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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想過一個在城巿長大的香港人，竟然會走去西非撒哈拉沙漠

南部學習務農和開井。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走進了這個小小農業

機構，經歷了幾個年頭，雖然對農業水利仍然是一知半解，只能

幫忙播種收割等手板眼見工夫，或只是在機構的行政管理上盡一

分綿力，但這幾年的學習，讓我體會到如何切實地活在當地人的

中間，以行動將福音帶給他們。

回應人的需要
我們身處的地方並不是一個福音封閉的國家，宣教工作並沒有受

到任何限制。反而一個非牟利機構卻要處理不少行政和稅務工

作，加上不時要在日間四十多度的環境下在戶外工作，更加讓我

們反思：「這樣做究竟值唔值得？」

雖然西方宣教士在這地方的宣教工作已上百年時間，但仍然未見

到有影響力的信徒群體，時至今日仍然有超過九成以上的居民是

穆斯林，在國內二十多個族群中，只有極少數對福音開放，主

要族群仍然長久在羊圈之外，就如我們身處的小鎮中也有一間教

會，但除了寄居這地的小數民族外，沒有一個圖族人（小鎮裡的

主要族群）會走進去。

然而，圖族人的祖先是遊牧民族，就算最貧困的家庭也會養羊。

另外，他們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農地，每年都會定時播種收割。

因此他們每天都跟大自然搏鬥，乾旱、炎熱、蟲禍……當我們 

關圖氏先生

（筆者夫婦是住在西非一個回教社區的宣教士） 

身處他們當中，一

同耕種、一同尋找

水源，我們便能夠

成為活在他們當中

的信仰群體，不是

一個寄居當地的異

鄉客。

向當地人學習
這裡的志願機構多不勝數，但並非每一個都能回應他們的真實需

求。我們見到不少荒廢的農田、被遺棄的水井……有一次入村

時，見到一口有抽水設備的水井，由另一個機構安裝的，但為何

他們還是用繩索辛苦地打水？細問之下，原來有一個零件壞了，

但由於這個零件需要從幾百公里外的首都運過來，加上所費不

菲，所以他們乾脆用回傳統方法，而這抽水系統就這樣荒廢了。

因此，了解他們的文化及環境，以及工作的可持續性，都對能否

確切回應人們的需要有著重要的影響。我們習慣看非洲就是貧

窮，需要施予，用我們的想法套入當地，但有沒有想過這樣可以

破壞他們的尊嚴？多年合作之下，我們的機構有幾個長期的本地

工人，他們幫助我們用當地的文化眼光來看事物，讓我們發現當

地人也滿有智慧，有很多技術我們還需要向他們學習呢！他們需

要同行，而不只是金錢資助。

west africa



放手看神的工作
在農業機構內跟當地人合作，因著文化的差異，衝突是在所難免

（特別是一起工作！）但這都是學習放低固有想法、放手交給神

的好時機。我們聘請了一位圖族牧羊人來幫助我們在農業中心牧

羊，要知道牧羊人習慣了帶著羊群南下尋找草原，一去就是數星

期甚至數月，自

由自在的生活讓

他們難以適應我

們固有的工作模

式。準時返工、

遲到、早退、請

假要通知等規矩

完全一竅不通，

加上圖族人群

體性強，牧羊人

常常因著家族中的婚禮、命名禮、大小聚會而請假，但

因著羞恥感又不敢講得明白，以致很多時都無故失蹤。

我們到最後實在忍無可忍，差點要解僱他，但又明白這

主要是文化差異所做成的衝突，我們仍然有感動跟他分

享信仰。可是牧羊人沒有受過教育，有時我們也不甚明

白他說話的邏輯，怎樣可以讓他明白福音呢？結果當我們「違反

常理」地繼續聘請他工作，神就在他心中動工，讓他對信仰有興

趣，近來更表示願意信耶穌！

孩子是

最真實的

見證人

關圖氏太太

出工場四年之後，天父將一個小天使帶到我們的家。在港分娩，

直到兒子出生後第四個月，我們仨就回到西非工場繼續服侍。對

於一位四十歲的新手媽媽而言，與之前的宣教生活相比，這兩年

有了天翻地覆的轉變。以往只有兩口子，我能夠自由地與其他隊

友入村及探訪，策劃隊內的活動。現在帶著一個初生嬰兒，在炎

熱的天氣下，大部分時間都只能留在家中，力量都集中於照顧兒

子及家頭細務。語言學習更加是難上加難，沒有甚麼時候能夠專

心上課。這樣的生活落差，相信不少媽媽都能體會我內心的掙扎

與張力。

在艱難之下，我們看見了「家庭見證」的力量。

年幼的孩子，天真無邪，他們並不會掩飾，反映著父母如何教

養他們。而帶著孩子的父母，如何對待孩子，在人前同樣很容

易「真情流露」，每次走進當地家庭作探訪，他們都看到真實的我

們。相比於「成年人」口中所說的，他們眼見孩子的行為表現，

是更真實的見證。

與他們一樣，我們同樣面對教育孩子的困難，特別是活潑好動的

男孩子。但是，在教育理念之上，當地朋友的想法與我們有很大

差異。就如他們主張體罰孩子，很少會解釋及講道理，甚至會罵

孩子「無腦」、「白痴」，一些很難聽的說話，當兒子做錯事的時

候，他們看見我們沒有打罵孩子，有些人會解讀為我們沒有「教

育」兒子，嘗試教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孩子。這些時候是不容易處

理的，始終在「經驗」上，他們比我們豐富多了，我們只能溫柔

而堅定地解釋，打罵是一時三刻讓孩子停下來，但如果他們不明

白所犯的錯，他們始終是會再犯！「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所以我們如何按聖經的原則
去愛孩子，教育孩子，這些情況他們都一一看見了。

另一方面，以媽媽的身份探訪當地朋友，真的有著源源不絕的話

題，同時很快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還記得來到所居住的小

鎮，已經認識了裁縫先生一家七口的家庭，但自帶著兒子回歸工

場，一向寡言的裁縫太太就熱情起來，她第一次踏進我們的家，

就是因為探望我與兒子，之後我們分享更多教育子女的苦與樂，

慢慢地他們敞開更多心扉，讓我們陪伴他們一起度過一些家庭的

隨時代而轉變
十年過去，這片沙漠經歷時代的轉變，萬萬想

不到這個小鎮今天竟然可以 4G上網，當地人對
智能電話、社交媒體賬戶趨之若鶩。大家能否

想像他們的家族 WhatsApp群組內可以有超過
二百人？因此我們也不能一成不變，才能繼續

為這片沙漠帶來身心靈的綠洲。每天分享著大

大小小的短片，成為他們每天娛樂的一個重要部分，與其看一些

無聊短片，我們思考如何將綠洲搬到這些群組內，繼續把活水帶

給他們，是一個新方向。



跨文化體驗往往帶來許多衝突，是你在家鄉聞所未聞，第一次

聽見總會叫你摸不著頭腦。某些生活習慣上的衝突純粹由於文

化不同，然而，有些卻是出於謊言歪理，活在謊言者，雖身受

其害，卻當局者迷，猶如瞎眼，教人無奈。

謊言帶來貧乏
踏足工場半年之久，我聽見在圖族的群體裡存在著不少謊言，

如在非洲有一種麵包樹，又名生命之樹，生長茂盛，能結出果

子，可供食用，又有樹蔭讓人乘涼。可是在這裡連一棵細小的

也沒有，聽聞本地人不喜歡這種樹。亦有一個迷信的傳說，提

到若把這種樹種在家裡，親人關係便會疏遠，若樹影倒在誰人

的房屋，誰人的家就會有不幸的事情發生，甚至會有人喪生，

因此他們砍掉了許多麵包樹。砍伐樹木，除了失去了遮蔭的地

方，連土地養分也會流失，以致他們生活的地方越見貧瘠。現

在他們耕作，若不放多點化肥，土地就不夠養分叫農作物生長。

謊言叫人壓抑
另外，圖族群體信奉伊斯蘭教，鎮內有不少寺廟。傍晚時分，

有歌聲從寺中傳出，此時人們都避免出門。他們相信，在這

段時間有邪靈行走在路上。特別是小孩、婦女或較軟弱的人，

的驢

（筆者參與 2年短宣，已在西非 8個月） 

活在謊言之中

若貿貿然走上街，容易被邪靈搞擾，小則發惡夢，嚴重則被鬼

附。人們的恐懼，令邪靈更放肆。謊言帶來恐懼。

在最近的開齋節，我聽見一件事。本來人人家中都喜慶歡騰，

大宴親朋，卻有一個家庭中分開兩邊人，其中一邊是一名守畢

喪期的寡婦。原來在節日裡，人不能哭、不能愁，即便你仍受

著喪偶之痛。若有人在節日裡哀哭，會惹人發怒。對於這位婦

人，其實人們曾「安慰」她，說她丈夫是被神帶走，所以她不

該繼續悲傷，要為他的離去而快樂。但悲傷豈會輕易隨片言隻

語揮去？最終婦人要強忍悲痛，在眾人前面露歡顏，然後偷偷

回房間飲泣低鳴，謊言叫人壓抑。

謊言如銀鐺鐵索，牢牢地捆綁著圖族人。他們活在困苦中卻懵

然不知，他們沒有真正自由，他們不能自救，他們需要福音。

站在破口的人啊，要為他們代求，求主憐憫，使他們得釋放。

難關，我們終於有機會為他們禱告。儘管裁縫一家是很敬虔的穆

斯林，但我們可說成為了交心朋友，這一切都是兒子出生後才發

生的。

在困難之中，我們在孩子身上經歷更真實

的恩典。

將孩子由資源豐富的香港，帶到西非邊陲

的小鎮，想買一盒顏色筆也艱難的地方。

作為父母的我們，難免不時會出現一些念

頭，會否因著事奉犧牲了兒子的成長？當

我們回到小鎮的第二天，兒子就因高溫的

環境而發燒，不到兩個月就患上水痘，這

些無奈與壓力，仍然歷歷在目，慢慢地，

在簡單環境下成長，兒子有更多機會接觸

大自然，我們的家就像大牧場，有

羊、山羊、牛、馬等等與他相伴，也

不時在農業工場中跑跑跳跳。沒有太

多玩具及活動，但他就常常在沙堆裡

玩，執一些小石頭，練得一雙靈活的

小手，閒時爬爬鐵閘、踢踢球，練得

不錯的身手。在語言複雜的環境，他

對語言越來越敏感。帶著兩歲半的兒

子回港，除了他個子比較小，但所有

成長都超乎所想所求。

因著信，我們踏上回歸工場的路途，現在親眼看見天

父的看顧與恩典，成就更大的信心。特別是我們的父

母，看著唯一的孫兒到非洲，現在他們看見孫兒健康

的成長，是恩典的明證。

短期服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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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之民代禱區
民族名稱：圖庫洛爾族（Toucouleur）

語　　言：普拿語（Pulaar）

分佈地區：西非

人　　口：約 80 萬

信主人數：0.05%

圖族人主要以耕種和畜牧為生，他們是西非最早歸信伊斯蘭教的

民族之一，對自己身為穆斯林感到非常驕傲。他們的信仰也夾雜

不少精靈崇拜思想，在疾病或遇到問題時，會向一些伊斯蘭教師

和巫醫尋求特殊的能力。他們也特別崇拜及追隨一些伊斯蘭領

袖，在他們當中流傳著關於這些領袖的神蹟奇事。

祈禱事項：

1. 求主開他們心眼，看見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
2. 求主破除撒旦對圖族人的轄制。

7 月 27 日 ～ 暫停
8月 24 日 ～ 東南亞
9月 28 日 ～ 西非
10月 26 日 ～ 中國西部

時間：晚上 8:30-9:30
地點：疫情期間將於網上舉行

本會將按香港疫情情況，安排月禱會。如有改動，本會在聚

會舉行前於網絡上通知，請留意本會 Facebook 專頁 www.
facebook.com/WECHongKong 或 網 頁 www.wec-hk.org。 
如有查詢，可透過電郵或電話與本會聯絡。

宣教月禱會
（每月第四個星期二晚上）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砵蘭街 332-334號龐堅中心 12樓
電話：(852)2388 2842 傳真：(852)2388 6941
電郵：admin@wec-hk.org 網址：www.wec-hk.org

我的「安提阿」 
在哪裡？

腓利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 
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並安提阿；他們不向 
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但內中有塞浦路斯 
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臘人傳講主耶 
穌。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使徒行傳 11:19-21，新標點和合本 )

門徒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並人人自危的時候，當時逃難的

門徒可能沒有回想主昔日對他們說過這番話：「但聖靈降臨在你

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

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然而，他們在主的引導下，

卻把福音從耶路撒冷城帶到外邦人的地區。使徒行傳 11: 19-21
提到三個地方：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而安提阿教會的

建立正意味著福音開始在外邦人當中。神特意安排耶路撒冷的

信徒逃難到安提阿大城市，在羅馬帝國統治時期，安提阿 (現今
在土耳其境內 )是叙利亞的首府，她是當時世界第三大都市，人
口超過 50萬人，前面是羅馬、亞歷山大，然後是安提阿。安提
阿的街道上鋪滿了水晶，因此晚上是亮晶晶，非常漂亮。許多

退休的羅馬高級公務員都在這裏定居生活，雖然安提阿是一個

商業大城市，但當中充滿偶像崇拜、色情與賭博，猶如敗壞不

堪的哥林多城；但竟然成爲主榮耀的地方，也成爲宣教基地，

這不僅歸功於保羅與巴拿巴的教會建立工作，我們也不能忽略

一群不忘大使命的平信徒在早前滿有使徒般的熱忱向安提阿人

傳揚福音，使許多的罪人歸向基督，承擔大使命的責任。

今天，通過聖經的啓示，我們確實相信現今是在末世的某個

時段，也是主耶穌隨時再來之時。在這個時代，每一個國

家、地區、城市都有可能發生不可預知的變化，每個人都不

斷尋找自己的理想生活與工作、爲家人的幸福做好準備。因

此，我們的未來或多或少都可能有所變化，或許改變我們居

住地區，這當然基於不同原因，但請記住，福音在環境轉

變中可以被帶動起來，我們也應該把福音一起帶到你要去

的「安提阿」。無論世界怎樣變化，我們在世的福音使命始終 
如一，  一如既往的絕不改變，一直等到主再來。

辦公室的話

差會動態
回港述職  4/2021 關圖氏

 7/2021 雪蓮花

 9/2021 蔡建輝、溫嘉儀夫婦

回工場 5/2021 熊文傑、周翠珊夫婦 
  張文豪、何秀薇夫婦 
  劉氏家庭

 10/2021 關圖氏
其他 6/2021 夸克平果（回港放假） 
  甘老師（回港放假）

 7/2021 小兵太太（回港覆診）

日本宣教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