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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非洲宣教事工３７年	 				︱朱裕文

一點分享

西方有句諺語my two-penny worth，相比已經有126年歷
史的非洲內地會國際差會，與及眾多宣教士的故事，我
過去37年在區委會的一點體會，只是一小點滴而矣。

一點回顧

1984年春，非洲內地會國際總幹事Dr Anderson及澳
洲區監督David Checkley自行到香港設立非洲內地
會香港區會，Dr Anderson是個有拓展魄力的人，
只來訪香港一次就能成事，這個效率不禁令人讚
嘆。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以下簡稱區委會）就在
「小本經營」下逐步營運。

協作與共融

區委會成立當年，從香港獻身往非洲的宣教士寥寥
可數，其他國際差會在香港設立分會亦為數不多，然
而80年代的香港教會及差傳事工在跨越文化的宣教方
面漸趨成型，近處如前往泰國、東馬和柬埔寨等東南
亞國家宣教的，不難得到教會支持。至於推廣往非洲宣
教，如宣教士要克服語言學習（英語及外語能力）、文
化準備及適應非洲環境的問題，都比近處宣教要有更多
考慮，區委會就在資源有限，及往非洲宣教的支援不
足之下成立。歷史就像一面鏡子，回顧過往，吸收
經驗和展望未來，在華人圈中成立的差會，華人宣教
士在西方國際差會的管理框架裡，跟西方和異地文化
的學習，實在是東西共融與協作的一股力量。

宣教士與工場

當年稱為「黑暗大陸」的非洲，如何展現她的光芒，讓
人萌生前往遙遠之地去宣教的想法？宣教資源確實重
要，國際差會有長久的經驗及充足的資源，但獻身者要
有宣教心志—不怕遠離家園、無畏陌生環境、克服異文
化與孤單感等，能夠安心長期宣教，真是不易的事。

非洲內地會當年只有張旋穗姑娘自香港到西非宣教，朱
港華牧師夫婦是在區委會成立前經美國區會差往肯尼
亞，及後鄧偉靈牧師師母加入了團隊，其後陸續有其他
宣教士加入。

我第一次以區委身分踏足工塲探訪，是在區委會成立後的
第八年，耳聞不如眼見。我到訪一所基督教中學，走進教
室，全體學生在臨時應邀下，沒有樂器起音，竟然唱起一
首帶和音，十分動聽的歌，登時給我的印象是，非洲人有
何等優秀的音樂細胞，辦學對新一代的生命影響重大。

1998年我和關懷宣教的弟兄姊妹探訪鄧偉靈牧師夫婦，
他們當年在肯尼亞西北邊陲的小鎮服事，那裡位處半
沙漠地帶，十分貧瘠，醫療衞生十分不足，偶爾聽到居
民被毒蛇咬傷，半夜叩門請鄧牧師驅車送傷者往醫院急
救；那裏物資有限，宣教士通常要到59公里外的城市補

給需用。那次探訪給我很深刻的體會，我認同非洲內
地會創立的精神，走進內陸到荒遠之地傳福音。

三股怎樣合成的繩子？

差會與教會、宣教士同工好像三股合成的繩子，自古
至今不變，我們從使徒行傳十八至二十章看到三股力量
的密切關係。

宣教士的角色在整個宣教事工的果效至為關鍵，他們
加入國際差會，處於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一方面處身
工場的社會文化，同時又與西方宣教士同工，在濃

厚的西方宣教意識下合作組成團隊，這種文化適應實
在不易，由此，華人宣教士的語言基礎和文化適應必須

有一定的能力；另一方面華人教會及區委會亦要緊密合
作，成為三股合成的繩子。

區委會任重道遠

昔日的安提阿教會擔任宣教支援中心，聯繫宣教士
與教會，區委會不只擔當傳遞訊息的角色，向教會分

享工場和宣教士實際需要，同時向教會發出召喚，引
領更多人獻身。

多年作為差會委員，眼見教會及各肢體對我們的信
任，令我十分動容，感謝委員付出的努力，辦公室同
工無私的擺上更是不可少，令差會在禱告及經濟支持
上毫不欠缺。

過往獻身及現今仍在工場的宣教士是我們的見證人，
如同雲彩燃點宣教的火焰，照亮非洲大地。我們任重
道遠，未來的日子，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人也是我們
的未得之民，黑夜已深，白晝將近，主耶穌尚未再來
以前，趕快作成主工，阿們！

編者按：本會十分感激朱裕文牧師於37年前成
立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本會)，並出任主席多
年，帶領差會穩步發展。現朱牧師決定辭任委
員，但接受邀請擔任本會顧問（創會主席），繼
續關心差會的宣教服事及提供指導。



恩蜜在「木城」@東非工場	 ︱恩蜜

恩蜜今年二月開始第二期兩年的服侍，新的工塲面對環
境和團隊組合的轉變，但亦帶來更多服侍機遇和事工的
多元化發展，我們也有機會協助推動本土基督徒參與跨
文化宣教，其中最大的挑
戰，是恩蜜第一次在工塲學
習開展新的醫療事工，到當
地人家中探訪關顧，並提供
預防性健康教育和身體檢
查，感恩主使用我以前的工
作經驗。

「木城」是這東非清草國的
第二大城市，總人口約有
一百四十萬，當中大半人口
是穆斯林，分佈在不同區
域。當地有基督徒和不同宗
派教會，因為過去曾發生商場爆炸等恐怖襲擊，以至在
這裡居住的基督徒對穆斯林有所顧忌，雙方只能維持和
平相處，極少基督教會願意投入向「木民」傳福音。

恩蜜和團隊主要服侍地點集中在「木城」內的一個舊
區，也是我們所住地區。舊區的人口有99.9%是「木
民」，當中有來自索國、阿拉伯、「美地族群」、印
度和亞洲地區五個族群的未得之民。區內青少年「食
草癮」和濫藥問題嚴重，引發不少家庭暴力和婚姻問
題，也有少女被引誘賣淫。我們是位於舊區內註冊的非
牟利組織，主要目的包括在弱勢社群當中推動社區充權
(empowered) 項目以對抗濫藥問題，並作適當轉介，
同時為不同組別的社區居民設計相關的轉化生命培育活
動，強化其知識和技巧，又與當地不同「木民」社區組
織合作，協辦電腦課程和青少年培訓。我們也邀請「木
民」老師教授英文班，對象是婦女；另外，也提供個別
婚姻輔導。

組織主要的設施有圖書館和會議室，免費提供地方讓當
地補習老師向學生授課，也藉著一些興趣班接觸區內婦
女。另外設有兒童項目，接觸小孩子，透過家庭探訪，
了解他們個別需要。每星期有不同小組，參與者可就不
同主題和以聖經為基礎的內容進行小組討論。我們會邀
請慕道者來讀經，同時也為歸主者提供門徒訓練，在跟
隨耶穌的路上與他們同行。

組織開設了一間自負營虧的咖啡店，聘請穆民婦女員
工，不但為她們提供工作機會，也讓同工們聆聽她們的
故事，分享生命見證和與她們同行。

   區內很多人患有血壓高、糖尿病和中風等慢性病，恩
蜜以護士義工身份，與當地一間私營醫院合作，磋商在
舊區開展家居護理服務。為了解社區醫療服務和當地人

的健康狀況，最近已開始以
問卷調查形式，到當地人的
家庭中訪問婦女們，希望與
區內家庭建立信任，同時推
廣這醫療項目。我亦聘請一
位年輕穆民婦女「斯娜」為
服務助理，一同家訪了解社
區需要，並協助翻譯。「斯
娜」也是我的服事對象，我
希望能成為她的生命導師。
隊長在幾年前認識她，彼此
有不少有關信仰的對話，團
隊一直為她能有開放的心祈

禱，感謝讚美主，最近她與恩蜜有深入分享，感到內心
有很大缺欠，感受不到神，很需要尋求真理和分辨神是
安拉還是耶穌？她也表示有興趣讀聖經，於是我邀請她
一起從創世記開始閱讀聖經，在討論中看到聖靈在她的
心中作工，她很認真地去思想和提出疑問，當中大家的
對話很有啟發性。懇請你們一同祈禱守望「斯娜」在尋
求中遇見耶穌。

已到埗四個多月，確實開了不少眼界，雖然好像看不到
果子，但上主在穆民心中的工作從沒有停止，穆民仍然
盼望得到救恩，但他們跟隨耶穌的犧牲比我們更大，你
願意放下一切跟隨耶穌嗎? 盼望你們藉著禱告或投身宣教
參與其中，一同見證主的工作，得著這福份！



BE宣教士差遣禮	

介紹奉獻團契

我們於6月6日下午為BE宣教士舉行差遣禮。感恩！於疫
情下當天仍有二百多位肢體出席，並有百多位來自眾教
會的弟兄姊妹透過網上直播參與，由差會、聯屬差會、
差遣教會、9間支持教會的代表及神學院院長為他們按
手，在眾肢體的祝福下，共證夫婦一同接受差遣前往東
非宣教，給二人莫大的鼓舞。BE喜見家人及眾教會代表
出席支持，並喜聞參與者回應其生命受到激勵而感恩。
願榮耀歸與神！

每當和教會的弟兄姊妹提到去非洲短宣的一點一滴，他
們都覺得很有趣，又或覺得很艱辛，然而當中所遇到的
迷惘和掙扎，對於還未有宣教異象的弟兄姊妹，他們能
夠理解嗎？我又可以和誰分享呢？誰又會明白呢？

感謝神帶我認識AIM差會(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除
了讓我有機會認識更多非洲工場的需要，能聽到宣教士
的服事分享，更讓我在奉獻團契認識一班有共同異象的
同行者，我們能夠互相信任，分享彼此生命中所經歷的
種種，在尋索宣教的路上互相鼓勵。每當聽到有準宣教
士要出工場，我亦很受激勵，看到神就在我們中間，一

感恩於2015年透過本地跨文化工作的機緣下，認識了從
非洲回來的宣教士Shirley，當時我亦剛好探索於異地跨文
化工作的可能性，與Shirley談及自己的心志，她便分享了
自身經驗和蒙召經過，及鼓勵我參與AIM的奉獻團契。

在團契中認識了一些對宣教有心志的弟兄姊妹，感恩能加
入互相支持的群體；亦認識了一些候任的宣教士，從他們
的分享中，了解到服事的甘甜，亦從他們的經歷當中，了
解如何面對文化差異及如何適應當地之地理環境，從中取
得一些前人的經驗，了解自己如何踏上宣教路。

AIM亦會建議我們參與合適的本地課程，或提供一些短期
及長期宣教的計劃，包含了在當地工場訓練的元素，讓
我們可以在了解當地文化的情況下接受裝備。盼望有心

BE夫婦將於8月出發，同心開展宣教服侍，有志接觸
當地福音未及的部族及穆民，特別是青少年群體，盼
望可在當地建立主忠心的門徒，將福音傳播至不同族
群。請記念他們在異文化地區生活的適應，並有智慧
學習當地語言及駕駛車輛，亦請為他們在港的父母及
家人禱告。

步步帶領我們前行，並賜給我們路上有同伴，這一切都
是神的恩典，縱然在尋索的路上仍有困惑和存在對未知
的擔憂，「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
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
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希伯來書12 ：
1）願神繼續賜福AIM奉獻團契，使我們各人在同行的路
上繼續彼此守望、代禱和祝福。

鼓勵想認識神如何在非洲工作的你加入奉獻團契，在衪
的心意裡㩗手同行。

志服事非洲穆斯林群體的你，一起投身參與傳遞天國福
音給萬民的使命！

D姊妹

Sue

編者按：本會成立奉獻團契，凝聚有心宣教的弟兄
姊妹一同探索宣教路向，同心尋求上帝心意，明
白宣教前的裝備和要付上的代價；在彼此扶持鼓勵
下，先參與短宣和在港接觸本地非洲未得之民，在
日後更可一同踏上宣教路。團契每4至6星期聚會一
次, 探討不同議題 ，包括: 如何明白上帝要我在本地
還是海外宣教? 傳福音與宣教有分別嗎? 宣教與社會
關懷等同嗎？需要讀神學嗎？除了神學訓練還需要
其他裝備嗎？怎樣進入異文化地區事奉? 單身宣教/
兒女滿堂宣教可行嗎?

鼓勵有興趣者參加奉獻團契，歡迎與本會聯絡。

分享

1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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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達家庭〈肯尼亞——未得之民〉

• 感恩大兒子以不錯的成績大學畢業，而且他
被邀請將畢業作品在一間美術館展出。他亦
剛剛找到一份臨時工作，感恩這份工作也提
供住宿。記念他要搬到另一城市居住和工作。
求主幫助他可以很快適應。記念他可以順利申請
簽證留在英國。求主帶領他找到適合他的長工。

•為Abdi其他未信主的家人和親戚禱告，他們仍是心硬。
求主幫助Abdi 不要氣餒，繼續對主有信心，給他機會向
家人分享信仰，堅持為他的家人信主禱告。

•今年肯尼亞政府要求宣教士所交的稅款比之前增加很
多，這亦非在預算之內，求主額外供應。

安安〈V國——未得之民〉

• 禱告每天都能有好體力來服事和讀書。

• 島民語能力能繼續進步，而我能保持學習島民語的動力。

• 請為我媽媽禱告：台灣的疫情雖然相對其他國家來說不
嚴重，但是對於台灣人來說還是不容易。我媽對於疫情
的發展越來越擔心，而這心情影響到她的健康狀況，我
和我姐擔心她曾有過一次病史的憂鬱症會復發。願主保
守我媽。

恩蜜 〈東非木城〉

• 我的身體間竭性出紅疹痕癢，現用藥物控制，記念可找出
問題根源和徹底得醫治。仍在等候第二針疫苗，記念能順
利接種。

• 與當地醫院合作的社區探訪項目有美好的交流，有很多事
情需要兼顧，求主給智慧面對挑戰，求主加力。

• 因事工和個人出入安全的需要，差會同意購買一部二手
車，記念能找到合適車輛和文件手續順利，並經費上有足
夠供應。

* 如有感動，奉獻請註明＜恩蜜買車＞。

麥包華〈北非——創啟地區〉

• 求主賜智慧計劃在述職期間的安排。

• 求主幫助我與當地朋友連繫，記念我們能有長久的關係。

• 要處理的事情很煩瑣，請記念我的身心靈；亦請為我媽
媽的身心靈健康代禱。

唐娥〈角地——創啟地區〉

• 我已經沒有坐骨神經痛，感恩，開始運動。
記念新的訓練工作，盼望能找到新的學生及
美容中心合作。

•有很多書本要閱讀，是領袖訓練班的要求。已經
完成的解說聆聽訓練，已經考核過關。感恩。

• 記念簽證的問題。

BE〈候任宣教士〉

• B剛完成在差會部份時間的服侍，餘下在港時間計劃與
E安排退修，與親友共聚，並需妥善處理家中物件及訂
機票，願一切盡都順利。

• BE於出發前需注射多種防疫針，且進行各項檢查及跟
進。感恩！E日前接受眼科檢查，初步評估左眼無恙，
願主保守二人身體健康。

• BE仍未考得車牌，或需在工場當地學習駕駛及考試，
求主幫助。另BE於出發前安排與不同支持堂會分享，
以加強與代禱者的聯繫。

本地非洲人事工
• 補習班暫時完了，8月下旬再開。七月探學生家長，求

主預備。

• 有2間教會會在暑期舉辦本地短宣，我將會提供訓練及
義工帶隊。求主賜予智慧，以致讓更多人明白非洲人的
需要，並且作長期投身參與。

• 求主興起更多對非洲M民有負擔的義工，又讓更多教會
看見本地非洲M民的福音需要。

香港區委會
• 求主吸引有宣教心的弟兄姊妹參加明年的短宣體驗，也

求主使香港和非洲的疫情受控，使短宣者可安心出發。

• 記念差會需於八月底前遷出信義樓，感恩很快便尋得合
適地方，記念同工在緊迫時間下要完成搬遷。

• 求主為差會預備合適的總幹事，同時兼顧拓展的工作。

• 記念奉獻團契的團友尋索宣教路的心，有數位姊妹開始
接受神學訓練，作好裝備，預備為主使用。

• 感恩差會已完成註冊為有限公司，但開設銀行户口需頗
長時間，請記念可盡快完成。

代
禱

因應部分在創啟地區服侍的宣教士情況，
不在季刊刊登他們的代禱消息。

日期：7月12日、8月16日、9月13日
時間：7:30-9pm
（如欲定期收到本會代禱消息，請與我們聯絡。）

月禱會

（
為
了
保
障
宣
教
士
的
安
全
，
請
勿
公
開
轉
載
本
會
代
禱
消
息
及
宣
教
士
資
料
。
）

歡迎所有弟兄姊妹參加！ 星期一



如欲了解有關詳情，
請致電27705380或WhatsApp	51179243	
或電郵	mobilisation.hk@aimint.org

顧問：朱裕文牧師（創會主席）、陳黔開牧師、盧家馼牧師
委員：薛友德先生 (主席)、林春暖牧師 (副主席)、勞穎嫺小姐、
 莫家鋕先生、胡鳳玉小姐、陳天鳳傳道
義務總幹事：孔慶明 Jack

本地非洲人事工：黃甘民 Shir ley
會計幹事：何麗麗 Li ly
行政幹事：袁杏蓓 Hol ly
義務同工：葉桂蓮

義務電腦技術：張偉良
義務編輯：蘇鳳鳴
義務核數：譚潔瑜
設計：GOD-Platform 主要平台

出版：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

2021年1月 至 2021年3月
非 洲 內 地 會 香 港 區 委 會

  收入
  教會奉獻 83,325
  個人奉獻 73,160
  其他收入 122,655
  本期總收入 279,140
		支出
  同工薪金、強積金及義工車敬 79,466
  辦公室租金及場地支出 13,735
  日常行政支出及推廣 8,464
  賀禮 / 接待 193
  保險 2,131
  季刊印刷及郵寄費用 9,161
  本期總支出 113,150
  上期結餘 / （赤字） 118
  本期結餘 / （赤字）  165,990
  累積結餘 / （赤字） 166,108 

宣教士基金
上期結餘 / （赤字）  1,903,507 
代收支持宣教士奉獻  1,057,554 
支付宣教士生活費及事工費 525,777 
累積結餘 / （赤字）  2,435,284

財政報告

奉獻方式
① 可郵寄抬頭「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的支票到

「九龍中央郵箱70238號」；或

② 直接將奉獻存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戶口「168-5-
010314」，再把入數紙寄回「九龍中央郵箱70238
號」，或把入數紙 whatsapp至 5117-9243。

 來函請附閣下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註明支持經常
費 / 宣教士 / 事工，本會將發回收據作免稅申請。

	 2022	短宣機會	——	
	 							一至兩個月培訓及前線宣教體驗
  2月或3月（3星期）	 萊索托（農業） 

  6月至8月（6星期）		 北非（營商）

  6月底至8月中		 東非

  6月底至7月初		 歐洲外展接觸非洲難民

  7月及8月 馬達加斯加

 其他需要：
 教師 ＼聖經學校講師 ＼醫療 ＼行政 ＼
 會計 ＼電腦 ＼建築……

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誠聘全職總幹事，帶領差
會發展，支援工場宣教士，向教會推廣非洲宣
教，招募長期和短期宣教士，督導辦公室同工；
需有神學訓練，具宣教經驗為佳。請繕履歷電郵
至director.hk@aimint.org，由現任總幹事保密處
理。所有資料只作招聘用。

誠聘總幹事

本會招募義工
參與接觸本地非洲人
若你願意與本地非洲M民為友，活出基督，分享
生命見證，年滿18歲，懂英文，有教牧推薦，願
接受訓練，請與黃姑娘聯絡，安排面見。

WhatsApp	或	Signal:		5117	9243
電郵:	care4africanhk@aimhk.org

8月1日		 B生日

8月18日	 伸達太太生日

8月19日	 朱生生日

9月2日	 唐娥生日

9月5日	 朱太生日

宣教士生日

註： 拓展主任空缺未填補，因此減少了薪酬支出，
加上每年3月是奉獻的高峯，以致有累積結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