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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宣與禱告
─主交託的使命

當主耶穌將宣教的使命留給門徒後，便囑咐門徒
留在耶路撒冷，等候聖靈的能力。聖經記載門徒
「進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間樓房……，都同心
合意的恆切禱告。」(徒一13-14)到了五旬節，聖
靈降臨在他們身上，宣教的火被點起，開始蔓
延，隨即揭開一頁頁的宣教歷史。你可曾想過，
究竟當時門徒和一班主耶穌的跟隨者在那小小的
樓房裡為著甚麼事「恆切祈禱」？這些禱告者又
如何參與了主耶穌吩咐的宣教使命？
 
宣教是一場屬靈爭戰，特別是面對伊斯蘭世界。
禱告除了能幫助宣教士面對壓力和屬靈的攻擊
外，亦祝福了宣教士所服侍的族群。在這場屬靈
爭戰裡，宣教士不單要面對撒旦的威嚇，也要面
對自己的軟弱，生命的破口。

為著更實在瞭解本會的宣教士在伊斯蘭世界的禱
告經歷，我們趁他們回港述職時，邀請他們分享
面對穆民時的禱告歷程。盼望你能體會禱告就如
一條鑰匙，如何開啟不同的門：

小驢先生：祈禱帶來的福音契機
有一次與幾位弟兄暫住在一位穆民的家裡，因為
須要處理一些事情，所以我們決定先祈禱，於是
就在廳的中央一起禱告，當然也想藉此讓家主認
識我們的信仰。第二天清早，在往洗手間途中，
家主將我拉到一旁，低聲查問我所信的甚麼宗
教，於是我們就開始了信仰對話，更成為傳福音
的機會。

〔記念：隨時隨地的禱告是信耶穌的人的標
記，尤其在穆民的地方，更能引起他們的關
注，也是傳福音的契機，求主幫助宣教士們有
智慧地把握機會。〕

小明太太：為穆民祈禱的感動
有一位穆民朋友遇到意外，頭部受了重傷，兒子
將他送到醫院時，他當時已昏迷，情況並不樂
觀。我當時在場，有同工在電話裡鼓勵我為他禱
告，於是我便按手在他身上，默默奉主的名為他
的病情禱告，他突然張開眼睛看著我，把我嚇了
一跳。後來他的身體漸漸康復，竟然把纏繞他多
年的羊癎症也一併治癒，我們與這個家庭的關係
也變得親密了，感謝神。
〔記念：在工場，宣教士常有機會為穆民禱告，
是需要，也是責任(尤其是當他們在病患中)，但
他們能否得醫治，那是主的恩典，求主幫助工人
能更倚靠祂，憑信心和愛心去為穆民禱告，因祂
是顧念人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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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主題是「穆宣與禱告」。

穆宣，簡單來說，就是向穆斯林宣教，幫助
他們認識基督，並建立他們成為基督門徒的
群體（教會）。

整個領人歸主、建立他們成為門徒的過程，
表面看來雖然是一系列人的活動，但卻又同
時是發生在靈界的事情，更是一個嚴肅的靈
界工程！

這一個靈界工程，是一個靈魂的「搶奪」過
程，是靈界的爭戰！

而在這激烈的靈魂爭奪戰中，禱告又是我們
為神為人所能做最重大的事：

中國內地會(現稱海外基督使團)創始人戴德生
先生曾經講述過一對宣教士夫婦的故事。這
對夫婦一共負責十個福音站；他們寫信給家
鄉的秘書，坦然承認事工缺乏進展，並懇請
秘書為他們的每個福音站尋找代禱者。過了
一段時間，其中七個福音站的反對勢力開始
瓦解，復興發生，而教會更蓬勃發展。但另
外三個福音站則沒什麼進展。當他們回國述
職時，那位秘書便解開疑團。因為他只能為
七個福音站找到代禱者。

戈登(S.D. Gordon)歸納了一句：「對於任何
人而言，為神為人所能做最重大的事 —— 
就是禱告。」

所以，弟兄姊妹，當你們看著今期通訊中的
見証以及眾宣教同工的代禱消息，也見著今
日IS（伊斯蘭國）肆虐無道的時候，願你能
迫切禱告，因為，這正是你能為神為人所做
最重大的事。

禱告，
是我們為神為人
所能做最重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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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葉先生：神能成就一切的禱告
一位信主的聾啞學生已屆適婚年齡，他請求我為
他介紹對象。我心裡實感作難，知道要尋找一位
姊妹並且是聾啞的殊不容易，不過還是為此事禱
告了。怎料不多久，我竟然收到他的結婚請柬，
發覺新娘子的名字又似曾相識。追查之下，原來
她是我認識的宣教士所服侍的一位聾啞姑娘。
〔記念：在工場，為穆民禱告需要極大的信心，
其實宣教士仍須不斷接受主的操練，建立他們的
信心，祂只是將操練的地方搬到了工場！求主仍
然幫助，成就工人信心不足的禱告。〕

小橋：神在禱告中的呼召
在2005年，我正要到工場探索所要服侍的族群，神
在禱告裡向我說「世人會忘記他們，但我卻不會忘
記。」往後幾年我再造訪工場附近地區，神在禱告
中再對我說「我很愛他們，你呢？」最後我便到了
目前服侍的工場。在這幾年裡，我更深體會神是要
我服侍這個族群，因我所接觸到並會信主的，竟然
都是屬於這個族群的人。有一個家庭與我十分熟
稔，是屬於另一族群的，但其中唯一願意信主的卻
是嫁進來的小媳婦，她也是屬於我所服侍的族群。
因此我可以放膽向神說「是祢揀選他們的，所以他
們能否得到救恩，就看祢了！」
〔記念：穆民歸主殊不容易，主的工人必須認定
那全是祂的工作，作工人的只須單單回應祂的呼
召，主就能透過他們的手來作工，祂的工人才不
至耗盡。〕

棕櫚先生：工場上的屬靈爭戰
有一位宣教士以老師的身份在工場服侍，與一位
穆民學生查經兩年後，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於是
邀請他做決志禱告。當他準備開口接受主耶穌為
救主時，就突然昏厥過去。事後他憶述當時的情
景，原來他突然看見有一巨大黑影撲向自己，他
就失去知覺。感恩他分享完這經歷後，仍願意再
作決志的禱告，於是就成了主的兒女。
〔記念：不要小看穆民的一個決志禱告，那實在一
場嚴峻的屬靈爭戰，是勝是敗，還是要回到誠心的
禱告裡，因為在那裡有主所賜的平安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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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神真的走得太慢？
認識一位穆民三年，她在去年的齋戒月請求來我
家暫住，希望專心守齋。我認定這是分享福音的
好時機，所以切切為此事禱告。在齋戒月期間，
我有多次與她分享信仰的機會，但奈何她總是抗
拒，令我沮喪。但齋戒月後，她竟主動給我電
話，問能否來參加聖誕節的慶祝會。她當日不單
沒有抗拒，還很留心地聽聖誕節的意義。我才明
白這個才是真正的好時機。
〔記念：在禱告裡，不僅是祈求，我們也須仔細
聆聽主的心意，人的腳步很多時候都比祂的還要
快，不過就是時間不對，求主指教祂的工人，學
習與主同步。〕

彼得佑寧：存單純信心，禱告必成
我們在工場首要的是常守著禱告和讀經的祭壇，
讓我們與神有密切的關係，存單純的心侍奉祂、
愛穆民，為要回報主的愛，那樣的禱告自然大有
能力。有一次村裡的農地遇上乾旱，五個多月沒
有下雨，村民用盡任何方法，連巫師也無能為
力，最後聯絡上我們。我們到達後為農地祈禱，
當晚就下雨了，許多村民因此都相信了耶穌。
〔記念：在穆民的信仰裡面，神是大有能力的，
我們只要守著單純的心去禱告，神就會顯出大
能，令穆民驚訝，以致相信我們的主。〕

小結
穆宣工人的禱告見證真是如數家珍，無論是默默無聲的禱告、按手治病的禱告、舉手仰望的宣
告，神無不悅納，每位忠心工人的禱告既祝福了穆民，同時也建立了自己的生命。

還記得在《使徒行傳》中耶路撒冷小樓房裡那些門徒和一班主耶穌的跟隨者嗎？他們領受了主
的使命後，便恆心禱告，等候主來點燃宣教的火。弟兄姊妹，你願意成為小樓房裡面，恆心為
宣教使命禱告的其中一人嗎？神已在伊斯蘭世界點燃起宣教的火，有不少工人已在努力，穆斯
林所受的屬靈捆綁，你就用禱告來粉碎它吧！

青宣2015

體驗日期：2015年7月(四個星期)
前往地區：東亞、東南亞、中亞洲或非洲
截止報名：2015年3月31日

宣教營

日期：2015年5月23-26日(六至二)
內容包括：	 #	穆斯林文化之夜
	 	 #	本色化敬拜
	 	 #	穆宣事奉者的特質與裝備
截止報名：5月15日或額滿即止

*以上聚會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www.frontiers.org.hk

日期/時間 內容 地點
6月5日(五)	晚上7:30	 祈禱會	 灣仔區
6月12日(五)	下午	3:00	 工作坊	 尖沙咀區
6月12日(五)	晚上	7:30	 祈禱會	 尖沙咀區

2015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與難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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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裡，聚集了會眾，就述說神藉他們所
行的一切事，並神怎樣為外邦人開了信道的
門。」(徒十四27)

「宣教歷史就是禱告蒙應允的歷史！」1是美國
宣教士史文模 (Samuel M. Zwemer) 的名言，他
是一位服侍穆斯林的宣教先鋒。

近日我訪問了一位在工場上不足一年的宣教新
丁，該宣教家庭剛帶領了一位穆斯林鄰居認信
耶穌，事緣是鄰居家中有人突患重病，他們
「貼身」關懷，我們的祈禱小組因著先進科技
的配合，整個過程都跟他們「貼身」祈禱，最
後得聞穆民歸主，興奮莫名！在前線的宣教士
與後方的祈禱勇士獎賞都是一樣的。2 叫我倍
感興奮的是那位宣教士說可以感到後方有一股
禱告力量，叫他們所做的凡事順利，主很快為
他們「開信道的門」。

2014年可算是差會前方宣教士值得高興的一
年，當我細心跟進他們的代禱信時，留意到普
遍地區都出現了下列的傳福音現象：
1. 不少同工已開始跟穆斯林福音對象閱讀、查

考聖經
2. 有穆斯林認信耶穌
3. 有穆斯林歸主者受洗
4. 有穆斯林歸主者接受栽培

感恩差會在多個地區也有年資較長的宣教士，
他們已能掌握到當地群體文化和本土語言，也
能夠用本土語言跟穆斯林福音對象交流對話。
宣教士代禱信經常羅列連串感恩與代禱事項，
我們要認真細讀，舉起聖潔的手為宣教士家

庭、他們的福音對象、他們的事工平台，不放
棄地與他們在禱告中同行。

誠邀您現在邊看下文邊祈禱：
1. 主大能的手保護眾宣教士家庭及福音對象。
2. 主大能的手蔭庇各地區工場不遭疫症、戰

禍、地震、種族衝突的纏繞，給宣教士有信
心、膽量勝過從仇敵而來的威嚇。

3. 保守差會眾同工同心事主，增加各同工關愛
穆斯林的心，以愛服事猶勝事工順暢。

4. 將更多合適的工人賞賜差會，前後方都極需
同工，只為福音更快被廣傳，惠及「福音
未及穆斯林族群」(Muslim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 MUPGs)。

教會啊！千萬不要輕看基督賜給我們的權柄，
我們樂意看見穆斯林世界福音緊閉的門大開，
何況是得勝的基督開啟信道的門，我們只須跟
保羅學習。願宣教士每次從工場返回老家時都
述說神藉他們所行的一切事，並神怎樣為穆斯
林世界開了信道的門。那時，我們只管拍掌歡
呼，榮耀歸主！不要遲延，盡上我們該盡的一
份：竭力祈禱。

宣教路真的不易走，宣教士極需我們在禱告中
同行！何況「宣教歷史就是禱告蒙應允的歷
史」，你怎可錯過這參與宣教的重要時刻！

1“The history of missions is the history of answered 
prayer.” by Samuel M. Zwemer (1867-1952)，又
稱為The Apostle to Islam 。

2 撒上卅23-25 在戰後的獎賞，上陣的與看守器具
的都均分賞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