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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穆斯林認識基督
胡樂文

引言

政、教、社會、家族的結合體(Ummah)。

穆斯林(Muslim)，華人過去慣稱為回教徒，但

2. 石油金錢。不少石油國家都是伊斯蘭國家，

為避免誤指為回族人，現已較少使用。過去40年

如沙特阿拉伯等中東國家。他們都投放大量金錢(有

來，穆斯林人口發展迅速，至今已超過16億。相對

說近國家收入之30%)作伊斯蘭宣教，如在各地興建

自由社會人口不斷老化減縮，其在不同社會的比例

伊斯蘭清真寺、學校及作各樣印製、媒體宣傳等；

及影響正急速上升。

也有不少網站媒體對基督教和聖經(及基督徒)多有

從福音差傳角度看，穆斯林是今日差傳宣教要
面對的最大巨人。
環顧多個昔日福音硬土，今日已開花結果，多
有成效；但縱觀今日多處穆斯林地區，在福音工作
上不見得有很大的突破！

醜化及攻擊。相對今日基督教宣教只是靠個別基督
徒或教會的「自由奉獻」，從資源角度看，彼此之
間有很大落差。
3. 高生育率。相對其他社會，穆民因在伊斯
蘭下被鼓勵多生育並為聖戰「預備人力」，他們大

穆斯林(穆民)所信奉的宗教為伊斯蘭教

多不單沒有節育，更是加大力度生育。還有，穆斯

(Islam)，簡稱為伊斯蘭。伊斯蘭近年急速擴展，主

林在嫁娶以先，對象會先被要求成為穆斯林。若有

要有三大原因：

人生於穆民家庭，他就得自動成為穆斯林。隨著時

1. 嚴謹教義。穆斯林自少被教導要嚴守伊斯蘭

日，二、三十年間，他們的人口自然超越其他社會

教規。明文規定，若有離開伊斯蘭教者，不單被視

人口。現時全球30歲以下的年青人口中，穆民約佔

為背叛宗教，更是整個親族、社會及群體的叛徒，

三分之一。(註：因人口統計很難作準，不同統計也

最嚴重的懲罰是死刑。若有人離開伊斯蘭，很多時

有不同標準，上述的三分之一已是保守的估計。讀

候要執行刑罰，不必讓清真寺教長操勞，他的家庭

者可逕自往不同網站如：Pew Forum等參考有關數

自會執行。因此，在嚴刑峻法下，就算有穆民想離

據，在此不贅述。)

開伊斯蘭，也沒有膽量離開伊斯蘭下那個混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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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帶領穆斯林歸主已不是一個可以做或不做

的事，而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
穆斯林大都被教導視基督教為錯誤的宗教，聖
經是被刪改了的聖書，基督徒，特別是西方的基督

那些叛逆的兒女回轉來和祂配合。惟有祂的兒女熱
切關心穆民的得救，願意起來和神配合，神才會大
大作工。

徒更是道德敗壞者。面對如此負面的描繪，加上種

第三：讓基督徒彼此攻擊，那樣，他們就再沒

種誤解及控訴，我們作為基督的跟隨者，又可如何

有力氣專心向穆民分享基督的救恩了。當基督徒願

幫助穆斯林認識基督？

意起來承擔穆宣使命的時候，在福音還未廣泛在穆

幫助穆斯林認識主：先除去障礙
今日撒但正利用三個詭計來攔阻基督徒幫助穆
斯林歸主，就是：

民中被認知的時候，撒但已挑起多個議題叫基督徒
彼此爭議。近年在宣教圈內激烈討論或爭議的課題
都叫人費心費力不少，如：甚麼「福音本色化」問
題、當如何翻譯聖經給穆斯林等等。在激烈的爭持

第一：誤導基督徒以為穆斯林是配下地獄的。

下，不少正在進行的探討性計劃也因種種爭議而耗

那麼，基督徒就不用那樣急切向他們分享基督的救

掉不少人力物力。(註：這些相關的問題在神學上實

恩了。在不少穆斯林地區的基督徒，他們因長期受

在可以爭議不休，此處不宜花力氣再作討論。) 假

到穆斯林的逼迫(甚或逼害)，多有一種厭惡穆民，

若我們未能正確掌握幫助穆民認識主的目標，落在

甚或仇恨的心理，要鼓勵他們向穆民分享基督救

意氣的爭辯中，也很容易灰心失意。

恩，很多時候需要借助外力，如外來的宣教士才
行。加上911事件及多處的伊斯蘭聖戰組織恐襲頻

幫助穆斯林認識主：要知己知彼

繁，就是不少自由世界的基督徒也對穆斯林望而生

知己知彼很重要。除了要知道穆民的背景及思

畏或生厭，這就中了撒但的圈套，要基督徒不理會

維外，我們也要明白自己其實也習染了不少西方文

穆斯林的死活。但當我們想到他們和我們一樣，有

化(箇中不一定是基督教文化)。過去穆宣的錯誤，

著同樣需要，而他們中間又每日有數以萬計的人步

也可成為我們今日的借鏡及提醒。

入永遠的滅亡的時候，我們豈能不動容，要坐言起
行關心他們呢？

在2007年，多位宣教士(主要是西方)就穆宣
工作聚首一堂，交流分享及檢討，最後將研討的

第二：誤導基督徒以為穆斯林歸主只是神的

成果結集成From Seed to Fruit: Global Trends, Fruitful

事。我們用不著操心，反正神自然會成就嘛！為何

Practices and Emerging Issues among Muslims 一書，對

基督徒要那樣積極向他們傳福音？畢竟，神會最後

產生果效的穆宣工作也作了普查，羅列了多個大家

負責嘛！這是另一個極端的情況。加上近年出版了

都認同是很重要的因素，現把部分內容列舉並稍詮

不少提及大量穆民歸主的書，如於2012年初出版

釋，與大家分享。原來，要幫助穆斯林歸主，以下

Jerry Trousdale的Miraculous Movements ，提到北非在

的因素非常重要：

短期間有數以百萬計的穆民歸主等(在此暫不討論該

1. 流利的語言運用。這裡所指的語言是福音對

書內容的可靠性，但卻有不少同工反映書中所提及

象(穆民)用的「母語」(heart language)。很多時候，

穆民歸主的情況，數字重複，有不完全準確之嫌)。

我們會要求穆宣工作者多讀神學，或者要求他做這

誠然，我們一方面為神在各地的奇妙作為感恩，為

些做那些，原來，縱使他身懷百般武藝，若不能用

那些長期被撒但籠牢的穆民得到救恩而歡喜；但另

當地語言流利地把福音道出，就不能發揮福音果效

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明白，神同時也命定祂救恩的

了。所以，當宣教士抵達工場後，首要的也是最重

工作要透過人來成全(參太二十14，二十八19)。神

要的任務，就是學好當地語言。

歷世歷代都在工作，但祂的工作總是要找人──祂

2. 口述故事(storying)。和穆斯林打交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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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懂得用口述方式表達福音信息很重要，遠勝於文

5. 在當地有廣泛的社交網絡。一個源於聖

字閱讀。因為穆民大多原屬口語社會(oral society)，

經，又很有用的宣教策略，就是透過「平安之子」

特別是婦女，受伊斯蘭文化影響，很多是文盲的，

(Person/Man of Peace)的策略(路加福音第十章)。在

沒有閱讀能力。就算有閱讀能力的穆民，也往往喜

主耶穌的差派裡，祂提醒門徒要找那「平安之子」

歡選擇以口述方式來學習或認識各樣事物。

──就是對屬靈事有尋求和願意聆聽之心，並願意

3. 好名聲(reputation)。過往，有不少宣教士

接納門徒，又在自己的圈子中會影響別人的人。但

每每在工場做福音探訪及傳福音時，會遇到有人表

宣教士要很快便尋得那「平安之子」，廣泛的社交

示信主，但當他們離開工場後，常聽這些「歸主

網絡和接觸就很重要了。很多時候，神會透過一些

者」走回頭路，重回伊斯蘭。這個情形令宣教士很

異象、異夢，讓福音對象對福音感到興趣，若宣教

困擾：「為甚麼我們在那裡的時候，他們都表示信

士和他早已認識，很自然便有機會帶領他歸主了。

主，當我們離開後他們又回復原狀！」經過調查，

當然，能流利運用當地語言分享福音很重要。

原來是：很多當地人表示信主都只是禮貌性的動作

6. 刻意的再生式門訓(intentional reproduction)。

而已。尤甚者，他們通常都對宣教士有一個看法：

過往的宣教工作，多集中在個人佈道，就算是跟進

這些宣教士只不過是一些因收了錢才作基督徒的人

的培訓工作，也多集中在研經及釋經，是較知識性

(paid Christians)而已。看，他們每日不必工作，對

的傳遞。這和門訓，特別是以身作則式的門訓──

社會也沒有實質貢獻，只是四處串門子，探訪、聊

就是宣教士做甚麼，他的門徒也做甚麼──有很大

天、跟人閒話家常，整天遊手好閒，卻住大宅，駕

的差距。宣教士每日的生活可以開放讓當地人看

名車(通常是四驅車，為要減輕維修機會)，子女入

著、跟著做嗎？每日，他是如何作工讓當地人可以

讀國際學校；還有，每年還一家大小到世界旅行數

仿效以至能讓養活家人，同時又成為別人的榜樣

個月(他們那裡知道是宣教士的述職！)。假若宣教

呢？若不能，又怎能可以代代傳承，代代學習，叫

士在穆民心目有如斯形象，怎能在他們當中有好的

福音使 命能夠承傳呢？又怎可以產生有再生能力

名聲！誠然，宣教士是被支持出去的一群，他們確

(reproducible)的門徒訓練？沒有再生能力的門徒建

是受薪(paid)作傳道事工的。在這情況下，如何在

立，也當然不能形成氣候，帶來福音的轉化。這是

工場的穆民眼中擺脫以上「吃教」的陰影，並同時

今日我們宣教工作要面對的挑戰。

建立好名聲呢？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是為甚麼

7. 禱告。這裡所提到的禱告不單是質，也指到

現今在創啟地區宣教多有推動「帶職宣教」和「營

量。今日穆宣工作需要大量的禱告，不單宣教士在

商宣教」。因篇幅所限，有關課題需另文論述了。

工場要和宣教伙伴經常禱告，彼此承托；在後方也

4. 善用聖經。宣教士能隨時隨地引用及帶出

需要大量的禱告，成為他們的後盾支持。在工場發

神的話，而不是說教式的硬銷，拿著聖經來讀。在

生的神蹟奇事，惟有靠在神面前的禱告才會發生。

不同的場景及情況下，若能很自然地運用聖經的話

小結：重新審閱、憑愛前進

語指出生活上所遇見的問題重點，並給予亮光，如
此，一方面不單能幫助聽者，另一方面也道出了聖
經的智慧，讓聽者信服。能這樣做，與宣教士平日
對聖經的掌握和熟練，能活用於日常生活中很有關
係，與過去曾否受神學訓練卻不一定相關，雖或有
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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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能把所有重點列出，只
能在此作一個小結。
因應穆斯林的背景與文化差異，穆宣的福音工
作在很多方面與我們身處的自由社會都不一樣。經
過不少的失敗，最明顯的是，穆宣會強逼我們重新

回到聖經來審視過往所沿用、曾做過的方式，並再
思考聖經的教導，重新應用，甚至作全新的範式改
變(paradigm change)。

不是新約聖經所教導的宣教模式！
無論工作的難易，我們仍要緊記宣教最重要的
原則就是愛。不少穆宣工作者的見證讓我們知道，

傳統的「先決志、後栽培、做門訓」方式，在

真正能幫助穆民歸主，「愛」最為重要。倘若他們

穆宣工作上不一定如此。向穆民傳福音，往往先是

能感受並知道我們是真正愛他們的時候，這愛的種

門訓，就是讓福音對象先看清楚我們的生活，是否

子終有一天會開花結果的。

是一個真實跟隨神，讓他們可以跟隨的領導。經過

今天，我們的宣教工作是否願意重新「回

一段日子，他們會主動請教，那時就是他們決志的

轉」，返回聖經？只要我們願意，並以身作則地遵

時候了。

行神的話，我們相信，穆民歸主仍是指日可期的。

要真正能幫助穆民歸主，並且培育他們成長，
我們也需要把西方過去數百年的傳統──以建立
堂會為基礎的福音植堂(CP, church planting)觀念更
新。傳統的方式是：先找一個好的地方，以能建立
堂址為佳，然後招聚人來聚會。但這套方式不能用
在今日的穆宣工作上，而且也不符合聖經。聖經從
沒有提及要這樣進行，而是「先建立門徒」，因為
他們已經是教會了。所以，追求堂址的建立，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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