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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喜悅的，必會發芽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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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哪位？）我每一期都有看你寫的
文章，也特別喜歡閱讀每個月的主題特
稿，覺得宣教日引APP裡沒有這幾篇專
題文實在可惜。」

月第二週，在東馬砂勞越省的古晉，
世界華福中心所舉辦的「商界使命門
徒培訓大會」的會場，每一張桌子上都
有一疊《宣教日引》。坐我隔壁的是加
拿大華福的前任總幹事馬英傑牧師，大
力鼓勵並推薦這本代禱手冊給同桌的幾
位長輩。

兩週後，在網路視訊會議的檢討會
中，華福總幹事陳世欽牧師在正式開會
前，先跟我提了4月2日的希臘文需要
更正的地方，他們辦公室每週固定會使
用《宣教日引》一起為全球未得之民禱
告，而靈修的文章他也都沒有錯過。

大會最後一天，一位香港的傳道
人拿著《宣教日引》來到我的面前，有
點不好意思的說：「你是不是那位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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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書睿
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理事長
《宣教日引》全球推廣義工

我家也有個關於《宣教日引》的小
故事。我8歲的孩子，從去年開始在家
教育（或稱自學，正式名稱為「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原因有很多，利弊
也都有，挑戰也很大，但確定的好處就
是，我們可以把神的話語與祂對普世的
心意，放在孩子的教育裡面。每天由媽
媽帶著他一章一章地唸聖經，看不懂的
專有名詞就去查；遇到地名就看地圖。

行距之間求好心切；美編可能在底色上
面期待有更突出的表現。
我們其實都不會知道這本小手冊，
幾千本幾萬本印好、寄出去之後，會到
誰的手上？如何被使用？帶來怎樣的影
響？很多時候，能做的就是盡力把那一
小部分做好，然後像撒種的比喻一樣，
唯有神讓它生長。所以每一個聽到的故
事、建議或迴響，都是對整個團隊的鼓
勵。我與范師母多次在網路電話中交
通，都聽到她對於神的工作的敬畏。她
完全交托的信心，也以一種神奇的方式
帶領著同工們繼續前行。

同時，因為自己在推動為萬族萬
民禱告，我們沒有這樣做實在說不過
去。所以就似懂非懂地帶著孩子認識一
個個陌生的民族、地名或相關的故事，
一一為他們禱告。整個4月，《宣教日
引》為歐洲的不同非洲移民或難民禱
告，那天我和孩子還一起去查科摩羅
（Comores，或譯：葛摩）到底在哪
裡？

在許多時候，我們會看到的是眼前
的挑戰，我個人、家庭或這個團隊所接
觸的事工，每一個「現在」、「現實」
與「現場」都是真實深刻的。也因為如
此，以人的侷限來說，很難從神的心意
與眼光看到全局。跟永恆比起來，我們
的春去秋來不過是須臾片刻；跟神在普
世的作為相比，你我的教會或事工規模
又算什麼？但又何妨？每一個小故事累
積起來就是歷史；每一個委身服事的時
刻就是奉獻；每個跟隨主的門徒同心合
意聚集，就是祂的教會。

為什麼要提到這些呢？
對於翻譯《宣教日引》靈修素材
的姐妹來說，最大的心願就是讓那些聖
經原文的精義，可以帶給弟兄姊妹幫
助；我們幾位核心同工，每季都會為了
封面要什麼樣的面孔、取景角度甚至眼
神、與主題的關聯性等問題，透過信件
往返，最後討論、投票來決定，為的就
是讓您手上這本手冊能夠被深刻地看一
眼；文字同工可能就在那一兩個標點與

老話一句，如果值得做，就值得把
它做好。然後，把結果交給神。祂所喜
悅的，必會發芽長大，結實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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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充滿苦難的世界

我們都需要神
年

初，我編《宣教日引》的靈修資
料，其中一篇是關於這節經文：
「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苦
難 。 」 （ 徒 14:22） ， 文 中 提 到 「 必
須」的希臘文dei是指「自然情況下無
可避免的」，因此在生活中若遇到困難
或苦難不必太驚訝，因為那是「必須」
的。

神的話安穩了我的心。我不再急
躁，也不再覺得失眠很可怕。而且非常
奇妙地，雖然我連續幾個白天、晚上都
沒有睡覺，卻不影響日常生活，依然可
以按時完成工作，神的恩典夠用！
那個星期的主日崇拜，我聽到一篇
重要的信息，講到神要試驗亞伯拉罕，
讓他獻上最愛的以撒。講員說：「往往
我們看為重要的，是會取代神在我們生
命的位置。試驗臨到，正是要讓我們看
到沒察覺的部分。」因此，遇到苦難或
不如意時只需來到神面前問：「祢要我
學什麼？」

兩個星期後，我就遇到了困難。
那時一連6天，如果不服用安眠藥，就
24小時都睡不著，那是一個很嚇人的經
歷。
一開始我會埋怨神。每次無法入眠
時，會生氣神不肯幫我。在一連失眠3
個晚上後，有一天我的傳道關心地問：
「妳還可以獨處（靈修）嗎？」

這篇信息彷彿為我這7天的失眠做
一個總結。當我願意學習「忍耐」，就
在聽到這篇信息之後，試驗便結束，我
可以睡了。

她提醒了我。那天早上，我回到
獨處中，照常讀經，讀到：「我知道
你的行為，你的愛心、信心、服侍和
忍耐，也知道你後來所作的比先前的
還要多。」（啟2:19，新譯本）我特
別注意到「忍耐」這兩個字，馬上想
到教會常教導我們「忍耐」是信徒需
要操練的屬靈品格，或許這是神要我
在失眠中操練的吧！

       
一個多月後，我再次失眠，一共持
續5天。
那個主日領聖餐時，我為失眠禱
告，腦海浮現一節經文：「先求神的國
和義。」隨即出現一個想法：「求神的
國和義」包括了以神的角度來看這件
事，就是在尋求人的方法和判斷以前先
仰望神。我再次經歷到神的話具有讓人
平靜安穩下來的能力。

接下來幾個晚上我依然睡不著，
但心情轉變了，不再埋怨和質疑神，可
以安靜地等待夜晚結束。便想起這節經
文：「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
生盼望，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上帝的
愛，已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在
我們心裡。」（羅5:3-5）

比起上次，我已沒那麼徬徨和急
躁，失眠時還能默想神的話，果然是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而神
不會讓倚靠衪的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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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穎穎
《宣教日引》主編

不到一個星期，我又失眠了。短
短 3個 月 ， 這 是 第 3次 。 這 次 失 眠 情
況更嚴重。家人朋友都很關心我，想
幫助我，紛紛提供我很多方法，也想
幫我找出原因。因為有了前兩次的經
驗，我有意識到不要把焦點放在「方
法」和「原因」上，要聚焦在「神要
我學什麼？」

要做一個檢查來追蹤結果。那一天，當
她躺下要開始半個小時的檢查時，感到
很緊張和害怕，好像赴考場似的，因為
這個檢查將顯示化療是否有效。當她被
緩緩送入狹窄密封的空間時，想到了死
亡，心裡一陣慌，霎間有爬起來逃離的
衝動。這時，她趕緊閉上雙眼，心裡呼
喊主耶穌的名字。她內心極度恐懼時，
在心裡哼起了詩歌敬拜神。

然而這次失眠情況實在嚴重，又
遇上《宣教日引》截稿和發行都碰在
一起，我的精神體力開始負荷不了，
在我意志消沉時，收到好友從東非傳
來的訊息：「上帝在亞當睡著時，為
他做了窮他一生也做不了的事情；猶
太人一天的開始是在入夜。上帝在人
無能為力的時候，依然工作。相信上
帝也在妳憑己力無法入眠時，在妳的
生命中做一件美事，叫妳可以在感到
無能為力時，依然有信心上帝會做新
事。」

慢慢地，她安靜了下來。不知過
了多久，她聽到醫生的聲音說：「Ok,
Everything Done!」原來她不知不覺睡
著了。在如此害怕的時刻，她竟然能
入睡，只有神才能行如此奇妙的事！主
說：「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這是真
的！
               
當我們為喜馬拉雅山脈下「聖經未
得之民」禱告，要知道當他們生命遇到
困難時，沒有神的話成為他們的引導、
也沒有神的話給予他們平靜安穩的能
力，他們只能靠自己去面對充滿患難的
世界。

這則信息適時提醒我，將我拉回
到聚焦於神的狀態，然後我讀到這節
經文：「我把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
使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
有患難，但你們放心，我已經勝了這
世界。」（約16:33，新譯本）

當我們為東非沿岸地區未得之民禱
告，要知道當他們面對艱難的生活時，
他們不認識這位恩典夠用的神。

這似乎是神做事的方法。困難沒
有馬上離開，但衪的恩典夠用。人終
就要學會靠主勝過苦難，而不是希望
活在一個順利的世界裡；但神應許祂
的恩典夠用，而這恩典恰恰要在困難
中才能經歷到。

當我們為印度人數龐大的未得族群
禱告，要知道當他們的社會陷入黑暗中，
他們不認識這位勝了世界和黑暗的神。
在這個充滿苦難的世界，我們都
需要神，他們也需要，請在禱告中記
念他們。

在我面對失眠的小苦難時，我的
朋友正面對一個巨大的苦難，她被診
斷癌症第4期。當她的化療結束後，需

後記：朋友的檢查報告顯示她身體沒有任何活躍的
癌細胞！醫生說像她這樣情況的病人，僅有不到
5%的人，可以在完成化療後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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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投稿
您可以分享對宣教的體會、閱讀宣教日引的感動
參加短宣的得著或任何有關宣教的點點滴滴
讓這裡成為我們互相交流與鼓勵的空間
稿件請電郵 yein02@gmail.com

文

•

W & Y （美國）

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短宣（一）

當我願意順服踏出一小步
Photo by blaque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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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我和太太開始使用《宣教日
引》為未得之民禱告，眼界已被打
開，並參加過一次柬埔寨短宣；去年9
月，我們有機會上一個為期8週的宣教
課程，恍然大悟原來神在世上行了那麼
多事！我們希望可以更深地參與神的宣
教事工，於是課程結束後，便決定參加
為期兩個多星期的土耳其短宣，福音對
象是土耳其境內的敘利亞難民。

敬拜，由當地宣教士分享和教語言課，
然後我們才分別出發去到指定小區。
土耳其是個伊斯蘭國家，我們不能
明目張膽地公開傳福音，所以很多時候
需要在街上邊走邊禱告來決定去向，求
聖靈帶領我們遇上「平安之子」，接待
我們到家中喝茶甚至留宿，如此就有機
會撒下福音種子。
在環境陌生、言語不通、資源缺
乏，加上當地宣教士不能陪同之下，我
們特別能體會聖靈的工作。同時，也更
凸顯我們的軟弱。心中的不安和恐懼，
導致隊員意見不合、害怕陌生人、不敢
傳福音、鬧情緒、被無關緊要的事物干
擾等等。

其實敘利亞內戰是許多不同勢力在
境內不停地爭戰，就像許多不同學校的
學生在別人校園打架，那所學校因此受
害。短短幾年，就有350萬敘利亞難民
（官方數字）湧入土耳其境內。
我們的短宣隊按照路加福音10章
耶穌差派70個門徒的模式進行。28個
短宣隊員被分成4人一組，身上只帶少
量金錢，好像背包客一樣四處遊走。我
們每天會先在總部（酒店）一起靈修、

有一次，當我們經過兩天一夜的服
事，回到總部聚集分享時，我們發現大
家都被恐懼和自我擊倒了。有隊員在夢
中見到一條口張得很大的蛇，因此不敢
6

中唱歌，談我們的信仰，他非常受安
慰。那天我們也有機會向和他同住的許
多年輕敘利亞男子撒下福音種子。

相信任何人；有人埋怨神；有人怕得罪
人而不傳福音；有人認為禁食禱告加上
四處奔波，體力已耗盡，根本沒力氣傳
福音；有人不願禱告、拒絕合作等。大
家都退回自己的舒適圈。

第三天，我們去與第一天約好的
年輕人見面。他友善地和我們共餐聊
天。這時，他突然提出很想有個英文
名，我們便給他一些建議，但他主動說
要Jesus這個名字。我們很愕然，知道
這是神給的機會，便開始向他介紹耶穌
是神的兒子，帶領他讀約翰福音3:16，
用Google Translate回答他提出的信仰
問題，用手機的App向他傳福音。

那晚，主感動宣教士嚴厲勉勵和
提醒我們，既然我們是上帝的軍隊，而
且任務明確，就要把握機會傳福音，不
要聽信魔鬼的謊言，喪失勇氣、放棄使
命！他提醒我們，這些靈魂需要的不是
朋友，而是主耶穌的救恩！
當晚我們都被聖靈觸動，痛哭流淚
向神認罪，我哭到面前的地毯都濕了。
我們重新立志要走出舒適圈，剛強壯膽
傳揚主道，求主使用。

他一直很認真地聽。當我們問
他是否要信耶穌時，他肯地地回答：
「是。」帶領他決志禱告後，我不敢
相信是真的，便再問他：「你現在是
否是一個穆斯林？」他說：「No. I’m
not a muslim, I am a Christian. I have
changed.」這真是神的大能！

這次以後，我們被分派到一個較遠
的地方。到了目的地，卻找不到要去的
清真寺。天色已晚，需盡快找到留宿地
方，然而一直沒有合適價錢的旅館，也
沒有人願意接待我們到家裡住。正當我
們焦急之際，一個年輕人同情我們背著
大背包，一直找不到地方住，於是熱心
幫忙我們找，還替我們談好了價錢。而
且，他還約我們再見面。

我又問他：「你害怕家人迫害
嗎 ？ 」 他 再 次 堅 定 地 說 ： 「 This my
life，我必須面對。」那晚，他徹夜向
我們學習如何禱告，也告訴我們當地沒
有教會，但他知道兩個小時車程的地方
有一間教會，以後他會搭車去那裡聚
會。

第二天我們靈修時，感覺到聖靈
的帶領，之後終於找到原本要去的清真
寺，並且在那裡遇到一個年輕敘利亞男
子。大部分在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可以
工作，只是他們的工資非常低，不到土
耳其人的三分之一。雖然他很貧窮，仍
然非常好客，邀請我們到他家喝茶。他
家窮得什麼都沒有，當時天氣很冷，他
只能燒包裝紙給我們取暖。我們在他家

早上，他離開我們去上班。他走
了之後，我打開窗簾，窗外下著雪，地
上一片白皚皚。我心中很感動，一個弟
兄的罪已經全被洗淨潔白了！這是神給
我的一份寶貴恩典，當我願意順服踏出
一小步，神讓我經歷收割果子的喜樂。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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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印度洋最長的

海岸線行大事
提起非洲，腦海中浮現的畫面可能是一望無際的荒漠、
壯觀的動物大遷徙、遼闊無邊的大草原。
很多人忘了，這裡也有印度洋最長的海岸線。
東非的沿岸城鎮是一個擁有大片藍海和澄澈天空的廣大區域，
阿拉伯人、波斯人在這些地區建立過伊斯蘭王國；
歐洲殖民者先後粉墨登場，許多地方成為奴隸貿易中心。
這些外來者留下的印記今天依然可見，
清晰地寫滿了非洲黑人的血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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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穎穎
資料來自   
God is Moving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by Shan Berry
非洲人民自傳運動
（MANI）宣教士

歷

史上有3波宣教浪潮。最早是在1,700年代晚期，
那時宣教事工是從沿海地區展開；接著，人們發
現治療瘧疾的方法，宣教步伐開始往內陸移動；今天
宣教的挑戰是觸及世界各地的未得之民，就是《宣教
日引》每日代禱的族群。
但令人驚訝的是，當許多沿海地區早已接觸福
音，今天東非沿岸地區竟還有許多未得之民！
東非地區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早在古代印
度洋貿易推動下，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外來者，已
帶著他們的宗教、飲食等文化來到東非沿岸地區，和
當地非洲黑人的文化結合，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斯瓦希
里（Swahili）文化。

今天，斯瓦希里語是東非沿岸地區使用的語言，
也是最多非洲人使用的語言之一。迪士尼動畫片《獅
子王》（Lion King）裡那句「Hakuna Matata」，就
是斯瓦希里語的一句古老諺語：「不要擔心、沒有煩
惱、沒問題」，表達了非洲人面對生活的一些態度。
今天，去到東非沿岸地區，會發現古代的阿拉伯
帆船仍是主要交通工具；漁夫們依然用手拉魚網，跟
聖經時代的漁夫一樣；清真寺的宣禮塔是很多小鎮最
高的建築物，宗教依舊是人們生活的主旋律。至今，
許多地方仍保持著古時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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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Alex Berger

士、醫生、老師和其他專業帶職宣教士，
可以把福音從這裡傳到其他群島當中。

本期，我們會特別關注東非一
些沿岸城鎮和島嶼。你會看到這些地
區有很多不同族群，各自有自己的語
言、文化、傳統和宗教，同時也受其
他文化和族群影響；你也會看到神在
東非沿岸的美麗創造，對比人因為自
私所造成的種種破壞。最重要的，你
會讀到前線宣教士傳來令人振奮的消
息，就是神正在這些地區行大事！

歷史上，科摩羅群鳥曾經是奴隸貿易
中心，因此今天留在島上的很多是非洲奴
隸的後代，也有人擁有阿拉伯人血緣。
自1975年脫離法國獨立後，科摩羅
發生了20多次政變。持續動盪導致它成為
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科摩羅人向來以伊斯蘭傳統為傲，各
島上有超過一千間清真寺。實際上大部分
人所奉行的是包含了巫術、咒詛等神祕習
俗的民間伊斯蘭教。

科摩羅群島 Comoro Islands
科摩羅群島有著皎潔明亮的
美麗景致，享有印度洋上「月亮之
國」美譽。群島包括了大科摩羅島、
莫 埃 利 島 （ Mohéli） 以 及 昂 儒 昂 島
（Anjouan）。另外，還有一個馬約
特島（Mayotte）是法國屬地，是科摩
羅群島中條件較好的，也是唯一信仰
自由的地區。其他3島的居民會想辦
法到這裡生孩子和受教育，因此宣教

2009年5月，伊斯蘭教被列為科摩羅
國教，從此凡改教者都將面臨起訴，也會
遭受騷擾和歧視。在一個伊斯蘭教如此強
勢的地方，1973年前科摩羅人幾乎完全未
聞福音，今天已有數千名基督徒在各處祕
密聚會。神一直在科摩羅動工，縱使教會
面臨困難，仍然持續成長中。

Photo by Roberto Facc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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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島是非洲第一大島；
世界第4大島。這裡是許多瀕危物種
最後的家園，所以被稱為「最後的諾
亞方舟」。
Photo by Sathis Babu

莫桑比克 Mozambique
莫桑比克面向美麗浩瀚的印度洋，是非
洲最美麗的國家之一。可惜，1975年獨立
後，長達20年的內戰使它成為世界第二貧窮
的國家。
在莫桑比克北部有一個沿海小城鎮
安戈謝（Angoche），住著莫桑比克最貧
柯堤人（Koti）（見18日內
窮族群之一
容）。
早在90年代晚期，神就感動一間日本教
會開始為他們禱告。幾年後，教會覺得是時
候動身拜訪他們，驚喜地發現聖靈已在柯堤
人心中動工，他們對福音很敞開，領袖和許
多居民聽到福音，都選擇放棄民間伊斯蘭教
轉向真神！
今天，如果你有機會到安戈謝，會發現
這裡已有一間活躍的教會。更感恩的是，這
間教會已開始差派宣教士到莫桑比克沿海區
域和伊博島（Ibo）向慕瓦尼人（Mwani，見
19日內容）分享福音！
慕瓦尼人的見證也很激勵人心。早在20
年前已有宣教士去到他們當中；他們的金瓦
尼語（Kimwani）聖經也翻譯完成，用母語
播放的廣播節目持續了10年；又有宣教隊到
他們當中撒下福音種子，可是福音進展一直
不大。
然而，從2016年開始，幾間新興教會
陸續有人信主，而且還去接觸周圍的未信
者！經過20年辛苦開荒，甚至好幾位宣教士
犧牲生命之後，福音在慕瓦尼族終於結出果
子了。
今天，莫桑比克是東非沿岸地區少有擁
有信仰自由的地區；基督徒、傳統民間宗教
和穆斯林人數已是不相上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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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特別的是，這裡是非洲唯一
黃種人或淺棕色人種的地方，因為大
部分人有著非洲和東南亞民族的混血
統；其語言的很多詞彙就是來自東南
亞的馬來語和爪哇語。
馬達加斯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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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年前，馬達加斯加有約13個未
得之民族群。今天，已有一半人口是
基督徒了！更令人振奮的是神還興起
了許多本色化差會，開始把宣教士差
到更偏鄉的地方接觸未得之民！
在他們所接觸的族群中，其中
一個是薩卡拉瓦族（Sakalava）。這
個族群向來崇拜萬物有靈，他們的文
化被許多禁忌主宰著；後來為了保護
自己免於被奴役而改信伊斯蘭教；殖
民時期為了遠離法國人，他們撤退到
孤立的沿海地區，過著與世隔絕的生
活。
直到1990年代，開始有薩卡拉瓦
人到外求學，在校園內聽到福音，陸
續有人信主，並把福音帶回家鄉。其
中一位名叫蘿西娜•費迪南度（Rosina
Ferdinando，見1-3日內容）帶領了一隊
宣教士去接觸自己的族人，並建立了
一間教會。雖然目前還沒有完整的薩
卡拉瓦語聖經，但這間教會非常渴慕
神的話。
另外，在馬達加斯加北部的安
塔卡拉納族（Antakarana，見14日內
容）也有類似歷史。他們向來強烈保
護自己的文化和傳統，不容其他族群
進入他們的島嶼。一直到最近為止，
依然是採取如此保護政策。

然而幾年前，有一對宣教士夫
婦竟然可以和島上領袖成為朋友，
建立了深厚互信的關係之後，甚至
還安排了一群宣教士住在他們當
中！安塔卡拉納族對神的話保持興
趣，但目前尚未建立教會。
這個區域其他島民對福音都有
類似的反應，對神的話流露興趣，
也對信仰討論抱持開明態度，但始
終沒勇氣決志接受主，因為害怕隨
著改教而來的迫害。

振奮人心的故事
近年，從東非各地教會差派出去的宣教士
數量持續攀升，實在是令人振奮的消息！許多
來自肯尼亞、坦桑尼亞和馬達加斯加的教會正
在覺醒，積極向本國和鄰國未得之民傳福音；
短宣隊和禱告運動也致力關注未得之民和穆斯
林鄰舍。
4年前，我們的宣教士遇見10個男人，他
們都是來自一個穆斯林社群，正開始跟隨爾撒
（Isa Al Masih，耶穌彌賽亞）。

這普遍情況提醒我們，要為
他們整個家族、群體一起歸主來禱
告，以致他們信主後能獲得重要的
支持和團契。

最近，宣教士傳來消息：「他們不時會被
騷擾、監禁。但他們蛻變的生命已引起許多好
奇的目光。去年夏天，他們帶來了4個想要了
解更多關於爾撒的社群領袖，最後每個都決定
要跟隨爾撒！」

坦尚尼亞Tanzania

這個社群的女人被教導有關信仰和衛生觀
念，使他們的家庭衛生、食品營養和身心健康
都有大幅進步。

坦尚尼亞有3個主要島嶼：桑
給巴爾島（Zanzibar）、馬菲亞島
（Mafia）和奔巴島（Pemba），
都是自然景觀與生態很豐富的地
方。
坦桑尼亞有超過120個不同的
族群，另外還有一些阿拉伯人、印
巴人和歐洲人後裔，是非洲文化最
多樣性的國家之一。這裡沒有種族
內戰，因此相對安穩一些。
這地區雨量充足、土地肥沃，
當地就業人口多數從事農業工作，
因此像「神的耕種法」（Farming
God’s Way，見23日內容）這樣的
宣教機構，透過分享提高作物產量
的耕種技術，是接觸未得族群很好
的途徑。同時，也提供在偏遠村落
的宣教士家庭所需，使他們能夠長
期留在那裡。
經過宣教機構和委身宣教士多
年耕耘，今天坦桑尼亞的穆斯林、
基督徒和傳統宗教人數已相當平
均。只是3個主要島嶼仍有99%是
穆斯林。

「我們上週才意識到這一切將他們的社群
帶到一個臨界點：再也沒有什麼能攔阻他們認
識福音的好消息！」宣教士喜樂地分享。
如今，在這個本來是全穆斯林的社群中，
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在街上談論爾撒，幾乎每
天都有人信主！
就在不久前，在這裡的基督徒還需要躲躲
藏藏，現在卻在公開場合被歡迎，誰想到會發
生這樣的事呢？

只要有神，一切就會被更新
再美麗的地方，若沒有神，就會成為罪
和黑暗滋生的地方，就不美麗了。非洲就是如
此，雖然擁有五彩斑斕的美麗景色和奇異多姿
的動植物，但不停的內戰、毫無起色的長期貧
困、幾近失控的傳染病，還有各種藏汙納垢的
事，使它的美麗黯然失色。
但是，不要忘記，再絕望的地方，只要有
神，一切就會被更新！因此，我們要禱告，求
神繼續在東非沿岸行大事，讓福音在更多未得
族群中萌芽、成長，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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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日

宣教士傳記（一）

星期一

蘿西娜•費迪南度 Missionary Biography, Rosina Ferdinand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
乏。詩23:1

我在一個充滿歡笑的村落長
大。村裡的孩子們喜歡一起玩
耍、唱歌、跳舞，或圍坐在營火旁，
聆聽耆老長輩給我們說故事。

缺乏
大衛用kaw-sere表達的
是：「我的牧者耶和華供應了我一切
所需，那是我無法自給自足的。」

我們從小就接觸薩卡拉瓦族
(Sakalava)各種多元面向的文化，包括
祭拜祖靈、敬重禁忌和聖地等。當我生病
時，家人會帶我去看靈媒或巫醫。我母親
更因為有祖靈附身，而備受村民尊敬。

我們都傾向於要滿足自己的情緒
和感受，總是希望我想要什麼，最好神
都供應我。但那不是聖經所啟示的神，
充其量只是一個滿足我私欲的偶像。神
是邀請我們參與祂的目的和計畫；衪應
許會供應我們所缺乏的一切，為的是讓
我們能成就祂的心意。所以，大衛是用
一顆純淨的心說：「我的牧人會照顧我
kaw-sere的一切。」

父親希望我們都去上學，一開始
把我送到天主教學校，後來又去了基
督復臨安息日會的學校。我唸書時住
在父親的一個朋友家中，他是城中一
間福音派教會的牧師。學校裡老師所
教的和我從牧師那裡聽來的有些不一
樣，我開始感到困惑，想知道到底哪
個才對？

或許我們以為牧人只是補充我
們所沒有的部分，但大衛說的是神會
供應我所缺乏的一切。實際上我一無
所有：空手來到世界，死時也帶不走
什麼。一個人從出生到離世，一切都
是神的恩賜，包括生命氣息都是神給
予的。若非神的供應，人根本無法存
活。

有一天，一所大學的學生邀請
我們學校的學生去參加一個基督教營
會，我在那裡知道了耶穌是誰，為什
麼祂來到世上，還有祂希望我們成為
祂的兒女。我很感動，在那一天便把
生命交給耶穌。直到今天，我仍然記
得當時我因太激動，聲音和雙腳都在
顫抖！

當我終於發現需要神的供應，
而祂樂意如此行，是否就能相信祂會
看顧我，幫助我完成祂為我所設定的
生命目的呢？這不僅僅是理性上的相
信，而是像呼吸那樣，不需要特別想
著「信靠神」，呼吸的過程就已體現
了神的供應。當我接受神的供應和接
受呼吸一樣容易時，就是真正認識神
了。

我成為家中第一個基督徒。那
些學生是來自馬達加斯加「國際基
督 徒 學 生 福 音 團 契 」 （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IFES）注。
注

有些國家稱之為「校園基督徒團契」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因此，你們要在日出之地榮耀耶和華，在眾海島榮耀耶和華
以色列上帝
的名。」天父，求你感動馬達加斯加的男男女女能歸榮耀給你，因為你是創造
主，你配得一切讚美。求父神讓馬達加斯加已信主的人，能將你偉大的名帶到未得之
地。求主回應我們為東非島嶼和沿海地區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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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日

宣教士傳記（二）

星期二

蘿西娜•費迪南度

Missionary Biography, Rosina Ferdinand
假若這五十個義人少了五
個，你就因為少了五個而
毀滅全城嗎？創18:28

我信主之後，馬上開始上聖經造就
課程。大學畢業後，我便加入馬達
加斯加「國際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IFES
Madagascar），全職參與學生事工。
我參加了許多IFES舉辦的海內外領袖訓
練課程，並在「萬國宣教學院」（All Nations
Christian College）修讀兩年的課程。就在那
個時候，我認識一間曼徹斯特的小教會，他
們正為我的同胞薩卡拉瓦族（Sakalava）禱
告。他們甚至不知道馬達加斯加在哪裡，也
不認識任何來自我國家的人，卻願意如此為
我們禱告，讓我很感動。
信主10年後，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的
母親脫離神靈的捆綁，接受了主，成為家族
第二個基督徒。後來，祖母也信主了；父親
則在臨死前接受了耶穌為救主。
好長一段時間，我內心很有負擔向族人
分享福音，卻不知道該怎樣告訴他們。我心
中有很深的恐懼，因為族人曾經控告我將母
親帶離祖先祭拜，視我為背叛者，十分仇視
我。但母親的信主帶給我很大的鼓勵，既然
神能將她從過去的捆綁釋放出來，也必然能
對我的族人做一樣的事。

少了
「少了」與昨天
的經文中「缺乏」是同一個動詞
khaw-sare’。神供應我們一切需
要，使我們不致缺乏，祂同樣也
能夠處理我們的一切失敗。亞伯
拉罕為所多瑪城向神討價還價的
故事述說了神的憐憫：祂會為了
少數幾個義人不毀滅那城；同樣
的，我們的軟弱和失敗也不會影
響神對我們的供應。
當大衛說「我必不致缺乏」
時，他會記得自己也曾住在「所
多瑪」，他的生活並沒有達到神
的標準，但一無所缺的神有足夠
恩惠能饒恕並供應缺乏（少了）
義行的人。
我們總是希望可以永遠
都不缺乏，偏偏生活卻充滿著
khaw-sare’。你是否拼命希望除
掉生活中的缺乏？你是否對缺乏
的現狀感到焦慮？你是否掙扎於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卻
由不得我」的困擾。全然抓住神
「不致缺乏」的應許，單單依靠
祂，因為khaw-sare’只屬於神，
而祂樂於供應你。

天父，求你幫助馬達加斯加的初信者有剛強的信心，面對逼迫時能堅守信仰，
為主活出美好的見證。但願每一個信主的人，都能成為族人得神恩典的管道。
求主呼召許多馬達加斯加的年輕人，使他們聽見你的聲音便願意跟隨你。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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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
7 月    

宣教士傳記（三）

星期三

蘿西娜•費迪南度

Missionary Biography, Rosina Ferdinand
守財奴想要急速發財，卻不知窮
乏必臨到他身上。箴28:22

我本來應該成為一名老師，但
神清楚呼召我全職投入學生事
工的服事。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容
易的決定，因為家人一直希望我畢業
後，可以幫助改善家裡的財務狀況。
母親說我是一個愚蠢的女孩，責怪我
使家族蒙羞，但既然我已決定跟隨耶
穌，就要順服祂的呼召。

窮乏
我們常聽見這句俗話：
「有錢能使鬼推磨」。今天世人都跪
拜金錢，彷彿金錢是萬能的，如果我
們想用世界的方法解決窮乏問題，就
會認同這句話。
然而，聖經卻清楚表示積累錢財
並不能拯救我們，難怪世人會拒絕神的
話，因為實在太悲觀了！許多時候，我
們寧願相信「人定勝天」或「靠自己可
以實現一切」，即使我們很窮乏，仍然
認定可以靠自己改變困境。

我參與學生事工多年，教導並造
就了許多學生，看見他們在信仰上成
長，逐漸成為良善又忠心的領袖，是
我最大的喜樂。
後來，神為我開了一道門，讓我與
非洲內地會（Africa Inland Mission, AIM）
的宣教士配搭，服事自己的族人
薩
卡拉瓦族(Sakalava)。神又激勵我不只
聚焦在自己族人的身上，還要將福音
帶給在馬達加斯加的其他族群。

但是，這世界是神創造的，當然
是按照祂的設計來發展，不可能會照
我們所想的來運作。聖經說靠積累金
錢來得著保障是不管用的，因為神的
心意是要我們依賴祂。
所羅門看得很透澈，他說想以追
求財富來解決人生問題是欺騙自己、都
是捕風，甚至kaw-sere（窮乏）必臨到
他身上。是時候我們要嚴肅省察「靠自
己」這個愚昧的神話，早日放棄想要靠
自己掌控人生的試探。
一旦我明白必須「依靠」神，就
有兩種選擇：一、承認我所擁有的都
是神所賜的，我要依靠衪、感謝祂的
眷顧。二，把自己置身於隨機的命運
中，任由所謂的命運擺布。你會如何
選擇呢？

Photo by Rafael Medina

「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沒有人能關的。
我知道你有一點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沒有否認我的名。」天父，祈求幫助非
洲那些被看為「只有一點力量」的信徒，能順服神的話，忠心將你的名帶到該地區未
得之民當中。當撒但試圖干擾非洲宣教士的服事時，求你使他們仍能堅持下去。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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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
7 月    

星期四

科摩羅群島的姆瓦利人
Mwali People of the Comoro Islands
耶穌對他說：我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約14:6

Photo by Ollivier GirardEIF

一位年輕的姆瓦利人專注地讀著一份稿
子。長桌的另一邊坐著一位宣教士，他
正在一邊閱讀一邊做筆記。
年輕人用母語大聲地讀著：「起初，上帝
創造天地……」讀到這裡，他停下來，望著宣
教士問：「你給我的文字上寫著上帝用了7天
創造宇宙？」
宣教士抬起頭，把書擱到一旁，認真地回
答：「是的。」
「我很困惑，」年輕人說：「我是一個穆
斯林，我的信仰說阿拉一瞬間就創造了宇宙；
大學的課本又教導宇宙是進化而來的，到底哪
個才對呢？」
宣教士真誠地回應年輕人：「我會為你禱
告，願神親自向你啟示真理。」
姆瓦利穆斯林住在科摩羅群島，這裡只
有極少數基督徒。宣教士正將創世記、出埃及
記、馬可福音、使徒行傳翻成姆瓦利文，這是
一個需耗費數年才能完成的工作。目前有十幾
名姆瓦利人對這幾卷書感到好奇，常常跟翻譯
團隊見面，已有人開始跟隨基督了。

道路
當耶穌說「我
是道路」（希伯來文derekh）
時，並非指一套道德標準，而
是表達神對我的旨意和我的道
德選擇混合一起，兩者不可分
割。
對希伯來人來說，生活不
是隨機偶然的，而是「神所命
定」和「我所選擇」這個清楚
的方向。
當耶穌說「我是道路」
時，祂是說自己的生活內容
完全展現父神的derekh，讓父
神的derekh引領人達到神的目
的。所有神derekh中的屬性，
包括智慧、平安、寧靜、滿
足、理解、有成果、正直、康
寧等，都可以在耶穌的身上找
到。
在猶太人文化中，宣告「我
是道路」等於宣告「我是神」，
因為除了耶 和華 神以 外，沒有
別人能提供這derekh。
你的生命所有部分都與基
督derekh起共鳴嗎？你是否生
活在神的道路中？還是你只是
走在「基督徒」的道路上？

天父，感恩已經有姆瓦利人透過你的話，認識了真理，並接受了主。求你保護
聖經翻譯團隊能遠離一切疾病、危險和迫害；賜他們智慧，曉得使用最精確的
文字翻譯母語聖經。「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絕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的旨意，達
成我差它的目的。」願許多姆瓦利人透過神的話認識愛他們、創造他們的真神。願救恩
能夠早日臨到他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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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
7 月    

星期五

科摩羅群島上的盧旺尼人
Nzwani People of the Comoro Islands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
兄，就是說謊了。約一4:20

一對年輕的盧旺尼情侶和他們的
父母引頸期盼地聚集在村落的清
真寺外，等著清真寺開門，等清真寺一
開門，他們便進入辦理結婚手續。

人若說
「人若說」與「我愛
神」之間是有個連接詞hoti，一般沒有
翻譯出來。hoti的作用像「引號」，表
示緊跟著的語句就是所要說的話。

準新郎望著緊張的新娘微微一笑，
她害羞地低下頭。接下來，新娘的父親
將要說一些她害怕聽到的話。

約翰要我們注意：當我們口說
愛神，行為上卻恨弟兄，這是非常矛
盾的。換句話說，看一個人如何對待
別人，就可以衡量他愛神的程度有多
少。

「今天，將會是這個村落有史以來
最盛大的一場婚禮！我們為各位準備了
十分豐盛的食物，有龍蝦和菲力牛排。
請大家不要客氣，盡情享受吧！」

經文一點都不馬虎地表示如果
你愛神，就不可以說：「我對這個人
沒有感動、沒有負擔，所以不必幫助
他」；或說：「我沒有幫助弟兄，是
因為他沒有開口要求我。」約翰的要
求很嚴格，他說：「如果你說愛神，
卻沒有愛人如己，你就是說謊！」

新娘知道父親如此吹噓，不是出於
慷慨大方，而是這些誇耀之詞能為他帶
來社會地位。接下來，雙方父母還會說
更多這類吹噓的話，而這場盛大的流水
席宴會將持續長達3個月！
盧旺尼穆斯林住在丁香島（Clove
Island），屬於科摩羅群島之一。這裡
已有盧旺尼人開始跟隨基督，只是人數
極少。

我們都覺得最好對人寬容一點，
約翰怎可以如此嚴厲地要求呢？但我
們要留意，一個人若聲稱他愛神，卻
沒有反映神的屬性，那就是欺騙了！
今天，你有忽略沒有開口向你求
助的人嗎？你是否有輕看一些自己不
喜歡的人呢？有沒有人因為你不肯伸
出援手而受到傷害？有哪些人因為你
的關係錯失了看到神的愛的機會？
再問問自己：我真的愛神嗎？如
果是，去做神會做的事吧！

天父，祈求幫助盧旺尼人明白，社會地位轉瞬即逝，他們需要從屬靈的事物尋求
真正的滿足。求父神保守在盧旺尼人當中服事的宣教士，為他們預備所需的聯繫
管道與和平之子，也賜他們智慧學習語言和翻譯聖經。「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下來：凡
被請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求主使盧旺尼人很快明白，有一場婚禮將比他們參加過
的任何一場都重要，讓他們渴慕赴羔羊的婚宴。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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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日

星期六

科摩羅群島上的恩加士賈人
Ngazidja People of the Comoro Islands
一名恩加士賈人路過一個村落，
聽見有悅耳的歌聲從一間小屋傳
出來，他仔細聽了聽，似乎是在唱有關
「爾撒」（Isa，可蘭經中對耶穌的稱呼）
的歌。

他們成群來到你那裡，坐在你面
前，像是我的子民一樣。其實他
們聽了你的話，卻不去行；他們只是用
口表示愛慕，他們的心卻是追隨不義之
財。結33:31

他好奇地走向小屋，只見一些人
坐成一排排，專注看著捧在手上的書，
一邊投入地唱歌。在他們當中，有一些
是外國人。

表示愛慕
有時會友會對牧師
說：「你的講道真棒！」但他所聽的
道若沒有幫助他改變行為，這道對他
就沒有絲毫用處。只有知識，沒有實
際行動，就是這節經文所描述的。

年輕人搖搖頭走開了，他不明白
這些人在做什麼？也不曉得那些書是讚
美詩，外國人則是宣教士。他從未參加
過任何基督教的聚會。

agav在 聖 經 只 出 現 過 兩 次 ， 另
一次就在經文下半句，神說百姓們看
以西結像在唱情歌，因為情歌只是好
聽，對建立人際關係卻沒有幫助。神
對以西結說：「我的百姓聽見了，卻
不打算跟從我，還做自以為重要的
事，就是追求不義之財。」

恩加士賈人住在座落在印度洋的
科摩羅群島上。他們是穆斯林族群，只
有很少恩加士賈人是基督徒。
近年來，聖經翻譯事工在這個族
群中展開，翻譯團隊已掌握足夠語言來
創作敬拜詩歌，而這些詩歌開始引起恩
加士賈穆斯林的好奇了。

甚至，我們自己就是如此，一邊
口說：「我愛神」，一邊卻把自己的
利益擺在首位。很多時候，我們甚至
還會為了自己的好處而向神「表示愛
慕」，這時不要驚訝神會管教祂的孩
子。
回想我們的人生經歷，或許曾經
領受過這樣的教訓：在我以為一切都
很好時，忽然神帶來一場暴風驟雨，
我才明白要如何調整和擺放生命應有
的次序。

Photo by iStock

天父，求你恩膏這些詩歌，好讓這些詩歌可以與當地人連結，在恩加士賈人中
點燃一波歸主運動。求主使用少數的恩加士賈基督徒，透過他們的見證和敬
拜，使更多族人可以認識基督的愛。懇求主保守聖經翻譯事工進展順利，供應譯經員一
切所需要的資源。「上帝非人，必不致說謊，也非人子，必不致後悔。他說了豈不照著
做呢？他發了言豈不實現呢？」但願恩加士賈人很快能認識並敬拜這位信實公義的神。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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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星期日

科摩羅群島上的志布志人
Shibushi People of the Comoro Islands
他們對她說：你瘋了！
徒12:15

Photo by iStock

馬羅島（Maroe）是個美麗的地方！茂密
的森林隨著陵線起伏，與藍綠色的沿岸
水域形成鮮明對比，延伸到遠處蔚藍的蒼穹。
然而，對於剛抵達這個法屬群島的這對年
輕夫妻而言，美麗島嶼卻籠罩著一層未知和不確
定性的擔憂。
神將志布志族放在他們心中，他們回應了
主的呼召，離開熟悉的家園，來到這個陌生的地
方。雖然他們清楚呼召，確切知道為何而來，但
眼前的困難還是隱約可見。他們即將迎接第一個
孩子的誕生，這固然是值得期待的喜事，但擺在
前面的全新環境，同時也是一個挑戰。
志布志族是馬羅島上主要的族群之一，目
前尚沒有基督徒在他們當中，整個族群都是穆斯
林。這對宣教土夫妻希望能在志布志人當中生
活，因為一個願意委身於基督的家庭，將成為最
有力的見證。雖然，在他們眼前的是艱苦的生
活，但他們覺得若能看見馬羅島民的生命被福音
更新，一切付出和擺上都是十分值得的。

你瘋了
這節經文的
背景是彼得被關在監裡，一個
天使讓他得到釋放，過程神奇
到連彼得都以為自己在作夢。
重點是當時教會正在為彼得切
切禱告，因為希律剛殺了雅
各，馬上也要對彼得下手了。
然而，儘管他們懇切為彼得禱
告，但當羅大說彼得正站在門
外時，他們卻說：你瘋了！
maine是 源 自 希 臘 動 詞
mainomai，英文maniac（瘋
子）就是從這希臘字根來的。
這些人禱告求神蹟，但神蹟出
現時，他們卻不相信。
這個小故事很安慰我們，
神不要求我們有完美的信心，
當我們缺乏信心時，神依然會
動工。我們很容易陷入以世界
的思維模式來想像神的能力。
門徒說羅大發瘋了，但真正發
瘋的是那些禱告了，卻想不到
神會應允的人。
神垂聽不完美的禱告。
當你禱告時為什麼不期待瘋子
宣告奇蹟？神喜歡讓事情瘋狂
一些。

天父，祈求為這對夫妻打開向志布志人分享福音的門，讓他們無論得時或不得
時，都抓緊機會分享福音，並且始終以喜樂的心來面對服事所遇到的困難。求
主的靈透過他們行大事，使志布志人的心悔改歸向救主。「你們不要追念從前的事，也
不要思想古時的事。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就要顯明，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
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禱告在科摩羅群島即將興起屬靈復興。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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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7 月    

星期一

科摩羅群島上的馬來人
Malay People in the Comoro islands
他醒悟過來，就說……路15:17

醒悟
eis eauton elthon的字面
意思是「來到他自己」（to himself he
came）。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像浪子回
頭故事中的小兒子，來到這一個認識
自己的地步，神才能使用我們。
阿瑞莎（Arissa）尚未做好心理準備
回答6歲的女兒所提出的問題，但她
知道這是遲早都會發生的。
「媽咪，為什麼學校裡的其他女生的皮
膚是黑色的，我看起來跟她們這麼不一樣？」
阿瑞莎將女兒抱到腿上，用安穩的語氣
告訴她：「幾百年前，我們的祖先從馬來西
亞來到科摩羅群島，那是一個美麗國家。他
們來到這裡便辛勤種植香料和做買賣，好讓
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品嘗到可口的食物。
「不管在馬來西亞或科摩羅群島，我們
都是敬拜阿拉，這一點是不會改變的。」
阿瑞莎告訴女兒大部分故事，但沒有讓
她知道全部實情。其實有些馬來人來到這裡
經商、做貿易，但更多人是成為奴隸，幹最苦
的活，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就跟他們的來源地馬來西亞和印尼一
樣，幾乎所有馬來人是穆斯林，但他們的伊斯
蘭信仰也混合了民間宗教，所以同時信仰阿
拉和有權能的邪靈，也相信詛咒以及「邪眼」
注
會帶來厄運。
世界上有多個族群相信嫉妒會生出邪眼，並帶來惡
運、疾病與死亡。對抗邪眼的方法就是掛上邪眼，以毒
攻毒。

注

聖經中有不少「來到自己」的
例子：摩西用40年才醒悟自己的卑微
和不足；保羅遇見主才醒悟過去自己
的宗教激情毫無用處；財主死後才醒
悟自己生前走錯了方向。
其中一個可以證明你是否「來
到自己」，就是你是否與他人的認
同。而在眾多攔阻我們「來到自己」
的事物中，金錢比任何東西都更能隔
離人與人的關係，也更容易使人不認
識自己。金錢之所以讓人很難醒悟過
來，是因為它總是讓人以為有了錢就
擁有能力、保障和勢力，使人看不見
神所設計的秩序是要我們信靠祂，效
法祂。
當我們可以「來到自己」時，
就會問主：「你要我做什麼？」一個
人沒有來到這種醒悟的地步，永遠不
可能進入神國度的計畫中，也無法自
由地經歷神的能力和引導。
我 必 須 每 天 都 eis eauton
elthon，然後才會像小兒子那樣，
終於知道要選擇「不再和豬住在一
起。」

天父，懇求差派非洲的信徒去向科摩羅群島上的馬來人傳揚基督，告訴他們耶
穌來為使我們擁有完全的生命，得以脫離恐懼的轄制。「他不灰心，也不喪
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眾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求主使科摩羅群島上的馬來人
在必然來到的救恩中，等候神的訓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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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毛里求斯的旁遮普錫克教徒 Punjabi Sikhs in Mauritius
「很高興認識你，希瑪（S i m a r）！」
來自印度旁遮普邦的錫克教徒跟一位
當地的錫克教徒打招呼：「我第一次來毛里
求斯，對這裡的同胞很好奇，不知可否告訴
我關於你的故事？」
希瑪熱情地分享道：「我的祖先是在
1846年被英國人送來這裡的，那時多數人都
是在糖廠（甘蔗園）工作。今天，我的父親
已是個成功的銀行家，我也在貿易行工作。
或許你願意來我家見一見我的家人？我們在
沙灘附近有一幢美麗的房子。」
「謝謝你，希瑪，那真是太好了！」
有將近200萬旁遮普人住在毛里求斯，
多數人在經濟和專業上都非常成功，從事的
範圍遍及商業、貿易、銀行、旅遊、政治、
教育和醫藥。
旁遮普人幾乎都是錫克教徒。錫克教義
根源於納納克大師（Guru Nanak）的教導，基
本原則是誠實、勤奮，以及幫助有需要的人。毛
里求斯的錫克教徒很友善，但大部分人對於討
論關於耶穌的屬靈話題抱持著保留態度。

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
地給人。太10:8

白白地
這字的希伯來文
himnam是「不該得、無緣無故」
的意思。同一個字在撒下24:24
大衛不願用白白得來的東西作燔
祭獻給耶和華；耶22:13說到讓
鄰舍白白做工不付工價是不公平
的。
要留意的是，耶穌這句話
不是對接受好處的人說的，而是
對得到能力去幫助別人的門徒說
的。耶穌是說：「你們從神白白
得來，所以可以白白分給人。」
祂要強調的是：傳福音的人不要
想從中賺取什麼。
但耶穌接著說門徒每到一
城，要去住義人的家，讓那個家
庭照顧他們的需要。那些不肯接
待門徒的人，耶穌宣告他們在審
判的日子有禍了。所以，接受福
音好處的人，是有責任要照顧傳
福音的人，因為他們不會從中賺
取什麼。
神的經濟觀點永遠都是不要
把神所賜的積攢起來，要大方分
享和分派出去。如果你拒絕照顧
把福音帶給你的傳道人，就扭曲
了神的分派計畫。

Photo by nevil zaveri

天父，懇求引導毛里求斯的錫克教徒對耶穌的教導產生渴慕的心，但願他們能
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上，成為主的門徒。「眾海島啊，當聽從我！遠方的眾民
哪，要留心聽！自出母胎，耶和華就選召我；自出母腹，他就稱呼我的名。」求主使毛
里求斯的旁遮普人明白神愛世人的心，願意回應主的呼召，欣然接受成為神國度的一份
子。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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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毛里求斯的馬拉塔印度教徒 Hindu Marathas in Mauritius
辛 瑪 （ Himmat） 是 一 名 住 在
毛里求斯講馬拉提語的印度
教 徒 。 他 在 「 世 界 戲 劇 日 」 （ World
Theater Day） 贏 得 了 「 國 際 戲 劇 協
會」（International Theater Institute）
所頒發的最佳男主角亞軍獎。會後他接
受訪問時充滿熱情地說：「我有信心，
毛里求斯的劇場擁有光明的未來，我們
甚至會有機會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我下決心要開始寫自己的劇本，而且我
已經創辦了一個戲劇社團。過去幾年，
我和團隊贏得了一些獎項！」

正直人的路是平坦大道。箴15:19

平坦
selulah是描述「修直的道、
一條寬闊容易走的大道」。經文說得很
直接：正直人所走的是一條修直了、很好
走的大道。
所羅門把orach（路徑）和selulah
（平坦）連接一起，告訴我們通往天上
的公路不是一趟神祕的旅行，你不需要
摸索著找路標，與神同行的道路是清
楚、平順、通暢、寬大的公路。
或許你會抗議說：「不對啊！為
什麼我的道路總是坑坑窪窪，常常遇到
叉路和路障，一點都不像所羅門所說的
selulah呢？」

「我是一個虔誠的印度教徒，在開
始寫劇本或演戲之前，我會獻上貢物給
印度象神迦尼薩（Ganesh）。它是困
境之神，當我在創作上面臨貧境時，迦
尼薩會賜給我創意。」

是的，我們都會犯錯，總是會把
事情搞糟，成為神大道上的障礙。有時
一不留心，這些障礙甚至會把我們甩下
來，使我們面臨失敗或出局。這不是公
路的問題，而是駕駛的我們出了問題。

雖然在毛里求斯，1.7萬名馬拉塔
印度教徒（Hindu Marathas）屬於少數
群體，但他們在經濟、社會、政治及文
化發展上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戲劇、
電影製作領域更是廣為人知。

你想想，當耶穌要走上十字架的
道路時，祂會否糊里糊塗、不識方向？
當然不會，耶穌是直接走向十字架，而
我們卻總是想要尋找別的出口。本來我
們應該跟從耶穌走在selulah上，但問題
是我們跟隨耶穌的決心不強。

他們是虔誠的印度教徒，忠誠地慶
祝所有印度神祇的節慶，比如象神迦尼
薩（Ganesh）、濕婆（Shiva）、杜爾
伽（Durga）和梵天（Brahma）。他們
對福音始終抱持著保留態度，拒絕任何
會影響他們原本生活的影響力。信主的
前印度教徒會遭受親友和家人的拒絕，
甚至是迫害。

要走神的道路，沒有比願意聆聽
和順服神更重要，但也是最難做到的。
然而，只有你可肯聽從並順服神的指
引，就一定能走在平坦的道路上。

天父，祈求幫助說馬拉提語的印度教徒能脫離印度教、傳統，甚至是成功的生
活帶給他們的捆綁，求聖靈柔軟他們的心，使他們能向耶穌的福音敞開，不會
拒絕能帶給他們永生的救恩。求天父讓馬拉塔印度教徒能在各領域和環境中遇見有見證
的基督徒，透過他們能認識獨一真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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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11

毛里求斯的印度教徒

星期四

Hindus in Mauritius

看哪，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
善，何等的美！詩133:1

毛里求斯人拉奇（Rachit）在準
備受洗時表示，在這以前他從
沒感受過如此的平安喜樂。他和妻子兒
女一輩子都奉行印度教信仰，祭拜數以
百計的印度神祇，直到他們的朋友羅伯
特向他們作見證，全家都決志接受了基
督。

看哪
大衛用希伯來字hinneh開
始，是為了加強後面的話。hinneh有感
嘆號的作用，一般用來描寫整句話的
情緒。
聖經中有很多句子都用這字，如創
12:19「看哪，你的妻子（在這裡），帶她
走吧！」出3:4中，神從荊棘裡呼叫，摩西
回答：「hinneh」（是！我在這裡）。每次
聖經作者用hinneh時，就是表示「請注
意！」

拉奇在水中央大聲宣告：「我接受
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我生命的主。」
羅伯特為拉奇施洗：「我奉父、
子、聖靈的名為你施洗。」
接著拉奇的太太米莎（Meesha）
和3個孩子也一一接受水禮，一個擁有
新生命的家庭就此誕生！

首先，hinneh幫助我們看到作者
的想法、明白他的感受，以便可以進
入他所要描述的世界。其次，hinneh讓
我們看到聖經作者要我們留意的事，
清楚傳達神最重視的是什麼。最重要
的，hinneh好像一個發出響聲的號角，
喚醒我看見很重要的東西。在這節經
文就是：「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
善，何等的美。」

超過47%毛里求斯人奉行印度教
義，有個宣教團隊成功透過教育相關的
外展行動，以及幫助窮人的事工接觸到
他們。目前家庭教會正在成長中，信徒
們開始研讀聖經、接受門徒訓練，並與
其他人分享他們的見證。

每次當我們在聖經中看見hinneh
這字，就需要起立，向天舉手呼喊：
「是的！神啊。」我敢肯定，這個態
度一定能改變你讀經的方式！

感謝天父在毛里求斯的印度教徒當中所行的一切！祈求聖靈繼續吸引千千萬萬
人投靠全能主慈愛的膀臂。「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遠
遠稱頌你的名！我要天天稱頌你，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
美，其大無法測度。這一代要對那一代頌讚你的作為，他們要傳揚你的大能。」但願毛
里求斯的印度教徒能認識偉大的主，和我們一起敬拜全能神，訴說神奇妙的作為。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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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莫桑比克和馬達加斯加的古吉拉特人
Gujaratis in Mozambique and Madagascar
看哪，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
的美！詩133:1

和睦
我們的神是一個眷顧群體的
神，祂要我們和弟兄姊妹一同成長、一起走
這條路。現代人多數不喜歡與別人打交道，
而是更享受獨處，但神期待我們與別人在
一起。
Photo by Adam Cohn

哈尼夫（Hanif）是一名古
吉拉特（Gujarati）商人，
他與妻女一起移民到莫桑比克，
在這裡開了一家雜貨店，準備要
在新家園大展宏圖一番。可惜，6
年後他在非洲的發達夢徹底破滅
了，因為有一天他的家遭歹徒入
侵，不只奪走了他們的財物，哈
尼夫還不幸遭槍殺。
更不幸的是，這並不是一宗
單一個案，而是一連串發生在古吉
拉特移民身上的攻擊事件之一。
許多古吉拉特商人和家人住
在莫桑比克和馬達加斯加。他們
擁有精明的商業頭腦，使他們無
論移居到哪裡，都可以有很好的
發展和成就。
古吉拉特人能夠自由取得母
語聖經，但人們需要看見能夠活
出對「成功」有不一樣詮釋的基
督徒。

yachad的意思是「合一」，更準確的
意思是「大家在一起」。把這字放在句尾，
就強調「完全在一起」。
大衛覺得還不夠強調神的心意，除了
在句首加了hinneh（看哪），又在句中加了
gam，這字和yachad連在一起，就造出一個
新字，包含「確實全在一起」或「當然全在
一起」的意思。就好像在句子首尾都加上了
感嘆號，實在沒有比這更強的語氣了。神的
心意再清楚不過，祂要我們肩並肩、手挽手
地在一起。
有句俗語說：「若不是因為別人，這世
界再好不過。」但這不是神的心意，衪在伊
甸園就已說：「那人獨居不好」。人受造就
是要在靈性、身體、情感、心思意念上和別
人在一起。
現在我們要回答以下的問題：我該如何
參與跟隨基督的人，和他們在一起呢？我該
如何除掉隔閡的牆，與弟兄姊妹有更深的連
結呢？我該如何愛我的鄰舍呢？

天父，祈求開印度教和穆斯林商人靈裡的眼晴，謙卑地看見自己需要悔改和救
恩，但願福音能從他們傳遍整個家族。求神賜給少數的古吉拉特基督徒力量和
勇氣，當他們被自己社群拒絕時，能夠無所畏懼。為在馬達加斯加舉行的研討會禱告，
該研討會計畫聚集對牧養古吉拉特信徒有興趣的人。求父神賜下一個基督教機構來負責
組織給青年人的運動和英語社團。求神保護在莫桑比克和馬達加斯加的古吉拉特人，使
他們免遭危險的罪犯侵害；求神給他們機會在神手中得著庇護。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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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馬達加斯加的北韓人 North Koreans in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住著一個亞洲族
群，他們當中許多人是以藝術
之 名 來 到 這 裡 。 從 1969年 開 始 ， 位
於北韓首都平壤的「萬壽臺創作社」
（Mansudae Art Studio） 注 陸續捐助
了民族主義雕像、紀念碑和紀念館等禮
物給16個非洲國家。

你們應當有這樣的思想，這也是
基督耶穌的思想。腓2:5，新譯本

有這樣的思想
若想要像耶
穌，必須有怎樣的思想呢？保羅似乎
在表達神永不改變的世界觀，包括饒
恕、犧牲的愛、救贖、憎恨罪惡、慈
悲、眷顧百姓的群體。請注意，保羅
是說「你們」應當有這樣的思想，因
此在神看來「群體」的觀念很重要，
我們也要有這個觀念。

根據俄羅斯《Calvert Journal》雜
誌報導：「北韓過去一直免費輸出工
人和物資到非洲，到西元2,000年才開
始收取費用。1970年代，北韓免費資
助馬達加斯加興建總統府亞沃羅哈宮
（Lavoloha Palace）和農業水道，所
以直到今日，馬達加斯加仍視北韓為親
密的盟友。」

或許我們同意群體的觀念，但不
一定知道如何操練和實踐，因為來自
不同背景的群體要達成合一，是很大
的挑戰，所以許多人乾脆選擇躲避這
個問題。

在馬達加斯加，一般60歲以上的
人都會對北韓的開國領袖
金日成表
示敬意。儘管平壤政府早已與世界多國
斷絕來往，但馬達加斯加依然歡迎北韓
的軍備及軍事支持。

保羅揭露了神提供給我們的方
法，就先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時時
保持與耶穌相同的世界觀。
實際上，生活中的每件事，耶穌
都是我們的榜樣和標準；祂是我們的
首領，是初熟的果子，是我們完美的
代表和最終的目標。當我們讓耶穌成
為我們的頭，以祂的眼光來看事情，
就一定能更好地跟隨耶穌。

今天約有1.5萬北韓人住在馬達加
斯加，幾乎所有人都沒有信仰，整個社
群都是未得之民。北韓人有充足且可取
得的福音資源。

讓我們預備自己的心：下次當你
走進一間房間，面對著一屋子的人，
你想他們是看見你呢？或是從你身上
看見主耶穌呢？

成立於1959年，是世界上最大的藝術工作室之
一。據稱有大約4,000名雇員，其中包括朝鮮最有
才華的800到900名藝術家。
注

萬壽臺創作社資料：https://reurl.cc/XEkoa

天父，求你使住在非洲的北韓人，能透過身邊的基督徒或福音材料，接觸到福
音，讓神的話進入他們心裡。求神使用約1%的北韓基督徒，剛強壯膽與鄰舍分
享福音。但願南韓的屬靈復興同樣發生在北韓，讓他們能自由接受基督信仰。「你當倚
靠耶和華而行善，安居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又當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裡所求
的賜給你。當將你的道路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求主使在非洲的北韓
人能學習信靠祂，經歷神是他們最堅固的保障。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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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7 月 14

星期日

馬達加斯加的安塔卡拉納人
Antakarana People in Madagascar
因為有些人偷偷地進來……
猶4

偷偷地進來
短短25節，
猶大用了很多字是新約聖經別處
找不到的，pareisedusan就是其
中一個，它的意思是「從旁邊進
來」。
Photo by iStock

「主啊，我們求祢藉著聖山向我們
顯現祢是那位全能者。」一群低下
頭禱告的人，輕輕點頭同聲說：「阿們。」
另一名女人禱告：「求主粉碎撒但的
權勢，釋放安塔卡拉納人來敬拜祢。」更多
人點頭，伴隨著輕輕的阿們聲……
一支小小的宣教隊伍聚集在一間位於
馬達加斯加北部的小屋裡，為安塔卡拉納人
代禱，他們不知道信實的神已垂聽並回應了
他們的祈求。聖靈柔軟了這個未得族群的關
鍵人物的心，已召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了！
大約40萬安塔卡拉納人住在馬達加斯加
北部，他們使用自己的語言，而非官方語言
馬爾加什語（Malagasy）。
幾乎全部安塔卡拉納人都是穆斯林。
他們除了伊斯蘭信仰以外，也祭拜祖先。某
個宣教機構曾經分享：「他們的生活的每個
細節，幾乎都被一堆複雜的禁忌和儀式所控
制，只要出一點差錯，就會招來祖先的詛
咒。」

對於這些從側門進來的人，
猶大沒有什麼好話說，他直接指責
他們為異端邪說。首先，他們把神
的恩典變為放縱情欲的機會；其
次，他們否認耶穌是唯一的救主。
也許你會說：「我可以分辨異端
邪說，不會那麼容易被愚弄的。」沒
那麼簡單。pareisedusan這不尋常
的字意味著「偷偷進來」，它是趁人
不注意時，裝成和我們一樣混了進
來。這些敵人是在暗中扭曲神的真
理，他們不會大聲喊出錯誤訊息，
而是稍作改動，等你發現時已經太
遲了，你不會陌生這些從旁門偷偷
溜進來的思想：「聖經這些話是說
給當時文化的人聽的，對我們已不
適用」、「我們必須寬容這些人，因
為神愛每個人」、「只要不妨礙人就
沒關係」、「我們要有信心支取神
的祝福，追求想要的生活」等等。
只有知道神的屬性、熟悉神的話，
才會警覺這些從側門偷偷進來的
賊。

天父，求你將安塔卡拉納人從伊斯蘭和祖先祭拜的捆綁中釋放出來，使他們能
進入救恩所帶來的自由。求神興起許多人每日為安塔卡拉納人禱告。「我的
王，我的上帝啊，求你留心聽我呼求的聲音！因為我向你祈禱。」求天父回應我們的禱
告，使更多安塔卡拉納人得拯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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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7 月 15

星期一

馬達加斯加的馬羅島科摩羅人
Maroe Comorians in Madagascar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呢？」
一個小女孩邊走邊嘀咕著。

他們把我們神的恩典變為放縱情
欲的機會……猶4

「我們快要到家了。」媽媽牽著
她的手，疲乏地回答。

放縱情欲的機會
aselgeia這個
字很不容易翻譯，有些英文版本翻成
「不道德行為的許可證」。我們需要
知道，aselgeia含有比性道德低落更廣
的意思，不然會以為猶大的警告與我
或我的教會無關。我們會說：「我的
教會沒有人犯淫亂或性濫交，大家都
是好人。」我們這樣想，難怪教會的
離婚率與外面的離婚率一樣；難怪有
那麼多弟兄，包括牧師，掙扎於色情
問題；難怪我們認為青少年無法勝過
性誘惑是正常的。我們需要看到這字
更廣的意思，才不會覺得放縱情欲與
我們無關。

這是漫長的一天，她們在市集兜
售農產品，現在正推著手推車走在泥
濘路上，往她們簡陋的房子走去。
「不是的，媽媽。」小女孩問：
「我問的是在科摩羅的家。」
母親望著女兒，無可奈何地說：
「孩子，現在馬達加斯加才是我們的
家啊！」
「可是爺爺和奶奶呢？我們什麼
時候才會見到他們？」
母親聳聳肩，繼續推著手推車
往前走，輕聲說：「我不知道，親愛
的。我不知道。」

在 古 希 臘 文 中 ， aselgeia還 包 括
靈魂的放蕩、為所欲為、無拘束的行
為和傲慢。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注重
個人自由多過道德責任的世界，所崇
拜的正是aselgeia的價值觀。而恩典恰
恰相反，它一定是自律、謙卑和虛心
的。

許多散居在異鄉的科摩羅人並不
是戰爭或政治壓迫的難民，他們是崩
潰經濟下的受害者。在科摩羅，許多
人沒辦法供養家人，大約有5千人只好
遷移到鄰近的馬達加斯加，尋求經濟
上的保障。

我們要靈魂放蕩，還是順服聖靈
呢？你不能兩樣都要，或認為自己有
權力做，否則aselgeia就會試圖闖入你
的靈魂。

就像馬達加斯加的其他居民一
樣，科摩羅人是穆斯林，但他們的信
仰混合了大量的民間宗教元素，包括
符咒、魔法、催眠術和詛咒。

天父，祈求差派宣教士到高度封閉環境以外的地方，能把握機會跟科摩羅人分
享福音。求神使科摩羅人從民間宗教和伊斯蘭信仰的捆綁中得釋放，使他們可
以認識全能的神，和神為他們預備的救恩。「我要引導盲人行他們所不認識的道，引
領他們走他們未曾走過的路；我在他們面前使黑暗變為光明，使彎曲變為平直。這些
事我都要做，並不離棄他們。」求神使這些被逼離家的非洲族群，能接受神的引導，
將盼望放在神所預備的永恆家園，那是比他們所能想像的任何一個家都要更好。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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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7 月16

星期二

馬達加斯加的葉門阿拉伯人 Yemeni Arabs of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是世界第四大
島嶼，也是世界最貧窮的
國家之一。為了暫時從生活壓力尋
求解脫，許多馬達加斯加人會去當
地理髮店找理髮師聊天、放鬆和嚼
卡特葉（Khat）。
卡特葉是一種能讓人產生短
暫興奮感的植物，其效果就像喝下
好幾杯很濃的咖啡，可以保持清醒
或刺激。嚼卡特葉是葉門阿拉伯人
在家鄉的日常習慣之一，他們把這
習慣也帶到了馬達加斯加。
一個葉門卡特葉商人形容卡
特葉是「穆斯林的酒精」，雖然在
馬達加斯加這是合法，伊斯蘭信仰
也允許，但卡特葉屬於昂貴的消
費，會帶來靈性和經濟的長期不良
後果。
也許嚼卡特葉在葉門的文化
中被視為道德中立，但它就像其他
的癮是一個謊言，那種飄飄然的舒
服幻覺，會扭曲了人們對安息真正
的定義。耶穌應許要帶領祂的兒女
進入豐盛滿足的生命，而這種娛樂
性的藥物卻攔阻了人們渴望進入真
正的豐盛。

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羅5:5

落空
kataischunei更準確的意思是
「失望」。很多時候我們不會被這節經文感
動，因為我們不真的相信神所設計的生活是
讓我們不失望的。
保羅提出了一系列神做的事，然後以
kataischunei作為結尾，說明在神愛的引領
下，我們所有的經歷都不會讓我們失望。
神知道怎樣教導我。如果我願意順服
祂，也許還看不見祂的計畫，也不明白祂的
作為，但只要我知道父神的屬性，和衪兒子
的憐憫心腸，就足於讓我說：「我相信你不
會使我的盼望落空。」
「盼望落空」就是所期待的願望沒有達
成。但如果我堅持「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
的意思」，就不可能會盼望落空。而這個盼
望的基礎乃是建立在天父憐憫、慈悲、恩惠
的引導上。
保羅說我們在患難中歡喜，是因為患
難能生忍耐。我們需要忍耐，因為忍耐能
夠產生深刻的屬靈品格，這也是神所有工
程的目的。我們的盼望不會落空，因為神
會將祂的愛傾注在我們身上。這正是神設
計的目的，祂就是要我們被祂的愛澆灌，
並感受祂的能力。如果你沐浴在神的愛
中，就永不會失望。

天父，求你使馬達加斯加的葉門阿拉伯人得著釋放，不被卡特葉成癮和這世界的
安逸給捆綁。求主耶穌顯明自己才是真安息的源頭，能使馬達加斯加的葉門阿
拉伯人得著豐盛的生命。但願他們能與耶穌相遇，使這世界提供的好處馬上相形褪色。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求
主使葉門阿拉伯人能夠明白撒但的誘餌和耶穌所應許的真豐盛之間明顯的差異。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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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7 月 17

星期三

在馬達加斯加播放電影《耶穌傳》
JESUS Film in Madagascar
不僅如此，我們也以患難誇耀。
羅5:3，中標譯本

以患難誇耀
這節經文令人難以
明白。「患難」的希臘文thlipsis不是指
那些日常瑣碎的小困難、小掙扎，而是
一個強烈的措辭，用來形容令人滅頂的
大罪惡，是可能發生的最不好的事情，
比如災害、死亡、毀滅、離婚、疾病等
等。而保羅卻說可以為這些患難誇耀。

Photo by bass_nroll

有一個方法可以幫助未信者讀到
路加福音，就是讓他們觀賞自己
母語的《耶穌傳》電影！

kauchometha是「誇口」的意思，
舊約的等同字是用來描述愚妄人，因此
猶太人很難明白為何保羅要用這個字。

馬克斯（Max）帶領一個團隊去到
一個偏遠村落播放馬爾加什語（馬達加
斯加的官方語言）的電影《耶穌傳》。
那是一個有鱷魚出沒的危險地方，同時
也是祖先祭拜很猖獗的地區。

保羅說他只有一個理由誇耀，就
是為耶穌在自己身上做成的工誇耀，為
能在聖靈裡生活而誇耀！我們本來沒有
什麼功勞，乃是被神的慈愛憐憫舉起，
得以進到祂面前，因此可以為這歡呼！

馬克斯的家人跟村民同住了兩個
星期，了解他們的習俗並建立信任和友
誼。當團隊播放耶穌傳時（這是村民第
一次看電影），觀眾首先被耶穌釘十架
的場景震撼，又在耶穌復活時心中滿溢
喜樂。馬克斯和團隊成員邀請村民跟隨
耶穌，並禱告上帝拯救他們脫離黑暗，
幾乎每一個人都回應呼召，福音的種子
因此得以在馬達加斯加結出果子。

好好想一想，保羅為什麼能夠為
患難臨到而誇耀？不是因為自己有堅定
不移的能力可以克服困難，而是因為這
些惡事不能打敗我們全能的神！保羅不
是為患難誇耀，而是為擊敗患難的神誇
耀；不是為了死亡誇耀，而是為摧毀死
亡的神誇耀；不是為疾病誇耀，而是為
釋放我們脫離疾病的神誇耀。
生活會遇到困難，但我所服事的
是一位得勝的神，衪能應付我生活中遇
到的一切事情，患難的毒鉤在哪裡？

這個以建立教會為目標的電影團
隊，將會在接下來的日子繼續在馬達加
斯加拜訪其他村落、與人建立關係，並
播下福音種子。

天父，求你大大使用播放電影的事工，將福音種子撒在每個觀賞影片的人心
田。「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要滋潤土地，使地面發芽結實，使撒種的
有種，使要吃的有糧。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絕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的旨意，達
成我差它的目的。」但願神的話能在馬達加斯人心中生根，許多人在基督裡被建造成門
徒，神的道在整個馬達加斯加被傳揚遠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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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7 月18

星期四

莫桑比克的柯堤人 Koti People of Mozambique
相信不會有觀光客想要拜訪安戈
謝（Angoche）這個城鎮，因為這
個地方不只荒廢殘破，地理位置還十分偏
遠。然而，莫桑比克最貧窮族群之一的柯
堤族，就是住在安戈謝。住這裡的人長年
面臨武裝衝突、崩盤的經濟，加上缺乏自
然資源，導致生活貧困。在他們當中，基
督徒的比例只有約1%，剩下的全是穆斯
林。
儘管這是個如此前景黯淡的地方，朱
利安（Julian）和安妮（Annie）卻常來這
個小鎮。他們正在幫助柯堤人建造社區中
心以供應各種需要，包括教育、健康、衛
生和語言學習等。

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你
所謀的，就必堅立。箴16:3

交託
若有100%保證會成
功的計畫，比如保證減肥成功、保
證賺錢、保證找到合適的配偶等，
那該多好！然而，所羅門只給我們
一個保證成功的答案，那就是：神
所贊成的！
galal的 意 思 是 「 將 某 物 交
上」。這個字在詩篇22:8和37:5
都用來描寫人把自己的事「交託」
耶和華，把所有計畫、盼望、夢想
全交給祂，自己不再背負擔子。

朱利安總結他們在柯堤族的經驗，充
滿熱忱地說：「我們度過了充滿挑戰的一
週，這些人幾乎一無所有，卻仍然想辦法
接待我們，他們值得我們付出一切！」

為何交託耶和華就能夠保證
成功？很簡單，因為你放下了掌控
權，選擇成為一個僕人。奇妙的
是，神有辦法使這些交託給祂的事
情成就，因為現在這已不是人的計
畫，而是神的計畫了。成功的祕訣
就是把全部計畫放在神手中，讓祂
按自己的旨意行事。

朱利安也分享了一對年輕同工夫婦的
故事，他們為了要接觸未得之民，搬到一
個沿海岸往北要走8個小時，而且方圓8英
里內都沒有飲用水的地方居住。為了保持
低調，他們都在傍晚舉行聚會。

然而，我們最大的問題不在於
不知道神的能力，而是神所要做的
常常不是我們想要的，於是我們會
忍不住回到管理的角色，並且試圖
對結果討價還價。

柯堤人有部分母語聖經，但沒有任何
聖經教導的錄音。

galal不再由自己管理，乃是完
全信任神，知道祂一定會眷顧。

這個小鎮已有好幾百人願意忠心跟從
爾撒（Isa），這對朱利安和安妮來說是
很重要的衡量。

天父，祈求保守柯堤族的初信者，使他們有勇氣與屬靈洞察力向鄰舍傳福音。
求神為他們預備牧者來牧養他們，幫助他們有堅定信心。求神供應你的僕人在
事奉和生活上的一切所需。懇求聖靈預備每個非洲沿海地區的族群，使他們的心柔軟
下來，願意相信所傳給他們的福音。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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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7 月19

星期五

莫桑比克的慕瓦尼人 Mwani People of Mozambique
凡心裡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
惡；箴16:5

在慕瓦尼族當中流傳著一個一千多
年前，穆斯林商人入侵他們土地的
故事。當時整個慕瓦尼族都改信了伊斯蘭
教，以免淪為奴隸。如今，慕瓦尼族認為
自己是穆斯林，但他們也相信非洲傳統民
間宗教。

驕傲—gevah用來形容高大的
東西，比如高山、高塔、高牆等。
當這個字用來形容人的時候，一般
指「要被別人抬舉、想要在別人之
上」。聖經中所有關於驕傲的形
象，都不是形容內心的活動，而是
指外表具體能看見的樣子。
聖經說人要單單尊崇神，但
今天的世界觀恰恰相反：不是尊崇
神，而是抬舉自己，「出人頭地」
、「登上頂端」「爭第一名」等觀
念深受歡迎。

「慕瓦尼」的意思是「沙灘」，因此不
意外這是一個由10.5萬漁夫和農夫組成的
強大族群，他們主要住在莫桑比克北部沿
岸地區。

如果我們認真看待這節經文，
就反省以下的問題：

新約已經翻譯成慕瓦尼語，但大
部分人是文盲，無法閱讀自己的母語
聖 經 。 於 是 全 球 福 音 錄 音 網 （ Global
Recordings Network, GRN）錄製了4種
慕瓦尼方言的音頻，電影耶穌傳也已翻譯
成他們的語言。

2
我選擇居住的社區，是為了讓
別人知道我的社會地位？

10年 前 ， 一 個 宣 教 隊 伍 在 他 們 中
間撒下福音種子，如今已開花結果。有
一對宣教士夫婦在他們當中建立了一間
教會；另有兩個宣教機構尼日利亞差會
（CAPRO）和非洲內地會（AIM）都在
訓練莫桑比克宣教士。另外，基督教電台
Radio Nuru用慕瓦尼語做廣播。

1
我的職業選擇有反映出神所要
的謙卑嗎？

3
我的教會是注重社會地位和形
象，還是願意默默為主擺上？
4
我是否尋求眾人的認可，過於
尋求神的稱讚？
我們常以許多行為偽裝自己，
但神看我們的動機。讓我們在聖靈
引導下，認清生活中哪些選擇是為
了提高自己的。求主幫助我們願意
住在「地下室」，只願讓人看見神
榮耀的殿。

天父，為已經有慕瓦尼信徒讚美神！求神使用他們為主結出更多果子。求神使用
當地教會、宣教機構和基督教電台成為福音流通的管道。求神供應服事的宣教
士一切所需。「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要除去埃及人加給你們的勞
役，救你們脫離他們的奴役。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藉嚴厲的懲罰救贖你們。』求主使
每個慕瓦尼人都渴望能從屬靈捆綁中被釋放。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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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7 月 20

星期六

莫桑比克的馬庫瓦納哈拉族

Makhuwa Nahara People of Mozambique
馬庫瓦族是莫桑比克一個主要族群，
占40%人口，而納哈拉則是馬庫瓦的
一個分支，住在這個國家北部的沿岸地區，
他們主要是從事貿易的漁夫。
由於他們住在沿岸地區，許多村落只
能靠船隻才能去到，因此外界很難接觸到他
們。納哈拉族較保守，也不喜歡變化；加上
他們有不誠實的文化，所以很難相信別人，
也不喜歡跟外來者交往。此外，他們不重視
現代教育的價值，因此普遍教育水平很低，
對外面世界幾乎一無所知。
信仰上，納哈拉族擁有伊斯蘭背景，但
許多人並不明白自己所信的內容，而習慣將
伊斯蘭信仰融合泛靈信仰的精神，類似的情
況在非洲其他地區也很常見。馬庫瓦納哈拉
文化很重視祖先祭拜，也很依賴巫醫，他們
會尋求巫醫幫助，希望能降低嬰兒的高死亡
率，然而卻往往徒勞無功。

Photo by bastian

謀惡的，豈非走入迷途？箴
14:22

謀
希伯來人重視土地，
他們文字和語言都混合著塵土、
田地、樹木、岩石、栽種和收割
等意象。受希臘文化影響的我們
則更注重思想的層面，難怪現代
神學充滿許多抽象概念的詞彙，
而不是希伯來文化的具體形象。
比如harash這個字，我們很自然
會想到「計畫、圖謀」的概念，
但這字的字根其實是關乎耕田和
刻畫石頭的動作，重點在於「留
下疤痕」。
犯罪就是在神所創造的世
界、或在靈魂留下了一道受傷的
疤痕，就好像用犁頭狠狠插入神
創造的大地，在神的和諧與公
義中留下難看的傷疤。罪不只屬
於思想的範疇，它更是實際的破
壞，很清楚地刻畫在人的臉上和
人際關係之間。
我們很容易把罪想成是一
種不好的思想，以為只要透過正
確的道德觀就能治好。harash糾
正了我們對罪的錯誤觀念，罪對
生命、對世界造成的傷口，只有
主耶穌的寶血可以修復。我們需
要藉著十字架的救贖才能蒙神饒
恕，重新進入神國度。

天父，禱告馬庫瓦納哈拉人能夠以開放的心聆聽福音。求神呼召更多人，特別
是鄰近族群裡的基督徒去到馬庫瓦納哈拉人當中，與他們分享基督的愛。求主
幫助馬庫瓦納哈拉人將信心的對象從巫醫轉向基督。不論神使用什麼方法將納哈拉人
吸引到祂面前，求神使他們以悔改的心回應，相信上帝會以行動拯救他們。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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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7 月21

星期日

馬拉威的堯族穆斯林 Yao Muslims of Malawi
主開導她的心，她就回應了保羅
所講的話。徒16:14，NET中譯本

開導
dainoigo不是開門、開
窗，而是開啟心門，讓人想像到的畫
面是神打開人心中的一扇門。這個理
解還不夠準確，我們需要看舊約翻成
dainoigo的希伯來字pit-raw所描寫的另
外一種「開」。
在出埃及記13:2中，pit-raw表示
「頭生的」，字面意思是「第一個打開
子宮生出來的」。一個婦人一生只會有
一次「頭生」經歷，對她來說是「前所
未有」的經歷。所以，神不只開啟呂底
亞的心門，祂是開導她如同生育頭一個
孩子，是前所未有的經驗。

Photo by Nevzat Y-¦ld-¦r-¦m

堯人的歷史起源可以追溯到莫
桑比克。後來許多人因為饑荒
和部落分裂而遷移到別處，並很快開始
與阿拉伯鄰居進行象牙和奴隸交易。

神開啟我們的心門，就像懷一個
孩子那樣，期待一個新生命到來，令
人驚訝和肅然起敬。當神開啟人的心
門時，我們所有傳福音的嘗試都變得
微不足道。一切都是神的工作，不是
按我們的計畫和意願，而是完全由衪
來掌控。

當年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
就是馬拉威奴隸交易的見證者，他的一
篇報導激發了一波進入該地區的宣教
運動。正如英國統治下的其他非洲地
區，1859年，利潤豐厚的奴隸交易終
於在馬拉威終結。不到10年之後，伊
斯蘭教大舉進入，到了1920年，已經
全面成為堯族的主要信仰。

我們的生活中有很多人需要神開
導他們，如同生頭一個孩子。我們的
啟迪無法開導他們，只有神能開導關
閉的心門，因為祂是生命的作者，唯
有祂能使人出死入生。

堯族一直沒有統一，相反地他們受
到地方酋長的統治，至今仍舊住在由傳
統首領管轄的小型密集村落裡，以古老
的刀耕火種法種植主要作物，如玉米、
高粱、豆子和花生等，也種植菸草為經
濟作物。今天大部分堯人住在馬拉威。

這段經文提醒我們禱告很重要。
神在禱告的地方作徹底開導的工作，
我們要禱告收穫的主，沒有祂，所有
努力都是白費的。

天父，祈求堯族穆斯林能透過各種管道，包括異夢、異象和神的話，接受主耶
穌的啟示。求聖靈開他們的耳和心，願意擁抱這位救主。求主保守努力接觸堯
族的宣教士們的事工能有果效；興起更多本地近文化的信徒，去帶領堯族人成為門徒。
「能聽的耳，能看的眼，二者都為耶和華所造。」求主使非洲的堯族有能聽的耳和能看
的眼，認識創造他們的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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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7 月22

星期一

坦尚尼亞的扎拉莫人 Zaramo People of Tanzania
郭（Kuo）小心翼翼地走在通往神
靈科萊羅（Kolelo）洞穴的路上，他
擔心自己一不小心摔倒，會把準備要獻給
科萊羅作為祭物的黑山羊掉落到地上。此
刻，巫師已在洞穴的入口處等他，他得加
快腳步才行。突然，他感覺到一陣狂風吹
來，還聽到葉子沙沙作響的聲音。他忍不
住發抖，很明顯這不是一個好兆頭！
扎拉莫人住在坦尚尼亞的達拉斯薩拉姆
（Dar es Salaam），他們受教育程度低，生
活充滿恐懼。在日常活動中，他們常能感覺
到巫術和邪惡的力量。
扎拉莫人視基督教為「外來者」，十分抗
拒。他們主要信奉一種民間伊斯蘭教，幾
乎可以在每件事情中都看到邪靈的作為，
因此他們的信仰很看重如何安撫邪靈，而
科萊羅（Kolelo）是他們祭拜的主要神靈。
每當有女嬰出生時，扎拉莫人會舉行盛
大的慶祝會，
因為他們是母
系社會，土地
乃是經由女性
繼承下去的。
多妻制度在這
裡不常見，因
為這樣男人會
擁有比別人更
多土地！
Photo by Rod Waddington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
事奉祂，奉祂的名起誓。申
6:13

事奉
avadh這 個 詞 與 強
制勞動和工作有關，通常指「奴
隸」，包含「你應該為衪服務」
的意思。
既然這字關係到「奴隸」，就
告訴我們關於上帝的自由觀念是什
麼。我們的文化非常強調自由，並
且認為所謂的自由就是無拘無束和
為所欲為。但這不是聖經的看法，
而是建立在希臘世界觀那種「人類
擁有獨立自主」的想法上。
神告訴我們沒有這回事，我
們要麼是罪的奴僕；要麼是神的奴
僕。當耶穌說你們不能事奉兩個主
時，祂的用詞是關於奴隸的制度，
你唯一能選擇的，只有服務對象。
當然，我們覺得最好可以不
必服務任何主人，擁有希臘式那種
無拘無束、做自己主人的自由，但
這種想法只會導致毀滅，因為等於
是選擇了要服務創物主以外的東西
了。
神呼召我們作祂的奴僕，單單
事奉祂，因為祂是愛我們的主，總
是為我們的好處著想。如果我能夠
選擇事奉誰，為什麼不選擇事奉全
然愛我的神呢？

天父，祈求幫助住在扎拉莫人當中的信徒，能成為神無畏的見證人，放膽分享
那使他們「無所畏懼」的信仰。求主興起以基督為中心的教會來帶領門徒，使
他們的信心得以堅固。「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怕，要站穩，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
行的拯救，因為你們今天所看見的埃及人必永遠不再看見了。」求主幫助扎拉莫人曉得
尋求神的拯救，不再懼怕任何邪靈。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34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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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神的耕種法 Farming God’s Way
你們為什麼稱呼我「主啊，主
啊」，卻不照我的話做呢？路
6:46

Photo by iStock

有句話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
漁。」全世界的宣教士和非營利組
織（NGOs）正從「神的耕種法」受惠，
這是一種使土壤變得肥沃，能增進農作物
產量的技術。
非洲是地球上受貧窮之苦最嚴重的
大陸，7.5億本來應當可以自給自足的農
民，卻因為農作物產量不足，導致無法養
家糊口。這個機構相信「神的耕種法」可
以幫助非洲大陸脫貧，把非洲從「赤地千
里」轉變為「世界糧倉」。
他們引用何西阿書4:6「我的百姓因
無知識而滅亡。」他們與許多未得之民裡
最貧窮的人分享解決的方法，成功案例比
比皆是。
「神的耕種法」所使用的技術是不犁
田，在堅硬如石的土地上鋪落葉、木屑等
有機物，稱為「上帝的毯子」。幾年後，
土地就會轉變成蘊含豐富養分的土壤。
「神的耕種法」成功案例絡繹不絕。
不少教會和差會使用這個方法為窮人提供
日常所需，藉此有機會向所接觸的族群分
享上帝所賜的其他禮物，包括天父的獨生
子耶穌基督的救恩。

主
聖經中有兩個不同的
希伯來字用來描述奴隸主人，一
個 是 adon， 意 思 是 「 主 」 或 「 主
人」；另一個是ba'al，指「擁有財
物的人」。
在以色列，奴隸主人從未被稱
為ba'al，儘管奴隸被視為是主人的
私人財產。在神的社區中，奴隸主
是adon，不是ba'al。耶穌的說法非
常猶太化，他說：「你們為什麼稱
呼我adon。」
這 兩 個 字 的 區 別 在 於「 關
係」。ba'al是一種占有的關係；adon
則是主人和奴隸之間有互動的關
係。實際上，從僕人的角度看，服
事adon是個人的選擇；服事ba'al則
是被利用，沒有選擇權。
神使用主人和僕人的形象來
說明我們和祂的關係，但祂從不用
ba'al來描述自己，祂是說：「你們
為 什 麼 稱 呼 我 adon， 卻 不 照 我 的
話做呢？」所表達的是我們與祂既
然有這樣的關係，就應該選擇順服
祂；沒有順服就沒有這個關係了。
你是神的僕人嗎？你與adon的
關係是建立在對祂的順服嗎？

天父，求你大大使用這個農耕技術，幫助許多未得之民中最貧窮的人，在日用飲
食上能得著幫助。也求主藉由這個關顧的行動，讓他們能經歷到耶穌的愛。「你
以恩惠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油脂。」求主使東非的族群能夠明白，神滿有恩
典，願意施恩賜福給他們，但願他們能夠轉而歸向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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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7 月 24

星期三

電影《遙遠的小船》 The Distant Boat Movie
過去西方世界在宣教行動中處於
領先地位；如今，從前受惠於宣
教運動的其他地區，是時候轉變角色成為
宣教士（Goers）和差派宣教士出去的人
（Senders）！
今天，非洲仍有900個未得族群，坦尚
尼亞和肯尼亞（或譯：肯亞）的教會已經發
展完善，但是在「萬民中使人作門徒」這方
面，卻是嚴重失衡地缺席。
有個新的電影計畫「遙遠的小船」想要
改變這個現狀。這是一部長篇影片，目的在
於激勵非洲教會更多參與第一線宣教。電影
在非洲獲得許多人的喜愛。
故事劇情圍繞著一位來自肯尼亞的年輕
馬克斯（Max），他擁有一份
都會男子
很好的工作、最好的朋友，以及一位將要與
他共結連理的女孩。然而，在一樁危急事件
中，他遇見了尤瑟夫
（Yusef），他來自一
個沒有教會、也沒有
任何基督徒的族群。
尤瑟夫是一個漁夫，
他救了馬克斯的生
命，馬克斯因此意識
到尤瑟夫的屬靈生命
也需要被拯救。馬克
斯認為上帝可能呼召
他成為一名宣教士。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太16:26

換
atallagma一般用來描
述兌換貨幣的過程。但耶穌深受
希伯來文化影響，所以祂的「交
換」是希伯來用詞nathan的概念，
指「伸出手將某些東西放在另一
個人的手中」，是一個給予和交
換的詞，通常意味著永久地從一
方轉移到另一方。
希伯來人會以nathan來描述
「向耶和華投降」的觀念，就是
將我的擁有權永久轉移給衪；把
我的生活和行動全交給祂，就是
讓自己成為耶和華的僕人，完全
順服祂。我的回報是什麼呢？就
是耶穌這個問題的答案：我願意
用什麼來兌換靈魂？
從nathan我們學習到：神唯
一能夠接受的兌換，是如同僕人
一樣的完全順服。如果你認為可
以與神協商轉讓的條款，就還不
了解這宗交易的性質。要知道所
有條款和條件都由造物主來定，
在神的世界裡「交換」是從我到
祂；從自我供應到完全依賴神供
應。
你能用什麼換靈魂？這個交
換是否符合神的條款和條件？

天父，禱告這部電影能喚醒非洲信徒，感動他們願與同胞和鄰舍分享耶穌基督
的愛；求主使許多非洲基督徒能夠成為宣教士，也成為差派者。「你們不要追
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就要顯明，你們豈
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求主使看過「遙遠的小船」的基督
徒，能夠期盼上帝透過他們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建立神的國度。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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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
7 月    

星期四

與非洲穆斯林的對話 African Muslim Dialogues
耶和華放在我口中的話，我豈
能不謹慎地說呢？民23:12

謹慎
shamar的意思很寬，
幾乎包含了所有「保護」的概念，包
括「保存、守護、管理、觀察」，同
時也含有「留心」的意思。shamar的
本質可以從兩個舊約故事看出來。
Photo by Eskinder Debebe

穆斯林的生活面對許多需要，只有
在這些基本需求被滿足之後，他們
才會聆聽耶穌可以帶給他們什麼。
烏干達的穆斯林很需要醫療照顧和提
高農作產量的方法，李卡蘿（Carol）和李雅
各（Jacob Lee）是這兩方面的專家。他們有
幸受邀與伊斯蘭的伊瑪目（Imam，伊斯蘭
的最高宗教領袖）進行伊斯蘭教和基督教
的宗教對話。
一名機敏的伊瑪目首先提出一個雙
方都同意的想法做為前提：「當你的態
度是無禮時，對贏得對方認同是沒有幫
助的。」在這個前設下，雙方都給彼此
機會聆聽。
雅各決定用自己過去在村落的服事，
鮮活地呈現福音內容，使在場的人明白神
的愛。這個地區很需要醫療照顧，瘧疾是
他們主要的問題，過去雅各夫婦每次來都
會帶抗瘧疾藥物給他們。另一個對他們的
實際幫助就是教導如何增進作物產量的技
術。正是他們向來付諸行動的關懷，成為
他們與穆斯林友好對話的橋梁。

第一個：創世記2:15，神吩咐
亞當和夏娃shamar（看守）園子。
在罪進入世界之前，神期望人類小
心看守祂的創造。我們得著管家的
權柄，就要謹慎管理世界，不只在
墮落前，在墮落以後也不能抱著冷
漠或無動於衷的態度。神既然託付
我們這個任務，我們就有承擔的責
任。
第 二 個 ： 撒 母 耳 記 上 1: 12，
哈拿向神禱告求一個兒子，祭司
shamar「 仔 細 觀 察 」 她 的 嘴 唇 在
動。因此我們知道「高度關注、仔
細留心查看」是身為一個管家應有
的責任。猶太人認為這個故事描寫
了禱告的最高境界，說明神對我們
的眷顧是很仔細的。祂了解我的思
想、感受、言語，甚至我說不出來
的話，祂都在垂聽。
我們可以學習到：在罪惡入侵世
界之前和之後，神期望我們保護衪的
創造。為什麼呢？因為神的創造反映
了衪的屬性，當我們守護神所造和所
賜予的，就是在敬拜祂了。

天父，求你為宣教士們打開可以與伊瑪目的對話之門，讓他們能在友好的氛圍
和關係中，幫助伊瑪目認識耶穌早已為他們預備救恩。求聖靈柔軟每個宣教士
所接觸的伊瑪目，使他們願意敞開心門來接受主耶穌白白的恩典，讓福音的好處能夠臨
到整個社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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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
7 月    

星期五

埃塞俄比亞的達薩納奇族
Daasanach People in Ethiopia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創
23:1

埃塞俄比亞（或譯：衣索比亞）的「生
命之道教會」（Kale Hiwot Word of
Life Church, KHC），因為神在埃塞俄比亞
的奇妙作為，開始訓練來自不同族群的信徒建
立教會。國際事工差會（SIM）在埃塞俄比亞南
部的事工，就是專注支持KHC所做的努力。
一名SIM的同工多娜（Donna）分享：
「這個事工訓練信徒如何透過講故事、戲劇
和見證來與人分享福音，效果是顯著的，大
大幫助了我們這個地區的信徒。現在他們會
帶領這裡的教會去接觸鄰近村落的未得之民
了。」
多娜和丈夫迪克（Dick）已經在達薩納
奇人當中服事了20年，這族群是KHC和SIM
外展事工的目標之一，他們約有9萬人，分
布在埃塞俄比亞南部、肯尼亞北部，以及南
蘇丹。他們是半遊牧民族，以畜牧以及種植
作物維生。
達薩納奇族世代信奉族群的民間信仰。
新約聖經、《耶穌傳》電影和福音書的錄音
都已翻譯成達薩納奇人的母語；在肯尼亞北
部已有4間具有植堂能力的達薩納奇教會。

牧者
ro’eh是聖經最早的
字之一，是個很重要的字，告訴
我們關於領袖必須知道的事。這
個字的字根是「牧養」的意思，
領袖最主要的角色是帶羊群去吃
草，餵養他們。
ro’eh一直是國王的頭銜和稱
呼。大衛用這個古老的皇室頭銜
表明耶和華神是王，他說：「神
是我的國王，祂在我生命中扮演
牧者的角色，祂牧養我。」
當主耶穌說：「我是好牧
人。」祂也是在用皇室用語說：
「我是真正的王。」這個宣告在
當時聽眾心中產生巨大衝擊，因
為他們都清楚ro’eh的歷史。
如果這字的威力在你心中
還沒起到醍醐灌頂的作用，想一
想耶穌對彼得說的：「餵養我的
羊。」你認為耶穌要彼得扮演怎
樣的角色？真領袖是餵養羊群的
人，你若不用天上的靈糧餵養交
託你照顧的人，就無法按照神的
方式做領袖。也許在世人眼中你
是個偉大的領袖，可是羅馬的凱
撒大帝也是。但在神眼中，偉大
的領袖只能是個牧者，而不是統
治者。

天父，為你在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所成就的美好事工獻上讚美。求你繼續使用
KHC和SIM同工，能訓練更多信徒將福音帶到鄰近部落，並在各處興起植堂運
動。求耶和華以勒的神供應同工們在生活和事奉上沒有缺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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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7 月27

星期六

肯尼亞沿海地區的阿拉伯人 Coastal Kenyan Arabs
卻要愛人如己。利19:18

伴隨著大海的聲音，漁船載著當天所
捕穫的魚，在柔和的微風中緩緩進入
港口。肯尼亞海岸邊住著許多阿拉伯人，微
風吹拂著他們住家的門簾，孩子們在門囗嬉
戲，散發著一股純樸的生活氣息。
阿 里 維 克多（A li V ictor）在 他 剛 出
生的兒子耳邊低語道：「阿拉。」他希望這
是 孩 子出 生後 第一 個 聽 到 的 聲 音。肯尼
亞大約有4.7萬阿拉伯人，多數住在拉穆島
（Lamu Islands）的沿岸地區，也有些人住
在內陸，以及主要的都市中心。他們說斯瓦
希里語（Swahili）和一種沿岸的阿拉伯方言「
阿拉比亞」（Arabiya）。
他們以種植穀物、蔬菜、棉花維生，同時
也飼養牲畜。在都市生活的人則是木匠、理
髮師、宗教領袖，也有受過教育人成為老師
或醫生。剩下的就是遊牧民，終年帶著牲畜
四處移動。
肯尼亞的阿拉伯人是未得之民，接近
94%人口是穆斯林，同時也相信神靈。當面對
危機時，他們會以施行法術來應對。肯尼亞
的阿拉伯人可以取得斯瓦希里語聖經、福音
錄音和影像資源。

人
耶穌引用舊約對文士
說這話，翻譯為「人」（鄰舍）的
這個字，實際上是告訴我們該如何
對待別人。希伯來文只寫子音，因
此書寫時有許多看起來相似的字，
然後再憑記憶加進母音，唸出來就
有不同的發音。「鄰舍」這字的子
音和「牧者」（參昨天文章）的子
音一樣，來自同樣字根ra’a。
利未記的律法讓我們曉得
「鄰舍」和「牧養」兩字有深厚的
關係：我的「鄰舍」是神交給我
「牧養」的人；當神呼召我成為牧
者，祂期望我牧養我的鄰舍。
作為神的代表，我首要的任務
就是餵養身旁的羊群。順帶一提，
不是由我來選擇誰是我的鄰舍，而
是神會把我放在祂選擇的地方，好
讓我的鄰舍來到我的生活中。
你以怎樣的方式來領導呢？是
專注牧養你的鄰舍嗎？是關心你身
旁的羊群嗎？還是你在等「更高」
的呼召，想要照顧遠方的羊群呢？
神是個鄰舍的神，祂有偉大的
計畫，可是這計畫卻是在小圈子裡
實現的，一個順服的人可以改變整
個世界。

天父，禱告是使這些生活在沿海地區的阿拉伯人能夠接觸到福音的第一步。求
主呼召代禱者忠心站在破口處，為這些珍貴的族群代求。求聖靈感動沿海地區
的阿拉伯人，渴望認識代替他們而死、付清罪債的主耶穌。禱告在沿海地區的阿拉伯人
當中能興起強壯的教會，帶領許多人成為跟隨基督的門徒。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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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
7 月    

星期日

肯尼亞的斯瓦希里族 Swahili People of Kenya
並沒有求問我。賽30:2

Photo by iStock

巴德魯（Badru）安靜地走進清真
寺，雙手緊張地撥弄著他的祕密護
身符。這護身符裡面裝著慎重挑選、帶有
醫治果效的可蘭經經文。
他的父親病得很嚴重，但全都伊斯蘭
的宗教師都束手無策，他心想：「或許用
斯瓦希里巫醫的占卜術搭配可蘭經經文，
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呢？畢竟這護身符裝
著的是阿拉（Allah）的話。」
「不知父親是否足夠強壯，能喝得下
這符水呢？不知他會不會康復呢？」巴德
魯內心充滿著忐忑不安。
沿海地區的斯瓦希里人大約有4.7萬
人，94%信奉伊斯蘭教，其中有些人所信
奉的是融合了古老的民間宗教。
斯瓦希里人從事小生意或文書工作，
也有人在學校教書，其他人則是農夫，主
要種植稻米、高粱、小米、玉米等。
斯瓦希里語的基督教資源是可以取得
的，但只有一小部分的斯瓦希里人是基督徒。

求問
今天我們得到一個異
象或目標後，會說：「好了，神！今
後由我來負責，謝謝你的幫助。」我
們常問神：「現在要怎麼做？」如果
我們的問題是：「我聽到什麼？」就
會好很多，可惜我們常做事，卻不聆
聽。神不是偶爾出現的顧問，祂不是
要告訴你該去哪裡，而是要帶領你走
每一步。
聖 經 用 很 多 次 sha’al， 描 述
人把問題帶到神面前，等候祂的
答覆。sha’al是一個認定「會有回
應」的動詞。當我求問神時，就
會期待聽到祂的答覆；求問了，卻
在還沒聽到答覆就行動，是極愚蠢
的。
現代人只願用很短的時間來求
問神，那麼短的時間能問什麼呢？難
道在診斷你患癌症的醫生面前，你只
想草草問他兩句嗎？在幫助你計算
財務的會計師面前，你只想用很少
時間和他討論嗎？在決定公司前景
的會議上，你只願開幾分鐘嗎？
今天我們都不求問神，很可能
因為我們並沒真正期望會得到神的
答覆。如果我們真相信神會回應我
們，就不會在還沒得到答案以前走
開了。

天父，求你在斯瓦希里族當中動工，超過100人有參加一對夫婦和一位單身宣
教士主辦的聖誕派對，地點就在肯尼亞沿岸一個伊斯蘭區域。求主使用這些
派對帶來福音契機，很快可以在他們當中開辦查經聚會。「耶和華啊，在強弱之間，
惟有你能幫助。耶和華
我們的上帝啊，求你幫助我們，因為我們仰賴你，奉你的
名來抵擋這大軍。求主使說斯瓦希里語的人能夠明白，他們必須緊緊倚靠神，沒有別
「神」能做你所做的事。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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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7 月29

肯尼亞的阿威爾人

星期一

Aweer People of Kenya

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麼。
創18:25

你能想像辛苦種植了一片玉米
田，卻被一群大象或是狒狒摧
毀你辛勞耕耘的作物嗎？對肯尼亞東南
部的阿威爾人（Aweer）來說，這是很
可能、也已經發生的事情。

審判
在我們的社會，法官不
制定法律，他只是執行法律。這文化
差異或許讓我們對shaphat這字誤解。
事實上，聖經對審判官的這個角色有
截然不同的觀念。

肯尼亞政府已禁止獵殺，因此阿
威爾人（或稱波尼人，Boni）不能殺害
這些吃掉他們的穀物、蔬菜和水果的動
物。傳統上，阿威爾男人以捕獵或貿易
維生；今天他們則以雕刻木製品以及提
供導遊服務維生。

在古老的閃族文化，不是由單
獨的法律治理各支派，而是由身為法
律的人來治理他們。首領以個人和集
體的方式體現出法律，他的話就是法
律，這是舊約對「審判官」的看法。

阿威爾人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既
沒有自來水供水系統，也沒有天然氣或
電力供應。由於降雨量無法預測，他們
需挖水井，但水井因為靠近印度洋而時
有鹹味，阿威爾女人需要頂著大太陽，
走到很遠的地方取淡水。

耶和華神是全地所有政府的體
現，祂是最高權威，這是為什麼會說
「政權落在祂肩上」的原因。若我們
認為聖經是一本法律書，要麼走向教
條主義，接受嚴厲刻板的法律；要
麼鑽漏洞逃出法律，對事物持模稜兩
可的看法。神對法律沒興趣，祂對人
心、性格、價值和順服的整個人際關
係有興趣。

根據最近的資料來源，只有非常少
數的阿威爾人識字，能夠接受教育的孩
童只有5%。阿威爾人沒有現代醫療設
備，因此平均壽命只有45歲。他們的宗
教是民間信仰和伊斯蘭教的混合。

約伯是一個「法律上的義人」，
但當他面對審判全地的主時，突然發
現他依據法律所做的宣稱是沒用的。
當我們從法律轉移到神的公義時，世
界就改變了，有自由從天上澆灌在我
們身上，神的政府管理我們的心。
今天你是活在法律之下，還是是
個自由國度的公民？
Photo by iStock

天父，祈求差派使者去與阿威爾人交朋友、幫助他們教育和醫療方面的需要；
求主使阿威爾語的聖經翻譯計畫能夠包含幫助他們學習讀寫；求主使少數已受
洗的阿威爾信徒的信仰能夠剛強地成長，並與他們的人民分享福音。「眾百姓看見了，
就臉伏於地，說：『耶和華是上帝！耶和華是上帝！』」求主使阿威爾人能對神有這樣
的敬畏，並且願意承認你是真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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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盧安達和烏干達的宣教動員
Mobilization in Rwanda and Uganda
「從枯骨到美麗的花朵」是
描述盧安達教會的最佳寫
照。1994年，發生在這個基督教國
家兩個部族之間的戰爭，使基督徒
彼此為敵，超過100萬人在這場種
族清洗中喪失生命，有些大屠殺甚
至發生在教會裡面。然而，如今教
會已得醫治，正走在跟隨神的道路
上，就是那位應許賜下基業的神。
隨著盧安達的教會越來越強
壯，他們已預備好與別人分享他們
的經驗和上帝的愛。現在，最主要
的需要是教會中的宣教動員和領導
發展。「夥伴事工」（Partnering
Ministries）是訓練年輕人跟其他社
群介紹真理的其中一環，其中一位
年輕人最近剛被差派到一個南蘇丹
的服事團隊，南蘇丹正是一個此時
此刻正在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基督教
國家，因此盧安達人有獨特的資格
帶領他們回到耶穌的道路。
烏干達也有一個建立完善的教
會需要動員基督徒去接觸未得之民
（UPGs）。國家政策容許烏干達敞
開大門接收來自全非洲的難民，其
中有許多人是從南蘇丹逃出來的未
得之民。

你的判斷、如同深淵。詩36:6

判斷
整本聖經對神是公義的啟示
很一致，公義不是指神做的事，而是指祂
是公義，也就是說公義乃是神的屬性，因
此衪絕不會違反這屬性，行不公道的事。
然而，在世人看來，神並不是總行公
義的事。基督徒面對最大難題就是：為什
麼這世界由公義的神創造和掌管，可是不
公義卻似乎占上風？
聖經根據什麼認為神永遠公義呢？這
是一個權力的問題。從聖經觀點看，神的
審判是祂在使用身為造物主的權力，因此
祂的審判不僅在執行祂的法律，也是對衪
的受造物行使權力，祂配得如此做，誰能
向祂發出抗議呢？
希伯來文在此是單數，應該讀成：
「你的判斷是個深淵。」這字和「審判」
來自同一字根，而審判包含了「政府」
的意思。「深淵」不是指無法解決邪惡的
事，而是指神統管的整個幅度。大衛在享
受治理全世界的神，這位以公義的屬性
審判世界的神，也是愛他的神，對大衛而
言，這只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安全。
你對神的審判也有同樣感覺嗎？還是
你對神的審判感到害怕或困惑，甚至試圖
去解釋和瞭解呢？這是個信任的問題。

天父，為烏干達教會的宣教動員禱告，求主使他們能夠去接觸未得之民、認識
宣教的聖經基礎；求主幫助烏干達教會對國內的未得之民有異象。為盧安達禱
告，能夠有越來越多建立在聖經基礎上、以基督為中心的教會；為盧安達的教會禱告
能夠差派更多人去接觸未得之民。「他又對我說：「你要向這些骸骨說預言，對它們
說：枯乾的骸骨啊，要聽耶和華的話。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看哪，我必使
氣息進入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過來。』」為盧安達和烏干達禱告，由聖靈吹進教會
中的新生命能夠在接下來的年歲當中依然存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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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請按聖靈感動，
寫下你為東非沿岸地區的
未得之民的禱告。

星期三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雅5:16

認罪
exomologeo（承認）
主要的意思是「說出同樣的話」。
認罪不是說一句「對不起」而
已，而是像簽一份有約束力的協定，有
如法律合同一樣，表示「我承認你說的
是對的。」當我認罪時，就是和神簽一
份合同，同意我得罪和冒犯了神的恩
典，而祂願意赦免我的罪。

Photo by Eric Miller

親愛的天父，

同樣道理，當我向你承認我的罪
時，也表示我簽了一個協定，同意我做
錯事，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並需要你
的饒恕。因此，認罪是個投降的舉動，
說明我需要和敵人簽訂一個條約。
認罪意味著三件事：我承認事
實、答應要尊重事實，而且同意條約上
投降者的部分。
沒有認錯的「對不起」是無用的
做作；不帶應許的「對不起」是假冒為
善；沒有投降的「對不起」是傲慢。
或許我們可以接受向神認罪，因
祂會公平處置我；可是向別人認罪卻很
難，這些人不比我好，憑什麼我要向他
們認罪呢？
我們的文化憧憬完美的形象，不
能容忍公開承認個人的失敗。然而，若
我們不同意神的教導，拒絕以神的眼光
看世界，那麼一群疏離的罪人糾纏在一
起，很自然就會疏離我們的神。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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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馬拉雅山中的天堂

尼泊爾和不丹
在古梵文中，喜馬拉雅的意思是「雪的住所」，
這個區域的神話、宗教、文學、
政治及經濟深受這山脈的影響。
在雄偉的喜馬拉雅山脈下，
有恬靜的祕境、有古老的寺廟，還有雖然貧窮，
但幸福指數很高的兩個國家：尼泊爾和不丹。
人們稱這兩個國家為「山中天堂」，
然而他們大部分人卻不認識天堂真正的主人，
也沒有讀過一句天堂主人寫給他們的話，
我們稱他們為「聖經未得之民」
（Bibleless Peoples），
就是至今仍無母語聖經翻譯的族群。
今天中文聖經已翻譯成很多版本，
但他們卻連一章母語聖經都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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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穎穎
部分資料取自   
The Many Challenges
Facing Bible Trans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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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早上，我隨一位譯經顧問走進
一間有點昏暗的小房間，只見幾個人已準
備好要開始一天的聖經翻譯工作。這是一
個比較完整的翻譯團隊，當中有母語譯經
員、有測試員、有讀稿員和譯經顧問。
我安靜坐在一旁不打擾他們，默默觀
察他們如何翻譯聖經。他們圍坐在一張大
桌子前，專注地完成自己負責的部分，有
人翻譯、有人檢查譯文、有人確保目標語
言受眾可以無障礙地在他的文化中理解經
文、有譯經顧問協助審核譯文，確認聖經
原意。
那天我離開之前，其中一個譯經員告
訴我：「母語聖經能讓一個族群以最熟悉
的方式認識神的話。如果沒有母語聖經，
信仰很難傳入一個族群；就算傳入了也很
難傳承到下一代。」
因此，母語聖經翻譯和宣教事工息息
相關，當不同族群開始用母語讀聖經時，
才能打破隔閡，把基督教看為是自己的宗
教，而不是別人的宗教。
聖經翻譯事工還有更深一層意義，當
譯經員願意花許多時間學習一個族群的語
言和文化時，就是以實際行動表達對該族
群的愛和尊重，這是一種效法耶穌道成肉
身的服事。
當你閱讀本月的代禱內容時，將會更
多了解在喜馬拉雅山脈下，一個譯經員在
翻譯母語聖經的過程中，智慧、身體、情
感及屬靈等層面上所面對的挑戰。

挑戰
		
1 家庭與文化
不丹是一個遺世獨立的彈丸
小國，一直都是全民信仰的宗教國
家，藏傳佛教對他們影響至深；尼
泊爾也是充滿濃郁宗教色彩的國
家，印度教深刻影響整個社會結構
和人們的生活方式。
這兩個國家是典型的南亞文
化，無論是佛教徒或印度教徒，宗
教活動都占了家庭的中心地位。他
們會在家中進行宗教活動，比如每
天在祭壇前獻祭品、燒香和誦經。
家中的長輩有責任把宗教信
仰傳承給下一代。打從一個母親懷
孕開始，就有許多關於這孩子的各
種儀式隨之而來。新生兒從出生到
命名，再到成長過程中的許多「第
一次」，比如第一次吃固體食物、
第一次上學、第一次刮鬍子或來月
經等，這些儀式自然地將孩子納入
家庭的信仰體系中；頻繁的宗教儀
式也持續把每個家庭成員連繫在一
起。
在如此家庭文化背景之下，那
些因為信了主而不能參與家庭重要
時刻的譯經員，會漸漸與不信主的
家人關係疏遠，甚至被誤以為是拋
棄了家庭。有時候，這種與家人和
社群的疏離所造成的壓力，會使他
們選擇回到家庭的傳統信仰中，或
放棄參與譯經事工。

好 的 聖 經 翻 譯 除 了要忠於原文，也
要做到在另一個語言裡準確傳達原文的意
思。因此翻譯團隊中通常會有當地人參
與，他們熟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能夠幫
助譯經員學習語言和翻譯聖經。但他們很
可能不是基督徒，對屬靈世界的認知不
同，往往會產生很多問題。至於已是基督
徒的譯經員則可能因為參與聖經翻譯，而
面對族人排斥和社群壓力。
Photo by wrei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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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2 世界觀與宗教觀
一個譯經員怎樣看待世界會影響
他的翻譯。比如南亞的印度教徒和佛教
徒都有輪迴的觀念，他們很自然視所有
生物有同樣價值，因此在翻譯時需清晰
解釋人和動物的區別。有時，為了確保
讀者充分理解聖經傳達的信息，翻譯一
些章節時需提供額外背景信息。
除此以外，南亞有敬拜多神的文
化，在他們看來沒有一個神是全善或全
惡的，任何神就算有超自然能力也無法
達到完美，要讓他們完全明白聖經中完
美的神是很不容易的。因此，翻譯這些
觀念時，要格外留意譯經員不會被自己
的宗教觀限制。

Photo by Robert GLOD

另一方面，如果透澈了解文化和
其他因素，可以幫助決定先翻譯哪本
書。比如，南亞一個翻譯項目發現印
度教群體可以體會律法的宗教要求，
於是把舊約一卷關於律法的書和新約
希伯來書放在一起翻譯，他們就能充
分理解「耶穌的到來成全了律法」和
「在基督裡的自由」。

挑戰
		
4 社群的挑戰
單單讓聖經未得之民得到母語聖
經是不足夠的，譯經團隊還要想辦法推
動該族群使用聖經，用他們容易接收的
形式傳遞神的話。
早期翻譯事工多數由遠離家鄉和
語言環境的譯經員負責，比較不會遇到
前文所述的來自家庭社群和宗教文化的
影響。但遠離人群的環境卻使譯經員很
難檢驗家鄉的人對譯文的理解和回應。

挑戰
3 不同的屬靈概念
		
在翻譯過程中，如何選用適當的
屬靈概念關鍵詞或短語，常常是很困難
的部分。不同宗教信仰有不同的屬靈詞
彙，與及對這些詞彙的解釋。比如當用
到「創造者」和「神」對應的本地詞彙
時，它所包含的意思很可能不是聖經原
文的意思。又比如在翻譯中很難向一個
印度教徒或佛教徒表達清楚「罪疚」和
「罪」的不同觀念。如果找不到適合的
對應詞彙而造一個新詞，又會讓母語聖
經讀起來像一本外國書。譯經員很需要
神所賜的智慧才能應付。

今天，好些翻譯團隊在譯經過程
中，同時跟族人分享翻譯成果，邀請他
們測試譯文是否有詞語搭配錯誤或文化
差異，如此一來即可以做適當調整，又
可以向人介紹這本母語聖經。
然而，如果家鄉社群不接納這些
譯經員或彼此關係疏離，他們也會拒絕
翻譯出來的聖經，更無法鼓勵他們使用
了。因此，如何幫助譯經員被社群接
納，可以和親友鄰舍維持好的關係，也
是這事工需要關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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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的一個聖經譯經員
我是在無意中認識她的。那次我
到一個工場探訪，留宿一個姐妹家中，
她正好那段時間在當地協助一個翻譯團
隊擔任譯經顧問，也住在那裡。她是我
第一個近距離接觸的譯經員。

她聽了之後，馬上翻開聖經創世記
11章唸給老姐妹聽。那天之後，她確定
這個族群很需要自己的母語聖經，知道
天父並沒有撇下他們；在天父眼中他們
何等寶貴！

她是一個傳統定義上的譯經員，
當她決定參與這服事時，她是預備獻上
自己的一生。在過去的年日中，她和另
一位同工在一個偏遠的窮鄉僻壤中，生
活了22年，為該族群完成了新舊聖經
翻譯。

在她青春最盛開的那些年，毅然選
擇要為這個看起來不那麼緊急、不受注
目的族群翻譯母語聖經。她花很長時間
居住在他們當中，學習他們的語言和文
化，當新舊約翻譯完成時，她從一個青
年人變成了中年人。如今，這個有了聖
經的族群，不只教會穩定成長，甚至成
為神差派去其他族群傳福音的精兵了！

早在1953年，已有這族群官方語
言的聖經，只是他們有許多方言，並不
習慣使用官方語言。但是當翻譯團隊評
估要為哪個族群翻譯時，這個已有聖經
的族群卻不被優先考慮。

我見到她時，她已60多歲，依然堅
守在翻譯崗位，每天固定和翻譯團隊一
起同工。我親眼目睹她還是保持著100%
熱情。這樣的人我在宣教士傳記中讀
過，而神讓我有幸親眼見到一個活的見
證！

1989年，她和同工認識這個族群
時，其實這裡的教會已有五十多年歷史
了。然而，因為沒有母語聖經，信徒的
靈命一直沒有成長，許多信徒還依賴護
身符和咒語來保護自己免受邪靈的侵
害；教會領袖也陷入情欲和金錢的軟弱
中。兩三代之後，信仰漸漸流失。

有一晚我們促膝談心時，我問她：
「為什麼不結婚呢？」問完就後悔了。
其實不說也知道，她長年在異鄉生活，
肯定會耽誤自己的婚姻大事。豈知她一
點也不在意地說：「也不是不要結婚，
弟兄本來就比姐妹少呀！」原來，她並
沒覺得被耽誤了呢。

有一天，她遇到一個該族的第一
代基督徒。這位老太太的丈夫是一位沒
有受過正式訓練的帶職傳道，已經去世
許久，但老太太還清楚記得丈夫講過的
一個聖經故事：

她不只擺上了一生，還心甘情願、
充滿喜樂地走這條路。那晚她面帶笑容
地跟我說：「從我事奉第一天，一直到
現在，神供應我一無所缺。」

「很久很久以前，人類只有一種
的語言。有一天，人類造了一個很高很
高的梯子要通往天堂。梯子造好後所有
人都爭先恐後爬上天堂，當他們在不斷
爬的時候，上帝聽到了他們吵鬧的聲
音，很生氣地砍斷了高梯，所有人都飛
散到四方，就這樣成了各種不同的種
族。那時美國人剛好站在最高的梯級，
離上帝最近，所以得到的祝福最多；而
我們剛好站在最低的梯級，所以我們是
最窮、最被人看不起的族群，連聖經都
沒有我們的語言。」

本月，當我們祈求神為喜馬拉雅
山脈下的尼泊爾和不丹的「聖經未得
之民」預備譯經員時，讓我們更多了解
譯經員，無論遠離家鄉或面對族人和社
群壓力，他們都面對著很大的挑戰；在
翻譯過程中，他們很需要從神而來的智
慧和屬靈洞察力。我們要忠心為他們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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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希納的見證（一） Testimony of Krishna
克里希納（化名）是一名印度教
徒，他是單單透過閱讀聖經，便
決志要跟隨基督。

我勸你將榮耀歸給耶和華以色
列的神、在他面前認罪，將你
所作的事告訴我。書7:19

剛信主時，克里希納面對很多挑
戰，他的鄰居們一直羞辱他，誣蔑他是
一個「吃牛的人」，其實克里希納信主
以後，仍然維持著不吃牛肉的飲食習
慣。

你所作的事──當人認罪時，天
使會歡唱，神會微笑，主耶穌會非常
開心，因為偉大的救恩計畫正在產生
作用。雖然公開認罪是一件很難受的
事，可是絕對不是羞辱，相反這是榮
耀神的事。當我們認罪時，就是宣告
耶和華是神，是統治者，是審判官；
當我們認罪時，就是簽定一個完全倚
靠神恩典的條約，表明我不再自我保
護，而是全然投靠祂。

除了他以外，還有另外5個初信者
同樣面對逼迫和困難，他們的牧師從一
開始便預備他
們的心去面對
這些苦難，常
常以神的話來
安慰他們，使
他們能堅持信
仰。
克里希納
信主後仍然與
父母和弟弟同
住，也繼續留
在村落教書。
兩年後，克里
Photo by iStock
希納的弟弟接
受了主；接著6年後，他的父母也加入成
為基督大家庭一份子。他們都是看到克
里希納生命美好的改變，而被神深深吸
引。如今，克里希納每週都在父母的家
中舉辦查經班，鼓勵當地牧者固定前來
教導神的話。

公開認罪和敬拜之間有密切的關
係，可惜今天的教會卻很少有這樣的
讚美敬拜。如果我們明白認罪就是敬
拜，就不需要更大的建築預算和更多
的節目了，也能在充斥著虛偽外表的
世界為主做鹽和光了。事實上，教會
若不常認罪，做什麼事都沒有用。
今天許多基督徒祈求復興，可是
若沒有認罪，復興是不會臨到的。教
會一定要看重操練在神和在同是罪人
的弟兄姊妹面前，敞開心扉來認罪。
新約聖經教導我們，要從神的家
開始做清掃工作。沒有認罪的地方，
就沒有敬拜，那裡只會有吵雜的音樂
和刻板的節目。

天父，為克里希納在家中所牧養的這些信徒禱告，求父讓他們在信心和愛心上
能不斷增長。禱告喜馬拉雅山區還有很多不同族群也可以讀到聖經，從神的話
認識到這位可以拯救他們的救主。但願福音得以傳遍那個地區。「可見，信道是從聽道
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禱告這節經文怎樣應驗在克里希納身上，同樣也應驗
在每個尋道者的生命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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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
8 月    

星期五

克里希納的見證（二） Testimony of Krishna, Continued
克里希納全家信主以後，便除掉家
中的神龕，包括他們供奉的所有偶
像。一開始，當他們的家庭拒絕每年向村落
的神祗供獻自家釀的酒時，遭受村民們排斥
和孤立，不讓他們參與村落其他活動，比如
修路、挖井和灌溉莊稼等。但過了一段時
間，村民還是重新接納了他們。
在克里希納信主的23年裡，他在村落
建 立 了 一 個 小 教 會 ， 有 30到 50人 固 定 聚
會，由克里希納的父親和兩位牧者牧養。
克里希納也參與一個新約聖經翻譯事
工，把聖經翻譯成當地一種方言，也是其中
一個少數民族的母語。
翻譯事工常會遇到的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在印度教的文化中，人們通常會請薩滿
（Shaman）來用雞血和酒為人治病，聖經
譯經員考慮到或許有人會視耶穌為另一個薩
滿，於是每次翻譯到描寫耶穌神性的經文，
就會特別備注；也會特別強調耶穌和薩滿醫
治人的不同之處。

我勸你將榮耀歸給耶和華以
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認罪，
現 在 將 你 所 作 的 事 告 訴 我 。 書 7:
19，NASB

現在
這個翻譯有個小錯
誤，小到好像沒什麼關係。原文na
在「告訴」動詞上加兩個子音，有
些版本翻為「現在」，可是na在
上下文中應該翻為「請」。在一個
「要求」的經文中，神用了「請」
表示溫柔的態度。
「告訴我」和「請告訴我」
在情感上是不一樣的；「現在告
訴我」更偏離了要點。約書亞是
對他所愛的一位兒子說話，他很
關心他，要求他要認罪，雖然認
罪可能帶來可怕的後果，可是他
曉得認罪能夠榮耀神。約書亞是
帶著承認自己在聖潔神面前同樣
也是罪人的態度，來要求他所愛
的人認罪。
na是 要 求 一 位 罪 人 允 許 別
人聽他的認罪，是承認自己也有
罪，這字會使人謙卑。沒有na意
味著帶著罪疚、羞恥和被羞辱的
感受來認罪，而那個折磨我們的
人，卻是一副義憤填膺高高在上
的感覺。有na則截然不同，這人
會與罪人一同哭泣，甚至願意分
擔他的罪擔。凡是經歷過真正認
罪的人，在態度上一定會帶有na
的氣味。

天父，祈求保護在印度教營壘中的基督徒家庭，使他們遇到逼迫時能有平安和堅
忍的信心。求神賜給每個聖經翻譯同工有足夠的聰明智慧和資源，能夠早日完成
為每個族群翻譯母語聖經的計畫。「我們為你們禱告的時候，常常感謝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父神，因為聽見你們對基督耶穌的信心，並對眾聖徒有的愛心。」禱告主的教會能夠
活出對耶穌的信心和對眾人的愛心，吸引更多人歸向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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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
8 月    

星期六

克里希納的見證（三） Testimony of Krishna, Continued
猶太人的領袖都很詫異，說：
這個人沒有跟過老師，怎麼會
這樣有學問呢？約7:15，現中譯本

詫異
耶穌的言談、行動和思
維方式都和普通人不同，難怪第一世
紀聽眾對祂感到詫異。thaumazo在古
典希臘文中包含各種情緒，可以是抱
著批評、懷疑、排斥的態度；也可以
是當看見或聽到難以置信的事時發出
的訝異；還可以是看到世外桃源美景
時的感嘆、尊崇或景仰某個英雄人物
等。最後，thaumazo還可以是帶有一
份懼怕、肅然起敬、戰兢的感覺。
Photo by Mary Hughes 1947

約翰用這字描述猶太人對耶穌
的反應很恰當，因為耶穌平易近人，
卻又與一般人很不一樣；祂溫和，卻
又會提出很高的道德標準；祂充滿愛
心，卻又會說令人扎心的話；祂能行
神蹟，卻不依戀權勢；他謙卑，卻站
在榮耀中；祂接納所有人，卻宣告自
己是唯一的道路。

在翻譯聖經的過程中，翻譯團
隊會持續和當地的牧者討論，
以便決定使用哪些詞彙最合適。通常這
些牧者會選擇他們習慣使用的詞彙，以
便母語聖經可以更貼近使用者所熟悉的
世界。在克里希納參與的翻譯團隊中，
有將近150位通曉當地方言的牧者與他
們配搭。

耶穌和我們不一樣，祂是真正合
神心意的人，而我們是虧缺神榮耀的
罪人。耶穌令人詫異，是因為衪以人
的樣式來接近我們，但當我們接近他
時，卻發現自己無法與他相比。當祂
牽著我的手，我立即感到詫異，因為
祂緊緊握住我的手，絲毫不放手，單
單這一點，我就和祂很不同了。

隨著新約聖經翻譯即將完成，興
奮之情在各處教會蔓延開來，大家都很
期待這本母語聖經早日誕生。不久後，
很多地方都舉辦母語聖經的啟用儀式。
這個版本澄清了一些關鍵的聖經概念，
可以幫助信徒更理解神的話。

天父，為克里希納「信道是從聽道來的」感恩，也為他信主後有負擔參與聖經
翻譯事工感恩。但願神使用這版母語聖經，幫助更多喜馬拉雅山區的族群，開
始一個又一個門訓小組。「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也傳到普天下，並且繼續增長，不斷
結果，正如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正知道神恩惠的日子起，在你們中間也是這樣。」以
這節經文為喜馬拉雅山區能因接受福音，個人生命和社區得著轉化禱告。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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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不丹的布羅克帕人 Brokpa People of Bhutan
不丹的阿伊莎公主（Princess Aisha）
正在向香港的亞洲聯盟發表演講。她
希望可以籌募到足夠資金，幫助佛寺僧侶修
復不丹的唐卡藝術品（Thangka）。

猶太人的領袖都很詫異，
說：這個人沒有跟過老師，
怎麼會這樣有學問呢？約7:15，現中
譯本

「在這幅圖像中，你會看到一個布羅克
帕僧人，還有他接受訓練之後，成功修復好
的一幅美麗唐卡。」阿伊莎公主一邊展示圖
像，一邊向會眾展示唐卡藝術品。

有學問
如果你知道猶太人
的教育方式，就理解為何猶太人會
詫異。他們並不是指責耶穌的教導
錯誤，而是懷疑祂的教導來源。

唐卡是藏族在棉布或絲綢上繪製的佛教
神像，它在佛教信仰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唐卡」這個詞的意思是「捲起來」，因為
只有在特殊的活動，比如婚禮或重要的佛教
節日，唐卡才會被打開。

猶太人很看重「名師出高徒」，所
以保羅會特別提到他的師傅是迦瑪
列。為什麼老師的名聲比學生的學習
內容重要呢？因為所有猶太人要學習
的都是律法書，沒什麼分別，唯有承
傳偉大的老師才會被視為有學問。

「對我的人民來說，唐卡是無價之寶。
有一些唐卡來自11世紀，是很有歷史價值的。
可惜，由於年代久遠和自然災害之故，很多唐
卡已經損壞，需要專人修復，而真正了解唐卡
和唐卡製作工藝的人，是那些保管它們的僧
人。」阿伊莎公主語帶惋惜地說：「但問題是
這些僧人不是藝術家，他們也沒有接受過如
何保存這些無價藝術品的訓練。」
說到這裡，阿伊莎公主稍為停頓一下，
然後臉上露出了笑容說：「還好，目前有一
個保存亞洲藝術品的專家正在教導這些僧人
如何修復唐卡。」  
有超過5,400名說布羅克帕人生活在不
丹東部最偏遠的村落。很多人是飼養犛牛的
遊牧民族。他們世代以來都是堅定的佛教
徒，同時也相信占星術。據我們所知，在他
們當中尚沒有人跟隨基督。

猶太人是嫌棄耶穌不曾跟隨出
名的老師學習，認為衪並沒受過教
育，所言未必可信。
但偏偏耶穌的教導卻有權柄、
有洞見，似乎祂背後有一位偉大的
老師，對文士們來說，耶穌像個
謎，他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人。
耶穌確實有一位偉大的老師，
就是父神。耶穌的教導是直接來自
父神，祂向人啟示的真理，勝過一
切所謂的名門和證書。真理不是從
書本或從人的教導而來，乃是從神
而來的。
沒有任何學位或書本能讓我們
更親近神，除非我們先成為祂的兒
女。只有教導而沒有聽從，那是沒
有益處的。

天父，祈求差派人帶著福音材料去到布羅克帕人當中，使他們能夠早日接觸到
福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宇裡求問。」但願布羅克帕人能尋求和找到這位主，深深
被吸引，祂的榮美遠超過人的想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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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不丹的查利人 Chali People of Bhutan
你們當負我的軛，向我學習。太
11:29

蒙加爾地區的房子

向我學習
昨天我們了解到猶太
人看重「師出名門」，有學問的人必須
承傳一個偉大的老師，所以耶穌的教導
引起了大家的驚訝和懷疑。你可以想像
當耶穌邀請別人來向祂學習時，對當時
的人是多大的冒犯，他們簡直覺得耶穌
是口吐狂言，不可能有人會向一個譜系
來歷不明的人學習！

Photo by Antonio Morales Garc+¡a

丹九（Denju）是個查利族的農
民，他正在耐心地向12歲的兒
子桑（Sang）示範怎樣收割檸檬草（或
譯：香茅，Lemongrass），一邊詳細
介紹說：「看，這植物的莖幹可以提取
精油；葉子曬乾後可以泡茶喝。」

所以mathete ap’emou顯然是在宣
告耶穌擁有權柄，祂的權柄不是來自人
的傳統，乃是從神而來，難怪猶太人聽
了會發狂！

丹九自豪地看著自己的兒子很快
就學會了。幾個月前，當地寺廟的一
位僧人曾建議他，把兒子送到寺廟成
為僧侶，但丹九和妻子認為這不是個
好主意，他們想要訓練兒子，使他有
一天可以接管家裡的農田。

今天的世界也一樣，當你宣告耶
穌是個偉人或了不起的教師不會讓人生
氣，因為世界上有不少這樣的人。甚至
你說耶穌會帶給人關於神的啟示，世界
也還可以寬容。但若你宣告耶穌是從神
而來，祂擁有最高和絕對的權柄，世人
就接受不了。

有超過1,000名查利人住在不丹東
部的蒙加爾地區（Mongar Region）零
零散散的村落裡。最近隨著一所小醫
院和一個水力發電站的建設，這地方
才有了一些發展。這個地區的氣候特
別適合種植檸檬草，是查利人的經濟
收入來源。

為什麼世人不肯接受耶穌帶來的信
息呢？深層的原因往往是不願承認祂的
權柄，更不要按照祂的教導來生活。如
果耶穌只是提供神學理論，那沒問題。
但祂要求的是徹底回轉和順服祂，在我
們的文化看來，就太強人所難了。

這裡有一個小寺廟，住著大概50
位僧侶，其中有些還是小孩子。查利
人世代都受佛教思想影響，至今尚未
聽過耶穌的救恩。

然而，我若不順服耶穌的權柄，在
行動上跟隨祂，就是和文士一樣懷疑耶
穌的譜系。

「要將耶和華的名的榮耀歸給他，要敬拜神聖榮耀的耶和華。」天父，禱告查
利人會認識聖潔永生神的榮美，藉著主耶穌寶血的救贖，得以脫離黑暗的權
勢，重新與榮耀的主建立關係。求聖靈在查利人心中動工，當他們看見大自然的奇妙
時，能渴慕認識這位創造大自然的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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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不丹的沙曼人 Tsamang People of Bhutan
因為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
地，要堅固向祂存純正之心
的人。代下16:9

Photo by iStock

沙曼人奈蘭（Nelan）熟練地擺了
一個瑜伽的姿勢，並專注地注視著
一幅喬可薩瓦拉（Chalkrasamvara）的畫
像，這是沙曼人所拜的神。
當奈蘭開始背誦Mantra（聖言）時，
這個有著12隻手的藍臉神像，似乎把他帶
入恍惚的狀態中。他開始高聲吟誦：「受
稱頌的神！不要丟棄我。在我的一切行為
中，請賜給我最卓越的頭腦。 」
他知道自己的聲量必須足夠大，才
能確保神靈能聽得見；而且他需要說很多
遍，自己與喇嘛（祭司）之間的聯繫才有
可能得以被修復。
奈蘭曾經質疑喇嘛要他每天默想，以
及不允許他喝烈酒的建議，並且多次向朋
友抱怨喇嘛，他為此向喇嘛道歉。
喇嘛告訴他：「如果你想重新得到神
明的垂顧，必須每天虔誠地默想和禱告。」
然而，喇嘛並沒有向奈蘭保證，當他這樣做
以後，神明對他的眷顧程度會和從前一樣。
今天有超過9,200名沙曼人零散地居
住在不丹的幾個小村落裡。大部分人是堅
定的佛教徒，每天虔誠地默想他們所選擇
的神佛。大概有3%的人是基督徒，他們正
面對很多挑戰。

堅固
哈拿尼帶著好消息和
壞消息來見猶大王亞撒，好消息是
神會尋找並眷顧義人，賜他們打勝
仗的能力；壞消息則是亞撒王依靠
人過於倚賴神，所以他接下來會面
臨掙扎和失敗。後來猶大國果然衰
敗，神的話應驗了。
今天神沒有改變，依然在全地
尋找決心跟隨祂的人，要堅固他們
手所做的事，這真是好消息。但壞
消息呢？
今天的商務文化和亞撒王那
時一樣，大家都依靠正確的合作夥
伴、發展策略和管理帶來利潤。人
們根據商業目標作計畫，很少考慮
是否符合神的目標。正如亞撒王的
治理，一時是行得通、可以帶來好
處的。但總有一天，壞消息會來
到：沒有神的堅固，成功的日子是
有限的。我的公司、計畫和成就，
都要和我一起失敗。只有我的心志
完全合乎永生神的心意，才有永久
的成功。
無論何時當我們為自己的利益
奮鬥，就成為哈拿尼警告的對象。
這世界眼中的利益、承諾、稱讚不
算什麼，神不要我們效法這世界。
你希望是得到好消息的人嗎？

天父，禱告沙曼佛教徒對基督徒所作的見證有一顆敞開的心，看見耶穌是又真
又活的神，並且願意接受耶穌作他們的救主。「願所有事奉雕刻偶像、靠虛無
神明自誇的，都蒙羞愧。萬神哪，你們都當拜他。」求主憐憫沙曼人，但願這個族群能
夠從祭拜假神轉向敬拜獨一真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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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不丹的達克帕人 Dakpa People of Bhutan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
平安，因為他倚靠你。賽26:3

要在喜馬拉雅山如此嚴酷的環
境中生存，什麼是最重要的
呢？答案是：犛牛！亳不誇張，不丹
東部的達克帕人離開了犛牛，極有可
能就活不下去了。

十分平安
神頒佈十誡引導我們
的生活，當我們一心遵守時，生命就會
更豐盛。雖然有時我們會有軟弱，但神
有恩慈憐憫，當我們沒有力量遵行神的
誡命，甚至違反了任何一條誡命時，先
知以賽亞這句話要安慰我們。

他們以犛牛的皮毛取暖，大大
小小都喜歡把自己裹在溫暖的犛牛氈
裡，以抵禦喜馬拉雅山間寒冷的空
氣；他們也用犛牛來馱重物，那是山
區最好的交通工具。除此以外，犛牛
肉和奶是達克帕人日常的飲食，尤其
他們的男人一天可能要喝超過30杯奶
茶，而奶茶的主要成分就是來自高熱
量的犛牛酥油，具有保暖作用。

shalom不是一個理性的認知，那
是希臘文化的概念，這字的希伯來字
yetser是「陶器」的意思。
神是陶匠，我們是泥土。神按照自
己的旨意設計了我們，當我們發揮功用
時就能被神使用，神的目的就達到，這
是希伯來概念的「十分平安」。

因此，對達克帕人來說，衡量一
個人的財富是看他擁有多少頭犛牛。
一般而言，富有的家庭大概會有180頭
犛牛；中等家庭則約有50頭；而貧窮
的家庭可能只有兩頭。

第二個希伯來字samach，意思是
「放置在上面」。當一個陶器完全放置
在神的上面，神就成了唯一的支撐，陶
器也肯定能得到平安。

達克帕人的服飾最顯著的特點是形
狀扁扁的「貝雷帽」（Flat Beret），
也是由犛牛毛織成的，帽子有5個「小
尾巴」的巧妙設計，可以讓水順著流下
去，這樣就不會流到臉上。

這不單是一個思想過程，而是我
的情感和身體必須全情投入在「陶器被
神支撐」，讓陶匠的手來掌管這整個過
程。當我們如此被神使用時，就會經歷
到shalom shalom。

幾乎所有達克帕人都是佛教徒，
大多數家庭都設有神龕。有些家庭在
他們的信仰中混合了一些西藏薩滿教
的內容。達克帕人與外界隔絕，也很
排斥外來者。目前尚沒有任何他們語
言的福音資料。

世界總是告訴我們：「你需要尋找
自己的價值和目的！」但希伯來的途徑
卻是依靠神。

天父，禱告有宣教機構看見達克帕族群的需要，願意付代價去到他們當中分享
福音。祈求天父為這個族群打開福音的門，讓基督工人能夠順利去到他們當
中，他們的心也能夠向神敞開。懇求神興起禱告團隊為達克帕族代禱。「我要向山舉
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禱告住在高山上的達克帕
人能夠尋求造物主的幫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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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不丹的德扎拉人 Dzala People of Bhutan
大利拉對參孫說：請你告訴
我，你為何有這麼大的力氣？
要用什麼方法才能捆綁制伏你？士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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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臘神話中，凡人西西弗斯
（Sisyphus）被諸神咒詛，他需
要把一塊巨石推到山頂，隨後巨石滾回
山下，他再重新推上去，永無止境地重
複著。
現在想像一下，如果你可以透過爬
到山頂而罪得赦免，卻只有在爬上山頂
那一刻才能得著赦免，你會否像西西弗
斯那樣一次又一次爬上山頂嗎？在不丹
的達克色村（Duksum）就有這樣的傳
說，如果一個人可以爬上俯瞰佛寺的山
頂峭壁，他所有的罪將得到赦免，不過
卻只限於他爬上山頂的那時刻而已。
德扎拉人住在不丹的東北部（在
中國的邊境上），村落的生活緩慢而簡
單。遊客們描述來這個地區旅遊，彷彿
回到了中世紀時期。曾有一份旅遊刊物
報導，要探索這個小鎮，只需十分鐘，
意思說這是一個很小的地方。鎮上最顯
眼的建築，是一座精心裝飾不丹風格的
神龕。
德扎拉人信奉佛教超過1,300年了。
當年佛教是由西藏傳入不丹，多個世紀
以來，僧侶們強化了佛教在這裡的影
響。

捆綁
神賜給參孫力大無窮的
能力，他卻被所迷戀的女人出賣。這
不是參孫第一次被女人誘惑，另一次
是他在迦薩找妓女。沉迷女色一直是
參孫的軟弱。
參孫的父母將他奉獻作拿細耳
人，他有拿細人應該守的誓言。參孫
沒有守誓，不是因為把頭髮剪掉，而
是他把神所賜的力量看為兒戲。細
讀參孫的故事，就會看到不只是女人
以詭詐誘騙他，事實上他的生命很有
問題：自大驕傲、不重視拿細耳人身
分、說半真半假的話等。
asar的意思很寬，包括「捆綁、
強制、監禁、抓住、俘獲」的意思。
將牛羊捆綁起來獻祭和以誘惑栓住人
心，都是同一個字。在現今世界，我
們會用這個字描述成癮的行為。
大利拉問：「用什麼方法才能捆
綁你？」參孫的回答讓我們意識到，
當人把神所賜的恩賜用在自己的身上
時，就是asar。
今天我們要問：「神賜給我什麼恩
賜，而我把這恩賜用在自己身上？」我
們必須願意認真看待這問題，並且
立刻悔改，否則就會像參孫被私欲
制伏。

感謝神，儘管我們罪大惡極，但你為我們預備了道路，使我們透過耶穌基督可
以恢復和神美好的關係。禱告德扎拉人能夠知道基督已為他們付清了罪債，聖
靈來他們悔改接受白白的贖罪恩典。禱告在德扎拉人的村落，早日有一個以基督為中心
的團契，屬神的人在這裡敬拜造物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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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日

星期五

不丹的崗都人 Gongduk People of Bhutan
世世代代以來，福音從未進入過屬靈貧
乏的崗都人心中。他們並不相信有神靈
會懲罰罪惡，認為一個人今生的行為不會改變
他未來的命運。今天100%崗都人信奉藏傳佛
教。
一位荷蘭語言學家在1991年發現崗都人之
前，外人對這個小小的族群一無所知。語言學
家在他的報告中提到：「崗都人生活在偏遠及
與世隔絕的土地上。他們的人數正逐漸減少，
語言也處於瀕危當中。他們居住的地方距離兇
險的馬納斯河（Manas River）有兩天的路程，
這是造成他們不為人所知的主要原因…… 」
目前約有2,400名崗都人住在不丹少數孤
寂的村落裡，他們可能是不丹最早的居民之
一。在1960年以前的數個世紀，這個族群幾乎
完全與外界隔絕，1960年，不丹國王開放更多
自由以後，情況才稍為好轉。
崗都人的生活歷經數個世紀，幾乎沒什麼
變化。嚴酷的氣候和地理環境阻礙了外界對它
造成的影響。
至今在喜馬拉雅山脈上，不知還有多少像
崗都人那樣的族群，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
們很需要在基督再來之前聽見福音，有誰會去
告訴他們呢？

耶穌伸手摸他，說：我
肯，你潔淨了吧！路5:13

伸手
ekteinas ten
cheira是一個引人注意的動作。
從故事情節來看，似乎沒有描
寫「伸手」這個細節的必要。
然而其實「伸手」這個動作蘊
含深層的意義，需要回到舊約
中才能看見它豐富的色彩。
整部舊約都在描寫神的能
力，聖經會用神「伸出來的膀
臂」或「伸手」來鋪張諸天，
行大有能力的作為。因此當路
加描述「伸手」這個細節時，
他是將耶穌與神聯繫在一起，
現場明白希伯來文的聽眾，一
聽就知道路加其實是在描述
神，他要表達耶穌就是神。
這不是一個長大痲瘋的人
遇到了先知的事蹟，而是一個
不潔淨的人遇見大有能力和聖
潔的神，祂伸出手醫治了他。
我們都需要神伸手的觸
摸，只有祂能夠醫治、潔淨和
饒恕我們。這個大痲瘋病人的
故事，就是我們的故事：我們
的罪污使我們不配站在父神面
前，但是聖子耶穌願意觸摸
我，除去我的罪污。祂伸出手
拯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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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祈求差派工人去到崗都人當中，為工人打開福音的門，為他們挪開一切
障礙，懇求聖靈預備崗都人的心，使他們的心柔軟，當聽到福音時，願意接受
耶穌成為他們的救主。「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裡，乃是永生。」但願崗都人願意熱切接受基督這份禮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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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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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不丹的拉卡人 Lakha People of Bhutan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將要往哪裡去，
就會很容易隨波逐流。拉卡人沒有
正確的屬靈方向，因此他們唯一的方向，
只能與造物主永遠隔絕。
不丹中部的拉卡人世代接受佛教一些
教導，對罪不敏感，對今生遇到的問題和
苦難，也沒有任何答案。他們經常喝澄酒
（或稱：青稞酒，Cheng），是一種常見
用大麥釀製的西藏啤酒。惡者在所有文化
中，都會以吸引人的方式來俘虜人，牠對
付拉卡人的方式，就是利用各種原料製作
具毀滅性的酒精飲料，使他們世世代代深
受酒精捆綁。
「拉卡」的意思是「山路的語言」是不
丹中部8,000多人說的一種南部藏語。他
們是飼養犛牛的游牧民族的後裔。另外，
約有1萬拉卡人住在不丹東部。
拉卡人是未得之民，全部人信奉佛
教，至今尚沒有接觸過福音，也沒有任何
母語的基督教資源或廣播電台。他們沒有
文字，所以很需要廣播和其他非印刷的材
料來認識福音。

Photo by Robert GLOD

耶 穌 伸 手 摸 他 ， 說 ： 我肯，
你潔淨了吧！路加5:13

我肯
thelo的 意 思 是 「 我
願意、我想要、決定、準備好、喜
歡」。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能聽
到的回應。沒有神的thelo，我們都
將失落。
神「能夠」拯救和神「願意」
拯救，兩者大不相同。今天我們讚
美神，是讚美祂願意拯救我們。是
神的恩典，並且只有祂的恩典，把
「能」和「願意」聯繫在一起。
痲瘋病人來見耶穌時，他並
不懷疑耶穌的能力，他相信耶穌能
夠潔淨他。只是，他不知道耶穌是
否願意？於是他說：「主啊，你若
肯，你能使我潔淨。」
問題在於神願意幫助我們嗎？
這是我們都想知道的答案，而耶穌
的回答是：「我肯。」
這答案有影響你的人生嗎？耶
穌不僅平易近人，而且他很願意拯
救我，無論我的病多麼髒、我多麼
軟弱和無助，耶穌已經揀選我，他
願意抓住我，砍斷我的鎖鏈，醫治
我一切的病態，完全潔淨我。耶穌
是以「肯」的行動來支持我。
你知道愛是怎樣的嗎？愛就是
說：「我肯」。事實上，這正是耶
穌生命的內容，是否也是你的生命
內容？

天父，祈求差派全球福音錄音網的現場錄音師能夠來探望拉卡人，並為他們製
作福音錄音和廣播材料。「耶穌對他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
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求主憐憫迷失方向的拉卡人，能夠尋求並找到只有耶穌能
提供的方向，這方向指向真理和永遠的生命！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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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 月11

星期日

不丹的可陶人 Kurtop People of Bhutan
我怕我再來的時候，我的神使我在
你們面前蒙羞，並且又因許多人從
前犯罪，行污穢、淫亂、放蕩的事，不肯
悔改而悲傷。林後12:21

悔改
很多時候我們承認自己的
罪，跪在神面前流淚，感受神的饒恕和潔
淨，卻只是外表的行為，內心並沒有真正
悔改，所以不久後又恢復原樣。
照片只屬象徵性

Photo by Carsten ten Brink

在一個可陶人的村落裡，只見
村民浩浩蕩蕩成群結隊地走出
家門，原來路口停泊了一輛「路虎」
（Land Rover），有一群來自印度的
探險隊伍來到了這個偏遠的村落。可
陶人很少機會能見到汽車，大家都覺
得很新奇。
可陶人居住在不丹一個位於喜
馬拉雅高峰聳立的山區。整個可陶
地區只有幾輛汽車，而且沒有加油
站，村民生活環境仍然十分原始和
純樸，時間在這裡彷彿停止了。
幾乎所有可陶人都是佛教徒。
目前還沒有一節聖經經文已翻譯成他
們的母語，也沒有這個語言的《耶穌
傳》電影或福音廣播。他們當中沒有
已知跟隨耶穌基督的人。

metanoia是從meta（改變）和nous
（心意）而來的字。這個字不是用來描述
外表、化裝等外在字眼，而是用來表達內
心和意志的改變，包含著「轉身離開、改
頭換面、走去新的方向、忘記過去」等意
思。
悔改的概念對基督徒來說不陌生，但
聖經多次指出，外在的禮儀和內心的轉變
是有差距的。一個認真悔改的人會與神建
立新的關係，並且反映在生活各方面。悔
改是從內心深處開始的，否則在錯誤態度
下，就算有對的行為，也是徒然。
悔改有三方面的原則：一、無條件順
服神的要求；二、全然信靠神，拒絕人的
幫助和自己的努力；三、轉離一切不敬虔
的事。
只有口中的道歉，不算真悔改。我可
能為各種行為和事件感到抱歉，但卻不改
初衷，這不是悔改。真悔改代表悔恨，悔
恨到一個地步一定會徹底離開。這種悔改
將體現在願意修補、饒恕和謙卑。

天父，祈求感動和帶領宣教機構來得著可陶人。禱告神斷開佛教對這個群體的
捆綁，求聖靈賜給他們屬靈飢渴，想要認識耶穌基督。但願在可陶人中間能興
起門徒運動，大大轉化這個群體，為他們帶來屬天的祝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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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 月 12

星期一

浩普人 Lhop People
困苦人發昏的時候，在耶和華面
前傾吐苦情的禱告。詩102:1

「孩子們，過來向這些神像跪
拜。」一個浩普族母親吩咐她
的孩子。

困苦人發昏
在歷史上，承受
困苦折磨的人是不分族裔、社會地位和
國籍的，任何人都有可能面臨困苦的絕
境。困苦不只是指身體上的痛苦，也可
以是心靈上的折磨。

他們站在一間立著兩尊神祇的寺
廟面前，一邊是「塔朗」（Talang）
神像，那是他們的村落供奉的神
祗；另一邊則是「達摩」（Gautama
Buddha）神像。這是他們僅知的兩個
神靈。

聖經中有許多困苦的人，比如埃
及使女夏甲被希伯來主母撒拉欺凌所受
的苦；利亞因為丈夫不愛她多年備受折
磨；約伯深受身上濃瘡帶來的痛苦；以
色列在埃及嘗盡為人奴隸的苦楚。

不丹是一個高山國家，而浩普人
住在這個國家一個非常偏遠的地方。
他們是母系社會，母親是家庭的帶領
者。

aw-nee包 括 了 「 貧 窮 的 、 匱 乏
的、軟弱的、可憐的、低下的」；
aw-taf則用來表達「昏厥、虛弱」。這
是一個身心靈受痛苦的人發出的禱告。

目 前 約 有 3,500名 浩 普 人 ， 他 們
的語言沒有文字形式。沒有人知道這
個群體什麼時候開始敬拜塔朗，塔朗
是當地人的神明，只在這個地方受人
祭拜。很多世紀以後，來自鄰國印度
的佛教徒把達摩的教義帶到浩普人中
間，從那時起，除了塔朗，浩普人也
信奉達摩。目前所知，他們當中沒有
基督的跟隨者。

在現今的世界，困苦還包括言語傷
害和霸凌，這種傷害往往是難以痊愈的
傷口。靈魂的憂傷會不斷鞭打我，直到
把我推向恩典的邊緣，希望神在我被這
痛苦完全勝過之前，趕快挽回我。
困苦的人所面對的是難以言喻、極
度絕望的苦，只能從內心的深坑發出哭
喊。這時候的禱告是冷靜反思發生了什
麼事？還是只能發出無聲的嘆息？
經文告訴我們，困苦時唯有呼
求神、等候神。耶和華是我們感受
aw-nee時唯一的盼望，我們還跟從誰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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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懇求帶領忠心的工人把救恩的信息帶到浩普人中間。求神帶領浩普語的
文字創作，這樣聖經可以被翻譯成他們的語言。禱告不久的將來浩普人能成為
基督的門徒。求天父保守被差派到這偏遠危險土地服事的所有長宣、短宣隊的安全禱
告。「耶和華啊，願我的呼求達到你面前，求你照你的話賜我悟性。」但願浩普人很快
也能呼求神，並且能明白神所默示的聖經。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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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 月13

星期二

不丹的努普比人（又稱來雅人）
Nupbi People of Bhutan (aka, Layap)

困苦人發昏的時候，在耶和華面
前傾吐苦情的禱告。詩102:1

禱告
這是一首身在患難
中的人向神陳明困苦處境的悲嘆
詩。tephilla的意思無疑是「禱告」，
它包含的有「發出禱告、禱告的殿、
聆聽禱告」等。除這字以外，希伯來
文有十幾個字用來描寫禱告，每個字
都包含希伯來世界觀中不同的重要因
素。奇妙的是，tephilla沒有清楚的詞
源字根，因此不能說禱告和人類其他
的體驗有什麼聯繫，只知道禱告對蒙
召跟隨神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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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翻譯是一項耗時很久，而
且過程艱鉅的任務。譯經員不
只需要經過特別訓練，也需花數年時
間研究目標語言。除了譯經員之外，
還需要有其他人幫助審校譯文的準確
性和可讀性，最後才可以來到排版、
印刷和發行的階段。

當你陷入困苦發昏的狀態時，你
的禱告是怎樣的呢？是否充滿了悲哀
的淚水和無盡的哀嘆？還是你會哭泣
到情緒崩潰？你的禱告是否伴隨著悔
恨、困惑、無助和絕望呢？

整個翻譯過程可能耗時幾十年，花
費數萬美元。如果只有區區3,000人使
用這個語言的，你會認為花費那麼多時
間和金錢為他們翻譯母語聖經很不值得
嗎？但我相信神會認為太值得了！

許多時候，痛苦人的禱告常伴隨
著孤獨，彷彿神不在身旁垂聽禱告，
感覺被神拒絕和拋棄了。儘管孤獨侵
蝕我，但詩人說創造主永遠與我們同
在，祂會信守所存應許。

不管一個族群有多少人，當中的
男人、女人和孩子對神來說都是非常
寶貴的。他們是按神的形像被造，神
非常愛他們，差派了衪的獨生子耶穌
基督為他們死在十字架上！

在困苦中，讓我們以只能用破碎
的靈說出來的tephilla等候神，因為這
首悲哀困苦的詩歌有一個不能忽略的
結語，就是我們在黑暗中禱告等候，
神的恩典一定會臨到。

如果努普比人是我們的家人和朋
友，他們會成為我們的優先嗎？我們會
關心他們的救恩嗎？我們會為神的話早
日能翻譯成他們的母語迫切禱告嗎？

天父，禱告努普比人能有機會聽到福音，求聖靈柔軟他們的心，使他們願意悔
改接受主，成為我們主裡的兄弟姐妹。求主興起合適的譯經員團隊，能夠把神
的話快速準確地翻譯成他們的母語，預備這個群體的心接受聖經的真理。「聖經都是神
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禱告神的話能夠轉變
努普比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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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 月14

星期三

不丹的黑山門巴人

Black Mountain Monpa People of Bhutan
在不丹中部，大約位置在喜馬拉
雅山脈南部延伸的深處，有一個
地方稱為黑山（Black Mountain），住著
一群人數只有幾百人的稀少族群。他們
世世代代與世隔絕，在自己的小村落中
生活，相信祖先流傳下來的萬物有靈信
仰。
「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
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
能聽見呢？」(羅馬書10:14)
至今尚沒有宣教士接觸過他們，於
是神發出一封徵聘宣教士的廣告，列下
基本資格要求：
1
需要與神有親密的關係、對失喪靈
魂有負擔，非常樂意看見失喪者找到救
主。
2
樂意投資數年，甚至數十年在這個
族群中。
3
如果有翻譯經驗更好，因為門巴人
尚沒有母語聖經。
4
要有心理準備面對各種危險、困
難、冒險、艱苦。還有，意想不到的滿
足。
5

完整的酬勞要在永恆裡才能得到。

6

在提交申請前，請禱告。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
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
的腳蹤何等佳美！」(羅馬書10:15)

困苦人發昏的時候，在耶和華
面前傾吐苦情的禱告。詩102:1

苦情
沒有人喜歡聽別人抱
怨；那些總是抱怨的人，難免令人感
到厭煩。困苦人在耶和華面前傾吐的
「苦情」就是抱怨，神真的會聽我們
的抱怨嗎？
siyach確實有包含抱怨的意思，
這字在約伯記出現多次，當約伯置身
在困苦中時，他毫不客氣地向神傾吐
他所有的苦情。然而，siyach不只用
來表達強硬的抱怨和訴苦，這字同時
也包含「沉思、默想、懊悔和交談」
的意思。
詩篇77把這種深層的意思表達出
來：「在患難之日尋求主，在夜間不
住地舉手禱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想念神，就煩躁不安；我沉思默
想，心靈發昏……我要記念耶和華所
做的，要記念你古時的奇事；我要思
想你所做的，默念你的作為。」
在基督王面前，困苦人不只是傾
吐苦情，他也默想人生，思考悲哀的
意義。他們站在基督壇前禱告時，是
在宣告神的慈悲和信實，並深信憐憫
慈愛的神決不撇棄他們。在最深的黑
暗中，siyach幫助困苦人在等候中經
歷神的安慰。

天父，祈求差派宣教士進入門巴人中，帶領這群人數很少，但在你眼中寶貴的
人，能早日聽到和回應基督的福音。求聖靈柔軟他們的心，使他們渴望脫離黑
暗。主阿，「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旨意就是要
拯救失散的人，願你的旨意早日成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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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 月 15

星期四

不丹的盧納北人 Lunape People of Bhutan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
其中要高興歡喜！詩118:24

日子
yom是舊約最常用的字之
一。在希伯來文中，除了安息日以外，
一个星期中其他的日子並不像英文有不
同名稱，如Monday、Tuesday……，
只用安息日後的第一天、第二天等來
稱呼。其他的語言中每個日子都有特定
的名稱，而最初這些名稱往往是來自人
們所拜的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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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納北人生活在不丹境內空氣
稀薄的喜馬拉雅山區，有時他
們的牲口得不到足夠的草，也沒有足
夠的日照來種植莊稼，在這樣的環境
中生活，需要面對許多挑戰。

在希伯來人的思想裡，所有日子都
一樣，只有一個yom是特別的，神要人
分別為聖歸給祂，那日子有個名字，叫
「安息日」。

盧納北人和這地區的大部分民族
一樣，以種植大麥和飼養犛牛維生。
其中犛牛提供他們大部分生活所需，
包括食物來源：牛奶、酥油和肉；犛
牛的毛也是他們在嚴寒氣候中的保暖
衣物來源。

語言可以反映一個文化的世界觀。
比如住在冰天雪地的愛斯基摩人，單
單描述「雪」就有四十多個字，但我們
卻沒有，因為雪不是我們生活中重要的
事；但我們數百個關於機器和技術的詞
彙，因為這是我們看重的。

幾百年前，西藏佛教徒竭盡全力
使盧納北人可以聽到佛教教義。這些
僧人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去到盧納北人
當中，其中有些人很可能就死在過程
中。他們的努力得到了回報，今天盧
納北人全部是佛教徒。

希伯來人認為一週七天，只有安息
日是神聖和重要的，我們是否也是如此
以神的觀點來看日子？我們為日子設立
優先次序時，是否有服事假神？

想像一下，如果當年去到盧納北
人當中的是基督的宣教士，結果將會如
何？儘管非常艱難，但如果信徒願意為
基督的緣故，把生命置之度外，就能贏
得盧納北人，今天在喜馬拉雅山區已有
這樣的信徒，只不過人數極少。

神對日子的看法是：安息日最大，
其他日子都是相對的。對於你的日子來
說，這意味著什麼呢？

天父，祈求有更多基督工人來到盧納北人當中，為這個沒有聖經的族群翻譯福
音錄音和聖經，與他們分享福音。求聖靈在這些藏傳佛教徒心中動工，當他們
看見大自然的時候，能渴望認識大自然的造物主，而不是安於祖先流傳下來的宗教。耶
穌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求聖靈在盧納北人心中動工，讓
他們意識到自己的生命「生病了」，需要耶穌這位屬靈醫生的醫治。  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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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 月 16

星期五

不丹的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in Bhutan
今天的禱告事項有些特別，我們要為
不丹人的物質需要禱告，因為這可能
是個可以幫助這個國家中所有族群能接觸到
福音的渠道。
當一個族群居住在路況非常糟糕的偏
遠山區時，你會發現他們通常很難接觸到福
音。在山區很難有手機信號塔，網絡信號也
很差。雖然現在多數家庭已能觀賞到電視節
目，但因為氣候和地形的關係，電視信號經
常也不穩定。
除了天然環境因素，政府決策層的態度
也影響這個地區的發展，譬如不丹人僅有的
賺錢方式之一是將電力出口到鄰近的印度，
但政府顧慮到一旦允許外來事物進入本國，
就會導致各種不符合他們文化的東西進入他
們的國家，而選擇加以阻止。只是，當他們
把外面的事物拒之門外的同時，也攔阻了能
改變生命的福音進到他們當中。
目前不丹僅有的福音資源是短短幾分鐘
的福音錄音，而且極少人有渠道得到這福音
錄音。

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
一日。創1:5

一日
希伯來觀點看「日
子」是以神為中心，衪是所有日
子的統治者。除非神指出那日子
具有重要性，否則日子就沒有屬
靈的意義。
神創造萬有時，最先創造
「日」，定下了晝與夜的次序，
清楚宣告神是治理時間的主。我
們能夠用神所賜的原材料造出各
種東西，但只有神能夠造出晝夜
交替的模式，也就是「時間」。
我們都不是神。
今天人們流行相信占星術
和星座擁有所謂的神聖力量，但
創世記清楚地宣告是神創造了光
和黑的模式，所有天體都是受造
物，它們並沒有治理萬物的能
力。月亮的圓缺、星星的軌道，
全都由神治理。
更重要的，你當記住：神掌
管你的生活。無論何時我們以為
自己可以掌管生活，就是被世界
影響，離開了神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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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說「我的日子在你手
裡」，他說得太對了！你的日
子、你所有的時間，都在神的手
裡嗎？還是你已讓「人造光」取
代了神的位置？

天父，祈求賜給不丹的決策層有聖靈引導的智慧，願意開放國家，使人民能夠
有機會聽到福音。「你使我心裡喜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不丹人認
為自己是世界幸福指數最高的人而感到自豪，求主讓他們知道成為神家中成員能有喜樂
的生命，求聖靈感動他們願意向神敞開心接受這份邀請。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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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 月 17

星期六

尼泊爾的提車容人（也稱浩拉人）
Tichurong of Nepal (aka Lhon-la)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
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
慎，牧養上帝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
買來的。徒20:28

謹慎
prosecho含有「看管」
的意思，是個航海詞彙，表示「使船
定航，使船航向某地，或持守行至某地
的道路」。保羅最後一次見以弗所長老
時，勸勉他們要看管的兩群人：自己和
神賜給他們的羊群；謹慎看守自己的生
活，也要像牧者一樣看守自己的羊群。
保羅的話點出重要的信息！我們若管不
好自己，又怎麼能管好一群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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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雪鳥」（Snowbird）
呢？牠可能是指在冬季到來
之前，飛往南方的鳥兒；也可能指去
南方的人。在尼泊爾，有一個族群就
像在冬天飛到南方的雪鳥，他們就是
提車容人。為了逃避寒冷的嚴冬，他
們會選擇冬天時去到南方做生意。有
趣的是，附近的人卻會搬過來住。因
此，提車容人和他們的鄰居都是屬於
季節性居民。

這些話語和警告並非只適用於教會
長老。如果神指派你管理一群羊，你就
有慎重的責任，謹慎看管自己的生命，
並深切地關心羊群的生命。
看管羊群的一大要點，就是要明白
神的話！早在使徒行傳20章以前，保羅
就警告「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翻
成「悖謬」的英文distort含有「扭曲」
或「轉向」之意。撒但是曲解神話語的
能手，牠能在我們渾然不覺時微妙地扭
曲神的話，到我們發現時為時已晚。

大概只有2,400提車容人，多數聚
居在尼泊爾河谷西部的13個村落裡。
幾乎全部提車容人是佛教徒，在他們
當中尚沒有已知的基督徒。
提車容人的語言沒有書面文字，
因此全球福音錄音網為他們預備了母
語的耶穌生平動畫片，標題是《提車
容人的福音》（Good News Tichurong
People），可以在YouTube上找得到。

保羅沒有多少時間了，他臨走前留
下重要的話，他是最好的船長，就算自
己即將下船與所愛的分離，也要使他們
的船駛在正道上。

天父，禱告那些去南方做生意的提車容人，能遇見信徒把握住機會向他們分享
福音，帶領他們信主，並鼓勵他們將福音帶回自己的族群，但願屬靈復興能早
日臨到提車容族群。禱告更多提車容人能夠看到YouTube關於耶穌的視頻，也能夠以信
心回應。「他們要歌頌耶和華的作為，因耶和華大有榮耀。」禱告神的榮美能以奇妙的
方式向提車容人大大彰顯出來。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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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 月18

星期日

尼泊爾的蘇人 Tsum People of Nepal
神啊，我們稱謝你，我們稱謝
你！你的名臨近。詩75:1

臨近
qarov可以指「地點、時
間、人際關係、親戚關係」；同一個字
在出12:4用來形容「隔壁的鄰舍」。
大衛表達對神臨近的歡喜和感謝，他是
說：「神啊，我們稱謝你，因為你在我
隔壁。」

在詩篇114:4詩人曾描述「大
山踴躍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羔
羊」，這個情景2015年發生在尼泊爾。
一場8級的地震，導致喜馬拉雅群山
踴躍震動，甚至造成珠穆朗瑪峰（Mt.
Everest）向西南偏移了3厘米。

神與你的關係有多近呢？是否當
你在院子剪草時，祂就在一米內與你聊
天？在尋常的日子中，祂會否敲門為你
送來一盤新烘焙好的糕餅，或邀你一起
吃晚餐？你出門不在家時，會否請祂幫
忙看家、替你收信？如果你覺得這些描
述很稀奇，也許你的神太遠了。大衛的
神是住在他隔壁的神，是他歡慶時的
神，也是安慰的神。

這 場 強 烈 地 震 導 致 超 過 9,000人
喪生！如今很多倖存者住在尼泊爾蘇
谷（Tsum Valley）的帳篷村，他們與
世隔絕的生活狀態，導致政府或國際
救援的款項，很少資助到他們。實際
上，除了背包客和卡車司機，這個山
谷幾乎與外來事物完全隔絕。

可惜今天多數信徒覺得神很遙遠，
詩人提醒我們，神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祂是我們最好的鄰居。

佔計大約有27,000蘇人，長年住在
由冰川融化而成的河谷裡。他們的村落
只有幾間寺廟、茶館和小旅店。人們偶
爾會舉辦佛教平安節活動。當地路旁的
牆上刻著神明和祈禱者的畫像。

有一天如果我們看見鄰近社區似乎
很誘人，可以謀求更好生活，便選擇離
開這個安靜、溫和的鄰居。神卻仍留在
這裡照顧園子、種植美麗花朵，希望我
們會回來。當我們終於回來，神會如同
老鄰居般親切問候我們。然後，我們會
和大衛一樣對神說：「神啊，我好歡喜
你是臨近的。你是最好的鄰居，當初我
為什麼會想要離開呢？」

宣教機構「猶太人歸主協會」(Jews
for Jesus)為了向以色列背包客傳福
音，特別組織印度徒步旅行來接觸福
音對象。其實當外國人要登山時，他
們一定會僱用當地嚮導，或許有機構
也可以學習類似創意方式，透過登山
活動來接觸蘇人？

天父，雖然蘇人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山區，但你從沒忘記他們，懇求差派人去接
觸他們，透過各種管道與他們分享福音。禱告有基督徒背包客能把徒步變成禱
告之旅，並把握機會向蘇人響導作見證。禱告基督教救援機構能夠向地震倖存者提供幫
助，使他們看見信徒的好行為，就歸榮耀給天上的父。「所以，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
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以與神和好。」禱告在屬靈世界尋找平安的佛教徒，能夠在耶穌
基督裡找到與神和好的平安。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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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 月19

星期一

尼泊爾的瓦隆人 Walung People of Nepal
親愛的，你們是客旅，是寄居
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情
欲；這情欲是與靈魂爭戰的。彼前2:11

如果你的家族世世代代所依賴
的貿易消失了，你會怎麼辦
呢？這樣的事正發生在尼泊爾東部的
瓦隆人身上。他們傳統上在西藏和印
度之間的貿易路線上工作，但隨著鋪
設道路和卡車的引入，別的群體都適
應了這些新科技，而他們的收入來源
卻因此斷絕了。今天很多瓦隆年輕人
放棄了傳統的生活方式，紛紛去到城
市尋找工作。

客旅和寄居的
parepidemos和
paroikos的字面意思分別是「人群附
近」和「房屋附近」，描繪一個人路過
一個不熟悉的地方，雖然他暫時住了下
來，但對這地方沒有歸屬感。
或許你聽過基督徒是客旅的說法，
你知道為什麼嗎？很簡單，因為我們沒
有把盼望建立在這個世界，而是把盼望
放在永恆的國度裡。

瓦隆人居住的石屋是用木頭鋪蓋
屋頂，這樣的材料和構造可以阻止山
中寒冷空氣入侵屋內。瓦隆人世代都
以飼養犛牛和犏牛維生。每逢短暫的
夏季，他們就會在高海拔的喜馬拉雅
山谷種植土豆、大麥和黑麥，作為他
們的糧食。

你目前是處在「寄居」的狀態嗎？
你的生活方式、追求的目標和這世界的
人一樣嗎？你是否試圖在世界找到答案
和盼望？

瓦隆人是藏傳佛教徒，目前沒有
已知的基督徒。根據維基百科記載，
沒有一節聖經已經翻譯成他們的母
語，那是一種中部藏民使用的方言。
但已有翻譯好的一些聖經故事音頻。
儘管瓦隆人信奉的是民間宗教，但他
們的生活很大程度那是圍繞著佛寺和
佛教的節日。

「客旅」和「寄居」這兩個深刻的
字無形中測量我的決心：今天我是努力
尋求要被世人接納，並十分在乎世界的
看法嗎？你和世界的公民說一樣的話、
看一樣的節目、仿效一樣的時髦服裝、
接受一樣的價值觀嗎？你和他們一樣
為情欲、權勢、金錢、名譽、囤積而奮
鬥，最終陷入疲勞、沒有平安喜樂和永
遠的不滿足中嗎？還是你和他們不同，
你的價值觀由神的話決定；你的行為抵
擋世界的文化？
我們蒙召在這世界作客旅，讓我們
好好學習亞伯拉罕的人生吧！

Photo by Rajesh Pamnani

天父，祈求感動和帶領宣教機構或個人向瓦隆人傳福音。禱告住在西藏和印度
的瓦隆人能夠認識主，來到尼泊爾和他們的鄰舍分享福音。求主預備人為他們
翻譯聖經。禱告瓦隆人能夠得著在基督耶穌裡真正豐盛的生命，也求主供應他們生活一
切所需，使他們能夠經歷你是耶和華以勒的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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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星期二

比陽西人（又稱胡姆拉人）
Byangsi People (aka, Humla)

與世隔絕、難以接觸、難以交
流……這些形容詞都很適合描述尼
泊爾的比陽西人。同時也可以反映大部分
福音未及群體的情況。

親愛的，你們是客旅，是寄
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
情欲；這情欲是與靈魂爭戰的。彼前
2:11

有時因著巨大的地理障礙，未得之民
難以被外界社會接觸到。在這裡的情況是
高山。另一些時候是政府試著強迫他們搬
遷，導致他們搬到更難被人接觸到的深山
地區。然而，胡姆拉人卻不是這樣，他們
之所以選擇住在偏遠地區，是因為想避免
被周圍的環境同化。今天，多數比陽西人
住在尼泊爾的西北部靠近中國的邊界。他
們沒有完好的道路，只有窄窄的小徑連接
著幾個散落在四周的村落。

禁戒
apechomai是從兩個
字復合而來的：動詞echo（擁有）
和介詞apo（之外）。這個字表達
「盡力不要讓某情況發生」，比如
不要讓一隻船撞向礁岩。值得注意
的，這裡不是主動語態或被動語
態，而是中間語態，表示「禁戒」
的動作是做在自己身上。彼得告
訴我們要禁戒情欲，不是因為律法
這樣規定，而是因為這對自己很重
要、有好處。

有時未得之民的母語很發達，導致
他們不說其他語言。另一些時候，他們的
語言可能正面臨滅絕的危機，因為整個群
體的文化正逐漸消失。然而，胡姆拉人也
不是這樣！他們的母語很發達，稱為胡姆
拉語，而他們的尼泊爾語或其他語言的讀
寫能力比較弱。另外，他們也說另一種一
種藏語方言，和尼泊爾的其他藏語有些相
似，如夏爾巴語
（ Sherpa） 。
胡姆拉人為自己
的文化、社群和
語言感到自豪，
所以一直努力保
持著自己的特
色。
Photo by iStock

這字也有行動的含意。首先，
你必須有所行動，不能依賴別人除
掉你生活中所有有害的事物，甚至
不能指望神為你處理這方面的事。
你必須採取行動！讓自己與這些罪
分開，不要靠近它們。
其次，神沒有給你設立一套明
確的規矩要求你遵守，但衪告訴你
要敬畏神，遠離那些惡事，因為這
樣對你最有益。當你選擇遠離惡事
時，會發現神和你同在，隨時預備
好幫助你，因為神的心意就是要你
得著一切好處。
如果世界引誘你，讓你內心有
某個掙扎，你必須採取行動禁戒自
己。為自己的益處行動起來，你會
看到神來幫助你。

天父，懇求差派懂得比陽西人語言和藏傳佛教徒思維方式的信徒到他們中間，
與他們建立關係，分享耶穌的愛！「有好消息從遙遠的地方來，就如涼水滋潤
口渴的人。」禱告當比陽西人聽到福音時，能夠經歷到如涼水滋潤口渴的人，深深渴慕
從神而來的新生命，願意悔改歸向主，接受聖靈內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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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 月21

星期三

勞特人 Raute People
悲哀瀰漫著整個村落。不僅他們當
中有一個人去世，而且勞特人需要
再次舉家搬遷。儘管這些游牧族群已很習
慣搬家，但搬家仍需要精力，加上剛失去
一個親族的沉重心情之下，實在很難找到
這份精力。
尼泊爾的勞特
人有約900人，今天
仍過游牧生活的只有
130人，他們是尼泊
爾最後一批涉獵採集
的游牧群體，向來在
尼泊爾西部險峻的山
林中穿梭遷移。世
代相傳的傳統告訴他
們，村落裡任何一個
Photo by iStock
人去世，所有人必須
遷移到別處，因此他們從來不在一個地方
種植農作物。
另外，勞特人和森林緊密聯繫在一
起，他們有個觀念，認為撒種在土地是一
項罪過。平日他們會獵捕猴子、收集植物
根莖做為食物，當需要交易時，他們只會
交易一種物品，就是木碗。
勞特語
勞特人除了說自己的母語
以外，也會說尼泊爾貿易語言。尼泊爾政
府試圖重新安置他們，但他們滿足於自己
的生活方式，拒絕現代化生活。
作為依賴自然環境的群體，他們相信
萬物有靈的信仰。他們唯一可能接觸到福
音的方式是透過全球福音錄音網為他們製
作的一個簡短母語福音視頻。

親愛的，你們是客旅，是寄
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
情欲；這情欲是與靈魂爭戰的。彼前
2:11

肉體的
彼得在2000年前就
知道追求身體的欲望，是不會得滿足
的。但今天的人類依然重複著同樣的
悲哀。
sarkikos是 和 「 需 求 」 與 「 胃
口」有關的詞彙，和希臘人用於「身
體」的soma不同。sarkikos可以理解
為「追求滿足自己一時的享樂」。然
而，sarkikos隱藏了一種悲哀，就是
無論我怎樣追求，總不會滿足。世界
不會滿足我們的需要，越追求就越發
現不滿足，以為只要擁有更多就會滿
足，最終就會成癮。
你注意到彼得暗示還有其他
和 sarkikos無 關 的 欲 望 嗎 ？ 如 果 所
有情欲都來自肉體，就不必特別用
sarkikos這字。當我們看到這種區別
時，就可以將禁戒肉體的情欲與放縱
肉體聯繫起來，就是所有追求肉體的
享樂。
也 許 你 以 為 sarkikos只 關 乎 性
欲，但事實上這字所描述的包括了所
有生活中讓人感覺享受的事，比如追
求時尚、看球賽、崇拜明星等。更不
用說吃喝玩樂、在社交平台表現個人
魅力等。你是否追求這些微妙的肉體
誘惑？你禁戒了嗎？

天父，禱告勞特人在遷移時，能在途經的各個社區中遇到基督徒，和他們分享
基督裡的盼望。也求主透過各種管道使勞特人得以認識造森林和土地的造物
主，使他們歸榮耀給造物主。「耶和華啊，我喜愛你所住的殿和你顯榮耀的居所。」但
願勞特人如詩人在主裡「找到一個家」，在神的居所享受和你相交，並認識你的偉大。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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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尼泊爾的蘇登人 Thudam People of Nepal
親愛的，你們是客旅，是寄居
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情
欲；這情欲是與靈魂爭戰的。彼前2:11

情欲
epithumia含有「渴望、
嚮導」的意思。這字是由epi和thumos
（憤怒）組合而成，因此epithumia是
「思想的猛烈動作」。當你的思想說：
「我現在就要那個！」情欲就如同壓制
不住的火山爆發。

孩子們擠在一架發電機旁，感
興趣地猜測今晚在村落將會舉
辦什麼活動？白天多數孩子會幫助父
母做家務，收集燒火用的木柴，照看
家裡的犛牛。到了晚上，他們會聚集
一起，享受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光。

每個成癮者都知道epithumia的力
量，它不容拒絕、不聽理性，並且永遠
得不到滿足。他們知道單單靠著想要改
變的決心是沒法獲得自由的。
或許我們沒有被毒品和酒色捆綁，
但有其他的掙扎，如用發脾氣來遮掩懼
怕或逃避現實；用吃、購物、上網、賭
博、更換性伴侶填補內心空洞。若沒有
神時時的更新，我們也會被epithumia
拖進無底坑中，還誤以為充滿樂趣。無
論何時我們想要麻痺自己的感受，就是
在玩弄情欲的樂趣，甚至導致成癮。

每當太陽下山後，天色暗下來
時，他們都準備好要看電影了。儘管
他們聽不懂大銀幕裡說什麼，但那些
外國演員的臉孔很有趣，他們興奮地
笑個不停，被孩子逗樂的父母們也享
受著電影情節。
蘇登人居住在尼泊爾偏遠的地
區，除了偶爾光顧的旅客和播放的電
影外，他們和外界幾乎沒有任何接
觸。蘇登人需要跋涉4個小時去買基本
的生活用品，如鹽和辣椒。為了養活
家人，蘇登人出售藥用植物、砍伐建
築用的竹子。他們的文化和語言與尼
泊爾的主流社會截然不同，在山區過
著非常簡樸的生活。

「治療癮疾的十二步」中的第一
步最重要：「承認自己沒有能力」。
沒有這步，癮疾就在情欲和罪咎之間徘
徊。雅各說情欲會牽引人犯罪（雅1:
14），一旦被欲望抓住就無法靠自己擺
脫，只有耶穌才能釋放我們得自由。
你受什麼情欲牽引？把自己的掙扎
放在耶穌腳前，只有祂能夠捆綁仇敵，
釋放你得真正的自由。

蘇登人是佛教徒，他們沒有任何
接觸聖經或福音材料的渠道。

天父，祈禱差派人為對蘇登人預備母語福音材料，包括福音電影。也禱告有宣
教士願意進入蘇登人當中，向他們活出基督的愛。父神，願你打開向蘇登人傳
福音的大門，使這個住在偏遠地區的淳樸族群能早日聽到福音。「神啊，你的道是神聖
的；有何神明大如神呢？」但願蘇登人能得知你偉大的故作為，並且有信心相信你。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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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
8 月    

星期五

尼泊爾的婁浩容人 Lohorung People of Nepal
上帝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
的。希4:12

在世界第五高峰的馬卡魯峰
（Makalu）腳下，住著一個只
有幾千人的族群
婁浩容人。他們
世世代代居住在尼泊爾東部綿延的山
脈和狹窄的山谷中。

活潑、有功效
很多人說讀不懂
聖經。他們聽過一些聖經故事，但很少
從聖經得著鮮活的能力。你記得使徒行
傳描寫的教會生活嗎？除非你在團契生
活中有神話語深刻的教導，否則不會經
歷到這種生命力。讀經不是每天花幾分
鐘就行的，乃是要讓神的話深入到生命
中。

傳統上，婁浩容人以種植水稻維
生，同時也從事捕獵、採集野生食物
等工作。今天，年輕人通常會離家數
年到尼泊爾人口更密集的地方或其他
國家工作。

zao是「活著、充滿活力、賦予生
命」的意思；energes是「有效力的、
有能力的、在做工」的意思。這字包含
了「生命和能量」兩個意思，也就是說
「神的道就是生命能量」。

婁浩容人習慣把房子建得很靠
近，一個婁浩容人解釋說：「我們住在
一起就不會害怕。」  
根据2011年世界少數民族語言研
究院（SIL）調查顯示，婁浩容人對於
他們母語的資料表現出很大的興趣。

我們都希望可以有多一點力氣、多
一點動力。有一個地方可以找到生命能
量，但你準備好要深究嗎？你有導師指
導你嗎？你真的願意煥然一新嗎？

目前聖經還沒有翻譯成婁浩容
語，但已有用母語講解聖經的音頻和
《耶穌傳》電影。在尼泊爾，尚沒有
婁浩容人轉向耶穌，但印度北部的村
落已至少有30位婁浩容信徒了。

在一個處處要求快速的時代，你
需要先回答這些重要問題。今天我們忙
於服事「時間」的神；卻不願服事安息
的神。我們沒有時間深入研讀聖經，但
聖經是為那些知道自己需要幫助的人寫
的。
測試一下，你是每天只花幾分鐘閱
讀默想神的話，就忍不住暗想「今天夠
了」？還是想要知道更多呢？你每天需
要多少生命能量，只要預備好，主耶穌
應許給你常流的水源。

Photo by iStock

天父，禱告聖經能早日翻譯成婁浩容語，使婁浩容人可以透過聖經得知你對他
們的愛。祈求婁浩容的兒童和年輕人能夠透過其他途徑遇見耶穌。禱告印度的
婁浩容信徒能夠去向尼泊爾的族人傳福音。求聖靈預備婁浩容人的心接受基督，祈求在
尼泊爾的婁浩容群體中能興起門徒造就運動。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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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
8 月    

星期六

尼泊爾的迪莫人 Dhimal people of Nepal
幾位來自印度和尼泊爾的學者
們，不約而同都稱迪莫人為
「被遺忘的民族」，儘管他們有自己
的語言、文化和傳統習俗。

我從起初就指明末後的事，從古
時便言明未成的事，說：「我
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
就。賽46:10

迪莫人多數沒有接受過教育，也
沒有土地。

起初
我們考慮事件會關注原
因，然而神似乎更看重目的。以賽亞
宣告神的心意時抓住了這個特點：最起
初就宣告結局。reshiyth是「首先、最
重要、最好、最主要」的意思，創世記
第一個字就是用它加了一個介詞「在起
初」表示開端。開端固然重要，但神把
注意力似乎放在別處，祂看見末了。

雖然迪莫人被認為是印度教徒，
但他們沒有神廟，也沒有神像，更接
近自然神靈和民間信仰。他們希望這
些神靈能守護他們的家。另外，他們
也祭拜其他神明如卡利（Kali），奉她
為聖母、眾生之母和終極真理。只有
1%迪莫人是基督徒。

事情的開端遠遠不是後果；世界
的起初也遠遠不如世界的末了重要；目
的比原因重要，我們的神注重末世的結
局。

最近部分聖經內容已翻譯成迪
莫語。但很多人不識字，沒辦法讀聖
經。於是全球福音錄音網為他們製作
了 40張 圖 片 的 聖 經 課 程 ， 包 括 從 神
創造天地到耶穌基督的事蹟的聖經概
覽。其他錄音包括短短的聖經故事音
頻、佈道信息，以及包含基督教信仰
基本教導的詩歌。

「末世」表達神對現存事物的展
望；「末世」才是真正的衡量標準。神
不是根據過去的開端，或現在的狀態來
衡量，祂是呼召我們按未來的標準生
活。你可以有很好的開端和成功的現
在，甚至成為別人羨慕和效法的人，但
除非你的價值觀與神末後審判的價值一
致，否則你還沒抓到最重要的。
你想過末後的審判嗎？你衡量過
什麼東西才具有永恆價值嗎？你有檢查
自己所定的目標、理想、計畫和構思是
否持久存留？你是從過去和現在尋找滿
足，還是在等候和盼望未來神對你的稱
讚？

Photo by KaliiStock

天父，祈求能有一個或多個尼泊爾信徒被神的靈帶領，把基督賜生命的信息帶
到迪莫人中間。禱告在他們當中有門徒造就的運動。「我兒啊，要謹守健全的知
識和智謀，不可使它們偏離你的眼目。這樣，它們必使你的生命有活力，又作你頸項的
美飾。」請用這段經文為尼泊爾的迪莫人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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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 月25

星期日

尼泊爾的伯特馬吉人 Bote-Majhi people of Nepal
心中喜樂，面有喜色。箴15:13

喜樂
所羅門看到的喜樂與我們
現代文化所看的完全不同。semeach與
環境無關，乃是內心深處因為神的同在
而喜樂。保羅是個心中有semeach的最
佳例子，當他遭挨打、捆綁、關在黑暗
監牢時，卻能唱詩敬拜他的主。

你會如何決定要在哪兒蓋一所
新房子呢？馬吉人的作法是嚼
一嚼該地段4個角落的泥土，如果覺得
口感好，就會在那裡蓋一座簡單的圓
形石屋或土屋。

semeach是來自上帝的禮物，這
種喜樂來自對生命的神聖觀點：我的人
生若掌握在我主人手中，天塌下來都不
怕。

多數馬吉人沒有受過教育，他們
得到很少政府的資助，生活在貧窮線
下。馬吉人的傳統職業是幫助人們穿
越尼泊爾的河流。現在他們需要尋找
新謀生方式，因為政府修建了橋梁，
改善了基礎設施，卻導致他們的生計
大受影響。

今天我們的文化所推崇的是快
樂，而不是semeach。我們期望現實
環境能和自己的理想一致，最好就是
萬事順利、心想事成。一旦得不到我
們想要的東西，就會不快樂。追求快
樂成為許多人的生活目標，我們認為
有權力追求快樂。然而，現實往往不
合乎我們的願望，於是我們經常在期
望和失望之間搖擺。

超過99%的伯特馬吉人自稱是印
度教徒，但是他們的信仰混合了傳統
宗教的觀念，比如他們會在河流附近
的樹根部分設立神像。只有不到1%的
伯特馬吉人信靠耶穌基督。

神的觀點很不同。愚人才追求快
樂，神要給我們的是semeach。有時我
們忘記了，耶穌說在世上我們會有苦
難，尤其世界敵擋神，當我們越靠近
神，越按祂的心意抵擋邪惡和宣揚神國
度的公義，肯定越引起仇視。你活出神
的價值觀未必會快樂，但肯定會喜樂！
喜樂是神的恩典，當你經歷神的安慰，
感受祂的慈愛，並且知道人生的結局是
與祂同在樂園，這是真正的喜樂。

全 球 福 音 錄 音 網 （ GRN） 為 他
們錄製了簡短的母語聖經故事、佈道
信息和詩歌。這些福音材料可以幫助
他們了解救恩。聖經還沒有翻譯成他
們的母語。有些和馬吉人通曉尼泊爾
語，而這語言的基督教信仰資源並不
缺乏。

天父，祈禱有信徒去幫助馬吉人開發新的謀生方式，使他們能適應新的變遷。
求聖靈感動馬吉人願意在屬靈上敞開，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你們占領的國
家所事奉他們眾神明的地方，無論是在高山，在小山，在一切的青翠樹下，你們要徹底
毀壞。」禱告當馬吉人聽到神國的福音後，也能拆毀他們的偶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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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8 月    

星期一

為聖經未得之民禱告計畫
Bibleless Peoples Prayer Project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
能求告他呢？未曾聽見
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
怎能聽見呢？」（羅馬書10:14）

保羅說：你們為什麼這樣痛哭，使我
心碎呢？我為主耶穌的名，不但被
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徒
21:13

目 前 世 界 上 仍 有 超 過 1,600
個群體沒有母語聖經。「中華威
克理夫翻譯會」（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的目標是讓每個族群
都擁有母語聖經。

痛哭
weeping是希臘文中用來表達
最深沉哀慟的字。你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就是當有人不顧一切要你做一件你不能做
的事？如果有，你就多少能體會保羅的感
受。

為 了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為聖
經未得之 民禱告計畫」把 每 個 人
都包括在內，讓所有信徒都可以
參與。你可以做什麼呢？你可以
禱告，甚至小孩也可以參與其
中。一個5歲的男孩每天為復活節
島（Easter Island）的拉帕努伊人
（Rapa Nui People）禱告。他的父
母發現就在小男孩開始禱告時，
竟然有宣教士去到了這些人當
中。

保羅至愛的朋友們因將要臨到他的事
情心碎，求他不要去。要是聖靈的催逼沒
有深深說服保羅，他一定會改變心意的。

今天，尚有近兩億人口還沒
有機會聽到或讀到他們的母語聖
經。僅僅透過禱告，真的能帶來
改變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聖
經清楚說：「義人祈禱所發的力
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書
5:16）讓我們都責無旁貸地為此
付上禱告的代價吧！
了解更多「為聖經未及之民禱告計畫」：
https://reurl.cc/gD5X4

你有沒有向神哀求過明知得不到的
東西？你是否時而覺得自己必須放棄，讓
神的旨意成就呢？有時我們會覺得自己像
跟上帝拔河，在忿忿的淚眼中，我們有時
會放掉繩子，哭著說：「就照祢的意思去
做好了，反正最後都是照你的意思去做的
啦！」
上帝不是在跟我們玩遊戲。祂並不是
為了贏我們才硬扯祂那端的繩子。其實，
祂一點也不希望我們放掉繩子。與其見到
我們丟下繩子，神寧願我們抓牢，讓衪把
我們拉到衪那邊去。
在我們想像不到的時候，神的旨意仍
舊是最好的。降服在祂的旨意下，不表示
你就輸了。到頭來其實你是贏家。繼續抓
緊繩子，好讓祂把你拉到祂那邊去。總有
一天你會明白的。那天你就會見到祂的榮
耀。這就是保羅的選擇。

天父，感謝你願意聆聽每個人的禱告，不管他是年幼還是年老！我們祈求每個
群體都能用母語讀到神的話。禱告那些擁有聖經的人能夠珍惜，從中認識愛他
們的神。「求你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禱告因著中華威克理夫翻譯
會的努力，很多雙眼睛得以經歷神話語的奇妙。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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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 月 27

星期二

為零禱告 Pray for Zero
今 天 ， 世 界 上 有 1,636個 「 聖
經 未 得 之 民 」 （ Bibleless
Peoples）。我們相信到2025年，這個
數字將會是零！沒有一個群體沒有自己
的母語聖經。

神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約一
1:5

黑暗
自古以來，黑暗和死亡是
有關聯的，那是一個恐怖、混亂、危險
的地方。現在大多數人對於黑暗還有遺
留下來的懼怕。

我們已經看到，在禱告和聖經翻
譯的進展之間，有著非常明顯的聯繫。
因此負責協調全球90%聖經翻譯事工
的10個機構，透過「光照萬邦」事工
（Illumi Nations）迎來了史無前例的聯
合。

在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中，黑暗都是
意味著邪惡與危險、悲哀、受捆綁。黑
暗是個看不清事實真相的地方。為此，
我們感到瞎眼特別可怕，長期住在黑暗
的世界裡，真的很可怕。
skotia不是用來描述眼睛看不見的
那種黑暗，而是描述一個無法生存的境
界，就是可怕的地獄。但希伯來人相信
神創造了光明和黑暗，祂治理這一切。
人害怕黑暗，但從最起初的創造，神就
用「光」勝過了黑暗，用衪所出的話把
光帶進黑暗，征服和驅趕了黑暗。

2017年，我們看到神為聖經翻譯
事工提供了近3,700萬美元的經費。另
外，也預備了先進的軟件，可以更快、
更精準地進行翻譯工作，並且快速送到
未得之民當中。
這些只是一個開始，已經足以讓
人感到振奮，而這樣的發展單靠我們自
己，是做不到的。要達到這樣屬於神規
模的目標，主內肢體在禱告上的同工是
最高優先。

約翰曾用「光照在黑暗裡」和
「那光是真光」來介紹彌賽亞；本節經
文則說「神就是光」。我們的神是敞開
的神，衪向人啟示自己的計畫和目的，
以便我們可以來到光中。神說的話完
全真實，沒有隱藏、沒有別有用心的動
機。神是光，光就是愛。

因此，我們請求你加入為「聖經未
得之民」代禱：我們禱告的數字是零。
有負擔的代禱者可以認領一個聖經翻譯
項目，和一個沒有母語聖經的群體，為
他們付上堅持不懈的禱告，直到看見神
大能的工作。

今天神依然持續把光帶進黑暗，
或許不是宇宙的層面，但肯定在屬靈層
面。神的光要驅散我們的困惑、懼怕和
懷疑；祂的光也要把一切罪惡和無知暴
露出來。讓我們跟隨神的光。

加入Pray for Zero運動：https://reurl.cc/2Lqda

天父，懇求使用「為零禱告」這個為聖經翻譯禱告的運動，動員全球更多信徒
為此付上禱告的代價。但願神自己的話能拯救萬國脫離黑暗，讓許多世上的靈
魂能夠遇見主耶穌的光。「我要默想你的訓詞，看重你的道路。我要以你的律例為樂，
我不忘記你的話。」禱告每個有機會讀到神話語的群體，能夠像詩篇作者一樣，看重神
的話，讓神的話成為他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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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8 月 28

星期三

逐家文字佈道會 Every Home for Christ
尼泊爾位於世界的最高點
喜馬
拉雅的高山上。在2006年之前，這
個國家對世界大部分地區和福音都是封閉
的。奇蹟發生在一個非常偏遠的村落
達馬拿（Dummana），一個在大部分地
圖上都找不到的地方。
有關這村落的消息傳到「逐家文字佈
道會」在加德滿都的辦公室，同工們得知
有人在這個村落固定敬拜。
16年前，「逐家文字佈道會」的團隊
來到達馬拿村落，他們在每間廢置的房子
留下福音小冊子，但不確定是否有人會讀
到小冊子的內容。16年後，卻有上百人因
著福音小冊子而認識主，並且敬拜這位拯
救他們的主。不只在這個村落，在別的村
落也有同樣美好見證！
這不是來自人的功勞。實際上，曾有
旅客聽到達馬拿村民在唱歌敬拜神，問他
們：「你們是基督徒嗎？」他們卻反問：
「什麼是基督徒？」這些村民和其他村落
的人能與造物主連結，完全是聖靈的大能
和小冊子上神的話所成就的！
「逐家文字佈道會」多年來將福音小
冊子帶到尼泊爾，以及他們去到的任何國
家的每個家庭中。曾經一個信徒也沒有的
尼泊爾，如今已有35萬人分別在900個信
徒群體中敬拜神！
「逐家文字佈道會」的口號是「一次
一個家庭」，神使用他們所派發的福音小冊
子和聖經成就一個偉大的宣教運動！

沒有人耕種土地。創2:5

耕種
在罪進入世界之前，
神就把管理世界的工作交給人。在神
看來工作有特別的意義，是關於敬拜
的。
abad和從它衍生出來的字，在
舊約共出現1,000多次，其中‘ebed（僕
人）和aboda（勞動和服務）也是從
abad來的。‘ebed讓人想起受苦的僕
人彌賽亞，耶穌來做父神的工，來服
務父神。更妙的是，服務和敬拜、事
奉是同一個字。當人為神的榮耀做神
指定的工作時，就是敬拜神。
保羅教導信徒工作要「像是給主
做的」。神把我們放在工作中，讓我
們藉著工作來服事衪，當我們如此行
時，就是在敬拜主了。敬拜不僅限於
星期天去教會唱詩和禱告，當我們遵
行神旨意，在工作中完成神對我的呼
召，就是敬拜衪了。所以我們要問：
我認為自己的工作是敬拜嗎？無論是
送比薩餅，還是傳遞福音信息，你的
工作都可以是敬拜神。
神要我們治理祂創造的世界，
無論何時我們做這些工作，就是敬
拜。管理神的世界有很多任務，每一
項任務的出發點都是為了榮耀神，如
此就每天都實行在工作中敬拜神了。

天父，禱告莊稼的主繼續祝福「逐家文字佈道會」的事工，使用他們將神的話
帶到喜馬拉雅山脈每個家庭中。「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
甜！」禱告尼泊爾人接受這些以聖經為基礎的福音材料，視為比蜜更加甘甜，是公義生
活的根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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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

星期四

喜馬拉雅山脈的植堂 Church planting in the Himalayas
我若做了，你們即使不信我，也
當信這些工作，好讓你們知道並
且明白父在我裡面。約10:38

工作
昨天我們看到abad的意
思包含了工作和敬拜。在神世界的秩
序中，對我們服事至高神的僕人來說，
工作就是榮耀神，而耶穌就是最好的榜
樣，祂順服完成父神要祂做的事，這樣
的服事有雙重目的。

Photo by SteveAllen

無論是在偏遠、高海拔的喜馬
拉雅山脈地區，或在便捷的城
市地區植堂，都一樣需要找到「和平
之子」。

本節經文是耶穌對懷疑他話語的
人說的，耶穌面對這樣實際的情況，便
說：「你們即使不信我，也當信這些工
作，好讓你們知道並且明白」。

當年耶穌差派門徒兩個兩個出去
時，祂知道他們需要找到神所預備的
那人，為福音進入從未聽過福音的群
體鋪路。於是在門徒出發前，馬太福
音10章清楚記載了包含這個命令的內
容：傳講天國近了；要醫治病人，使
死人復活，不要帶錢或口袋等等。還
有，和平之子會歡迎你、聽你分享的
信息、接待你住在他的家。

tois ergois可以翻成「工作、表
現、勞動、工作的果效」，英文字
energy（能量）正是衍生自這字。當人
們不肯聽你說話時，你的行動往往可以
成為最響亮的聲音。當你的工作能夠榮
耀神的時侯，就能為真理做最有力的見
證。
無論我們做什麼事，帶著喜樂、情
願和忠誠來做；無論與誰交往，都操練
愛心、與人和睦共處的屬靈品格。當我
們的工作只能解釋為有神的動力時，人
家就聽見我們口中的話語了。

目前有一個團隊的基督工人專
注 在 11個 福 音 未 及 群 體 的 植 堂 事 工
上，這些群體當中沒有已知的信徒或
教會。該團隊的主要事工夥伴
肯
特(Kent)有造就門徒的負擔，他渴望
聖靈帶領他找到神所預備的「和平之
子」，以便可以在這些族群中開始小
組聚會。

想一想，今天你的工作是否像耶穌
那樣，可以邀請別人來查驗，看神如何
推動人來做工？

天父，禱告肯特在所探訪的每個偏遠村落裡，都能遇到和平之子。禱告神以大
能的方式施行醫治，好使村民知道天國近了，趕快接受耶穌作為他們個人的救
主。懇求聖靈為宣教士們鋪路，使他們所到之處能受到村民歡迎，願意接受他們所傳講
的好消息。求主興起很多「和平之子」，使他們能得著福音好處，也透過他們將祝福帶
給更多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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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族群禱告計畫

星期五

High Places Prayer Efforts

約書亞計畫（Joshua Project）網站
報導：「那些居住在世界屋脊喜馬
拉雅山的高地族群，是目前世界上福音最
難觸及和最需要福音的群體之一。這些地
區包括了部分吉爾吉斯斯坦（Kyrgyzstan）
地區，延伸至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
阿 富 汗 （ Afghanistan） 、 巴 基 斯 坦 北 部
（Northern Pakistan）、印度（India）、尼
泊爾（Nepal）、不丹（Bhutan）和中國的
西藏（Tibetan）。這些地區住著許多與世
隔絕，至今尚沒有機會認識救贖主的族群。
喜馬拉雅的地形崎嶇不平、車輛難以進
入，加上該地區的政府對外界懷有敵意，導
致要福音傳到這些地區面對很大的障礙。另
外，這個地區的西部是伊斯蘭教的堅壘；中
部則是印度教的大本營；東部又深受佛教影
響，形成了一個被黑暗勢力牢牢包圍、強烈
反對福音的高地山區。
要使這一大片福音貧瘠的地區產生屬靈
的突破，必須付上熱切禱告的代價，「高地
族群禱告計畫」就是為此動員全球信徒為高
地族群代禱。
韋斯利•丟爾博士（Dr. Wesley Duewel）
在他的著作 注 提到：「從今天直到這世代的終
結，基督的寶座一直是代禱的寶座。」
但願為了天國的緣故，我們在基督的寶
座前與衪相遇，直到這426個福音未及群體
聽到衪的名字。
《Mighty Prevailing Prayer: Experiencing the Power
of Answered Prayer》
注

加入成為代禱者：www.highplacesprayer.com

我若做了，你們即使不信
我，也當信這些工作，好讓
你們知道並且明白父在我裡面。約
10:38

知道並且明白
希臘動詞對
於時間和動作的描述很精準，可惜
有時候這些細節沒辦法翻譯出來，
這節經文就是一個例子。「知道並
且明白」讓人以為是兩個動詞在同
一時段出現，但其實是同一個動詞
用了兩次，一次在過去已經完成；
另一次是此時還在持續進行。
當耶穌說懷疑衪的人看見這些
工作就能相信，祂的意思不是邀請
他們來相信，那不是目的。
ginosko的意思是「確認」，
耶穌不是邀請懷疑者看見這些工作
就來相信，而是說當人看見衪所做
的工作，就要承認衪所傳的信息值
得想一想。或許他們還不接受耶穌
是基督，但會開始思考這件事，所
以耶穌說下一步是「知道並且明
白」。他們首先會確認，然後會不
斷認識父在耶穌裡面這件事。
你的工作也可以如此：先是提
供人們一個得到亮光的時刻，讓他
們意識到你和神有重要和不尋常的
聯繫，然後透過你的工作，讓他每
天都得到啟蒙和光照，發現原來神
在這裡。

天父，願我的禱告如香呈到你面前。禱告主引導全球信徒看到高山群體的福音
需要，持續為他們獻上禱告，期盼看到高山地區的福音工作有巨大的屬靈突
破。「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尋求他的，這人有福了！他們不做不義的事，但遵行他的
道。」禱告我們每個信徒一心尋求神的心意，關心神所關心的人和事，立定心志遵行神
的道。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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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
8 月    

這一天，請按聖靈感動，
寫下你為喜馬拉雅山脈下
不丹和尼泊爾的
「聖經未得之民」的禱告。

星期六

我因此自己勉勵，對神對人，常
存無愧的良心。徒24:16

無愧的良心
保羅的一生有我
們學不盡的功課，而保持無愧的良心
必定是其中一課。無愧的良心有多重
要呢？事實上，失去它，心中就不可
能有平安！
suneidesis的意思是「作自己的見
證人、自己的良心站出來作見證人。」
良心的本質是要以道德標準為自身的
行為作見證，也就是自覺。用世俗的說
法，我們可以說良心就像是內在的選舉
人，專為我們行為的對錯投票。
保羅的生命讓我們看到過去不完
美的人，也能享有無愧的良心。多美
好的消息！保羅幾次說自己擁有無愧
的良心，同時又視自己為世上最嚴重
冒犯神的人；他曾殺害許多無辜人，
但他的良心仍可以成為清潔。保羅在
羅9:1節說聖靈為他的良心作見證。一
旦我們接受了基督，便有聖靈內住，
聖靈就會在我們的良心上工作。

Photo by Christopher Michel

親愛的天父，

你可能和我一樣，發現即使請求
神原諒了，也不一定好過些。雖然知
道神已饒恕我們了，心裡還是有罪惡
感。我們能擁有無愧的良心嗎？聖經
告訴我們可以的，保羅能擁有無愧的
良心，我們也能。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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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族群
最迫切需要福音的突破
印度的歷史文化淵遠流長
它是世界四大古文明發源地之一
佛教和印度教都起源於印度
印度社會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社會之一
它經過很長時間的緩慢進展
今天種姓階級制度、重男輕女、女權低落
依然潛在印度的社會結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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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穎穎
資料來自   
Today’s
Challenge for
Indian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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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of India
by India Missions
Association, IMA

印度是世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域
它的宗教、語言和種族豐富多樣化
是全球貧窮人口最多的國家
也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之一
印度擁有十分龐大的未得之民，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31個前線未得群體
它占了其中的22個
每個群體人數至少1千萬到1.5億

印

度超過70%人口信奉印度教，宗
教深深影響著他們的世界觀和日
常生活禮節。大多數人相信有「神」存
在，並且試圖與神連接、認識他，討他
喜悅，希望從他得幫助。今天印度教的
一些觀念，如瑜珈、超覺靜坐、因果報
應，被包裝成全球文化的一部分，受到
包括來自先進國的人追捧。除此，印度
穆斯林人口排名世界第三；其他錫克
教、耆那教等最多的人數都在印度。

Photo by jpeter2

現況
		
1 人口十分龐大的族群
印度有接近150個族群超過1百萬人，
其中有133個未曾聽聞福音，這些人數龐
大的族群在宗教和政治上都發揮重要影
響力。在政治上很有權力的包括賈特人
（Jats）、沃卡利加人（Vokkalingas）、
林 加 亞 特 人 （ Lingayats） 、 奈 爾 人
（Nairs）、馬拉塔人（Marathas）、亞達
夫人（Yadavs）、庫爾米人（Kurmi）、
拉吉普特人（Rajputs）等。或許你對這些
名字不陌生，因為《宣教日引》常常報導
他們，無論在印度或在世界任何角落，只
要有他們的身影，我們都會記念他們的救
恩。

Photo by tortugadatacorp

好消息
基督教傳入印度已久，殖民時期西
方宣教士設立很多教育和醫療中心，為
被社會排斥在種姓制度之外的婦女和兒
童帶來了教育、尊嚴和改變；60年代後
期，南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地區教會將福
音帶到北部和中部未得之民當中，主要
對象還是集中在原住民、賤民以及邊緣
群體。

除了最近在卡納塔克邦（Karnataka）
的林加亞特人中間有興起宣教運動以外，
其他的群體沒有重大宣教運動在他們當
中，也沒有教會或宣教機構關注和回應他
們的福音需要。

現況
2 擁有很多種語言
		

過去50年，印度宣教事工策略性使
用文宣、廣播和電影等方式，快速成長
和擴張，特別低種姓階級與部落族人的
成長特別明顯。但也造成多數印度人將
基督教與社會低階層聯想一起，使福音
很難進入商業界、政治界和文化層面。

印度共有234個超過1萬人使用的語
言；有18個語言超過1千萬人使用！官方
語言印地語（Hindi）有40%人使用。除了
印地語，另外還有包括了英文在內的22種
官方語言。
「世界少數民族語言研究院」（SIL’s
Ethnologue）提出，在印度438個還有人使
用的語言中，只有71種已有聖經翻譯，其
中有些語言還翻譯了好幾個版本。但還有
很多語言至今尚未翻譯。

2001年印度全國宗教調查指出基
督 徒 只 有 2.3%。 這 數 字 在 過 去 10年
大 幅 上 升 ， 根 據 美 國 宣 教 協 會 （ The
Mission Society）2013年一篇報導指
出，目前印度約有7,100萬基督徒，是
全球第8個基督教人口最多的國家。開
始有年輕人及中高層種姓階級的人信
主。同時，印度教會也積極差派宣教士
出去。
今天印度社會、政治和經濟正快速
變遷，宣教事工需更多禱告、思考和策
略性計畫，才能回應這些新挑戰，以便
在這關鍵時刻，宣教的腳步不會停頓，
而且能持續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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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3 都市化

現況
		
7 識字率提高

近年，印度的都市化趨勢越來越
快，村落消失的速度比城市公共建設完
成的速度快許多。如今印度有459個城
市超過10萬人，其中有45個城市更是超
過了1百萬人！菁英、中產階級、移民
和社會邊緣人全都湧入城市，我們是否
能把握機會，將宣教重心轉移至城市、
中產階級和年輕人呢？

1947年印度獨立時，只有6%人口
的識字率，今天這個數字已增添到74%
了，並且擁有世界第二多電視頻道和觀
眾數，意味著更多人可以透過聖經和各
種媒體接觸到福音。

現況
		
8 有很多年輕人的國家
印度的人口年齡是全世界最年輕
的 ， 一 半 人 年 齡 在 25歲 以 下 ； 2/3人
年齡在35歲以下，估計到西元2020年
時，印度將成為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
印度的未來屬於年輕人，但許多年輕
人出生窮困家庭，工作和教育機會都很
少，前途黯淡，只有耶穌基督可以轉化
他們的處境，因此關心青年宣教事工是
當務之急。

現況
		
4 具影響力的中產階級
印 度 中 產 階 級 人 數 約 3.5億 ， 相
當於美國的總人口。這些人是公共意
見主要發言人，影響政府的決策，也
成為跨國企業的目標，同時他們的
購買力也控制了印度的經濟。居住在
古 吉 拉 特 邦 （ Gujarat） 的 帕 特 爾 人
（Patels）、北方邦（Uttar Pradesh）
的 巴 尼 亞 人 （ Banias ） 和 克 拉 拉 邦
（Kerala）的奈爾人（Nairs）等都是
影響經濟、政治和選舉的中產階級，
如何得著這些具影響力的中產階級，
是目前宣教事工需迫切關注的。

今天在印度的宣教策略
福音不單單是靈魂得救，也包括生
命的改變。過去，宣教透過教育、醫療
為印度的邊緣群體做出了貢獻。今天，
當我們把福音傳給印度群體時，也需要
關注整全福音對整個印度社會的轉化。

現況
		
5 散居在海外的印度人

喀拉拉邦（Kerala）的基督教歷史
悠久，是全印度基督徒人數最多的邦。
今天喀拉拉邦是全印度教育程度最高、
對婦女最友善的邦。但願印度有越來越
多基督徒也能匯集成一股強大的影響
力，轉化印度社會中那些被惡者捆綁許
久的黑暗。

估計有超過3百萬印度人因著各種
原因散居在全世界。很多在國外留學或
工作的人在異鄉接觸到福音，比起在自
己家鄉，他們在異鄉信主要容易多了。
我們不一定接觸到印度高種姓族群，但
看看周圍，神是否把他們帶到我們當中
了？

今天，在印度的宣教事工除了傳福
音，也包含了關注賭博、色情、情緒、
戒毒的復原和關懷陪伴事工；關心人口
販賣和貧富差距的社會公益事工；幫助
弱勢群體、醫療、社區事工等等。盼望
福音所帶來的祝福，能滲透和更新到印
度社會每一個黑暗角落。

現況
		
6 容易接觸的穆斯林
印度有大約1.7億穆斯林。比起其
他地區的穆斯林，他們是其中一個全世
界最大、最容易接觸的穆斯林群體，我
們需要和他們分享福音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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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美好的事工

我們在一起

在以印度教為基礎的文化
中，印度的女人和兒童至今依然
嚴重被剝削，除了屢見不鮮的姑
息強姦問題、還有兒童被販賣到
宗教朝聖中心和觀光客中心提供
性服務。

神的宣教事工從來就不是「One Man Show」,
因此有效的連結網絡，集中所有宣教資源，發展出
有效率的福音管道，乃是最可取的宣教策略。

宣教機構「兒童聖經俱樂部」
（Children’s Bible Club Ministry）
的同工范內克說：「那些來到這
裡的印度兒童會了解自己的身
分，知道自己並不是『賤民』，
而是神的兒女。」
「兒童聖經俱樂部」透過聖
詩、聖經故事和同工的關懷陪
伴，一點一點轉化這些兒童的內
心和生活，向他們展現在基督裡
有全新且不一樣的未來。當父母
看到孩子這種轉化的生命時，漸
漸也跟著孩子到教會。」
范 內 克 喜 樂 地 分 享 ：「現
在，耶穌基督的福音好消息在印
度非常重要，有太多人因此生命
被改變！」   

「印度宣教協會」（India Missions Association,
IMA) （注）是一個由印度眾宣教機構所組成的協會，
主要宗旨是協助各宣教機構推動差傳事工，也是印
度各宣教團體與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梁。
目前有近244名來自各地的宣教團隊加入IMA，
當中涵蓋了超過25,000名宣教士，分別在印度1,600
個地區從事宣教工作。大家都擁有清楚的異象、使
命及不同的專注焦點；所使用的方法及策略也隨著
不同的服事群體呈現多樣化。
IMA負責協調這些機構，以夥伴關係或連結網
絡的形式一起配搭同工。比如定期舉辦分享會和建
立平台，讓成員能彼此分享資源、資訊、專業和經
驗，也幫助擴大成員對國內及國際的宣教視野，以
致不會錯過任何一個未得族群的需要。
今天，面對著印度人數如此龐大的未得族群，
每一個宣教機構、教會、宣教士和信徒必須同心合
一，在各自崗位上發揮功用，又要彼此分享、配搭
與合作，才可能把這龐大未完成的工作做完。
注

欲知更多印度宣教協會歡迎聯絡：ima@imain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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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史丹利•瓊斯的宣教傳記
Missionary Biography, E. Stanley Jones
1905年 ， 史 丹 利 • 瓊 斯 和 其 他 3位
阿斯布理學院（Asbury College）的
同學一起在教室禱告，聖靈感動他們向神認
罪，並向神完全敞開，願意更深認識神、
順服神。隨後，有更多學生進到教室一起禱
告，經歷被聖靈充滿，沉浸在復興當中。
1884年出生於巴爾的摩（Baltimore）的史
丹利•瓊斯，就是在當晚被聖靈觸摸，獻上自
己的一生，預備進入宣教禾場。1906年，史
丹利•瓊斯大學畢業後留在學校工作一年，
之後便前往印度成為宣教士；1911年，他在
印度和另一位宣教士同工梅葆•蘿欣（Mabel
Lossing）結婚。
雖然瓊斯在印度的宣教對象多數是較低
種性的人，但神卻讓他常常有機會接觸到最
有權力的人，例如他曾和美國羅斯福總統一
起努力避免和日本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他
和印度重要的領袖甘地保持良好的關係，並
在印度剛獨立時，影響了宗教自由的政策。
史 丹 利•瓊 斯（E .
Stanley Jones, 18841973）是一位知名佈道
家，雖在印度服事，但
足跡遍及全球，也到過
中國好幾次。當時中國
的廣學會把他幾本暢銷
書譯成中文出版。這些
書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
書館有存PDF檔。

注

太陽和星辰多日不顯露，
又有狂風大浪催逼，我們
得救的指望就都絕了。徒27:20

這段經文提醒我
都絕了
們，當暴風雨興起時，誰都可能
會絕望。指望「都絕了」和40節
譯作「砍斷纜索」是同一個字。
或許我們可以說，路加和其
他人眼見暴風雨一天天颳下去，
便將希望的繩索砍斷了。但在詩
篇62:5詩人提供我們一個身陷風
暴時的救命訣竅：「我的心哪，
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
為我的盼望是從祂而來。」當中
「盼望」的原文是tiguah，照字面
翻譯就是「繩索，作為連繫兩處
之用」。
詩人將他在倚靠人時所經歷
的失望，與他在信實的神那裡尋
見的安全感相互比較，他的纜索
或繩子只單單與神相繫。我們每
個人為了安全起見，手裡都會抓
著某種繩子，然而繩子的另一端
若不是神，我們不過是將生命繫
在一條繡線上罷了！
當巨浪猛烈地打在你身上
時，務必要緊緊抓住救你命的基
督。不論風暴摧毀了什麼，祂都
能使你存活。只有祂能叫你不落
入苦毒。惟有祂能重建暴風所滅
的一切。

天父，為現在就讀神學院的學生禱告，求你引導他們明白你對他們生命的旨
意。「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我們一起來禱告，求上帝使
用祂的孩子在全印度傳揚上帝的恩慈與愛。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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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瓊斯的宣教傳記（二）
Missionary Biography, E. Stanley Jones, Continued
史丹利•瓊斯經常在印度主要城
市舉辦佈道會，公開向大學生傳
講耶穌的福音。曾經有一位印度領袖在
他向一群城市人傳福音之前說道：「或
許我們不贊同瓊斯博士說的話，但我們
的確希望能成為像耶穌這樣的人。」

使你們可以辨別是非，成為真
誠無可指摘的人，直到基督的日
子。腓1:10，新譯本

無可指摘
神對付我們的過犯
很徹底，祂說我們的罪過已被塗抹，
永遠不會再提。既然如此，為什麼保
羅指示我們要為自己負責，成為無可
指摘的人？這字不是描寫神的作為，
而是說神在我們身上做工的結果，要
反映在我們的行動中。

瓊斯的其中一項有效福音策略，是
開始了「圓桌會議」，讓不同信仰背景
的人可以聚在一起，各自分享自己的信
仰經歷。當中有些人會反對福音，有些
人會強調自己的宗教最好，但也有不少
人就是在這裡認識基督，並且決定跟隨
主。

aproskopos的意思是「不出擊或
不絆跌」，是個雙向的字眼，即不做
讓自己跌倒的事，也不做使別人犯錯
的事。

1925年 ， 瓊 斯 寫 了 一 本 書 ， 名
叫「實行的基督教」（The Christ of the
Indian Road）」，銷售量超過1百萬本。
一個網站如此評論這本受歡迎的著作：
「人們圍著篝火閱讀這本書；軍人和政
府官員研究這本書；議員在國會上引用
這本書。」

今天，人們會把「無可指摘」變成
「屬靈容忍」，認為凡事都要「容忍」
與「不冒犯人」。曾經多少次，聽到有
人抱怨基督徒不該把自己的信仰強加在
別人身上，我們也習慣用這樣的觀念避
免與人正面談論神的事。

瓊斯對這本書
的回應是：「如果和
好 是神最 主要的心
意，那麼和好也是我
們最主要的任務，這
和好包括人與神、人
與自己、人與人的和
好。我將致力於讓不
同的宗教團體彼此
和好。」

然而，我們的神不是容忍不符合
真理的事，祂乃是耐心等候人悔改，
兩者有很大的區別。我們若想反映神
的看法，所要展現的是耐心，而不是
寬容。
經文將清楚辨別真理和無可指摘
的行為連在一起，讓我們知道兩者是
息息相關的。主要我們效法祂，警醒
地跟隨祂，要聖潔，要有耐心，這樣
你就可以無可指摘了。

天父，祈求今日的宣教士能夠了解自己在人與神和好的工作中所應扮演的角
色。求主賜給宣教士們有聰明智慧，能夠以適合福音對象的方式和文化，沒有
攔阻的向他們分享耶穌的愛。求主為宣教士打開傳福音的大門。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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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史丹利•瓊斯的宣教傳記（三）
Missionary Biography, E. Stanley Jones, Continued
瓊斯另一項重要的貢獻，是
在世界各地設立了許多靜
修學舍（Ashrams Spiritual Retreat
Centers），讓印度教徒和基督徒可
以在一個友善的環境中，彼此交流
和分享關於信仰的課題。其中最重
要的一個靜修學舍，是位於北方邦
（Uttar Pradesh）的「參討學舍」
（Sat Tal）。

這道
曾經有個印裔基督徒告訴
我：「我們不是基督徒，我們是耶穌的跟
隨者。」接著他解釋「基督徒」這個稱呼
帶給他很大的包袱，於是他和家人決定稱
自己為耶穌的跟隨者。

其實靜修學舍的概念源自印度
教的靜修，因此印度教背景的人不
會抗拒來這裡待上好幾天，探索自
己心靈深處的屬性和親近神。許多
初次來到靜修學舍的印度教徒，經
過深入思考，最終選擇歸向真神。
瓊斯很有智慧地以印度社會可以接
受的方式，打破文化的藩籬，好把
福音介紹給他們。

我們需要反思這件事。現在「基督
徒」這字牽連了各種複雜關係，包括基督
徒國家、基督徒政治，基督徒教育等等。
這字已經剝離了它真正的意思了。但「這
道」不同，它來自耶穌說的「我是道路、
真理、生命」。說「我跟隨這道」就是說
我屬於獨一的主，耶穌。

1971年12月，瓊斯不幸在其中
一個靜修學舍中風，之後他的身體
便一直很虛弱。但他還是努力以口
述方式完成了最後一本著作「The
Divine Yes」(神聖的肯定)，並在完
成後的一年多就過世了。
許多傑出的印度教徒在瓊斯的
影響之下有機會聽到福音。他的宣
教策略不墨守成規，而是以尊重和
了解印度教文化的方式與人分享傳
福音。

……若是找着信奉這道的人，無論男
女，都準他捆綁。徒9:2

「基督徒」這個名稱最起初是貶義詞，
是用來嘲弄和討厭跟隨耶穌的人。那時跟隨
耶穌的人稱自己為「跟隨這道的人」。

我跟隨耶穌，不是跟隨一個信條或
一個教會或一個交往平台，而是跟隨一位
神。我服事祂，聽從祂的呼召，和屬祂的
弟兄姊妹同在，參與神國的事。
我曾參與探望監獄中的囚犯，我們
與他們分享關於「這道」的信息，包括跟
從我、背起你的軛、學我的樣式、互相幫
助、饒恕等等。「這道」就是跟隨在耶穌
後面走，清楚，簡單，只需法效法基督就
行了。你如何描述自己？你是某個牌子的
「基督徒」人群嗎？或者你真的是跟隨「這
道」的人？

天父，為史丹利 • 瓊斯所帶來的影響、讓很多卓越的印度教徒有機會聽到福音向
感恩。求你幫助今天的宣教士，也能夠有智慧，曉得如何以不具威脅性、非西
方化的方式來向印度教徒傳福音。「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
僕人，為要多得人。」求神興起更多福音使者，為了贏得更多的印度未得之民，而願意
付代價依循傳福音對象的生活方式來生活。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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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森人

星期三

Gosain People

傳統上古森人是非常虔誠的
印度教徒，是專司敬奉濕婆
的苦行僧，足跡遍布印度各地。他
們定意過著禁欲獨身、素食刻己的
乞討流浪生活，以求獲得神明悅納
和心靈平安。
印度有將近160萬的格森人，主
要生活在印度北部和尼泊爾接壤的
北方邦，也有一些格森人居住在尼
泊爾及孟加拉。
目前古森人的苦行僧生活方式
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許多人已轉
向農業、畜牧、人力車、木工、工
業、勞動臨時工，織布刺繡工，甚
至政府服務，商貿等。他們也和其
他印度教徒一樣，過著有家庭的婚
姻生活。不過仍有少數苦行者依然
選擇遵循禁欲的生活來供奉和看守
濕婆神廟。
古森人曾經是嚴格的素食主義
者，他們的主食包括穀物、扁豆、
蔬菜和肉（除了牛肉）。這個族群
實行計畫生育、由父母安排婚姻、
女孩的識字水平普遍低、財產由兒
子繼承、長子為家庭的領袖。傳統
上，古森人的社區由他們的議會監
督處理離婚和家庭糾紛；犯錯者的
罰款會用於濕婆神廟的盛宴。
雖然古森人有機會接觸到福
音，但由於北方邦有禁止印度教徒
改教的法規，因此至今他們仍是未
得之民。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美好工
作的，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
這工作。腓1:6

不是所有工作都算為
「美好工作」，我們常把生活中許多工作
稱為是「神的工作」，其實未必是神做的
美好工作，而是以我們的力量做出自己的
工作。「美好工作」是由神開始，並且確
定它會大工告成。
美好工作

這 個 短 語 有 兩 個 希 臘 字 ： ergon和
agathon。ergon和英文字energy（能量）
有 關 ， 那 是 工 作 ； agathon的 意 思 就 很
寬，一般翻成「好」，但也包括了「優
秀、最好、賢德、正直、有用、仁慈、有
益、傑出」等意思。這些意思為我們提供
了一些標準，以下的問題幫助我們省察自
己所做的是否來自神美好工作。
1

你所做的事有越來越出色了嗎？

2

你是否把工作做到「最好」？

3

你的道德品格有越來越好嗎？

4
你內心希望每個行動能越來越正直
嗎？
5

你積極遵守神的誡命嗎？

6

你的生活方式對別人有益處嗎？

7

你是按照神的觀點生活嗎？

神正在我們我們身上做美好工作，我
們應該發現自己是按照這美好工作的特質
被塑造。照鏡子看看，你能在自己身上看
見神所做的美好工作嗎？

天父，祈求向格森人彰顯你是供應的神，這樣他們就不再需要為了要向錯誤的
神奉獻，而承受沉重的壓力，或是以物質來尋求權力。祈求他們所認識的基督
徒，可以向他們活出豐盛生命的見證。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
命憂慮吃什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但願格森人
可以單純信靠耶穌，讓沒有擔憂的生活從不可能變為可能。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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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
9 月    

星期四

迪瑪人 Dhimar People
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
許多的苦難。徒9:16

我們比較難明白
「為我的名」代表什麼？其實這是個官
方用詞，表示「名義上代表我」。
為我的名

耶穌告訴亞拿尼亞，保羅將要成為
祂的正式代表。第一世紀猶太人特別清
楚「名」的意義，因為當時的官長都被
某個更高權威的「名」來管轄。「奉凱
撒的名」是他們的常用說法，用來聲明
凱撒是你生活中唯一至高的權威。

Photo by meghla_akashe_pori

迪瑪人主要住在印度中部，多數
人使用印地語。這個族群主要
從事編織繩索、將石子磨尖、賣飯和魚
等工作。他們信奉一般印度教的神祇如
濕婆（Shiva）、象神迦尼薩（Ganesh）、
哈 努 曼（ H a n u m a n）和 拉 克 什 米
（Lakshmi）。

因此當跟從這道的人說「奉耶穌
的名」，他們是正式宣告要效忠另一個
王，不再效忠凱撒。在當時這宣告是可
以判死刑的罪。「奉耶穌的名」不是神
學字句，而是對我的王做的見證。
你能夠想像嗎？你的王告訴你為了
服事祂，你這輩子都要學習忍受很多苦
難。聽見這話，你會歡呼雀躍嗎？還是
你會想：「主啊，為什麼要選我作你的
代表？」

每逢春天，迪瑪人會參加印度3
大節慶之一的「灑紅節」（Holi，或稱
色彩節）。這一天，到處呈現一片瘋
狂，人們會將五顏六色的顏料和粉末
潑灑到彼此身上，頓時每個人都變得
七彩絢麗，街道也一片五彩繽紛，人
人互相擁抱和跳舞慶祝。

保羅看配得分擔耶穌的苦難為榮
幸，他是基督最偉大的代言人。你願意
成為耶穌的正式代表嗎？耶穌說世界要
恨惡你，你不能一邊服事神，一邊與世
界為友，但你會擁有屬天的喜樂。

這個慶典主要是慶祝冬季結束，
也是為了紀念愛和戰勝惡魔。雖然這
是一個歡樂、和好、愛和表達感謝的
節日，但最終目的還是敬拜假神。

天父，為迪瑪人禱告，但願他們能因認識耶穌得著真正的喜樂。也期待他們能
得著從神而來的救恩，並從世界上的重擔中得著釋放，享受在主裡真正的自
由。「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求父神差派
人去向迪瑪人傳認罪悔改的信息，讓他們有一天是為自己能夠得救而慶賀。奉主耶穌基
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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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
9 月    

星期五

瑪拉瓦人 Maravan People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羅10:13
主名
我們已經知道「奉主的
名」就是承認祂擁有最高的權威，是我
們的王，是我們的主。顯然，呼求主的
名並不是那在急難中發出的「主啊」，
而是確認這是我們順服的王。當我呼求
主的名，就是在大聲宣告：「無論如何
我都要單單事奉我的王。」

Photo by f.slezak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
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
樣。』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
從那裡往前走，又看見弟兄二人，就是
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他兄弟約翰，同他
們的父親西庇太在船上補網，耶穌就招
呼他們，他們立刻捨了船，別了父親，
跟從了耶穌。」太4:19-22

這是為什麼「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
救」，因為當我求告主的名字，意味著
我已預備好要在生活中遵從神的治理、
完全採納神的觀點、一心順服祂的引
導。我的生命就會經歷更新和轉化，這
樣的生命一定是得救的。
求告主名不是新約發明出來的
「 得救要求」，事實上保羅所引用的
經文是來自約珥書3:5。當然，摩西五
經和列王記上下都有無數呼求主名的
例子，神一直在歷史上作王治理，祂
也一直邀請人加入衪百姓的行列。主
耶穌來到世上沒有建立一個新國度，
衪是呼召我們在創世以前就已建立的
那個國度裡服事祂。

最早成為耶穌門徒的人，為了更
崇高的呼召，毅然選擇放下自己的家庭
和漁夫這個穩定的職業，頭也不回地跟
從主，因為他們相信耶穌配得這一切。
瑪拉瓦人居住在印度南部的泰米
爾納德邦（Tamil Nadu），主要使用的
溝通語言是泰米爾語。在泰米爾語中，
「瑪拉瓦」的意思是「戰士」，但今天
多數瑪拉瓦人從事的是農業或漁業，屬
於印度種姓制度中最低階層，社會地位
非常弱勢。

下次當你求告主名時，要刻意把自
己的生活放在神的治理下，每一步都按
照神的觀點來行事。當你這樣做時，就
必要得救。反過來說，如果你執意不肯
「求告主名」，是否真的得救呢？

雖 然 97％ 的 瑪 拉 瓦 人 信 奉 印 度
教，但已有少數的基督徒在他們當中
了。

天父，為瑪拉瓦人能夠成為耶穌的門徒來禱告，願福音的好消息能夠早日臨到
他們。求神提升瑪拉瓦信徒，恢復他們屬靈戰士的身分來為耶穌作見證，能影
響更多人歸向基督。「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天父配得瑪拉瓦
人犧牲一切來跟隨，懇求打開他們的眼睛，能看見神的榮耀。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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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
9 月    

星期六

麻族 Mal People
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
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
與人較力，都得了勝。」創32:28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羅
10:13
主名
你正在求告主名嗎？你有
刻意把生命放在主的統治下，按祂的
觀點為你行事為人的指標嗎？當你說
自己在求告主名，意味著你要勇敢對
抗世界的模式，反對所有不屬於神家
的事物和思想。

創世紀告訴我們，神的子民（以色
列）之父
雅各，已改名為以色列，
意思是「曾和上帝較力的人」。雅各經
過與上帝較力，成為更認識神的人，可
以完成神所託付的使命。

這個決定對我們來說有點困難，
主要是我們居住在這個環境太久，早
已被洗腦，難以分辨善惡；我們呼吸
受到污染的空氣太久，以致現在吸入
新鮮空氣，反而會不習慣！

幾千年前，有一個民族也曾被視為
「搏鬥者」，他們就是印度的麻族人。
「麻」（Mal）在梵文就是「搏鬥者」
的簡稱。
今天，麻族主要居住在印度的比
哈 爾 邦 （ Bihar） 、 西 孟 加 拉 （ West
Bengal）和扎哈罕（Jharkhand）。他
們根據所居住的地方，分別使用印地
語、孟加拉語或其他語言。多數人從事
農業，但他們一直都沒擁有自己的土
地。同時，他們也被視為守門人。

在神的國度不是靠資訊來學習，
而是靠肯順服的心。神對我有個很簡
單的要求，就是要我朝祂的方向走一
小步。那一小步需要我把自己的計畫
擺在祭壇，放棄發號施令的權力。
起初，可能不是很大的要求，
比如只是對配偶完全誠實；對某人說
聲對不起；清理掉一些受傷的感覺；
改掉會干擾我和神關係的習慣……雖
然不是什麼大事，可是那順服的一小
步，卻包含在更親近神的過程中。除
非你解決了那一步，否則神不會教下
一步。

雖然麻族人被稱為搏鬥者，但他們
還沒有機會和上帝較力，並在神的國度
中找到生命的目的和方向。至今還沒一
個麻族已經認識耶穌基督。

順服永遠走在啟示之前。我們不
需要事實，我們需要的是順服。
Photo by Michal Svec

天父，為麻族人來禱告，渴望他們儘快能夠與又真有活的神面對面，像雅各一
樣與神面對面，成為屬神的人，找到生命的目的。「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毗
努伊勒，意思說：我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但願麻族人像雅各一樣，當
他們經歷神的同在時，就將生命的主權完全交給神。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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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
9 月    

星期日

巴賴人 Balai (aka, Balay) People
怎麼會有一個族群存在如此
大的差異呢？巴賴人散布在
印度的好幾個邦，包括拉賈斯坦邦
（ Rajasthan） 、 中 央 邦 （ Madhya
Pradesh） 、 北 方 邦 （ Uttar
Pradesh）和聯邦政府的直轄區德里
（Delhi），因此他們說不同的語言，
受不同環境影響。不過每個地方都有
一些巴賴人會說印地語。在至少一個
州裡，巴賴人是屬於被法律特別保障
的種姓，其中的福利包括可以優先從
事一些特定的職業。

你要愛耶和華你的神、常守他的
吩咐。申11:1
愛
希伯來文有3個關於愛的動
詞，ahav是其中之一。這不是一個「感
覺」，而是「順服」的動詞。這字常與
誡命連在一起，是個命令用詞，意思是
即使你不想，也要照神的意願去做。

今天人們把「愛」降低到只有
「感覺」的層面。愛一個人意味著需要
有美好的感覺，因此感覺不好可以分
手；個性不合可以離婚。這種愛完全是
以自己的需要為焦點，是不可能會服從
命令的。

他們的人口大約介於1千6百萬到
2千4百萬人之間，最多人從事的職業
是用葉子編織提供給農民或工人使用
的盤子。今天，已有人擁有自己的生
意，或在水電工、木工、公務員等工
作領域當中了。

然而神命令我們要愛祂，不管有
沒有好的感覺。其實感覺通常會伴隨著
行動而產生，所以神只命令我們要有行
動。一旦我們順服這命令，就會發現感
覺也會隨之而來。

在主要城市以外，巴賴人會與
其他種姓他人混居在同一個村落裡。
但不同種姓的人會居住在不同的房子
裡，而且只會和自己差兩個種姓階級
以內的人通婚。

ahav是 個 要 求 我 們 有 所 行 動 的 命
令，若我不遵照這命令，就不能愛神！
當我愛神，就會單單將注意力集中在神
身上，而不是在自己身上。當一個人愛
神，他會不管感覺如何都活出神的方
式。

多數巴賴人信奉印度教，只有
極少人認識耶穌基督。很少巴賴人識
字，因此他們更需要口述的福音材
料，比如印地語耶穌傳电影、語音及
廣播節目等。

沒有比主耶穌的生平更能詮釋
ahav。主耶穌上十字架之前，祂在客西
馬尼園的禱告，就是表明願意放棄自己
的權力，不管自己的感覺如何，仍然選
擇順服父神。

天父，為著巴賴人的關鍵人物能夠因著福音影片、錄音或廣播節目，對耶穌產
生興趣來禱告。求神興起印度教會勇敢地用愛來向巴賴人傳福音。禱告神在這
個族群中興起很多門徒來跟隨耶穌。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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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蓋寇蘭人 Kaikolan People
在蓋寇蘭人當中流傳著一個這
樣的傳說：「桑傑（Sanjay）
像老虎一樣悄悄地在密集的矮樹叢中
緩慢爬行，緊緊盯著站在自己家園的
外來獵人。他的族人對於這個外來者
再次返回，感到非常生氣！他心想：
『我得去割掉那隻他們正在狩捕的野
獸的尾巴，才能擺脫他們。』」

論到這個題目，我們有好些話要
說，卻又難以解釋，因為你們聽
覺遲鈍。來5:11，NET中譯本
遲鈍
記得剛駕駛時，不管平
行泊車或在馬路上，都會很緊張。經
過多年操練，可能你開車時已可以講
電話、聽音樂、看風景了。我們會稱
不留意駕駛的人是「在方向盤上打瞌
睡」，這就是nothros的意思。

今天約有250萬蓋寇蘭人居住在印
度。他們以由男性主導的大家庭為核
心，並由族中長者負責做一切決定。
蓋寇蘭人屬於印度社會中的低種姓階
級，他們沒有太多機會接受教育，多
數人只能成為棉紡織工廠的工人。

在與神同在的旅途上也一樣，當信
心的道路變成了慣例活動，我們也會變
得nothros。當我們重複做著同樣的事，
領聖餐、聽道、禱告，在固定程序中不
再深入思想，也不用心，一不小心就會
「在方向盤後面打瞌睡了」。

超過99％蓋寇蘭人信奉印度教，
不過他們的信仰明顯又摻雜了許多迷
信、魔法、祖先祭祀和泛神思想。在
他們當中的法師、巫醫和魔術師都可
以通靈。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你們本
該大有進步，本該去教導他人，現在
我反倒要帶領你們回到基督道理的開
端。你們滿足於常例活動和平淡的屬
靈糧食，難怪長不大。」

或許因為附近有一些大城市，他
們當中也有一些人成為穆斯林，和有
少數的基督徒。

你吃什麼糧食？最近閱讀了什麼
書？有被聖靈催逼去思考嗎？最近的
禱告有得著新亮光嗎？在團契中的相
交有新學習嗎？

蓋寇蘭人的母語是泰米爾語
（Tamil），但 大 部 分人不識字，故此
《耶穌傳》電影、廣播節目、語音聖
經等福音資源是較有效的傳福音工
具。感謝神，目前有許多基督徒和宣
教士都能以泰米爾語來溝通。

下一節經文可以幫助我們省察自
己：「你們早該作教師了。」我想作
別人的教師呢？或只想坐在那裡任由
聽覺漸漸遲鈍呢？

天父，為著說泰米爾語的基督徒和教會禱告，渴望他們能向以家庭為核心的蓋寇
蘭人傳福音。求聖靈讓蓋寇蘭人渴望尋求充滿愛的救主，並看見神早已為他們
預備道路，能夠進到屬靈的大家庭中。禱告蓋寇蘭人心中存在好幾個世紀的堅固營壘，
能夠被得勝的主耶穌徹底破除，使他們能夠有自由來尋求全能的真神。奉主耶穌基督名
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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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寇希第人 Koshti People
一個富有、上了年紀的寇希
第男人，哄騙了鄰村一個年
輕女子嫁給他。其實女子知道這個
男人並不愛她，他只是想娶一個妻
子，自己的織布廠就可以有多一個
幫手而已。
寇希第人善於編織絲綢和高級
棉布。當年輕女子成為這個男人的
妻子之一時，意味著從此她就要在
工廠裡，日復一日製作那些精緻潔
白、鑲著紅綢邊的布匹。
人 口 大 約 有 110萬 的 寇 希 第
人，主要居住在印度的南部。他
們多數是印度教徒，當中相信耶
穌 的 寇 希 第 人 還 不 到 400位 。 寇
希第人祭拜許多印度教神明，但
最主要信奉的，是象頭神加納什
（Ganesha）。
除此以外，寇希第人當中也流
傳著這樣的傳說：他們的祖先
聖者馬坎第（Markandi Rishi）曾用
蓮花編織一件衣服來遮蓋神明的裸
體，這神明為了感謝他，送給他一
個巨人。但是這個巨人不肯服從馬
坎第，因此他就殺了巨人，並用它
的骨頭來編織精緻的衣服。
今天，當寇希第人清洗並祭拜
完編織用的工具以後，會用牛糞來
做象頭神像，接著會用花朵、米飯
和薑黃來祭拜。

我們的救主獨一的神，藉著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得享榮耀、威嚴、能力、
權柄，從萬古以前，到現今，直到永永遠
遠。阿們！猶25
權柄
權柄不等於權力，我可以用
權力逼你作出某些行動，但權柄只能加
在願意接受和順服的人身上。權柄是雙向
的。

神有權柄管理萬物，因為衪是創造
主，自然有權力向受造物行使衪的權柄。
但神沒有把祂的旨意強加在人身上，乃是
邀請人來順服祂的權柄。
主耶穌做得更徹底，祂刻意放下自己
的權力，自願接受父神的治理權柄，按照
父神的治理權柄來行事。主耶穌看自己是
奉父神的權柄做為一個代表而已。
你是否效法耶穌如此行事？還是你本
著自己的權力行事？要分辨你是服從權柄
或行使自己的權力不難，前者是要順服；
後者則是要掌控。當我效法耶穌時，就不
再企圖用權力來掌控我的環境，而是尋找
神賦予我的權柄。
當我發現權柄是神給我的禮物，就明
白我的權柄要完全靠賜權柄者的允許才可
使用。我會留在賜予我的權柄範圍內，知
道自己不過是治理者的代表。
聖經中exousia的用法，幾乎都是關乎
神，祂才是真正擁有權柄的。當我忘記權
柄屬乎神，就會陷入自我控制中。

天父，為著寇希第人能聽見基督教廣播節目，從當中認識耶穌基督的救恩來禱
告禱告。祈求當他們聽見時，聖靈幫助他們渴望認識順服父神、將自己獻上為
祭的聖子耶穌。但願寇希第人渴慕得著主所應許所的豐盛生命。聖經說「你們作丈夫
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為著寇希第人能有戲劇化的轉
變來禱告，讓成千上萬的丈夫能因為愛他們的妻子，而得到整個印度社會關注。奉主耶
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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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 月11

星期三

多薩德人 Dosadh People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是凡事
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
但無論哪一件，我都不受它的轄制。林
前6:12
轄制
在過去的世紀，神的跟隨
者很容易就領悟神的權柄，因為祂本來
就是最高的法律頒布者，也是人類的造
物主。可是人類後來偏離了這個方向，
開始強調個人自由和自我肯定。

Photo by M M

在印度人的標準中，靠著蒐集
牲畜身上的昆蟲或是賣牛糞便
維生的，屬於最低等的工作，而有一些
多薩德人就是靠著替別人採集森林的物
種或砍伐木頭維生。還有一些多薩德人
的生活更困難，連工作都沒有，只能仰
賴救濟品生存。

今天我們活在一個不再承認神的
治理權、不再對造物主盡義務的時代。
我們努力爭取自由，認為自由是不可被
剝奪的權力。但聖經的觀點，自由乃是
神在衪的權柄下賜給人的禮物，並不是
我們理所當然擁有的。

今天你要辨認在路邊的乞丐是不是
多薩德人很容易，因為他們通常會帶著
兩個神像：印度教的濕陀羅（Sitala）
和拉克什米（Lakshmi）。諷刺的是這
兩個神明都象徵財富和豐盛，而多薩德
人的生活卻如此貧乏，讓人想不通為什
麼他們還不願意放棄這些不會幫助他們
的神明呢？

「權柄」與「轄制」是同一個希
臘字根。保羅說除了基督以外，沒有任
何東西可以成為他的權柄。過去那些用
來轄制他行為的規條，現在已不再適
用。如今基督是他唯一的權柄，他的生
活將以「主耶穌是主人；他是奴僕」這
份關係來衡量。

多薩德人也祭拜印度教中最邪惡的
神，其中一個是蛇神（Snake Goddess）；
另一個是有四肢手臂，會吞吃日、月而導致
日蝕和月蝕的魔鬼。多薩德人會以豬和酒
來祭拜這些神明。

是主耶穌把我們從過去的轄制中
釋放出來，使我們不必在任何規條的權
柄下受轄制。這份自由是神以巨大的代
價換回來的，因此衪要求我們完全效忠
衪的獨生子。

當一個群體落到如此絕境的時候，
通常會渴望得到改善。多薩德人非常需
要尋求獨一真神，帶領他們去到對的方
向。

今天我們不必活在規條的權柄
下，卻是自願順服在與神的獨生兒子關
係裡，向祂交賬。

天父，為著多薩德人能找到尋求基督的道路來禱告，當他們尋見真神時，願意
放棄原本的偶像。求神祝福多薩德人的社群，使他們可以在屬靈和經濟上興
旺。求聖靈感動他們渴望成為耶穌的門徒。「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
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禱告多薩德人能夠看見上帝的良善，並經歷上帝
的慈愛。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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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 月12

星期四

瑪唐人 Matang People
居住在印度中部的瑪唐人酷愛
音樂，他們也喜歡在身上刺
青，但這刺青和西方的叛逆次文化所提
倡的並不相同，純粹是有他們自己的文
化。

罪就伏在門前。它想要控制你，
你卻要制伏它。創4:7
制伏
當該隱還沒謀殺他兄弟
時，神已先告訴他必須制伏罪，不要被
罪抓住他。從古至今，制伏罪所帶來的
欲望仍然是神要求人做的事。

有時候，瑪唐人有機會以演奏音
樂來維持生計，他們也熱愛表演戲劇，
尤其女人常常會參與在戲劇表演當中。
這個群體很貧窮，通常女人都需要出外
工作。比較幸運的人，可以找到一些拉
三輪車或當建築工人的活兒。

mashal包含了「權柄與管理」的
意思。神要人治理祂所創造的萬物，我
們通常只想到治理世界，但在這節經文
讓我們發現，還包括了要治理自己的情
緒和思想。

在印度的種姓制度中，低種性的
人多數從事跟死人相關的工作，或是幹
一些體力活，而瑪唐人通常就是從事這
些工作，比如幫牲畜閹割、修復皮革、
助產士、劊子手或殯葬業者等。在更早
的1950年代之前，他們甚至被視為是
小偷族群。

該隱很鬱悶神不悅納他的祭獻，經
文沒交待為何神不悅納，事實上神把注
意力放在了該隱的思想狀態上，而不是
在他所獻的祭。神勸該隱要趕快制伏不
對的思想，這樣他才可以回到正軌上。
神還注意到另一件事：情緒管理不
當的情形馬上就要攻擊該隱了，神提醒
該隱他是情緒的管家，有權柄抵擋這個
攻擊，必須主動行使神賦予他的這個權
柄。

我們知道上帝愛所有人，包括那
些遭人所唾棄的族群，你認為今天上帝
會希望我們如何為瑪唐人禱告呢？

我們該如何操練情緒的管理和制伏
呢？就是把這些試圖掌控結局、為自己
尋求公平、蓄意報復等情緒交還給神。
我們身為管家，該把它交給主人處理。
神不會強迫我，祂會耐心等候，
給我勸告和警告。神已把管家的任務交
給我，除非我不要做，不則祂不會拿走
的。

Photo by Micha+é Huniewicz

天父，為著被人唾棄的瑪唐人禱告，求主讓他們能知道自己在神眼中何等寶
貴，聖靈幫助他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的愛和救恩，成為神家中的一分子。祝福
瑪唐人能從印度底層的社會地位被提昇，並且開始用愛心與信心來服事上帝和其他人。
「擊鼓跳舞讚美他！用絲弦的樂器和簫的聲音讚美他！用大響的鈸讚美他！用高聲的鈸
讚美他！」但願瑪唐人能儘快用他們的音樂恩賜在整個北印度讚美上帝。奉主耶穌基督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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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 月 13

星期五

帕希人 Pasi People
罪就伏在門前。它想要控制
你，你卻要制伏它。創4:7

為什麼我們應該管理
自己的情緒？這裡有個很深刻的答
案，也許我們並沒有料到。神不是
告訴該隱，為了討神喜悅，所以他
需要掌控情緒；神是給該隱一個緊
迫嚴厲的警告：小心！罪要把你活
活吃掉，它要利用你的情緒來設陷
阱！
控制

Photo by peoplegroupsindia.com

有多少人願意爬上一棵很高的棕
櫚樹？或許對於喜歡冒險的人來
說，這是令人興奮的事，但對印度的帕希
人來說，爬上棕櫚樹去汲取汁液，只是他
們本分要做的事。他們沒得選擇，就算有
人是畏高的，也得想辦法讓自己適應。
帕希人取棕櫚樹的汁液來做什麼呢？
他們會用來提煉成自釀的酒精，供出售或
自己飲用，因此這個族群有很多人難免會
染上酒癮。除此，他們也因為有偷竊的習
慣，擁有很差的名聲。
對帕希人這種低種姓的人來說，婚姻
不忠誠不算是個問題，因此在他們當中有
許多非婚生子女的情形。種姓制度悲慘地
將他們困在消極人生中，似乎只能從事偷
竊或製造酒精等傷害他人的事情。
良善的神永遠都在找尋破碎、受傷的
群體，願意轉變他們的生命。凡跟隨基督
的人就有機會改變，變得越來越像耶穌。
但需要先有人去向他們傳福音，這樣的事
才可能會發生。

teshookaw在聖經一共只出現
3次，其他兩處都是描述性欲、強
烈、貪婪和迫切的感覺。這節經文
則表達：「小心！罪好像一隻兇惡
的野獸正在狩獵，它要吃掉你！」
罪好像一隻野獸要把你撕裂，讓你
流血和受痛苦，你的性命只不過是
它的一餐。
我們常常不把罪看得這麼嚴
重，以為罪沒有什麼大不了，我們
掌控得了。但聖經不這樣看，你
不能拿罪開玩笑，它是危險和要
命的。罪伏在門前，好像睡著了，
事實上它正伺機而動。當我們忘記
自己是管家、把自己當作主人的時
候，罪就會跳出來控制我們。
罪存在的惟一原因，就是要把
人和神分開，並帶來死亡。這絕不
是遊戲，如果你要在曠野漂流，最
好有個保護者，那些「眼睛」正盯
著你呢！

天父，祈求差派基督工人去向帕希人傳福音，期待他們看見耶穌的道路時，願
意回轉來跟隨祂，並且成為主的門徒。「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饒恕
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禱告帕希人能認識這位願意赦免他們
一切過犯的神，求聖靈柔軟他們的心，深深被神的愛來感動。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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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 月14

星期六

巴海人 Barhai People
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
眾人，這是神可以為我作證的。腓
1:8

Photo by carol mitchell

南亞的巴海人在印度種姓制
度中屬於比較高的階層，他
們多數居住在印度北部和尼泊爾，
約有6,651萬人。
「巴海」是木匠的意思，好
幾個世紀以來，這個族群都是以木
匠、設計和建築相關工作而聞名。
他們也會用木頭來製作各種印度教
神像。近年來，有些人接受更高的
教育，能獲得更高薪資的工作，也
有些人成為了工程師。
巴海人依循傳統相信印度教，
祭拜各種印度教神祇。但他們也有
自己世代相傳的原始信仰，其中一
個例子是他們認為看到貓鼬或淺灰
色鴿子，就會帶來好運。
巴海人主要使用印地語，而聖
經、《耶穌傳》電影、福音錄音和
基督教廣播，都已有印地語翻譯。

作證
如果你需要一位見證人，你
能夠像保羅一樣稱神是你的見證人嗎？神
能夠毫無保留地支持你的立場嗎？保羅這
句話很特別，他說他對腓立比人的愛心很
純真，完全和耶穌的心腸一致，神可以親
自為此作證。

腓立比的信徒是否特別可愛，所以保
羅立即就愛上他們？大概不是。我們都樂
意愛那些對我好、和我同一個圈子的人，
但對於那些沒人喜歡的、性格古怪的、難
以相處的、總是有求於我的人，我們是否
還能說：「我以主耶穌的愛來愛他們，神
可以為我作證？」如果我們不情願，恐怕
神不能為我們作證。
martus與英文martyr（殉道者）是同
一個字根。於是我有些明白保羅的話了：
我願意擺上性命為別人死，神可以作證。
這是我們救主的道路。
神曾為我的救主的品格作證，若我
一心跟隨救主的道，神也會為我的人品作
證。但我需要徹底跟隨這道，不能只揀自
己喜歡的部分來跟。也就是說，我需要全
心以基督的心腸來憐憫和關心人，特別是
那些沒人要理睬的人。
你憐憫關切的範圍有多大？能夠大到
一個程度說「神可以為我作證」嗎？

天父，祈求攪動南亞的眾教會來為巴海人禱告，期待巴海人因著接觸到印地語
福音資源，而產生屬靈的突破。求主讓印度的教會和信徒能向巴海人做見證，
以他們分享基督的愛。求聖靈幫助巴海人放下自己的驕傲來接受耶穌，敬拜獨一真神，
並渴望成為耶穌的門徒。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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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 月15

星期日

貝德人 Beldar People
迪皮堤是一個貝德婦女，她在德里
的一間香料公司擔任包裝女工。她
和一位同事說：「我和先生來自一個很小的
村落。當他決定要來德里的磚塊廠工作時，
希望我和孩子們也一起過來。他的這個決定
改變了我整個世界，我在工作中學到很多，
他勸我來工作是對的。如今，我賺的錢不只
可以幫補家用，還可以供孩子讀書，使他們
有機會擁有更好的人生。」
貝德人屬於印度一個相當大的群體，
擁有2千萬人。他們分散居住在印度北部的
北方邦、比哈爾邦、孟加拉、奧里薩邦、中
央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在歷史上，他們
通常從事粗重的工作，包括製作磚塊和清道
夫等。除此，也有人選擇生產和販賣酒精飲
料，因此在貝德人中染上酒癮和藥癮的情況
很普遍。今天，有些貝德人因為接受教育，
擁有比較好的經濟地位。
少數貝德人信奉伊斯蘭教，多數人是
印度教徒，但這個族群至今仍極少人認識耶
穌基督。

Photo by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
念你們眾人，這是神可以為
我作證的。腓1:8
心腸
splanchnon常翻成
「憐憫」或「憐憫的心腸」。在福音
書裡這個字總是涉及行動，比如耶
穌看見拿因城的寡婦，就憐憫她，使
她的兒子復活；父親看見浪子回頭，
就因著憐憫心腸跑過去迎接他；好
撒瑪利亞人看見受傷的人，動了憐憫
心，就為他包裹傷口。

在屬靈的詞彙中，沒有別的
比憐憫更重要了，它試驗我對主有
多委身。當神論到自己的屬性時，
憐憫是第一項；耶穌也是憐憫的最
高模範。
保羅說他對腓立比人的憐憫
心腸，是耶穌所展現的心腸，為了
愛腓立比教會，儘管需要付出昂貴
的代價，他還是願意作出犧牲。
這樣的憐憫會帶給我們的生
活許多麻煩！試想一想，多少次
我們因為忙碌而拒絕幫助別人？
因為不捨得而不願施捨錢財？然
而，splanchnon的意思是「體內的
腸子」，當你憐憫人時，是會牽腸
掛肚、揪心揪肺、情緒激動的。當
我們學像神的splanchnon，就不可
能依然過著四平八穩的生活了。我
們有這樣的憐憫心腸嗎？

天父，禱告在印度各地的基督徒和教會，能向分散各地的貝德人活出神的榮
耀、能力和愛，將耶穌的救恩介紹給他們。「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
們；必然興起，好憐憫你們。」禱告今天神的憐憫就能臨到印度的貝德人身上，貝德人
也能欣然地接受神的恩典，重新恢復與造物主和好的關係。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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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 月16

星期一

登格人 Dhangar People
卡雅（Kamya）是一位登格人，
她用手輕輕拍著幼小的兒子法特
（Fateh）的背肩膀，試圖安撫第一次剪
頭髮的他。他們並不是在理髮店，而是在
印度教的廟宇中。
等了一會兒，一個印度教祭司走到
法特身旁，一邊祈禱一邊剃掉他的頭髮，
然後把頭髮丟進濕婆前面一個燃燒著的鍋
子裡。
要安撫法特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
為他一直在害怕和尖叫，但身為母親，卡
雅必須這樣做，因為她相信剪頭髮可以洗
淨法特前世所有不好的行為，這是她能送
給法特最好的禮物。
終於剪完頭髮後，卡雅虔誠向濕婆
獻上祈禱，並送給祭司她親手做的羊奶優
格作為感謝。
有接近3百萬登格人依循印度古吉拉
特邦牧羊人的傳統方式來生活。今天，因
著環境改變，放牧的生活越來越困難，已
有幾千人選擇移居到巴基斯坦，或到城市
和其他村落尋找工作。登格人世代信奉印
度教，到今天仍幾乎沒有人聽過耶穌這位
渴望他們來跟隨祂的好牧人。

照片只屬象徵性

Photo by Channel City Camera Club

前者傳基督是出於自私，動機
不純。腓1:17
動機不純
我們會觀察人外
表的行動，並根據那些行動來判斷
一個人的動機，有時正確，有時會
被外表欺騙。實際上，罪有時就是
利用人們只看外表的習慣來讓人上
當。這是為什麼我們總要記得神的
話才是真理，縱使我們看不出來，
神的話仍然是真理。

神首先看動機，然後看行為是
否對準動機。這節經文的第一個信
息是，即使人以自私的動機行事，
神的目的仍會達成。保羅說人的自
私不能影響神的目的。
ouk hagnos直譯就是「摻有雜
質」。神向保羅顯明那些人傳基督的
動機不純，若神沒有向保羅顯露，
他永遠不會知道，只有神知道人的動
機。
人都有假裝的傾向，甚至在教
會也有這現象，人們會用一定的生
活方式，特定的語言和行為規條假
裝融入教會。可是這不是主耶穌的
道該有的方式。
耶穌的道是看內心動機。祂了解
人的掙扎、衝突、失望、後悔、嫉妒、貪
婪、悖逆等等。耶穌的道讓人一步步看
見自己的ouk hagnos，這道是要我們
注意自己最深的動機，然後把它交給
神。

天父，祈求為登格人開道路，使他們能進入耶穌的救恩。當登格人在各地居住
和工作時，求神為他們預備有生命的基督徒，向他們活出耶穌的愛，使他們
能夠早日得到救恩的祝福。「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
孫。」為著登格人家家戶戶都能儘快接受救恩來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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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9 月    

星期二

巴漢賈人 Bharbhunja People
「拉巴，我之前已經跟你說
過了，我不需要你的榖物，
拿回去餵你家的雞吧！」農場主人
指著前面的糧倉說：「在旁遮普邦
（Punjab）這個地方，榖物都堆得跟
山一樣高了。你看！都多到要腐爛
了，沒有人會跟你買的，我勸你還是
想其他方法吧！」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
身上照常顯大。腓1:20
顯大
這節經文的用字不是一般
用來描述主耶穌因為順服和謙卑而得到
「高舉」的hypsoo，而是用指「偉大威
嚴、強大的力量」的megalosune。同一
個字曾出現在申32:2，用來描述神的氣
宇恢弘；來1:3則是指神的榮耀。因此
我們知道這節經文不是論謙卑和順服，
而是要表達神的榮耀能在保羅身上彰顯
出來。

拉巴是一位巴爾布漢賈農夫，他
失望地搖了搖頭離開。拉巴的家庭一
直都是以種植榖物維生的，過去他們
會將榖物曬乾，然後售賣給人。但現
在的問題是榖物已經多到快要腐爛，
誰還會跟他們買呢？拉巴不得不認真
地想：「我是不是該改行開三輪車
呢？」

問題是全能真神的榮耀怎樣透過主
耶穌的手，大大在我們身上彰顯出來呢？
下列這些想法也許能給予你反省的
方向答：
1
如果你的身體真是聖靈的殿，神的
榮耀就住在你裡面，你的身體在這世界
只是神暫時的居所。當你的人生目的和
神是一致時，你的身體就成為祂的代理
處。

多數的巴漢賈人根據不同
的 居 住 地 信 奉 3種 宗 教 ， 住 在 拉
賈 斯 坦 邦（R a j a s t h a n）、馬 哈 拉 施
特 拉 邦（ M a h a r a s h t r a）、中 央 邦
（M a d h y a P r a d e s h）和 旁 遮 普 邦
（Punjab）的人信奉印度教；住在哈
利亞納邦（Haryana）和昌迪加爾邦
（ Chandigarh） 的 則 通 常 信 奉 錫 克
教；居住在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
多數是遜尼派穆斯林。

2
神創造人時造了身體，因此你不是
個自由漂浮的靈，而是神把你造成和這
身體完全融合的形式，你的身體應該要
彰顯神的手藝，將祂的榮耀彰顯出來。
3
罪企圖把這個身體的榮耀降低到不
能照神原來的設計彰顯出來，它要毀掉
神的作品。

今天，很多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巴
漢賈人已經遷往德里，在那裡找到工
作並定居下來。他們在德里仍然延續
著家鄉的信仰。至今，多數巴漢賈人
仍不認識基督，少數選擇跟隨耶穌的
人會遭受家人的排擠。

保羅說是「主耶穌在他裡面的工
作」，把神的榮耀從他身上彰顯出來，你
也是這麼想嗎？你是神活動的榮耀嗎？

天父，祈求差派敏銳、聰明、又充滿愛的福音使者來向巴漢賈人做見證，讓他
們能認識又真又活、願意拯救他們的神，聖靈幫助他們深深被吸引，願意回轉
歸向真神。求神幫助他們脫離來自傳統信仰的壓制，使他們有自由認識獨一的真神。
「你們為何花錢買那不足為食物的？用勞碌得來的買那不使人飽足的呢？你們要留意
聽我的話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樂。」為巴漢賈人禱告，渴望他們能尋求
與神建立關係而得的屬靈豐盛的恩賜。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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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 月 18

星期三

甘度人 Kandu People
你們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相
稱。腓1:27
行事為人
politeuo的字根和英
文politics（政治）同源。在我們的時
代，也許好行為與政治家無關，因為
政客們已把politics的名聲搞壞了。可是
在保羅的時代，politeuo這個字告訴我
們，基督徒的行事為人展現了我們是在
神的治理下的公民身分。這字的意思
就是：「按照一個政體的法律和習俗行
動」、「作個好公民」。

Photo by Christophe Brisbois

這裡面含有特別重要的事實，需
要我們關注：

在古老的印度中，甘度人過去
主要替南亞和中亞的人烘乾榖
物，現在他們已經改變跑道，開始在
村落從事交易、借貸或經營商店等工
作。

1
基督徒是一個群體，是屬神的政
體，而不是許多個體湊合在一起。
2
我們該以身為群體一份子的態度
生活，而不是在社區中的獨立個體。

今天，多數甘度人居住在印度的
比哈爾邦（Bihar），也有人居住在印
度東北部其他邦或尼泊爾和孟加拉。
甘度人會說多種語言，但他們主要使
用印地語。多數人會和自己的親族結
婚，因為和其他族群通婚還是被禁止
的。

3
跟隨「這道」的人都是活躍的神
國公民，參與神國的政治，在神的治理
下按祂的規矩辦事。
4

神是唯一的道德標準。

我們每個基督徒都攜帶了一張神
國的永久居民卡，目前只是寄居在這世
界中，但我們屬於另一個國度，受另一
個政府管理。我們住在寄居地，行事為
人仍要反映自己是神國的公民。

資料上顯示甘度人百分之百信
奉印度教，沒有任何基督徒在他們當
中。這個族群至今仍是未得之民，但
已有一個基督教機構以傳福音給甘度
人為目標，不過目前還沒有任何進
展。

請反省自己的行事為人是否「獨
行俠」，還是有刻意表現自己是屬於神
的國度、社區的一份子？

天父，祈求使用印地語的電影耶穌傳來帶領甘度人進入你的國度，打開甘度人
屬靈的渴望，願意更多更深認識你。祈求父神賜智慧、能力、愛和忍耐給向甘
度人傳福音的人，是他們的服事能夠有果效。賜給他們所需要的一切資源，為他們打開
向甘度人傳福音的大門。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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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 月 19

星期四

卡哈爾人 Kahar People
「我們被誰遺棄（deserted）
了？」男孩吃力地提著一桶
水，邊喘氣邊問。

使女的主人們見發財的指望沒有
了，就揪住保羅和西拉，拉他們
到市上去見官。徒16:19

哥哥不耐煩地糾正弟弟的英文
發 音 ： 「 是 後 裔 （ Descended） 不
是 遺 棄 （ Deserted） ！ 」 然 後 說 ：
「 我 們 是 梵 天 第 10個 兒 子 卡 什 亞 普
（Kashyap）的後裔，屬於戰士中第2
高的種姓……」

沒有了
這不是第一次福音信息
改變人們的經濟情況，當年耶穌潔淨聖
殿時，也是影響了生意人的商機。其實
若不是保羅的行動攪亂了市場，人們並
沒注意到保羅的信息，但一涉及錢財，
他們就起來攔阻保羅了。

弟弟說：「如果我們是神的後裔
又是戰士的後裔，為什麼還要幫別人
提水？」

翻成「沒有了」的希臘字是個動
詞，直譯就是「走出去、走出來」。
「沒有了」的不只是錢財，更是發財的
指望。

不論卡哈爾人是否真是戰士的後
裔，過去他們曾經是轎夫。現在不再
有人使用轎子了，故此他們開始在婚
禮、葬禮和特別慶典上替高種姓族群
擔水。

失去錢財是一回事，失去得到錢財
的指望又是另一回事。前者可以再找回
來；後者是沒得經營須另尋出路了。
這些生意人在市場上碰見神，神要
求他們作出選擇：離開舊的經濟模式來
跟隨神？還是盡力恢復已失去的東西。
他們的選擇是後者。

今天被認為是低種姓的卡哈爾人
口共有8萬，3/4居住在旁遮普邦。隨
著現代化，他們的職業變得多樣化，
開始有人成為船工、僱農、家傭、石
頭切割工、包裹運輸工人或賣魚郎。
童工現象在卡哈爾人當中依然十分普
遍，在牧牛場、茶攤、餐館、修車庫
或工廠，都可以見到未成年的孩子在
工作。

我們現在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當神
走進我們的世界，我們是選擇改變現有
狀態，還是試圖保持舊方法和道路呢？
神的到來要帶給我們一個新指望，
舊的指望已經離開我們出去、沒有了。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卻極力要保留舊的
指望，拼命要讓事情恢復原狀。神到來
一定有改變，不然就不會有新指望。

卡哈爾人社區可以分為印度教
徒、穆斯林和錫克教徒社區。大部分
人是錫克教徒，相信耶穌的人極少。

天父，祈求你的大能可以彰顯在卡哈爾人身上，使他們經歷你奇妙的作為，知
道你愛他們、無條件接納他們，絕不會像人那樣輕看他們。求你讓卡哈爾人願
意投靠你，一心追隨基督的腳步。懇求父神差派周圍其他族群的信徒，打破社會地位的
藩篱，向卡哈爾人傳福音。「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
他，並且已經看見他。」為著許多卡哈爾人能夠認識並尊榮天父來禱告。奉主耶穌基督
名求，阿們。
103

9 月    
20 日

星期五

肯比人 Kunbi People
一位肯比婦人正在預備慶祝印
度新年（Ugadi），她將芒果葉
掛在門前，細心地布置屋子。此時，兒
子興沖沖地跑過來說：「媽媽，我寫了
一首歌！」

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顯現，對他
說：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與你
同在！士6:12
大能的勇士
你認為神會稱呼你
為大能的勇士嗎？或許你會說：「不
會，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不是士師基
甸，不是特別的領袖或司令或士兵。」

婦女停下手上的工作，感興趣地
問：「你寫了什麼歌啊？」

當你明白這個詞組的希伯來文
字根，或許就不會如此說了。這兩
個字的字根分別是gibbor（偉大）和
hayil（堅決、強壯）。組合起來可以
形容精英人物的力量和能力，好像很
強調地說：「大能大能之人」。

兒子笑著說：「聽，」接著他開
始唱一首很像傳統印度旋律的歌曲，但
她卻聽到歌詞中提到了耶穌這個名字。
她的表情從愉悅轉為驚恐地說：
「等一下！你在唱什麼？」
兒子很自然地回答：「拜讚。」
（Bhajan）

這種雙重力量從哪來呢？耶和華
的使者說：「耶和華與你同在。」所以
不是你有能力，乃是那位和你同在的神
有能力。除非神與你同在，否則你不可
能是大能的勇士。而神與你同在時，你
就會處於一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你會和
基甸站在同一個位置上。

她嚴厲地望著兒子說：「不是，
你要立刻停止唱這首歌！」
肯比人長期為印度教的慶典創作
Bhajan和Kirtans 注 。這兩種歌曲都是用
來祭拜印度教眾神明的。
目前已有肯比人的母語聖經和
《耶穌傳》電影，但還沒有肯比人接受
耶穌的救恩。

勇士不是指歷史上的那些大將
軍，而是神和誰同在，誰就是勇士。基
甸的人生顯示了神無窮的能力，能在一
個最微不足道的人身上施展。

拜讚（Bhajan）是一種用來頌揚及敬拜神明各
種面向的歌，由一個人帶唱一句，團體跟著唱一
句；六首拜讚後，會有一首「可而坦」（Kirtan）
，所有人將會一起唱。

勇士的生命不看人的潛能，乃在
乎靈裡靠近神。親近神是成為勇士的唯
一途徑，因為神與我同在，我就有了加
倍的能力。

注

天父，祈禱肯比人的心能柔軟下來接受福音，也祈禱有人去向他們傳福音。但
願這個族群早日有人回轉歸向神，福音的祝福能臨到整個群體。「凡有氣息的
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巴不得有音樂恩賜的肯比人，能夠像大衛王一
樣，寫出許多敬拜神的讚美詩，並且成為一個單單敬拜獨一真神的族群。奉主耶穌基督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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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
9 月    

星期六

羅德哈人 Lodha People
你要向耶和華
人。申18:13

一位年輕的羅德哈人站在監
獄裡面，雙手握著牢房的欄
杆，忍不住想：「我怎麼會變成現在
這樣？」

你的神作完全

完全
tamam背 後 的 基 本 觀 念
是「完全」，有時候翻成「無可指
責」，帶有「沒有瑕疵」的概念。比如
獻祭要選沒有瑕疵的祭牲，就是這個
字。有時候這個字關乎正直的道德行
為，大衛說他要在神面前行為正直，也
是同一個字。我們聽見「完全」這個
字，會聯想到完美無罪，如果這樣理解
舊約的「完全」，會有很大問題。

他總是被自己的怒氣打敗，所以
現在只能被關在監獄裡。他在想，是
否因為他的家族所祭拜的是掌管能力
的夏克提（Shakti）和掌管怒氣的昌
迪（Chandi）神明，所以他會變成這
樣？
這些日子，這個年輕的羅德哈人
開始很認真的思考，有沒有更好的方
法幫助他控制努氣？是不是有另外的
神能救他脫離生命中的罪和怒氣？

屬神的人的生活一定要朝向越來
越像主的方向前進。但人很容易把「目
標」變成「方法」，以為努力遵守一切
規條，就可以達到完美的目標。當我們
認為完美只是遵行所有律法時，很容易
會犯下法利賽人的錯誤。

羅德哈人屬於戰士拉吉普特種姓
的一個分支。曾經有好幾個世紀，他
們從事農業工作。在英國殖民期間，
他們被驅逐離開自己的家，導致他
們為了報復而成為罪犯分子。今天，
印度地區的黑手黨勢力由羅德哈人掌
控。只有很少數的人跟隨耶穌。

在聖經中，約伯被稱為完全人，可
是連約伯都承認他犯了罪。可見完全的
意思並非完美無罪，到底「作完全人」
是什麼意思呢？
在舊約中，若有人宣稱是完全人，
乃是指他的社會關係正直、良好。好像
在說：「我不與壞人打交道，我遠離一
切不義的事。」意味著我的社會圈子和
朋友是按神的觀點來選擇的。

照片只屬象徵性

這是一個重要原則，tamam既是陳
述、也是警告。罪具有強大感染力，若
想成為完全人，千萬要小心擇友。

Photo by Deepak Jonnalagedda

天父，禱告有人能向羅德哈人介紹耶穌基督，使他們認識可以救他們脫離罪和
怒氣的神，並接受耶穌十架的恩典，徹底回轉歸向神，脫離罪的轄制。求聖靈
的大能轉變這個群體，讓他們有組織的犯罪行為被削弱，以致其他印度群體能夠從他
們身上，看到神的榮耀和大能，也能對這個信仰產生興趣。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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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9 月    

星期日

馬哈爾人 Mahar People
一個馬哈爾老師在課堂上跟學生
說：「佛祖曾經讓我們得自由！
現在我要告訴你們阿姆倍伽爾博士（Dr.
Babasheb Ambedkar） 注 的故事，就是
他說服我們皈依佛教的。」
阿姆倍伽爾來自貧窮而低賤的馬哈爾
（賤民）種姓，從小在一個被歧視的環境
中成長。但他父親非常重視教育，想盡辦
法栽培他一直到完成博士學位。阿姆倍伽
爾曾表示賤民想要獲得自由的唯一出路，
是從心理上拋棄印度教和種姓制度的束
縛。1950年前後，他把注意力完全投向
佛教。
這時，一位男孩舉手發問：「老師
我們真的自由嗎？我們下輩子會是什麼樣
子？」
老師想了一下回答說：「這個問題沒
有人可以回答，連佛祖都沒辦法。」
馬哈爾人像多數的印度群體一樣，原
本信奉印度教，但他們卻不被允許進入印
度廟宇，也不被印度社會接納。印度教不
只對他們沒好處，還對他們很不公平。在
阿姆倍伽爾博士去世後，印度賤民皈依佛
教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今天，只有非常少數的馬哈爾人信奉
印度教，但也幾乎沒有人相信耶穌。
注
印度憲法之父，印度不可接觸者種姓的領袖，也
是印度近代重振佛教信仰的領袖之一。

因為神為了基督的緣故賜恩給
你們，使你們不單是信基督，
也是要為他受苦。腓1:29
受苦
passion（ 受 難 ） 和
pathos（感人的力量）都是從這個
希 臘 字 pascho而 來 。 在 神 的 世 界
裡，受苦與價值有不可切割的關
係。當然，有些受苦是審判的結
果；有些是悖逆帶來的惡果。但若
是為基督的緣故受苦，為拯救別人
而受苦，那受苦是有價值的。

神衡量價值的方法不在於有
多少金錢和能力，或教會的大小、
服事的範圍，甚至也不是我們領人
歸主的人數。我們是蒙召來跟隨
「這道」，這道可能會領我們走一
條吃苦的路。
不要誤會，受苦不是目的，
只是途徑。我們不是為了受苦而受
苦，也不是苦修。神不是為了強迫
我們順服而領我們走這條路。實際
上，除非自願順服，否則是走不上
這條路的。這條路指向十字架，雖
然難走，可是路上鋪滿了有價值的
石頭。
不是所有人都能體會到「擺在
前面的喜樂」，「算為配得」是很
高的呼召，這呼召要求我們先放下
個人的計畫。每個人都有受苦的時
候，問題不是「我為何受苦？」而
是「我為誰受苦？」

天父，無論佛教和印度教，都無法帶給馬哈爾人真正的自由，只有「基督釋放
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但願
馬哈爾人曉得尋求唯一可以釋放他們脫離罪和死亡的救主，得著真正的自由和永生的盼
望。求神差派人去向他們傳福音的好消息。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106

9 月    
23日

星期一

瓦卡拉加人 Vakkaliga People
……這世界配不上他們…來
11:38
配不上
有的譯本翻成「不
值得」。你知道槓桿原理嗎？如果
你使用過槓桿舉很重的物體，就會
發現桿子越長，就會越省力。有個
希臘科學家曾說：「給我一個支點
和一個夠長的桿，我就可以舉起世
界。」
Photo by Scott Wallace

一位中年的瓦卡拉加農夫擦去額頭
上的汗滴，無奈地望著一朵雲也沒
有的藍天。
接著，他低下頭注視著自己已
經犁了很久的乾旱土地，灰心地想：
「唉，到底我一直為降雨祈禱有沒有用
呢？似乎沒有一個印度教神看起來願意，
或有能力提供土地所需的雨水！」
瓦卡拉加人在印度的卡納塔克邦從事
農業工作已經非常久了。有些人是地主，
有些人是農夫。每當乾旱季節，他們的生
計就會大受影響。
瓦卡拉加人分散居住在很多個部落，
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守護神」。同時他
們也祭拜印度神廟中主要的神明。
在瓦卡拉加人當中，有些人在物質上
很富足，但卻沒有人因著與耶穌基督建立
關係，而擁有屬靈上的真正富足。

這 個 科 學 道 理 和 axios（ 配 ）
的觀念有什麼關係呢？axios讓人想
到英文中的axis（軸）和axiom（公
理），都是負重的名詞。其實axios
的主要意思就是「秤重量」，而重
量是用來衡量某些物品的價值的方
法。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這世界配不
上那些為義受苦和捨命的人，他們
的擺上在世界的價值體系中被看為
一文不值。這世界拒絕了解真正的
價值，所以不明白神的axios。
我們通常以為世界的價值觀決
定一個人的價值，事實上這世界沒
有正確的標準，因此根本不能按世
界的標準來衡量價值，乃是要按照
神的尺度來決定才對。
你的生命按照神的標準「配」
得上嗎？如果你配得上，肯定會與
世界的眼光有矛盾和張力。你若是
不覺得沒什麼不同，就需要重新評
估是否用錯了「秤」。

天父，為著瓦卡拉加人能儘快得到只有耶穌基督能給予的屬靈豐盛來禱告，求
神斷開他們和印度教之間的捆綁。求神引導宣教機構來向他們傳福音，讓更多
人來成為耶穌的門徒，得到從祂而來的屬靈豐盛。「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他
口中的氣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壘，收藏深洋在庫房。」為著瓦卡拉加人能同時擁有豐盛
的物質水和從天降下的屬靈活水來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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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 月24

星期二

瓦尼彥人 Vanniyan People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
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來十二2

一位男子將木柴丟入燃燒著
的火堆中，火延燒幾乎接
近天空。當燃燒著的火遇到潮溼的
木頭時，他聽到一陣陣響亮的爆裂
聲。其他站在他身邊的人，紛紛朝火
堆鞠躬，一邊唱著：「來，阿耆尼
（Agni）來。」

喜樂
我們對喜樂的刻板印象是
沒有困難、內心快樂。但聖經的「喜
樂」觀念卻是關乎「關係」。在出埃
及記32:19，這字用來描述神和人的關
係，說神要施「恩慈」給人，「恩慈」
這字就是舊約的「喜樂」。當神施恩，
人就能經歷喜樂，這個經歷是由神主動
發起，與人的狀態無關。換句話說，喜
樂是由神與我們建立恩惠的關係所得的
結果。

「阿耆尼」的梵語意思是「火
天」，與拉丁語的火焰同源詞，它是
吠陀教及印度教的火神。古印度人相
信供奉給阿耆尼的祭品，會被凈化及
傳達到其他神祇，所以阿耆尼帶有凈
化和送信者的角色。現今印度教還存
在火祭司（Agnihotri），他們的職責
便是負責監察所有祭拜者。

這個觀念在新約就是charis這字，
和「恩典」源自同一個字根，仍舊是個
「關係」的字眼：當我經歷到神的恩
典，發現神的恩惠，我就能喜樂。

瓦尼彥人認為，如果他們持續這
樣做，就會得到火神阿耆尼的關注，
這是他們非常需要的。然而，當他們
離開現場時，還是會有一些人忍不住
思考：這樣的儀式是否真的能帶來好
處？
瓦尼彥人可能是在很久以前從斯
里蘭卡移居到印度的族群。今天，多
數瓦尼彥人居住在印度南部的泰米爾
納德邦，他們所說的語言接近泰米爾
語。

喜樂並不是指一帆風順的生活或
內心的快樂；也不是根據我的處境來決
定，而是來自神的作為，祂施恩惠給
我，我就喜樂。耶穌能承受十字架的痛
苦，是因祂曉得苦難會打開神向人施恩
的大門；擺在祂面前的喜樂，是天上慈
愛的門會大開。這也是為什麼喜樂和十
字架有關，因為十字架將帶來天父的恩
典。

大部分瓦尼彥人信奉印度教，他
們祭拜很多神明，而火神阿耆尼是他
們最喜歡的神明之一。只有非常少數
的瓦尼彥人相信耶穌基督。

今天我們的生活缺乏喜樂，因為我
們被世界的快樂文化俘虜，忘了快樂不
等於喜樂，惟有神才能賜下喜樂，而祂
已豐富賜下了！

天父，祈求興起忠心的僕人來向瓦尼彥人傳福音，求聖靈開啟瓦尼彥人眼睛，
相信耶穌比他們正在祭拜的印度教神明有能力和聖潔。「只等真理的聖靈來
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
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求聖靈帶領印瓦尼彥人認識關於上帝和耶穌的真理。
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108

   日
9 月 25

星期三

巴那人 Bahna People
「巴那」這個名字取自梵文的「班
奈」（Behn），是種子的意思。巴
那人過去從事的工作就是將棉花種子從纖
維中取出來。在北方邦和比哈爾邦這兩個
地方，巴那人被稱為「都那」（Dhuna），
這字也是梵文中與棉花相關的字。「都」
（Dhu）是「搖晃」的意思，這是製作棉花
的其中一個步驟。
今 天 巴 那 人 自 稱 為 謝 赫．曼 蘇 里
(Shaikh Mansoori)或曼蘇里(Mansoori)注。
歷史上，巴那人社區是由穆斯林拉吉普特
（Rajput）貴族種姓，以及從波斯和阿富汗
來參與棉花梳理業的穆斯林所組成。他們
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一位名叫謝赫．曼蘇里
（Sheikh Mansoori）的穆斯林先知，這人
很可能是一名棉花搬運工，因此他們也稱自
己為謝赫．曼蘇里。
此外，傳統棉花加工受到工業化的影
響，許多巴那人已經轉營中型農場，擔任農
夫。巴那人雖然居住在有不同種姓和宗教信
仰的社區，通常這些社區的每一個種姓擁有
自己的議會，議會有管轄的權力，處理紛爭
和處罰社群中破壞社會規範的人，巴那人只
能跟自己社群內的人結婚。
今天有大約2百萬巴那人居住在印度和
巴基斯坦，他們多數說烏爾都語（Urdu）。
有些人信奉伊斯蘭教，有些人則是印度教
徒。至今，他們仍是福音未得之民，但已有
基督教團體在他們當中服事，也已有烏爾都
語聖經、耶穌傳影片和福音語音資源。
Mansoorsi是古吉拉特邦、拉賈斯坦邦、北方邦、比
哈爾邦和印度北部的穆斯林社區。

注

我已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
要讓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
裡，並讓你們的喜樂得以滿足。約
15:11
喜樂
喜樂是個「關係」
的字，描述神向我們施恩的行
動。要注意這節經文的重點在
「這些事」，耶穌強調的不是
「喜樂」，而是「住在我的愛
裡」。喜樂是活在耶穌裡所會產
生的自然結果，正如精心栽培的葡
萄樹會結出葡萄一樣。我照顧葡萄
樹，就會長出葡萄；我照顧在基督
裡的生命，喜樂就隨之而來。

經文說是耶穌的喜樂給了我
們，不是我們自己製造的。耶穌的
喜樂就是遵行父的旨意，完成救贖
大工。衪的喜樂來自於完全順服
父。耶穌為我們定下了喜樂的模
式：你想要喜樂嗎？順服吧！你想
要有喜樂嗎？常住在耶穌裡吧！你
想要有喜樂嗎？榮耀天父吧！
今天許多人沒有喜樂，原因很
簡單：沒有順服神，沒有常住在耶
穌的愛裡，也不榮耀父神。好好反
省一下生活，我們常會把過程扭曲
了，往往只想要喜樂，卻忘了產生
喜樂的過程。主耶穌說：「順服、
住在主裡和榮耀天父」，你就會享
有祂的完全喜樂。

天父，禱告巴那人可以遇見那些願意向他們傳福音的人，求神差派人去接觸人
數眾多的巴那人，帶領和栽培他們儘快成為耶穌的門徒。「你們這小信的人
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裡，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為
巴那人能接受耶穌的祝福來禱告，求神讓他們經歷交託給你的生命的穩妥。奉主耶穌基
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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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 月26

星期四

南亞的比哈爾穆斯林 Bihari Muslims in South Asia
比哈爾穆斯林源於西印度的比
哈爾邦（Bihar），雖然很多
人在1947年印度獨立後便移居到孟加
拉或巴基斯坦，但仍有人留在印度，
這些人會使用比哈爾群體的其中一個
方言，但在正式場合，他們也使用印
地語或烏爾都語。

我滿有安慰，在我們一切患難中
格外喜樂。林後7: 4
喜樂
當我們遇到困難時，很難
感到喜樂，因為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困難
上，只想趕快把事情修復好，結果發現
沒有了喜樂。保羅的看法不同，他如何
可以在困難、逼迫中還格外喜樂呢？

現在，印度比哈爾邦是一個學習
中心，也是許多高等教育學府的所在
地，其中包括了20所工程學院。儘管
如此，有90%的比哈爾人實際上是居
住在貧窮地區。雖然比哈爾邦是聖雄
甘地的「非暴力式的反抗運動」發源
地之一，但這個地方的歷史在很長的
時間裡，卻是充滿了各樣暴力事件。

保羅的生命滿有喜樂，因為他明白
苦難和悔改息息相關：當苦難導致悔改
的心，喜樂就會隨之而來。在這段經文
中，神讓保羅明白，哥林多教會從憂愁
生出了悔改，他們的認罪悔改將會帶來
格外的喜樂。
雖然有時我們要經歷痛苦和憂愁，
才會悔改，但只要肯悔改，神的恩典一
定會格外地流溢出來，那些苦是很值
得。

比哈爾邦是一個屬靈貧乏的地
方，許多人信奉印度教和伊斯蘭教，
多數的穆斯林屬於遜尼派，也有一定
數量的什葉派。

當我面對困難掙扎以致失去喜樂
時，保羅的話讓我重新聚焦：「為何只
想自己的問題？為何忘記信靠神的供
應？為何不把目光放在耶穌的身上？你
沒看到這些憂愁讓你更依靠、更順服神
嗎？」
神要你有成長的喜樂，祂為你設計
的環境讓你有最大的機會來信靠祂。當
我向神承認一直想掌管自己的生活，為
我靠自己的行為誠心向神認罪悔改，神
就會用祂的喜樂來安慰我，這是祂賜下
的禮物，肯定我在祂面前的價值。

Photo by Chandan Singh

天父，祈禱比哈爾人當中的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能夠尋求耶穌，知道耶穌不
只是一個先知，而是能夠帶給他們永生盼望的救主。求聖靈開啟比哈爾人的眼
睛，讓他們看見自己靈裡真正的需要，使他們渴望那分無法從人得到的平安。祝福比哈
爾穆斯林能夠得享在主裡的安息。求神差派宣教機構願意進到校園接觸年輕的學生們，
把福音傳給他們；也有神的僕人願去到貧窮的人當中，幫助他們，向他們活出基督的
愛。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110

   日
9 月 27

星期五

莫普拉穆斯林 Mappila Muslims
莫普拉人已經居住在克拉拉邦
（Kerala）超過一千年，他們占了
克拉拉邦超過1/4的人口，構成印度西南
部最大的穆斯林群體。有一些學者認為莫
普拉人是南亞最古老的穆斯林社區。
「Mappila」是女婿的意思，因為來
自各地的穆斯林訪客常會和莫普拉女人結
婚，成為當地的「女婿」。
早在西元
7世紀，來自阿
拉伯的穆斯林
商人便來到了
克拉拉邦所在
的馬拉巴爾海
岸。歷史上莫
普拉人與這些
商人源源不斷
地交流，對本
身的生活、習
俗與文化產生
了巨大影響，
Photo by youngrobv
形成了獨特的
印度和伊斯蘭結合文化，其中涵蓋了文
學、藝術、食物、語言及音樂等多個方
面。
今天莫普拉人生活繁榮，在社會上的
身分地位都很重要。雖然已有他們的母語
聖經和《耶穌傳》電影，但這個穆斯林群
體向來對福音都沒有太大興趣。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
揀選了你們，並且派你們去
結果子，讓你們的果子得以長存。約
15:16
揀選
我們覺得人生有太多
選擇，讓人應接不暇。但耶穌宣
告：我們沒有選擇！事實上，是耶
穌揀擇我們，不是我們選擇耶穌。
沒有一個「耶穌」的選項供我們選
擇，因為以我們在很有限的目光
中，是不可能看見耶穌的。

eklego是兩個字的組合：ek是
「 出 來 」 的 意 思 ； lego一 般 表 示
「說」，但延伸的意義是「選擇」，
即「從一些東西裡選出來」。這個
字所要強調的是：「因說一句話，
把一個東西從另一個東西中分別出
來。」
神藉著話創造天地；耶穌同樣
藉著話召我們從世界出來歸於祂。
現在清楚了，既然是耶穌揀選了我
們，那麼我們的生活應該關注的，
就不是如何作正確的選擇？而是簡
單和直截了當的另外一個問題：如
果神揀選了我，請問祂揀選我的目
的是什麼？
當神揀選我時，我不再有選
擇的餘地，但卻有責任回應衪的揀
選。如今我的生活是要遵行神的命
令，而不是為自己的人生在許多選
項中企圖做什麼選擇。

天父，為著莫普拉穆斯林能在異夢和異象中遇見耶穌禱告，求主引導他們認識
真正能夠拯救他們、帶給他們永生盼望的救主。祈求在莫普拉這個最古老的穆
斯林社群中，能夠發生的屬靈復興和豐收，福音透過他們能傳到其他穆斯林社群中。
「罪孽勝了我；至於我們的過犯，你都要赦免。」求天父幫助莫普拉穆斯林，使他們有
福份領受只有耶穌才能賜下的赦罪恩典。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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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 月28

星期六

戈西人 Ghosi People
這是照著可稱頌之神交託我榮耀
福音說的。提前1:11
可稱頌
makarios翻 成 「 可 稱
頌」不是太準確，這字不是祝福或讚
美人的意思，乃是快樂或榮幸的意
思。經文的意思變成「神很快樂地把
福音的大好消息告訴人，我們也很快
樂地接受。」
照片只屬象徵性

同一個字，主耶穌說當我們遵行
祂的命令時，我們就會很「快樂」；當
我們在看不見時就能相信祂，會很快樂
（約20:29）。

Photo by Rob Oo

在印度北邊有一個村落，在當
中住著戈西人。「戈西」這個
名字在梵文的意思是「呼喊」。他們之
所以會取這樣的名字，是因為許多戈西
人是牧民，而在畜牧的工作中時常都
需要大聲呼喊。幾個世紀以來，戈西人
皆以畜牧維生，透過飼養牛羊取得所需
乳製品，一直到今天還是如此。

「可稱頌」往往是有地位或財產
較多的人，施恩給地位較低或有需要的
人的意思；是一幅國王向臣民施恩惠的
畫面。試想一下，這與喜樂有多大的差
別啊！喜樂與財富、地位無關，事實上
最窮的人可能比最富有的人更快樂呢！
喜樂並不是靠恩惠或外在環境得到，乃
是一種心理的境界。

戈西人曾經信奉印度教，但現在
多數人是伊斯蘭教的遜尼派。不過他們
仍然保留一些印度教傳統，比如會在夜
間火葬過世的人。

仔細想想看吧！是否喜樂完全由
我決定。神在聖經提供了許多喜樂的機
會，接受、傾聽、行出來、參與、感
恩、讚美和禱告，這些都能讓我們喜
樂。

戈西人分散居住在印度好幾個邦
當中，但多數人居住在北方邦、拉賈斯
坦邦和孟加拉。其中居住在拉賈斯坦邦
和孟加拉的人，除了畜牧業以外，也從
事農業工作。

神很高興這麼做，事實上當祂想
到我們能有許多方式達到喜樂時，就笑
得合不攏嘴來。當有人問：「你快樂
嗎？」也許就是該重新思想makarios的
時候了。你是在等待神施恩給你呢？還
是抓住一位makarios的神？

戈西人擁有許多福音資源，包括
完整的母語聖經，但是他們仍然還末聽
聞福音。

天父，祈求差派工人勇敢地用愛心和能力向戈西人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求聖靈
開啟戈西人的耳朵，使他們能聽見神國的好消息；柔軟他們的心，使他們願意
回轉、悔改，接受主耶穌的救贖。但願屬靈復興能臨到戈西人當中，這個族群能夠歸入
主的名下。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112

   日
9 月 29

星期日

印度的帕坦人（或稱：普什圖人）
Pathans (aka, Pushtuns) in India
今天帕坦人主要是遜尼派穆斯
林，但過去好幾個世紀，他
們先是處於印度教婆羅門種姓的嚴格
控管下；後來又落在嚴苛的佛教徒手
下。

今日你們應當知道，而不是你們
的兒女，因為他們不知道，也沒
你們神的管教、他的偉
有見過耶和華
大、他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申命
記11: 2

帕坦人是南亞主要的穆斯林族
群。他們在阿富汗較為人所知的族名
是「普什圖」，在那裡他們有較大的
權力。

我們不願被糾正，特別是
帶有懲戒的糾正，因此我們很難接受被
管教的喜樂。但神所愛的祂必管教，拒
絕接受管教，是愚昧人的人生觀。

在印度，帕坦人的存在可追溯自
11世紀。當時他們從故鄉阿富汗來侵
略這個地方，令人聞風喪膽，人們驚
恐地稱他們為「穆斯林之虎」，因為
他們是世界上聞名的剽悍鬥士之一。

當人經歷主的管教時，可能會有兩
種反應：一種是哭哭啼啼說：「主啊，為
何你如此對我？你應該對我好一點！」另
一種是說：「天父，我知道你關心我，
不允許我犯錯、任我胡來，我為這功課
感謝你。」兩種不同的態度，而選擇第
二種是何等困難。但我們確實可以對管
教採取感恩的態度。

管教

其實帕坦人除了剽悍以外，還有
另一面很不同的面貌，就是他們擁有
極高的藝術天賦，在舞蹈和音樂方面
有出色的表現，在文學和詩作的創作
上，更是令人讚賞不已。

musar這 字 在 箴 言 書 中 出 現 許 多
次，含有「糾正式的指示」的意思。
你注意到嗎？神只管教體會過祂恩惠和
偉大的人，因為這些人與有持續的、立
約的關係。神管教的對象只有那些屬祂
的人。因此經文接著提到神提醒百姓
們，衪為他們做了多少事，衪與百姓有
深厚的關係，所以不會任憑他們走迷
路。

今天，許多帕坦人從事業務、放
貸、政府主管和軍人。住在南印度的
帕坦人必須說多種語言才能做生意，
他們會和一些客戶說烏爾都語，又和
另一些人說接近泰米爾語的方言。然
而，一旦回到自己的圈子，在帕坦親
人和友人之間，他們就習慣自己的普
什圖語溝通。

最後，管教意味著神不願放棄我
們。如果我們不是神所揀選的，就不會
經歷到被祂糾正。因此，當我們發現自
己被神管教，就可以很確定知道我們是
神所揀選的。歡喜吧！神糾正和管教那
些祂所愛的人。

帕坦人屬於印度四大穆斯林群體
之一，因為他們拒絕改變生活方式，
所以向他們傳福音十分挑戰，需要為
他們接受福音來禱告。

天父，求你興起代禱者天天為帕坦社群能成為福音好土來禱告，以致當他們接
觸到基督徒時，他們的心是柔軟的，很容易被主耶穌的愛來觸動，願意敞開心
來接受為他們預備的救恩。求神興起在地的教會來向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戈巴人
傳福音，也求聖靈來觸摸被恐懼捆綁的戈巴孩童們，是他們能夠有主耶穌的平安在他們
心裡做主。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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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 月30

這一天，請按聖靈感動，
寫下你為印度未得之民
的禱告。

星期一

原來神的手重重攻擊那城、城中
的人有因驚慌而死的。撒上5:11
驚慌而死
現代文化要我們相
信，神創造了世界，但祂不再管理這個
世界，全權交給了人來掌管，因此我們
可以按自己的喜好來管理世界。

然而聖經告訴我們，神一直都積
極參與人類所有事務，從個人的小事，
到選擇政府和國家的大事，祂都牢牢掌
控著。

Photo by Rajesh

神按自己的目的書寫人類歷史，
所有的事都需經祂允許才會發生，是衪
決定何時按兵不動；何時走到盡頭。
撒母耳記這故事提醒我們，儘管
那些人反抗神的統治，卻仍然在神的掌
管之下。當非利士人違反神的意願，就
必須付上慘重代價！mehumah mawet
所描述的是「對暴斃和疾病所生的困惑
和恐慌。」

親愛的天父，

非利士人陷入驚慌、害怕中，當
他們面臨瘟疫蔓延、死亡無數時，很清
楚國家所遭遇的是來自神的懲罰，因此
他們沒有去找政治人物、衛生專家或軍
事將領來解決困境，而是直接找神，他
們知道只有神才能解除這災難。
今天我們的價值系統嚴重被扭
曲：謀害無辜之人，卻保護罪人；推崇
毀壞者，卻懲罰保護者；譴責義人，卻
支持惡人。同樣的驚慌混亂也會臨到我
們，沒有任何人能解除危機，我是否看
清楚：回到神的心意中是惟一的出路？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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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禱告來澆灌的士地

開始鬆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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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期「心繫宣教」的作者W&Y
是我所認識的一對年輕夫婦。他
們在婚後不久，便開始使用《宣教日
引》為未得族群禱告。後來W在工作
環境中有機會結識一、兩位《宣教日
引》所代禱的族群，他因為有為他們
禱告的緣故，相處起來就很不一樣，
特別容易接納對方。神也一步步帶領
他們先是參與柬埔寨短宣，然後又去
土耳其短宣，讓他們得以親眼見證穆
斯林歸主。
從2015年開始，因著「阿拉伯之
春」所引起的戰亂，敘利亞境內及境
外流離失所的難民高達1,250萬人；
全球來自敘利亞的難民有630萬，單
單土耳其就接收了350萬，其他的人
乘船跨海逃難到歐洲。2016年開始，
歐洲教會傳出不少難民接受了基督信
仰，受洗成為基督徒的消息，讓空蕩
已久的教會再度出現人潮。
以前我們認為穆宣困難重重，
難有成果。但今天我們看到神正使大
批穆民歸主！德國的柏林三一天主
教會，2016年的會眾人數從150人增
加到700人，其中歸主的大多是穆斯
林；英國聖公會大教堂每週的波斯語
敬拜，吸引了超過100人參加，主要
是來自中東的難民。

2017年底，「Vision5:9」推出一個
「10/10」的目標，就是藉著積極的禱告
和努力接觸穆斯林，在10年內（20182028）幫助全球十分一的穆民歸主。
在1947-1991冷戰期間，全球許多信
徒為鐵幕國家禱告，我們見證了神垂聽禱
告，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了！同年
8月，布希（Luis Bush）發表「10/40之
窗」，隨即興起許多為未得之民禱告的運
動，今天，我們再次見證神回應禱告。過
去20年，穆斯林歸主的數目，比伊斯蘭成
立後的1,400年間信主的總和還多。我們
看見用禱告來澆灌的士地已開始鬆動；努
力接觸穆斯林所撒的福音種子也開始收成
了。
W和Y的土耳其短宣經歷，讓他們經
歷到莊稼已熟，是神親自把那些可以收
割的莊稼從敘利亞帶到土耳其。夫婦二人
短宣回來以後，生命被更新，說：「我這
條小命的唯一目的就是傳福音，鼓勵人參
與神在普世的工作。過往我希望能擁有一
份好收入的工作，買到房子，卻從沒有想
過這真是我要的嗎？這真是神要我追求的
嗎？」
我從W和Y身上看到一個嶄新的生命
態度。我相信他們的見證鼓勵我們，要繼
續禱告，神要使用我們的禱告，差派祂的
兒女去收莊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