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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下仍要推動差傳    	 ︱孔慶明 （香港區委會義務總幹事）

我寫2020年的家書時，提及：「香港正經歷前所未有的
社會動盪，在這個時候講差傳，更是講差派宣教士到遙
遠的非洲，是否太離地？」

想不到一年後，我們不單仍要面對動亂帶來的問題：社
會的撕裂、國安法下的白色恐怖、可能是香港有史
以來最大的移民潮……，同時還要面對那好像
沒有盡頭的疫情。香港已進入寒冬，可以
預計我們將要繼續在驚濤駭浪下面對不
確定的明天。

回望過去一年

去年一月，疫情剛開始在非洲爆發，一
位參加短宣的姊妹仍可如期出發，之後
數位本來已安排了參加短宣的肢體都因為
疫情被迫取消了行程。

我們在非洲的宣教士，大部份都堅持留在工場，與當地
居民一起面對逆境。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都曾受到限制，
但上帝的工作不會被攔阻，有宣教士在穆民社區中心的
英文班因疫情要停止，他們改在網上教學，與學生反而
有更多個人傾談，可更自由的分享福音，疫情亦使人更
多思想生命的意義。

有宣教士因奔喪或家人發生意外需要照顧而離開工場，
之後因著疫情嚴峻，未能如期返回工場；當非洲恢復通
關，她們都決定要重返工場。差會提醒她們在非洲疫情
未受控下回去，必須考慮清楚健康的風險，但她們都肯
定地表示要回去上帝呼召她們去服侍的地方。

其中一位宣教士回去後不久便在當地受感染，感恩她在
自我隔離後已康復過來，上帝更為她開展新的事工，並
給她與穆民談道的機會。

疫情並沒有阻攔宣教士帶著使命進入工場。候任宣教士
BE夫婦將照原定計劃於今年七月到肯尼亞未得之民中傳
揚主道。請記念他們需要在出發前籌到足夠奉獻，也請
為B母親剛確診血癌禱告，求天父醫治，並使她願意悔改
投靠主。

逆境下，莊稼的主仍等待工人回應呼召出去收取莊稼，
香港教會是否準備好差派更多人出去呢？

宣教的前景

半年前，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發表了全港教會普查，數字顯
示過去五年參加崇拜的人數下跌、奉獻減少、年輕信徒的
比率下降……。之後疫情出現，教會聚會都改在網絡進

行，信徒對教會的歸屬感會減弱。社會經濟不景、失
業率高企，教會的奉獻會進一步下跌。年輕信

徒流失，更多信徒領袖和牧者移民，對教
會的未來發展將會有重大影響。

在這個好像不能逆轉的走勢下，宣教
比起其他事工會受到較大的打擊，因
為信徒大都把宣教排在較低的優先
次序，當教會的收入縮減的時候，通

常首先會減少甚至停止奉獻給海外宣
教。非洲內地會總會在有些國家已因奉

獻驟降而要減少對宣教士的支持，甚至要
召回在工場的宣教士。

歷史告訴我們，當世界的政經環境相對穩定時，宣教發
展會蓬勃起來，教會會樂意投放更多資源支持宣教。但
我們從教會歷史裏也看見，上帝很多時候是藉著困難催
迫信徒回應主給教會的大使命；初期教會就是因著信徒
面對逼迫，很多人離開耶路撒冷，將福音帶往各處，開
展了第一次的宣教運動。

我們十分感恩，香港區委會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由數年前
的四位增加至今年的十二位。我們仍繼續求莊稼的主差派
更多工人前往非洲，因為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雖然經濟前景使人憂慮，但我們把握時機，邀請本會的
前拓展主任黃甘民姑娘轉任本會的第一位本地跨文化宣
教士，專注推動近在咫尺的在港非洲人的福音工作，他
們很多是來自非洲對福音封閉的穆斯林國家。我們的願
景是透過領他們歸主，訓練他們將福音帶回他們的原居
地，或到他們散居在世界各處的族人。請大家為黃姑娘
禱告，並以奉獻支持本地的非洲人事工。

在這末世，主還給我們機會領人歸主，因祂不願有一人
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並且我們努力領人歸主，催
促神的日子來到（彼得後書3章9節12節，和合本修訂
版）。

—— 給支持者的家書



索馬里 —— 難民點滴	 ︱伸達太太

索馬里人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民族呢？

筆者未曾接觸索馬里人之前，只在報紙新聞知道他們是
很出名的海盜，十分強悍的海上劫匪，非常可怕。過去
十多年來，感謝神讓筆者一家有機會分別在歐洲和東非
真真正正去親身接觸索馬里人！

這些年，筆者認識到這個群體不只是當初所聽說的海
盜，原來他們有另一個「身份」—— 難民。筆者和丈夫
所服侍的索馬里人絕大部分都是難民，他們百分之九九
是穆斯林。他們的國家在 1991 年發生內戰，以至很多索
馬里人為了保命要離開家園，到一些陌生的國家去，盼
望能尋找出路。

逃到鄰國，那裡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暫時的棲身之所，他們
絕大部分人都希望可以去一些較先進的西方國家，這樣可以
有較穩定的生活，而且有機會尋找工作，因此學習英文是他
們的出路。故此，我們便藉著教導英文來幫助他們。

究竟這些難民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呢？最近筆者簡短訪
問了其中一位學生，以下是我們的對話：

筆者： 為什麼你會成為一個難民？你何時離開自己的國
家索馬里？

學生：	因為索馬里在 1990 年十二月發生內戰，所以我
不能留在自己的國家。我在 1991 年一月離開索
馬里。

筆者： 你當時幾歲？家人有一起離開嗎？
學生：	我當時只有七個月大。有，我全家一起離開。

筆者： 你和家人離開索馬里後，去了什麼國家？
學生：	我們去了埃塞俄比亞，直到我十三歲。之後一家

人去了肯尼亞，除了爸爸。

筆者： 為什麼你爸爸沒有和你們去肯尼亞？
學生：	因為在埃塞俄比亞的生活非常艱苦，所以在 2004 

年，爸爸獨自回索馬里，看看是否再有機會一家
回國生活。但很可惜，從親友口中得知他仍未回
到索馬里，便因生病而離世了。

筆者：你對自己的身份是難民有何感覺？
學生：	我覺得我跟他們（肯尼亞人）很不同。 我生活在

他們當中是一個少數民族。他們常認為我們是一
群沒有學識、無知、沒有禮貌和愛說謊的人。生
活在這裡，我需要時常提高警惕。

筆者： 在這裡以難民身分生活會遇到什麼困難嗎？
學生：	有很多。我們的生活是從零開始，會很掙扎想回

復像以往一樣的生活。我們很難去重新適應新環
境及新文化，這兒的人生活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常常被這裡貪污的警察截停及查證件，用不
同藉口向我們要錢，如果不給他們，他們會告發
我們是一群壞人。這邊的政府也沒有給我們什麼
幫助，我們很難找工作。

筆者： 那麼你對將來有沒有盼望？
學生：	有，我時常覺得終有一天事情是會改變的。我也希

望其他人能夠感同身受地看待難民的處境和心情。

筆者： 你對將來有什麼計劃？
學生：	我哥哥幾年前因病可以很快被瑞典政府接收。而

媽媽和姐姐也在好幾年前成功申請到美國。我希
望我和餘下的姐妹們所申請的美國簽證可以順利
批出，跟她們再次相聚。之後可以找一份工作，
能自力更生和幫助照顧家人。

這位學生在去年剛剛接受主耶穌成為他個人救主。在對
話結束前，筆者問了學生最後一個問題：假設你不能成
功申請到美國，你會如何？學生的回應是：我確信神將
來會給我一個更好的家！

求主按祂的旨意成就在這學生身上。阿們！



為何繼續服侍在香港的非洲難民	 ︱謝慧文

上帝在2016年中呼召我在本地服侍非洲難民。在探索服
侍平台時，我參加了香港非洲內地會舉辦的國際總幹事
路加醫生的分享會，之後藉差會的引介，到不同的機構
參與服侍在港的非洲難民。我在2017年完成了教會的服
侍，便開始以個人身份在教會或信徒自組的難民聚會中
去認識他們，透過關懷、祈禱和分享聖經與他們同行。
最近上帝開了一條新路，讓我藉功課輔導接觸難民的孩
子，盼望他們從小就學會以上帝為首。

要接觸非洲難民，坦白說實在不容易。困難包括語言、
文化、神學觀（或說對聖經的理解）、他們是否感覺被
接納、自我身份的認同、與他們曾面對或當下要面對的
共鳴感問題等等，當中的每一項都令我想過放棄。或許
你會問，那為何你仍堅持？我只想到是上帝在乎我們，
又與我們同行。上帝吩咐我去愛他們，為此我更多地領
受到上帝的愛。我相信這是讓我堅持的最大動力。

此外，記得一次在監獄的宗教班聽到一位非洲姊妹分
享，給我很大的激勵。她說在監獄確實失去了很多自
由，但她的生命卻有自由。她可以放心睡覺，而從前在
祖國卻常受生命威脅。另外，她在宗教班明白了很多
聖經真理，亦多了時間讀聖經和祈禱。她盼望返回祖國
後，可以把所學的奉獻，讓更多人能真正明白聖經。另
一位非洲難民弟兄分享，他在香港的日子常常到教會幫
忙教導兒童主日學，也不會再亂攪男女關係。他這樣做
是因為這是上帝的教導。他們的見證給我印證了上帝要
我忠心以聖經和祈禱服侍在香港的非洲難民。

要堅持，除了上帝的印證和呼召，我也要努力學習並倚
靠上帝恩典。為了要接觸他們和與他們多一點共鳴，凡
他們出席的教會聚會，我都參加。在那裡學習與他們相
處，學習聆聽他們的故事，學習尊重和欣賞彼此的差
異，學習陪伴和同行。過程是漫長亦有喜有悲，但每當
想到這樣可以讓他們多認識聖經真理，多一點看見因上
帝同在而來的盼望，多一點知道上帝對他們的愛，我心
裡就會很滿足。

除了實體同行，我亦堅持為非洲每一個國家祈禱。我有
一個信念：非洲可以改變，方法就是透過上帝的同在，
以及人們切實實踐上帝的道。我到目前為止未曾踏足非
洲，但我接觸的人，他們都是從非洲來的，他們或會返
回非洲，或會在不同的國家連繫非洲人群體。若他們被
上帝轉化，就好像一粒種籽，撒在非洲本土或撒落在各
國的非洲群體，叫他們因上帝的真理不再一樣。我相信
非洲人就不會再因生活窘迫而犯法，不會再被無知的人
迫逼而要過逃難的生涯。我看他們在上帝的福音工作上
是重要的，我感恩可以在這事上有份參與。

盼望有更多人回應上帝的呼召，與非洲群體同行，在屬
靈的生命中一同成長。困難多，恩典更多。

編者按：作者於中國神學研究院畢業後在教會任
牧 職 ， 2 0 1 7 年 起 全 時 間 以 個 人 身 份 投 入 服 侍 在
香港的非洲難民。讀者如想更多認識或參與本地
非洲人事工 , 歡迎與本會宣教士黃甘民姑娘聯絡
(care4africanhk@aimhk.org)。



伸達家庭〈肯尼亞——未得之民〉

• 大兒子、二女及小兒子都已經順利完成今個學期的
網上學習和功課評估。英國疫情嚴峻，求主保守大
兒子出入有平安。

• 計劃和學生有一些戶外活動，求主保守我們能夠有
美好的相聚和分享時間。

• 在這段記念主耶穌出生的日子，求主繼續向語言老
師Mo和Ayan說話，讓他們知道主耶穌是他們尋找
的唯一救主。

安安〈V國——未得之民〉

• 請為我的團隊生活禱告。我有些隊友回來、有些隊友
離開，在經過一個半星期的六人團隊後，現在又變成
了四人。分工、協力在這樣的狀況下更為重要了。

• 求主給我聰明 , 能有效率地運用時間。我需要學習當
地語言，也同時需要學習法文 ,此外還有英文教學和
探訪。事情真的很多，我必須要好好地善用時間。

恩蜜 〈東非美地——未得之民〉

• 疫情嚴峻下，感恩在30/11順利完成最後一次實體
分享會。牧者的勉勵、弟兄姊妹的祝福、禱告守
望、愛心奉獻，都成為我繼續前行的力量。

• 已計劃明年二月中出發返東非工塲開始第二期服
侍，當地疫情仍有點嚴峻突破九萬人，民生健康問
題嚴重，求恩主憐憫，希望全球疫苗能公平分配，
讓急需要的人先得到注射，貧窮國家不致被忽略。

• 感恩前隊員已有新工塲，她現在英國與家人團聚，
一月開始新一期在新團隊事奉。

唐娥〈角地——創啟地區〉

• 感恩，我們的團隊在同屋共住的環境下，面對新冠
病毒，都能有平安。

• 我開始了新的「訓練班」，當中有四個女孩。我也
在服事本地朋友們，他們都是福音的追尋者。聖誕
期間我們也會邀請好友，分享福音。

• 我正在尋求門路申請新一年的工作簽證，請記念。

麥包華〈北非——創啟地區〉

• 請為我的語言學習代禱。

• 保持與天父緊密的關係，在主裡得力。

• 為我與新朋友D和I 能建立良好關係，禱告有機會
能分享福音。

BE〈候任宣教士〉

• B的媽媽確診多發性骨髓瘤，現BE每週陪同B媽接
受治療，求主減輕B媽用藥後的副作用，保護她免
受病菌或病毒感染，願B媽早日康復及歸信主耶穌
禱告。

• 感恩！BE可與未來工場團隊隊長夫婦進行線上會
面，從而更多了解未來工場與團隊現況及需要，並
有關未來服侍的可能安排，讓BE二人有所準備。

• BE正努力學習駕駛棍波車輛以應付考試；另BE將
修讀差聯之2021跨文化訓練課程；並將開始學習
非洲語言，為二人有智慧學習及管理時間禱告。

香港區委會
• 求主吸引有宣教心的弟兄姊妹參加2021年的短宣

體驗。

• 感恩拓展主任黃甘民姑娘在本會忠心事奉五年多，
已於十一月底榮休，明年一月開始轉任部份時間的
本地跨文化宣教士，繼續推動本地非洲人事工，求
主大大使用，也求主預備有心的弟兄姊妹一同參與
本地非洲人事工。

• 求主保守在港的非洲難民，讓信徒在疫情中不忘讀
經禱告；又為未信者可以有機會明白福音，求主預
備適合的人接觸他們，與他們分享福音。 

• 求主終止疫情，使用教會與在苦難中的人同行，也
叫信徒不會失去對宣教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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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月禱會：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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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洲 內 地 會 香 港 區 委 會

  收入
  教會奉獻  263,000 
  個人奉獻  150,000 
  其他收入 315,100
  預算總收入  728,100

2021年財務預算

		支出
  同工薪金、強積金及義工車敬 565,723 
  辦公室租金及場地支出 60,930 
  同工參加會議 / 訓練 1,000
  推廣拓展 50,000
  日常運作及行政支出 70,050
  季刊印刷及郵寄費用 40,600
  賀禮/接待 4,000
  保險 17,800
  法律/專業費用（公司註冊） 15,000
  預期總支出  825,103 
  赤字預算  (97,003.00) 

香港區委會委員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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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裕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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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內地會同工現接受教會預約2021年崇
拜講道、穆宣或宣教課程、在團契或小組
聚會講解非洲福音禾場需要，以及各類差
傳活動。

誠邀教會預約

本地非洲人事工：黃甘民 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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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4日	 伸達大兒子生日

3月5日	 麥包華生日

3月14日	 候任宣教士E生日
宣教士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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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至 2020年9月

非 洲 內 地 會 香 港 區 委 會

  收入
  教會奉獻  70,000 
  個人奉獻  57,880 
  其他收入  141,298 
  本期總收入  269,178 
		支出
  同工薪金、強積金及義工車敬 166,346 
  辦公室租金及場地支出 12,900 
  日常行政支出及推廣 22,226 
  賀禮 / 接待 133 
  其他支出 1,640 
  保險 14,373 
  本期總支出  217,618 
  上期結餘 / （赤字）  97,053 
  本期結餘 / （赤字）  51,560 
  累積結餘 / （赤字）  148,613 

宣教士基金
上期結餘 / （赤字）  1,568,926 
代收支持宣教士奉獻  505,378 
支付宣教士生活費及事工費 516,944 
累積結餘 / （赤字）  1,557,360 

感謝教會和弟兄姊妹的支持，
差會至今仍有少許盈餘。但香
港經濟正轉差， 求主給同工智
慧，謹慎使用資源，繼續支援
非洲的宣教事工，不忘初衷。

財政報告

	 2021	短宣機會	——	
	 							一至兩個月培訓及前線宣教體驗
  5月29日至7月29曰 南非

  6月9日至8月8日 北非（教英文）

  6月21日至8月中 東非

  6月25日至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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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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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差會收到的奉獻明顯減少，
至十一月底累積結餘只有$90,784。請記念。

歡迎教牧查詢
請致電 2770 5380或電郵: mobilisation.hk@aimin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