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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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線差會是⼀個國際、跨宗派的差

會，在超過三⼗個國家差遣宣教⼠到

六⼤洲傳福⾳。前線差會創辦⼈格

雷．李⽂斯敦 有異象看到⼀浪接⼀浪

的信徒願意進到最有挑戰性的地⽅將

主耶穌的福⾳帶給穆斯林，務要讓19

億的穆斯林可以聽聞福⾳。⽽前線差

會更在⾹港設有差會辦事處，致⼒推

動華⼈參與穆斯林福⾳⼯作。

    前線差會的事⼯主要圍繞穆斯林。

以前線差會(⾹港)為例，開展的事⼯

主要包括：招募宣教⼠、裝備、訓練

宣教⼠從事穆斯林⼯作、⽀援及關顧

宣教⼠、拓展宣教⼯場及推廣異象。

前線差會(⾹港)已經有宣教⼠約50⼈

及其家庭分佈世界各地服侍。

前線差會frontiers
 
 

 

認識前線差會

前線差會 ~ 本地致⼒
推動華⼈教會參與穆

斯林福⾳⼯作。

 
⼀起來聽聽他們的創

辦⼈，如何介紹他們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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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1 .  為同⼯到不同教會帶領崇拜、差

傳聚會禱告，讓更多⼈了解穆斯林

宣教事⼯，願意⼀同參與。

2 .  求上帝賜下本地的教會合作夥

伴，推動及發展本地穆斯林⼯作。

3 .  求上帝感動居住不同地⽅的華⼈

關⼼穆斯林難⺠，將主耶穌的愛與

他們分享。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政變，讓世界對幾內亞這個西⾮⼩國再次注⽬。幾

內亞處於西⾮邊緣，與利⽐⾥亞、塞內加爾，等六個

國家相鄰，鄰國之間時常有衝突。2000年，塞拉利昂

和利⽐⾥亞的不穩定給幾內亞帶來了近50萬難⺠。

幾內亞⾃1958年脫離法國殖⺠，獲得獨⽴以來⾯臨著

諸多挑戰。近三⼗年來，⾺克思主義統治掠奪了幾內

亞的經濟資源。最終，貧困和⽇益增⻑的⺠衆憤怒導

致了多次政變，隨著憲法和基本⼈權的暫停，幾內亞

⽐以往更遠離⾃由。在2010年，在抗議和專制政權垮

台之後，幾內亞⼈終於舉⾏了他們第⼀次⾃由公正的

選舉。

    儘管它每年出⼝⼤量鋁⼟礦，但⼤多數居⺠每天的

⽣活費不⾜⼀美元。幾內亞是西⾮最貧窮的國家之

⼀。不單單在財政上幾內亞⼈都很貧窮。在屬靈上，

福⾳派基督徒佔幾內亞⼈的不到 1%，遠遠落後於追隨

伊斯蘭教的 88%。可悲的是，這1%正在減少。⾃

1990年代後期以來，由於許多名義上的基督徒已經離

去，教堂的出席⼈數⼀直在下降。許多基督徒的不冷

不熱也阻礙了教會的建⽴和傳福⾳。幾內亞⾮常需要

裝備精良並熱衷於推進福⾳的領袖。幾內亞教會同樣

需要這樣的熱情，好讓領袖和信徒都能參與傳福⾳和

宣教⼯作，將福⾳傳給數百萬⼈。

幾內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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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為將在這難以接觸的穆斯林⺠族中服事的

前綫宣教⼠禱告，以愛對⼈。

為福⾳派基督徒在他們的信仰中堅持不

懈，⽽不是背離他們在基督裡的⾝份禱

告。

為⽣活在偏遠地區尚未得著福⾳的幾內亞

⼈禱告，他們能聽到清楚的福⾳！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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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有⼀個⼟⽣⺠族叫達雅族 (Dayak) ，⼈⼝⼤
約有400萬，他們絕⼤部份住在加⾥曼丹，主要信奉
基督教和天主教，住在沿海的則多數是穆斯林。翟輔

⺠牧師 (Robert Alexander Jaffray) 就先後差派了林

證耶牧師和張世英牧師向達雅族 ⼈傳福⾳。林證耶牧

師在1932年到了加⾥曼丹的三⾺林達 (Samarinda)

接觸達雅族，當時他們有獵⼈頭的習俗，所以⾮常危

險，但仍然結出果⼦，他所著的《蓬島闢荒記》，詳

細地記載了這⼀段往事。在⼆戰結束之後，林牧師轉

⽽向當地華⼈宣教。

    張世英牧師在加⾥曼丹的⾺哈⽢河(Mahakam

River)內陸地區宣教，張師⺟王德英是⼀名護⼠，經

常替達雅族婦⼥接⽣。根據張牧師的回憶，因為路途

遙遠，所以在不同地⽅都會住上⼀段時間，遇上收割

的季節，就會跟他們⼀起收割，晚上就安排聚會講

道，並且要點上⽕把，防⽌野獸接近。如果有族⼈⽣

病，也要為他尋找葯物，所以既要救⼈的靈魂、也要

救⼈的⾝體。禮拜堂是各⼈拿材料和⼯具合⼒建成

的，所以⼤家都⾮常愛惜⾃⼰的禮拜堂。張世英牧師

在⼀篇名為《⼭地戰⼠》的⽂章中這樣說: 「開荒⼯作

不容易，若不是由於神特別的呼召，就負擔不起，但

願有更多⻘年⼈興起做這⼯作。」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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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1) 保守在印尼的宣教⼠，能夠避開⼀切的危
險 、以及⼈為的逼害。
2) 宣教⼠的故事可以感動弟兄姊妹，成為宣
教的⽣⼒軍。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印度⼈⽇常⾒⾯或要離開時的⼀句通⽤問候語

是“Namaste”。梵⽂“Nama”代表著鞠躬、⾏禮、彎
腰、屈⾝的意思。“as”意味著我，“te”代表你，因此，
Namaste即意味著「你我互相鞠躬」或「我向你鞠躬」。
    印度教基本的信仰是⼀神論。「梵」(Brahman)就是⼀

切，也就是最⾼存在。他就是宇宙。他在每個⼈裡⾯。所

以印度教信所有⼈，都有神性在他裡⾯。當印度⼈彼此問

候，實在的意思是向對⽅裡⾯的神性鞠躬！(Swateshwar

Upanishad)

簡單來說，印度教相信的因果律(The Law of Karma)是基

於⼈類的問題；因為⼈忘記了⾃⼰從梵天廷伸出來，錯誤

地戀慕⾃我的慾望，掩蓋了⾃⼰所擁有的神性，以致要承

受後果。⾃我依戀慾望和⾃⼰的存在，⼈就受制於因果

律，即是「種善因，得善果」。

⼈要按天命(Grace)，跟從法紀，就收好業(Good

Karma)。經過輪迴再⽣，世世收得好業，不作惡業(Bad

Karma)，如同銀⾏存款，達標之後，終有解脫(Moksha)

的⼀⽇。所以印度教的解決之道就是⼈要脫離這⽣、死與

轉世的輪迴，回歸與梵天合⼀。

整套印度教的道理就是要助⼈曉得⾃我是虛幻的，衹有那

不能分辨的梵天，才是真實的。那時⼈才有醒覺在⼼中，

就會努⼒擺脫⾃我的慾望，達到覺悟，以致得到解脫，梵

⼈合⼀。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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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讓我們先默想神的話語：(羅⾺書1:18-25)。
本著神的真理，藉著聖靈帶領，求神憐憫印

度教徒的虛妄和愚拙；求賜他們機會聽福

⾳，得著真正的⽣命之道，把敬拜事奉歸給

造他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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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阿拉伯半島南端的也⾨近⼗年內戰不息，局

勢惡化，今年⼋⽉⼀個軍事基地遭到導彈及無⼈機

攻擊，造成百⼈死傷，當局認為是胡塞武裝分⼦所

為。由於也⾨政府不穩，⼀些激進伊斯蘭教恐怖組

織更在此擴張勢⼒。也⾨，阿拉伯語是右⽅、有

「幸福之地」意思，也是阿拉伯世界古代⽂明之

⼀，是⼀個典型的阿拉伯社會和伊斯蘭國家，雖然

有⽯油資源本可維持經濟，卻因內戰不息國⼟淪為

廢墟，成為阿拉伯世界中的貧窮國，不但沒有了

「幸福」，⼈⺠更在飢餓貧困中，加上近年⽔災及

新冠疫情，國家瀕臨崩潰，更可悲的是他們被沙特

聯軍封鎖⽽無法獲得⼈道援助或逃離。但國際焦點

近年注⽬敘利亞難⺠以及阿富汗局勢，也⾨難⺠苦

况未受國際媒體太⼤關注，因此聯合國難⺠署緊急

呼籲⼈道救援。在也⾨不管是遜尼派、什葉派或基

地組織⺠兵，也⾨⼈⼀直相信伊斯蘭教是他們唯⼀

的答案，但近年福⾳信息卻透過電視網絡廣播使很

多也⾨⼈轉向基督，⽽衛星電視向⻑期被留在家中

不能接受教育的⼥性傳福⾳更甚有果效。

也⾨

2021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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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1） 為被不公平對待的婦⼥、遭受飢餓貧窮
疾病、流離失所的也⾨⼈禱告，他們沒有被

遺忘，求主憐憫他們的苦情，賜下平安，願

更多國家回應聯合國難⺠署呼籲施予援⼿。

2)   求主的靈運⾏在也⾨穆斯林⼼中，讓他
們願意聆聽和平的福⾳，藉着異夢異象或電

視網絡(SAT 7事⼯)使他們覺醒。也為當中有
隱藏⾝份的基督徒禱告，祈求主堅固他們的

信⼼。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穆斯林最被扭曲的觀念之⼀，就是將西⽅⽂化

不道德的部分與基督教相提並論，⽽這樣的連結

導致他們不去思辨批判，⼀概接受。西⽅⼈是基

督徒，西⽅⼈就是美國化，美國化就是信基督教

的後果，美國製造⾏為不檢且囂張的西⽅⽂化，

所以，西⽅和基督教是邪惡的，是可憎的，基督

教也是不能相信的。⾹港不少南亞穆斯林都帶有

這種觀念，因為阿訇是這樣教導的，但經過基督

徒持續的愛⼼服侍、關懷，他們都發覺基督徒原

來不是邪惡的，⽽且是他們欣賞的，是他們的朋

友，甚⾄有南亞穆斯林朋友看到好⾒證，有興趣

認識基督教信仰 。（參考「在清真寺尋找，⼗字

架下尋⾒」⼀書）

本地南亞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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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1) 求主興起愛神愛南亞穆斯林群體的弟兄姊妹，不
單以基督為中⼼地服侍，也在他們當中活出基督的

⽣命。

2) 求主開啟本地南亞穆斯林朋友的⼈，特別是有學
識的朋友，不盲從阿訇的教導，⽽是懂得思辨、求

證，去認清基督教真理，也分辨伊斯蘭教信仰的謬

誤。

3) 求主祝福屬祂的兒⼥能跟隨神的教導，活出信望
愛的⽣命，成為世界的光。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於南亞與婆羅⾨教相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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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在⾹港到處可⾒瘦⾝健美的廣告。當你搜
尋有關健康的影⽚，你也不難發現要斷⻝、茹素或

恆常禁⻝。於我們現代都市⼈⽽⾔，這是⼀種追

求。但對於⼀對在南亞尼泊爾服侍⻑達12年的宣教

⼠夫婦來講，斷⻝禁⻝算得上是惡夢，這是教他們

流淚傷⼼的境況！

    「其實，這村落裡的⼩孩健康問題，很多時候

可以避免的。他們營養不良，是因著宗教限制，未

能均衡涉取營養。⽽更多⼩孩遇上的疾病，很多⺟

親都能夠去治理，只是她們沒有得到許可或授權去

做。」宣教⼠在⼀場宴會後，與眾多婆羅⾨教⻑⽼

對話。

    這幾句驚⼈的表達，經過了宣教⼠整晚聆聽與

禱告後，才去表達。換來的，卻是⻑⽼們隨即就離

席了，也許是夜深，也許⼼有不快。當然，這次不

歡⽽散的經驗，確實讓宣教⼠夫婦們感到後悔，不

斷反省著他們如何表達得更好。然⽽，你能感受到

掙扎與張⼒嗎？同為上主受造的⼦⺠，卻有的因著

婆羅⾨宗教，或其他宗教的轄制，⽽承受著⾝體上

的健康威脅。這確實叫宣教⼠著急與⼼痛。

    假若你是宣教⼠，你會如何規勸異教徒？讓我

們在禱告裡，求主賜⼒量智慧。



 

代禱

1）願主賜智慧幫助宣教⼠，在跨⽂化
服侍處境裡，懂得判別如何既尊重對

⽅，也去⾒證真理。

2）願主憐憫眾受造⽣靈，特別是⽣活
於印度教、婆羅⾨教底下的朋友，能夠

早⽇得著⾃由，認識耶穌。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

2021祈禱塔10⽉份加油祈禱會

週六祈禱會10⽉9⽇10:15am

�康澤15,16號課室

週四祈禱會10⽉21⽇�9:15pm

�康澤13,14號課室

�

�

祈禱塔11⽉份加油祈禱會

週六祈禱會11⽉13⽇10:15am

�康澤15,16號課室

週四祈禱會11⽉18⽇�9:15pm

�康澤13,14號課室

�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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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