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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誰代求？
「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
在聖靈裡常常禱告」

以弗所書六 1 8（新漢語譯本）

福⾳「未及」的群體�
(Unreached�Unengaged�People

Groups)

在這些群體中，未有⻑期委⾝

宣教的團隊，未有教會建⽴。

全球約有三千多個這類群體，

其中⼀半是穆斯林。

�
福⾳「未得」的群體�
(Unreached�People�Groups)

已有福⾳傳到，也建⽴了教會但

這些教會沒有繼續發展的能⼒。

全球約有六千多個這類群體。

未得之⺠在何處？
未得之⺠⼤部份⽣活在10/40之

窗，就是北緯10-40度�(⾚道以

北)，由⻄⾮⾄亞洲各國，包

括：⻄⾮、北⾮國家、中東、

印度、巴基斯坦、中國等，⼤

部份為伊斯蘭教、佛教、印度

教等國家。



    Taco是⼀個藝術宣教機構，主
要與差會⼀同合作。Taco致⼒透
過藝術、各種創意的媒介將福⾳帶

到各地的穆斯林。機構使⽤劇場、

舞蹈、默劇、視覺藝術、功夫等各

種藝術⽅式表達信息，吸引穆斯林

接觸福⾳。以街頭表演為例，表演

者能夠公開透過不同⽅法分享他們

的⾒證，表演過後會會與合作夥伴

(教會、機構) 有跟進⼯作。

taco已經在超過21個國家表演，地

⽅遍佈北⾮、中東、巴爾幹半島、

歐洲、中亞等地區，⽽表演地⽅包

括咖啡店、露天廣場、商場、⽂化

中⼼、不同教會等。

TACO 藝術宣教機構
 

 

認識TACO

TACO 的使命是創造
性地向世界各地的穆

斯林⼈⺠宣講耶穌基

督的福⾳。

 
⼀起來聽聽他們的創

辦⼈，如何介紹他們

吧!

2021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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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1 .  盼望差會在疫情下仍能透過藝

術，⽤不同⽅法接觸更多穆斯林。

2 .  盼望更多有藝術天份的弟兄姊

妹，運⽤恩賜分享福⾳。

3 .  求聖靈親⾃感動⼈認識主耶穌。

不論⽤何⽅法，真正觸動⼈⼼的仍

然是聖靈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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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從新聞裡得悉近⽇的阿富汗近況，都教⼈傷

⼼，甚⾄「無語問上主」。阿富汗⾸都喀布爾於8
⽉15⽇被塔利班組織(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於
2001年曾為策動911事件的基地組織提供庇護)佔領
掌控。

    根據INcontext INTERNATIONAL機構所整合的

資料報導，隨著美軍撒出，塔利班迅即佔領各個城

市。阿富汗⼈⺠⽣活會變得完全不同，許多⼈逃離

他國。這些逃難者都撇棄了原有的⽣活財產，有的

更因此⽽失去性命。於阿富汗當中，有⼀群體更易

成為塔利班所施壓逼害的⽬標。那就是基督徒群

體。因為塔利班管治後，將會推⾏伊斯蘭教法

(SHARIA LAW)。他們對於離棄伊斯蘭信仰，⽽改

信基督教的⼈⼠，都會予以嚴厲懲罰，甚⾄奪去信

徒性命。

    使徒保羅於提摩太後書三章12節講到，「不但如

此，凡⽴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的也都要受逼

迫。」這提醒我們普世教會，都不要以為阿富汗的

處境是偶然。相反，我們更應該守望在當地的⼈

⺠，以及弟兄姊妹。也為到塔利班⼈員祈禱，願和

平之君的救恩也臨到他們⽣命！

為阿富汗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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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為到阿富汗的⼈⺠祈禱，特別為到逃往⼭區

的⼈⼠禱告，願他們能夠得到保護。

願主憐憫塔利班⼈員，藉異夢與異象將與神

與⼈相和的救恩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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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奧運會剛剛在⽉初順利閉幕。⼤家在歡喜快

樂地祝賀運動員之時，也請⼤家繼續為⽇本禱告。

據《今⽇基督教報》報導，基督徒⽬前在⽇本佔總

⼈⼝不到1%，⽇本也是全球第⼆⼤國內信徒最少

的國家，在1.26億⼈⼝中，不到1%的⼈曾到教會聚

會。

    有⽇本本地牧師趁東奧舉⾏期間，向全球教會發

起百萬⼩時的禱告邀請，呼籲全球信徒為⽇本禱

告，除了求上帝讓賽事舉辦順利，也希望藉此傳福

⾳好感動更多⽇本⼈信靠耶穌。

    發起⼈池⽥圭史牧師表⽰，「談到傳遞基督教的

好消息，我⼼裡有個願景就是看到⽇本在2024年

能有1,000萬名基督徒聚會。想像⽇本有⼀千萬名

基督徒，這將為⽇本帶來改變。不只如此，我們還

可以派遣基督徒到其他國家，因為⽇本護照相當受

歡迎。」相信這不單單是池⽥圭史牧師的願望，更

是愛⼈到底的耶穌基督的⼼意，祂曾説過，「不願

有⼀⼈沉淪，乃願⼈⼈都悔改」（彼後3:9）。

⼀名在⽇本服事超過⼆⼗年的宣教⼠表⽰，「我很

⾼興能加⼊參與禱告，看到聖靈在這裡運⾏。」弟

兄姊妹，我也邀請⼤家加⼊為⽇本禱告的⾏列。

⽇本

2021年9⽉

https://www.christiantoday.com/article/1.million.hours.of.prayer.for.the.tokyo.olympics/137150.htm


 

代禱

1) 求神幫助⽇本的百姓，對真理有尋求的
⼼，並且能認識耶穌基督為唯⼀要持定的對

象。

2) 求神感動更多⽇本的基督徒年輕⼈，願意
奉獻⾃⼰服事主。

3) 求神賜福於宣教⼠，更多元的創意⽅式，
配搭⽇本當地的教會，⼀起合作贏得更多的

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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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媂(Nandi)坐在課室⾨外的泥地上悶悶不樂，因為
今天是她最後⼀天上課。這是村中唯⼀的⼩學，五年級

的班上四⼗多位同學都來⾃同⼀個⾼種姓(Vaishyas)的地

主階層(Thakur)，當中卻衹有四位⼥⽣，蘭媂是其中之

⼀。

    蘭媂⼗三歲，⼀星期前⽗⺟已替她訂下婚約給另⼀條

Thakur村的男孩。蘭媂頸上紅繩掛著的⼩⼑，就是告訴

所有⼈她已配婚的記號。蘭媂氣憤地告訴⾝邊的同學：

『我⼗五歲的姊姊應該先出嫁，但他們說我的婚禮已安

排了。他們說因我⽐姊姊漂亮。』原來蘭媂的⽗親是村

⻑，很快就是下⼀屆村⻑選舉，他想多得未來姻親⼀家

的⼆⼗五票，便將⽐較漂亮的蘭媂訂了婚！

    村中另⼀戶⼈家也在準備婚禮。達德(Dalchand)屬於

低種姓(Sudras)的農⺠階層(Dheemar)，他⼤⼥兒幾年

前出嫁後所⽣的男嬰六個⽉⼤的時候夭折了，她從丈夫

的村中被趕了出來，將會在⽗親家裡蒙羞地渡過餘⽣。

達德要為⼗四歲的⼩⼥兒坎雅(Kanya)籌備婚禮，去年差

⼀點就成事了，衹因對⽅嫌棄坎雅膚⾊太⿊最後退婚

了。達德為了⼩⼥兒的嫁妝和婚宴費⽤，向⾼利貸借下

12,000盧⽐(相特於1,300港元)，未來幾年相信要省吃省

⽤才能把負債還清。達德⼼想最重要的是把⼥兒嫁出去

好使今世的功德完滿，下世輪迴⾃⼰可以⽣在⾼種姓的

階層中！

印度

2021年9⽉



 

代禱

印度教徒被種姓制度和男尊⼥卑的規條綑綁

壓迫，他們的傳統⽂化更把神設⽴彼此相愛

的家庭和婚姻關係完全扭曲破壞。讓我們藉

著默想神的話語得知神的⼼意 (路加福⾳
1:78,79；以賽亞書42:16；使徒⾏傳26:18)
，為印度教徒得神拯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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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東京奧運，其中⼀⽀隊伍是「奧運難⺠

隊」(Refugees Olympic Team) ，已是第⼆屆
出戰奧運。顧名思義，隊員都是難⺠⾝份，主要是

來⾃敘利亞、伊朗、阿富汗、南蘇丹、剛果等11個
國家的29名難⺠。這些國家都是戰亂頻仍，⽣命
安全受威脅、也⾯對政治或宗教迫害。國際奥委會

主席表⽰設⽴「難⺠隊」是希望向全球發出團結和

希望的信息。此前他們在避難國家進⾏訓練，⼒求

有好表現。「難⺠隊」其中⼀位敘利亞游泳選⼿的

故事被廣泛報道，原來在逃離敘利亞時她就是靠着

游⽔技能「游出⽣天」，也藉游⽔推船拯救了當時

⼀起逃難的同胞。也有伊朗獎牌運動員近年逃難⾄

德國、加拿⼤，今屆只能以難⺠⾝份出賽。其實，

能踏上奧運國際舞台的難⺠僅是全球數以千萬的難

⺠中極少數幸運兒，很多⾝處戰亂國中的⼈⺠以及

難⺠仍然活在惶恐掙扎求存中。

中東⾮洲難⺠

2021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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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1）為戰亂中的⼈⺠、難⺠禱告，特別是⾮洲中
東周邊地區的難⺠，他們⻑期飽受飢餓及⽣命

威脅，痛失親⼈、家園，⼼靈充滿苦毒，求主

安慰。祈求⼈道組織及富裕國家能提供庇護

外，也在⼼靈或靈性上给予安慰⽀援，盼望平

安的福⾳能在他們中傳播

2）在全球疫情中，難⺠的抗疫需要難免被當地
政府忽略了，求主紀念他們的弱勢情況，使當

地資源也能惠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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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有40多萬來⾃印尼等地的穆斯林朋友都未
聞福⾳。本地的福⾳機構包括國際視野（亞洲）

差會，積極裝備和⿎勵本地基督徒把握機會，主

動和刻意地向⾝邊的穆斯林朋友分享福⾳ 。疫情
之下，神仍帶領弟兄姊妹在多區作街頭佈道。

除了街頭佈道，也有家訪，讓已接受基本裝備的

弟兄姊妹以基督徒的⾝分探訪在本地的南亞家

庭，奉主耶穌的名為他們祈禱，分享福⾳和⾒

證，送上聖經。在探訪中，他們發現不少南亞學

童需要補習，特別中⽂，所以開展了補習，也是

傳福⾳的好機會！不少南亞家⻑，因害怕⼦⼥受

⾹港世俗⽂化和多元宗教影響，每天送⼦⼥到古

蘭經學校，甚⾄找伊斯蘭教⼠私⼈補習。求主憐

憫拯救穆斯林朋友，讓他們認識並回轉歸向獨⼀

的真神!

本地跨⽂化宣教—國際視野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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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主興起更多願意委⾝在港作跨⽂化服事的弟兄
姊妹, 積極接受裝備, 傳揚福⾳。
2.求神堅固探訪隊，敏銳聖靈帶領, 把握機會, 傳揚
基督的愛與真理。

3.「因我們並不是與屬⾎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
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

氣的惡魔爭戰。 」(以弗所書6:12) 求聖靈讓弟兄姊
妹看清屬靈爭戰的實況 ，迫切祈禱，靠主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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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祈禱塔

九⽉份加油祈禱會

週六祈禱會：9⽉11⽇
（康澤15、16�時間10：15am）

週四祈禱會：9⽉16⽇
（康澤13、14�時間9：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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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操練

禱告前的預備

安靜⽚刻，容讓聖靈光照及帶領

讚美上主，注⽬上主的拯救計劃

奉耶穌的名禱告，呼求主憐憫未得之⺠

留⼼在聖靈裡按真理禱告，尋問⾃⼰在

上主的宣教計劃該如何參與

1.

2.

3.

4.

����禁⾷時，我們更能清⼼地禱告。這

個⽉內，我們可以按個⼈情況，選擇⼀
星期禁⾷⼀餐或以上，亦可⽤流質⾷物

代替正餐。禁⾷的形式也可包括，停⽌

⽇常某些活動，如停看電視或影⽚，不

喝汽⽔。⽣活上的割捨與暫停，為求更

清⼼志於禱告上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