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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的足跡    	 ︱朱牧師和師母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
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約翰福音 15：16）

我們要退休了！ 讚美上帝我們的阿爸父！我們在1971
年同時進入神學院，在那裡認識對方，並且在教會同
心服侍了好幾年。後來主揀選和差派我們去非洲，我
們感謝阿爸父給了我們順服的心，願意走上祂為我們
所預備的道路。在異國他鄉服侍主是我們人生中一次
回報滿載的旅程，藉著跨文化的服侍，得著很多機會
增添我們對上帝的信心，看到祂奇妙的作為！

我們很感恩成為AIM家族的一員，在過去的36年，我
們在AIM參與非洲事工，首先於1985年在肯尼亞作新
出道的跨文化工人，學新語言，適應新文化和與非洲
人建立關係，其中過程令人興奮，但也有挑戰，使我
們的屬靈生命不斷成長，阿爸父的恩典夠用。主開了
許多事工的門，我們從佈道和植堂開始，阿爸父特別
恩待我們，讓我們看到許多非洲人跟隨耶穌和非洲教
會的倍增；後來我們開辦了聖經學校，提供門訓給當
地信徒和栽培傳道人。我們感謝主，非洲教會不僅在
數量上增長快速，還可以透過教導神的話語，讓屬靈
生命亦邁向成熟。 

在肯尼亞20年的服侍實在是難忘的！阿爸父其後帶領
我們到北非的工場，讓我們在當地建立一個殘障兒童
康復中心，作為與當地人接觸的平臺，通過服侍兒童
及他們的母親，以及與中心員工的關係，我們有機會
與他們分享好消息。我們祈禱有更多工人被派往穆民
中，更多當地人成為耶穌的跟隨者。

感謝所有支持我們的教會和個別肢體！阿爸父通過你
們不斷的祈禱和經濟支持，供應了我們的所有需要；
你們當中有許多人曾與我們一起去非洲，參與其中的
事工。雖然我們將要卸下AIM的職務，然而我們祈盼繼
續服侍主，直到那日我們跟祂面對面相見。

編者按：朱牧師和師母於80年代申請加入差會時，
香港區委會還未成立，因此他們經美國區會加入
AIM，香港有數間教會多年來持續的關心和支持他
們。

	 2022	短宣機會	——	
	 							一至兩個月培訓及前線宣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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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了解有關詳情，
請致電27705380或WhatsApp	51179243	
或電郵	mobilisation.hk@aimint.org
歡迎查詢明年2023年的短宣機會。



宣教的足跡    	 ︱朱牧師和師母 宣教生涯的突變與挑戰     	 ︱BE宣教士

宣教生涯的開始

去年八月中旬，BE帶著既驚且喜的心情，在眾支持教會
弟兄姊妹的祝福與送行中，啟程出發到宣教工場。從過
關、與隊長會合、向工場點進發，起初一切都相當順利
自然 (深知道許多肢體一直為我倆禱告)，始料不及的是
往後挑戰接踵而來。

工場生活的適應

為了跟隊長夫婦有更多相處和學習時間，BE與他們生活
在同一屋簷下。萬料不到我倆踏進隊長夫婦的居所，即
發現客廳及我倆房間的天花板有幾個破洞，後來得知原
來早一個星期前居所曾遭爆竊，讓難以安睡。

接下來BE須學習適應當地生活，如與各樣生物共存、節
約用水、手洗衣服、忽然停電無水、家居垃圾自己燒等
等；亦須接觸不同人士，認真學習當地語言。正當我倆
漸覺尚可適應下來，萬料不到隊長夫人突因身體緣故，
需與隊長緊急撒離工場，返國就醫。

這時我倆到埗才不到三個星期，心理上頓失倚傍，只好
積極面對突如其來的轉變。想不到隊長夫婦撤離後第二
天，當地的穆斯林教長竟登門試圖威嚇我們，誘使我倆
轉信阿拉，使我們見識當地屬靈爭戰的實在。

開拓服侍的機會

起先我倆把握機會與當地教會的青少年接觸，每週參與
青少年團契，與他們一起查考聖經，繼而到訪兒童主日
學，了解這裡如何培育孩童的靈性成長，再走訪這裡的
中學（分別有男校及女校），校內每星期均有主日崇
拜、團契聚會、查經小組及領袖培訓小組。

BE喜與青少年聊天、打球、玩遊戲、分享聖經故事，亦
認識了當地許多青少年同工及牧者，期盼與他們合作發
展不同的青少年事工及領袖培訓。有趣的是這裡青少年
群體的年齡層界定與香港大大不同，35歲或以下的皆為
青少年，群內的年齡差距是青少年事工的一大挑戰。

BE亦有機會參與當地聖經學院的服侍，與神學生一起早
禱、靈修分享，於早禮拜中講道等。此外我倆認識了當地
一個韓宣家庭，每週相約一起入村關懷探訪穆斯林寡婦家
庭，給她們送上食物、祝福禱告，鼓勵她們認識基督。

工場上種種挑戰

有一天突然傳來鎮內兩個部族發生衝突的消息，雙方皆
有人被殺，整個鎮頓時變得異常緊張，大部份店舖關
門，街上行人稀少，人人自危。雖然政府派出軍警鎮守
令局勢稍為平靜，惟仇殺不斷，至今未停。 BE 向神為
這地求平安，亦相信只有神可化解兩族仇恨。

BE隨後前往首都接受差會跨文化訓練及語言學習，透
過掌握當地語言，學習如何與當地人有效溝通，融入社
群。此外BE亦須考取當地車牌，感謝神！最終我倆成功
了，並準備購買合適車輛，以便前往偏遠地方。

年初家裡的守門犬離家失蹤多日，隨後我倆得知居所曾
四度被人潛入爆竊，不單財物上有損失，居所亦遭受破
壞。鎮內部族仇殺不止，形勢每況愈下，不斷有人被
殺，以致當地人心惶惶，部份家庭遷離。

因工場點不再安全，隊友相繼緊急撤離，我倆只好按差
會安排，往其他未得之民所在地視察。豈料B與青少年
踢足球時意外受傷，因當地缺乏醫療設施，差會即安排
翌日將他送往首都醫院診治。

未幾得家人告知，B父親因感染新冠病毒送院，兩三天
內便離世。

神是我倆的倚靠

BE首二百天的宣教生涯
就是這樣面對種種突發
的轉變及挑戰，彷彿在
短短時日內經歷了一整
個宣教生涯所會遇到的
事情。感恩的是即使我
倆遇到重重困難，神也
與我們同在，是我倆的
倚靠。祂總安排小天使在旁守望扶助，以祂的話語安慰
和鼓勵我們。感謝主恩典！

編者按：BE宣教士於四月初回港奔喪，六月初會返
回工場，請記念他們需要決定在那個工場點開展宣教
服侍。



宣教生涯的突變與挑戰     	 ︱BE宣教士 參與本地訪宣有感     	 ︱郭靜怡

很感恩在疫情當中，有機會參與教會去年八月的訪宣活
動，在這難忘的四天裡，我接觸了在港的不同族群，饒
有得著。

最難忘的是第一天，我們認識了來自非洲的難民。早上
有一位弟兄到教會分享，他原是非洲一個小地方的副校
長，因在教育政策上與當地政權出現分歧，遭到逼害。
校園內不再和平，課室內槍林彈雨，而他首當其衝，
成為目標人物，必須逃命⋯⋯到港後，他與妻子分隔萬
里，兒子更被殺害⋯⋯他所經歷的一切，都是令港人匪
夷所思的。坐在席上聽著那些腥風血雨的經歷，我不禁
感嘆，香港近年雖然動盪，卻也還算得上是「和平」之
地。能活在此地，其實已是一大恩典。

下午我們到大埔探訪一個基督教家庭，更能見證上帝
的同在。來自津巴布韋的夫婦帶著兩個兒子，住在一
間小屋內，他們也經歷過一番死裡逃生。丈夫原是商
人，因涉足政圈，被放火燒屋。妻子大難不死，卻因目
睹友人葬身火海，心中留下烙印。來到香港，他們的居
所由大屋變為小屋，因正尋求庇護，在港沒有身分和工
作權利，只靠政府微少的補貼過日子。生活拮据，每天
的「正務」就是等待另一國家收容。有些人一等就是數
年，甚至二十年⋯⋯陷入無盡的等待中，不少人變得絕
望，「未來」似乎只是一張不可兌現的空頭支票⋯⋯

正當我們為他們感到沈重時，意想不到的是這對非洲朋
友卻跟我們分享了許多上帝的思典：上帝保守了他們一
家到港，免於受害;他們視現在為「宣教」旅途;他們開
放家庭，跟人分享上帝在他們之中的作為⋯⋯最令我驚
喜的，是丈夫還在港修讀商科學士課程呢！這比多少本
地學生還要積極啊！他還說，除「感恩」外，他要學習
的是「原諒」——只有放下過去的傷痛和仇恨，原諒放

火燒屋的仇敵，才能釋放自己。要做到這樣是多麼的困
難！但當神用衪的大愛擁抱受傷的人，祂的愛可以湧流
到傷口上，可以撫平傷疤，叫人有胸襟接受過去，有勇
氣面對將來。

假如沒有神的同行，到港的異鄉人可能只會怨天尤人，
自悲自憐，在憂傷和憤懟中徘徊⋯⋯在參與訪宣之時，
我的摯親懷疑確診惡疾，正在檢驗後的等候期間。陷在
無盡的等待之中，我不斷想著如果真的確診了，後果
會是如何⋯⋯忐忑、不安、難過、悲傷、壓抑⋯⋯在訪
宣的第一天剛好遇上這兩個難民家庭，就像上帝在鼓勵
我——不要害怕，我必與你同在。看著對方面對比我更
大、更難的挑戰，他們要努力跨越，我自己又豈能是一
個例外呢？

最近腦海中常浮現一首詩歌，願能成為往後的激勵：

〈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以喜樂的心來面對我的環境，
我以平安的心來應對我的處境，
因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讚美堅持到底。

我以盼望的心來面對我的失望，
我以積極的心來戰勝我的沮喪，
因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感恩稱謝到底。

編者按：本會本地跨文化宣教士黃甘民傳道於去年協
助兩間教會安排會友於香港體驗跨文化宣教，以上是
其中一位參加者的分享。歡迎有心參與接觸本地非洲
人的基督徒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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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達家庭〈肯尼亞——未得之民〉

• 請記念大兒子仍繼續在英國找合適的工作和
地方居住，求主幫助和開路。

• 在二月底，我們在Abdi 去美國前為他施浸歸
入基督的身體，感恩不盡！願主祝福他能夠繼
續每天保持信靠主的心，不忘為主作見證。求主
亦幫助他快快適應新環境、新生活。

• 有些失聯了一段時間的學生主動再聯絡。我們相約了見
面，求主幫助，讓我們可以再次穩定地一起學習。

安安〈V國——未得之民〉

• 倒數在家的時間。能夠和家人好好地互相扶持、鼓勵。

• 媽媽決定要動手術取出之前裝在右腳踝的鋼片支架。請
代禱媽媽能夠順利康復；也願媽媽在鋼片支架取出後腳
踝不再有容易發炎、疼痛的問題。

• 準備在四月初出發去德國、荷蘭述職。已經三年多沒和
大家碰面，希望會有很好的肢體交流。此外德國教會多
了很多新面孔，所以願神準備我的心、協助我認識新朋
友、與他們分享我在香草島的事工。

恩蜜 〈東非木城〉

• 每星期的網上專科課程需不少精神應付功課，記念能平
衡休息和事 工安排，在疲乏無力時，更靠緊主。

• 圖書館內有文盲班、補習班、年青人 mentorship、家
居護理探訪等，祈禱團隊有合一的心和持守同一異象，
求主加力，有智慧及胆量分享好消息，有力面對屬靈爭
戰，重要讓木民感受看見耶穌和感受衪的愛。

• 祈求有更多讓同工家訪的門打開，藉着探訪可以勇敢分
享個人生命見證，打開福音的橋樑。

唐娥〈角地——創啟地區〉

• 已完成隔離回家，要適應和姐姐一起居住，溝通及協調
差別。

• 左手的痛症沒有舒緩，求主繼續醫治。

• 約了專科、驗身等，盼望預約能如期進行。

麥包華〈北非——創啟地區〉

• 感謝主！ 我和媽媽已接種第三針疫苗，手臂有兩三日
酸痛，沒有其他反應，內心也很平安。

• 請記念回北非的行程能順利、平安。

• 4月是齋戒月，求主賜恩在這月份，更多尋真的人能尋
見主。

BE〈東非——未得之民〉

• 感恩！B爸爸的喪葬禮儀得以順利完成，感謝
差會及眾支持教會肢體代表到場致哀，你們
的關懷愛護、安慰並代禱，BE與家人銘感於
心。

• BE將於四月返港，望能一到B父親墓前，並
可陪伴B媽媽及家人。願BE未信主的家人早
日認識基督真理，歸信那創造並掌管生命的
主。

• BE從原工場點聖經學院院長及同工得知，
鎮內因部族仇殺事件仍然治安不穩，人心不
安，求主憐憫當地人民，化解兩族仇恨並賜
下和平。

本地非洲人事工
• 請記念在疫情中，我們認識的非洲家庭中有幾個家庭

仍面對全家確診或是只剩媽媽無確診，都在努力掙扎
求存。求主加力給他們。讓我們與他們同行，給他們鼓
勵，在各方面支持他們。

• 中文班的同學面對工作上不少挑戰，求主給他們力量及
平安的心面對疫情下帶來的挑戰。

香港區委會
• 求主吸引有宣教心的弟兄姊妹參加今年的短宣體驗。求

主使香港和非洲的疫情受控，使短宣者可安心出發，並
有適切的體驗。

• 記念Dorothy姊妹於6月中至8月中到東非參加門訓和宣
教訓練，求主供應她所需的旅費。

• 記念Emily姊妹於7月至8月到北非短宣，以教授英語作
平台接觸穆民。

• 求主為差會預備合適的總幹事，帶領差會迎接新時代的
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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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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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所有弟兄姊妹參加！

詳情請留意網頁通告

4月11日（一）7:30~9pm	 唐娥分享
5月16日（一）7:30~9pm	 BE分享
6月13日（一）7:30~9pm	 短宣姊妹分享
（如欲定期收到本會代禱消息，請與我們聯絡。）

月禱會



2021年10月至2021年12月
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

  收入
  教會奉獻 40,775
  個人奉獻 37,700
  其他收入 94,775
  本期總收入 173,250
		支出
  同工薪金、強積金及義工車敬 83,309
  辦公室租金及場地支出 12,184
  日常行政支出及推廣 13,256
  賀禮 / 接待 2,652
  核數費用 5,000
  季刊印刷及郵寄費用  9,789 
  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裝修費用報銷  65,446 
  本期總支出  191,636 
  上期結餘 / （赤字）  144,674 
  本期結餘 / （赤字） (18,386)
  累積結餘註 / （赤字）  126,288(A) 

宣教士基金
上期結餘 / (赤字)   2,966,206
代收支持宣教士奉獻  979,381 
支付宣教士生活費及事工費 848,370

累積結餘 /（赤字） 3,097,217(B)

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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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誠聘全職或半職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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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觀塘郵政局郵箱62324號。所有資
料只作招聘用。

誠聘拓展主任

顧問：朱裕文牧師（創會主席）、陳黔開牧師、盧家馼牧師
董事：林春暖牧師、胡鳳玉小姐、陳天鳳傳道、莫家鋕先生、
 勞穎嫺小姐、薛友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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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內地會(香港)有限公司

• 支票抬頭請寫「非洲內地會（香港）有限公司」；
再郵寄至「觀塘郵政局郵箱62324號」；或

• 直接存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戶口（004）「149-
6 8 3 3 8 5 - 8 3 8 」 ， （ 戶 口 名 稱 ： 「 非 洲 內 地 會
（香港）有限公司」或 " Africa Inland Mission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

• 轉數快FPS ：+852-51179243
• 自動轉帳 ：請存入本會以上戶口並通知本會

差會現已註冊為有限公司，
因此由2022年1月1日開始，	
請使用新的銀行戶口：

註：
（1） 累積結餘 / (赤字) (A+B) = 3,223,505
 本會已完成註冊為有限公司，因此非洲內地

會香港區委會於2021年度終結後的累積結
餘須全數轉入非洲內地會(香港)有限公司。

（2） 此乃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最後一份財政報
告 , 下一期 季刊開始為非洲內地會(香港)有
限公司的財政報告.

（3） 去年8月本會應信義樓要求遷離，因此在會
計賬簿裡， 須將幾年前辦公室的裝修費用
報銷。

然後將入數紙Whatsapp至5117-9243或郵寄或
電郵	admin.hk@aimint.org。

來函	請註明支持經常費		/		宣教士		/	事	工，
並附閣下的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
本會將發回收據作免稅申請，謝謝！

奉獻方法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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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