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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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福⾳動員會(Operation
Mobilisation，簡稱OM)是⼀個超宗派的
國際差會，使命宣⾔是：我們想要在鮮聞福

⾳的群體中，看到有跟隨耶穌基督⽽且充滿

⽣命⼒的社群。

    國際OM有3,100多位來⾃100多個不同國

家的同⼯，分佈全球110多個⼯場事奉。

⾹港OM成⽴於1989年，主⼒推動教會與信

徒投放更多資源在跨地域、跨⽂化的差傳事

⼯上，使鮮聞福⾳的羣體早得主恩。我們現

時約有60位差傳同⼯及本地⽀援同⼯，在

近處和遠處服侍邊緣羣體或較少聽聞福⾳的

羣體。

    我們提供跨⽂化佈道訓練，培訓⻘年信

徒參與普世差傳⼯作，⼜與教會結成合作夥

伴，⿎勵信徒和教會⼀同實踐信仰、活出基

督，與世界各地的⼈分享神的愛。

    同時，⾹港OM也重視本地差傳⼯作，開

展了少數族裔、藝術及醫療事⼯，回應社區

多元化下的挑戰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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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福⾳動員會（⾹港）
與我們的宣教伙伴同⾏同禱

 

⼩分享

以往祈禱塔⽂章當

中，部份訪宣⾒證分

享⽂章，就是弟兄姊

妹參加過OM服侍後的

分享！
 

更多深刻⾒證與宣教機會

可⾒參以下網址:

國際：

HTTPS://WWW.OM.ORG/

EN

⾹港：

HTTPS://WWW.OMHK.O

RG/

 

「宣教的歷史，就是禱告蒙應允

的歷史。」−宣教哲語

第1天 



 

代禱

記念今年初開始參與⻑宣的同⼯，分別前往中東、中西亞及東南

亞，另有兩位姊妹分別參加中西亞及南⾮差傳⾨徒訓練，求主在疫

情下保護他們，帶領他們適應新環境及⽂化。

疫情下OM將更多運⽤網上平台傳遞宣教訊息，包括講座、網絡媒

體課程、跨⽂化訓練，讓信徒學習在逆境下活出使命。

⾹港OM於3⽉與神學院合辦⺠族敬拜（藝術宣教）研討會，設專題

講座及⼯作坊，盼望幫助信徒⽤藝術和創意敬拜⾒證主愛。

1.

2.

3.



    阿拉伯國家巴林在2020年9⽉宣布與以⾊列兩

國關係正常化，將會交換⼤使和設⽴⼤使館，並

在醫療、科技及農業等領域合作並開設直航航

班。這是繼阿聯酋後⼀個⽉內第⼆個與以⾊列關

係正常化的阿拉伯國家。巴勒斯坦領袖⽴即發表

聲明強烈反對並譴責這次決定，認為巴林是背叛

了巴勒斯坦，並召回巴勒斯坦駐巴林⼤使。巴林

在阿拉伯國家之中是較為西化的國家，崇尚⾃由

經濟體系，對於外國⼈在本國的宗教活動也較為

寬容。但穆斯林歸主者在巴林⼀如其他穆斯林國

家，在⽣活各⽅⾯都受到壓⼒，⼦⼥在學校要隱

藏⾃⼰的信仰改信基督教者的配偶亦受壓⼒會被

迫離婚亦會失去⼦⼥的撫養權。

    另⼀⽅⾯，⽬前執政政府屬於穆斯林派系中最

主要的⽀派-遜尼派。他們試圖在這個主要是什葉

派穆斯林的國家保持權⼒，這令到國家分裂，尤

其什葉派穆斯林⻑期受到歧視。⽽基督徒和其他

少數宗教信徒常被政府視為反對組織，故處於侷

促不安甚⾄危險的位置。巴林總理在2020年11⽉

逝世，皇室哀悼⼀周。連串政治局⾯的變化及新

冠肺炎疫情嚴峻，巴林國內存有動亂暗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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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
為到中東地區祈禱

 

⼩分享

基督徒常常要⼀⼿

聖經，⼀⼿報紙。

作⼀個張開雙眼，

知道世事的代禱

者。下次再在新聞

裡聽⾒中東地區消

息，您能也打開聖

經為他們代求嗎？
 

「福⾳只有在及時被聽⾒，才是

好消息。」−宣教哲語

第2天 



 

代禱

為巴林和國際間的政局平安祈禱，祈求神讓巴林得到真正的平安和

信仰⾃由。

為穆斯林歸主者禱告，求主堅固他們的信⼼，並且能夠找到彼此⿎

勵及造就的信徒和領袖。

1.

2.



    ⾺達加斯加島是⾮洲第⼀⼤島，⼆千三百萬多⼈⼝，也是⾮洲唯
⼀⿈種⼈或淺棕⾊⼈種的地⽅，因⼤部分⼈有著⾮洲和東南亞⺠族

的混⾎統；其語⾔的很多詞彙來⾃東南亞的⾺來語和⽖哇語。⾺島

更是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2009年發⽣軍事政變後，更打擊了

這個經濟原本已⼗分薄弱的國家。據世界銀⾏估計，70%⾺島⼈

的每天⽣活費不⾜⼀美元。當地很多地區正⾯對糧⻝短缺和⽔質差

的問題。估計全國有⼀百萬名糖尿病患者，但只有半數⼈得知⾃⼰

患病。⽽全國80%⼈⼝居於農村地區，要找出另外半數病患者是

極為困難的事。今年⼆⽉份以來，⾺島也深受新冠病毒的影響，⾄

今有18,001確診個案及267⼈死亡，在貧窮和醫療缺乏之下，⼈⺠

的⽣活變得更加艱難。

    ⾺島由18個⾺拉加西部落的不同族群組成，⾺加⼠⼈佔總⼈⼝

98%以上，華⼈約有6萬。⾺島雖有宗教⾃由，但信奉古⽼⺠間信

仰的⼈⾼達48%，廣義基督徒雖佔⼈⼝48%，但80%受洗的基督

徒並不真正明⽩福⾳，有些甚⾄向舊有信念妥協，認為祖先死後化

為神靈、⾏巫術的情況⾮常普遍。

    另外，許多⾺拉加西村落從未聽聞關於主耶穌的愛與饒恕的福

⾳。四萬⾺拉加西⼈是穆斯林，他們與其他少數族群，如華⼈及印

度⼈，皆未聞福⾳。在下⾯(後⾴）的QRcode中我們可以聽到當

地宣教⼠的代禱，讓我們同⼼為⾺達加斯加的⺠、地和我們所愛的

宣教⼠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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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加斯加
願我們的禱告上達於主，也念及遠在東⾮的⾺島

「向神求⼤事，為神作⼤事。」

−宣教哲語

第3天



 

 

宣教⼠的代禱



    在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前，滿清政府不准許西⽅宣教⼠來華，所以

他們會先往東南亞⼀帶，再等待機會進⼊中國，在這段期間，宣教⼠便

把福⾳傳給當地的華⼈。⽶憐牧師(William Milne) 是第⼆位來華的牧

師，他於1814年抵達印尼，在雅加達(Jakarta)、三寶瓏(Kota

Semarang) 和泗⽔(Surabaya)⼀帶派發新約聖經和福⾳⼩冊⼦。⽶憐

牧師與⾺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 在1818年成⽴「恆河外佈道團臨

時委員會」(Provisional Committee of the Ultra Ganges Mission) ，

把福⾳⼯作推廣⾄⾺六甲(Malacca)、新加坡(Singapore)

及雅加達(Jakarta)⼀帶。

    史賴德牧師 (John Slater)在1819年抵達雅加達，開辦了華⼈⼦弟學

校，並且在學校的禮堂以中⽂、印尼⽂及英⽂傳福⾳，可惜他在1822年

病逝。繼史賴德牧師之後，⼜有⿆都思牧師(W.H. Medhurst) 在雅加達

建⽴ All Saints Church，並以此為基地向東⽖哇(East Java)、峇⾥

(Bali)及加⾥曼丹(Kalimantan)傳教，他著有《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書，激勵對華⼈宣教，影響⾮常深遠；來⾃德國的宣教

⼠郭實臘(Gutzlaff)先在印尼跟隨⿆都思牧師學習，然後再去中國宣教；

我們⾮常熟悉的宣教⼠載德⽣(James Hudson Taylor)，也是受到⿆都

思牧師的感召。總結⼀句話，神在印尼的⼯場，為以後在中國的福⾳⼯

作裝備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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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我們與印尼的距離……？

「神只有⼀個兒⼦，衪卻使他成

為宣教⼠。」−宣教哲語

第4天 



 

代禱

感恩神對我們的愛，⼀直在宣教路上，為我們預備了眾多的⼯⼈。

求主讓這些宣教⼠的美好⾒證，成為我們的激勵，點燃我們內⼼那

團⽕熱的宣教⼼。

1.

2.

ALL SAINTS CHURCH  



    2020年疫情對本地南亞穆斯林是困難，但⼜是
充滿新氣象的⼀年，南亞男⼠⼤多是從事體⼒勞動

的⼯作，疫情中有不少⼈失業。當然他們中，有不

少原先已經有綜援或低收⼊津貼，雖然仍然可以糊

⼝，但以⼀個⼤家庭⽽⾔，⽣活殊不容易。在困境

中，有另⼀個現象衍⽣，就是開始有南亞穆斯林婦

⼥外出⼯作（她們⼤多是偷偷地⼯作，特別是不讓

同鄉知道），雖然外出⼯作的婦⼥會⾮常⾟苦。

    同時要照顧家庭和⼯作，但對於從未有⾃⼰⼯

作、薪⾦的婦⼥來說，是⼀個建⽴⾃⼰的好機會，

正如⼀位婦⼥說，⼯作不單是賺錢，⽽且可以知道

外間世界、⼯作是怎樣的。天⽗不斷在作⼯，世界

不斷向前，⼀個婦⼥源於只從屬⽗親、丈夫的傳統

中，在⾹港可以轉化⾄丈夫失業留在家中，婦⼥反

倒出外⼯作，經濟上⽀持家庭；就正如⼀群預定是

中學畢業後，就要停學嫁⼈的⼥⽣，竟然⼤多數可

以升讀⼤專，⽽且⽗⺟不願意她們過早結婚。這群

體不斷在演變中，天⽗不斷在本地的穆斯林群體⼯

作，主的⼯⼈忠⼼地鬆⼟，傳遞基督的信息，難免

有⼀天他們可以群體歸主，求主施展⼤能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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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南亞群體
舊約聖經依然向我們說話

所以你們要憐愛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做過寄居的。−申⼗19

「參與宣教：禱告、奉獻與⾏動

服侍」−宣教哲語

第5天 

 

要禱告

油尖旺地區也

是近⽇疫症嚴

重的地區。⽽

本地南亞朋友

⼤多住於當地

的樓宇。
 



 

代禱



    當筆者⾛進印度教徒家庭，與不同印度⼈朋友傾
談時，發現他們有著強烈的信念。「我⽣⽽為印度

教徒，也只會以這⾝份」 （I am born as a Hindu,

I will die as a Hindu)這句說話是筆者在不同印度

朋友⼝中聽到回來的。⽽且，這信念並不單單只在

印度本⼟流⾏著，即使遠在南⾮德班市僑居的印度

⼈，也如是篤信著。

    世上除印度之外，第⼆個最多印度⼈的聚居的地

區，就是南⾮的德班市。⾛在當地，不難發現印度

廟、額前有紅點的印度婦⼥，以及具地道特⾊的印

度⻝品。當筆者進到當地印度教家庭，他們也是男

尊⼥卑，家中佈有印度教神明的物品。這實在叫⼈

慨嘆，因為印度教的信念，對於散居在海外的群體

依然有影響⼒！然⽽，上主也親⾃揀選德班市⼀個

本來是印度教家庭的男孩，親⾃呼召他，召他傳揚

救贖福⾳。世界福⾳動員會的福⾳船Logos Hope−

望道號予⼈國際化的印象，甚⾄可能覺得是歐美信

徒為主。然⽽，他們當中的⼀位領袖，就正正來⾃

德班市的印度教家庭。他因著宣教⼠的服侍⽽信

主，更是全家「移⾵易俗」，並且願意⽀持兒⼦作

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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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打破的枷鎖−Hindu
未聞福⾳的印度教徒……他們需要福⾳

「寧願燒盡，不要朽壞」−宣教

哲語

第6天

 

要禱告

我們的禱

告，敢於祈

求未聞福⾳

群體能得著

救恩嗎？主

的寶⾎能切

斷枷鎖，吸

引⼈轉向

衪。
 



 

代禱



祈禱塔加油站祈禱會

2021年祈禱塔
2⽉份加油祈禱會
週六祈禱會：待定
週四祈禱會：待定



願上主加倍感動我願上主加倍感動我願上主加倍感動我

幫助我⼼繫未得之⺠幫助我⼼繫未得之⺠幫助我⼼繫未得之⺠

願主耶穌基督為世⼈所設餅和杯願主耶穌基督為世⼈所設餅和杯願主耶穌基督為世⼈所設餅和杯

也親⾃吸引未得之⺠也親⾃吸引未得之⺠也親⾃吸引未得之⺠

願聖靈時刻引領我願聖靈時刻引領我願聖靈時刻引領我

教導我常常為福⾳未及之⺠祈禱教導我常常為福⾳未及之⺠祈禱教導我常常為福⾳未及之⺠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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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求上憐憫未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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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