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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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serve (國際主僕差會) 是⼀個國際差會，主要
在阿拉伯國家、歐亞、南亞、東亞、東南亞、南北太

平洋服侍。差會在超過160年歷史中，⼀直以不同形式
服侍，例如醫療、教導實⽤技巧。國際主僕差會在多

年來仍然⽴志服侍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以下是⼀個發

⽣在阿拉伯國家的宣教⼠故事 (節錄)：
    「我們和其他 2500 萬⼈⽣活在⼀座有 4000 年歷
史的城市。在這個社會，貧富、婦⼥與男⼦之間以及

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存在著分歧，導致很多破碎、不

信任和暴⼒。基督徒作為少數群體，往往注重⾃我保

護，並將⾃⼰與多數穆斯林區分開來。

    ⼋年前，腐敗、不公正、貧困和失去的機會驅使中東
陷⼊⾰命。在此期間，我的家⼈正在尋求上帝，並感

到被呼召營商宣教。我們深信，營商可以為⼈們⽣活、

財務、社會和精神⽅⾯帶來不同影響。我們很快發現

⾃⼰穿著圍裙，為我們新的⼩型咖啡業務提供咖啡和

烘焙蛋糕！」

    該位宣教⼠的⼯作團隊中有招聘當地⼈，⽽因為當
地⼈的成⻑環境很多時候充滿很多肢體暴⼒和⾔語暴

⼒，所以團隊中都充滿著不同爭執及衝突。宣教⼠也

不斷學習如何以敬虔的原則為榜樣，在營商的時候仍

然努⼒⽤愛、恩典和寬恕包容對⽅。

Interserve 國際主僕差會
 

 
 
 

 

認識

INTERSERVE
差會成⽴已超過160
 年歷史，⼀直以不
同形式服侍，如醫

療,教導實⽤技巧。
⼀起來聽聽他們的創

辦⼈，如何介紹他們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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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國際主僕差會在世界各地都有宣教事⼯和

宣教⼠：

1 .  求上帝祝福宣教⼠的擺上，透過他們的

服侍將主耶穌的愛傳開。

2 .  求主保守各地同⼯們的健康；在變種病

毒下仍然健康服侍。

3 .  求主保守各地同⼯與當地⼈的關係，在

不同當中仍然學習彼此相愛、彼此同⼯。

願我們也繼續禱告記念國際主僕差會在世

界各地的⼯作，在疫情下仍然可以將主耶

穌的福⾳傳開。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伊朗年輕⼈侯賽因在觀看了⼀個波斯語基

督教電視節⽬後，請求說：「請給我寄⼀本

聖經」。⼀個⽉後，他再次打電話到福⾳機

構說：「我收到了聖經，現在我們家有四個

⼈相信耶穌。請你們寄更多的聖經來嗎？」

每天都有更多的伊朗⼈來到基督⾯前，他們

正在索尋聖經。

    1979年，在伊朗估計有500名穆斯林背景

的基督教徒。今天，保守的估計若有數⼗萬

歸主者，有其他說法是超過⼀百萬⼈。不管

具體數字如何，教會正在成⻑。這種迅速增

⻑的⼀個重要原因就是−聖經被⼤規模傳

閱。

聖經在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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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求天⽗保守聖經在當地的分發，保護參
與者，供應所需的經費。

2) 願伊朗信徒也能擁有屬於⾃⼰的聖經，
被神的話語餵養、觸摸、安慰。

3) 求聖靈打開每個穆斯林閱讀者的⼼，能
明⽩福⾳，得蒙拯救。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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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中沒有宣教⼠這⼀詞，但他們的努⼒使基督教

由起初⼀⼩撮⼈的信仰，到今⽇成為全球最⼤的宗

教。宣教，mission，源⾃拉丁⽂，有差派(to send)

的意思，宣教⼠就是受差派的⼈。他們是由誰差派

呢？

    在徒⼗三1-3中記載安提阿教會在禱告中領受要分別

巴拿巴和保羅出來，然後教會就禁⻝禱告、按⼿在他

們頭上，就派他們出去做神的⼯作。這代表是神差派

教會，亦由神揀選⼈去專做這事。因此沒有宣教⼠是

在沒有教會的⽀持⽽受差派。然⽽早期宣教⼠可以得

到的⽀援是⾮常少，⽽且旅程亦相當危險，那種挑戰

是今⽇我們難以想像。因此有⼈說：「早期的宣教⼠

是天⽣的戰⼠和偉⼈。除⾮⼀個⼈以宗教為旗幟，視

死如榮歸，否則，個性懦弱膽怯的⼈怎麼可能遠渡重

洋、作客異鄉，⾯對死亡⽽⾯不改容！對⼀個已蒙拯

救的⼈來說，奮⾝吶喊，警世救⼈是刻不容緩的使

命，那種近乎瘋狂的『必須感』正是救恩痛苦的⼀

⾯」。1

[1] 褟嘉路得著，馮⽂莊等譯：《宣教披荊斬棘史》(美

國，中信，2007)，⾴I。

教會與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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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說有⼀個到海外宣教⼠，之前就有最少五⼗
個曾委⾝宣教的⼈但沒有付諸實⾏的⼈。因此，請

為每⼀個已出發的宣教⼠祈禱，因為能踏上宣教路

已經毫不簡單，求主幫助他們在⼯場中仍保持熱

誠，珍惜每⼀次同未信的⼈作⾒證的機會。

2) 請為普世教會能忠於宣教使命祈禱，今⽇有太多
事情令教會忽略海外宣教，但求主提醒教會，沒有

宣教⼠的委⾝，我們就沒有機會聽到福⾳，願教會

能記得⼀眾未得之⺠的需要，繼續為福⾳獻上。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主耶穌的誕⽣帶給⼈類赦罪的恩典和重⽣的希望。

⼀⽣活在地上是神賜給我們去認識和經歷那份恩典的

機會。信主的⼈能得著神的⼤愛與神、⼈和整個世界

和好。我們更從天⽗的⼝中得知主耶穌將會回來對信

與不信的⼈作出審判。

    印度教徒所膜拜的神明從來不對⼈說話，基本上彼

此沒有任何關係。⽣命有何意義也說不準，祇知道⽣

死輪迴循環不斷；前世命中⾏善還是⾏惡的因果報

應，決定你⽣於富裕或貧困之家。⼀切靠⾃⼰努⼒，

完全沒有把握。難怪印度教徒⼀⽣衹顧⾃⼰遵⾏頓

悟、修煉、拜祭和離俗的途徑去獲得解脫

(moksha)。

    ⼀年過去對基督徒⽽⾔是我們數算恩典的時刻，調

教腳步努⼒⾯前，新⼀年再向標杆直跑。我們⼼中明

⽩，⾯⾒親愛主的⽇⼦近了，要更儆醒積極作主⼯。

印度教徒⼼中每天都害怕萬⼀⾏善不⾜，萬⼀時⾠不

利，萬⼀拜的神明掛⼀漏萬 . . . 下⼀刻會有甚麼報應

臨到，出⾨會平安嗎？⼯作會順利嗎？他們⾯上總是

愁眉不展，憂⼼忡忡。新的⼀年不會為印度教徒帶來

希望，反之衹會廷續他們拜偶像帶來的不安和憂慮。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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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讓我們先默想(詩36:7-9；約1:14，3:16-17)。
先感恩神的救恩和平安臨到我們，⼜求神憐

憫印度教徒天天活在恐懼中，在他們當中施

⾏拯救。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伊拉克近年在國際新聞中佔沉靜下來，昔⽇

⼈⺠被伊斯蘭國蹂躪、千萬家庭被暴⼒對待以

致⽣離死別，基督徒被無情虐待迫害等的情形

也似漸被遺忘了。在2018年開始12⽉25⽇被定

為法定假⽇，在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中是罕有

的。然⽽，這是否意味着伊拉克政府對基督教

採取友善態度呢？事實上，伊拉克政府⼀直禁

⽌⼈⺠將其官⽅⾝份證上的宗教信仰從「穆斯

林」改為「基督徒」。在「敞開的⾨」提到⼀

位⻘年⾺提(化名)本在基督教家庭出⽣並受洗，

但⺟親後來改嫁了⼀位穆斯林，他⻑⼤後⾝份

證便註明是穆斯林。他向神呼喊，終得到法律

援助機構中⼼幫助，也不畏社會壓⼒，挑戰現

⾏法律，希望恢復其基督徒⾝份。他且得到⿎

勵提醒，他的真實⾝份將會被復還。離世的那

⼀天，也會以基督徒的⾝份離去！

伊拉克 
2022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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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想⼀想，伊拉克的⼈⺠和基督徒，他們有的⼀直

活在孤單的恐怖回憶中，也有重視⾃⼰的⾝份⽽

⼒爭到底。此刻請您反省、沉澱，為⾃⼰，也為

伊拉克⼈⺠，以及重視基督徒⾝份的⾺提獻上最

真誠的禱告，祈願在艱難的⽇⼦能克服困難、恐

懼，堅定倚靠主。不管現⾏法規如何，基督徒都

確信⾃⼰是神的孩⼦的⾝份。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認識北⻆區內屬宣道會的印尼教會嗎？為了讓在

港印尼⼈擁有崇拜、學習聖經和肢體相交的聚會

點，同時向印尼⼈作⾒證、傳福⾳，宣道會區聯會

在2004年11⽉在北⻆區租⽤場地，成⽴宣道會印尼

樂誼村，展開了印尼跨⽂化事⼯。2005年，改名為

宣道會印尼信⼼堂。

    2007年初，信⼼堂遷到渣華道現時的堂址。

2008年7⽉，Petho Bin Selamat傳道⼊職，2012

年按⽴為宣道會牧師，帶領該堂事⼯直到如今。

該堂主要服侍來港的印尼家傭，設有早禱會、主⽇

崇拜、⼩組查經、專題輔導、個別輔導、⾨徒訓練

等，裝備會友在真道站⽴得穩，信⼼堅固，成為主

的精兵，關懷未歸主家⼈、同鄉的福⾳需要，將來

返回家鄉繼續領⼈歸主。

    2021年雖在疫情期間，信⼼堂也推動了⼩型的外

展關懷活動，接觸未歸主印尼同鄉，實踐⾨徒服侍

的學習。該堂是宣道會區聯會⾄今唯⼀設有獨⽴堂

址服侍印尼群體的堂會。此外，宣道會美孚堂、荃

灣堂、活⽔堂、錦繡堂、⼤埔堂亦設有印尼跨⽂化

事⼯。

宣道會印尼信⼼堂  
 

 

＊此冊材料版權屬宣道會北⾓堂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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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求主恩待在港的印尼歸主者紮根主聖⾔，活出基督的
⽣命和榮耀。

2) 求主祝福各外展活動，使未歸主者被聖靈激勵，願
聞福⾳。

3) 求主差遣⾹港教會早⽇達致TKI-CARE所訂⽬標：
10%的⾹港教會（約125 間）積極參與印傭事⼯，引領
10%印傭（約15,000 ⼈）跟從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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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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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年輕婦⼥向神禱告求⼦，並且承諾把孩⼦

終⾝奉獻給主，神應允了她的禱告，她的孩⼦就是

後來去印尼宣教的陳永信牧師。陳牧師起初捨不得

離開⺟親，但他突然記起耶穌基督說過︰「愛⽗⺟

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徒」，所以他就決定前

往印尼東加⾥曼丹三⾺林達（SAMARINDA ,

EAST KALIMANTAN）事奉，陳師⺟是朱醒魂牧

師的⻑⼥朱慕恩。在⽇軍侵略印尼期間，他們夫妻

險在盟軍的空襲中喪⽣，⽽擁有的書本⼜被⽇軍燒

毀，只剩下聖經及⼀些詩歌集。⼆戰結束之後，陳

牧師為了招聚四散的信徒，就在三⾺林達成⽴了⼀

家華⼈教會，在該教會服事了22年，並且同時在

中華國外佈道團先後事奉34年。陳牧師夫婦的⻑

⼥惠娟，出⽣不久就出現殘障，成為了他們⼼中的

⼀根刺。陳牧師在1969年因病返回天家。陳牧師

的⼆⼥惠珊在神學院畢業之後，就與周建平牧師結

婚，他們承接了三⾺林達教會的牧職。周牧師成⽴

了差傳基⾦會，在⾺哈⽢河(RIVER MAHAKAM)

⼀帶開拓⼯場，同時⼜訓練⻘年傳道⼈。



 

代禱

1)  求主鞏固及發展宣教前輩在印尼建⽴的
事⼯，祝福當地的⼈⺠。

2) 求主感動更多信徒前往印尼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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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祈禱塔1⽉份加油祈禱會

週六祈禱會1⽉8⽇10:15am

�康澤15,16號課室

週四祈禱會1⽉20⽇�9:15pm

�康澤13,14號課室

�
�

祈禱塔2⽉份加油祈禱會
週六祈禱會2⽉12⽇10:15am

�康澤15,16號課室

週四祈禱會2⽉17⽇�9:15pm

�康澤13,14號課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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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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