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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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 International國際差傳協會是⼀
個跨宗派的國際差會。差會的理念是要「推

動上帝的⼦⺠，進⼊福⾳未得之地，建⽴有

植堂能⼒的教會」，主要服侍地區是亞洲、

美洲、歐洲，宣教⼠分佈在烏克蘭、波蘭、

中亞、西班⽛、阿拉斯加、⽇本、台灣等

20多個地區。當中每⼀個州份都有穆斯林
事⼯，致⼒想將福⾳傳到未得之地。

    差會始於1940年代，由⼀群第⼆次世界
⼤戰退役的⻘年信徒所組成，由北美遠赴⽇

本及菲律賓開荒、佈道和植堂。⾹港也是差

會在1980年代開始接觸的地⽅，來到的宣
教⼠參與神學教育及佈道植堂。⾹港其後更

成為東亞地區招募和差遣宣教⼠的基地，

2002年正式在⾹港成⽴東亞差委會。
在疫情底下，差會除了平常的事⼯，更努⼒

開辦網上課程，讓弟兄姊妹了解不同⼯場、

認識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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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 International
國際差傳協會

 
 

 

編者⾔:

「獨有死亡才能讓我停⽌作主的

⼯。」⼤衛李⽂斯敦

第1天 

 

多年前，第⼀次在教

會以外的場合認識其

他教會的基督徒。他

們⼀知道⼩編來⾃宣

道會，⾺上詢問去過

哪些地⽅短宣。當時

我仍未有訪宣經歷。

他們異⼝同聲問道：

「我們認識的宣道會

信徒，都去過訪宣

的！」

原來宣教服侍，就是

匯聚信徒⾛在⼀起的

向⼼⼒。SEND差會
是，宣道會如是。

你，⼜在哪裡呢?



 

代禱

1. 穆宣訓練已於 4 ⽉開始，盼望此課程能讓參與者認識及
了解伊斯蘭教，也求主祝福同⼯的跟進⼯作，能招聚有⼼

⼈持續關⼼及參與穆宣。

2. 辦公室計劃進⾏⼩型裝修⼯程，以處理辦公室⽼化情況
及改善空間⽤途。差委會已物⾊承辦單位，

求主供應我們所需費⽤與需要，早⽇開展⼯程 。
3. 在東亞各地區的宣教單位仍然努⼒學習語⾔、佈道植
堂、領袖培訓、推動宣教，求主親⾃帶領他們，讓所接觸

的朋友能夠看到耶穌、認識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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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喝伏特加，有如家常便飯，⼀個已經醉得不省⼈事的

男⼈，倒在⼩巴站附近，我在⼀間餐廳的⾨⼝看⾒他，直到我吃

完午餐了，他仍然躺在那裡，周遭的⼈們⼀樣等⾞、上⾞、下

⾞、上⾞、下⾞……。」摘錄⾃洪茲敏《中亞：聽⾒邊境的⼼跳》

書中作者所呈現的，正是吉爾吉斯⾸都−彼什凱克的⼀幕。

近代以來，中亞五國也因著深受俄國影響，部分國⺠也喜好飲⽤

烈酒伏特加。就像遊記作者所⾒，在⼤⽩天，就⾒有⼀位吉爾吉

斯國⺠醉倒在⼤街之上。即使飲⽤烈酒帶來不少負⾯影響，但是

這飲酒的⽂化，還是未⾒淡出。這是舊⼀代。

然⽽，主卻可以召集新的⼀代年輕⾨徒。歐亞宣教機構(Mission

Euraisa）就致⼒去栽培前蘇聯衛星國家內，新⼀代的⻘年信徒。

曾於2017年，他們就舉辦過聯合會議，召集起中亞各國的⻘年信

徒。他們未曾受過蘇共的負⾯影響，有著獨特的天賦與潛能，只

待加以導引，就能夠⽤以發揮來建設社區，在職場⾒證福⾳。祈

求上主在⼈⼼中擴張衪的國度，即使是往昔的酗酒⽂化，也能夠

被轉化。願這是屬於上主的⼀代。

醉了？醒過來！
−新舊交替的吉爾吉斯

 

「獻呈我⽣命予主，這是我僅有

的回應。」⼤衛 ·布萊納德

第2天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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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中亞的信徒興起發光，服侍社區。

願吉爾吉斯的疫情得以受控。

甚願上主引領衪的⼦⺠，在地上活出⾒證，散發基督的

⾹氣，領穆⺠歸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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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各國都在進⾏抵禦感染病毒的疫苗注射，期望疫情可以減
退，以致完全受控。不料，幾個南亞國家的感染數字不單不減低，

反⽽暴增致進⼊嚴峻狀態，印度的醫療設施更不⾜應付，需要其他

國家伸⼿援助。

    查看印度疫情不斷飆升的原因，其中⼀個主要因素是印度教徒從

⼀⽉到四⽉慶祝的「⼤壺節」（Kumbh Mela），估計今年有1.5

億⼈次參與。在這個被譽為「全球最⼤規模的宗教節慶」當中，除

了千千萬萬⼈從各⾃的城市來到北阿坎德省（Uttarakhand）的

哈⾥德⽡城（Haridwar）朝拜和慶祝外，他們更在這幾個⽉內舉

辦沐浴洗禮的聖浴儀式：估計⼀天就有超過500萬⼈次聚集河邊洗

浴，將⾝體浸泡在恆河⽔中，以祈求洗淨罪惡、超脫輪迴。

外⼈覺得此事匪夷所思，⾯對疫情⾵險，難道朝聖者們真⼼不怕？

⼀位印度教的朝聖者接受傳媒採訪時表⽰，「我們的罪惡、還有疫

情都會在這裡被洗滌乾淨。這裡沒有⼈感染，⽽且就算他們有，只

要泡進恆河⽔裡，就會得著治癒。」

    你明⽩這些印度教徒是真⼼相信有神的⼈嗎？他們極度渴望⾃⼰

的罪得以除去，甚⾄願意做出超乎常理和被世⼈看為愚昧⼜瘋狂的

事。我們已得著因信稱義的救恩真理，還要等多久才願意向這些未

認識主耶穌的⼈分享呢！

印度

「向神求⼤事，為神作⼤事。」

−宣教哲語

第3天

「教我如何能除淨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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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閱讀保羅的勸勉(羅10:13-15)，在默想禱告中求聖
靈充滿我們內⼼，使我們願意以禱告和⾏動去向印度教

徒傳福⾳。

1.



北⾮國家利⽐亞的內戰持續達10年，國家幾乎陷
於無政府狀態，直⾄去年10⽉才有正式停⽕協
議，⾄今年四⽉由聯合國、阿拉伯國家聯盟、⾮

盟和歐盟成⽴的利⽐亞四⽅成員舉⾏了在線會

議，政治解決⽅案取得重⼤進展。但諷刺的是，

四⽉⼜同時發⽣橡⽪艇在利⽐亞外海翻覆，相信

船上⼤約130名難⺠全部⾝亡。政治上，利⽐亞

⼀直受內戰困擾，本來是⽯油強國，經濟繁榮，

卻變成炮⽕連天⺠不聊⽣的慘況，不少國⺠冒⽣

命危險逃離家園成為難⺠。⽽宗教上利⽐亞是伊

斯蘭教主導的國家，對基督徒極不友善，根據

「敞開的⾨」顯⽰，利⽐亞逼害基督徒全球排名

第4，國內只有極少數利⽐亞本地基督徒，歸主

者⼤都是透過異夢接受福⾳，也有透過衛星網絡

獲得基督教資訊及安慰⿎勵的。在利⽐亞政治社

會動盪不安的環境下，⼈⺠除了逃難求安⾝之

處，也渴求⼼靈的真正平安。

利⽐亞

「有⼈願意活在教堂鐘聲裡，⽽

我願在地獄喪鐘嚮徹前竭⼒作主

⼯。」施達德

第4天 

唱出禱告

⾯對利⽐亞的困
局，不禁叫⼈沮
喪。不禁會問：
「這事怎能夠發
⽣？」是什麼⼒
量促成著戰⽕漫
天，⼜誰能夠⽌

息？
 

詩⼈寫到：
「能否於今天？
能否於此刻？
神蹟今天請來
臨，令我今晚唱
歌」邀請你傾聽
《能否於今天》

http://bit.ly/song2pr
ay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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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亞政局祈禱，祈願各⽅切實執⾏停⽕協議，國⺠

能有喘息空間，政府重建社會秩序。

為⼀直受逼迫的基督徒禱告，他們在⽣活上常隱藏⾝份

以保平安，祈求主保護他們，⼜賜下信⼼，⾏事為⼈活

出基督樣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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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世初開始，陸續有華⼈去印尼宣教，其中兩位先鋒就是王
載和朱醒魂。翟輔⺠牧師 (Robert Alexander Jaffray) 在1928年

成⽴「南洋佈道團」，後改稱為「中華國外佈道團」(Chinese

Foreign Missionary Union )，他推薦王載擔任團⻑，這是華⼈第

⼀個宣教機構。王載原來是海軍軍官，蒙召作宣教⼠之後，⾮常熱

⼼向南洋宣教，他在1937年移居印尼，⼆戰期間，他雖然與家⼈完

全失去聯絡，但仍然堅持留在印尼，直到1947年才離開。王載的忠

⼼服事影響了以後許多著名的牧者，包括計志⽂、趙世光及周志禹

等。王載在華⼈教會史上，有⾮常重要的地位。

     朱醒魂因為得到宣教⼠的幫助，得以進⼊梧州建道聖經學院讀

書。他早在1920年就跟隨翟輔⺠去越南宣教；到了1928年，翟輔

⺠⼜再派他去印尼錫江 (Makassar)宣教，當時條件⾮常艱苦，經

過七年時間的努⼒，終於建⽴了教會。但朱醒魂並不以此為滿⾜，

他轉移向⼟著⺠族傳福⾳，這是未開發的地區，他隨時都有⽣命危

險，但最終帶領全族⼈歸主。後來印尼受到⽇本侵略，朱醒魂仍然

沒有放棄他的牧養⼯作。他在⼈⽣的最後階段，就選擇在東加⾥曼

丹 (East Kalimantan )之打拉根 (Tarakan) 服事，於1963年在台

灣息勞歸主。

印尼

「主的⼯作不是仗賴⼈⼿所作，

是主⾃⼰作的⼯，但時⽽看⾒衪

⿎勵⼈來參與。」戴德⽣

第5天 

宣教⼯場不單單是⼯場，更是⼀處⾒到上帝恩典在⼈的時間空間裡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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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載翟輔⺠趙世光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據建道神學院跨⽂化研究部「關⼼本地穆斯林2017-2021⾹港穆
斯林研究」的資料顯⽰，伊斯蘭⽂化協會在2013年在中⼤成⽴了
伊斯蘭⽂化研究中⼼，在⼤學積極舉辦伊斯蘭⽂化週，以攤位遊

戲、體驗活動、講座等向同學介紹伊斯蘭⽂化。此外，也聘請伊斯

蘭專業⼈⼠或教授，開設介紹伊斯蘭教的課程，召開全球⾦融經濟

政治論壇，請來伊斯蘭知識分⼦作宗教學術交流。

    在⾹港⼤學，港⼤穆斯林學⽣會主辦的講座所邀請的講者不少與

英國有伊斯蘭主義傾向的 iERA (Islamic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ademy)有關聯，值得關注的是這些組織特別喜歡接

觸基督徒，以「我愛耶穌 – 因我是穆斯林」等⼝號吸引基督徒與他

們對話，也會透過論壇與基督徒辯道。

    基督教機構如國際視野(亞洲)差會及學園傳道會在過去⼗年⼀直

關注並守望伊斯蘭在本地⼤學校園內的推動，在⼤學、神學院、社

交平台等喚起基督徒對伊斯蘭傳教活動的關注，也舉辦祈禱會以禱

告同⼼守望，積極求神帶領弟兄姊妹有機會向校園內的穆斯林學⽣

傳福⾳。⼀位在港⼤的姊妹分享，神很奇妙地帶領她認識⼀位穆斯

林博⼠⽣，在建⽴友誼的過程中，這位穆斯林朋友坦然分享⾃⼰⽣

命中的重擔和情緒困擾，讓姊妹可以持續關⼼代禱，分享在基督內

的⽣命和平安，播下福⾳的種⼦。

守望伊斯蘭
在⼤學校園的推動

「愛是宣教的根本動⼒，⽽犧牲

是宣教所結的果⼦。」

RODERICK DAVIS

第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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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祈禱塔

六⽉份加油祈禱會

週六祈禱會：6⽉12⽇
（康澤15、16�時間10：15am）

週四祈禱會：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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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