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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願景的後續	 				︱孔慶明 （香港區委會義務總幹事）

非洲內地會於2015年訂下了「2020願景」的 5年宣教目
標，現以感謝上帝的心，向讀者滙報整個國際差會5年來
努力的成果，願一切榮耀歸於上主。

願景①	 差派工人進入
	 20個未有宣教士的未得之民

5年來， 我們從世界各地招募宣教士進入32個新的未得
之民，現今差會有宣教工作的未得之民總數超過100。在
這5年裡，香港差出了4位新的宣教士，至今所有在非洲
的本港宣教士都是在未得之民中服侍。

國際差會在未來三年希望再招募300位宣教士，香港有一
對夫婦 BE 將於今年七月前赴工場。

願景② 在20個已有宣教士的未得之民中
	 建立可自傳的教會

經過5年，宣教士在4個未得之民中建立了可自傳的教
會。本港差派的安安宣教士曾經服侍的桑布魯族是其中
一個已建立了可自傳教會的族群，他們不再是未得之
民。我們會繼續提供門徒訓練，使福音廣傳。

建立可自傳的教會是宣教的其中一個終極目標，也是最
大的挑戰。我們需要更多願長期委身的宣教士，我們會
繼續努力，在未得之民中建立可自傳的教會。

願景③	 組織40支團隊向散居非洲以外地方的
	 非洲未得之民傳福音					

在過去5年，我們成立了20支團隊，向散居在歐洲、加拿
大、美國和南美的非洲人傳福音。

香港差會的同工和義工過往已有接觸及服侍居於香港的
非洲人，今年我們更開始有宣教士專注發展本地的非洲
人事工 。

願景④	 動員400位非洲人參與
	 向未得之民傳福音

5年來，我們共動員了401位非洲宣教士參與向未得之民
傳福音。

我們會繼續努力與非洲的教會合作，傳遞宣教異象，鼓勵
更多非洲信徒承擔大使命，將福音帶到未得之民當中。

願景⑤	 裝備4000位非洲教會領袖
	 建立以基督為中心的教會

5年來，我們共為10，000位非洲教會領袖提供了適切的
訓練。

超過85%的非洲牧者缺乏完整的神學訓練。本會委員前
宣教士陳天鳳傳道曾前往肯尼亞的神學院短期教學;在疫
情受控後，她會再次前往，並希望鼓勵更多同道能抽時
間前往教學 。

再往前看

非洲仍有1000個族群未曾接觸到福音(即是未得之民)，
總人口達3億；當中福音派的信徒少於2%，因此仍需要
外來宣教士的協助，使福音能在他們中間廣傳。經過多
年在非洲的宣教實戰體驗，我們確信非洲的信徒可以成
為宣教的生力軍，差會為他們提供適切的訓練後，他們
可以與宣教士並肩作戰，帶領自己的族人信主，並建立
可自傳的教會。他們累積佈道和門訓的經驗後，更可以
接受教會的差派，前往其他族群宣教。這會是一幅美麗
的圖畫 。

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10:2）。

求莊稼的主差派更多工人，進入非洲的未得之民中收祂
的莊稼。



神是愛	 ︱安安

轉眼間我到香草島服事已經超過一年半的時間。在這兒
大家看似樂天知命，不過其實心裡都有空洞、不踏實的
部分。偶爾一些新朋友在聽到我不願意嫁給島民的理由
之一是伊斯蘭信仰的一夫多妻制，便會嘲笑我愛吃醋，
提醒我女孩子應該要大方些。不過若聊起自己的故事，
她們又會抱怨自己是如何被丈夫虧待、欺騙，丈夫又如
何不公平地對待妻子。這些想向我推銷信仰與恪守宗教
規範的「好男人」的新朋友，在言談間透露出她們充滿
了怨懟和不滿的真實想法。相對的，我也會從英語班的
男學生那邊聽到對女人的諸多抱怨，譬如說她們善於欺
騙、不願意服從等等。話雖如此，失婚的島民通常又會
急著尋找下一個伴侶，踏入惡性循環。

島民相信一個萬能的神（阿拉）、禱告的力量，也相信
只要遵從聖書裡的教誨，阿拉便會給予祝福。從小便被
送到主日學的他們都會背誦整本古蘭經，遵循伊斯蘭教
律是這社會約定俗成的文化，所以伊斯蘭不單單是個信
仰，更是每個島民生命中難以分割的一部分。應該很少
有人可以接受自己的一部分被說成是個錯誤吧？但即便
相信自己活在阿拉的旨意下，也相信在阿拉裡有對一切
事物的解答， 對於當下這樣衝突瀰漫的生活，島民有的
只是滿滿的無力感。

最近聽了一個穆斯林背景信徒（ＭＢＢ）的分享。來自
伊斯蘭國家的他，在信主後備受迫害，家人和他斷絕關
係，甚至還建了個墳墓以代表性地將關於他的記憶埋
葬。最後的最後，他必須離鄉背井以保全生命。他說：
「穆民如果改信耶穌，那十之八九都是因為被基督徒的
愛所感動，而不是因為察覺到他們信仰裡的錯誤，所以
絕對不要試圖辯論、說服穆民改變信仰。我寧願輸了一
場論辯，也要贏得一個朋友。」

他的分享提醒了我基督徒和穆民間的差別——愛。基督
徒的首要誡命是愛神和愛人如己（馬太廿二 ：３７—

３９），所以愛這個字可以涵括、更可以代表我們所要
遵守的一切。若愛一個人，便不會有謊言或欺侮，因此
島民所欠缺的、他們信仰裡所不足的，是充滿我們心裡
的愛，因為神就是愛（約壹四：１６）。想當初我也是
因著教會裡大家熱情的接待和真心的關懷，便開始把週
日上教會當作例行公事，並模仿大家禱告的方式和神說
話。這樣發展下去，後來的我就成長為現在大家所知道
的耶穌門徒。

在香草島上，或許我們沒辦法用流利的言語給予島民看
清真理的能力，不過我們可以將來自神的愛分享給他
們，就像父母用心地陪伴、關懷、協助子女，最終孩子
會體認到父母對他們的愛有多深切，願意以同樣的愛回
報那般。並且我們持續地將每個島民朋友用禱告帶到主
的面前，希望每個朋友的心因為我們的愛日漸軟化的同
時，神也願意憐憫他們、軟化他們的心。相信在不久的
將來，愈來愈多的島民會因他們感受到的、來自神的愛
而走向正道，獲知真理，尋得生命（約十四：６）。

編者按：安安為第一位經本會差派往非洲的台灣宣
教士， 現於香草島以英語教學接觸穆民。 安安的團
隊正為一個將聖經翻譯成島民語言的工作籌款 ，目
標為美金七萬元 ，如欲支持這項事工， 奉獻請註明
「香草島聖經翻譯」。

香草島聖經翻譯
非洲內地會近年重點向非洲東岸印度洋的島國差派宣教
士，這穆斯林島國由三個大島組成，各有自己的語言，
宣教士自2013年開始將聖經翻譯成三種的島國語言。支
持翻譯事工的基金只能維持至今年十月，差會因此為此
項尚待完成的事工展開籌款，目標是美金七萬元，用以
資助未來兩年聘用當地的翻譯員	﹨	聖經翻譯的顧問費	﹨	辦
公室租金和數碼化錄音製作費（供島民用電話收聽）。

穆斯林自少熟讀他們的經書，對基督教有很多誤解和敵
視，唯有上帝的說話如兩刃的劍，能進入穆民心中，使
他們知罪悔改。

如欲支持這項事工，奉獻請註明「香草島聖經翻譯」。



我可以為你多作些什麼事？	 ︱陳天鳳

過去兩年，香港社會動盪，加上新冠病毒疫情嚴峻，在
困難不斷出現的日子，有些基督徒會說：「不知道上帝
的心意為何？」我的經驗是，若果能夠懷著謙卑的心，
問對了問題，上帝是會很樂意，有時甚至會很快回答我
們的。

首先，對於香港社會及教會的情況，上帝提醒我重溫一
本我十年前看過的書「使萬民作門徒－以真理的大能轉
化不同文化」（高接觸，2003年出版）。這本書的論
點及觀念，幫助我對香港的社會及教會的情況，甚至現
今的疫情問題也能夠看得清晰，解答了我心中很多的疑
問，使我感覺茅塞頓開。

第二，是關於我的事奉的。在2007至2011年，我是非洲
內地會的宣教士，被差往馬達加斯加，負責當地的牧者
的神學培訓。2011年，因為身體健康出現問題，並且要
照顧在港的年長獨居母親，我返回香港並在教會擔任傳
道牧養之職。

在身體健康及事奉工作穩定後，我求問上帝：「我可以
為你多作些什麼事？」我重溫上帝以往給我的多個呼
召，我相信上帝提醒我要繼續在宣教工作上事奉，之
後，便看見非洲內地會季刊內招募人往非洲參與教授聖
經及神學課程的訊息。我覺得這並不是偶然的事情，便
聯絡差會及提出申請，於2019年10月去了肯尼亞一間聖
經學校教授系統神學兩個星期。本來我已經安排好了在 
2020年10月再回去那間聖經學校教學，後來因為疫情原
因不能成行。

2020年約七月份，我再次向上帝禱告：「我可以為你多
作些什麼事？」。八月份，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邀請
我加入成為委員。

2020年11月初，我再禱告求問上帝：「我可以為你多作
些什麼事？」 11月中，一個做內地培訓事工的機構同工
親自聯絡邀請我參與他們的網上培訓工作。其實我曾經
在2012年參與這機構在內地的培訓工作，但是已經八年
多沒有與他們聯絡了，只是在我祈禱之後，這機構同工
就想起了我。所以，我計劃 由2021年中開始，參與這機
構的網上培訓，教授系統神學的課程。

我不是工作狂，只是想把握生命的光陰，為主完成衪想
我作的事。無論做什麼，求主幫助我完成祂要我完成的
事。能夠獲邀請成為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的委員，是
我的光榮。求主幫助我，能夠運用作宣教士的簡短經驗
及多年牧會的經驗，在香港區委會中有所貢獻。感謝上
帝的帶領。

我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
呢？」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以賽亞書6章
8節）  

編者按：陳天鳳傳道曾接受本會差派前往馬達加斯加
宣教 , 現為本會委員。



伸達家庭〈肯尼亞——未得之民〉

• 雖然新冠肺炎仍未完全受控而且出現變種，感謝主
的憐憫，保守我們和在港的家人有健康，求主繼續
保守，特別年紀大的父母！

• 感恩Abdi對神有堅定的信心，並開始在私禱中為
他家人的得救去禱告神。求主繼續帶領他，堅固他
的信心並有勇氣去為主作見證。

• 現正安排一日戶外活動給一些很久沒有見面的S朋
友，希望透過這次活動，大家可以多一點生命分享。

安安〈V國——未得之民〉

• 已開始恢復英文教學，每週的上課時間排得很滿，
再加上其他份內的事情，所以很忙。這樣的忙碌要
到齋月才會結束，但那時線上課程也差不多要開
課，求主賜智慧好好安排時間。

• 四月中就是齋月了，所以漸漸地會被問到有沒有要
禁食等問題。願神給我智慧、讓我知道該怎麼向問
我的人說我們的救贖不是來自禁食而是神的恩典。

恩蜜 〈東非木城〉

• 感恩平安返抵東非木城，並已找到合適居所，超出我
所想所求。已確定加入這個新的團隊，同心服侍。現
住在要服侍的群體當中，可與穆民鄰居建立關係。

• 正接觸木城一醫院，商討參與作護士義工。記念能
順利續護士牌。

• 記念在港初信的妹妹有堅定的信心和耐性去學習。

唐娥〈角地——創啟地區〉

• 感恩，皮膚感染已經痊癒。

• 請為訓練工作的進展禱告，盼望學生能夢見耶穌。

• 在聆聽阿拉伯語聖經及重上語言課 ，求主賜自律及
恆心。

麥包華〈北非——創啟地區〉

• 請為我正計劃明年述職後的事工方向祈禱。

• 因疫情簽證過期，求主賜智慧可如何處理。

BE〈候任宣教士〉

• 感恩！B爸爸雖早前先後三次入院接受治療，至終
可平安出院，暫且算穩定下來。B媽媽用藥後體內
癌細胞有所減少，仍需繼續接受化療，惟近來身體
明顯出現因藥物所引致的不適反應，求主保守B爸
媽健康，賜他們救恩。

• B 3月底離任多年堂會牧職崗位，求主為服侍堂會
預備合適的同工接任。另B會於4月加入差會擔任
部份時間拓展同工，求主引領使用BE二人，並禱
告記念當中的適應。

• BE需於出發前作好準備，當中包括：1）與差會及
工場團隊成員保持聯繫，預早安排前赴工場及落地
一切所需；2）與差遣教會及各支持教會建立更深
厚關係，並後方禱告支援網絡；3）籌備差遣禮及 
4）不斷的學習等，求主加力。

本地非洲人事工
• 感謝主讓我們有機會接觸幾個非洲M民的家庭。

• 感謝主預備4位補習老師利用網上平台幫助非洲兒
童的學業。

• 有位M民正尋求真理中，求主引領她成為主的女兒。

香港區委會
• 記念奉獻團契的團友尋索宣教路的心，作好裝備，

預備為主使用。

• 求主為差會預備合適的拓展同工。

• 感恩差會已完成註冊為有限公司，請記念能順利開
設銀行户口。

• 求主吸引有宣教心的弟兄姊妹參加今年的短宣體
驗，也求主使香港和非洲的疫情受控，使短宣者可
安心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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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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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至2020年12月
非 洲 內 地 會 香 港 區 委 會

  收入
  教會奉獻  41,500 
  個人奉獻  24,930 
  其他收入  95,484 
  本期總收入  161,914 
		支出
  同工薪金、強積金及義工車敬 184,087 
  辦公室租金及場地支出 13,400 
  日常行政支出及推廣 3,921 
  賀禮 / 接待 1,365 
  核數 / 法律 / 專業費用（註一） 28,624 
  其他支出 3,072 
  季刊印刷及郵寄費用 8,940 
  本期總支出  243,409 
  上期結餘 / （赤字）  148,613 
  本期結餘 / （赤字）（註二）  (81,495)
  本期結餘 / （赤字）  67,118 
  轉撥儲備（註三） 67,000 
  累積結餘 / （赤字） 118 

宣教士基金
上期結餘 / （赤字）  1,557,360 
代收支持宣教士奉獻  945,262 
支付宣教士生活費及事工費 599,115 
累積結餘 / （赤字）  1,90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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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去年七月季刊呼籲為非洲的飢荒和疫情籌款，
至去年十二月底共籌得港幣85,364，已全數轉往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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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申請註冊為有限公司。
註二：下半年差會收到的奉獻明顯減少。
註三：前年本會因增加同工而從儲備中動用了八萬多元裝修辦公室，現將部份結餘撥回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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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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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誠聘全
職同工，專責差傳推廣、教會
聯繫、教授主日學及帶領祈禱
會等。曾受神學訓練者更佳。
請繕履歷及要求待遇，寄九龍
中央郵箱70238號。招聘用。

誠聘推廣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