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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給

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 我就常

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 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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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宣教士李文斯敦（DavidLivingstone1813-1873）的傳記，想到這位生長於蘇格蘭的	

	 醫生，為了福音的緣故，離開了自己熟悉及安舒的家，大半生住在遠方非洲荒蕪的地

區，曾經歷無數次的森林熱病、受到猛獸的襲擊、為維護土著而與販賣黑奴的人戰鬥。有人問

他，是甚麼緣故叫他在各種艱辛中仍可堅持留在非洲宣教、沒有折返家鄉蘇格蘭安舒地當個醫

生？李文斯敦回答:「是應許，一位君子給我的應許:我就常與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離

世以後，有人發現他離世一刻正是跪在床邊禱告，身旁有一本打開的聖經，正翻至馬太福音廿

八章，在第二十節旁邊寫著:「一位君子的話語。」

蕭壽華	牧師

君子的應許

談

主題文萃 / 君子的應許 主題文萃 / 君子的應許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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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的主對我們的吩咐:「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我就常與你

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錯，要去

到非洲，使非洲人作主的門徒，必然要承受各

樣的艱辛，但卻有那位從沒有謊言，永恆的君

子的應許，祂必賜下祂的同在！祂的同在也讓

宣教士放心面對艱辛，繼續留下去完成主所吩

咐的工，因為有神同在的艱辛，比沒有神同在

的安舒，更能叫我們心靈滿足。

非洲有五十四 1個國家，逾三千六百個 2族

群，大部份是在「10/40 之窗」內未得之民，

神怎會完全不關懷這個地區呢？廿一世紀開始

的前後，神在非洲各處有奇妙的工作，尤其

是撒哈拉沙漠南方，無數的非洲人歸信主。但

與此同時，伊斯蘭教的工作也同時在這地區興

旺，他們憑藉強大的財力，在非洲多國發展援

助，供給各類津助，多國出現伊斯蘭化情況；

再加上多處國家的貧窮、疾病、內戰、種族仇

殺的肆虐，讓許多未扎根的信徒，在試煉中信

仰枯乾了，或因為缺乏真理的栽培，停留在一

種民間宗教式的混合信仰內，生活與未信者沒

有分別。雖然如此，明顯地今天神已經在非洲

大地作工，我們因此可以順著祂已開展的，配

合完成祂要完成的工作，因為祂的同在永遠是

我們最大的保障與盼望。

神的心意也是要讓華人信徒參與在非洲的宣教

工作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中國為了

要爭取非洲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支持，派了許

多農耕隊、工程隊、漁業隊到非洲許多個國家

中工作，支援當地的發展，也得到非洲人的接

納。自此華人常以非洲盟友的身份出現，而非

洲人多會友善地對待華人，給予華人基督徒一

個特殊的契機，可以較其他民族更容易與非洲

人建立關係，分享信仰。

多年前我曾前往非洲肯尼亞，探望當地宣教

1	 註：根據聯合國的資料，在非洲的成員國有54個	 http://
ask.un.org/faq/22882；根據約書亞計劃，非洲國家有58
個，即部份國家在實效上管治領地，是事實上的主權國家，
但缺乏普遍國際承認。

2	 根據約書亞計劃，非洲的族群有3689個https://joshua-
project.net/continents

士。宣教士安排我在本地教會崇拜講道。當日

早上有小型客貨車來接載我往聚會點。我驚訝

小貨車沿途接載信徒前往，原來只可坐六、七

人的小車，最後擠上了十七人，我在車上默默

祈禱，求神保守我們平安，但弟兄姊妹毫無懼

色，邊行邊唱詩讚美主。抵達場地，原來是山

頂平原的露天聚會點，但一、二百人在戶外揚

聲歌頌、投入敬拜。我心中十分感動，在一切

的匱乏、艱難中，神仍施行拯救，生命仍可歡

欣敬拜、信靠主。

該次探訪，我需要注射各種防疫針，過程中也

曾前往衛生情況欠佳的地區，但全程身體無

恙，內心感恩。但回港以後，因一次不慎吃了

些受污染的食物，肚瀉了多天。我想到本以為

危險的地區，卻安然無事；以為平安的地方，

卻讓我辛苦了數天。是的，若是神的旨意，最

危險的環境仍可以是最安全的環境，誠如戴德

生先生所言:「神是我們的環境，我們的環境

是神。」有主的同在，不論我們身在何方，仍

有主成為我們的環境，我們仍可放膽前往，叫

萬民作主的門徒。

主題文萃 / 君子的應許 主題文萃 / 君子的應許6 7

祂（耶穌）又對他們說：「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

萬民聽。」（馬可福音16:15）

“

”

44th_������_31_Aug_content.indd   6-7 31/8/18   10:55 pm



8 9

黃郭志茜

2018 年差傳年會講員

非洲的福音需要及事工—
馬達加斯加宣教士分享

 曾到過不同地區宣教，五年前開始踏足 

 非洲東岸一個島嶼—馬達加斯加。雖然

如此，但我對非洲大陸其實不太認識，不過在

馬島卻有一些個人體驗：

非洲未得之民

非洲如一片好土，撒甚麼種子就結甚麼果實，

非洲人對神的觀念很強，很容易接受任何宗

教，但非洲仍有許多未得之民。

1		非洲傳統信仰族群：非洲許多不同精靈傳

統信仰，非洲人根深蒂固，所以當地雖有

基督徒，但他們仍會參與傳統宗教祭祀。

馬島的傳統信仰是敬拜祖先，大部份基督

徒及天主教徒仍參與家族舉行的「翻屍

節」，可見今天黑暗勢力仍然捆綁著非洲

人的心靈。

2	 非洲傳統基督徒：很多非洲基督徒及天主

教徒缺乏栽培，仍然依從傳統信仰，並未

重生得救。以馬島情況為例：許多人都說

基督徒星期一至星期六偷竊，星期日到教

堂懺悔。同時大教會往往與政治掛勾，政

府利用宗教得更多選票，情況複雜。

我

差傳特稿 / 非洲的福音需要及事工—馬達加斯加宣教士分享 差傳特稿 / 非洲的福音需要及事工—馬達加斯加宣教士分享8 9

講員簡介：

投身宣教事工超過四十五載，足

跡遍及柬埔寨、台東、秘魯，1988
年她回港任中華宣道會海外佈道會

副總幹事，1990 年與黃聲鋒牧師結

婚，婚後一起到西印度洋留尼旺島

開荒，2012 年轉至馬達加斯加島宣

教至今。我們現在且來細看她在馬

鳥的事奉體驗。

02 差傳特稿

非洲如一片好土，撒甚麼

種子就結甚麼果實，非洲

人對神的觀念很強，很容

易接受任何宗教，但非洲

仍有許多未得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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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非洲具體建議

過去在非洲的宣教工作大都來自西方，但近年亞

洲教會積極參與，現時有不少華人宣教士在非

洲。目前香港有直航飛機到南非及東非，而且有

許多非洲人到中國做生意，因而帶動了福音工

作。以下是一些經驗分享。

1	 建立宣教基地、短宣隊的支援：因為非洲需要

很大，而宣教士的力量有限，所以需要大量短

宣隊及後援力量。感謝主帶領我們在馬島設立

短宣接待中心，每次最多可容納 20 人，每年

有十多隊短宣隊來幫助推動事工，在過去五年

對工場提供了很大的幫助。短宣隊是很重要的

宣教支援，例如醫療服侍（贈醫施藥、牙科服

務、外科手術）、職業培訓、英語營、青少年

成長營方面。短宣隊長期支援我們，每年都來

一次，有些一年來兩次，更有些退休人士每次

來三個月。

2	 福音與服侍並行：在非洲，福音與服侍是「兩

條腿走路」，非洲人信主不是靠理性認知，能

感動他們的是實際行動，有一位村長接受外科

手術後信主，以致後來整條村也信主。

3	 培訓本地領袖、華人與非洲人同行：由於鄉村

信徒培育很弱，所以我們在馬島常與本地教會

配搭，到外省佈道及服侍。本地信徒能以本地

語言服侍，故此更為得心應手，我們相信非洲

宣教工作不應是華人做的，也不能只靠他們自

己做，乃是要華人與當地人一同配搭。海外華

人教會通常是自成一家，教會儼然成了同鄉

會，但我們的教會崇拜是華人與馬島人一同參

與的，我們發現兩個種族在同一教會敬拜有許

多好處，例如華人可有實際場景學習跨文化宣

教，又可以學習分享關懷不同種族。倘若用華

人資源及本地非洲人的恩賜互相結合，教會就

能發揮很大的力量。

3		非洲穆斯林：非洲大部份國家貧窮落後，

於是造就了伊斯蘭教擴展的機會。許多從

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地方都變成了伊斯

蘭教城市。馬島從前穆斯林人口只有 5%，

現在已增長為 17%，他們揚言要「伊斯蘭

教化」整個馬島。

4		非洲華人：非洲因為與中國經貿聯繫，所

以現時有許多中國人進入非洲，我們在各

大城市都可看到中國人的投資建設，中資

商店林立。許多中國人離開家鄉，隻身到

非洲孤單工作，以致他們會較多思考人生

問題，對教會及信仰容易產生興趣。

5		其他：非洲有許多異端興起，如耶和華

見證人、摩門教、文鮮明，他們很積極傳

教和差派宣教士。另外也有許多極端教

派打著聖靈的旗幟宣揚神醫、趕鬼、神蹟

奇事、和成功神學，吸引許多無知的追隨

者，因這裡的人容易被激情牽動。

非洲福音事工

因非洲仍然有許多未得之民，故此我們應側重

以下的福音事工。

1	 佈道植堂：在大城市可以用佈道植堂的策

略，但在鄉村只能佈道，因為這裡缺乏傳

道人到偏遠地區牧養，亦沒有經濟資源

供養傳道人，傳道人平日都需要耕作或捕

魚，星期日才帶領教會崇拜。

2	 培育領袖：非洲許多牧者缺乏培訓，因

此教會產生很多問題。培訓方法不是學術

性，而是需要師徒式訓練。

3	 服侍行動：大部份非洲國家因為貧窮，加上

愛滋病、伊波拉等疫症非常嚴重，故需要先

進國家幫助，例如醫療、教育、創業、職業

培訓……同時也要訓練他們如何服侍自己同

胞，不要單單依靠外國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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