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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亞宣教門徒倍增事工 
 

(CAPFG Mission) 2022-05-04 
 

一首以前耳熟能詳的詩歌, 道出春天的美好:  

What a Wondrous Time is Spring, when 

all the trees are budding! The birds begin to sing, and flowers 

start their blooming. That’s how it is with God’s love Once 

you've experienced it You want to sing it's fresh like spring, 

You want to pass it on!        YES!! Pass It On!! 
 

1. CAPFG 門徒倍增課程 

我們與主同工, 與神同樂, 向大家報告喜訊：自從去年開

始的 CAPFG 門徒倍增課程之後，美好的見証有如春花盛開，

都在述說牧者和他們的會眾的生命改變成長，在每天生活上事

奉親近主與神同行, 傳福音的心

志更加熱誠。眾人在個人禱告、

工作態度和與人相處的關係中都

有長進。一家約 50 人的教會, 經

常缺席的人都漸漸改變，開始經

常回來聚會, 僅 3 個月後更有 18

人受浸。今天又有一家 150 人的教會寄來照片, 有 12 位新信主

者在剛過去的主日（5 月 1 日）受浸。這都是主的恩典並大家

一起參與才能有的果子!  

Mwanza 有不少其他的教

會, 聽聞這 CAPFG 門徒倍增訓

練和美好的果子, 紛紛請求我

們在他們的區域授課; 暫時我

們只有足夠的人力在 6 月到 8

月期間, 在 Kwimba 與 Buchosa 

兩區, 各開設兩個 3 天營會。

其他區的要求, 我們會繼續為他們禱告, 以後才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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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每週的討論裡也考慮如何處

理和盡力節約開支的問題。如今我們在這

兩個人口比較散居的新區的工作，每次營

會, 會有 50 位牧者參加訓練。50 人 3 天

的營會, 仍需要那三位牧師授課, 總費預算控制在 $ 2,400 加元

以內, 其中 20%的經費由當地的教會負擔。平均每人$ 48 加元 

(包括 書本 $8.5 + 營地、 講員旅費，全部人三天食宿, 租用投影機, 網路費, 

發電機和汽油等等的開支)  

2. CAPFG (Cultivating a People for God) 送書事工 

CAPFG 非洲文 

Swahili 翻譯本是此課程

的主要根據, 參與訓練者

須先讀此書。為使人讀得更

通順, 此書在去年 12 月經專業編輯; 現在亦會

經當地印書商以每本約 $ 8.5 加元印裝成書 (見

右照片樣本), 節省 6 成成本和 9 成人工。但因為

最少的印裝數目是 500 本, 所以需要先付一筆

較大的款項。感謝神，承印商同意讓我們分

期付款, 減低了我們的經濟壓力, 而存貨則有

助減低將來營會的經費。 

3. 校園基督徒教師與學生團契 

完成第一屆課程時, 我們的三位教師覺得此課程十分實用, 

盼望能夠推廣到整個坦桑尼亞。經過研究討論, 我們認為最可

取的策略, 是先訓練基督徒教師們, 然後透過他們在校園, 成立

學生福音團、門徒訓練團契, 訓練出有質素和好見證的門徒, 不

斷在校園裡面傳福音和倍增門徒。 

為此我們盼望能夠將此課程, 出版一本 30

頁左右的門訓內容的基礎手冊。我會與三位當

地的牧師們一起先以英文撰寫, 然後翻譯為非洲文; 之後更可能

會翻譯成為各種語文。特別邀請大家為此事工禱告。 

Buchosa 區報名注冊 

熱騰騰 5/6新鮮印出 的

非洲文 CAPFG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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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FG 使命團其他事工 

3.1 捐贈教牧聖經 

除門徒倍增課程外, 我們也計劃幫助沒有聖經

的教牧們擁有自己的聖經。我們現在已經有定期的

捐項與贈送。至今已經有 69 位教牧受惠, 能自己讀

經和從聖經中研讀神

的話語, 強化他們的靈

命基礎與知識並在教

會中的教導。  

 

3.2 伊甸浸信會教牧慈惠事工 

去年和今年參與在伊甸浸信會教牧慈惠事工的弟兄姊

妹, 都可能已收到報告:  

● 教牧家庭學童助學 靠

著神的恩典並大家的

幫助, 有 50 位教牧家

庭學童接受了各樣的

助學物資。他們的家

庭除了感受到在經濟

上面的幫助, 更知道他

們為主獻上的沒有被遺忘, 又明白基督愛裡團契的甘美, 

親身體會我們所教導的團契(Fellowship)課題和真理。 

 

● 牧師遺孀的照顧: 坦桑尼亞一般福音派的牧師, 都沒有教

會薪金賴以養家的。在我們第一期訓練未趕及上課便先

回天家的牧師的, 是眾多當地遺孀之一, 但因他

跟我們的事工有點連繫, 幾位教牧同工首先向她

伸出援助之手。我們也曾給她約 $150加元的幫

助讓她重啟賣魚的生意。她在我們的課程中學

習了管家(Stewardship) 的職分, 學會了以智慧管

 

與有需要支助的牧者 家庭學童 

 見面與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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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金錢, 現已積蓄了一點利潤相約 $ 150的款項, 購買了

一片農地準備以耕種增加家庭的收入, 供孩子上學讀書 

(其中一個孩子將要入大學, 那經費仍沒有著落)。我們盼望以後得

著幫助的人, 都像她一樣, 能自力更新, 而且會自願回饋曾

經得到資助的 20%，合力來幫助其他的教牧家庭和遺

孀。 

這一家的孤兒寡婦, 雖然沒有得到他們所有盼望的

幫助, 但仍深深感覺到我們在課程中所教導的道理並實踐

之實用：領悟到什麼是合神心意、幫助有需要的人的價

值、明白我們願意幫助他們如何建立課程中教導的心態

與心志⋯⋯都已經植於他們一家的心裡。這真是課程以

外, 於實際生活經歷裏面達至門徒訓練其中的目標 – 愛心

的分擔 (Fellowship) 和作主忠心的管家。凡聽見這故事的

人, 都明白這件美事且願意學習 (Discipleship); 當眾人為

此與我們一起向主感恩時，也就成為我們一同的敬拜 

(Worship)。 

 
總 結 

主給我們開了坦桑尼亞門徒訓練之門, 讓我們跟隨祂去, 得見美

好的果子: 教牧和會眾靈命成長、與神同行、新決志和洗禮。 

你願意成為這個果子豐碩事工的一份子嗎? 你可以先從留意我

們的通訊開始, 並為各位牧者教師禱告; 特別紀念 3 位執教的牧者

Nelson, Daniel and Samwel 和眾多回饋見證的牧者與弟兄姊妹。但願

你能與我們同工, 一起享受主裡的團契、分享美果的喜樂。 

在經費上面我們十分需要您的支持! 2022 年的事工計劃總支出

初步估計約$ 21,800 加元; 這是遠超過三兩個家庭可以負擔的。 

(支出以加元計算: 4 個 3 天的營會共 $ 8,800; 印書 500 冊 $ 4,000;  

捐贈聖經 100 本$ 2,000; 新年的牧師家庭學童助學金 $ 7,000。) 
 

經費資助方法 

1. 請給我 (若您還未有) 一個 6 個定字母的私隱名字 (如 “Enok99”) 註: 公開的網上查核會用私隱名單。收

支有實名記錄, 以供加拿大稅務局隨時查核。 

2. 將支持款項電匯到 Enoch Kwan enkwan@gmail.com  或 1-416-877-6287  

3. 我們會寄給你一個連接鏈, 供大家查考收支、收據; 和事工進行的情況, 并見證照

片等等。 

mailto:enkwa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