洲的民主老大哥，強調宗教共融，南
部大部份人是基督徒，而北部則絕大部份是伊斯蘭教
徒，以我所居住的重鎮天馬里市為例，就大約有八成
人口是伊斯蘭教徒，雖然如此，但基督徒和伊斯蘭教
徒之間相處一向和平、彼此尊重，很少出現宗教衝
突，而目前我所工作的一間由宣教士創立的基督教學
校，亦頗受當地人歡迎，但這種宗教共融的情況，近
年有所改變。

伊斯蘭教與本土主義的結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過「危機感」？對於香港人而
言，「危機感」可能是害怕失業、不夠錢供樓、子女
上不到理想的學校，甚至是政治形勢帶來的不安，但
對於住在西非洲的我們，「危機感」大多都威脅生
命，例如：交通意外、持械行劫、可致命的疾病；而
最可怕的，莫過於恐怖襲擊，尤其某些警鐘已經嚮
起 . . . . . .

恐怖組織的肆虐

香港及西方媒體並大型通訊社都很少報導有關伊斯蘭
教的動向，但有留意此動向的弟兄姊妹，在網上都可
以找到一些較偏門的外國媒體報導相關的新聞，你會
發現，近年伊斯蘭教恐怖組織不斷在不同的第三世界
國家大肆殺戮……甚至屠城，對我而言，近年則發現
這些新聞愈來愈「埋身」，先是東非、中非，再來是
尼日利亞、馬里，近來是鄰近國家布基納法索。

在五月，布基納法索就有多宗伊斯蘭教極端分子焚毀
教會，並且屠殺基督徒的個案，要求信徒改信伊斯蘭
教，要是不願意改教，就拉到樹下槍斃；同時不少新
聞報導亦指，這些組織進一步南侵，打算在迦納北部
（也就是我現居的天馬里市）等西非地區設立據點，

周翠珊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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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宣教士禱告：

1.  求主繼續使用學校事工作為福音平台，好讓     

     更多伊斯蘭教徒認識耶穌。

2.  JVS(假期聖經學校)正在密切籌備中，求主

      給我們合一及喜樂，與主同工。

3.  繼續為天馬里的情況祈禱，求主賜下平安。

4.  感謝主，剛過去的福音周有近 30 多位學生

     參與兒童版四律的佈道工作，向近 70 人分

     享福音信息。求主保守各學員繼 續有分享福

     音的心志，也為我 們跟進的工作祈禱，盼望

     他們 能夠參與未來一年的 Joyful Teens 及

     訓練。



宣教士D (於中亞服事)

剪頭髮的時候，遇見一個在當地工作的女孩Janna，我
們都有很多共通點，例如語言學習，家庭背景，也因着
是這個緣故我有機會分享我的得救見證，她也相信這個
世界有一位神，但他覺得那個神是伊斯蘭教中所說的阿
拉。
請為她祈禱，盼望下一次見面的時候能分享更多有關耶
穌基督的事。

宣教士E (於非洲服事)

感恩韓國隊友買了車跟我們共用，方便帶著兒子出入。
天氣炎熱，求主保守兒子身體，能儘快適應這裡的氣
溫，讓我們晚上能安眠。 
家中需要進行一些工程，因齋戒月阻礙了工程，求主開
路讓工程能儘快完成。                                                                                   
E太太在香港的婆婆跌傷，求主醫治。

宣教士F (於中東服事)

記念F太太交通意外後造成的頭痛，求神保守和醫治。
記念F太太能有機會再遇見其他意外受傷的婦女。
感恩F先生的心臟報告一切正常，求神讓他再沒有頭和
眼睛的不適，並記念他繼續有持之以恆的運動和能控制
飲食。
當地一個又一個的工人被驅逐出境，求神記念當地事工
得以繼續，並保守賜福被驅逐的工人和其子女在新工場
的生活。

宣教士見證代禱事項

宣教士A (於中東服事)

早前一位十多歲的女孩病倒，我們為她禱告後，她
有力氣走動和能正常飲食了。
我們跟她繼續 S 的門訓，現在看詩篇二十三篇，她
能背頌經文，感謝神。

 
宣教士B (於東南亞服事)

住在我們隔鄰小學四年級的『惠娜』，星期六學習
班完後，她問B先生有否禁食，B先生告訴她沒有，
因為已知道通往天堂的途徑。
然後B先生反問她是否確定可以上天堂，她說幾乎確
定。
B先生以堅定的語氣告訴她『肯定可以』，因為他相
信“Isa Almasih”(即可蘭經中的Jesus Christ)。

宣教士C (於日本服事)

當我知道在所丟的垃圾袋上要寫上名字時，覺得個
人私隱被侵犯了。
但是，這或許也可以是一個傳福音的好途徑。
來開煤氣掣的煤氣公司職員見到我就問：「你是教
會的人？教會在哪裡？」
感恩手上正好有教會復活節聚會的單張，正好可以
交給他，願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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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會動態

地點：基督教烙恩堂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址：九龍太子彌敦道788-790號
 利美大廈12樓A-B室                   
 （港鐵太子站A出口）    

宣教月禱會

1. 五位弟兄姊妹已完成候選宣教士導向訓練課程
，小兵一家將於八月出發到工場。

2. 劉氏家庭於六月從工場回港述職。
3.  蔡建輝宣教士夫婦於六月從工場回港述職。
4. 香港分會總幹事將於七月至八月帶領短宣隊到

斐濟，及九月到印尼開會。
5. 香港分會副總幹事將於七月到菲律賓教授宣教

課程，九月探訪宣教士訓練學院。

地區：中亞洲
人口：289,842,000
國家數目：10
群體數目：536
未得之民群體：361
未得之民數目：277,262,360 (95.6%)

祈禱：

過往幾十年越來越多本地人歸信基督，教會中開
始有本地信徒領袖，求神帶領本地教會的發展，
各宗派背景的教會繼續合一，在社群中發揮影響
力。
本土福音教會開始增長，但他們面對來自政府、
伊斯蘭群體等的壓力；求神賜教會智慧如何在各
種壓力下傳揚祂和訓練信徒。
不少中亞洲人民的身份價值建基於信仰伊斯蘭教
之上，求神讓這些未信者看見他們在上帝眼中的
價值。

未得之民代禱區

創辦人                ： 史達德 C. T. Studd
國際總監            ： Louis and Susan Sutton
香港分會總幹事：李志雄牧師、李何慧儀師母
顧問                    ：周永健牧師、盧炳照牧師

地址    ：香港九龍旺角砵蘭街332-334號龐堅中心 1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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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 走進中亞
8月27日 宣教之旅分享
9月24日 為日本祈禱

總幹事的話

魔鬼知道牠的時候不多了，已氣忿忿地下到我們這裡，發
動最後一擊，因此在今天的宣教事奉，面對史無前例的艱
難和危險。宣教不是一個遊樂團，也不是一個走走看看的
探訪隊，而是一個在末世充滿挑戰的使命：有人為得著更
多寶貴靈魂，在工場上每天冒著生命危險，背起主耶穌的
十字架；有人為把道種撒在這漆黑的世界裡，以血和淚作
代價，在宣教的路上奔跑。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縱然這場末日爭戰是何等的艱難，
但我們看到，神藉著苦難，把那些至死忠心的僕人分別出
來；他們為了失喪的靈魂，甘願走向各各他山，在這不可
能的世代中，逆流而上，奮勇作戰，獻上寶貴的生命。因
此神的軍隊縱使不多，卻能在這不信的世代，留下福音的
種子。今天，讓我們一同舉起雙手禱告，求神興起更多這
些忠勇戰士，與我們並肩作戰，一同打這場美好的仗。

李志雄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