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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do what we say, we say what we do
做你所說的，說你能做的

「生命是我的講章，生活是我的講台。」
李秀全牧師（世界華福前總幹事、國際關懷協會前會長、

聯合差傳促進會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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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我的講章，生活是我的講台。」
李秀全牧師（世界華福前總幹事、國際關懷協會前會長、聯合差傳促進會發起人）

	

v

差 传 换 日 线

彭书睿
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理事長

 《宣教日引》全球推廣義工

A2

日前受邀與使者協會總幹事柏有成教授，

一起在北美好消息電視台的「對話放

輕鬆」節目對談，講的是一個完全不輕鬆的

話題：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事

件的反思。訪談當中的幾句話，深刻觸動了

我。

 柏 老 師 說 到 「 M e s s a g e（ 福 音 ） 和

Messenger（福音使者）要一樣的真實。」

，若是一個傳道人的信息（Message）講得

再好，他這個「人」（Messenger）是有問

題的，都只是蒼白的表述。他提到在打字使

用注音輸入時，發現「半導體」會出現同音

字「絆倒」，他期許作為領袖的，「不要成

為一個領袖『絆倒體』」，「需要每天向自

己傳福音，讓福音在我們的生命中內化」。

我們沒有辦法傳給別人我所沒有的。

 偉哉斯言。

 我們所做的，比我們所說的更有推動力

和說服力。

 我 可 以 藉 此 延 伸 一 個 觀 念 。 我 們 要 

「動員」（Mobilize）基督的教會，成為回

應大使命的行動群體，更重要的基礎，是

作為「動員者」（Mobilizer）的信仰實踐。

不是每天都要拿着尺標去打量人，或定罪自

己。但對於一個期待感染他人也能活出胸懷

普世的信仰與生命的動員者，這是一個基本

的要求。正如我時常使用的一個差傳門訓造

就課程「起來動員吧！」（Go Mobilize）

裡面的引言：「我們必須是以身作則的榜

樣，以邀請別人加入我們的生活方式。」那

種以上帝的普世心意作為核心的生活方式，

不是用教的，不是用說服的，甚至拿出數

據、製作精美的投影片，就可以改變的。的

確，那些都是我們繼續需要努力的，但真正

會感染人從心態去跟隨神的召命，是當人看

到動員者生命與行動的改變，才有真正的 

「說服力」。

 保羅多次在書信中提到類似的觀念，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我

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以

得着我的。」（腓3:12）「所以，我奔跑不像無

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我是攻克己

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

反被棄絕了。」（林前9:24-27）處處都是機

鋒，沒有以身作則，何來生命的影響力？在起

來動員吧第二課「動員者需要的特質」當中，

提到僕人的心態時，就犀利地挑戰我們：「為

什麼教會要聽從一個不願先做僕人才是動員者

的人的話呢？」「你願意從心裡和行動上成為

教會的祝福嗎？你有奉獻給你的教會嗎？」「

坐在後面論斷別人是容易的，但一個真正的動

員者，首先要成為僕人。」

 就拿手上這本小冊做例子吧，每一季

我們發送成千上萬本印刷精美、編輯用心的 

《宣教日引》到全世界這麼多間教會（光是

台灣就超過三百間教會），讓有心參與宣教

禱告的弟兄姊妹免費索取。但如果我們自己

不是禱告的人，不是天天與父神交通，傾聽

祂的話語，與祂交談相交，與祂同工；如果

不是相信禱告可以改變周遭的環境，改變我

們無法改變的，成就人手無能為力的；如果

沒有為宣教士、未得之民、自己的教會與家

人代求的習慣與操練的話，那我們的文字、

我們的話語也是蒼白無力的。

 截稿前一天晚上，我參與了Opertation 
World主辦的「Global Family Online」的禱

告會，為東亞的幾個國家禱告。雖然沒有多

少人在線上，但是他們用行動在展現禱告的

力量，也讓生硬的代禱訊息與數據成為真實

的柴火，在看不見的屬靈黑暗處熊熊的燃燒

着。



從2020年10月開始，我心中編織一個

夢，就是每個華人教會都會為未得之

民禱告。由《宣教日引》提供內容和禱文的

PPT，參加者照着內容禱告就行。我在金巴

崙長老會的中文堂宣教主日講道時，提到這

感動，接着劉傳道就告訴我，她其實已經在

落實；感謝主，她還參與了推動。所以我也

請她分享這個過程與心得：

擴展宣教禱告心
文  岑劉奕蓮傳道（三藩市金巴崙長老會）

 感謝神，《宣教日引》幫助我認識世界

未得之民和宣教禱告，也成為我在教會中推

動宣教的工具。回想1984年在洛杉磯的US 

Centre for World Mission事奉時，每天早上舆

同工們使用《Global Prayer Digest》（宣教

日引英文原版）來為未得之民禱告。感謝主

帶我返回三藩市，在金巴崙長老會負責推動

宣教，以及在華埠做本地宣教的服事。

 得知《宣教日引》是取材於《Global 

Prayer Digest》後，我很開心地為教會訂

閱，有很多弟兄姊妹使用，而且很受年長弟

兄姊妹歡迎，他們很踴躍地用《宣教日引》

為宣教代禱。

 大約5年前，我開始帶領粵語堂祈禱會

時，每月使用《宣教日引》分享未得之民情

況，並用5~10分鐘禱告。與會者非常感動，

因此更多弟兄姊妹也訂閱《宣教日引》，作

個人宣教禱告之用。

 我曾訪問使用《宣教日引》的弟兄姊

妹，他們說這本手冊不僅只是禱告書，更擴

大他們對宣教的了解，認識未得之民的文

化、背景、歷史，以及現今這些族群的需

要，加強發揮禱告的效力。有些弟兄姊妹就

是藉着這本禱告冊子，被神感動，引領他們

進一步參與海外短宣的事奉。

 去年10月，范師母開始將《宣教日引》

每月主題內容，製作成摘要Power Point（以

下簡稱PPT），供教會使用，這幫助我不但

方便在祈禱會分享，更將PPT帶入粵語、華

語、英語的不同團契小組使用，透過禱告讓

他們對宣教有更多認識。

 在分享南印度宣教代禱事項時，有一位

弟兄告訴我，他的表哥是在印度做宣教士，

所以他立即打電話給表哥，告訴他教會為印

度禱告，他的表哥也分享代禱事項，我們在

祈禱會為他表哥禱告。感謝主藉由PPT，激

發他為表哥宣教及印度祈禱。

 最 近 ， 神 感 動 我 向 其 他 教 會 介 紹 

《宣教日引》PPT，願神繼續使用《宣教日

引》和PPT，推動更多教會弟兄姊妹認識未

得之民，藉着禱告擴展及實踐神給予我們的

大使命的心志。

禱告能種下宣教的樹苗

師母的話

范張秀明
宣教日引創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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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Hsu
宣教日引編輯

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同工



親愛的宣教日引讀者，時間過得真快，

這期我們將完成為FPG群體一年禱告的

行動。三百多個未得之民中最被遺忘、宣教

機構最難觸及的群體，被這麼多人的禱告帶

到神的面前。我很開心我們參與在這個計劃

裡。我相信你們有時一定也會想，我們的禱

告神聽見嗎？有時候我們看不見環境有任何

動靜。但我希望用我經歷的故事，告訴你們

我相信的答案。

 我初信的時候，進入一個生命培訓學

院裝備，在一門「使徒行傳與宣教」的課堂

上，看到一張保羅宣教足跡的地圖，令我非

常震撼。在保羅那個年代，沒有汽車、飛機

和高鐵，他卻可以用他的雙腳與車船，把福

音帶到遙遠的地方。我自問，那現代的我們

呢？教會有更優渥的資源了，我們有更多便

利的高科技可以利用了，福音傳遍地極這件

事，是不是應該更容易，我們更可以放膽去

做了。

 當初那個過於浪漫的想法，使我向上帝

禱告，希望能參與宣教事。我常常求神帶領日

後的工作，並祈求兩件事：（一）我想學一個

專業技能，將來這個專業要能服事神，以及服

事宣教的需要；（二）工作的時間、地點，未

來可以彈性自由（方便短宣長宣）。

 裝備結束沒多久後，同教會的一位總編

輯找我去她的出版社上班，而且願意將白紙

一樣的我從零教到會。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事。出版業相當忙碌，每天睜開眼睛就是工

作，偶爾想起年少時的禱告，就深覺遙不可

及，再也不能實現了。那時的我，就像摩西

在曠野牧羊，可以生活就好了。

 案牘勞形之際，我最常說的一句話就

是：「我再也不要作編輯了！」若干年後，

準備好要轉職時，遇到了過去教會的舊友，

找我去他任職的機構幫忙。到辦公室面談當

天，我才知道是一個宣教動員機構（聯合差

傳事工促進會）。當下，我想起了十多年前

跟上帝的禱告，內心又驚又喜。及至藉由聯

合差傳，參與在萬民福音使團的《宣教日

引》事工時，回首來路，才發現我是模模糊

糊地走在祂清清楚楚的道路上。

 祂讓我知道，我的禱告祂替我記得，而

且祂自己成就。

 所以，同樣地，我相信我們任何一個當

下看似平靜無奇的禱告，上帝都聽見，而且

在我們意想不到的時刻與地方，成就祂的善

工！

禱告能種下宣教的樹苗 神記得我的禱告

編者心語 A4

Isa Hsu
宣教日引編輯

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同工



事迹回顾
	1999.11
	 范張秀明師母創刊《宣教日引》
	 在美國出版單月導行本3,000本

	2000.08
	 在美國、新、馬、澳發行季刊　

	2000.09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在香港發行（至2015.12）

	2001.01
	「晨曦會」在台灣發行
		（至2014.3）

	2001.03
	「協傳培訓中心」在馬來西亞
	 發行簡體版（至2019.04）

	2001.05
	 陳啟棠長老師母負責加拿大
	 發行（至2016.12）

	2002.08
	「緬甸福音協傳會」
	 出版傈僳譯本（至2009.08）

	2004.03
	「澳門基督教城市宣教擴展中心」
	 在澳門發行（至	2007.12）

	2007.01
	 使用聖經原文解經資料
	（TODAY’S	WORD	by
	 A.	J.	Moen,	Ph.	D）

	2007.07
	「加拿大大使命中心」
	 成為夥伴（至2013.03）

	2009.03
	 創啟地區1發行

	2011.11
	 出版《365宣教靈修日引》

	2012.04
	 黃穎穎擔任主編

	2013.04
	「加拿大恩福協會」
	 成為夥伴（至2016.12）

	2013.07
	 創啟地區2發行

1989年，盧斯‧布什（Luis Bush）在菲律賓馬尼拉舉

行的第二屆「洛桑福音會議」中提出了「10/40之窗」，

隨後彼得‧魏格納博士（Peter	 Wagner）回應這個看

見，呼籲眾教會為未得之民禱告。從那時起，神興起

了多個禱告運動，有數千萬信徒委身其中。

開始時，華人教會因為資料不足，難以具體推動和

參與。於是神感動范張秀明師母，有負擔要出版

一本為全球未得之民代禱的中文資料。1999年11

月，隨着第一本《宣教日引》誕生（內容主要編譯自

《Global	 Prayer	 Digest》），華人教會也有份參與在

這個代禱行列中了。

這個從1989年就開始的全球性為未得之民禱告運

動，令到當時仍有差不多1萬2千多個未得群體，截至

今日，這個數目已減少到6千餘個了！

我們渴盼有更多華人教會

加入普世宣教的代禱行列

使福音盡快傳遍萬民

求神繼續帶領《宣教日引》	

文字宣教事工成為多人的祝福

	2014.03
	「中華基督教聯合差傳事工
	 促進會」成為夥伴，
	 負責台灣發行和全球推廣

	2016.01
	「香港短宣中心」成為夥伴，
	 負責香港發行

	2016.01	
	 啟用APP手機版	

	2016.04
	 發行全彩版

	2016.05
	 魏一恆牧師成為
	「萬民福音使團」義務總幹事

	2016.09
	 提供「華福大會」
	 出席者《宣教日引》

	2016.12
	 鄭永利加入，
	 負責加拿大西岸發行

	2016.12
	 提供「北美華人差傳大會」
	 出席者《宣教日引》

	2017.01
	「加拿大華福」成為夥伴，
	 負責加拿大發行

	2017.06
	 啟用微信語音版

	2019.06
	 林榮秀弟兄加入，
	 成立「萬民福音使團」
	 東南亞辦事處，
	 負責東南亞區發行

	2019.10	
	 推出PDF格式電子版、手機版	
	
	2020.07	
	 啟用全新網站	
	
	2020.10	
	 發行簡體全彩版	
	
	2021.02	
	 推出每月主題禱告文幻燈片

珍貴的華文禱告資源



宣教心视野与
宣教日引
林榮秀 萬民福音使團東南亞辦事處，宣教日引東南亞推廣主任

 2020年8月，我們有幸成為第一屆馬來
西亞中文“宣教心視野”課程的學員，與全
馬各地的弟兄姐妹們一同在線學習。講師
團分別來自美國、韓國、台灣及馬來西亞
等地。他們都是資深的宣教前輩，當中有
來自神學院的講師、差會領袖、宣教動員
者、跨文化宣教士及扶貧事工創辦人等。 
 
 宣 教 心 視 野 課 程 內 容 實 在 太 豐 富
了 ， 尤 其 是 那 些 感 人 的 宣 教 歷 史 人 物
與 跨 文 化 宣 教 事 跡 ， 讓 我 不 住 挑 燈 夜
讀，時刻卷不離手！此刻，更是迫不及
待 要 與 《 宣 教 日 引 》 的 讀 者 們 分 享 ！ 
 
 “聖經視野”從神賜亞伯拉罕的應
許連貫到耶穌頒佈的大使命，從舊約貫穿
至新約，幫助將我將這信主25年來所聽
過的主日信息、培訓課程和宣教講座等，
所參加過的主日敬拜、團契活動和布道
事工等拼湊不齊的碎片，一片片的縫合
成完整的畫面，釐清了我對神的認識、
神對萬民的救贖、萬民歸向神的敬拜。 
 
 “歷史視野”論到神如何推進福音以
完成大使命，對我而言是全新一種新的認
知。無論是自願前來、被迫前往、不拘任何
時代，神的百姓願不願意，沒有人能攔得住
福音的傳播！神，一直都是掌管歷史的神！ 
 
 無論處在哪一個宣教時代，都有許多
肩負大使命的宣教士付上生命的代價，以血
淚換取每一個得救的人、部落或民族群體。
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莫拉維亞弟兄
會”。他們對宣教的合一團隊精神、同心順
服基督、熱忱敬拜基督、不畏艱難勇往直前
殷勤禱告交托聖靈帶領，忠心擺上自己為
使福音傳遍普天下。我祈求這時代有更多
的“莫拉維亞弟兄會”，讓宣教成為教會
整體的事，沒有人在宣教的步伐上落單！ 
 
 近代各宣教偉人威廉克里和戴德生
等的禱告生命，更是讓我省思自己當如何
在服事上交托神！文中提到戴德生與同工
的配搭，常常“一同以禱告的心商議事
情”，以及在做決定時都是以“單純的依
靠神”作為依據。這讓我在所服事的崗
位中與同工們的配搭關係上獲益良多。 
 
 雖然我在“萬民福音使團”負責推廣 
《宣教日引》，但卻是透過這課程才恍然
大悟何以《宣教日引》要將“未得之民群
體”如此的詳細分類。群體按“族群”的
誌趣、活動或職業，或血緣、歷史、風俗、
語言等傳統，劃分成多個特定類別。例如： 
《宣教日引》2019年十月份為馬來西亞禱
告資料，將馬來人區分為約30個群體，每
日為他們代禱。（https://www.cross-roads.
org/pdf/MP2019(10-12)ebook-fanti.pdf） 
當時，我也感到費解，真的有必要分類得如
此詳細嗎？是否有點畫蛇添足呢？原來這
些詳盡的群體分類方式都與“策略視野”課
程中所提到的宣教策略有關。當中“極同
群體”就與單一群體歸主運動有著密不可
分的關系。如此《宣教日引》使用者就可
以更有策略的為“未得之民群體”代禱。 

X  X  X

 
 論到傳統教會與宣教機構的配搭關係，
過去的服事一直有個問題困擾著我。為何這
兩者“靜態架構”與“動態架構“之間，總
是不斷的彼此拉扯呢？到底這兩者在宣教的
步伐上，該如何才能完美配搭邁向合一呢？
關於這問題，感謝神，我有幸在第十三課時
向王欽慈牧師請教。其實在提問前，我心裏
已經有了一個預設的答案，就是“禱告與交
托聖靈帶領”。然而王牧師卻很意外的給了
我一個很實際的答案：“溝通”。他也非常
樂觀地看待前景，因為現今的網絡科技可以
更好的聯係宣教士、宣教機構與教會，幫助
教會清楚的看到禾場的需要。只要彼此願
意，我們都可以透過各種的溝通方式拉近距
離，尋求更契合的配搭關系。良好的溝通可
幫助消除許多彼此之間的誤會與猜疑，很多
時候分歧皆因缺乏或不良的溝通而造成的。

 
X  X  X

 
 我在鼓勵教會參與為未得之民代禱
時，偶爾會發現一些教會對宣教禱告似乎
不太重視。有的教會雖然長期訂閱《宣教
日引》，但教會的牧者或差傳同工卻對 
《宣教日引》一無所知；有些覺得可有可
無，甚至提出取消訂閱，給出的理由就
是弟兄姐妹都沒有使用，而避免浪費。
坦白說，聽到這樣的回應難免會沮喪。 
 
 然而，在最後一課，作者拉瑞˙沃克
提出幾個爭取教會參與宣教的訣竅。他提
醒我們要與教會建立關系，不要批評、論
斷或自義，總要正面積極！我們要專註於
在自己有影響力的領域，成為能發揮關鍵
影響的人。若我們要改變教會，自己必須
先做出好榜樣，然後再邀請其他人效法。
好吧！於是我就在自己帶領的團契小組，
先開始與組員們一起為未得之民禱告。 
 
 喬 治 ˙ 米 利 則 說 ： “ 我 們 以 尊 敬
妥 當 的 方 式 推 動 教 會 參 與 宣 教 ， 溫 柔
的 爭 取 她 ， 給 她 時 間 考 慮 最 後 做 出 決
定 。 這將為她能夠完全將自己交托給基
督打下基礎。她是基督的新婦，不是我們
的。”這些教導對於身為宣教禱告動員者
的我，可說是非常實際的幫助與提醒。 
 
 感謝神，帶領我們夫妻二人能夠一起
同心學習與神同行！想當初我們只是以單
純的心報讀“宣教心視野”，只知道這課
程需要委身學習十五個課程。雖然在這三
個多月的上課期間，我們在生活上做了許
多的調整與取舍，但是若要與所領受的作
比較，這少許的擺上肯定是物超所值。感
謝“宣教心視野”課程給予我在《宣教日
引》服事上的幫助，也鼓勵大家積極參與。 
 

第二屆馬來西亞中文“宣教心視

野”线上課程即將在2021年8月3日

開課，有興趣者可透過线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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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星空為蓬，

大地為家

非洲遊牧人
 親愛的代禱夥伴們，本月是為期一年的

FPG群體代禱計劃的尾聲，我們的禱告將來

到非洲的大草原與荒漠，守望那些在黃沙烈

日、黝暗星空下，四海為家的遊牧人。

 國際事工差會（SIM）的宣教士杭特

（Hunter）投注多年的心力，接觸遊牧民

族，他告訴我們，直至21世紀，遊牧民族

當中只有非常少數的基督徒，見證我們這位

榮耀的救主。向他們宣教是十分艱難的，因

為這意味着，要在充滿挑戰的生活條件下，

跟他們一起旅行。例如，水源往往是不穩定

的。曾有一時，狂熱的穆斯林接觸這些部

落，他們不惜一切代價，想將伊斯蘭信仰帶

給這些族群。

 這個月，你的禱告會參與在將福音傳給

非洲遊牧民族的過程。禱告能軟化人心，大

山亦會被移除。你準備好接受這個禱告的挑

戰了嗎？

在全球多數人為金融海嘯、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發愁惶恐時，非洲

大陸逐漸消失的草原區，宛如另一個平行時

空。遊牧人巴布魯帶着一家人，和數十隻羊

群、駱駝，行走在攝氏47度的高溫裡，放眼

望去四周是無垠荒漠，連個綠蔭也沒有。他

們為了尋找草場與水，已經整整走了一週，

人與牲畜都無精打采。近十年的干旱，奪去

了他過半的牲畜。

氣候難民，無「雨」問蒼天

 對與自然共生的遊牧人而言，「全球極

端氣候」帶來的干旱、降雨異常，才是生活

中最嚴峻的考驗。而且從數十年前，全球暖

化就開始嚴重衝擊非洲國家，草場、耕地不

斷被沙漠化或暴雨侵吞，把原本就經濟脆弱

的非洲，逼向更貧窮的深淵。

 一個遊牧部落的領袖說，族人每天失去

數百頭牛羊，六成家庭因為旱災，而被迫改

變傳統生活。曾以大地之子自豪，以日月為

伴、山河為家的他們，漸漸過着定居或半定

居生活，倚賴城市的糧食救助生存。

兩大宗教在非洲摔角

 在為他們禱告之前，我們先來了解過

去伊斯蘭教是怎麼贏得非洲人的心。今天，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是非洲最大的兩個宗教信

仰。兩者都派出宣教士到非洲大陸，持續為

贏得非洲人的心靈和思想而角力。

 在伊斯蘭教到來之前，非洲人的傳統信

仰是多神論，但他們相信有一位至高神領導

眾神。非洲人也崇拜祖靈。泛靈信仰（萬物

有靈論）是非洲宗教的共同特色，他們相當

敬畏自然界的力量；或許是人在瞬息萬變的

大自然面前，深感渺小且禍福難測，於是他

們想藉由安撫神靈，來求取平安及豐收。

 非洲的傳統信仰還有幾個特色：他們沒

有文字經典，信仰皆由家庭口傳；也從沒有

創始者、改革者，更不會差派宣教士到其他

族群去傳教。

基督教會在非洲失了陣腳

 伊斯蘭教在西元七世紀來到非洲，當

時穆罕默德還在世。西元614年，穆罕默德

的門徒在阿拉伯遭遇迫害。穆罕默德鼓勵他

的23位門徒到阿比西尼亞（Abyssnia）重新

安頓，也就是現今的衣索比亞（或譯埃塞俄

比亞）。當他們抵達衣索比亞時，得到了阿

瑪王（King Armah）的庇護，並且阿瑪也接

受了伊斯蘭教。於是，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成為伊斯蘭教在非洲大陸的第一個行

動基地。許多第一批接受伊斯蘭教的非洲人

都是商人，因為非洲之角和阿拉伯之間，早

已有頻繁的貿易接觸。

 起初，接受伊斯蘭教的人都是自願的，

直到西元641年，哈里發‧歐瑪爾‧賓‧哈塔卜

（Caliph Umar Ibn Al-Khattab）牢牢控制了

阿拉伯，他派兵征服埃及，一年後又征服了

初期教會的重要陣地利比亞，這兩個國家的

基督徒都被驅逐或逐漸改信。教會沒有母語

聖經，基督信仰很快就衰弱式微。於是東北

非從一個十字架林立的地方，成為伊斯蘭傳

教士向非洲南進的基地；他們從衣索比亞、

埃及、利比亞帶着古蘭經的教導，進到非洲

撒哈拉以南的東部地區。

伊斯蘭教攻略西非

 西元七世紀末葉，穆斯林軍隊征服了非

洲西北部，該地成為第二個伊斯蘭傳教士的

差派基地，將伊斯蘭教帶到西非。

 國 家 領 導 者 的 歸 信 ， 常 為 伊 斯 蘭 教

的傳播打開大門。西元711年，塞內加爾

（Senegal）國王接受了穆罕默德的教導，

使伊斯蘭教傳播到更遠的南方，也就是現今

的奈及利亞（Nigeria，又譯尼日利亞）。同

時，非洲之角的伊斯蘭傳教士沿着非洲東岸

傳教，大約在西元800年把伊斯蘭教推進到莫

三比克（Mozambique，又譯莫桑比克）。

 古實（Kush）王國，也就是現在的蘇

丹，曾猛烈抵抗伊斯蘭的傳播，阻擋了伊斯

蘭傳教士進入東非內陸，但這波防線也隨着

古實在西元800年瓦解崩潰而結束。

 阿拉伯語的傳播，也為伊斯蘭教傳進不

同族群打開大門。今日，伊斯蘭教在非洲北

部、西部，以及東部都很強盛。

伊斯蘭教迅速被非洲人接受？

 伊斯蘭教之所以迅速傳入非洲，一部分

是因為早期的伊斯蘭傳教士對歸信者的要求

很低，大部分的非洲信徒被允許同時敬拜他

們的傳統神祗和阿拉。

 第二，非洲民族視阿拉伯人為知識和文

明進步的來源，許多族群認為接受阿拉伯人

的宗教，是幫助社會進步的方式之一；舉例

來說，阿拉伯學者在許多非洲王國，建立了

第一批學校和高等學院。

 第三，很多非洲商人都是阿拉伯貿易

商，且是穆斯林。與阿拉伯貿易商的宗教連

結在一起，往往為財富和聲望打開大門。有

些來非洲貿易的阿拉伯商人，也跟當地女子

通婚，他們的妻子與後代都成為穆斯林。

 諷 刺 的 是 ， 這 些 原 因 ， 也 使 得 非 洲

人多半是名義上的穆斯林。他們依然會敬

拜非洲神靈，迷信民間習俗。即便是只敬

拜阿拉的人，也沒有完全遵守伊斯蘭教法

（Sharia Law）。多數人只在面對婚姻、繼

承、離婚，和子女監護權問題時，才會參考

伊斯蘭教法。

基督徒仍在努力

 基督徒還沒有完全失去這場贏得非洲人

心的戰役。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基督宣教士

努力引領人歸向基督。不過北非地區和西非

的遊牧族群，仍是福音待突破之地。還有非

洲之角的索馬里，常年位列世界上最危險的

國家榜單，要差派宣教士前去，是相當困難

的事。

	 本月，在為期一年的為FPG群體禱告的

尾聲中，宣教日引的讀者們將為許多非洲遊

牧人禱告。願神使用我們的禱告，引領這群

人的腳步歸向基督！

我們一起禱告吧！
	 求神興起忠心的工人，帶着救恩信息去到

非洲每一個族群。

	 求神賜下屬靈的饑渴，引領非洲人追求耶

穌基督。

	 求神使用異夢和異象使非洲族群明白：耶

穌基督是他們家族得救的真正方式。

	 求神贏得非洲族群的領袖，使他們在群

體、大家族中興起群體歸主運動。

	 求神帶領非洲的基督歸信者，領人歸主、

建立教會、培育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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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祢使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

監牢，謝謝祢讓什拉契人在被奴役、

侵略的艱困環境中存活下來，求祢更帶領什拉

契人脫離民間習俗與巫術，進一步從撒旦的擄

掠中得着釋放！也謝謝祢差遣工人完成斯瓦希

里語的聖經，願什拉契人能看到、聽見聖經的

真理與亮光，悔改歸向獨一的真神。我們祝福

很多什拉契村莊能看到耶穌傳的放映，並有宣

教工人能關懷跟進他們。求祢更使坦桑尼亞在

教育、醫療與基礎建設上能持續進步，早日脫

離貧窮。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在干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

心切慕你。（詩63:1）

 干旱之地 希伯來文tsiyah在聖經用過

16次，都是描寫龜裂的曠野。大衛是在干燥

不毛之地，覺悟到那正是他的心靈寫照，他

感到極度干旱、渴慕耶和華。

 整本聖經中，曠野一直強烈象徵神的同

在：主耶穌被聖靈領去曠野；以色列人在曠

野漂流四十年；十誡在曠野頒布。為什麼曠

野如此強烈顯示是神居住的地方？這和「饑

渴」的態度有關。

 今天，我們浸淫在富足的物資中，世

界宣稱能滿足我們所有需要；我們被激勵要

把眼光專注在時間和金錢上，這種文化把我

們推離神的國度，因為在神國中我們應該時

刻都是饑渴的，主耶穌說的是：「饑渴慕義

的人有福了！」

 神必須把我們趕到曠野，我們才有機會

覺悟到自己多麼干渴；神需要重新塑造我們

的環境，我們真正的干渴才能浮現出來。當

我們終於發現自己的心井多麼干涸，才會跟

大衛一同呼叫：「主啊！我渴想祢。」

 除非我們經歷這種干渴，否則不會曉得

永生之泉何等甘甜。沒有人能以滿足的態度

來到神面前，只有干燥龜裂的嘴唇、疲憊漂

泊的心，才是能在曠野找到神的惟一條件。

航空宣教使團（The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的簡易機場聚集了許多

坦桑尼亞人，包括好奇的什拉契人。《耶穌

傳》電影首次在此播放，向這些人訴說救主

的奇妙！

 什拉契人有一段坎坷歷史：被外來人侵

略、奴役。然而，這個堅忍的族群倖存了下

來。他們幾乎全是穆斯林，因為阿拉伯商人

早早就因為貿易，而將信仰傳到此地來。但

什拉契人的信仰混雜民間習俗和巫術色彩。

 什拉契人普遍為貧窮所苦，對願意進到

這個群體的人而言，這裡有許多需要幫助的

層面：教育、識字、醫藥、水井，以及農業

技術等。有個好消息是，斯瓦希里語的聖經

已翻譯完畢！

機場變福音電影院坦桑尼亞｜什拉契人Shirazi	People

人口｜64萬	 集中地｜東北部	

語言｜斯瓦希里語（Swahili）

Photo by JanRoode on iStock

機場變福音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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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求祢使提格雷‧厄立特里亞人

明白，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

永不能除罪。唯有憑藉信心，靠着主耶穌基

督一次獻上祂的身體，就得以成聖，進入祂

的國度裡。求祢也救贖提格雷人脫離各樣天

災、人禍，並讓厄立特里亞國民的健康、糧

食等民生問題得改善。祢的話也說，接待客

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願主使提格

雷人的平安之子，接待到福音使者。求主早

日讓提格雷人接受耶穌基督為他們的終極贖

罪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創2:15）

 隨意吃 希伯來字akol tokel意思是：

「在盛宴中大大享用」，含有盡情大口吃喝

的意思。Akol用來描述吞噬的火燄，神的心

意是要人盡情的享用祂創造的一切。

 神的計劃是讓萬物成為人類能夠享用的

宴席。神要和我們分享所造的一切，祂的第

一道命令就是：「享用這一切！咬一大口看

看有多好吃！這些全都是為你準備的。」

 請注意，神把「自由」和「享受」放在

一起。在神統管下的自由，目的是要帶給人

極大的快樂，允許人享受祂所造的一切。這

不是指度假、休閒或嗜好，而是當我們做神

創造我們時，設定該做的事時，就會享受到

神所賜無限的恩典。

 你曾經歷過順心如意的時候嗎？不是說

事情順遂，而是你能把內在最好的潛力發揮

出來，完全沉浸在那工作中。今天，你的生

活若不能吸引你全心投入，就不是坐在神的

宴席上，有些東西不對了，但那不是大廚的

錯，你應該禱告：「父神！我要坐在祢的桌

上，享受那宴席。」

提格雷人認為，當自己犯太多罪時，

必須獻上牲畜或珍貴的玉米作為祭

品。他們也費盡心思取悅那些能降雨、醫

病、趨吉避凶的神靈。他們並不曉得有一位

愛他們的全能者，已將獨生愛子賜給他們作

代罪羔羊。

 提格雷人經歷過許多磨難，包括干旱、

內戰、饑荒，這些都導致了長期的健康和生

存問題。

 多數北方的提格雷人是遊牧民族，男人

照顧牲畜，女人則是挑水、建造圓錐小屋，

以及照顧孩子。每個家庭平均有7個小孩。女

人會用棕櫚樹枝編織籃子和草蓆睡墊。提格

雷人很好客，歡迎陌生人來訪；也許當中有

許多人會成為平安之子，為帶來神話語的宣

教士打開門戶，使同胞有機會得聽真理。

 提格雷語的聖經已翻譯完成，也有福音

錄音及短片資源，但需要有人把這些重要工

具帶給他們。

好祭物是玉米跟牲畜？

厄立特里亞｜提格雷‧厄立特里亞人
Tigrean	Eritreans

人口｜71萬	 集中地｜北部高地、西部低地	

語言｜提格雷語

Photo by Anya Newrcha on iStock

機場變福音電影院坦桑尼亞｜什拉契人Shirazi	People

人口｜64萬	 集中地｜東北部	

語言｜斯瓦希里語（Swahili）

機場變福音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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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該怎麼幫助一個離群索居、遊

牧、信奉伊斯蘭教，且連生活基本需

求都很難滿足的未得之民族群？提哈米人就

是這樣的一個族群。

 提哈瑪（Tihama）是紅海旁一塊狹窄的

葉門西岸地區。除了少許綠洲以外，其餘都

是干旱的沙丘和平原。這個地區的人們曾經

主導亞非之間的貿易要道。

 提哈米人多數是靠日薪度日，工作沒

有保障。他們倚賴農業和大海來滿足日常所

需，他們所擁有的資源非常稀少，幾乎難以

養活自己和家人。除了貧窮以外，一半的提

哈米人不識字。村莊裡，除了背誦可蘭經以

外，幾乎沒什麼教育機會。在都會區，教育

資源也遠遠不足。

 提哈米人重視

款待客人且慷慨大

方。但提哈米地區

的上百個村莊，幾

乎沒有聯外道路，

很難抵達。

 想傳福音給他

們，最好與領袖建

立好關係及合作，

以免讓本地領袖覺

得外地人越權。

天父，祢是在曠野中開道路，荒漠中

開江河的神，求祢為提哈米阿拉伯人

的得救開路，差派使者帶領他們，走在耶穌

基督這唯一的真理道路上。求祢提升葉門的

農業、道路等經濟設施，幫助他們早日脫離

貧窮、提升整體的教育水平，使識字的人可

以明白聖經真理、不識字的也能透過口傳或

影片早日接觸福音。求主使福音使者能與當

地的領袖建立美好的關係，願領袖們能看見

基督徒有美好的靈性，而渴慕認識天上的大

君王，並將福音傳遍提哈米阿拉伯群體。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

兒女一樣。也要憑愛心行事……（弗

5:1-2）

 效法 希臘文mimetes衍生出英文

mimic（模仿），但希伯來和希臘對「模

仿」的觀念差別很大。

 按照希臘的柏拉圖思想，在我們感官

所經驗到的世界之外，還有個真實屬於理念

的世界，現今我們所見所感的，只是一個

粗糙、扭曲的仿品。這種想法影響了西方思

想，使人認為神所看的才是真實的，我們看

到的不是只是仿製品，天堂才最真實、靈魂

比身體更重要等。 

 希伯來思想恰恰相反，「效法」不是所

謂不完整的仿製品，而是號召人要採取實際

的行動 父親如何行，兒子也當照着行。

兒子雖不是父親，但可以按照父親的樣式來

行事為人。

 所以，保羅號召我們用實際的行動來效

法神「憑愛心行事」。希伯來字的「行事」

，就是表現出你的人品。按神的方式行事，

不僅僅是外表的順從，還要遵行神的誡命，

要有像神一樣的愛心。如此，就有其父必有

其子，這是神的期望。

孤立的村莊

葉門｜提哈米阿拉伯人Tihami	Arabs

人口｜444萬	 集中地｜西部、南部	
語言｜南葉門阿拉伯語

Photo by Dmitry_Chulov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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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馬里（又譯索馬利亞），人們以

血緣被劃分為大大小小的氏族，宛如

一個又一個集團，效忠於所屬勢力。氏族間

又有繁多的小支族，彼此常有摩擦與衝突。

 阿薩德（Asad），一個加爾氏族的牧

民，他的家鄉傳出村莊被攻擊的消息。某個

家庭的全部成員在放牧山羊時，被敵對的狄

哥迪亞（Degodia）氏族殺害。悲慟中，阿薩

德向阿拉祈禱，希望兩個氏族之間的戰爭能

很快平息。

 加爾是個多元的索馬里氏族，由塔夫

（Tuff）和可蘭尤（Quranyo）兩個群體組

成。他們使用三種語言溝通，其中包含索馬

里語。饑荒和內戰迫使加爾氏族大量遷徙到

肯亞北部，多年來他們與狄哥迪亞氏族為了

牧場控制權交戰。加爾氏族對彼此非常忠

誠，平均分散在各地，以確保每個人都有足

夠的水與牧場供牲畜使用。他們依循着傳統

遊牧文化，對自身的音樂情有獨鍾。

家族集團分裂了索馬里

天父，祢曾說：「我必親自作我羊

的牧人，使牠們得以躺臥。失喪

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

的，我必纏裹；有病的，我必醫治。」願天

父將流離在外的索馬里加爾氏族領回祢的羊

圈中，醫治他們在氏族對立中的傷痛，也願

忠誠的加爾氏族早日歸向唯一的真神。求祢

差派工人使用耶穌傳、音樂或友誼佈道等各

樣的方式來接觸他們。我們祝福加爾氏族的

基督徒，要透過遊牧的生活與獨特的音樂，

將福音好消息傳遍整個索馬里半島，甚至整

個東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世人不能恨你們，卻是恨我，因為我指

證他們所做的事是惡的。（約7:7）

 不能 耶 穌 不 是 說 「 世 人 不 恨 你

們」。「不能」的原文Ou dunatai是從動詞

dunamai「有能力（去做）」來的。世人缺

乏力量去恨屬於自己的人。

 想要為世人指出體制問題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們看不見，也不能做什麼。沒有人能

夠超越自己有限的眼光。對我們來說，這世

界雖不完美，但還是運作得不錯，沒什麼大

問題，因此我們只需每個主日到教會敬拜基

督「王」就夠了，平時與這世界和平共處沒

什麼不好。

 我們長久住在黑暗中，已經感覺很自在

了，反正我看不見別人，別人也看不見我，

如此也比較容易互相包容。一旦有人把光帶

來，反而是不受歡迎的。

 所以，跟隨耶穌的門徒為世界帶來光

時，立即遭到憎恨；只要誰把壞事暴露出

來，就會使人尷尬、羞愧，自然就會不受歡

迎。耶穌明明說，世界對祂是不寬容的，我

們有否因為帶給世界光而遭受世人的憎恨？

索馬里｜加爾氏族Garre	Somali	Clan

Photo by Sloot on iStock

人口｜11萬	 集中地｜下謝貝利州
（Shabeellaha	Hoose）	 語言｜加爾語

葉門｜提哈米阿拉伯人Tihami	Ar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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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祢曾藉着先知說：「你們作

我的羊，我草場上的羊，乃是以色

列人，我也是你們的上帝。這是主耶和華說

的。」求祢向索馬里的拉含溫氏族發憐憫，

使飄盪的拉含溫氏族在祢的草場上得享安

息，並幫助他們在忙碌的生活與工作中，來

到基督面前卸下重擔，選擇與主同負一軛。

願拉含溫穆斯林早日歸向基督。求祢差派工

人，用各樣活潑的方式向他們佈道，使他們

不再抵擋真道，並讓各村莊的領袖快快接受

基督，在每個村落建立屬神的教會。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立掃羅為王，我後悔了；因為他轉去

不跟從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上

15:11）

 後悔 掃羅擅作主張地獻祭，導致他

與神的關係完結。他以為自己領會了神的指

示，但神卻為此把他的國位奪去。

 掃羅所犯的錯誤，在我們看來，好像並

沒什麼大不了。在這之前，神吩咐他必須根

除亞瑪力人，他卻自以為是地認為留下幾樣

沒問題，何必浪費掉那麼好的牛羊呢？不如

把這些上好的牛羊拿來「獻給神」，不是更

好嗎？

 然而，掃羅是神為百姓立的王，神指望

他能夠完全順服神；一個王不完全順服神，

是很嚴重的事，結果神說：「祂後悔了。」

 「後悔」的希伯來文Naham的字根，

可以延伸出多種意義的字：安慰、遺憾、報

復、悲哀，都是涉及很深情緒感受的字。

 箴言說得好：「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

終是死亡。」掃羅以為自己所做的是正確的

事，沒有注意到他如此行，是讓自己只服從

了神一部分的指示，他甚至還為自己辯護。

 神有分派你做事嗎？你的任務執行得如

何？讓我們汲取掃羅的教訓，不要做自己眼

中的王，而是要完全聽從和順服神。

女子看家，樣樣自己來

比莎羅（Bishaaro），一名拉含溫女

人，扛着一條磨損的被子，爬上梯

子修補這間只有一個房間的小屋屋頂。快

要下雨了，她得趕緊完成，她還要煮玉米糊

（Meelee）給家人吃。

 拉含溫氏族住在朱巴河（Juba）和謝貝

利河（Shebelle）的沿岸。他們是牧人。女人

負責家中大部分的工作，例如建造和修理泥

屋、瑣碎農事、張羅食物、幫忙放牧動物。

 他們群聚的村莊有委員會管理，負責調

停紛爭以及分配放牧水源。他們強烈認同自

己穆斯林的身分，即便他們更像是文化習俗

上的穆斯林，而不是信仰上的穆斯林。曾經

有一些基督徒接觸過他們，但拉含溫族仍舊

對聖經裡的這位神很抗拒。

索馬里｜拉含溫氏族
Rahanweyn	Somali	Clan

Photo by Alphorom on iStock

人口｜200萬	 集中地｜南部	 語言｜馬伊語（Ma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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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馬里‧班圖人是非洲的少數民族，

在19世紀被阿拉伯奴隸販子賣到索馬

里，居住在謝貝利河和朱巴河流域。他們的

文化、外貌、種族都與索馬里人不同，班圖

人多是定居的農民。

 索馬利亞發生內戰時，許多班圖人被索

馬里武裝民兵趕出家園和農場。為了求生，

他們設法徒步穿越危險地帶去到肯亞，這要

花上兩到四週，但有許多人死於路途上。國

際組織雖設法安頓班圖人，但他們常常在難

民營中遭遇歧視、欺壓、性侵等問題。班圖

領袖曾向坦尚尼亞、莫三比克、澳洲提出安

置申請，但未獲許可，最終是美國政府同意

接納索馬里‧班圖人。約有1.3萬索馬里‧班

圖人通過申請，移民至美國，多數住在劉易

斯頓（Lewiston）。

 索馬里‧班圖人是名義上的穆斯林，生

活中仍實踐傳統的泛靈儀式。

天父，祢是困苦、貧乏人的恩主，

求祢救班圖人免於暴徒之手，不再

受到歧視與各樣欺壓。求祢從高天伸手抓住

班圖人，把班圖人從大水中拉上來，使周邊

的民族看見是耶和華拯救了班圖人，並領他

們到寬闊之處。班圖群體要發出讚美：「耶

和華是我的倚靠！」求神揀選基督使者，將

真理傳遍班圖族，使他們遠離泛靈信仰的轄

制。求主牧養班圖族，使他們在信心與愛心

上成為眾人的榜樣，也因自己所受的患難，

而能安慰落在各樣患難中的人，教人看見基

督的光。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他們失腳的時候，伸冤報應在我；因他

們遭災的日子近了；那要臨在他們身上

的必速速來到。（申32:35）

	 時候 神會報應，但通常我們不知道

是什麼時候會臨到。希伯來字 le et講的是

「時間」，但確切的意思就要詳讀前後文。

傳道書常常用這個字：「這個有時，那個有

時」，意思和用法是很靈活的。

 如果我們正等待神為我們伸冤，但沒有

一個確定的時間，那個過程將會很煎熬和難

過。但從神的角度來看，快快的施行報應可

能會引起宇宙道德律的其他問題，那是有限

的我們所不知道的。於是，最好還是讓神來

決定報應的時間，我們只能等待。亞伯拉罕

等了400年，他的後裔才得以出埃及；猶太

人等候彌賽亞，上千年後耶穌基督才來。

 聖經中也有立時報應的例子，或有馬上

就發生的督責和教訓。我們仔細想想，就會

發現神還是不要太快報應才好，因為我們都

需要時間來醒悟。

 這節經文的功課是 等候，是神賜給

人的一份恩典，而這恩典不只是給我而已，

同時也給我的敵人。

進了難民營仍被欺負

索馬里｜索馬里‧班圖人
Somali	Bantus

人口｜77萬	 集中地｜南部河岸	
語言｜馬伊語（Maay）、齊古拉語（Zigua）

索馬里｜拉含溫氏族
Rahanweyn	Somali	C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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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德利亞斯人是巴加拉人（見前日）

的一支，巴加拉的意思就是「乳牛」

，這樣的名字暗示着他們的經濟來源就是牛

群。貝德利亞斯人竭力保護牛群，他們將帳

篷圍成一圈，晚上就把牛群圈在裡面，免得

被偷。

 貝德利亞斯人是伊斯蘭教混合部落泛靈

信仰。他們身邊缺乏基督徒，在生活中展現

信仰生命，所以貝德利亞斯人刻板的以為，

信基督教的人就像西方人一樣，家庭倫理崩

壞、生活放縱。

 雖有蘇丹‧阿拉伯語的新約聖經，但貝

德利亞斯人的識字率很低，一般人也很難接

觸到他們。

天父，差派神的兒女住在貝德利亞斯

人當中，興起友愛且剛強的貝德利亞

斯門徒，建立生養不息的基督群體。主耶穌

說：「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豐盛。」求祢讓警醒看守牲畜的貝德利亞斯

人知道，主就是看顧他們的好牧人，是羊的

門，凡從主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

吃。求神提升貝德利亞斯人的教育水平，並

差遣工人用影片、音樂、戲劇等創意方式，向

他們傳福音。也挪去貝德利亞斯人對基督教

的定見，願基督徒美好的馨香之氣，散播在

這個族群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需要認識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人許特別的願，獻身給耶和華，就要

依照你的估價獻身價。（利27:2）

	 身價 這樣的事常常發生：人在緊急

關頭時向對神許了願，可是危機過去後就

後悔不想還願了。對於這樣的人，利未記有

提供方法，讓他可以贖回之前所許的願，就

是估一個價錢獻給神，當然這價錢可能很昂

貴。

 昨天我們讀到神「擺設或安排」筵席。

同樣三個字母ARK換一個元音就變成erek，

即名詞「價值」。擺設出來有秩序的東西是

有「價值」的，而亂七八糟的東西則會減少

或是沒有價值，比如一堆毛線會沒有人要，

一件毛衣卻可以禦寒。

 當我向神許願的時候，我設下一個很高

價值的願望，因為我要求神成全我某事，那

件事對我是很重要的。利未記說可以按照人

的價值贖回所許的願，這價值就是市場上購

買一個奴隸的錢。

 當時，50個舍客勒銀子可以買一個男性

奴隸；女性則一半價值；男孩是20舍客勒。

換成現在的貨幣，是一個人工作4年的薪

酬！請看，隨意向神許願，然後不還願，就

要付4年的薪水，因為神的名價值重大。

 更重要的，耶穌為了救贖我們，付出了

自己的性命，在神看來，你我的價值是何等

大呢！

蘇丹｜貝德利亞斯人Bederias	People

人口｜98萬	 集中地｜中南部　語言｜蘇丹阿拉伯語

Photo by Maciek67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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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西 利 亞 ‧ 巴 加 拉 人 住 在 達 爾 富

爾 省 （ D a r f u r ） 、 北 科 爾 多 凡 省

（North Kordofan）與南科爾多凡省（South 
Kordofan）的平原。這個地區非常適合放

牧，僅有6-9月是雨季。當牛有草可吃時，牧

人就駐紮停留；沒草可吃就離開。如果牲畜

餓死了，他們也會活不下去。因此，梅西利

亞‧巴加拉人常因爭奪水源，而跟別的族群

發生暴力衝突而聞名。對於生活在干旱地區

的人而言，水是稀缺的，必不可少。

 梅西利亞‧巴加拉男人的工作是照顧牲

畜，這是主要的收入來源；女人負責擠牛奶

和賣牛奶，也占收入一大部分。然而，一個

男人可以娶多位妻子，近親通婚是首選，一

定要有聘禮給女方。

 梅西利亞‧巴加拉人會遵守伊斯蘭教的五

功，甚至會上麥加朝聖。蘇丹‧阿拉伯語的

聖經尚未被翻譯完成，但有新約譯本，和一

些福音資源可使用。

天父，求祢按時降秋雨春雨在蘇丹

這片土地上，使他們可以收藏五

穀、新酒和油，也使梅西利亞‧巴加拉人吃

得飽足。且不單是肉身飽足，求主差遣基督

徒到他們當中，用各樣的智慧、愛心與真

理，餵養梅西利亞‧巴加拉人，使他們飢渴

的靈魂也得以飽足。求神特別使梅西利亞‧

巴加拉的男人能儘快認識救主，向他們的妻

子展現真實的愛，使婚約、家庭走向基督

化。也為着蘇丹阿拉伯語的聖經翻譯工作持

續禱告，願梅西利亞‧巴加拉穆斯林快快聽

見主的話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子。（太5:9）

 使人和睦的人 希 伯 來 文 R o d f e i 
shalom，希臘文翻譯成「追求和平的人」。

也許你會想無非就跟饒恕，或與神和好有關

吧？但還不夠準確。

 希臘思想認為戰爭是世界常態，所謂和

平就是沒有衝突、沒有戰爭、暫時休戰。這

種想法會導致人想要控制所有衝突的元素，

一一解決，以達到平衡的生活。

 然而，希伯來思想的和平，乃是「關係

和睦」。「追求和平」不是逃離戰場或消除

衝突，而是與神有美好的關係；是當神與惡

爭戰時，與神站同一陣線，配合神的作戰計

劃。

 「追求和平」不是尋求平衡、掌控局

面，乃是尋求心靈得醫治、得康寧。首先就

是要與神和好，其次是與人和好。

 在這敗壞的世界中，想要完全除去矛盾

和衝突，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如果我們想

要達到希臘的「和平」，那是沒有希望的。

 而神的計劃是讓人在混亂的世界中有 

「和平」，所以只要我們和神一同生活，雖

有壓力或掙扎，但肯定會有平安和福份陪同

我們。

尋找利河伯的牧人1

蘇丹｜梅西利亞‧巴加拉人
Messiria	Baggara	People

Photo by Gandhi_Aloka on iStock

人口｜62萬	 集中地｜中部　語言｜蘇丹阿拉伯語

需要認識真正的基督徒

蘇丹｜貝德利亞斯人Bederias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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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義人因信得生。（哈2:4）

	 信 你是否納悶什麼叫「因信得生？」

我們聽說有些「特別的」人似乎時刻都活在

神同在中，可是無論我多努力，卻感覺不到

神的同在。我應付不了生活的壓力，常常洩

氣、跌倒，這些實際經歷如何和信心生活協

調呢？

 如 果 我 們 曉 得 「 信 」 的 希 伯 來

文 e m u n a h 的 意 思 ， 就 能 解 決 某 些 疑

問。Emunah的意思是「雖然環境看起來不

利，仍然毫不動搖地相信神的話。」

 信心是一個「意志」的舉動，我要決定

無論環境如何，我的信全都押在神身上；無

論我的感覺如何，任何人給我建議，或世界

倡導什麼，我都決定 只倚靠神的話。這

是一種義無反顧的態度，因為如果錯了，我

將全軍覆沒！

 最後，信心不是以我，和我要的答案為

根據，而是倚靠神絕對不搖動的可靠性格為

根據。

 除非我深刻認識神是誰，曉得祂向我懷

着怎樣的心，否則我無法憑信心生活。信任

之前，需要有關係，如果我要把人生押在一

個關係上，就要完全投入才行。

 這種義無反顧的信心是非常個人的，

是與神一對一地從喜樂、掙扎、失敗、友誼

中苦心經營打造的。你願意決定如此相信神

嗎？

尋找利河伯的牧人2

天父，求祢差派聖靈充滿的工人住

在貝賈人中間，並向他們提供就業

輔導與教育的機會，以及介紹那位能供應豐

盛生命的主給他們。「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

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

着他們。」願神的真光照亮貝賈人心靈的眼

睛，認出基督是唯一的主。也求祢興起受洗

重生的貝賈基督徒，使他們在生活中常常經

歷祢，能向人分享基督的祝福與見證，並將

福音傳遍各個貝賈家庭。求神幫助貝賈人離

開不討神喜悅的風俗習慣，活出合神心意的

新生活！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在蘇丹的高速公路兩旁，常常是無垠

荒漠，可以看見狀如小船倒扣的貝達

維斯帳棚群。貝達維斯人是尼羅河與紅海之

間最大的非阿拉伯種族，分布在北蘇丹和南

埃及。貝達維斯人在沙漠中遊牧，常常要跟

別人爭奪水源。他們率性驍勇，男子多精通

劍術。有些貝達維斯人則過農業定居生活，

或住在城市的貧民窟裡。

 在阿拉伯的穆斯林傳教士來到蘇丹前，

貝達維斯人曾信奉基督教。如今貝達維斯人

都改信伊斯蘭教，但不論是當基督徒，還是

當穆斯林，他們都很難離開民間宗教習俗。

 宣教士若想傳福音給他們，必須有不怕

苦的心志，以遊牧的方式生活（就像穆斯林

傳教士那樣），或是願意走進城市貧民窟裡

陪伴他們。

蘇丹｜貝達維斯人（貝賈人）
Bedawis	People	（Beja）

Photo by Shaalatayn

人口｜227萬	 集中地｜北部　語言｜貝達維耶語
（Bedawi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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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過着像數千年前亞伯拉罕的遊

牧生活嗎？達哈米德人就是這種生活

型態。他們帶着牲畜從一個地方遷徙到另個

地方。如果有基督徒願意接觸他們，他們想

必會對亞伯拉罕的故事感興趣！

 達哈米德人面對干旱的挑戰，這足以讓

他們的駱駝、綿羊、山羊、牛群死亡。如果

牲畜們死了，達哈米德人就會挨餓。

 達哈米德人由19個部落宗族或家族組

成，很不幸地，宗族間常常為着稀缺的水源

和牧草彼此爭戰。

 達哈米德人常需要四處遷徙，所以孩子

們無法接受完整的教育，大部分的人都沒有

讀寫能力。他們是伊斯蘭教混合民間宗教的

信仰，會使用巫術和魔法驅避邪靈。

尋找利河伯的牧人3

天父，祢過去曾祝福亞伯拉罕許多

牛群、羊群等豐盛的產業，並且主

動向他顯現，與他建立永約，今日也願祢

大大祝福在蘇丹的達哈米德人，讓他們的

牲畜免於疾病與患難，讓他們不再挨餓，

並有充滿愛的福音工人將真理帶進他們的

生活，使他們靈裡也得着完全的飽足。也

求祢差遣和平的福音使者在他們當中，弭

平他們當中的爭戰，並帶進好的醫療與教

育，使他們身心有健全的成長。求神打開

達哈米德領袖的心接受福音，進而使全族

人可以領受從神來的祝福。禱告奉耶穌基

督的名，阿們！

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

處呢。（雅2:16）

 所需用 世 界 教 導 我 們 要 積 聚 財

物；要為了擁有更多而努力工作；要曉得

投資……但神關心我們的財物是否有遞到

另一個人手中。希臘字Ta epitedeia意思是 

「服事的東西」，英文翻譯成the things that 
serve，是否能看到別人「所需用」的，成了

衡量我們對神信靠順服的尺度。

 如果我信靠順服神，就會照祂豐富

的恩典行事，照顧別人「所需用」的。

雅各說得清楚：「如果你不照顧神放在

你 身 旁 的 人 生 活 所 需 的 ， 所 謂 對 神 有 

『信心』，就是在說瞎話！」

 我們還要除去一些可怕的屬靈迷思：

奉獻，不是為了要神還給我，或增加我的財

產，而是純粹為了表達對神的心意，沒有

別的理由。還有，也不要說我錢不夠不能奉

獻，因為是神負責我有多少錢，不是由我來

判斷。我能有信心奉獻，是因我的神不小

氣，而且祂喜歡人有憐憫心。

 今天人們花數百萬蓋大樓，卻沒錢幫助

無家可歸的人；花幾千塊買音響設備，卻不

幫助沒有食物的人。神呼召我在自己的圈子

做個好撒瑪利亞人，幫助有需要的人。

蘇丹｜達哈米德人Dar	Hamid	People

人口｜79萬　集中地｜北柯爾多凡省的巴拉
語言｜蘇丹‧阿拉伯語

蘇丹｜貝達維斯人（貝賈人）
Bedawis	People	（Be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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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我們殺紅了眼

天父，求祢赦免我們過去沒有好好

照顧管理祢所賜給我們的地，使地

球上許多地方造成土地荒漠化。然而我們

相信祢是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的

神，求祢恢復蘇丹的農地與放牧的草場，

使各地的牧民與農民能安居樂業，不必相

爭；也求神的和平臨到這地，如同祢所說

的：「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

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

習戰事。」願這美好的景象要實現在達爾

富爾地區，並且福音的真光要照亮此地，

許多基督徒能在此為主做見證。禱告奉耶

穌基督的名，阿們！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

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

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賽30:15）

 歸回和安息 希伯來文的「歸回」就

是「悔改」那個字。神說：「得救不是要

靠自己的努力；要得力乃在於 悔改和安

息。」因此，當我們遇到危機，要曉得回來

找神。

 這句話中有兩個彼此平行的語句，第二

句解釋了第一句。所以，「平靜和安穩」解

釋了什麼是「歸回和安息」；一個人可以「

有安息」，正是因為「歸回」神。

 我需要回到「神的面前」（shuv），

這字的內涵不光是指「認罪」，乃是指重新

有溝通的關係，重返聽命於神、順從神的生

命。

 「平靜」（shehket）是面對風暴時，

那種帶着信賴的從容；源於對神絕對信靠的

安全感，和深信祂必施恩的被愛感。

 每當危機臨到，我們總會想可以做些什

麼，而不會坐以待斃，這是人的本能。可是

我們忘記了，掌管一切的是神。

蘇丹｜富爾人（佛羅人）
Fur	Peoples	(Forok)

達爾富爾（Darfur），這個名字令人

聯想到暴力、種族滅絕的畫面和故

事。因着土地荒漠化，阿拉伯牧民漸漸南下

放牧，與達爾富爾的農民、牧民常常爆發衝

突。2003年，達爾富爾的黑人土著富爾人

展開爭取自治的解放運動，與阿拉伯人組成

的蘇丹政府對抗。蘇丹政府在鎮壓中，開啟

了有系統的種族清洗行動。眾多富爾人被屠

殺、逃到鄰國。聯合國曾派遣維和部隊去到

達爾富爾，試圖阻止這場人道危機，卻仍無

濟於事。

 儘管蘇丹已經分成南北兩個國家，但達

爾富爾仍是多事之地。此地雨量較多，吸引

80多個部族生活在這，常常爆發族群衝突，

加上蘊藏石油資源，達爾富爾成為高衝突地

帶，也因此有很多人道救助的需要。

 富爾人半農半牧，他們種植棉花、糧

食、蔬菜、花生和菸草。他們主要是穆斯

林，當中只有很少數基督徒。

人口｜118萬　集中地｜西南部　語言｜富爾語

達爾富爾的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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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蘇丹中部的加瓦瑪人來說，判斷

一個男人的財富有兩個管道，一是

看他的太太（們）在慶典上穿戴多少金子，

二是看他擁有多少牛隻。

 加瓦瑪人的傳統職業是牧養牛隻，大部

分人過着遊牧生活，隨着季節逐水草而居。

有些人已經在村莊安頓下來，務農為業，種

植菸草和棉花等經濟作物。

 在2003年開始的達爾富爾戰爭裡（見

11日），加瓦瑪人並不是蘇丹政府攻擊的主

要目標，首當其衝的其實是富爾人，但在區

域性的衝突中，加瓦瑪人難逃波及。許多人

逃離家園，往其他地方尋求庇護。今日，加

瓦瑪人極度需要各種人道救援的支持。他們

大部分都是文盲，且在生存線邊緣掙扎。

天父，求祢給加瓦瑪人夠用的恩典、

牲畜與食糧，也按時降秋雨春雨在

他們的土地上。祢不單要祝福他們實際的草

場，也祝福他們快快進入耶和華的草場，蒙

主餵養。並且賜下平安在達爾富爾，願和平

的君王在蘇丹的加瓦瑪人當中作王掌權。求

主差遣基督徒，藉由人道及慈惠事工接觸加

瓦瑪人，使人得知神的愛。願加瓦瑪人向神

有顆單純謙卑的心，能夠來敬畏、愛戴深愛

他們的耶穌基督，尊主為大。願蘇丹的政府

與領袖群體中，有許多被神揀選、合神心意

的人興起。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太太金光閃閃，
丈夫才有面子

因為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着信，不

在於遵行律法。（羅3:28）

 遵行 如果我不是靠遵行律法來與神

和好；如果我順服神之前就已蒙神揀選，那

遵行律法有什麼功用呢？為何神還要頒佈律

法給人呢？

 也許有人會驚奇，律法的目的不是為信

徒，而是為了傳福音。為甚麼有這樣說法呢?

我們活在這世界，就好像一個明顯的標竿，

讓未信者看見我們的生活，就知道神在我們

生命中奇妙的作為，因為他們會看到當我們

遵行律法時，神如何施恩賜福我們。

 主耶穌和摩西的教導都顯示遵行神的律

法很重要，否則我們就無法在世上為主作光

作鹽了。如果我們的生活和世人沒有區別，

怎能傳揚神呢？凡決定跟隨主的人，生命的

轉變就是最好的見證，人們因此可以看清楚

神的拯救。

 雅各和保羅都說信心沒有順服的行動就

是死！我們順服神不是為了進天堂，乃是為

了作見證。

 「遵行」的希臘文ergon意思是「所做

的工」。我們「所做的工」不是開一個佈道

會，而是實際地轉變生活方式，按神的心意

生活，別人就可以從我們的生活認識神了。

蘇丹｜加瓦瑪人Gawamaa	People

Photo by Create International

人口｜100萬　集中地｜中西部　語言｜蘇丹阿拉伯語

政府對我們殺紅了眼

蘇丹｜富爾人（佛羅人）
Fur	Peoples	(Forok)

人口｜118萬　集中地｜西南部　語言｜富爾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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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就該自己照主

所行的去行。（約壹2:6）

 照主所行的 這短語字面是「按照同

樣」，放在「去行」這希臘字的前面，強調

要重複主耶穌的行為。

 現代的基督徒喜歡問：「耶穌會怎樣

做？」我們喜歡猜想如果耶穌在這情境中，

他會如何反應？然而，「照主所行的」生活

方式很清晰簡單，就是按照神在經上所指示

的去做就是了。

 約翰和耶穌都是猶太人，他們都會遵

行摩西的律法，只不過耶穌對有些律例的解

釋，和法利賽人不同，祂總結出了律法的核

心是 愛。換句話說，「照主所行」的生

活方式就是 活出愛神和愛人的生命。

 「去行」意味着對某事一遍又一遍地

重複，而形成的行事為人的習慣，是按神的

吩咐，而不是按處境的行事方式， 至終讓

你我的行事為人，在各種情況下都能反映神

的性情。

天父，過去祢祝福以實瑪利的後裔

必成為大國，萬族以他為福源，願

祢賜福祢所愛的阿拉伯人與其中的古黑那

人；願貝都因人與他們的後代歸屬於祢，願

他們的靈魂安歇在祢的草地上；也願祢使

蘇丹最大的族群 古黑那族成為有福音

影響力的族群。儘管他們許多人仍在伊斯

蘭信仰中，但祢使古黑那人知道他們所認

識的爾撒（耶穌），即是那位全然美麗的

救贖主。也願好客的古黑那人接待到福音的

使者，並接待福音的真光進入心中，進而領

同胞都聽見救恩的信息。禱告奉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不斷在沙漠裡搬家

誰想住在沙漠裡，而且居無定所呢？
這對一般現代人而言，太瘋狂了！

 7歲的菲莉達（Farida）專心聆聽老師
對全班說着新奇、令人興奮的事物，舉例來
說：古黑那人的祖先曾經住在沙特阿拉伯。
對孩子們來說，沙特阿拉伯（又譯沙烏地阿
拉伯）是個完全陌生、超級遙遠的地方。接
着老師又說，古黑那人的祖先曾是貝都因人
（Bedouin）。

 小菲莉達勇敢地舉起手，問道：「老
師，貝都因是什麼意思？」「意思是，我們
的祖先並不像我們一樣住在村莊裡，他們把
所有的家當帶在身上，在沙漠裡遷徙。」「
噢！那一定很辛苦。我爸應該不會想要帶着
我的床到處走。」其他的孩子也加入：「我
不想要總是在打包我的玩具。」「我媽媽不
會想要一天到晚搬家，她喜歡邀請朋友來家
裡作客。」

 古黑那人是蘇丹最大的族群，人口超過
兩百萬。擁有阿拉伯血統的他們，擁抱伊斯
蘭信仰，並且有重視榮譽和好客的特質。

蘇丹｜古黑那人Guhayna	People

Photo by Maciek67 on iStock

人口｜212萬　語言｜蘇丹‧阿拉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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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你反駁我！」丈夫對着他的

妻子大吼。「妳和孩子們只能照着

我的話做！」

 妻子緊緊地閉上眼睛，忍着不要哭出

來。丈夫語調稍微柔和下來：「妳記得我們

的宗教領袖教導說丈夫要管轄他的太太吧？

」女人點點頭，目光垂下，她無法反駁。

 丈夫繼續說着：「那就聽從我的話，

你和孩子們都要遠離剛搬到隔壁的陌生人。

他們不是像我們一樣的費札拉‧卡瓦西亞

人，他們也不是阿拉伯人或非洲人。他們可

能根本不信阿拉。我知道妳喜歡招待客人，

但我們的好客不能用在他們身上。」

 費札拉‧卡瓦西亞人是蘇丹的阿拉伯

族群之一。雖然在地域上他們算是非洲人，

但他們擁有大量的阿拉伯文化傳承。即便他

們的女人比其他阿拉伯社會的女人，享有更

多的自由，但女人仍然被教導要順服男人。

費札拉‧卡瓦西亞人幾乎全是穆斯林。

天父，羅馬書說：「凡被神的靈引

導的，都是神的兒子。」我們祝福

蘇丹的費札拉‧卡瓦西亞人，因信成為神的

後嗣，有神的靈居住在他們裡面，使他們能

呼叫祢：「阿爸，父。」願費札拉‧卡瓦西

亞人的心被祢得着，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願屬基督的肢體在主的恩典榮耀中越發強

壯，許多美好的真理見證，要在費札拉‧卡

瓦西亞人當中發生，掀起群體歸主的福音運

動，甚至擴及到周邊群體，使其他阿拉伯群

體也渴望天父的愛，渴望進入屬神的自由國

度。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遠離不信阿拉的陌生人

……我們並非不曉得牠（魔鬼）的詭

計。（林後2:11）

 詭計 我們常以為撒旦攻擊我們是因

為牠知道了我們的想法，但保羅卻說「我們

並非不曉得牠的詭計」。「詭計」的希臘字

noemata意思是「想法、概念、理解、思想

武裝」。我們知道撒旦是敵擋悖逆神的，所

以牠一切的行動毫無疑問會顯露這個意圖。

 保羅說「我們並非不曉得」，很可惜，我

們很多人確實是不曉得，更不會去防備撒

旦，結果突然被襲擊時，往往不知所措，輸

得一敗塗地。

 我們看人的言行猜測他的心思，有時會

猜錯；但我們看撒旦時卻不該搞錯，因為聖

經已把牠的動機和行動講得很清楚了。

 撒旦的武器就只有那麼幾樣，牠擅長使

用各種肉體欲望如驕傲、自尊、嫉妒來引誘

人，我們恐怕都曾經吃過虧。日光之下沒有

新事，下次牠還會用同一招，我們要曉得從

中汲取教訓，及時辨認出牠的詭計。當然，

這是需要依靠聖靈的指點。

蘇丹｜費札拉‧卡瓦希亞人
Fezara	Kawahia	People

人口｜101萬　集中地｜中部、南部　
語言｜蘇丹阿拉伯語

Photo by Rawpixel on iStock

蘇丹｜古黑那人Guhayna	People

人口｜212萬　語言｜蘇丹‧阿拉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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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這以下

的福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申

28:2）

 臨到 你可能常聽到有人跟你說： 

「神賜福給你。」到底這是什麼意思？是說

神會實現你的願望嗎？或只是一句禮貌的問

候？ 

 希伯來字nasag，是「追上」的意思。

想想，你在途中行走，神的祝福好像火車、

輪船一樣從後面追着你，此時你要麼被撞

到，要麼就躲開。nasag就是 神要把祂

的福傾倒在你身上，用祂豐富的恩惠把你撞

個人仰馬翻！

 那為什麼我們的生活還充滿艱難呢？

關鍵就在前面有個條件：「你若聽從耶和華

─你神的話。」想一下，神的祝福就像個導

彈，只會瞄準一個紅心，那紅心就是聽從祂

話的人。所以，如果你不想錯過神的恩惠，

就要聽從神的話。記住，是「聽」和「從」

。一旦我們偏行己路時，神的福就無法追上

我們了。

 你最近遵行了神的教導嗎？或者應該

問，你最近被神的福追上了嗎？

別傷心，最糟的已經過了

對瑪利安（Mariam）來說，這是心情

複雜的一天。今天她將離家去參加教

師訓練，她的母親注意到她很緊張。她的父

母因為熟知努比亞的歷史，因此將女兒以十

世紀的皇后命名。

 「記得我們在埃及的表親嗎？」她的母

親試着鼓勵她：「記得亞斯文大壩在1960
年代完成後，就淹沒了我們表親的村莊嗎？

他們必須搬家到三十多公里外，一切重新開

始，但他們最後不也沒事嗎？他們如此剛強

堅毅，找到工作並重建了生活。」

 母親安慰瑪利安：「妳並沒有失去妳

的家，妳只是要搬到一個新的地方，接受教

育，並且將會傳承給下一代。這樣的機會很

難得，也很幸運，所以不要太難過。」

 努比亞人是生活在蘇丹北部、靠近埃及

邊境的非阿拉伯穆斯林。第六世紀時，努比

亞人曾經歸主，但十四世紀時他們成為了穆

斯林。今日，努比亞人幾乎全是穆斯林。

天父，祢僕人摩西所記：「當他父

親亞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

因非利士人在亞伯拉罕死後塞住了，以撒就

重新挖出來，仍照他父親所叫的，叫那些井

的名字。」過去努比亞人的先祖曾跟隨基

督，如今祢要差遣祢的工人，重新鑿開那些

被人填塞的屬神深井，使真理的活水湧出，

餵養努比亞人，使喝這水的人永遠不渴。也

求神差遣語言學家、翻譯員，使努比亞語的

聖經得以完成。也祝福離開家鄉的努比亞人

有機會接觸到基督徒，並將福音帶回自己的

家鄉。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蘇丹｜費迪卡摩哈斯‧努比亞人
Fedicca-Mohas	Nubian	People

人口｜55萬　集中地｜西北部　語言｜努比亞語

Photo by Riccardo Lennart Niels Mayer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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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人進入北非前，卡南布帝國

是北非中部的大國，幅員廣大。鼎

盛時期的卡南布君王，接受了伊斯蘭教，為

此大發熱心，向周邊部落發動聖戰。卡南布

人就是該帝國的後裔之一。

 卡南布人現今住在乍得湖北岸、撒哈拉

沙漠的邊緣。乍得有超過3萬英畝的碳酸鈉

礦床。碳酸鈉是一種可用於洗滌和漂白紡織

品的礦物質（俗稱蘇打），存在於鹽礦中，

這大部分為卡南布人所有。

 卡南布孩童被禁止去一般的學校上學。

他們必須學習古典阿拉伯文，也就是古蘭經

所使用的語言。有些男孩會去伊斯蘭高中上

學，但他們的信仰充滿民間泛靈迷信，而且

大部分人仍是文盲。卡南布村莊缺乏現代化

的學校和醫療保健，也因沒有良好的道路，

公共設施的建立受到阻礙。

 聖經有部分經卷被翻譯成卡南布語。

卡南布語的福音資源相當缺乏，僅有福音錄

音。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這以下的福

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申28:2）

 臨到 如果我們有個祈禱必蒙神祝福

的方程式，那該多好呀！就可以想要什麼就

能得到什麼了！若我們真如此想，就會錯失

nasag真正的意思。

 從這節經文來看，我們很清楚並不是我

們求，神就會賜福給我們，乃是我們必須要順

服神，神所命定的福才會臨到（見昨日）。

 我們總以為遵行神的心意、捨己，是一

種「付出」，卻忽略了神一心就是要賜福給

我們；我們也誤以為神的指示會使我們的利

益虧損，卻忽略了耶穌要我們捨棄的，恰恰

是攔阻我們活出合神心意、對我們有最大好

處的事情，這些事讓我們偏離了神要賜福的

目標紅心，使我們站在了焦點之外。

 當我們終於肯走在神的道路時，最大的

獲益者是我們，因為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們能

到神所賜的福。所以，不要把目標放在短暫

的利益上，反而錯失了讓神的祝福追上你的

機會。放下自己的一套方法吧！

信阿拉，也迷信泛靈1

天父，卡南布帝國曾為伊斯蘭教大發

熱心，我們禱告卡南布人要如同祢所

揀選、被祢大大使用的使徒保羅，他們的熱

心要變成追求主與傳福音的熱情。願祢親自

向卡南布人顯現，讓大馬色的光照臨到每個

卡南布人，使他們悔改，領受完備的福音，

成為神合用的器皿。求神差遣宣教士在他們

當中做鹽做光、門訓卡南布信徒。求神砍斷

泛靈信仰對他們的捆綁，使他們忠心地跟從

主耶穌。願卡南布人能受好的教育，學習神

的話語。願他們的醫療、交通等基礎設施得

改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乍得｜卡南布人Kanembu	People

Photo by Yacoub D.

人口｜70萬　集中地｜拉克州（Lac）　語言｜卡南布語

別傷心，最糟的已經過了

蘇丹｜費迪卡摩哈斯‧努比亞人
Fedicca-Mohas	Nubia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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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求祢讓善於放牧的富拉奇塔

人，知道主是好牧人，使他們認出

大牧者耶穌的聲音，安心地信賴、跟隨耶

穌，躺臥在可安歇的水邊。耶穌曾說：「不

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不同我收聚的，

就是分散的。」願聖靈賜下與主合一的心，

在富拉奇塔家族當中，願他們不再敵對基督

信仰，而是與神相合。求神差派工人在馬西

那‧富拉奇塔群體中建立教會，幫助他們打

好信仰根基，生命扎根在基督這堅固的磐石

上。並且將基督的馨香之氣，傳遍在富拉奇

塔人當中。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信阿拉，也迷信泛靈2

馬里｜馬西那‧富拉奇塔人（馬西那人）
Maasina	Fula	Kita

Photo by DeBoordenave

富拉奇塔人放牧一種很特別的牛群

品種，不是常見的富拉尼駝峰品種

（Fulani Humped Breed），他們的「那達

馬牛」（N’dama）是一種當地的夫塔加隆

（Fouta Djallon）品種，對可怕的采采蠅

（Tsetse Flies）免疫。他們也會放牧其他

動物，和種植作物，但主要生計來源還是牛

群。每個富拉奇塔的泥屋都有牛圈包圍。

 幾乎所有富拉奇塔人都信奉伊斯蘭教，

且積極傳播信仰。從前他們信奉泛靈信仰，

如今巫醫往往也身兼伊斯蘭教領袖的身分。

現今，他們的孩子必須要上村莊裡的伊斯蘭

學校。伊斯蘭教是他們的身分認同之一，這

使得他們對福音充耳不聞。他們也擔心基督

教會使家庭分裂，尤其是看到許多新信徒離

開了自己的家庭。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

和猶大家另立新約。（耶31:31）

 新的 你我本不是猶太人，現在因着

主耶穌的救贖，得以成為以色列家和猶大家

的一員。神在耶利米書中所應許的一切，如

今我們也有份了。或許我們應該問的是：什

麼是新約？

 「新約」的希伯來字hadash常用來表示

「新月」，所謂「新月」並不是重新創造一

個月亮，乃是同一個月亮，在被黑暗隱沒一

段時期後，又重新出現的情形。這「新」說

的是「更新、修復」，而不是「嶄新」。新

約也如此，不是一個新的盟約，乃是以前寫

在石頭上的約，如今變成寫在心版上。

 耶穌說得很清楚，只有外表的敬虔是

無用的，衪要的是內心真正的順服。耶穌自

己就是透過全然順服父神的旨意，向我們展

示了與父神的「新」關係，確立了一個「新

的」約。

 新的約並不廢去原先的約，乃是被更新

了。新約的教導要求我們在神面前行義，這

和前約是一樣的，不同的是，如今神的百姓

遵行神的教導，不只是滿足律法要求，乃是

基於與神的關係，打從內心願意如此行。

人口｜125萬　語言｜馬西那富拉語（Maasina	Fulfulde）



7 月   日  星期日7/18 18

馬里的索寧科人世代務農，以小米為

主食，部分的人是牧民。索寧科人對

干旱及牧人間搶奪土地的狀況，非常困擾，

這都威脅着他們的生計。因着環境變化和現

代化，索寧科人的勞工移民率是西非之最。

 很久以前，索寧科人是古加納帝國的創

始者。十世紀時入侵的穆斯林征服者，摧毀

了這個帝國。

 1980年代，基督教宣教士開始在索寧科

屬靈的旱地上撒種。從那以後，福音種子多

次撒在這片土地上。人們分發聖經單張。一

位牧師每週在廣播上讀聖經片段，民眾叩應

（Call-in）進來的回應也很熱烈。宣教士們持

續在種子上澆水。我們禱告這些種子可以扎

根生長，迎來群體歸主運動。

天父，謝謝祢差派祢的僕人們不斷

地在索寧科撒種、耕耘，求神差派

更多工人進到這片禾場，並預備索寧科人的

心成為好土。「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

道，又領受，並且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

十倍的，有一百倍的。」願聖靈澆灌這些福

音種子，它們起初微小，卻要在索寧科群體

興起大改變。求神使索寧科人聽道也行道，

將真理落實於生活、工作等層面。願主的旨

意自由地運行在馬里，並興起更多索寧科基

督徒，獻身於傳福音與宣教的事工中。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

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

成全。（太5:18）

 都要 舊 約 中 提 到 「 新 約 」 是

在 耶 利 米 書 3 1 章 ， 耶 穌 說 祂 用 血 立 的 

「新約」指的就是這個，讓我們先來明白耶

利米所描寫的新約：舊約是寫在石版上，新

約要寫在心版上；舊約需要被教導，但遵行

的人不多，新約則是人人都願意認識和遵行

神的教導。

 新約是神親自在每個人的心裡刻上祂

的教導，到時人們就不再需要書寫的條文來

提醒。所以，聖經說當那日主耶穌再來的時

候，就是新約實現的時候，人人都會知道是

耶和華作王。

 「約」必須用祭牲的血來立，以表示永

不更改，所以當年神立亞伯拉罕之約時有獻

祭；而新約則是耶穌用自己的血來立。因此

主耶穌的死不只是一個贖罪、挽回祭，更是

立約的印記，以確保每個人樂意順服和事奉

神。

 新約的嶄新時代從耶穌的死和復活已經

開始，但尚未完全實現，直到榮耀的一天到

來，到時神要完全治理每一個心靈。

 讓我們感謝讚美主，因祂以自己的血來

保證這個更美的約！

信阿拉，也迷信泛靈3

馬里｜索寧科人Soninke	People

Photo by Martin Baran

人口｜173萬　集中地｜西部　語言｜索寧科語

信阿拉，也迷信泛靈2

馬里｜馬西那‧富拉奇塔人（馬西那人）
Maasina	Fula	Kita

人口｜125萬　語言｜馬西那富拉語（Maasina	Fulfu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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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拉尼人是西非一個常見的族群，尤

其是在尼日利亞（又譯奈及利亞）。

他們主要是牧人。索科托富拉尼人是其中一

個少數支族，主要住在尼日利亞北部的索科

托州。

 半農半遊牧的索科托‧富拉尼人，像牧

民一樣到處遷徙，當他們落腳安頓時，會住

在臨時村莊的小屋裡。不是所有的索科托人

都是牧人，事實上，有些人受過良好教育，

他們被稱為托洛比（Toroobe），被視為統

治階級。他們手握權力，特別是對自己的宗

族。定居的索科托‧富拉尼人通常是政府人

員、稅務人員和市政管理者。他們的孩子會

接受教育，表現也不錯。

 所有的索科托富拉尼人都是穆斯林，伊

斯蘭是他們生活中的重心。他們也相信超自

然的力量，經常使用巫術跟邪靈打交道，以

獲得啟示和力量。

天父，願祢使索科托家庭從靈界的轄

制中得釋放，不再與撒旦魔鬼打交

道。讓他們有聽見並接受福音的機會，使他

們認識聖經、明白真理，時時與聖靈交通。

求祢祝褔當中擁有權柄的高知識分子，使他

們知道：「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凡掌

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讓他們有敬畏神的

心、有智慧與秉持公義來治理百姓與地土。

求神柔軟這些執政掌權者的心，差遣像但以

理這樣的人，在他們當中活出美好的見證。

願尼日利亞各領域的基督徒，為主興起發

光。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

了。（羅8:1）

 定罪 人最大的恐懼就是擔心沒人

愛。我們可以應付逆境、貧窮、苦難、甚至

酷刑。可是，沒有愛，人就萎縮、枯干，至

終死掉。

 是什麼讓人不再愛我呢？就是當人們識

透我是個怎樣的人時，就不會再愛我了。我

所有見不得人的祕密、可恥的過去、內心的

黑暗，都會讓人嚇得退避三舍。

 怕被定罪的陰影籠罩着每個人，羅馬書

7章如此描述這可怕的情形：「誰能救我脫

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世上沒有任何力量能除掉我的羞恥，可

是羅馬書8章，保羅喊出勝利之聲：「就不

定罪了。」

 「定罪」希臘文katakrima字面意思是

「對我沒有任何定罪的判決」。當你曉得神

把你所有最見不得人的祕密和可恥的思想、

行為都累積起來，卻判決：「都擱置一旁」

，這對你有何意義？當你曉得即使最糟糕的

失敗，也不能改變神對你的愛時，你有何感

覺？

 現在你有勇氣面對神，毫無攔阻地向神

認罪嗎？你能讓神愛那個不為人知的「你」

嗎？

信阿拉，也迷信泛靈4

尼日利亞｜索科托‧富拉尼人	
Sokoto	Fulani	People

Photo by HomoCosmicos on iStock

人口｜41萬　集中地｜北部　語言｜尼日利亞富拉尼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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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西富拉尼人急切需要知道，

救主按每個人的名字認識他們；他

們的名字被寫在上帝的心上，祢渴望他們認

識祢，並稱呼祢阿爸父。求祢讓每個西富拉

尼人聽見祢愛的呼喚：「這是我的愛子，是

我喜悅的。」願他們渴望蒙祢的眷愛，如同

浪子回到祢的家中，享受父神完全的愛。願

西富拉尼人能在基督裡自由地表達情感和需

要。懇求祢預備他們的心田，也讓他們能遇

見基督使者。禱告普世教會對宣教有迫切的

動力，成為世界的光，打發工人走進西富拉

尼人。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願平安、仁愛、信心從父神和主耶穌基

督歸與弟兄們！（弗6:23）

 介詞with 中文翻譯沒有表達出本句

原文的「仁愛」和「信心」之間，是有一個

介詞meta，英文一般翻譯成with。

 保羅描述我們和基督的親密聯合關係

時，從來不用meta，乃是用syn。當他用meta
時，多數是表示人與人之間，或事物之間的

關係。

 所以，「仁愛meta信心」是什麼意思

呢？兩者是什麼關係呢？我們最好看看雅各

的答案，因為他和保羅一樣，都受希伯來觀

念影響。

 保羅和雅各都知道「仁愛」是個動詞，

是無保留地向人付出愛；「信心」也是個動

詞，要行出神要我們行的，而非只是個信念

或信仰宣言。這樣就清楚了，當我們說到「

信心」，就表示要履行立約的義務去愛人；

當我們有愛人的行動時，就是表示我們對神

的信心了。在希伯來思想中的仁愛和信心，

一定是附帶關心和愛人的行動，而不只是頭

腦的認知和神學知識而已。

 「仁愛」就是把心思、情感、意志力用在

支持、鼓勵別人，甚至為了別人，願意放下和

犧牲自己。當我們如此遵行誡命，就是有信

心。 

 除非你有愛心，否則就不算是有真正的

信心。

壓抑情感的人

很多人說，富拉尼人要成為基督徒

難如登天。但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西富拉尼人放牧長角牛，這也是他們的主要

食物來源。牲畜越多的人，越受人尊敬。

但現在很多西富拉尼人，都已定居在首都

尼亞美（Niamey）和周邊地區，還有多索

（Dosso）這個城市。

 雖然西富拉尼人絕大多數是穆斯林，但

他們更遵循古老的傳統習俗。他們推崇高尚

的道德準則，並頌揚慷慨、尊嚴和誠實等美

德。他們不輕易表露情緒和情感，因為矜持

含蓄被視為一種美德。他們在公開場合很低

調害羞，母親連對襁褓的嬰孩都會刻意壓抑

愛意，甚至不呼喚孩子的名字。

尼日爾｜西富拉尼人Western	Fulani

Photo by DeBoordenave

人口｜116萬　集中地｜提拉貝里省（Tillaberi）　
語言｜西尼日爾富拉尼語

人口｜41萬　集中地｜北部　語言｜尼日利亞富拉尼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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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卡努里人急切地需要認識耶穌

為救主，他們要知道耶穌的犧牲已

經塗抹了他們的過犯。他們不需要再倚靠馬

匹、財產與社會地位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反

而他們要在真理光照下認識自己的價值是：

信靠祢而成為屬神的兒女。求神柔軟卡努里

人的心，改變那些不屬神的信仰與價值觀。

求神轉化尼日爾的宗教與政治，在他們當中

興起合神心意的屬神領袖，帶領百姓歸向主

的心意。願他們破碎的家庭、婚姻觀被神醫

治、更新，恢復上帝起初設立婚姻的美好目

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脆弱的婚約

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詩

15:1）	

 帳幕 這個字的英文翻譯tent，會讓

人想到露營時住的帳篷，但原文’hel是民數

記12章所說的那個會幕 神居住在人間的

地方。

 希伯來思想並不把人三分為靈、魂、

體，或二分成靈魂與身體，人的nephesh 
（魂）就包括了意志、情感、思想、心靈和

行為；人的外表行動就是其內在品格和內心

意願的外顯，如同一個看得見的帳篷，故此

應當是表裡一樣的。當我們肯順服神時，就

能活出表裡一致的生命。

 神當然是表裡一致的。會幕既然是這

樣一位神的居所，我若想要進到祂面前，就

需要內外一致。也就是說，當人看見我的行

為，馬上就看出我是進到以色列聖者面前的

人。

 誰能住在耶和華的帳幕，享受耶和華

的款待呢？就是那些讓身體成為聖靈的殿，

神的榮美能從我們的言語行為被彰顯出來的

人。

 也許今天我們要好好檢查自己生活，問

問自己：「當別人看我的時候，能夠看見我

裡面的神嗎？」

即使基督教並不是某些非洲民族的

主要宗教，但還是會有一些基督

徒在當中。不過，尼日爾的卡努里人是例

外，他們百分之百是穆斯林。

 除 了 尼 日 爾 以 外 ， 曼 加 卡 努 里 人

也 分 布 在 乍 得 （ 又 譯 查 德 ） 、 喀 麥 隆

（Cameroon）以及乍得湖附近的區域。大

部分的卡努里人是農夫，同時飼養綿羊、

山羊和一些馬。擁有一匹馬被視為聲望的

象徵。卡努里人多數是農民、手工業者和

商人，在政府部門或宗教領域工作的人，

社會地位較高。

 對曼加卡努里人而言，家庭的人口越

多，這個家就越有聲望。他們經常會將家

庭成員借給其他

家庭，幫忙田間

勞務或協助保護

家庭。獲幫助的

家庭會為這個年

輕人提供衣食作

為回報，甚至會

許配新娘給他。

他們很常見一夫

多妻制，離婚率

也很高，十對夫

妻裡大約八對會

離婚。

尼日爾｜曼加卡努里人
Manga	Kanuri	Peoples

人口｜70萬　集中地｜東北部　語言｜曼加卡努里語

Photo by i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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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到一個男人，全身上下都

穿黑色，臉也幾乎被遮住，他很

可能就是圖阿雷格人，禮貌一點的稱呼是

塔馬切克人。與大多數穆斯林群體不太一

樣，這個民族的男人會蒙面，而女人卻不

用。

 塔 馬 切 克 人 依 賴 他 們 的 牲 畜 維

生。1972年，五十年來最嚴重的干旱襲擊

了撒哈拉沙漠，這些遊牧民族被迫南遷，

為牲畜尋找牧草地。當時許多牲畜都渴死

了。雖然兩年後情況稍微好轉，但干旱已

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帶來嚴重的影響，導致

許多人選擇了較穩定的城市生活，再也沒

有回到自己原始的家鄉。

 依然保持遊牧生活的塔馬切克人，住

在輕便的皮革帳篷或茅草屋裡。他們只要

打包所有家當，放在兩隻駱駝和一到兩隻

驢子的背上，就可以出發了。他們信奉伊

斯蘭教，但被許多穆斯林視為不冷不熱，

因為他們行巫術，也有許多民間習俗。

天父，祢是掌管宇宙萬有的神，願祢

按時賜雨在尼日爾干旱之地，讓每個

定居或游牧的塔馬切克人得祢的憐恤，安然

居住。求神差派福音使者關心、牧養這個群

體，使他們男女老少都有機會聽見福音，歸

向基督，並將靈魂錨定在真理中，堅固站立

得穩。我們奉主名祝福塔馬切克人，要撇棄

一切不屬神的信仰、巫術與各樣民間習俗，

並專心地仰望耶和華，在真道、聖經與敬虔

的祈禱和傳福音的事上，不斷地渴慕追求與

成長。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干旱衝擊了許多人的生活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

土。（創3:19）

 流汗 亞當犯罪，但咒詛不是直接落

在他的身上，乃是地受了咒詛。神不必判亞

當下地獄，只要他的生活變得艱難，就已經

夠難過了。

 當我們從亞當犯罪，體會到罪的咒詛所

帶來的掙扎，就曉得視「修復」為珍貴了。

什麼是修復呢？就是神應許將來土地不再受

咒詛，人不必汗流滿面，地就會生出豐富的

土產。

 「咒詛」不是所謂的巫術，它是因為

罪進入了世界，干擾了宇宙的和諧，所帶來

無可避免的惡果。我們失去了與神和諧的關

係，自然就會陷入「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的

困境。

 神渴望賜福我們的生活，衪把這心願

寫在亞伯拉罕之約；神很想降恩雨在我們干

渴、充滿荊棘的「土地」上，讓我們能重新

享受與神和諧的關係。

 但是，我們是沒辦法抓住神的恩惠，或

建造一個倉庫來貯存祂的恩惠。我們只能一

步一腳印地遵行神的教導，就能得到神應許

給祂百姓的一切恩惠。

尼日爾｜塔馬切克人（圖阿雷格人）
Tamacheq	(Tuareg)	People

Photo by quickshooting on iStock

人口｜107萬　集中地｜東北部　語言｜圖阿雷格語人口｜70萬　集中地｜東北部　語言｜曼加卡努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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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求祢幫助耶爾瓦‧卡努里

人，在基督裡得醫治、找到完整的

愛和身分價值；願祢使卡努里人能夠聽聞並

接受基督，成為神家裡的一分子，並被神永

恆不變的愛來滿足。我們祝福卡努里人的家

庭觀念能被修復，各個家庭在神的恩典中剛

強穩固。詩篇說：「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

父，作寡婦的伸冤者。神叫孤獨的有家，使

被囚的出來享福。」求神用這句話，使破碎

的人得安慰。願充滿愛的基督使者來到他們

當中，使他們認識天父的心，經歷神的憐憫

與平安。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太6:10）

 國度 耶和華作王治理萬有是聖經的

重要主線。不過我們要留意，「神的創造」

和「神的國度」有分別，前者是描述萬物都

是神所造的，祂對所有受造物有至高的主

權，可以行使治理的權柄；「神的國度」描

述的是一份特別的關係，是被治理的人接受

了神的邀請，決定要服從神，尊祂為王。

 在神的國中，耶穌是那滿有憐憫和恩

惠的統治者，祂不強迫人服從，而是邀請我

們，希望我們知道順服神其實對我們是最好

的。

 當我們失落時，我們的王可以、並且十

分願意施行拯救，可是我們首先要讓祂成為

我們生命的王，祂才能在我們這些子民身上

行使治理的權柄，體現為父的心腸。

 故此，耶穌教導我們的禱告，其中就包

括了願神的國降臨、讓神作我們的王。

 讓我們反思一下，你順服神是因為祂

配得嗎？你相信順服神會帶給你最好的祝福

嗎？讓我們甘心樂意地尊神為王，願神的國

降臨。

拼裝的家庭

尼日爾、乍得、喀麥隆和尼日利亞，

這些國家是以前博爾諾（Borno）帝

國統治的地區。今天，這些古代統治者的後

裔，大部分是農民，也是尼日利亞的主要族

群，對附近的族群保持着政治影響力。他們

是耶爾瓦‧卡努里人，非洲的一個穆斯林部

落。

 卡努里人並非一直都是穆斯林。他們是

在11世紀受到阿拉伯人的強烈影響，而漸漸

穆斯林化。直到今日，伊斯蘭教還是卡努里

人的主要信仰。

 在許多伊斯蘭文化中，家庭是社群結

構裡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在卡努里社會

裡，家庭卻也是個非常破碎的部分，他們的

離婚率高達8成。年輕的未婚女孩非常搶手，

但是娶未婚女孩需要付出高額的聘金，所以

更多人會娶離婚的女人。其現象是，大量家

庭經歷破碎後，重組拼湊在一起，然後又再

次破裂、再次拼裝。

耶爾瓦‧卡努里人
Yerwa	Kanuri	People	

Photo by Saheed Mohammed

人口｜718萬　集中地｜東北部	
語言｜耶爾瓦卡努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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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洛夫人的家園位於塞內加爾和甘比

亞（又譯岡比亞），數百年前就存在

了。當時沃洛夫人征服了許多部落，形成獨

立自治的帝國。19世紀，塞內加爾成為法國

殖民地。抵抗法國的

領導人往往是富有魅

力的穆斯林領袖，成

為民間的大英雄。如

今，許多沃洛夫人仍

尊敬和追隨大英雄們

所信奉的伊斯蘭教，

成為一種身分認同。

 法國殖民時期，

有一些塞內加爾人被

授予法國公民身分，

所以法國境內也有為

數 不 少 的 沃 洛 夫 僑

民。

 非洲的沃洛夫人從事農業，尤其是在

鄉村地區。花生是主要的經濟作物，小米和

高粱則是他們的主食。城市裡的沃洛夫人從

商、教書，或是當政府官員。他們的藝術文

化也很著名，包括藝術、服裝、舞蹈和音

樂。

天父，求祢讓沃洛夫的政治、宗教

與望族領袖得着啟示，讓他們知道

他們口中的爾撒（耶穌）不只是一位先知，

更是彌賽亞救主。求神讓許多沃洛夫人能聽

見福音，知道萬軍之耶和華的榮耀遠勝地上

的英雄。求主在封閉的穆斯林文化中，為沃

洛夫人敞開各樣的福音大門，掀起群體歸

主、教會倍增的運動。願沃洛夫基督徒能有

勇氣、智慧與機會，放膽和鄰舍分享福音。

願福音不只停留於人們的知識宗教層面，更要

使真理在家庭、教育、政商和藝術等文化中成

長和興盛。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跟着大英雄成為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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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5:1）

 自由 每個人都知道被奴役、受轄

制、被義務綑綁、受侷限的滋味，有些從外

面環境來，有些從內心欲望來。每個人都希

望能擺脫轄制，得到自由。但我們必須了解

什麼是真正的自由，不然就會從一個轄制落

到另一個轄制中。

 「基督釋放了我們」是說我們從罪的

惡果 死亡中得到了釋放。當我們得了釋

放以後，是否就完全自由，可以隨心所欲？

不，此時我們要開始另一段人生，就是要作

神的奴僕了，否則就會作自己慾望的奴僕。

自由，並不意味着我們對任何人都沒有義

務！「基督釋放了我們」，所以我們向神有

義務，因為祂創造和拯救了我們。

 所以，自由絕對不是擺脫所有義務，彷

彿拿到了一個可以為所欲為的牌照。聖經所

說的自由，是得到了一個除去罪咎重擔的機

會，從此你可以開始操練自己的意志來順服

神，就好像掀開會計帳簿新的一頁，把從前

的債務清除掉，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帳務。

塞內加爾、甘比亞｜沃洛夫人
Wolof	People

人口｜600萬　語言｜	沃洛夫語

Photo by Cortimilia

拼裝的家庭

耶爾瓦‧卡努里人
Yerwa	Kanuri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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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

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

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

神。（弗2:12）

 局外人 你我都曾經不認識神，與祂

疏遠。保羅提醒我們，現在不一樣了，我

們是站在聖約應許內的人了。 

 希臘文Xenos並非指「敵人」，雖然

我們確實曾經與神為敵，但保羅不是要說 

「化敵為友」，乃是說「從外人變成家

人」。我們原本不屬於神的家，現在受到

祂兒子的邀請，被帶回這個家了。

 成為家中的一員是什麼意思呢？有什

麼好處呢？保羅說，現在我們享有聖約的

應許了，因為這個家庭曾與神立了約。當

年神與亞伯拉罕立約，要藉着他的後裔賜

福給萬民。這「亞伯拉罕之約」不同於其

它的約，那是神與自己立的約，所以不會

因為人的失信而落空。

 從前我們沒有神、也沒有神子民的福

氣；我們活在世上沒有目的，也沒有永恆

的盼望。如今，我們得以進到神的家中，

享有神永不落空的應許。

 我們知道了自己的新身分，是否應該

為此而歡慶呢？ 

西非最大的族群

天父，我們迫切為着受壓制的豪薩人

代求，願祢帶領他們遠離極端伊斯蘭

主義的逼迫，使豪薩家庭免於危險；祢藉着

先知以賽亞說：「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

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願祢差遣宣教士

向豪薩人做美好的見證，求祢在看似屬靈荒

漠的豪薩人當中做新事，使他們領受那永恆

的真道，與活水江河的祝福，使豪薩人的家

庭歸主運動，如雨後春筍般發生。禱告奉耶

穌基督的名，阿們！

年輕的豪薩人在父親面前提出了信仰

的疑惑，而豪薩老人的眉皺得更深

了，他說：「伊斯蘭教在各方面都幫助了我

們。」

 年輕人搖搖頭回應：「我們被富拉尼人

強迫接受伊斯蘭教。我們許多族人成為穆斯

林都只是為了要避免被殺。我們又再一次被

好戰的伊斯蘭族群威脅。」

 父親卻說：「基督徒才是真正的威脅。

他們想要改變我們的習慣、摧毀我們的家

庭，就像他們在西方所做的那樣。我不會支

持它的！」

 住 在 城 市

的 豪 薩 人 ， 對

待伊斯蘭信仰的

態度，比住在鄉

村的豪薩人更嚴

謹；後者會將伊

斯蘭教跟民間泛

靈信仰混合，但

兩個群眾都將基

督 教 視 為 「 威

脅」。他們認為

如果接受了基督

教，就會削弱他

們的家庭、傳統

文化，而且會面臨被迫

害的風險。

豪薩人Hausa	People

人口｜7,500萬	 集中地｜奈及利亞、尼日
爾、象牙海岸等　語言｜	豪薩語

Photo by I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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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在西非傳播、成長的過程

中，尤拉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們

在13世紀接受伊斯蘭教後，沿着他們的貿易

路線，邊走邊傳伊斯蘭教。儘管尤拉人都是

穆斯林，但和許多非洲穆斯林一樣，仍持續

跟從泛靈信仰的傳統，崇拜眾神靈、參加儀

式。除了滿足伊斯蘭教的要求以外，他們每

天都在努力安撫各式各樣的神靈。

 全本的尤拉語聖經已翻譯完畢，但尤

拉人當中幾乎沒有基督徒，他們迫切需要能

夠傳揚主愛和救恩給他們家族的基督徒。另

外，尤拉人主要透過舞蹈、口語的方式，來

傳承文化，這些媒介會是向他們傳福音的好

管道。

天天懼怕觸怒神靈

天父，「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

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裡含着刑

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願祢聖潔

完全的愛，澆灌在尤拉人的心中，柔軟他們

的心，預備來領受福音。祢的榮耀的大能必

除滅惡者魔鬼的挾制，釋放尤拉人來敬拜獨

一的真神。願祢差派基督徒，使尤拉人知

道：除耶和華以外別無拯救，沒有別神能與

祢相比。我們為尤拉語的聖經向祢獻上感

謝，也祝福尤拉人渴慕神的話。願尤拉信徒

藉着本土化的舞蹈、口傳方式，來影響尤拉

同胞歸主。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祂指望的是公平，誰知倒有流人血；

指望的是公義，誰知倒有冤聲。（賽

5:7）

 公平、公義 耶穌在新約引用以賽亞

這段話比喻法利賽人是那兇惡的園戶。神把

精心栽植的葡萄園交給園戶管理，他們卻占

為己有，把主人派來的人殺了，甚至連主人

的兒子也殺了。神必報應他們，在以賽亞的

時代與在耶穌的時代都是相同的。

 這 句 話 中 藏 着 一 個 文 字 遊 戲 ：

神 指 望 的 是 m i s h p a t（公 平 ），但 是

看 哪！m i s p a h（ 流 血 ）；神 指 望 的 是

t s e d a q a h（公義），但是看哪！t s e a q a h 
（冤聲）。順服和不順服只是一個字母之差。

 希伯來文中那些拼寫得很接近的字，常

是相關的或衍生出來的字，其中的差別非常

重要。一個領袖若尋求公平，就要針對流人

血的事件做點什麼；不主持神的公平，就會

錯待無辜；不彰顯神的良善公義，就必然導

致流血害命；沒有公義的保護，社會就必然

聽不見受害者的冤聲。

 神的領袖本應是弱勢群體的聲音，他們

若借機取利，神是不會放過他們的！神告訴

以賽亞那些不敬虔的領袖將遭遇的後果，我

們要學習到功課，不只要跟隨有公平和公義

的領袖，自己也要成為這樣的領袖。

象牙海岸｜尤拉人（祖拉人）
Dyula	(aka,	Jula)	People

Photo by Albert Backer

人口｜264萬　集中地｜象牙海岸　語言｜尤拉語

象牙海岸的市場

西非最大的族群

豪薩人Hausa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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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求祢使富拉加倫人認識祢是愛

的源頭，以及祢對他們的生命有美好

的計劃。我們祝福富拉加倫人的家庭領袖與

家中的每一份子，都打開心門接受基督；蒙

聖靈引導，在真道上不斷追求、長進，屬靈

生命長大成熟，又將全備的福音傳給家人與

同胞。願富拉加倫的教會興旺。「祂為我們

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

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祈禱

富拉加倫人可以深刻感受救主的恩典，也願

意回應神的愛，將自己全然獻給基督，作聖

潔的活祭！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

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林前2:4）

 明證 我們 都希望聽到令人 感
動，或有能力的講道，可是保羅卻說他不用「
智慧委婉」的言語講道。中文翻譯成「智慧委
婉」的字，原文是「讓人感動、能說服人」的
意思。

 「明證」的希臘文apodeixis的意思肯
定不是希臘思想所強調的論證或說明，那恰
好是保羅要棄絕的「智慧言語」。今天，有
很多資訊企圖以理性的論證來說服人，但保

羅所使用的方法卻是 聖靈和大能的「明
證」。apodeixis的希伯來對等字是hayah，
有「發生、臨到」的意思。

 保羅說當聖靈的能力透過我們的生活
彰顯出來時，就能向世人證明神的真道；當
神奇妙地介入我們的人生時，所發生的事、
和透過我所成就的事，就能顯明神大能的臨
在。

 保羅的傳道就是有神的臨在，所以監獄
的門開了；孩子從死裡活過來；瘸子得着醫
治；天使出現等等；凡保羅所到之處，都充
滿了神的大能。

 現代的基督徒總希望能以辯論說服人，
熱衷於駁斥各種思潮，或積極反對社會的傷
風敗俗。但如果我們的生命有聖靈明顯的工
作，能活出有神能力的見證，這些都不再重
要，因為人們自然會從我們的生命看見神。

毫不疑惑的人生選擇

還記得雅各為了與拉結結婚，替拉班

工作了14年嗎？富拉加倫人的年輕

人，約莫在二十歲左右，就會被父母安排初

婚的對象，然後替新娘家工作，照顧她父親

的牲畜。

 年輕的富拉加倫男子毫不疑惑地說起他

的人生計劃：「是的，我準備好要結婚了。

我想跟我父親一樣，娶3個妻子。我也打算把

孩子送去伊斯蘭學校，就像我小時候一樣，

這樣他們可以學習阿拉的訓誨。」

 富拉加倫人是忠實的穆斯林，信仰上完

全跟隨古蘭經的教導，並認為阿拉是唯一的

上帝。這個族群一直很抗拒福音。

幾內亞｜富拉加倫人
Fula	Jalon	People

人口｜575萬　語言｜富拉語（Pular）

Photo by Deboorden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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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電視影集「天龍特攻隊」（The A 
Team）跟馬寧卡人有什麼關係？其

中一個明星，T先生，宣稱他的馬寧卡祖先

曾被帶到美國成為奴隸。很不幸地，他說的

很可能是對的。十八至十九世紀時，被阿拉

伯人賣給跨大西洋貿易商的奴隸中，有三分

之一是馬寧卡人。

 幾內亞的東馬寧卡人有75%不識字，其

他人則是不認為需要學習文字。這是一個依

靠口語傳播的社會。他們透過說故事的人，

習得馬寧卡人的故事、歷史和傳統，閱讀能

力並不是一個被看重的技能。

 除了幾內亞，周圍的7個鄰近國家也有

馬寧卡人的蹤影。通常他們住在傳統的圍牆

村莊，幾代同堂的大家庭住在一起。每個社

區由一個酋長和數名長老治理。一個馬寧卡

孩童出生後有幾種階級的可能：自由民、奴

隸、工匠，或是穆斯林神職人員，不同階級

不得通婚。他們的伊斯蘭信仰混雜了占卜、

治療、咒法和護身符。

天父，「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

持孤兒和寡婦，卻使惡人的道路彎

曲。」過去馬寧卡人的祖先們曾被帶到美國

成為奴隸，求主保護、憐恤他們的後代，

並帶領他們尋求主。求神也向幾內亞的東馬

寧卡人大發憐憫，打破存在他們文化中，不

自由的階級制度與信仰。求祢為東馬寧卡人

打開福音大門，差派許多基督徒向他們傳福

音。求神提升東馬寧卡人的教育水平與識字

率，使他們能用母語學習聖經，並將真理與

祝福帶給鄰國的馬寧卡群體。禱告奉耶穌基

督的名，阿們！

幾內亞第二大群體

耶和華從會幕中呼叫摩西，對他說……

（利1:1）

 說 你有想過為什麼神一定要從會幕

吩咐摩西嗎？因為會幕是代表神在祂百姓

中間的記號。神並不住在會幕裡，但用會幕

提醒百姓神揀選了他們。所以，當神從會幕

說話時，就把所傳遞的話提高到最神聖的程

度，充滿了權柄。

 希伯來字dabar就是「說」，或是「所說的

話」，即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生命的本質，不

僅我們是靠神的話存活，萬有也是藉神的話

命立就立。神一發話，天使天軍都顯出神的

榮耀，摩西更會側耳聆聽。神頒布的十誡是

帶着祂的旨意、品格、能力、權威臨到摩西

的。

 神藉着摩西頒布了很多例律典章給百

姓，單單獻祭就說得很明白，能夠潔淨很多

的罪，包括看得見的罪，和自己也不知道的

不潔。神的道巨細無遺，利未記的獻祭禮儀

看來很繁瑣，那是因為神對我們生活的每個

方面都十分關注。

幾內亞｜東馬寧卡人（曼丁卡人）
Eastern	Maninka	(Mandinka)	People

Photo by Leonora (Ellie) Enking

人口｜318萬　語言｜東馬寧卡語

毫不疑惑的人生選擇

幾內亞｜富拉加倫人
Fula	Jalon	People

人口｜575萬　語言｜富拉語（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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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佣

人。（太20:26）

 佣人 你對「僕人」的概念是什麼？

所有「僕人」都是一樣的嗎？希臘文用不

同的字表達不同的僕人概念： therapeuo
指 為 某 個 理 想 而 做 的 志 工 ； l a t r e u o
是 雇 工 ； l e i t o u r g e o 是 公 僕 、 政 府 官

員；huperetes是助手；doulos是奴隸。這

節經文，耶穌用的是diakonos，強調為愛而

服事的僕人。

 主耶穌本可用表達「雇工」或「志工」

的字；也可把我們推向「公僕」或「助理」

的位子，可是衪偏偏選用了為愛而服事別人

的僕人。

 「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以愛為動

機而服事別人的人。」主耶穌的生命與祂的

信息是一致的，祂自己就是為了愛人類而服

事的僕人。

 你是出於無私、為別人的益處而服事

嗎？還是為個人的私心或企圖服事人？也許

外在行為看起來一樣，都是捐款給慈善機

構，可是神不只看行動，衪看重的是動機。

「兩個小銅錢」遠比一箱珠寶更有價值；「

一杯水」比一桌酒席更重要，這就是動機。

你是哪種僕人呢？

智慧型手機的福音契機

天父，「耶穌站着高聲說：人若渴

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信我的

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

江河來。」夫塔突洛‧富拉尼人深知河水的

重要，願他們知道耶穌是活水江河的源頭，

能供應他們全人的需要。使他們在神的樂河

歡然取水，心靈被祢滋養和滿足。並使得救

的夫塔突洛‧富拉尼人，樂意去帶領塞內加

爾河流域的居民，來享受神所賜的豐盛。求

神使普世教會動員、栽培出更多宣教士，能

向塞內加爾的夫塔突洛‧富拉尼族群傳福音

好消息。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富拉尼是一支西非的重要民族，突

洛是一個地區，夫塔則是他們自己

取的名字。突洛這條狹長地帶靠近塞內加爾

河流域，水源與兩岸沃地吸引很多民族與動

物在這生活，成為塞內加爾重要的農業區。

夫塔突洛‧富拉尼人主要以農業為生。

 為什麼這群穆斯林當中僅有一小撮基

督徒？原因包括穆斯林信仰的控制、社會壓

力，以及缺乏宣教士。夫塔突洛‧富拉尼人

使用的方言普拉語，是富拉尼語的一種。他

們無法讀懂古蘭經的古典阿拉伯文。但部分

聖經已被翻譯成普拉語，也有文字、影音類

的福音資源，而且15歲以上的夫塔突洛‧

富拉尼人超過半數能識字，使用網路的人口

增加，許多人也持有手機。我們禱告更多福

音資源、電子版聖經在夫塔突洛‧富拉尼人

當中擴散開來，成為他們群體歸主的契機。

塞內加爾｜夫塔突洛‧富拉尼人
Fouta	Toro	Fulani	People

Photo by dk_photos on iStock

人口｜68萬　集中地｜突洛　語言｜普拉語（Pul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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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塞內加爾的普拉爾‧富拉尼

家庭的領袖，而某人想要娶你家女

兒，首先你要決定聘金的金額。這個數字的

變動範圍很大，取決於你的社會地位，並依

照他們嚴格劃分的階級制度來通婚。

 普拉爾人以農業、畜牧為主，會沿着塞

內加爾河種植甘蔗之類的作物。他們的信仰

混合了古老的習俗、伊斯蘭教傳統、巫術和

通靈。普拉爾面對的問題，有貧窮、文盲、

汙染的水源和疾病，例如瘧疾。

 即便是小型的普拉爾村莊，也有精心打

造的清真寺。但基督徒只有兩三人的小型家 

庭教會，人單勢薄。我們該怎麼讓福音信息

進到他們當中？基督徒教師、慈惠工作者和

醫療團隊，可以提供他們物質和精神上的幫

助，也求神興起

鄰近茅里塔尼亞

（Mauritania）的

幾百名普拉爾信

徒，可以主動接

觸他們。另外，

有許多年輕世代

遷移到網路較普

及的城市，希望

他們有機會接觸

到《耶穌傳》電

影，和全球福音

錄音網（GRN）

的福音資源。

天父，帶領許多忠心、委身的宣教

士，走進塞內加爾的普拉爾村莊，

與普拉爾‧富拉尼人一起生活，將耶穌的愛

與信仰的真理活出來，向他們分享基督的故

事，使普拉爾‧富拉尼人被基督的生命吸

引。願聖靈賜給普拉爾‧富拉尼人謙卑柔軟

的心，以及屬靈的渴慕，使他們愛慕耶穌，

學習真理，明白祢說的話：「我，惟有我是

上帝；在我以外並無別神。我使人死，我使

人活；我損傷，我也醫治，並無人能從我手

中救出來。」願普拉爾‧富拉尼人在基督裡

找到生命的滿足和醫治！禱告奉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期待近文化基督徒接觸他們

也沒有人耕地。（創2:5）

 耕 工作是神規定人做的事。在始祖
犯罪以前，人就必須工作，神要人治理好這
世界。而且在神的眼中，治理世界有個非常
特殊的意義，是與敬拜息息相關。

 「耕」的希伯來文abad和衍生出來的
字，在舊約出現了千多次。其中從abad還衍
生出了’ebed（奴隸或僕人）和aboda（服
務和服事）等字，而「服事」這字也是「敬
拜」的意思。

 當人實踐神交付給他的工作，並且為神
的榮耀而做時，他的工作就成為了對神的敬
拜。

 神非常看重我們的工作。所以，我們
要問自己：我在工作上有實現神對我的呼召
嗎？無論是送披薩的，還是傳福音的，我們
的工作都可以成為對神的敬拜。

 神要我們照顧祂造的世界，所以無論何
時只要我們是代表神做事，就是在工作上敬
拜神了。我們在治理神的世界時，可以有許
多不同的任務，每一種任務如果都以榮耀神
做為起點，這就對了！

塞內加爾｜普拉爾‧富拉尼人
Pulaar	Fulani

人口｜100萬　集中地｜東北部　語言｜普拉語

Photo by HomoCosmicos on iStock

塞內加爾｜夫塔突洛‧富拉尼人
Fouta	Toro	Fulani	People

人口｜68萬　集中地｜突洛　語言｜普拉語（Pul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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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們；必

然興起，好憐憫你們。因為耶和華是公

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賽

30:18）

 等候 希伯來動詞chakah表達一種

很期待的狀態，有點像小孩期待聖誕節的到

來，或者你期待某個假期。你知道嗎？神非

常期待有機會施恩給你。

 既然神有施恩的主權，祂也很想把平

安賜給你，那還有什麼可以攔阻我們得到神

的恩典呢？那些對神也有期待的人實在有福

了！

 我們常以為所謂的信心就是一種有把

握、有確據的感覺，好像必須有了這樣的感

覺，我們才可以決定是否得到了神的救贖。

結果，往往因為自己達不到那個心理狀態而

感到失望。

 然而，神的行動不取決於我們的情緒感

受，我們不需要一個增強信心的藥丸，我們

只需要chakah（期待）神，好像他期待我們

一樣，神就必定會向我們施恩。

奴隸制還深藏人心

天父，求祢的大光照在貧窮的茅里

塔尼亞，這個全世界最後廢除奴隸

的國家，仍存在蓄奴問題。我們禱告所有

摩爾人，存謙卑的心領受福音，知道每個人

都是上帝創造的，有神尊貴的形象。求神的

福音更新他們的世界觀，真理釋放他們得自

由，懂得尊重每個人，愛人如己。求聖靈帶

領他們知罪悔改，蒙神潔淨，有聖靈住在他

們心中。求使得救的摩爾人脫離奴僕的心

態，並領受兒子的心，成為屬神的國度、聖

潔的子民，並使真理傳播在摩爾人以及說哈

桑語的族群當中。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

們！

茅里塔尼亞｜摩爾人
Moors	of	Mauritania

人口｜378萬　集中地｜南部　語言｜哈桑語（Hassaniyya）

自古以來，勤奮的摩爾人一直是遊牧

貿易商和商人。西元711年，他們與

穆斯林柏柏爾人（Berber）一起，征服了西

班牙和葡萄牙的大片地區。西元1492年，歐

洲的基督教王國驅逐了摩爾人，迫使他們回

到非洲西北部，生活在嚴酷的撒哈拉沙漠。

 今天，將近370萬

摩爾人住在茅里塔尼

亞，西撒哈拉的地區也

住着大量人口。茅里塔

尼亞擁有惡劣的沙漠環

境、嚴重的貧窮和種族

間的緊張局勢。雖然茅

里塔尼亞的奴隸制度已

被正式廢除，但摩爾人

依舊實行奴隸制，以孩

童為奴隸的狀況很猖

獗。來自柏柏爾阿拉伯

（Berber-Arab）血統的

白摩爾人，被視為貴族；擁有非洲血統的黑

摩爾人，在摩爾社會裡通常被視為奴隸。

 十一世紀中葉發生了大規模的伊斯蘭化

之後，今日摩爾人幾乎全是穆斯林。但是，

大部分摩爾人也奉行涉及泛靈及巫術的民間

信仰。部分聖經、有聲聖經，和《耶穌傳》

電影都有哈桑語版本，這是摩爾人使用的阿

拉伯語言。

Photo by HomoCosmicos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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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  Isa

資料來源  威克理夫
聖經翻譯會

等待聖經的人們

 聖經未得之民群體，是指需要聖經翻譯

的語言群體。他們沒有母語聖經，也沒有進

行中的翻譯計劃。

 全世界約有四分之一的語言仍然在等

待聖經──上百萬的人沒有神話語所帶來的

盼望和轉化生命的大能！我們相信，耶穌基

督的好消息是給所有人的，而他們需要透過

自身熟悉、能清楚理解的語言和形式去接近

祂。

 因此，在1982年，美國威克理夫聖經

翻譯會發展出「為聖經未得之民禱告計劃」

（Bibleless Peoples Prayer Project，縮寫

B3P），招募男女老少，針對世界上每個沒

有母語聖經的群體，以禱告來建立聖經翻譯

計劃的根基。

 我們相信，一個聖經翻譯計劃的啟動，

是始於有人開始為這件事祈禱。

世界上有七千多種語言，有完整聖經譯本

的不到七百種。這是多麼驚人的數字，

意味着有非常多人無法完整看到神的話語，

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和關注聖經翻譯工作。

 許 多 人 會 問 ， 為 什 麼 不 能 教 聖 經

未 得 之 民 群 體 閱 讀 英 文 ， 或 其 他 當 地

的 語 言 呢 ？ 創 辦 威 克 理 夫 聖 經 翻 譯 會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的金綸‧湯

遜（Cameron Townsend），在年輕時深刻

地經歷一件事，讓他開始致力為未得之民翻

譯聖經。

奴隸制還深藏人心

茅里塔尼亞｜摩爾人
Moors	of	Mauritania

人口｜378萬　集中地｜南部　語言｜哈桑語（Hassaniyya）

上帝會說我們的語言嗎？

 1917年，還是大學生的金綸‧湯遜，

利用暑假時間去瓜地馬拉的原住民部落短

宣，他負責推銷西班牙文聖經。一個加知告

族（Cakchiquel）的印地安人嘲笑他：「你

的上帝那麼偉大，那祂為何不能說我們的語

言？」

 這句話深深觸動金綸的心，他回家禱告

後，再次找到了這位加知告人，對他說：「

我的上帝會說你們的語言！」然後就搬進加

知告部落中，學習他們的語言，用12年的時

間為加知告人翻譯聖經。

 金綸成立的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現今

有七千多名同工，分布在99個國家進行聖經

翻譯工作。在巴布亞新几內亞有位法官，懂

得好幾種語言，因此威會的翻譯員請他協助

翻譯他本族語言的聖經。有次，他閱讀及修

改一段初稿。閱畢，他熱淚盈眶地說：「我

閱讀過這段經文的外文譯本，但沒有像這母

語版本，深觸我的心靈。」

 這兩個實際例子，說明了母語聖經的重

要性：沒有人應該透過學習另一種語言才能

認識神的話。會對你的心說話的語言──你

自然說出口、做夢和禱告的語言──是最具

影響力的語言。非母語的語言，往往會限制

一個人理解好消息的能力。

忠心的母語譯經員	1

 1970年代的蘇丹內戰重創了格巴亞族

（Gbaya）。凡不願改信伊斯蘭教的人都被

逼迫或殺害。比利諾是少數生存下來的人。

聖經翻譯團隊「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

（SIL）在蘇丹第一次內戰結束後的幾年，抵

達格巴亞族之地。格巴亞人害怕協助譯經團

隊，但比利諾相信如果族人能獲得母語聖經

和識字教育，會有更好的未來。於是比利諾

開始協助譯經團隊學習他的母語。他是少數

識字的人。

 數年後，比利諾是首個在教會崇拜裡讀

出聖經段落的人。那是復活節崇拜，幾乎鎮

上的人都出席，包括了許多穆斯林、天主教

徒和泛靈論者。

 當第二次內戰爆發後，比利諾步行了三

百多公里，經過曠野，走到難民營。他繼續

教導族人識字，他的兒子也接續聖經翻譯的

工作。比利諾在高齡離世前，仍不住鼓勵族

人閱讀，並推廣聖經翻譯工作。如今格巴亞

語新約聖經的翻譯已完成。

忠心的母語譯經員	2

 南蘇丹的聖經翻譯工作，長期受到種族

暴力的挑戰，能夠熬下來的都是無畏的翻譯

員。貝內特是其中一個南蘇丹裔的翻譯員，

投身在同胞所說的巴卡語（Baka）項目不久

後，南蘇丹爆發內戰，貝內特村莊裡的人幾

乎都被殺了，貝內特和家人逃離家園。許多

人徒步穿過森林，在前往剛果難民營的漫長

路途中死亡。

 縱然兵荒馬亂，貝內特要翻譯神話語的

決心卻不被動搖。他和譯經團隊在剛果工作7
年，直到戰事結束。

 他在返回南蘇丹時被捉拿，士兵想要殺

了他，同行的八個男人已在他眼前被處決。

然而貝內特說：「神進入士兵當中。」士兵

突然改變了主意，從原本的劊子手轉變成護

衛，沿途護送他回到南蘇丹。

 感謝神，巴卡語的創世記和新約聖經，

於2017年3月在巴卡族分發。

（故事來源：譯經使者／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出
版）

禱告是強而有力的福音預工

 這麼多年下來，許多委身為特定聖經未

得群體禱告的人，看見了神用獨特的方式回

應了他們的禱告。

 一個名叫山姆（Sam）的5歲男孩，一直

為復活節島上的拉帕努伊人（Rapa Nui）能

有聖經而禱告。有一天，山姆得知威克理夫

翻譯會已經差派宣教士去到拉帕努伊人中間

工作。他的父母後來發現，宣教士開始對復

活節島產生興趣的時刻，差不多是他們的兒

子開始為之祈禱的時刻。

 多年後，山姆與這些宣教士們見面，並

與他們一同慶祝新約書卷翻譯完工。神透過

祂百姓的禱告來工作，就連孩子也能參與！

 這個月就讓我們一起為等待聖經的人們

禱告，願他們早日聆聽並看見上帝用他們的

母語對他們說話！

Photo by Rod Waddington

為譯文來禱告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約翰福音1:1

	 禱告那些尚未有母語聖經的人，早

日以合適他們的管道、方法接收到

聖經。大膽向神求大事！求祂將祂

的話語賞賜給世界上每一個人──

用深觸他們心靈的文字和語言訴

說！

	 禱告神的話在翻譯過程中，保持準

確、完整性。求神賜下品質良好的

譯文，對聖經未得之民的心說話。

為聖經未得之民禱告

為要使他們尋求上帝，

或者可以揣摩而找到他，

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使徒行傳17:27

	 為聖經未得之民的安全來禱告。許

多人居住政治或社會情況動盪的國

家，甚至流離失所。

	 為教會和宣教機構的配搭合作禱

告，能妥善牧養那些聖經未得之

民。

	 禱告聖經未得之民對神的話語有深

深地渴慕。

	 禱告聖經翻譯完成後，能被聖經未

得之民閱讀使用。求神藉福音的大

能轉化這些人的生命！

如何為聖經翻譯工作禱告？

為工作人員禱告

所以，你們要求莊稼的主

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馬太福音9:38

	 求神呼召及訓練語言工作者。

	 禱告藉由良好的調查工作，讓翻譯需

求能夠清楚呈現。

	 為沒有文字的群體禱告，聖經被翻譯

的同時，語言學家和翻譯員必須為他

們建立書寫系統、識字教育。

	 為支援電腦和通訊的技術人員禱告。

為任務完成禱告

將生命的道顯明出來，

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得以誇耀我

沒有白跑，也沒有徒勞。

腓立比書2:16

	 為翻譯團隊能有毅力禱告。求神幫助

參與翻譯任務的人，在任務完成之前

不至感到疲倦或放棄。

	 求神看顧保守翻譯團隊。因為往往在

專案接近完工時，仇敵便會設下路

障。我們將翻譯團隊成員的健康和安

全、技術和工作檔案，以及聖經付梓

時的排版、印刷作業，全然交託在神

手中。

（出處：美國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B3P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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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讓艾馬克人看見基督是愛他

們的君王，尊崇愛戴基督為他們唯

一的王。「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

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

着驢，就是騎着驢的駒子。」禱告艾馬克

人的靈因着救贖福音的到來，大大喜樂與

歡呼，渴慕在上帝的國度裡永遠作神的子

民！求神興起忠心的工人為艾馬克人翻譯

母語聖經。願神的話語觸動艾馬克人的心

腸肺腑，使他們被聖靈充滿，心意更新變

化。求主預備宣教團隊向艾馬克人展開拓

荒宣教的工作。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亞歷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和帖木兒有

什麼相同之處呢？他們都曾征服艾馬

克族群，並一生為此感到懊悔！艾馬克人住

在阿富汗的西北部，靠近阿富汗、伊朗和土

庫曼的邊界。艾馬克人是凶猛的戰士，他們

最終驅逐了每一個曾經征服過他們的國家。

 今日艾馬克人是農夫和牧人，住在豐饒

的河谷或山上，那裡的冬季既漫長又嚴峻。

艾馬克人的土地在19世紀時被英國人占據，

但艾馬克人從未真正屈服於英國的統治。不

像早期的征服者，英國人在公然的反抗爆發

前，離開了艾馬克人的土地。

 今日，艾馬克人是遜尼派穆斯林，而他

們的語言正逐漸凋零。多數艾馬克人使用方

言達利語（Dari），這是阿富汗的貿易語言。

聖經尚沒有能通往他們內心的母語譯本。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

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28）

 得安息 主耶穌給的安息很特別，因

祂知道你我的受造目的，以及如何滿足我們

的需要。耶穌所給的安息，不是讓我們什麼

都不必做，而是讓我們根據造物主的設計來

被祂使用，好成全我們受造的目的。你可以

用帽子盛水，但帽子的設計不是為了盛水。

當你在做一件令你滿意、享受、精力充沛的

事，你就知道那是符合你受造的目的。

 「得安息」的希臘字anapauso，是

ana（再）和auo（休止）組成的複合字，意

思是「放鬆」，找到舒心滿足的活動，而不

是「停止」。

 神創造萬有之後就安息，停下一切創造

活動，這是第一個安息。萬物實現受造的目

的，這是第二個安息。耶穌的到來，是要給

我們這第二個安息，讓我們能夠實現神造我

們的目的，好叫我們在世上的一切的活動，

能夠榮耀神，又滿足自己。

 所以，當我們行路疲乏時，耶穌說要到

祂那裡去（一個行動）找到安息；我們背負

着過犯、夢想、失望、義務的重擔，這些都

不符合我們原本受造的目的，難怪我們許多

人活在這世上，會感到吃力和空虛。「到我

這裡來。」耶穌應許要把我們已失落的祝福

和價值重新找回來。

等待聆聽神的話語

阿富汗｜艾馬克人Aimaq	People

人口｜159萬　集中地｜巴德吉斯省、古爾省、赫拉特省　
語言｜達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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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求祢用各種阿富汗聽障者能

理解的方式，向他們啟示祢自己。

雖然他們失去肉體的聽覺，但求主開通他

們屬靈的耳朵，認識並聽從祢的話語。「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

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

的神。」願阿富汗聽障者全心全意地愛

神、事奉神。求主在聽障者身邊興起關

愛、幫助他們的福音使者，使聽障者能切

實感受上帝對他們的愛。求神讓阿富汗人

關注他們的權益跟需要，創造對聽障者友

善的環境與包容接納的心。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法伊茲（Faiz）是一位阿富汗的中年

男子，1980年代一顆蘇聯來的炸彈

在離他很短的距離之內爆炸。活下來的法伊

茲，其他的傷都痊癒了，唯獨聽力無法復

原。

 現今，阿富汗依舊是個危險之地，塔利

班恐怖組織與政府軍仍在對抗，炸彈事件相

當尋常。巨大的爆炸造成許多聽力損傷的案

例。

 聽障者在阿富汗面臨很嚴重的歧視。他

們被視為是愚蠢和瘋狂的。人們經常向他們

丟擲石頭。文字與手語是走進聽障者世界的

交流方式，但只有28%的阿富汗人識字，許

多阿富汗的聽障者無法讀或寫任何語言，導

致手語教導的困難提升。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

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

息。（太11:29）

 軛 「管制」和「自由」似乎是相互

矛盾，經文用了「軛」這形象，更加深我們

的困惑，試問當我們頸上拴着控制我們方向

的「軛」時，怎麼可能自由呢？

 我們感到困惑，是因為我們不明白自由

的真正意義。我們忘了自己何等軟弱，很容

易偏行己路，只要把我們和神拴在一起，我

們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軛」的希臘文是zugos，是讓兩隻動

物彼此倚賴，聯合一起，成為一股力量的器

具。「軛」可以防止任何一隻動物跌倒，也

能引導兩隻動物走向同一個方向。最重要的

是，軛會朝向一個目的，如果沒有目的，所

謂的「自由」是沒有用的，只能讓人放縱情

欲，或陷入瘋狂中。

 我們以為能隨心所欲想做什麼就做什

麼，就叫「自由」，然而神對自由的看法完

全不同，自由必須在受神管制的範圍內，同

時是與「目的」達成一致的；自由需要有方

向，這方向就是走向神。一個真正自由的

人，一定是能夠從事神造他本來就該做的

事。軛是神的自由器具，為要引導我們走向

這個目的。

 主耶穌邀請我們，把自己和祂繫在一

起，好讓我們得到所渴望的真自由。

因炸彈激增的聾人

阿富汗的聽障者Deaf	in	Afghanistan

人口｜39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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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禱告伊朗有眾多的信徒，向聽

障群體伸出援手。願伊朗的聽障者

能透過異象異夢和信徒的陪伴來認識基督。

願他們能看到聖經故事，被基督來到世上所

說的話、所行的神蹟感動！「耶穌說：『你們

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神的國是你們的。』」願

伊朗聽障者向主虛心、謙卑，並有單純的信

心，相信神喜愛親近軟弱的人，並渴望扶持

他們。願他們在自覺軟弱、不足之處，經歷

到神的恩典夠用，知道自己是被神深深喜悅

的愛子，活出倚靠神的美好見證。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伊朗的國家聽障日，有廣大的群眾聚

集在首都德黑蘭的戶外場所。手語翻

譯員將演講內容翻譯給聽障者。集會中有許

多人扛着標語，訴求將波斯手語（Persian 
Sign Language）列為官方語言。集會人群

中有一名年輕男子名叫阿巴斯（Abbas），

他最近去了一個政府單位的辦公室，在那裡

卻找不到任何一個人懂波斯手語。

 在伊朗有400萬名聽障人士。有許多人

仍舊需要學習用手語溝通。使用手語的人

中，有些會波斯手語，其他的則是會茶屋手

語（Tea House Sign Language）。兩者在

伊朗都不被承認為官方語言，所以伊朗的聽

障者倡議人士期望改革，使聽障者更容易使

用手語翻譯服務。

 伊朗擁有為數眾多的什葉派穆斯林。

幫助聽障者的人，只有極少數是耶穌的跟隨

者。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

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

息。（太11:29）

 軛 如何進入耶穌所應許的安息？

答案是：和祂連結在一起。「負軛」像是工

作，不太像安息。然而耶穌所說的安息是希

伯來式的，不是什麼也不做，更不是逃避，

而是放鬆和分擔重擔。

 說到責任和義務，人會有兩種世界觀，

一種是強調個人的 我要負起自己的責

任，承當自己的義務。這是西方體系的思維

方式。

 另一種則是共同分擔彼此的責任和義務

我屬於一個群體，和別人密切聯結，會

受到別人的影響。我們這個群體凡事都會以

關係為首。

 神的家、祂的百姓屬於第二種觀念。每

個人都在這群體中被神陶造，個人的成長和

失敗都會影響到別人，大家是命運共同體。

 耶穌邀請我們與祂共負一軛，就是和祂

連結，也和天國其他弟兄姊妹連結。希伯來

式的安息，就是發現我不再是孤單一個人。

神的心意是有其他人托住我。

 當我們沒有「軛」的約束，就不會有安

息；安息不是實現獨立自主的夢想，去追求

自己的事，而是依賴耶穌，和神家中的群體

連結。

爭取手語服務普及化

伊朗的聽障者Deaf	in	Iran阿富汗的聽障者Deaf	in	Afghanistan

Photo by mostafa meraji

人口｜4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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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祈求興起宣教士，能為霍拉

桑土耳其人帶來基督的光。「興起

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

發現照耀你。」願霍拉桑土耳其人的心靈被

福音光照時，能有屬靈的甦醒與突破，向神

回轉，經歷神豐盛的生命和愛。求主為他們

預備母語聖經譯本、衛星電視和廣播，並在

霍拉桑土耳其人中興起家庭歸主的浪潮。祝

福每個家庭領袖的心要被神得着，「父親的

心要歸向兒女，兒女的心要歸向父親」的和

好，要發生在他們與父神和家人的關係中。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霍拉桑土耳其人住在伊朗東北部，他

們的名字意思是「太陽升起之地」。

然而，福音的光尚未進入這個缺少聖經的未

得之民群體。沒有活躍的基督徒見證人在他

們當中。基督教資源中，唯一有霍拉桑土耳

其語的，是聖經教學的錄音。

 數個世紀以來，伊朗的霍拉桑土耳其人

飽經侵略，然而，他們的文化卻強壯地存留

了下來。他們現居的霍拉桑省是伊朗重要的

農業地區，這裡夏季涼爽，冬季寒冷，霍拉

桑土耳其人主要以務農維生，有些人製造知

名的美麗毯子和壁幔。

 霍拉桑土耳其人信奉什葉派伊斯蘭教。

他們重視家庭，以父親為領導。女性地位不

高，女人和女孩的識字率非常低。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

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

息。（太11:29）

 從……學 這句經文並不是要我們學

耶穌的思想，彷彿知道他的想法越多，就

會越得安心。這句子中有個希臘文的前置詞

apo，意即 從耶穌學。觀察和效法祂的

行動和言論，而不是檢查祂的內心思想、感

受和意圖。所以你不必具備耶穌的神學知

識，就可以效法祂了。

 如果耶穌是要求我們明白祂的所有內心

感受和想法，那就很難了，恐怕沒有人能夠

得安息。但我們可以從祂身上學習以憐憫服

事人、向父神禱告、安息日到會堂敬拜、安

慰幫助有需要的人，以及守神的誡命等等。

 這就是說，當我不效法耶穌這樣做時，

我就找不到安息。你相信嗎？如果你信，

就必須要了解耶穌遇到某些情形時會如何

回應。當主耶穌面對指責、出賣、拒絕、強

求、損失、懼怕、試探、勝利、歡喜、贊

同、安慰、友誼……祂是怎樣做的？

 很多人以為我們可以自己找到安息之

地，但我們需要跟隨和效法耶穌，方能得到

安息。

願福音光照日出之地

伊朗｜霍拉桑土耳其人
Khorasani	Turks

Photo by jeka1984 on iStock

人口｜95萬　集中地｜霍拉桑省北部　
語言｜霍拉桑土耳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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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求你興起深諳盧里語的聖經

翻譯員，投入盧里語聖經及福音

資源的翻譯工作，因為任何福音工作，都

極度需要有神的話語作為牧養根基。求主

使南盧里人能早日看見、聽見神的話語，

並且有宣教士能服事他們。即便國家並未

注重留心他們的需要，但求聖靈讓南盧里

人感受到上帝看見並回應他們的需要。願

南盧里人在主裡找到盼望，看見基督是神

所賜的永恆寶藏，是不能被竊奪跟朽壞

的福分；經歷詩篇所說的：「因此我的心

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

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

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

息。（太11:29）

 學 耶 穌 要 我 們 觀 察 和 學
（manthano）祂的樣式，然後才有可能去使
別人也來作耶穌的門徒（matheteuo）。

 使人作門徒的重點是選人來跟隨自己，
這是個過程。而作學徒的重點就是小心觀
察，徹底了解自己的義務、責任、行動，一
心效法師傅。

 當我效法耶穌的行動，我的態度和情緒
就會被塑造成像主耶穌的樣式，從而得到新
鮮的動力，因為我找到了自己受造的真正目
的，終於能夠得到滿足。當我的行動和神造
我的特點和諧一致時，我就成為宇宙詩歌的
一部分，使自己成為主的門徒了。

 耶穌的方法很高明。我們不需要擔心沒
有正確了解所有的知識、神學、倫理等等，
只要看着耶穌的作為而效法之，自然就能進
入神為我們設計的永恆目的中，我們的日子
將會如沐春風，也會得到安息！

 「使人作門徒」就必須教導人，因而自
己就必須要先效法耶穌，然後和大家一同操
練成為主的門徒。

國家壟斷了石油

伊朗｜南盧里人Southern	Luri	

人口｜101萬　集中地｜伊朗西南部　語言｜南盧里語

伊朗有五寶：石油、地毯、番紅花、

魚子醬和開心果。其中石油與南盧里

人有關，因為他們就住在伊朗的石油產地。

但是國家壟斷了石油財富，盧里人的生活卻

沒有任何改善。

 自西元10世紀以來，南盧里人一直在忍

受鄰近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入

侵。南盧里人以遊牧生活作為保護自己的方

式，避免與外人接觸。然而在現代，他們的

移動生活遭到伊朗統治者的限制，逐漸失去

游牧生活的能力。

 盧 里 人 會 創

作 優 美 的 詩 詞 與 音

樂。90%的盧爾人是

什葉派穆斯林，他們

相信獻祭給聖人的聖

壇擁有醫治的能力。

南 盧 里 語 有 福 音 錄

音，但沒有聖經譯本

和主的工人在他們當

中。電影《耶穌傳》

也 沒 有 盧 爾 語 的 版

本。
Photo by Dmitry Chulov on iStock



8 月   日  星期五8/6 6

天父，本都希臘人的祖先有為了尋

找寶藏而遠離家鄉的勇氣與決心，

願祢重燃這種渴慕，將它轉化為對生命真道

的追求。也求祢預備人能夠將聖經和各類福

音資源翻譯成本都希臘人的語言。求主在土

耳其與會說希臘語的人當中，興起願意接觸

本都希臘人的門徒，如保羅一樣，住在他們

當中。「當中這樣有兩年之久，使一切住在

亞細亞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都聽見

主的道」。禱告本都希臘人能像他們古時的

親族一樣，再次聆聽並回應神的話語。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本都希臘人有三件事令人驚訝：語

言、所在地和宗教。他們說的羅梅卡

語，結構與古希臘語有驚人的相似處，但說

現代希臘語的人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他們

不住在希臘，而是住在土耳其東北部，靠近

黑海南岸。

 他們的祖先遠在西元前7世紀左右離開

希臘，來到土耳其的黑海地區尋找金和銀。

在拜占庭時期，是較早接受東正教的群體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土耳其人開始有

系統地驅逐東正教徒，70萬的本都希臘人約

有一半被殺，其餘人逃到希臘及蘇聯，只有

非常少數改信伊斯蘭教的人留在土耳其。

 在本都希臘人的村莊，仍有許多老人甚

至是年輕人不大會說土耳其語，所以他們很

需要有母語聖經。

 本都希臘人有很豐富的口傳文化、民間

傳說，熱愛音樂、舞蹈及詩歌。若有黑海音

樂曲風的福音詩歌，應該更能夠吸引他們。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

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

息。（太11:29）

 學 「學」的希臘動詞manthano，意

思是「一個會產生外在效果的思想過程」。

 我們的文化和思維模式靠近希臘文化，

會認為所謂的學習，就是得到資訊，因此

我們以為知道主耶穌說了什麼就足夠了。可

是，主耶穌是以希伯來背景說這話，學習不

只是吸取資訊，更意味着我的行為一定會有

所改變。

 當 希 臘 人 使 用 這 字 時 ， 就 有 

「對某事變得熟悉」的意思，由此可見，學

習是為了改變我們的行為，是發展新個性的

過程。再加上希伯來背景，學習的目的就更

清晰，即「與神的心達成一致」，意味着要

活出憐憫，因為神是滿有憐憫的。

 主耶穌確信我們應該做的最重要的一件

事，就是學習祂的樣式。如果你真想知道該

如何生活，就去找最高的權威主耶穌吧！凡

是神期待我們做的事，都可以從主耶穌的話

語和行為中找到。

 是時候我們該好好研讀福音書，花多點

時間與我們最重要的老師在一起了。

他們的語言是活化石

土耳其｜本都希臘人Pontic	Greek

Photo by A. Christofilopoulos on medium.com

人口｜5千　集中地｜特拉布宗省　
語言｜羅梅卡語（Romey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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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願尤魯克人認識祢這位大牧

者，知道祢完全體會他們在生活上一

切的需要。我們禱告祢作尤魯克人屬靈的牧

者，引領他們在網路上找到他們能看懂、聽

懂的福音資源，宣告在這十年間他們能開始

以家庭為基礎的門徒培育運動。懇求主幫助

他們勝過薩滿文化所帶來的恐懼、迷信和捆

綁，為祢的名引導他們走義路，使他們得以

永遠跟隨祢，而不致缺乏。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大家是不是認為遊牧民族生活自

由，無拘無束呢？55歲的卡拉布魯

特（Karabulut）告訴我們：「遊牧生活實

屬不易，沒有任何的自由時間。」她說：「

我必須餵食牲口、擠奶、製作要出售的奶油

和起司、編織帳篷和鞍囊，並且縫製我們的

衣服。我也做餐食和麵包。我的丈夫有三千

頭牲畜要照顧。」撇開這一切不說，她很高

興可以住在這麼美的自然環境中，夏天他們

往涼爽的高山去，冬天他們驅趕牲畜下到平

原。但現在很多人都漸漸趨向定居生活。

 任何一個尤魯克

人都會說自己是穆斯

林，可是他們的生活

充斥薩滿及迷信的色

彩。例如：在晚上照

鏡子、剪指甲、打掃

屋子或吹口哨都是不

吉利的；絕對不能在

週五幫新生兒洗澡；

咖啡屋會聘請咖啡占

卜師。

 尤魯克人沒有母

語或主要語言的聖經

譯本，僅有全球福音錄音網（GRN）錄製的

尤魯克語錄音，可在網路上收聽。幾乎所有

土耳其的旅館、青年旅舍、宿舍以及出租公

寓都有無線網路，但需要禱告他們有機會搜

尋或接觸這個資源。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

靈。（約3:6）

 肉身 肉體和靈很不相同，耶穌說這

兩樣不會雜生。

 耶穌提到「肉身」的時候可能是用希伯

來文的basar，和保羅用的希臘文sarx意思有

差別。保羅有時把sarx和靈對照，sarx有罪

性，然而basar是一個沒有褒貶的中性詞。

 神必須把靈吹進我的basar，我才有了

力量，否則我就只是一個會活動的泥土而

已。

 創世記這句話說，神把靈吹入亞當，人

就有了靈又有肉身；可是亞當墮落的時候，

我們就失去了靈的活力，回到去只是一個會

活動的泥。

 從肉身生的只能是肉身，正如保羅說

的：「種的是什麼，就收什麼。」

 但是耶穌和我們不同，他是從聖靈生

的，所以他只做父神要他做的事。我們需要

效法耶穌。

 神給了我們肉身，也給了我們靈的力

量，現在該回到起初受造的目的了。求聖靈

幫助我們，把泥土甩掉吧！

遊牧民族如此忙碌他們的語言是活化石

土耳其｜尤魯克人Yoruk土耳其｜本都希臘人Pontic	Greek

人口｜46萬	集中地｜愛迪爾內省（Edirne）	
語言｜巴爾幹加告茲土耳其語（Balkan	Gagauz）、尤魯克語

遊牧民族示意圖 Photo by 
Dmitry_Chulov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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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願更多宣教士與基督徒來到

北葉門阿拉伯人身邊，帶來神的祝

福，使他們看見父神的榮光，正如基督「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

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

是父獨一兒子的榮光。」真光要照亮北葉

門阿拉伯人的屬靈眼睛，驅散他們心中的

憂傷、恐懼；主親自成為他們腳前的光，

吸引他們跟隨父。「並且耶和華救贖的民

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永樂必歸到他們

的頭上。他們必得着歡喜快樂，憂愁嘆息

盡都逃避。」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法瓦茲（Fawaz）彈着傳統的烏德

琴，家人圍繞着他，慶祝家中最小的

孩子愛樂美拉（Elmera）的3歲生日。這是

一個歡慶的時刻。有太多的葉門孩子因為飢

荒、疾病活不下來。他們曾帶着愛樂美拉去

北葉門難民營中的臨時醫院就醫，全家犧牲

了微薄的食物，以負擔愛樂美拉所需要的特

殊牛奶。她成功活下來了！

 在歌唱中，法瓦茲想起醫院中認識的一

位護理師宣教士，她已與法瓦茲一家人成為

朋友。這名護理師與法瓦茲

一家人禱告了許多次，並分

享聖經的箴言，以及關於神

的故事和耶穌的教導。這

讓法瓦茲知道，聖經中的

神滿有慈愛，而耶穌是位

醫治者。祂垂聽了法瓦茲

一家的禱告，讓愛樂美拉

活了！

 內戰和飢荒使北葉門

阿拉伯人的生活變得份外

艱難。他們幾乎全部都是

穆斯林。

門徒來叫醒了他，說：主啊，救我們，我

們喪命啦！（太8:25）

 喪命 你知道我們是和耶穌一起在生

命的船上嗎？船若沉沒，耶穌就和我們一同

落下水。

 這一天風浪很大，所有門徒在船上都十

分驚慌害怕，耶穌卻在船上安穩睡覺，難道

衪不覺得危險？

 門徒不知道，有耶穌同在是不必怕的。

他們急急地求耶穌：apollumentha！意思

是：糟糕！我們要完啦！在門徒來看，當時

的情況急速變糟，每一分鐘都有危險，耶穌

怎能在這個時候睡覺呢？我們也是如此，當

處在危急的關頭，總是感覺主在沉睡，是不

是這樣呢？

 耶穌是宇宙的王，祂在我的船上，雖然

遇到打雷閃電、波濤洶湧，但祂就站在我旁

邊，我真的相信祂會讓船沉下去？

 我們學習到的功課：環境如何，並不如

我們和耶穌的關係重要。如果我相信耶穌真

的在我的船上，我就什麼都不必怕。

 耶穌回答門徒：「你們這小信的人哪，

為什麼膽怯呢？」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好像海

上行船，最重要的是：誰和你在一起？

小孩子活下來就是奇蹟

葉門｜北葉門阿拉伯人
Northern	Yemeni	Arabs

人口｜1,290萬　語言｜薩納尼‧阿拉伯語（Sanaani）

Photo by 
kefkenadasi 

on iStock

烏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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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

要敬畏祢，直到萬代。祂必降臨，

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潤田

地。」願聖靈的澆灌如同春雨，降臨在阿

曼人心中，「曠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歡喜，

沙漠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花。必開花繁

盛，樂上加樂，而且歡呼。人必看見耶和

華的榮耀，我們神的華美。」當阿曼‧阿

拉伯人認識聖經中的神，並經驗救主的愛

時，便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去告訴其他人

神的美善，並且為主培育門徒。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潘（Pam），一位人權倡議人士，

在倫敦與記者談話時提道：「你有

沒有注意到，當你想與阿曼朋友談論伊斯蘭

教時，他並不想討論他們的教派伊巴德派

（Ibadi）？」

 「沒錯，阿曼人只會說，他們與遜尼

派、什葉派彼此和睦共處，哪個教派都不重

要，」

 潘說：「因為他們的統治者，蘇丹卡布

斯（Sultan Qaboos）是伊巴德派信徒。他

是中東國家中統治時間最長的一位領袖，他

在位45年。如果有任何人反對他，就會被逮

捕。人們對教派或政治等敏感議題，選擇閉

口不談。」

 阿 曼 非 常 炎 熱 ，

在發現石油前是個非常

貧窮的國家。人口主要

都分布在哈吉爾山高地

（Hajar Mt.）或阿曼灣

沿海地帶，多數人是農

夫、漁夫、游牧人，也

有越來越多阿曼人在石

油產業中工作。

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海就大大

地平靜了。（太8:26）

 斥責 當我們的船遇到風暴的時候，
我們都會不自覺地問：生命的主宰在哪裡？

 假如你是耶穌的門徒，並不知道祂是宇
宙的主宰，遇到船立刻就要沉下去了，當然
想要知道耶穌這位彌賽亞會不會救我的命。

 門徒們很擔心，眼看離岸還那麼遠，
也沒有救生衣，在風暴中大家不可能游泳回
去，很難想像耶穌要怎樣救他們呢？不過，
他們至少注意到了一點：耶穌不着急。

 沒 想 到 ， 耶 穌 竟 然 是 斥 責 風 暴 。 
「斥責」的希臘動詞epitimeo是「用權柄囑
咐」。耶穌也用這個字來趕鬼。

 從來沒有見過人能對大自然發令，但耶
穌起來，斥責了風和海。更希奇的是，風和
海也聽從了祂。看見這一幕，門徒甚至害怕
起來說：「這到底是誰呢？」

 只有神能夠掌管一切！我們學習到的功

課是 只有耶穌才是我們要敬畏的。有了
祂的同在，無論在什麼環境中都不必怕！

 還有另一個功課：門徒雖遇到了風暴，
但他們卻因此得到了耶穌。認識耶穌是生命
最大的益處，這風暴值得遇啊！

避而不談的宗派話題

阿曼｜阿曼‧阿拉伯人Omani	Arabs
葉門｜北葉門阿拉伯人
Northern	Yemeni	Arabs

人口｜1,290萬　語言｜薩納尼‧阿拉伯語（Sanaani） 人口｜216萬　語言｜阿曼‧阿拉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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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阿拉伯商人阿瑪爾（Amar）讚

美他妻子的新洋裝，她正準備出門上

班，她在巴林其中一家知名銀行任職。他的

妻子非常慶幸能住在巴林，在這裡，女性比

其他阿拉伯國家有更多自由，能夠從事專業

工作。

 88萬的巴林阿拉伯穆斯林住在沙烏地阿

拉伯（又譯沙特阿拉伯）東邊的島群，一條

跨海公路大橋，將巴林跟沙烏地阿拉伯連結

起來。但同為穆斯林，巴林因着貿易海港的

特性，比其他內陸的阿拉伯國家更開放地接

受西方影響，所以往往被認為在傳統宗教價

值觀上不夠嚴謹。

 巴林有宗教自由，只要不試圖叫人改信

或批評伊斯蘭教。巴林人享受富裕的生活，

多數家庭都有電視機、電話、收音機等設

備，這意味着福音有機會透過這些方式接觸

他們。但這些穆斯林們從小根深蒂固抗拒其

他宗教，所以巴林仍是福音未得之地。

女人不必埋沒才幹

巴林｜巴林‧阿拉伯人Bahraini	Arab

Photo by FS-Stock on iStock

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着基督之恩

召你們的。（加1:6）

 召 當我們瞭解Kaleo（呼召）的豐

富涵意，就能更深明白神對我們的愛。

 K a l e o 是 用 來 描 繪 牧 羊 人 的 聲 音 ，

是羊群清楚認識的聲音；Kaleo是用來傳

達「派出去」和「叫他回來」這動作的

動 詞 ； K a l e o是 描 述 傳 喚 時 含 有 權 威 的

意味；Kaleo是邀請的動詞，尤其是邀請

人悔改；Kaleo有命名、任命和委派的用

法；Kaleo涵蓋整本舊約聖經神對人所懷恩

慈的心意；神對人所做的行動，從頭到尾都

可在Kaleo這行動中捕捉到。

 這一連串的解釋是什麼意思呢？當我

們領悟到「呼召」是由神主動發起，不能用

賺取的方式得到，不是因為我長久勤奮，或

有好行為而得到這獎賞，就能放下許多徒勞

無益的關注，比如懷疑纏擾你嗎？罪咎感折

磨你嗎？擔子太重了嗎？神定意要賜下的恩

典絕不會被這些紛亂岔開，神曉得所有的混

亂，可是祂仍然呼召你；無論有什麼干擾，

恩典始終還是會來臨的。

 是神主動呼召我，並要求我回覆，我唯

一能做的，只是回應這呼召。

人口｜88萬　語言｜巴哈納‧阿拉伯語（Baharna	Arabic）

天父，我們為巴林禱告：「彎彎曲

曲的地方要改為正直；高高低低的

道路要改為平坦！凡有血氣的，都要見神的

救恩。」求祢興起宣教士和基督徒商人到巴

林為主預備道路，願他們從神得着一顆愛巴

林人的心，為主贏得巴林人的信任與愛戴，

用諸般智慧將巴林人領到神面前。求神讓巴

林人的心對福音敞開；求神挪去阻擋人認識

神的障礙，帶領巴林人走在正直平坦的義路

上。我們宣告福音暢行在巴林，婦女成為跟

隨神的大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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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主耶穌來到世上，主動去接

觸最被忽視的人們，而摩洛哥的聽

障者也是最不容易接觸福音的群體之一。他

們沒有能力來到主前，但求憐憫人的恩主親

自走到他們生命中，就像主走到畢士大池子

的癱子面前。不論聽障者身在何方，處在多

麼不容易的光景中，我們代替他們呼求憐

憫人的主，藉着福音使者或福音資源找到

他們，向聽障者「說話」。興起使用摩洛哥

手語的宣教團隊，藉着網路或實體活動連結

聽障群體，牧養他們。求神為他們預備摩洛

哥語的聖經手語翻譯，願神的話抓住他們的

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

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生命的活

人，名叫亞當。（創2:7）

 吹進去 如果我們能看到新約使用的
希臘文，和舊約書寫的希伯來文之間的聯
繫，就能夠啟發我們從未注意到的真理。本
節經文中的「吹氣」，和保羅提摩太後書中
的「默示」之間就有這種聯繫。

 保羅寫的是theopneustops，雖然翻成
「默示」，字面卻是「神所呼出的」。神
如何向我們人類呼出祂的氣，祂也是如何
呼出祂的道。神用祂的氣息充滿我們，讓
我們成為祂在地上的代表；同樣的，神也

呼出祂的話 聖經，讓我們明白祂的心
意。保羅知道這兩者的聯繫，所以他發明了
theopneustops這個字來表達聖靈的工作。

 神當然知道塵土沒有榮耀，可是當祂
向塵土呼氣，塵土就活了。這給了我盼望。
因為焦點不在我的軟弱卑微，而是在於神的
工作。

 這裡使用的「呼出」一字，不是用

典型的ruah，乃是用了一個罕用的字
neshama。ruah是風、動物、甚至假神的氣
息；neshama則是神吹給人的氣息，是很特
別的。所以，神所呼出的生命之道也會很特
別。

 神能把塵土變成活人，反映祂的榮
耀，實現祂的目的，我們要好好思考這件
事。

無法快樂上學

摩洛哥的聽障者Deaf	in	Morocco

人口｜88萬　語言｜巴哈納‧阿拉伯語（Baharna	Arabic） 人口｜27萬　語言｜摩洛哥手語

摩 洛 哥 沒 有 幫 助 聽 障 者 的 教 學 資

源 ， 結 果 ， 絕 大 多 數 的 聽 障 兒 童 

（約85%）都沒有就學。學校沒有教學素材

或師資去幫助聽障者學習。因此，全摩洛哥

的聽障人士 不管是哪個年齡層 面臨

了相似的挑戰，他們被迫要透過影片和網站

自學。

 摩洛哥人多數信奉伊斯蘭教。在沒有摩

洛哥手語版聖經的情況下，他們鮮有機會發

現救主。

 摩洛哥的聽障者會透

過網路、聊天室，跟

不同城市或不同國家

的聽障者，以文字或

手語交流，但願有基

督徒能看見摩洛哥聽

障者的需要，開展手

語事工，用他們最熟悉的「語言」向他們訴

說神的慈愛與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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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求你為蓋里‧奧羅莫人的得救

開道路，領他們來到主的面前！求主

差遣許多勇敢、被聖靈所膏的工人們進入禾

場，在他們當中建立強壯的教會，在屬靈裡

生養眾多。求神挪去伊斯蘭教在蓋里‧奧羅

莫人的生活和心靈中所立的障礙。願蓋里‧

奧羅莫人的靈魂甦醒，敏銳聖靈的帶領，積

極地回應主、信靠主。為加爾語的聖經翻

譯、福音資源製作禱告，祝福它們能使很多

蓋里‧奧羅莫人早日聽聞好消息。禱告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蓋里‧奧羅莫人是索馬利亞牧民部

族，如果你被神呼召服事他們，可

能要知道索馬利亞這個國家充滿危機和挑

戰。美國國務院有一項關於索馬利亞的旅行

建議，基於犯罪、恐怖主義、綁架和海盜搶

劫之故，不建議取道公路，如果你真的必須

得去，你可能要雇用一支當地的民兵隊保護

你。

 不過，在肯亞北部也能接觸到蓋里奧羅

莫人群體。雖然在肯亞仍有危險，但難度相

對減輕許多，宣教機構曾經成功地派出宣教

士，到肯亞與他們分享基督的好消息。

 蓋里奧羅莫人是伊斯蘭教的跟隨者。他

們相當忠於部落及家庭，這使個人接受福音

的難度加增。

 他們使用的加爾語，尚未有聖經任何書

卷的翻譯，而且連任何福音資源都沒有。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

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1:7）

	 沒有給 如果你跟隨耶穌，發現路途

坎坷，那麼保羅的這句話對你很重要。保

羅親身經歷過許多困難，我們可以聽他的見

證：不要膽怯。

 「膽怯的心」就是焦慮。原文動詞 

「沒有給」是在句首，表達出強烈的否定，

這裡用的是aorist時態，意味着「不給」已

經完成的行動，也就是說神從來沒有給，也

決不會給我們膽怯的心。膽怯、焦慮一定不

會是從神來的！

 膽怯的心會妨礙我們順服神。我們頭腦

雖然很清楚「在愛裡沒有懼怕」，但心裡常常

還是懼怕。膽怯的心不是從神來的，而是我

們自己有軟弱，信不過神的愛。

 如果你蒙召要放下一切跟從神，可能你

會覺得膽怯；雖然我們知道愛我們的神掌管

一切，祂有足夠的恩典供應我，但我還是很

膽小，不知道神是否真的會幫我。相信祂的

能力是一碼事，了解祂的信實是另一碼事。

我認識神的信實有多少，我能信任祂的程度

就有多少。

 我們應該聽保羅的話，認定膽怯、懼

怕不是從神來的，那是來自我們的軟弱。

然而，感謝神，我們的懼怕絕不能代替

神的良善，所以放下懼怕，求神幫助我們

吧！

福音資源告急！

肯亞｜蓋里‧奧羅莫人Garre	Oromo

Photo by rweisswald on iStock

人口｜90萬　集中地｜東北部　語言｜加爾語（Ga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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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祢是首先的，祢是末後的，

除祢以外別無真神。求主讓布努人

明白這個真理，敬畏祢是昔在、今在、以後

永在的全能者。願中國的信徒興起，差派福

音使者告訴布努人造物主如何拯救挪亞全

家，如何差遣獨生愛子為他們的罪釘在十字

架上。求聖靈使布努人為罪憂傷痛悔，向基

督回轉，被主的寶血洗淨，因信基督得着新

生命。為布努語聖經快快被翻譯完成禱告，

願布努人切慕祢的聖言，以神的話語建造生

命的根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

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1:7）

	 剛強 有人說，跟隨耶穌是既興奮又

害怕的事。的確，神給你能力，卻未必除掉

讓你的懼怕的事，這世界仍然有壞事發生，

是我們不能掌控的，但神給的能力能夠克服

懼怕，因為耶穌說他已經勝了這世界。

 一個朋友告訴我，懼怕是看來很真的

假證據。懼怕的感受是真的，但是支持我們

懼怕的證據卻是假的。神愛我，只是我事先

不知道祂會如何臨到幫助我，所以很擔心，

但祂也能夠賜我能力來戰勝懼怕。當我們放

下自己，全心降服耶穌時，就要準備迎接出

其不意的驚險（感覺好像信主後一定會有驚

險）。生活看來仍然照常有序，但是當困難

發生時，神必然出來幫助。

 創世記說神愛祂所造的萬物；出埃及記

說神掌管歷史；利未記說神提供解決我們罪

過的方法；民數記告訴我們神引導我們的抉

擇；申命記說神會賞賜我們的順從；耶穌說

祂決不撇棄我。我們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我們不能過分相信自己的感官，神是

真的給了我們能力克服膽怯，所以我們要剛

強，相信祂是信實的。

世界曾在水平面底下福音資源告急！

中國｜布努人Bunu	People肯亞｜蓋里‧奧羅莫人Garre	Oromo

布努人是瑤族其中一個大支系，和其

他瑤族群體一樣，都流傳着關於大洪

水摧毀世界的民間故事。

 布努人曾經從北方遷徙到現在居住的中

國南方。過去他們曾經歷廣泛的迫害。漢族

人搶奪他們的土地，並屠殺了整個村莊。

 布努女人在家庭中有很大的影響力：男

人必須順服他們的太太。

 四十多萬的布努人

中，就有11種不同的語

言群體，加上村落之間

的距離遙遠，導致在宣

教外展和聖經翻譯事工

上，很難將他們放在優

先的次序裡。然而，有

一支叫做「打開門，看

見山」的7分鐘布努福音

動畫片，內容從創世記

的亞當、夏娃和挪亞起

頭，直到耶穌的神蹟和

祂在十字架上的受死。

求神透過這個動畫，讓

許多布努人興起尋找創

造主的渴慕。

人口｜90萬　集中地｜東北部　語言｜加爾語（Garre） 人口｜43萬　集中地｜廣西壯族自治區西部　
語言｜布努語

Photo by Asian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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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求打發中國信徒向北侗人傳

福音。願北侗人的屬靈眼睛明亮，

知道「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

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

事，好像缺少什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

萬物賜給萬人。」求主賜給北侗人屬靈的生

命氣息，使他們靈魂甦醒，來貼近祢、認

識祢，並將美麗的歌聲獻給你、敬拜你。願

他們敬畏祢是掌管萬有的主宰，且與偶像不

同，因為祢向他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

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北侗族要呼求祢，祢

就應允他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侗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之一。北侗族與

南侗族說不同語言，北侗族集中在

中國貴州和湖南的交界處。侗族非常能歌善

舞，被譽為「詩的家鄉，歌的海洋」。侗人

的「大歌」（侗語稱嘎老，Gal Laox），一人

起頭，眾人就能多聲唱和。他們會在一些節

慶舉行對歌、賽歌。寨與寨的對歌比賽時，

往往也是年輕男女以歌聲及眉目傳情，結識

彼此的場合。鼓樓是他們重要的公共活動中

心。

 侗人相信萬物皆有靈，也拜祖先。尤

以「薩歲」女神最受全寨景仰崇拜，她被視

為至高無上的女祖神（尤其是南侗人），每

個侗寨都有薩歲壇，祭

祀典禮是全寨的隆重盛

事。雖然有越來越多的

年 輕 一 輩 沒 有 宗 教 信

仰，但薩歲的傳說、歌

謠，還有踩歌堂、吹蘆

笙等活動，已將薩歲崇

拜文化融入在侗人的生

活中。

 有很少數的侗族人

是基督徒，多數人從未

聽過福音。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

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1:7）

 剛強 我 們 軟 弱 和 膽 怯 ， 所 以 需

要 往 前 走 的 力 量 ， 神 給 的 正 是 這 能 力

（dynamis）。這能力讓我能夠克服懼怕來

信靠祂。

 這dynamis是神白白的恩賜，不是我努

力賺取的。神要我得益處，我只要轉離懼

怕，選擇信賴祂，祂就立刻給我自己所沒有

的能力。

 懼怕束縛了我的靈魂，使我無法做任何

事。我必須靠仰望耶穌來除掉這些束縛。

 我不需要央求神來幫助我，祂早就等着

要給我能力。一旦我委身於神，神就急忙來

搶救了。

 我們不能靠自己來拯救自己，但我無

須害怕，因為我的軟弱正是經歷神能力的機

會。保羅說我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

可以靠主剛強了。相反，若我覺得自己有能

力，就不會靠神了，神也不幫助我了，對

嗎？

 我們能夠從懼怕中學到的最好功課就

是：了解自己是軟弱的，沒有能力。懼怕教

我們依靠神的恩賜，所以，仰望祂吧！

詩的家鄉，歌的海洋

中國｜北侗族Northern	Dong	People

人口｜59萬　集中地｜湖南省新晃縣、貴州省天柱縣　
語言｜北侗語

Photo by Asian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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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瓦鄉人渴望得着祝福與平

安，卻不知道祢才是一切福分的源

頭。求神差派使者讓瓦鄉人認識祢的豐富。

祝福向瓦鄉人傳福音的人，不只是有知識的

言語，而能被聖靈充滿，如同保羅說的：「

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

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願神的恩

雨浸透瓦鄉人的心土，「你澆透地的犁溝，

潤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軟和。」瓦鄉人要回

轉像小孩，在信心裡經歷神，並且專一的愛

主、事奉主，讓主的名聲傳遍各城各鄉。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關於瓦鄉人的歸屬，一直是模糊不清

的。不管他們被劃為苗族、土家族還

是漢族，他們的穿着、飲食、文化和語言都

與這些族群很不同。瓦鄉語是古老的漢語方

言（古湘楚語），屬瀕危語言。

 每年農曆十月初一，瓦鄉人會舉行盛大

的酬神儀式「跳香」。數百至千餘人盛裝打

扮，在道人（巫師）的帶領下，載歌載舞地

迎請各路神靈，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他們的心門尚未向基督打開。一位早

期的宣教士寫到：「對他們來說，我們的教

義是愚拙的，是我們的話術。我們與他們討

論，即便知識的言語勝過他們，辯論到他們

沉默且羞愧，但所有在他們身上的努力，就

像在沙漠上澆水一樣。」

 在宣教士的紀錄中，他

們彷彿「干土」，不管澆多

少水，一下子就干了，但我

們祈求神活水的江河要覆蓋

浸透瓦鄉人的心土！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

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1:7）

 仁愛 「愛」是個包含很多情感和行

動的詞。希臘文有4個「愛」字，而希伯來

文有3個。我們需要放下自己的預設，了解

希伯來思想。

 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看世界的方式不同。

希臘人看世界是組織起來的點和線，他們會

不自覺地分析事物的細部，所以會把愛分為

對朋友的愛、對家人和孩子的愛、對事物的

愛和對神的愛等等。

 希伯來人描述世界中能看見的各種現

象，所以愛是情緒、選擇、後果、活動等

等。希伯來人不是把這些當做一系列「愛」

的因素，而是整個現象。難怪舊約中總是把

拜偶像形容為淫亂，因為其中包括了對崇拜

對象的「愛」。

 保羅這句話中提到「仁愛」（agape），

他想到的是希伯來式全面的愛，包括行公

義、嫉妒和捨己，含有很重的情緒，正如舊

約中耶和華對百姓的愛。

 另外一個希伯來字ahav也是看得見的

愛。觀察一個人如何被神摸着，就知道那是

ahav。

十月初一跳香迎神

中國｜瓦鄉人Waxiang	People中國｜北侗族Northern	Dong	People

人口｜59萬　集中地｜湖南省新晃縣、貴州省天柱縣　
語言｜北侗語

人口｜40萬　集中地｜湖南省沅陵縣　語言｜瓦鄉話

Photo by Asian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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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啟示錄7:9清楚說到，將有許
多人從每個種族、每種語言、每個

國家來到施恩座前敬拜神。我們相信神不離

棄任何一個國家，即使是壯族中最小的柳黔

壯族。感謝神愛着世人，甚至是萬族中最小

的祢都不會放棄！求主快快打發宣教團隊進

入柳黔壯族中，傳福音並門訓他們。祝福柳

黔壯族的村寨也為着聖經能有柳黔壯語的譯

本禱告。願柳黔壯人經歷神所賜出人意外的

平安，願意聆聽神的話、遵行主的道，單單

敬拜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壯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族

群，2010年達1,600萬人。但他們有許

多分支，這個月我們將為其中6個分支禱告。

 壯族集中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其中說柳

黔壯語的壯人約有40萬，他們的群體小而

容易被忽略。而且壯語分為五十多種方言，

需要有人建立說柳黔壯語的教會，牧養柳黔

壯族，否則就算他們進到其他壯語教會或團

契，可能也會誤解了半數人們在敬拜和講道

中所說的意思。

 壯人相信萬物有靈，而且畏懼得罪祖先

的靈魂。每年七月的鬼節，他們會以祭品及

燒紙錢來安撫鬼靈，換取屬靈的平安。不過

一位宣教士說道：「每次我們差派人前往壯

族人當中都會有收獲。可惜，我們缺少足夠

工人。」

我已將這些事告訴你們、使你們不至於

跌倒。（約16:1）

 跌倒 深愛我們的主耶穌，懷着同情

的心，向我們傾心吐意，告訴我們當世界如

泰山壓頂時，為了讓我們不崩潰，有些事我

們需要知道。

 「跌倒」的希臘原文是skandalizo，英

文scandal（醜聞）正是從這字根而來，提供

我們一絲線索，明白它真正的意義。這字有

「陷阱」的意思，「跌倒」即是掉入一個陷

阱。

 主耶穌要我們避開那些陷阱，祂不願看

到我們落入各種機關陷阱中，所以祂告訴我

們要如何避開。

 是什麼正在誘捕你？引誘你的誘餌在

哪？我們都曾有跌倒的經驗，而且會越跌越

深，我們需要曉得如何避開skandalizo。

 避開skandalizo的祕訣是什麼？「我已

將這些事告訴你們」，這就是祕訣！我們若

想避開陷阱，就必須聽神的話。

別讓祖靈不開心

中國｜柳黔壯族
Liuqian	Zhuang	People

人口｜41萬　集中地｜廣西省武宣縣、象州縣、鹿寨縣
語言｜柳黔壯語

Photo by Asian Harvest壯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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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自古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縱使桂北壯族人還

沒有聖經與福音材料被翻譯成他們的語言，我

們仍然相信祢能夠超然地觸動他們的心，激動

他們當中有人更深地想探究生命的本源，並以

他們可以理解的方式尋見祢。祈求祢聖靈的大

能釋放桂北壯族人從泛靈的崇拜與恐懼裡得自

由，轉而敬拜祢 一切受造物的主宰。求

祝福相關的聖經與福音資源能順利地被翻譯成

桂北壯語，讓他們早日得知真理、認識祢。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壯族是中國最大的少數民族，現今多

達1,700萬人，相當於澳洲的總人口。

桂北壯族人是其中一個分支。

 壯族人相信日月山川皆有靈，生活中

有很多習俗跟忌諱，就怕冒犯神靈。灶台、

火塘被視為家中最神聖的地方，不能用腳踩

踏。壯族人有崇拜青蛙的文化，壁畫石刻上

常出現蛙的圖騰，也流傳大量人蛙婚配的神

話傳說、歌謠。尤其是紅水沿岸的壯族人，

年年舉行盛大的「螞拐節」，祭祀青蛙女

神，以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螞拐節的夜

晚，壯人通宵達旦圍着篝火對唱山歌，或戴

上古老面具跳傳統的祭神舞蹈，然後人人手

舉火把，排成長長的隊伍夜遊山寨，遠看十

分壯觀。

 桂 北 壯 族 人 住 在 廣 西 特 有 的 吊 腳 樓 

（干欄式房屋）裡，架高的房子上層住人，

下層圈畜或儲物，以避瘴熱潮濕的天氣，和

毒蛇猛獸的侵害。

 福音尚未傳入桂北壯族人的村寨，聖經

也沒有他們的母語譯本！

耶和華啊，求你轉回搭救我！因你的慈

愛拯救我。（詩6:4）

 轉回、搭救、拯救 這三個字有力地

表達出神的恩惠。當我們的過犯使我們走投

無路時，我們需要了解這些字彙。

 「轉回」的原文是shuv。在我的過犯破

壞了和神的關係時，我失落了，我需要求神

向我轉回，這是神的恩惠的開端。神很樂意

向我們轉回，祂也無數次用shuv，懇求百姓

向祂轉回。

 「搭救」是chalats，有「釋放、解救」的意

思，但不是表達「逃脫」，乃是在掙扎中被裝

備、被支援。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拯救」的原文

yasha’。這句話是說：「主啊！我要被打敗

了，求祢轉回，帶援軍來和我一起，把我帶

到安全的地步。」

 因為神是慈愛（hesed）的，所以祂非

常樂意拯救我們的。其實hesed的含意超過

「慈愛」，包含了神的信實、良善、公平和

公義。這是神和人立約的基礎，守約施慈愛

的主，必然會拯救祂的百姓，我們只管以這

節經文向神呼求！

全村崇拜青蛙娘娘別讓祖靈不開心

中國｜桂北壯族人
Guibei	Zhuang	People

中國｜柳黔壯族
Liuqian	Zhuang	People

人口｜166萬　集中地｜廣西省中部和西部　
語言｜桂北壯語

廣西省山區 Photo by SB Stock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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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感謝祢賞賜柳江壯族人極美

的歌唱天賦，願祢愛世人的情歌也有

機會在他們口中被傳唱。求祢做新事在柳

江壯族的福音工作中，能有宣教士以處境

化的眼光重新詮釋聖經翻譯，牧養教導他

們，開展有生命力的門徒造就事工。甚願

柳江壯族興起教會倍增的屬靈運動，願柳

江壯族也着實成為基督的新婦，能為永恒

預備自己，進入他們最美的夫家！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壯族人非常愛唱山歌，特別是廣西壯
族自治區的柳江區，被譽為「廣西山

歌之鄉」。

 對歌是年輕男女結識彼此的方式，但山
歌不能隨便亂唱，對唱地點一定要在公開場
合，需有其他人在場，這是壯族人嚴守的規
矩！

 壯族人有「不落夫家」的嫁娶習俗，婦
女生育前住在娘家，直到孩子出生才搬去與
丈夫同住。

 壯族人普遍
相當迷信，深怕
觸怒神靈會招致
災難。雖然美南
浸信會和宣道會
（ C M A ） 的 宣
教 士 們 ， 在 1 9
世紀時深入廣西
長宣，也接觸壯
族人，但在當地
建立的教會多數以漢人為主體，文化、傳統
與生活愛好少有共鳴，很難與壯族人保持連
結，所以壯族的基督信徒極少。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為他倚靠你。（賽26:3）	

 十分平安 神頒布十誡引導我們的

生活，當我們一心遵守時，生命就會更豐

盛。雖然有時我們難免會有軟弱，但神是

有恩慈憐憫的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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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怎麼辦呢？

 先知以賽亞這句話要告訴我們，「十

分平安」（shalom shalom）是從哪裡來

的。希伯來字yetser是「陶器」的意思！

 神是陶匠，人是泥土。神按照自己的

旨意設計了我們，當我們發揮功用，就能

被神使用時，神的目的就達到了，這就是

希伯來概念的「十分平安」。

 第二個希伯來字是samach，是「放置

在上面」的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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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單是個思想的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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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此被神合意使用時，就會經歷到十

分平安。

 世界總是告訴我們：「你需要自己尋

找你的價值和目的！」但希伯來的途徑卻

是依靠神。

山歌不是隨處可唱

中國｜柳江壯族人
Liujiang	Zhuang	People

人口｜173萬　集中地｜廣西省柳州市　語言｜柳江壯語

Photo by Asian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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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祝福說佒壯語的壯族人有機

會與祢喝交杯，那是永遠不渴的生

命活水，也是祢所賜的福杯滿溢。願宣教

士或那些極少數的壯族基督徒能夠被聖靈

帶領，去分享耶穌基督拯救罪人的美好信

息，好讓更多壯族人得與祢同坐席。求神

保守佒壯語的聖經翻譯工作能早日完成，

使說佒壯語的壯族人得聽真道。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龐 大 壯 族 中

最 小 的 分 支

之一，是說佒壯語

的壯族人。他們主

要生活在廣西壯族

自治區西南部的德

保、靖西縣一帶，

生活型態與其他壯

族相差無幾。

 壯族人非常好客，對客人中的長者及新

客人非常熱情。他們喝酒用碗，交情深厚者

拿白瓷湯匙互餵對方喝，俗稱「喝交杯」。

 說佒壯語的壯族人相信萬物有靈，他

們流傳許多習俗忌諱以趨吉避凶，重視對神

靈、祖先的祭祀。

 目前僅有佒壯語的福音動畫、影片、錄

音，尚無佒壯語的聖經譯本。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事奉他，

專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申

10:20）

 專 靠 摩 西 指 示 百 姓 要 靠 近

HaShem（那名），那需要靠得多近呢？ 

「專靠」Davaq這字在創世記2章，是用來

表示夫妻黏在一起的那種「連合」。

 聖經常以婚姻關係來描寫人和神的關

係，因為婚姻是神為人設立的彼此依靠的關

係，其中包含了兩人互相的責任和照顧，可

以反映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人與神的關係。

這也意味着神會用婚姻來修理我，因此在婚

約中，我不能逃避我的伴侶、不能否認自己

的問題，我的伴侶是我生命的另一部份，我

為了與他和睦相處，需要除掉一些自己原來

的稜角。

 除此，婚姻關係也讓我在愛中更了解

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因為我們的伴侶好像一

面真實的鏡子，帶給我們樂趣和平安。這也

正是神要我們依靠祂的那種關係。

 然而，雖然神設計婚姻幫助我們了解

人和神的關係，但神和我們畢竟還是不同

的，因為祂是完美的，我們不是。當我越專

靠神，就越能成為祂本來要設計我的樣式，

我的生命就能夠更榮耀祂。

 摩西用Davaq這字，吩咐百姓要專靠

神，就是要讓人用婚姻的圖像，來思考和神

如夫妻般連和的關係。看神為我們配偶的關

係，會幫助你改變自己的生活嗎？

感情好，喝湯匙酒山歌不是隨處可唱

中國｜說佒壯語的壯族人
Yang	Zhuang	People

中國｜柳江壯族人
Liujiang	Zhuang	People

人口｜83萬　集中地｜廣西省百色市　語言｜佒壯語

Photo by Asian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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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們為左江壯族的祖先繪出

「左江花山岩畫」的巧工，讚嘆祢

的智慧與藝術恩賜。而左江壯族人更是神的

美好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願祢讓左

江壯族人明白他們及所生活的美好環境都是

祢手所造的。禱告那些認識基督的左江壯族

人會跟隨聖靈的催促，建立壯族教會，使這

個民族用生命的轉化，描繪出更美、更榮耀

的天國美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兩千多年的人們，如何在懸崖峭壁上

畫出壯觀的岩畫？而且兩千年來赤色

鮮豔如新！左江壯族人的先祖，在崖壁上留

下的圖畫群「左江花山岩畫」，在2016年成

為世界遺產新星。

 左江岩畫吸引遊客坐船行至青山綠水

間，觀賞兩岸奧祕難解的圖畫，也順道走進

壯族的山寨，欣賞依山坐落、梯田式的干欄

老木樓。

 左江壯族人以流經家鄉的左江為其族

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務農族群，有自己獨

特的語言和習俗，與其他支的壯族略有不

同。但每逢農曆三月三 壯族人祭祖跟歡

聚的大日子，左江壯族人與來自各村寨的壯

人都會盛裝打扮，到附近的「歌墟」趕集，

一起賽歌、跳舞、拋繡球、碰彩蛋、打扁擔

和搶花炮，非常熱

鬧。年輕男女在歡

樂的遊戲中認識彼

此，若情投意合，

就 會 互 贈 定 情 信

物。

 左江壯族人崇

拜諸靈的儀式頻繁

且複雜，僅有一小

群人認識耶穌。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着信心，不是憑着

眼見。（林後5:7）

 憑着眼見 保羅在這節經文中將「憑
着信心」與「憑着眼見」（dia eidous）做
一個對比。Dia是「通過、經過」的意思，
比如你去某地方旅行，一天內將會經過很多
地方，看到很多東西，比如車輛、菜市場、
人等等，保羅提醒你這些都是「眼見」，雖
然我們有看到一些事物，但所看到肯定不是
實際生活的全部。

 我的視覺神經看見的太有限，尤其看不
見神的世界和祂的目的，所以保羅提出要「
憑着信心」，不要「憑着眼見」。然而，這
不是說我們要閉眼完全不看世界，而是要知
道神才能看見全部，所以我們需要憑着信心
來倚靠祂，跟着衪走。

 屬神的人不需要看見一切，我們只需要
了解神的計劃、行動和態度，然後每天按照
着神所指示的來行事為人就好。

 最後，提醒一下，信心是從「聽道」
（shema）來的，不是從「看見」來的。

老祖宗在峭壁上塗鴉

中國｜左江壯族人
Zuojiang	Zhuang	People

人口｜175萬　集中地｜廣西省左江流域　
語言｜左江壯語

Photo by Asian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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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帶領愛心、耐心和智慧兼備

的福音工人，委身耕耘邕南壯族

群體，向他們傳福音，牧養他們。求神預

備邕南壯族人的心成為好土，使福音種子

撒在其中能百倍收成。也求神召聚合適的

人才及所需的資源，為邕南壯族人翻譯母

語聖經、製作福音材料，使他們得聽祢的

聲音！甚願邕南壯族人切慕神，以神的話

語為糧，如同詩篇所說：「我趁天未亮呼

求；我仰望了祢的言語。祢的言語在我上

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邕南壯族人住在中國廣西省南部，與

越南相近。他們主要以務農為生，因

為非常善於耕作，而有「土壤的民族」之美

譽。

 壯族人主要栽種水稻，多種植大米。

飲食上喜歡糯米製品，例如五色糯米飯、竹

筒飯、南瓜飯。其中的五色飯是傳統節日家

家戶戶的必備品，壯人用紅蘭草、黃花、楓

葉、紫番藤搗爛成

汁，染成紅、黃、

黑、紫米飯，再加

上 白 糯 米 ， 組 成

五色飯。山區壯族

人則多種植玉米，

以玉米餅、玉米粥

為食。除此之外，

壯族人過年必吃粽

子。

 聖 經 尚 未

有 邕 南 壯 語 的

版 本 ， 也 少 有 宣

教士住在他們當中。然而，國際創意媒體

（Create International）製作了17分鐘的故事

短片來介紹耶穌，於2019年發布，但影片被

放在英語網頁，中文使用者不容易搜尋到。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

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

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弗

2:12）

 國民 po l i t e i a的英文翻譯多數是

commonwealth，是個讓人想到民主聯邦的

字。中文譯為「國民」更恰當 我們是屬

於神國的子民，服在神的治理之下，而不是

所謂民主參政的那種公民。

 在保羅的時代，並沒有民主的觀念，

當時凱撒羅馬皇帝貪戀權力，以極權統治人

民。然而，神不像羅馬皇帝，衪是真正愛百

姓的王。保羅以羅馬帝國的王來對比彌賽亞

王，讓讀者更明白那些在神國以外的人，是

不得不服從凱撒。每個信徒，無論是猶太人

還是外邦人，也都曾與彌賽亞的國度隔絕，

我們活在世上本來也是沒有別的盼望，但現

在按神的恩典，我們可以在彌賽亞的國度裡

聯合了。

 這 樣 的 國 度 在 現 今 的 世 界 上 找 不

到。politeia在希伯來文中沒有相等的字，但

我們知道保羅的意思：凡是在神家中的，都

是按祂旨意蒙召的人，為要實現神修復世界

的計劃。你是這國度的一份子嗎？如果是，

就要順服神的治理。

解密「五色飯」的作法老祖宗在峭壁上塗鴉

中國｜邕南壯族人Yongnan	Zhuang	

人口｜175萬　集中地｜廣西省左江流域　
語言｜左江壯語

人口｜200萬　集中地｜廣西省西南部　
語言｜邕南壯語

Photo by NGA玩家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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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祢曾打發祢的僕人摩西和祢

所揀選的亞倫，在敵人中間顯祢的

神蹟，在全地顯祢的奇事。祢怎樣帶領、拯

救以色列人，求祢也以大能帶領邦加人離棄

偶像、歸向祢，因為祢願意萬人得救，不願

一人沉淪。求神親自揀選忠心的翻譯團隊，

將神的聖言翻譯成邦加語，又預備忠心的僕

人教導牧養邦加人，好使邦加人領受祢的律

例典章。願邦加人有一顆順服神話語的心，

在凡事上尋求神的旨意，以基督的心為心。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邦加島位於蘇門答臘島東邊，曾是

世界最大的錫產地。在古時，錫被

用來與銅混合製造成青銅，這種合金更堅硬

更耐用。雖然錫的需求仍然很大，但現今邦

加島的採錫礦工業正逐漸衰退，邦加人必須

找尋其他的謀生之道。有些礦工轉職捕魚，

或搬到其他地區工作；有些人則製作椰子油

或經營橡膠園。此外，邦加島上有許多美麗

的海灘，可以發展觀光產業。

 邦加人有兩類：馬來人後裔與華人後

裔。邦加馬來人雖是穆斯林，但並未嚴格追

求信仰，生活中仍充斥泛靈迷信。僅有部分

聖經經卷的邦加語翻譯。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

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

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弗

2:12）

	 在……以外 「與基督無關」是什麼

狀況？我們一般會想到與神沒有關係，將

來會受到審判等等。這些都對，但還有一

層緊急的意思，「在……以外」的希臘動詞

apallotrioo有「被離間和疏離」的意思，也

就是說：是一個局外人，與神所應許的聖約

無分，不是神的百姓。

 現在看希伯來字NKR（nakar），當神用

這字說這百姓與我「生疏」，意思是說他們

排斥、拒絕神，不在乎神的約，也不履行約

的義務。保羅在這節經文所說的「與基督無

關」，就是指「不願參與神國的一切事。」

 NKR可以有不同的發音，用不同的元

音，nakar就成了nekar（外國人），不屬於以色

列家，不是亞伯拉罕的子孫；稍微改動元音

的neker，是「災禍」。這樣一來，「在以色

列之外」、「拒絕順從神」，就會遭受「外

國人」的災禍，因為神與他們毫無關係。

 保羅說，這些局外人是沒有指望的。

我們真要感謝神，因着主耶穌的救贖恩典，

如今我們可以不再是局外人！我們也要問自

己，今天我得了神國子民的身分，我是否還

拒絕順從神呢？

採錫業沒落，觀光業待興

印尼｜邦加人Bangka	People

人口｜44萬　集中地｜邦加島　語言｜邦加語

Photo by scubaluna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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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求祢感動印尼基督徒能搬到

占碑馬來人當中，關愛他們，與他

們建立美好的關係，也幫助占碑人找到更好

的新生活方式，適應外來的移民，和睦同

居。祝福占碑馬來人在基督徒身上看見神的

愛與美好，願意敞開心來認識基督。為神的

話能被翻譯成占碑馬來語禱告，願占碑馬來

人的生命被真理更新，在基督裡成為新造

的人，並興起許多被聖靈充滿、為主火熱的

門徒，為主得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對於住在蘇門答臘島中部的占碑馬來

人來說，巴當哈里河（Batang Hari）
與其支流，是他們離不開的生計來源 占

碑馬來人在此捕魚。他們乘小船在茂密的雨

林和沼澤中移動。但越來越多外來者（多數

來自爪哇島），正不斷遷入占碑。這些外

來者帶來了新式的捕魚和農作方式，但占碑

馬來人堅持維持古老的捕魚和農耕方式。然

而，這些外來者的方式常常是更有生產力和

效率的，這讓占碑馬來人很難與他們競爭，

於是占碑馬來人很不喜歡這些外來者。

 占碑馬來人幾乎全是遜尼派穆斯林。占

碑省是蘇門答臘島其中一處伊斯蘭勢力深厚

之地，每個村莊都有清真寺或祈禱所，和伊

斯蘭宗教學校。但就像許多印尼的穆斯林一

樣，占碑的伊斯蘭信仰參雜了民間的泛靈習

俗，有很多傳統儀式，並會尋求巫師、獻祭

給諸靈。

 部分聖經經卷被翻譯成占碑馬來語，但

沒有完整的占碑馬來語新約、舊約聖經。

你們就是我們的（推薦）信，寫在我們

的心裡，被眾人所知道所念誦的。（林

後3:2）

 信 保羅說他不需要別人寫推薦信，

因為他的讀者就能夠推薦他了，他們都是保

羅親自在耶穌基督裡栽培、建立的門徒，眾

人只要看見他們，就知道保羅是個怎樣的師

尊和為人。好樹結好果子，人們跟隨怎樣的

人，就會效法怎樣的人，我們是否也能指着

某些人說：「別人看見了你們，就知道我的

人品了。」

 在希臘世界觀裡，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

體，誰都不能顯示別人的品格，只能顯示自己

的品格。但保羅不這樣想，他了解和相信自

己的徒弟，他們就是自己的「推薦信」。

 希臘字epistole就是「信件」，是前一

節「推薦信」的同義詞。推薦信通常是為別

人說好話的，卻不一定證明此人真正的人

品。但如果我使你的生命發生了轉變，那麼

別人就真的能從你身上看見我的為人了。  

 希伯來世界觀是集體的，一個人的行

為一定會影響周遭的人。保羅影響跟隨他的

人，你我也一樣。

和雨林、河流分不開採錫業沒落，觀光業待興

印尼｜占碑馬來人Jambi	Malay	印尼｜邦加人Bangka	People

人口｜44萬　集中地｜邦加島　語言｜邦加語 人口｜100萬　集中地｜占碑省　語言｜占碑馬來語

Photo by Kanoke_46 on iStock蘇門答臘島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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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葛林芝人當中若沒有保羅栽

種、亞波羅澆灌，他們的信心、生

命與教會就很難有成長的機會！求祢差派人

投入葛林芝人的福音工作中，協助翻譯聖

經、傳揚福音、拓植教會。祝福葛林芝基督

徒可以在信仰中成長，成為聖潔生活的榜

樣。我們更奉祢的名捆綁在葛林芝人當中的

巫術與泛靈權勢，願祢引導葛林芝人認識：

唯有祢是那叫一切菜蔬生長又掌管天象的

神，使他們成為有盼望又有安全感的農人。

也求祢在當中興起底波拉，將這個母系社會

引到祢的面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葛林芝人是蘇門答臘島的山區原住

民，是母系社會。「母系」是什麼意

思呢？意即隨從母姓；財產將傳承給女兒，

而非兒子；男人婚後與妻子的家人一起生

活，新娘的父母通常會在房屋中增建新房給

新婚夫妻居住。

 葛林芝人善於耕作，主要栽種稻米，也

種植菸草、馬鈴薯、水果和蔬菜。他們也從

雨林中蒐集椰藤，製作家具和家用品。

 葛林芝人幾乎都是穆斯林，但深受民間

泛靈信仰影響，迷信鬼魂、精靈、巫術和自

然諸靈。農人為了有好收成，會舉行儀式並

獻祭，以驅趕雨林和天空中的邪靈。

 葛林芝人中只有極少數的基督徒。僅有

全球福音錄音網（GRN）錄製了葛林芝語的

有聲福音資源，但需要有人想辦法讓葛林芝

人聽見！

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詩

15:1）

	 寄居 中文翻譯「寄居」比較準確；

英文用abide這詞，會讓人誤以為是永久住在

的帳幕。

 我們需要了解「寄居」的希伯來字gur
的意思，因為耶穌正是用這個字來表達父、

子、聖靈和我們彼此內住的關係。

 Gur的意思是「寄居」，就是一個外國

人在某地方暫住下來。無論外國人會住多

久，這地方終究不是他的家，因此他需要接

受當地人的接待。我們也是一群接受神款待

的寄居者，神允許我們住在衪的帳幕，就是

一份恩典。這裡更準確的表達是 凡需要

庇護的寄居者，神都願意接待。

 接下去的經文說到神要用慈愛和恩惠待

我們。Gur意味着神會以憐憫來供應我們的

需要，白白為我們提供這份庇護的恩典。

 在 新 約 ， 耶 穌 說 我 們 若 不 常 

「住」在祂裡面，讓祂也住在我們裡面，就

不能結果子。說的是一種彼此接待的關係

神接待了我，我也需要為主耶穌留下空

間，允許祂常常來訪。

 大衛說得好，神讓我們能夠住在祂的帳

幕。我們也需要同樣接待彌賽亞住在心裡。

向神靈祈求豐收

印尼｜葛林芝人（克里西人）	
Kerinci	People	

Photo by EndraRizaldi on iStock

人口｜29萬　集中地｜占碑省　語言｜葛林芝語

蘇門答臘島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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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以色列百姓為奴四百年，蒙

祢救贖引領出了埃及！魯烏人在伊

斯蘭的轄制下也過了四百年了，求祢釋放魯

烏人從伊斯蘭的壓制下得自由，好作祢的國

民事奉祢！我們祈求塔伊語全本聖經完成翻

譯，更求祢使塔伊語的耶穌傳影片，能被帶

到不同的聚落中播放，讓他們認識主這位逾

越節的羊羔。魯烏人慣用認養的方法強化兩

個家庭的關係，祢更是在屬靈上認養魯烏人

的天父，願祢親自教養這個族群，使他們在

神的家中做祢的兒女，領受兒女的基業！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印尼被稱為萬島國，其中約有六千個

島嶼有人居住。魯烏人住在印尼五大

島之一的蘇拉威西島（Sulawesi），以務農

為生。 

 魯烏人成為穆斯林已經超過四百年了。

穆斯林貿易者將伊斯蘭教帶到了蘇拉威西

島，並被島上的魯烏領袖所接受，成為蘇拉

威西島率先接受伊斯蘭教的群體，但泛靈信

仰至今仍深深影響他們的生活。

 魯烏人的村莊很小，由4~6個大家庭組

成。他們有特殊的認養習慣，透過收養孩子

來強化兩個家庭間（通常是親戚、朋友）的

關係與連結，孩子由親生父母與養父母共同

撫養長大。

 魯烏人的母語聖經只完成部分經卷翻

譯，但已有塔伊語的《耶穌傳》電影，希望

他們有機會能看到這些資源。

你 派 他 管 理 你 手 所 造 的 … …	

（詩8:6）

 派他管理 「派他管理」這四個字聽

來不錯，彷彿我們被選為全地最高的首領，

管理着一切的萬物。

 且慢，希伯來動詞「派他管理」mashal
是「治理」的意思，但和創世記1:28神要亞

當和夏娃「治理這地」的觀念不同。創世記

的「治理」是用了radah這字，包含了命令

式的行使權柄；而這節詩篇經文則有「受差

派成為一個代表」的含意，而且是一項未完

成式、持續進行的行動。換句話，我們受造

有一個被差派作為神代表的目的，既然你的

一生就是作為神的代表，這就需要不斷去做

的事。

 另外，這裡的詞格是hiphil式，表示是

神「使」人去管理，而非人主動的選擇，因

此無論人是否願意參與，都已經被指派去負

責這項工作了。這意味着無論我們是否承認

祂是神，都得要為如何治理祂手所造的來交

帳。這也定義了我是神的管家，是個要向神

交帳的人。

 神擁有一切，也賦予我們權柄代表祂，

像祂那樣「治理」，但凡你所經手的種種一

切，祂都會向我追討責任。

島上最早接受阿拉的群體向神靈祈求豐收

印尼｜魯烏人Luwu	People
印尼｜葛林芝人（克里西人）	
Kerinci	People	

Photo by lanabyko on iStock

人口｜29萬　集中地｜占碑省　語言｜葛林芝語 人口｜36萬　集中地｜南蘇拉威西省　
語言｜塔伊語（Tae'）

在蘇拉威西島上收割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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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當西方宣教士在巴塔克族耕耘

帶出歸主運動時，曼代寧人是唯一沒

有接受福音的巴塔克群體。我們惋惜，卻也

看見曼代寧人有相近文化的基督徒能觸及他

們。願祢感動其他三個巴塔克分支來向曼代

寧人傳福音、活出福音、見證福音。求祢打

開曼代寧人的心眼，讓他們真正明白福音的

奧祕，曉得信仰不是被迫、也不是傳統。更

幫助他們了解祢才是他們永遠不變的產業，

是他們杯中的份。有祢同在，祂們就有人生

最大的榮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曼代寧人是巴塔克族（Batak）的四

大分支之一，巴塔克族在西方宣教士

們的努力耕耘下，成為蘇門答臘島最令人津

津樂道的歸主見證，但曼代寧人則是唯一沒

有接受福音的巴塔克群體。所以他們經常需

要向其他印尼人解釋這件事情，因為多數人

認為巴塔克人都是基督徒。

 當一個曼代寧人離開家時，他會期待兩

件事情：土地和一塊可建造房屋的地方。孩

子和土地被視為個人榮譽的象徵，能使人得

到尊重和地位，多多益善。曼代寧人以種植

水稻為生，他們看重土地，若沒有取得村莊

領袖和村民的許可，他們不能出售自己的土

地。

 很 久 以 前 ， 曼 代 寧 人 信 奉 一 種 印

度教和傳統巴塔克宗教混合的信仰。接

着，島上最大的穆斯林群體米南佳保人

（Minangkabau）強迫他們成為穆斯林。但

儘管如此，曼代寧人的生活仍不脫離民間信

仰的影響。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

給他們穿。（創3:21）

 給……穿 亞當和夏娃犯罪，他們就

永遠失落了某種東西。他們失落了神所提供

的原始衣服；他們失落了彼此的透明關係。

從此，他們的關係變得需要有所掩藏和遮

蓋。

 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到的功課：第一、亞

當和夏娃試圖為自己縫製無花果樹葉的衣裳

遮羞，卻根本不濟於事。今天我們也一樣，

人與人相處時想要小心地「編織」關係，以

便「遮蓋」那些破口，那是無用的，和始祖

所編織的衣裳一樣，不能永久遮羞。

 第二、只有神可以供應我們充分有效的

遮蓋。為了供應人的需要，神不得不殺獸取

皮。希臘動詞labash（穿衣服）清楚說明，

神親自為亞當夏娃縫製了衣服。這也許是歷

史上的第一次死亡事件，就為了補贖亞當的

錯誤而發生。

 現在我們不再穿獸皮，我們穿戴為我們

死、又為我們復活的基督，我們必須穿上新

人的衣服，因為這是神為我們預備的衣服，

不穿上的人就依然還是赤身露體。

成功人生是有地、有孩子

印尼｜曼代寧‧巴塔克人
Batak	Mandailing	People	

Photo by masbebet christianto

人口｜124萬　集中地｜北蘇門答臘省　語言｜曼特寧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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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祢是遠處的神，也是近處的

神，縱使瓦卡托比是個頗為原始的

族群，祢仍舊可以運行在當中。瓦卡托比

奉行伊斯蘭蘇非派，願對經歷神的重視會

推動他們去尋找真理，使他們發現這道離

他們不遠，就在他們口裡、在他們心裡。

求祢差派海外慈惠組織協助他們，帶來基

礎建設、醫療、教育和福音的祝福。求主

引導在海外謀生的瓦卡托比人聽聞福音並

被造就，成為將福音帶回家鄉的門徒。求

祢開展瓦卡托比母語聖經的翻譯，願瓦卡

托比人喜樂地順服神的話。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瓦卡托比人（Wa k a to b i）以他們所

居 住 的 四 個島 嶼 的 首 字 母 縮 寫為

名：旺奇旺奇（Wangi  Wangi）、卡萊度帕

（Kaledupa）、托米亞（Tomia）、比農科

（Binongko）。旺奇旺奇島是四個島嶼中發

展度最高的，且是交通運輸的樞紐。托米亞

拜浮潛勝地所賜，位居第二。其他兩個島嶼

的基礎建設，仍有許多尚待發展。

 瓦卡托比有9個群體，各自有所屬方言，

但彼此湊在一起還是能交流溝通。他們主要

以農業為生，許多男人是漁夫或造船匠，但

缺乏就業機會，導致許多人航行至其他地方

找工作。女人則用從事陶作、編織、烹飪、

清潔等工作。除了缺乏教育、技職培訓，他

們也需要改善電力、淨水和醫療等生活基礎

設施。

 瓦卡托比人是穆斯林，尚沒有完整的母

語聖經譯本。

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惱怒；因我得罪了

祂，直等他為我辨屈，為我伸冤。他必

領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見他的公義。	

（彌7:9）

 忍受 希伯來字nasa’有三種意思：承

擔、舉起或拿去。彌迦是用哪種意思呢？

 首先要知道我得罪了神，需要神的幫

助，這是最重要的起點。在希伯來觀念中，

「承擔」和「除去」有密切的聯繫。當一個

人得罪了神，他就擔了重擔，需要除去這重

擔，而這重擔需要藉着神的赦免才能除去，

出19:4說：「神將祂的百姓背在翅膀上，帶

來歸祂」，是神主動要幫助我們卸下這承

擔。

 因此，任何人如果不承認自己背負罪

擔，或想靠自己的努力來擺脫罪的困境，都

是行不通的，因為那就表示我不需要神的幫

助。

 先知彌迦說人要背負（忍受）得罪耶和

華的惱怒，但現代人都不想負重擔，也不明

白自己的境況，如果沒有感受到擔着罪的重

擔，就不會知道什麼是除去罪疚的自由，更

不會感激神。就如主問法利賽人西門：「這

兩個人哪一個更愛他呢？」西門說：「我想

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小島生活簡簡單單成功人生是有地、有孩子

印尼｜瓦卡托比人Wakatobi
印尼｜曼代寧‧巴塔克人
Batak	Mandailing	People	

Photo by Yarygin on iStock

人口｜124萬　集中地｜北蘇門答臘省　語言｜曼特寧語 人口｜28萬　集中地｜蘇拉威西島東南部　
語言｜南圖康伯西語（Tukang	Besi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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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祢是永遠的君王，祢的國有公

義、平安及聖靈裡的喜樂。我們祈求

祢來為卡達央‧汶萊馬來人爭戰，他們被地

上的君王轄制，限制他們的文化、恩賜，還

有信仰與生活方式，求祢使用我們的祈禱來

攻破在馬來西亞與汶來的屬靈堅固營壘，使

祢的國降臨；使祢的旨意通行在此地；使政

府對聖經翻譯工作保持開放態度。更求祢打

發福音使者進到卡達央‧汶萊馬來人當中，

活出令他們羨慕的天國子民生活，幫助他們

也願意成為祢的百姓，尊祢作他們的王！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今天這個族群，跟亞洲第一大島婆羅

洲島有關。這座島屬於三個國家：印

尼、馬來西亞、汶萊。印尼人叫它加里曼丹

島（Kalimantan），馬來人則稱它為婆羅洲

島（Borneo）。

 卡達央‧汶萊馬來人源於島上的汶萊，移

民到馬來西亞的沙巴、砂拉越。現今在汶萊

有18萬人，馬來西亞有36萬人。

 汶萊自從獨立後，蘇丹大權在握，推行

馬來穆斯林君主制，政治、宗教和言論自由

都相當受限。數十年來汶萊蘇丹一直推動更

嚴格的伊斯蘭教治國。馬來西亞伊斯蘭化的

宗教處境也不遑多讓。

 政府透過政策，以及與穆斯林傳教士

緊密合作，想讓他們的民間穆斯林信仰更純

正。也釋放誘因想讓其他泛靈崇拜的卡達

央‧汶萊馬來人成為穆斯林。這帶給卡達

央‧汶萊馬來人文化和生活上的改變，他們

對植物藥草的知識可能會漸漸失傳，而這正

是科學家們正在關注研究的。這些伊斯蘭化

的政策，也威脅了為他們翻譯聖經的計劃。

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惱怒；因我得罪了

祂，直等祂為我辨屈，為我伸冤。祂必

領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見祂的公義。	

（彌7:9）

 公義 「公義」的希伯來字Mishpat
不是在說一個道德理論或法律意見，而是 

「 所 執 行 的 正 義 行 動 」 的 最 終 結

果。Mishpat是神對他的子民的要求，要我

們行在祂面前，做當作的事，像祂那樣在人

和鄰舍中間施行公平。

 現代的人在施行公義方面都相當含糊，

許多時候我們並不確定什麼是該做的事；

我們知道體制有問題，但卻不知問題出在哪

裡？該怎麼辦呢？

 不要想靠自己來解決公義的問題，我們

需要轉向神，聽從祂的指示和教導；也不要

自大地想與神討價還價，或為自己辯護；不

要漠視神的怒氣，更不要自以為可以改變律

法來迎合自己的需要。公義和道德是由神所

界定的，我們的責任是遵行祂眼中的義。從

立法到司法都得如此。

把百姓變成穆斯林

卡達央‧汶萊馬來人
Kedayan	Brunei	Malay

Photo by Yarygin on iStock

人口｜55萬　集中地｜馬來西亞、汶萊　語言｜汶萊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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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百姓變成穆斯林
人口｜55萬　集中地｜馬來西亞、汶萊　語言｜汶萊語

天父，禱告有許多宣教士或宣教團

隊深入耕耘土瓦。祝福德林達依省

成為緬甸的福音之地，有許多教會被建立，

充滿屬靈的活潑與生命力，以及向外擴展的

影響力；使許多來到此地的商人和移工遇見

神、領受福音。求主使緬甸政治、經濟、人

權問題得以改善。懇求主為塔維揚語的聖經

翻譯、福音資源的製作開路，預備合適的團

隊、足夠的資源，以及有效的曝光推廣策

略。祝福塔弗揚‧土瓦人有屬靈的洞察力，

願意尋求基督，被聖靈更新，順服神的話

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緬甸是東南亞一個多種族的佛教國

家，由軍政府掌控。因着人權不彰，

緬甸長期被歐美國家制裁，經濟落後，百姓

生活貧苦。

 塔弗揚‧土瓦人住在緬甸南部一個狹長

地帶，鄰近泰國。泰國薪資較高、工作機會

較多，吸引很多人跨越泰緬邊境到泰國，合

法或非法地打工。

 塔弗揚‧土瓦人多數分布在德林達依

省，特別是土瓦市（Dawei）。緬甸、泰國

與日本政府在此合作興建土瓦經濟特區，企

圖打造東南亞最大的工業園區及深水港。土

瓦的商機正吸引許多商人

前往。

 雖然塔弗揚‧土瓦人

說的方言和飲食與其他緬

甸人很不同，但未來他們

將比別人更有機會接觸到

工業化、都市化的環境，

並與文化、語言很不同的

群體融合在一起。

 塔弗揚‧土瓦人需要

願意理解他們的宣教士，也需要塔維揚語的

聖經。他們還沒有母語的《耶穌傳》電影和

福音廣播。

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惱怒；因我得罪了

祂，直等祂為我辨屈，為我伸冤。祂必

領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見祂的公義。	

（彌7:9）

 直等祂 這節經文的重點是「得救」。

詩人現在所受的苦難，是因為得罪了神，沒

有其他辦法可以避免，但是等到（’ad）神的

拯救來到，就會看見神的公義了。

 等待神的過程可能很難過，但是得罪

神本來就會有惡果，神的恩慈和饒恕並不會

除去犯罪的後果，人必須承當和經歷這些後

果。

 從這節經文我們學到兩個功課。第一、

神必提供援救。祂是被得罪的那一位，因此

只有祂能夠帶來和好與饒恕。我們必需謙卑

意識到自己得罪了神，並向祂認罪。

 第二，神不勉強去拯救那些認為能自救

的人。只有要淹死的人知道自己需要救主，

所以神等到（’ad）人了解自己真實的危險

時，就必伸手援救。

 彌迦要我們知道，神會等到人後悔認罪

之後才施行拯救。因為我們需要經歷神的憐

憫，也需要看見神的公義。

日本人幫忙打造經濟特區

緬甸｜塔弗揚‧土瓦人（大維人）
Tavoyan	Dawei	People

人口｜45萬　集中地｜南部沿海地區、德林達依省　
語言｜塔維揚語（Tavoyan）

Photo by Creat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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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雖然他們聽不見聲音，也無

法用正常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

但祢聽祢羊的聲音，祢的羊也認識祢。我們

祈求孟加拉的聽障者獲得聖經以及相關事工

單位服事他們，並且發展手語聖經。求主祝

福那些積極想幫助聽障者的社福機構，願他

們藉着倡議立法、建立聽障者學校，幫助聽

障者更順利地進入社會。也為孟加拉的醫療

資源與生活環境得改善來禱告，以減少人們

後天失聰的機率。禱告當孟加拉的聽障者找

到救主時，他們會明白，他們在主的身體中

有一獨特的功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聽障有分先天與後天聽障。在孟加

拉，許多是屬於疾病或噪音所產生的

後天聽障者。慢性中耳炎是常見的原因。

 孟加拉的聽障者有40%沒有工作，受過

教育的聽障者也未必能找到工作。聽障者的

生活本來就障礙重重，但更令人心疼的是，

幾乎95.5%的聽障者未受過教育。不知有多

少人被隔離在自己的家中或村莊裡，無法學

習。他們無法看聖經，也沒有母語的手語聖

經能向他們訴說神的盼望。

 孟加拉政府和本地的倡議團體正在努力

將他們融合入社會中。他們需要聽障者學校

或學習資源，還有普及的手語服務。除此以

外，他們靈性也需要被基督滿足。願神的使

者看到他們的需要！

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惱怒；因我得罪了

祂，直等祂為我辨屈，為我伸冤。祂必

領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見祂的公義。	

（彌7:9）

 必領我到 希伯來動詞yotset，意思是

「領出來」。這使人很清楚看到：人得罪了

神，導致我們進入黑暗，神要把我們從黑暗中

「領出來」。

 很多時候，人們喜歡把見不得光的事掩

藏起來，所以要進入光明，其實也需要很大

的勇氣，但光明是美好的，千萬不要拒絕。

 首先我們要留意，領我們出來的是神，

而不是我們自己。我們無法做任何事改變

現況，只能被動地忍受神的惱怒，等候祂 

「領我們出來」的一天。其次，公義僅僅屬

於神，以色列是被神領進祂的光明和聖潔中

的。同樣的，我們也沒有辦法從別處找到公

義，惟有神是我們唯一的拯救。

 所有的黑暗都必須要被神對付，那些

所謂的自我修正或治療等方法，都不能夠真

正幫助我們，我們最好早點認清這事實。或

許，神會興起一些人或一個敵人，來對付我

們生命中的黑暗，但別害怕，神最終的心意

是要領我們離開黑暗，到時我們就能見到神

奇妙的恩典了。

需要「主的手」向他們說話

孟加拉的聽障者Deaf	of	Bangladesh

Photo by Sunduslive on iStock

人口｜超過700萬　語言｜西孟加拉手語（WB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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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主的手」向他們說話

孟加拉的聽障者Deaf	of	Bangladesh

人口｜超過700萬　語言｜西孟加拉手語（WBSL）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詩

23:5）

 擺設 希伯來動詞「擺設」 ’arak也

可翻譯為「預備」。在以色列古文化中，預

備共同進餐，常伴隨着重要的談判、協商事

件，也代表了熱情待客與牢固友好的交情。

 一般人不會想在敵人面前「預備」筵席，

因為這字所要表達的，是友好的姿態，而有敵

人在場的筵席則是充滿危險的。但在這裡神

是設宴的主人，一起坐席表示我和神有深厚

關係，有神確保我們安全，所以不必擔心。

 ’arak描寫了安排和準備的情形，其意義

也可以擴展到「估價」或「策劃一場戰略、

為某事鋪排、準備法律論證」。箴言9:2提到

「智慧擺設筵席給來尋求祂的人」，當我們

尋求神的時候，祂也會如此為我們設計和安

排生活；即使在我們的敵人面前，神也會為

我們打點一切，叫我們可以安然享受筵席。

 我們都知道神能夠為我們預備筵席，

但許多時候我們還是不放心，想用自己的方

式插手。放下廚具吧！安心讓神來為我們預

備。神有祂的方式，雖然可能和我們所想的

不同，卻是合祂心意、對我們是最好的。

 你想吃一頓豐富的筵席，還是只滿足於

吃速食？在一個追求快速成績的世界，等候

神可能很困難，但盛宴如醇酒，需要時間醞

釀，生命亦然。你若想要享有豐富筵席，就必

須願意耐心等候，讓神為你預備筵席，日後才

有機會知道神的筵席有何等大的好處。

親愛的天父，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這一天，請按聖靈感動，

寫下你為缺少母語聖經的

族群的禱告。

Photo by Sonia Dhankhar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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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一位巴基斯坦資

深宣教士

資料出處  Global 
Prayer Digest

巴基斯坦
受人厭棄的
印度教徒

Photo by Adam Cohn

 巴基斯坦是繼印尼之後，全球第二大穆

斯林國家。在這個國家裡，有印度教徒？是

的！不過絕大多數都在1947年印巴分治時，

被迫離開了這個穆斯林國家。然而最貧窮的

印度教徒穿越不了大沙漠，因此他們滯留在

巴基斯坦，成為格格不入、常受歧視的少數

宗教群體之一。

 當時曾有一些充滿愛心的宣教士，去到

這群印度教徒當中服事。一位曾在巴基斯坦

服事數十年的宣教士，為他所深愛的印度教

徒，寫下了這份禱告指南，也記錄了許多印

度教徒動人心弦的歸主故事。

 如今，極少人還留在這個禾場，但收割

還沒有完成。現在，外人很難進入巴基斯坦

印度教徒居住的地區，但我們知道神能做萬

事。當你為這些印度教徒禱告時，也請記得

求神差派更多宣教士到他們當中，直到豐收

滿滿！

這個月的主題是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群

體，對此我非常高興。20多年來，我

一直祈禱，希望這些被厭棄的人們，能得到

很多人的關注與禱告；而這個月將會有成千

上萬的讀者為他們禱告。我禱告當你使用這

份代禱指南時，你會愛上這些人，並在這個

月結束後，繼續為他們代求。也許你們當中

有些人，會有榮幸把福音帶給他們。

 要看到巴基斯坦的未得群體被基督得

着，困難重重。這個人口排名世界第六的大

國，當中的基督徒群體極少。雖然鄰國印度

有更多未得群體，但至少南印度的本地教

會、宣教機構，還有可能接觸到一些印度的

未得群體。相較之下，巴基斯坦極度缺乏本

地工人去接觸本國的未得之民，就連外國的

宣教工人也極少能在當地活動。

Photo by Roberto Saltori

1947年擱淺的人們

 1947年，巴基斯坦從印度的版圖中獨

立出來，印巴的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展開大遷

徙。穆斯林移民到東巴基斯坦或西巴基斯

坦，而印度教徒則遷到印度。大遷徙的過程

中，發生了大規模的種族衝突，穆斯林與印

度教徒互相殘害、報復，驅逐彼此。

 本月我們代禱的印度教徒群體，主要

住在現今巴基斯坦的東南部。印巴分治後，

他們要移民到印度的話，需要穿過塔爾沙漠

（Thar Desert，又稱印度大沙漠），但很

多人會死在沙漠裡；另一條路則是向北穿越

穆斯林重重的旁遮普地區，但他們知道自己

很可能會成為種族衝突的犧牲品。所以，許

多人留在原處，企求安分守己地過日子。但

由於宗教不同，加上印巴兩國交惡，有些穆

斯林會把對印度的恨意投射在這群印度教徒

身上，並認為他們就是不愛國（巴基斯坦）

的叛徒。他們始終被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所恨

惡，處境每況愈下。他們在社會上沒有立足

之地，被迫住在沙漠裡。

 普蘭‧拉姆（Puran Ram），一個年輕

的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從小時候起，同學就

嘲笑他的梵文名字，多有歧視。到了大學，

甚至有同學拒絕與他一起上課。除了教育和

工作上的排斥，在巴基斯坦女孩及年輕婦女

更要擔心自己的安全，根據巴基斯坦人權委

員會的資料，光是2018年的信德省，就有一

千名印度教徒和基督徒青年，遭到綁架並被

迫改信伊斯蘭教的威脅。

時代變遷，
種姓群體也在改變樣貌

 大部分的印度教徒最初就在南亞大陸生

活，曾被不同的侵略者壓迫。有些人試圖通

過改變種姓名字，隱藏自己的身分，來逃離

惡劣的社會環境。就我所知的一個群體，最

初住在印度孟買（Mumbai）。後來他們搬到

北方，更改姓名超過35次，但他們仍被視為

社會邊緣人。因為一出生，種姓就決定你的

社交圈、配偶、工作、你能和誰一起吃飯，

甚至限制你可以和誰說話。印度教徒見面，

只需要三言兩語的交談問候，包括得知「你

弟弟在婚禮上騎的馬的顏色？」就能從這些

生活經歷，測知你種姓階層的位置。

 有些印度教群體的記錄，已很難追溯。

英國殖民政府來到南亞大陸時，曾為了了解

種姓制度而展開調查與記錄，此舉使各種姓

被具體定義，無形中也更強化了各群體的差

別意識。但現今很多群體已改了名字；另

外，梵語的某些發音，無法找到對應的英文

表達，這導致同一個群體的名字，常出現不

同的拼寫方式，使宣教的研究工作更為困

難。

為什麼要分這麼多不同的群體？

 20世紀左右，有三個大饑荒。很多群體
冒險穿過塔爾沙漠，向東遷移到印度河谷地
區（Indus River Area）。很多人在這次遷移
中喪生，許多人改了名字，盼望告別從前的
身分。但在1947年分治後，留在巴基斯坦的
印度教徒受到穆斯林政府更重的壓迫。

 有些群體人數眾多，但輕視他們的穆斯
林政府，不會精確統計他們的人數，免得他
們有資格獲得議會的一個席位。他們難逃被
邊緣化的命運！

 對於不了解他們的人而言，很多群體
看似相同，甚至說相似的語言，那為什麼我
們把他們定義為不同的群體呢？舉例來說，
我從我家附近的一個群體學習了馬瓦里語
（Marwari）。當我去到我要服事的目標群體
時，卻被排斥，因為他們很快就意識到我的
馬瓦里語和他們的有些不同。即使是很細微
的語言差異，也會把人們分成更小的群體。

 加上種姓制度更輕易地把人們細分成
很多小群體。他們之間不會通婚。也不和其
他群體吃飯、來往。他們有自己的職業，甚
至對相似語言的詞彙，有着不同的看法與理
解。很多時候，他們所敬拜的神明與儀式也
不同。

Photo by Adam Cohn

接受福音的障礙

 在巴基斯坦六十多個印度教部落中，大

部分的人不識字，常常也被禁止去當地學校

上學。為了帶領他們認識基督，教人識字是

我們最初的方法之一。很多人非常積極，用

6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為時9個月的初階學

習，有些更積極追求更進深的教育。

 寫到這，我就想起一個年輕人，他去學

校深造後，隨後回到我的辦公室幫忙，製作

初級課本和其他福音材料。儘管社會認為他

們愚笨無用，但我們發現，他們是和我們一

起工作過的人當中，最聰明的人之一。他們

只是一直得不到機會。

 除此之外，他們一直住在被伊斯蘭教和

印度教勢力捆綁的地方，仇敵不會輕易放棄

他們。我和我培養的領袖經歷過很多次撒旦

的攻擊，甚至有些領袖去世了。我們學到，

我們需要人們為我們每一個人守望。我們必

須以禱告為有力的後盾，才能接近、得着他

們。

 由於種姓制度的禁錮，他們不會輕易

接納任何外人。當我第一次去一個群體，他

們無不驚懼逃跑，認為我是一個「白色的神

明」，而且認為神明只會發怒，使人遭殃。

為此，他們一生都在努力安撫神明，免得被

毀滅。他們沒有一位慈愛上帝的觀念。

 其次，他們驚懼逃跑，是因為到過這裡

的外人只有穆斯林，而他們帶着這裡的美貌

女子私奔了。

 而且，巴基斯坦基督徒也不容易接近他

們，本地人視他們為另一個種姓，有不同的習

俗，語言和文化，就像另一種外國人。

 在他們當中服事的宣教士們，常常經歷

簽證、疾病和其他問題，迫使他們離開這個

服事。

 你愛這些被遺忘、被棄絕的人嗎？我無

法再回到我曾服事的群體中，最近一個部落

的基督徒領袖去世了。誰會代替我們？是你

嗎？ 

我們一起禱告！
	 數千年來，撒旦控制着他們，我們必

須用禱告打破這些捆綁。

	 求神興起代禱勇士為巴基斯坦的印度

教徒與福音工人禱告。求神使用我們

的禱告帶來屬靈的突破，使未得群體

中有群體歸主運動，建立教會，造就

門徒。

	 禱告這群受藐視的印度教徒，能與慈

愛創造主建立親密的關係，找到他們

的身份和價值。

	 本月你所代禱的每個未得群體，都極

需要工人。請為能有許多工人去收割

莊稼禱告！

Photo by Kehitys Leh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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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卻立志，不……玷污自己。	

（但1:8）

 立志 我們對「立志」的理解主要是

一個知性過程，所以把原本亞蘭文要表達

的改為但以理在理智上做的決定。然而，

亞蘭文要說的是更強有力的信息，直譯應該

是「可是但以理放在他心上」，關鍵字是

shavats（放在）和lev（心）。

 lev告訴我們但以理全人參與這事，他的

意志、思想和感情全投入在他的行動中；他

把一切都賭進去，熱誠地、全心全意地做這

件事。

 shavats說得更清楚。shavats由三個子

音組成，這些子音可以有兩個不同的意思。

一、「鑲嵌」，通常用來描述製作珠寶的技

巧，有謹慎琢磨一個作品的意思。這字用來

描述但以理在巴比倫如何謹慎地為神製作一

件「珠寶」；二、shavats含有焦慮、痛苦的

意思。因此，但以理的決定並不簡單，更不

是單純理性上的決定，乃是經歷了掙扎、揪

心做出的決定。

 今天，「巴比倫」也要同化你，要你

接納它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不願意被同化，

只是頭腦想一想並不足夠，必須像但以理使

出全人全力才行。這樣的決定需要謹慎地琢

磨，並且要準備付出很高的代價。

1855年，美國長老會宣教士安德魯‧

戈登（Andrew Gordon），親身經歷到

印度的炙熱天氣。他從印度加爾各答上岸，

穿過南亞大陸，抵達現今的巴基斯坦地區。

他在帳篷裡度過了兩個夏天，忍受着酷熱和

偶爾被劫的遭遇。

 他的服事沒有得到任何回應，直到一名

男子甘那亞 來自低種姓的梅格人 聽

了戈登的講道，甘那亞把村裡和他一起接受

基督的人帶到戈登的家。部落的其他人被甘

那亞的行為激怒了，他們拆毀了他的家，綁

架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們，送到喀什米爾國作

人質。

 甘那亞禁食禱告，隨後試圖進入喀什

米爾。他尋求向國王申訴的機會，卻被扔到

城外，並被禁止踏進喀什米爾。宣教士和梅

格人信徒禱告了6個月。國王威脅要殺死任

何給甘那亞食物的人，因此他坐在城門外，

禱告、吃草。最終，經歷多次嘗試，他看到

他的禱告得到奇蹟般的回應，他的妻子和孩

子被釋放。甘那亞經歷了試煉，成為一個大

能的禱告勇士；禱告帶來了旁遮普教會的誕

生。

天父，為着現今巴基斯坦面對患

難、試煉的基督徒與宣教士禱告，

「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

等的磨煉，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

探，被刀殺，披着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

跑，受窮乏、患難、苦害，在曠野、山嶺、

山洞、地穴漂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

人。」求主使他們靈裡的力量剛強，常常喜

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仰望為我們信

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並因那擺在前面的喜

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榮

耀了父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世界不配有的人

宣教士小傳1｜甘那亞
Missionary	Biography,	Kan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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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督耶穌僕人的以巴弗問你們安。他

在禱告之間，常為你們竭力地祈求。	

（西4:12）

 竭力 我們常常不把禱告當一回事，

視為無關緊要、可有可無的事， 卻不知道禱

告是很花費氣力的工作。

 以 巴 弗 竭 力 地 祈 禱 ， 希 臘 文 是

pantote agonizomenos，英文agonize便是從

這字來的，意思是「痛哭流淚」。

 我們在知識上或許明白「竭力祈求」

的意思，也知道人的努力一定要和神的心意

一致，否則不成事，這需要靠禱告才行。然

而，我們就是很難禱告！似乎禱告比做任何

事都更難，我們可以排除萬難爬上險峰、登

陸月球，甚至到遠方傳福音都沒問題，但要

好像以巴弗那樣竭力祈禱，抱歉，做不來！

 不應該這樣。我們本應常與神交談，熱

切地代禱，好像耶穌一樣流淚禱告。為什麼

神的兒子嘆息，我們卻不嘆息？神的兒子為

耶路撒冷哭泣，我們無動於衷？

 以巴弗不是為自己的事痛心流淚，他明

白自己的祭司職分是要為別人代求，要在禱

告中把別人托起來，所以他竭力地祈禱。我

們也應該像以巴弗，每次同心禱告時，都是

竭力地祈求。

梅格人不願意聆聽甘那亞傳講的信

息，因此這位禱告勇士開始向另一個

種姓傳福音！第一個信主的人是迪特（Dit）
，他是跛腳的，曾被甘那亞從洪水中救出

來。迪特的族群慢慢開始轉向主，把他們的

種姓名字改為「旁遮普基督徒」（Punjabi 
Christians）。

 長老會宣教士們創辦了男童學校和女

童學校。1880年代，一位宣教士在女童學

校分享，他的信息觸動了年輕女士米麗亞

姆（Miriam）的心，她是梅格人。一年內她

帶領290個學生，每10人一組，禱告直到深

夜。隨後這些女孩和自己村裡的其他女孩組

成禱告小組。兩年內，許多婦女加入了小

組。

 女孩們擔心沒有男子禱告小組，因此聯

繫到甘那亞，獲得他的幫助。不久後，大家

都天天禱告，求神帶領他們的同胞認識主。

 在 世 紀 交 替 時 ， 宣 教 士 約 翰 ‧ 海 德

（John Hyde，祈禱的海德）到了這裡，神

使用他串聯這些禱告小組，舉辦大型聚會一

起禱告，並教導關於禱告的事情。

 1903年，旁遮普基督徒群體中開始出現

復興，持續了7年，是記錄中最大的復興之

一。因此旁遮普教會是在禱告中誕生的。

天父，我們祈求這樣的禱告復興運

動，不只出現在巴基斯坦和過去，

如今全球各地教會，與各種族的基督徒當

中，肢體要開始連結，分別出固定的時

間，為福音未得族群禱告。主告訴我們：

「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

地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

全。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

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我們

祈求聖靈催逼我們來到神的座前禱告。也

賜給我們禱告同伴，能彼此托住，使下沉

的手舉起，發痠的腿挺起來。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人人組成禱告小組

宣教士小傳2｜甘那亞
Biography	Continued,	Kan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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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巴弗）為你們……多多地勞苦，

這是我可以給他作見證的。（西4:13）

 多多地勞苦 中文翻譯成「多多勞苦」

的字，英文的翻譯是deep concern（深深關

注）或trouble（煩惱），有的註腳說明是「很痛

心」，而希臘原文zelon polun的意思是「大發

熱心」。

 讓我們來看以巴弗如何在禱告中大發熱

心。

 以巴弗的禱告是極有熱忱、十分渴望

要達到目標的祈求。希伯來文中的「大發熱

心」zelos一般用在神國的事，和關於神的

旨意，所以以巴弗傾全力祈求的內容，一定

是關於神的國降臨在地上，懇求神除去一切

攔阻福音的障礙，因為他知道若沒有神的恩

典，人只能永遠失落。

 我平時會很關注經濟的發展，為各地發

生的天災感到痛心，也為自己每日要寫的靈

修文章煩惱。但以巴弗「多多地勞苦」超過

了我的這些關注、痛心和煩惱的事，他是效

法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是走向十字架

道路的禱告。

 今天，世人處在掙扎煩惱之中，他們不

認識神永不改變的愛，以為自己是沒有價值

的；他們用旅遊、金錢、享樂、藥物等方法

麻醉自己，卻漠視內心深處的痛苦和懼怕。

我們需要用以巴弗式的熱切來為他們禱告。

旁遮普教會持續成長，長老會差派了

超過一百位的宣教士教導他們。但仍

杯水車薪，因此他們邀請很多宣教團體來幫

助他們。

 直到1950年代，教會極重視禱告。1947
年印巴分治後，旁遮普信徒發現他們受到主

體族群穆斯林的排斥。他們很難在巴基斯坦

找到工作。同時，曾經非常看重禱告的宣教

士和旁遮普信徒，似乎把焦點轉到學校和醫

院的發展上，來提升基督徒的地位。禱告減

弱了，教會的力量和成長也衰減了。

 1970年代，宣教士開始在一個未得群體

中服事。但撒旦擄走了他們培養的一個又一

個領袖。他們深刻體悟，必須發展強健的禱

告運動才行。1990年代，神帶領宣教團隊，

開始在旁遮普教會建立禱告的事工。

 超過一百年前，旁遮普教會真真切切

地誕生於禱告，它是世界所知的最大復興之

一。如果人們不管環境如何，忠心禱告，這

些可以再次發生。

天父，為巴基斯坦教會禱告，願神

的聖靈更新巴基斯坦基督徒，使他

們靈裡剛強，在各地方能用生命的見證榮

耀主名。也求主打破壓制巴基斯坦的穆斯

林權勢，願神的道能突破困境，向百姓彰

顯，如同經上說的：「『他們恐嚇我們，

現在求主鑒察，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講

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並

且使神蹟奇事因着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

來。』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

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壇上的火不可熄滅

宣教士小傳3｜甘那亞
Biography	Continued,	Kanaya	

宣教士小傳2｜甘那亞
Biography	Continued,	Kan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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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

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

愛的。（林後9:7）

 樂意 奉獻是喜樂的事。若你出於義

務、勉強或罪疚感才奉獻，就完全錯過了重

點。

 希臘文hilaros描述一顆歡天喜地的心。

神喜愛以極大的喜樂來奉獻的人，因為在幫

助別人的事上，喜樂最能夠反映神的心。

 當你奉獻時，是否會感到不太開心？是

否只是認為身為基督徒，我就應該有奉獻的

義務？是否認定參與什一奉獻，才能得到神

豐富的祝福？

 如果你的奉獻不是出自充滿喜樂的心，

看看你的動機吧！捐得樂意的人曉得，感恩

的心是奉獻的惟一理由。當你感謝神在自己

身上的許多恩典，希望可以透過奉獻與別人

分享神的恩典，就自然會因為神賜給你奉獻

的機會，使你可以反映神的慷慨，而感到喜

樂無比，這才是神所喜悅的奉獻。

 你有足夠的膽量不再偽裝嗎？你準備好

對出自罪疚感或義務的奉獻態度說不嗎？讓

我們準備好全心轉向神，單單要求有機會在

奉獻中，以喜樂的心反映出神的恩典吧！

種姓制度掌控着印度教徒群體，並在

很多方面分裂他們，但他們的共同點

是，「皮爾」在所有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我們若無法明白皮爾的能力和掌控，就

很難贏得印度教徒歸向基督。

 皮爾是誰？他們是屬靈指引者，撒旦給

予他們很大的能力。皮爾左右着印度教徒生

活的各個層面，不論是社會層面還是屬靈層

面。人們非常懼怕和倚賴他們的能力。在做

重大決定時，人們常常尋求皮爾的指引。

 印 度 教 徒 會

在死去皮爾的墓地

舉行儀式，為着重

大決定尋求他們的

指引。病人、垂死

的人或不能生育的

婦女，被帶到皮爾

面前尋求幫助。印

度教徒不明白，有

一位全能的神，祂

賜下醫治，祂愛他

們，如同父親愛他

的孩子。

天父，印度教的精神導師們把人帶

往錯誤的方向，因為他們自己本身

就走錯了路，但主是慈愛憐憫人的大牧者，

必用杖和竿引導這群迷失的皮爾歸向義路。

不論他們離主多遙遠，有多麼難回頭，我們

禱告主必親自調度萬有，包括祢的使者，來

尋找這些失羊。我們禱告他們的心聆聽福音

時就甦醒過來，看見自己貧乏的屬靈光景，

就如浪子悔悟：「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

去。」他們要被收納作神的兒子，並被神的

話語建造，用極大的影響力引領人回到父神

家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迷路的孩子

印度教｜皮爾（精神導師）
Pirs	(Spiritual	Guides)

Photo by bestdesigns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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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

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

的。（雅1:17）

 美善的恩賜 「 美 善 的 恩 賜 」 是

dosis，強調送禮者的舉動和意願；「全備

的賞賜」是dorema，強調送禮的舉動所產

生的結果。雅各要表達的是：神對我們懷有

恩慈的心要賜給我們禮物，緊接着說：神要

我們得到一切好東西。換句話說，神不僅願

意賜給我們，而且衪是一定會說到就做到。

 這是好得無比的消息！我們常常不懷疑

神有能力解決事情，可是卻忍不住懷疑或許

祂不願幫助我們？雅各用這兩個字解除了我

們的懷疑 神完全願意！神只想讓好事發

生在我們身上，並且祂真的會如此行。

 或許事情不一定按我的計劃進行，可

是領悟到神關心我，並且衪會實際行出來，

我就可以義無反顧地信靠神；也許我無法解

釋或控制所有事情，可是我曉得一切都在神

的掌控之下，祂會照自己的目的策劃我的生

活，無論環境如何，我就照這信心行事。

西坎德爾（Sikandra）聽到一名宣教

士說起一位陌生的新神；他很好奇，

因此接受了基督，並勇敢地帶領家人信靠救

主。他的馬瓦里‧卡達利麥格瓦爾同胞拒絕

了他：「一個人怎麼能離開父輩的神明，去

接受這個外國神？」

 宣教士每週教導西坎德爾，和他分享在

基督裡擁有的權柄，鼓勵他禱告，並繼續相

信神會為他開道路向人分享福音。

 收割的季節到了。除了老人和幼弱的

孩子，其他人都在田裡割麥子。由於神的保

守，西坎德爾不在田裡。村民的屋子是由泥

牆和茅草頂組成的，屋子都挨得很近，中間

有兩個很大的柴火垛。有人走過村子時，把

未熄的煙掉落到柴火垛附近。火在村裡燒起

來，吞沒了樹木，

在屋頂間蔓延，孩

子和老人在尖叫。

看到這無法阻擋的

火勢，西坎德爾愣

住了。他只是舉起

手 臂 ， 大 喊 ， 「

耶 穌 ， 請 把 火 滅

掉。」火竟然就滅

了 留下燒了一

半的屋頂。人們趕

來看這一切，西坎

德爾得以和他們分

享這位無所不能的

神。

天父，求主興起信靠神、忠心的馬

瓦里‧卡達利麥格瓦爾人，來榮耀

祢的名。使天下萬國都知道唯有耶和華是

神，除祢以外別無拯救。求祢藉祢僕人的

手在巴基斯坦行神蹟，並傳揚祢的道，願

福音運動如同野火，蔓延整個馬瓦里‧卡

達利麥格瓦爾群體。並在馬瓦里‧卡達利

麥格瓦爾中，興起很多被聖靈充滿、靈命

成熟的門徒，來帶領他們的群體歸主，建

立能自養、自傳、自長的本地教會。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迷路的孩子

巴基斯坦｜馬瓦里‧卡達利麥格瓦爾人

Marwari-Khadali	Meghwa	People
印度教｜皮爾（精神導師）
Pirs	(Spiritual	Guides)

Photo by Meinzahn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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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說：經上記着說：我的殿必稱為

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太21:13）

 窩 賊窩的希伯來文是me’arah，發

音上讓人想到’arah（赤裸）。神的殿本是個

讓人可以在神面前赤露敞開的地方，經文卻

說這些人穿着虛假和悖逆的衣服，厚厚地掩

蓋自己，根本不可能向神赤露敞開。 

 在耶穌的時代，內院是只有猶太人可以

進去的，而外院是讓歸主的外邦人禱告、向

神傾心吐意的地方。但是，那些人竟然在外

院買賣獻祭的牲口，把外邦人禱告的地方變

成了吵鬧的市場。 

 耶穌用「賊窩」來責備那些只會說好聽

的話，實際上生活卻充滿了謊言、淫亂、偷

竊的人，這樣的人的禱告是虛假、不蒙神悅

納的。我們想起撒母耳的母親 哈拿的禱

告，是最典型向神赤露敞開的禱告，包含豐

富的情感，甚至到不能開聲的狀態，和那些

「表演式禱告」多麼不同！

 我們有時的禱告，還是會陷入誇張和炫

耀的陷阱。但願我們以哈拿的禱告為榜樣，

向祂赤露敞開、傾心吐意，這樣的禱告是神

最喜悅的。

儘管這裡早晨的日出很美，我們卻

非常悲傷。靠近巴國最大城市卡拉

奇的瓦格阿瑞部落中，有很多人正在敬拜太

陽。他們說，他們從小被教導要拜太陽，因

為它對人們有很大的能力，賜生命給地上萬

物。我承認太陽的不可或缺性，不過我問了

一個問題，「誰造了太陽呢？它不是突然出

現的，是被造出來的。」他們對此沒有答

案。

 隨後我們發現瓦格阿瑞男人交換妻子，

把她們當做欲望的工具品。我們作為訪客，

怎麼才能教導他們基督的道理呢？他們雖然

很迷失，卻是屬靈上積極回應的部落。他們

很需要跟進教導，和建立團契，好在基督的

道中成長。

 這裡有兩萬名失喪流浪的瓦格阿瑞人，

唯一的信徒來自同一個家庭。這個家庭邀請

我們過來，帶領我們一起敬拜。我們傳講耶

穌，唱誦關於我們救主的歌曲。

天父，求主差派宣教工人向瓦格阿

瑞家庭傳講福音，使他們知道創造

太陽、日月星辰的神是祢，明白神在聖經中

所行的一切大而可畏的事。願瓦格阿瑞家庭

向神敞開，願意謙卑悔改，恆守主道，單單

事奉獨一的真神。求神使他們願意修正不討

神喜悅的文化、習慣，活出聖潔的生活。祢

說：「不可與鄰舍的妻行淫，玷汙自己。」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汙穢，因為

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求神使瓦格

阿瑞人看重婚姻的神聖，珍惜妻子。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雖失喪，但心柔軟

巴基斯坦｜瓦格阿瑞人
Vagari	(Vahg-aree)	People

Photo by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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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們心裡充滿我的喜樂。（約

17:13）

 叫……充滿 希臘動詞plroo字面意思

是「一個容器被裝滿，直到邊口上。」因為

是被動接受的，所以耶穌門徒是接受這喜

樂，而不是主動去表現喜樂；又因為這字是

完成式的分詞，說明耶穌已把這喜樂源源不

斷地給了門徒，直到要滿出來。

 神從何時要把喜樂給人的？從最初創世

的時候就開始了，神賜福亞當夏娃，希望人

能夠「遍滿地面」和治理，如果實現，這會

是何等的滿足和喜樂。耶穌來是要修復神原

先的計劃。聽從耶穌的教導，回到天父那裏

去吧。

 如果深入閱讀創世紀的前三章，就知道

神起初的設計。耶穌在這裡為跟隨他的人禱

告，希望人能夠體驗到實現受造使命的那種

喜樂。這是神的本意，很重要。

 人離開神很久了，耶穌要來實現神的救

贖計劃，修復每天晚上和神乘涼同行的好日

子，因為神顧念我們。

卡圖（Khatu）是個極美麗的女人，

她的丈夫是信德麥格‧瓦爾部落的一

位首領。她雖然有美麗的外貌，卻被她年輕

時接觸的邪靈與信仰所壓制。她只聽說過仇

恨、憤怒和死亡的神明。我經常和她的丈夫

分享基督，但由於文化限制，我不能和她講

話。

 不過她有時會跟着我去到一個又一個村

子，有一天我問她為什麼跟來，她回答說，

「因為我想再聽到耶穌的愛。」

 那次的路途中，我問她是否相信耶穌是

真實的。「當然。祂是最有能力的。我看到

祂答應了你的禱告，行了很多神蹟。」我問

她是否準備好接受耶穌。當她回答說：「我

是個女人，我沒有靈魂」時，眼淚從我臉上

滑落下來。隨後我向她分享了耶穌是多麼地

愛她，一個女人。她的眼淚湧流而下，哭着

喊道，「耶穌，

如果祢給了我靈

魂，請進到我的

生命中，我想接

受祢。」

 她從撒旦的

謊言中被拯救出

來，是那不被人

看重的信德‧麥格

瓦爾女子中，被主

愛恢復的女子。

天父，祢看見信德‧麥格瓦爾女子

干渴的心，她們多麼渴望被愛，多

麼渴望被支持。天父祢看見，祢也動工在這

些人心中，使她們單純清心，得見神，明白

受造的價值。我們禱告她們在遇見救主後，

會有勇氣向人分享救主的愛；這將吸引許許

多多婦女、孩子，甚至是他們的丈夫歸主。

謝謝神，祢愛軟弱微小的人，在他們身上彰

顯祢奇妙的大能。求祢差派許許多多宣教

士，向信德‧麥格瓦爾人訴說祢獨生愛子捨

命贖罪的愛，願聖靈大大觸摸信德‧麥格瓦

爾人的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是祢給了我靈魂雖失喪，但心柔軟

巴基斯坦｜信德‧麥格瓦爾人
Sindhi	Meghwals

巴基斯坦｜瓦格阿瑞人
Vagari	(Vahg-aree)	People

Photo by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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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再沒有咒詛。（啟22:3）

 咒詛 希伯來字’arar，是「綑綁、受

阻、降低效力」。自從亞當開始，人類就在

一個受了咒詛的世界過生活。

 仔細閱讀啟示錄，你會發現當中描寫

了伊甸園：生命水、四季的生命果、羔羊的

寶座等等。神所造的世界有一天將要被修復

和更新，正如神起初所創造的那樣，到那個

時候，世界就不再有捆綁和咒詛；「新天新

地」就是神最初的計劃得到了修復。你我並

不是救贖中心舞台上的主角，但我們在其中

有份參與，多麼榮幸！

 約翰的異象讓我們發現，過去我們把

神的救贖看得過分狹窄。雖然植堂、拯救靈

魂、造就信徒很重要，但神的工作對象卻是

宇宙萬有！

 到那一天，我們的生活不再受綑綁，萬

物都會按神最初的設計發揮功用。願你因着

信心大有能力，按照神的心意改變世界！

天主教徒把他們的宣教精力集中在帕

卡理寇里人當中，為他們在巴基斯坦

辦了一所女子寄宿學校。他們很成功，已經

有一間正在成長的教會。

 有 個 帕 卡 理 基 督 教 傳 道 人 麥 格

（Megh），在巴丁（Badin）工作。他的青

春期的女兒在海德拉巴（Hyderabad）的基

督教寄宿學校讀書。以前她的帕卡理語名字

意涵是「垃圾」，這是為了迷惑邪靈，讓牠

們相信她沒有什麼價值。她的父母發覺她漸

漸失去行走的能力。醫檢發現她的脊背有個

無法手術的癌性囊腫。於是他們全家搬到了

靠近我們事工醫院的一個小村莊。她的第一

個願望是受洗，並把名字改成馬利亞，耶穌

母親的名字。她的靈命穩定成長。

 喬尼（Joni）
提供她一個輪椅。

我們鼓勵喬尼寫信

為她打氣。隨着馬

利亞的身體越來越

虛弱，她向爸爸懇

求：「請帶我去看

望所有的非基督徒

親戚，這樣我們可

以催促他們快點相

信耶穌！」馬利亞

一直喜樂地分享她

的信仰，直到她平安地回到耶穌那裡。

 帕卡理‧寇里信徒約有五百個；我們求

主興起他們中的很多人，喜樂地去到鄰舍中

間，分享主的好消息。

天父，為着曾有宣教事工在帕卡

理‧寇里人當中開展，向祢獻上

無比感恩。求神繼續興起基督徒、宣教團

隊，來接觸帕卡理‧寇里人，直到他們能

夠建立本地化的教會，向自己的同胞傳福

音。希望有很多帕卡理‧寇里家庭，能夠

經歷到神是又真又活，與他們同在的上

帝！也求主興起許多像馬利亞一樣順服

主、信靠主的信徒，向人活出基督的生

命，使人真實看見基督裡的平安、喜樂與

盼望。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好名字會招來厄運

巴基斯坦｜帕卡理‧寇里人
Parkari	Kohli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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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啊，我曉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腳步。（耶

10:23）

 不由自己 耶利米在此提醒我們，我

們無法靠自己的聰明找到生活的出路，那些

我們以為是正的路，仍不免走向滅亡。我們

最好早一點承認這一點，不要再硬撐了。

 如果你曾經陷入困境，怎麼也不能夠逃

脫出來，或許就比較能明白耶利米說的這句

話。

 那麼我們該怎樣才能得到自由呢？首

先要認識到我們不能定自己的腳步，因此要

放棄自己的努力才行。這個說來容易，但要

實行卻十分困難，尤其我們現代的文化，總

是教導我們要相信自己有主動的能力，可以

運用理性來計劃、管理自己的道路，因此當

我們遇到問題時，不會想到尋求神，一定是

先自己嘗試解決問題。結果，總是不撞南牆

不回頭，非要到走頭無路時，才願意來依靠

神。

 學習停一停、想一想，我的計劃是否來

自神，抑或來自我的經驗和努力；我的決定

令我更親近神嗎？

拉納（Rana）和悉塔（Sita）是承載

神恩典的器皿！他們住在信德省北

部，青少年時期信靠了基督。按照習俗，他

們得到基督徒名字，我們稱他們為提摩太和

馬大。儘管地理上他們是卡達利人，實際上

提摩太屬於其中兩個子部落。馬瓦里比爾群

體大概有40個子部落，絕大多數馬瓦里比

爾基督徒來自勒拉雅尼、加卡提亞和瑪卡部

落。我們需要禱告所有40個子部落都有強

壯的基督群體。

 拉納‧提摩太是最先一批信靠基督的

人。他學習了瓦工的技術，這對馬瓦里人

來說並不尋常。我們去他們村裡看望他們

時，他們定期接受教導。後來他們搬家到了

旁遮普南部的城鎮。由於他們對主深深的愛

和服事的渴望，他們被挑戰成為寄宿父母，

關心那些被選到當地基督徒學校上學的馬瓦

里族男孩。退休後，提摩太在靠近德哈奇

（Daharki）的農村教會作牧師。

天父，為馬瓦里比爾人40個子部
落禱告，願每個部落都有神忠心良

善的僕人去向他們傳福音，並且有忠心、

委身的門徒不斷誕生，成為神合用的器

皿，帶領馬瓦里比爾人歸主。為着服事馬

瓦里比爾群體的人禱告，願他們時刻被主

愛充滿，成為神愛的渠道；也求神供應他

們靈裡、生活、事奉上的需要，成為他們

的滿足。也願卡達利‧馬瓦里比爾人有柔

軟的心，以及神所賜的信心，領受耶穌寶

貴的救恩，並願意委身回應基督的愛。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被神揀選的孩子好名字會招來厄運

巴基斯坦｜卡達利‧馬瓦里比爾人
Khadali	Marwari	Bhils	

巴基斯坦｜帕卡理‧寇里人
Parkari	Kohli	People	

Photo by Sajid Ali Da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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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

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約

17:11）

 合而為一 為什麼教會有那麼多爭議？

神學上、行政上、福音重點上，每個差異都

有不同的信徒群體來維護，我們該怎樣詮釋

主為門徒要合而為一的禱告？

 首先，耶穌用的希伯來字ehad，在猶太

人早晚頌禱的《施瑪篇》中，為「是獨一的

主」，強調信徒合一，乃是因為神是那「獨

一的那位」。

 其次，關乎希伯來式合一的觀念。以色列

人在西乃山與神立約時，是全體與神立約，包

括了當中許多外族人，神同樣要求他們按神的

心意來生活。因為他們只有一位神，祂的名是

耶和華（主）。

 敬拜神就是遵行祂和以色列所立的約，

與祂合一。無論你走到哪裡，雖然各處基督

徒敬拜方式不同，事工關注層面不同，但都

以聖經為最高權威。主耶穌盼望我們合而為

一，同領一個聖餐，同一個洗禮。儘管眾教

會對這些聖禮的意義有不同的理解，我們都

應該以合一為重。

阿格尼雅‧馬瓦里比爾群體，在文化上

和其他比爾人截然不同。他們不和

其他比爾人交往，也不和其他比爾子部落通

婚。實際上我不知道有任何阿格尼雅人信靠

了基督。

 1980年代我認識了一個阿格尼雅家庭，

其中一位叫莫汗（Mohan）的年輕家庭成

員，住在靠近信德省北部德哈奇鎮的一個村

子裡。雖然我很努力和這些人交流，但似乎

沒有什麼方法能讓他們被基督影響。莫汗

自己宣稱信靠了基督，幾年間我和他偶有聯

繫。他提升了自己的社會地位，接受教育。

他參加了教師培訓，並在一個小學得到教

師的工作。但他有一些心理問題，失去了工

作。

 悲哀的是，這是歸信者的典型狀況。他

們不只是伊斯蘭社會的棄兒，在自己的群體

中也被邊緣化。我

失去了和莫汗的聯

繫，據我所知，在

他的家庭，或別的

阿格尼雅‧馬瓦里

比爾人中的福音工

作，沒有持續進展

的果效。我們必須

禱告真光照進這個

被神深愛的群體。

天父，求主的大光穿透阿格尼雅‧

馬瓦里比爾群體，照明他們心中的

眼睛，使他們看見基督的救贖真光已臨到。

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的神，祢必為

阿格尼雅人開闢福音大道，使眾人可以行走

在祢公義的道路上，歸向神。「曠野和干旱

之地必然歡喜，沙漠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

花。必開花繁盛，樂上加樂，而且歡呼。黎

巴嫩的榮耀，並迦密與沙崙的華美，必賜

給它。人必看見耶和華的榮耀，我們神的華

美。」阿格尼雅‧馬瓦里比爾群體的屬靈榮

景必然如此。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社會將與你為敵

巴基斯坦｜阿格尼雅‧馬瓦里比爾人
Ugnia	Marwari	Bhils	

Photo by Andrei-Dorian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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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

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約

17:11）

 叫他們 hina hosin的結構帶有「繼續

合而為一」的意思。耶穌的禱告不是叫門徒

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在未來達到合一，而是

邀請我們加入已經存在的合一關係中，這合

一是建基在聖父與聖子那不曾間斷的合一關

係中，是個在心靈、思想、意志上的合一。

 主所祈求的合一，不是指浸信會或聖公

會這些不同宗派的合一，乃是邀請所有跟從

他的人，進入他與父神的親密關係連結中。

 我們如何能夠加入或達到這麼親密的關

係呢？不難，就求神賜我們渴望有這親密的

關係，然後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建立

這樣的關係，神等候着要施恩給我們。

 合而為一始於行動，結果得到的是喜

樂。如果你尚未品嘗到那喜樂，那就檢查一

下你的起點吧！

馬瓦里巴提帕裁縫阿克巴（Akbar）
，是個新信徒，當他接受基督時被他

的部落棄絕，顧客不再來找他做生意。他怎
麼照顧妻子和孩子們呢？接着他的妻子去世
了。他艱難地再婚了，但這個女人沒有同樣
的信仰。部落的人希望她能把他拉回到原來
的宗教裡。

 他每週和其他信徒見面、禱告，並接受
教導，最終他的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員信靠了
基督。人們開始回來找他做衣服，甚至有穆
斯林請他製作特別的婚服和慶典服裝。

 他的四個兒子長大後繼承父業，成為
高級裁縫。到了為他們安排婚事的時間了，
由於在第二任妻子未信主時兩人遇到很多問
題，他決心要為兒子們找基督徒女孩。

 我們安排他和來自其他兩個部落的基督
徒家庭見面，他們有待嫁的女兒。對我們來
說這是完美的解決方案，但沒有一個家庭願
意跨越種姓障礙。

 除非信徒和信徒結婚，否則他們和下一
代很難跟隨主。請禱告馬瓦里巴提帕與其他
群體的信徒，能找到跟隨主的另一半。

天父，求主差派近文化的基督徒

或宣教士，來到馬瓦里‧巴提帕

部落，教導他們認識神。願馬瓦里‧巴提

帕人有顆謙卑受教的心，聽見神話語就去

行，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

上。也求主幫助歸信者面對生活、信仰的

挑戰，有堅定不動搖的心志，用禱告和信

心來跟從祢，並讓他們看見神奇妙的恩典

與開路。求神為馬瓦里‧巴提帕信徒建立

家室，使他們能將信仰落實在家庭，成為

跟隨祢的群體，在地上成為屬神的大族，

影響許多家庭，乃至扭轉文化。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基督徒為婚配發愁社會將與你為敵

巴基斯坦｜馬瓦里‧巴提帕人
Marwari	Bhatipa	People	

巴基斯坦｜阿格尼雅‧馬瓦里比爾人
Ugnia	Marwari	Bhils	

Photo by paulprescott72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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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

了罪，就後悔，把那三十塊錢拿回來給

祭司長和長老。（太27:3）

 後 悔 「 悔 改 」 的 希 臘 字 是

metanoeo，是完全改變心意，轉回頭的意

思。猶大的「後悔」是matamelomai，雖然

也有罪疚感，卻不是悔改，因為他沒有轉向

神，反而選擇了自殺。

 「 後 悔 」 是 當 我 發 現 做 錯 了 ， 感

到抱歉，並且請求饒恕，希望自己不曾

做過這事。所以，猶大會想把那三十塊

錢還回去，希望可以擺脫罪疚感。這種 

「後悔」是把焦點放在自己的感受上。

 真正的悔改是把焦點放在神身上，願意

接受神的管教，祈求赦免，因為知道我不能

挽救自己。悔改是解決我和神之間的問題；

悔改是徹底轉向神，回到神的道路上。我必

須棄絕先前的行為，等候神施恩給我，然後

才補償所得罪的人。

 很多時候我們好像猶大，犯了錯會有悔

恨之意，但這是不夠的，悔改是轉回到神面

前，選擇要走義路。

婚禮、葬禮、嬰兒出生；這些在各種

文化傳統中都非常受重視，包括印度

教未得之民。

 例如，嬰兒出生後母親必須在屋子裡待

6天，之後她出來，坐在宗教領袖們面前，敬

拜太陽。人們期待藉此給新生兒帶來祝福和

健康。其他節日則有一些非常邪惡的儀式，

把他們與那惡者連在一起。

 我們問已經成為信徒的人，他們的文化

更重要，還是對神的順服更重要。他們覺得

很難回答，這些儀式對他們有很深的影響。

 我們寫下每個慶典中所有的細節。隨後

問信徒，哪些行為榮耀神，哪些尊榮邪靈。

我們幫助他們把慶典中高舉撒旦的元素，用

尊榮神的元素代替，一些人們喜歡，並能認

出是尊崇神的元素。

 我 記 得 我 們

第一次舉辦基督徒

婚禮的情景。在他

們的文化中婚禮持

續幾天幾夜。最後

一個早晨，部落首

領們來和我談話。

當他們說這婚禮沒

有改變他們的傳

統，卻幫助他們第

一次明白婚禮的意

義時，我驚訝極

了。基督徒現在想用這個儀式。

天父，禱告聖靈使巴基斯坦的宣教士

們有智慧，知道如何在不違背真理的

狀況下，使用本地文化傳統，幫助當地的印

度教徒與基督徒，明白基督的救贖之工。也

求聖靈賜給巴基斯坦基督徒明白神話語的智

慧及悟性，「在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

知識上有長進。」使他們能分辨真理，警醒

禱告，行神所喜悅的事，活出基督的生命與

樣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宣教士智慧大考驗

巴基斯坦｜文化代替
Cultural	Substitutes	

Photo by Creat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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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不聽從這

約之話的人必受咒詛。（耶11:3）

	 受咒詛 西方好萊塢許多魔法咒詛的
電影，背後都藏有一個想要掌控世界的意
識；東方電影描述咒詛時，常會有企圖用針
刺進小人、操控人的場景。

 聖經也說咒詛，但和我們想的完全不
同。當神說不聽從這約的人必「受咒詛」，
是要警告我們將面對不可避免的後果，而不
是要對我們施行魔法。

 希伯來字’arar，含有「捆綁和拴住」
的意思。當受造物不順服神的時，自然
的結果就是：所有事物都無法發揮原有的
功用，生活會變得不順利。始祖亞當犯罪
後，罪拴住了地原來的生產力，再也不能
自動出產，亞當需要汗流滿面才有收獲。

 看看今天各種各樣的癮君子，他們因為
深陷癮疾中，結果為自己的身心靈帶來種種致
命損害，也傷害了身邊的人。不順服神是會招
來困苦與掙扎的後果，我們都知道這真理。

 因此我們更要感謝神，因着基督的順
服，為我們帶來罪裡的釋放！

查幹‧約翰牧師（Chagan John）邀

請我們一起去參加梅瓦西寇里婚禮。

當我們抵達時，他提出請求去看望新娘，我

們好為她禱告。當他發現新娘不是長女時，

便問為什麼她最先結婚。因為在梅瓦西寇里

的傳統裡，長女必須先嫁出去。

 他們告訴我們新的姐姐魯迪（Rudhi） 

的悲慘故事，她的腿瘸了。過去六個月她得

了病，不能走路。雖然他們帶她看過最好的

醫生，用最好的法術和護身符醫治她，卻不

見任何果效。但他們說歡迎我們為她禱告。

 魯 迪 被 帶 到

大廳，坐在中央的

墊子上。我們開始

為她禱告，突然牧

師對魯迪說：「站

起來行走。」我們

非常震驚；如果她

不能走怎麼辦？當

牧師拉着她的手，

她站了起來，開始

行走！人們請我們

也為他們禱告。結

果，魯迪和她的家

人都受洗了。

 可惜，約3萬的梅瓦西寇里人當中，只

有20個信徒。

天父，求祢差派很多大有信心的宣

教士，來到梅瓦西‧寇里人當中，

如同保羅放膽講道，辯論神國的事，勸化

眾人。使徒行傳說到：「神藉保羅的手行

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拿

手巾或圍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惡

鬼也出去了。」我們禱告這樣的神蹟奇事

也發生在梅瓦西‧寇里人當中，使他們敬

畏神的權能。求基督以寶血塗抹潔淨梅瓦

西‧寇里人，使他們不再被惡者捆綁、欺

哄，從撒旦權下歸向真神。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女兒，起來行走！宣教士智慧大考驗

巴基斯坦｜梅瓦西‧寇里人
Mayvasy	Kohli	People	

巴基斯坦｜文化代替
Cultural	Substitutes	

Photo by Intellistudies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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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

柄能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

（啟22:14）

 洗淨自己衣服 這是個希伯來慣用說

法，這與進入耶路撒冷城，去到生命樹那裡，

有什麼關係嗎？

 利未記有規定，在曠野中百姓們獻上各

種祭都不必洗衣服，唯獨負責處理贖罪日那兩

隻羊的人要洗衣服。其中一人送羊到曠野去，

回營前他要先洗衣服和身體；另一人負責燃燒

贖罪祭的羔羊，他完成之後也要洗衣服和身

體。洗衣服這行動是象徵着要除掉和潔淨一切

與罪有關的污染。

 這衣服是由自己來洗的，和我們平時唱

的「耶穌寶血洗淨我」不同。耶穌賜給了我們

救恩，我們需要遵行神的指示來生活，這就是

「自己洗衣服」的象徵含意。

 誰將得到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裡呢？誰能

夠進入城門呢？就是那些聽從神教導的人。耶

穌為我們除掉了罪汙，我們要在行動上潔淨自

己。

帕魯（Paru）是來自巴基斯坦沙漠地

區達提‧比爾部落的一名瘦高農民。

他約35歲，性格友善，對每個人總是笑呵

呵。帕魯有很嚴重的結核病，在一間基督教

醫院接受治療。他的一個肺被切除，但他康

復了，得以回村裡過正常的生活。

 醫院對帕魯收取很少的醫療費用，更重

要的是他在那裡聽到救主的福音，他想成為

主的跟隨者。除了帕魯一家人外，還有四個

人和他們一起受洗。

 這是被偉大的宣教學者馬蓋文（Donald 
McGavran）稱為「群體歸主運動」（People 
Movement）的開端。在西方以外，人們看重

群體決定。這些群體決定一般是由宗族、村

莊或部落的首領做出。如果幾個家庭一起決

定跟隨基督，那麼一個群體歸主運動就比較

不容易被逼迫而消滅。

 今天，達提‧比爾部落的人數約7.5萬，

其中約50個家庭跟隨了基督。這個群體對福

音敞開，如果有人去傳福音，別的家庭很有

可能也會跟隨基督。

天父，為已經歸信基督的達提‧比

爾家庭禱告，祝福這些家庭活出基

督的生命與愛，並成為有屬靈影響力的大

族，吸引其他家庭也渴慕救恩。我們懇求聖

靈在達提‧比爾人中間，興起家庭歸主浪

潮，並使各肢體「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

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着各體的

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成長，在愛中

建立自己」。求神也讓巴基斯坦的宣教士，

能與當地家庭建立信賴的關係，引領一家人

歸向耶穌，建立穩固的信仰生活，在神的話

語上扎根。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兄弟三人其利斷金

巴基斯坦｜達提‧比爾人
Dhati	Bhil	People

Photo by  Ranta Images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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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遵行神誡命的人有福了！可得權柄

能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啟

22:14）

 遵行神誡命 我們昨天讀的經文，在

希臘原文還有一個版本，乃是「遵行神的誡

命」。其實，這兩種說法的意思是一樣的，

因「洗淨自己的衣服」是個希伯來慣用語，

表示要小心執行神的誡命，不犯罪。

 不要搞錯了，這裡不是在講得救的問

題，因為無論我們的行為如何，羔羊都已經

實現了救贖。但我們遵行神誡命的人有福

了，因為我們將要藉着這「洗淨」的行動，

得到內在的喜樂和平安，這就是經文所說的

「有福」。

 努力洗淨自己或遵行神的誡命，我們

就能得福，能到生命樹那裡，去到羔羊的婚

宴。我們兢兢業業做成得救的「功夫」是值

得的，因為這是神在你身上動的善工。

 我們得救是為了能順服神，當我們按照

神所指示的生活，就會因此而得福。

提庫（Teku）坐在路邊失控地大哭。

我停下腳步，問他怎麼回事。

 「我的銀像和金像從我敬拜的地方被偷

走了。我失去了所有財富，還有作為宗教領

袖的影響力。」

 我告訴他耶穌不會被偷走。幾個月裡他

跟着我聽到更多關於創造主的事，主比他的

人造偶像更有能力。有一天他和他的家人接

受了基督。

 提 庫 受 到 很 多

來自他部落的逼迫，

但他沒有動搖。他的

焦特布瑞‧麥格瓦爾

同胞看到神行的神蹟

包括醫治了他家

裡的牛，而他們認為

牛是神聖的。

 提 庫 的 健 康 狀

況不好，但他常常激

勵自己向同胞分享耶

穌。他有信心和行神

蹟的恩賜。一天他病

了，不省人事。彌留之際他突然從床上坐起

來，開始和耶穌講話。提庫一遍又一遍說道，

他死時耶穌會直接把他帶到天堂，他不會轉

世。他的葬禮中下雨了，之後焦特布瑞‧麥格

瓦爾首領告訴我，他們相信如果雨落在屍體

上，那是一個記號，表明他直接去了天堂。

天父，謝謝祢揀選提庫，用他的生命

激勵焦特布瑞‧麥格瓦爾人，也激勵

我們。求主使處處受壓迫的巴基斯坦基督徒

大有信心，在主裡剛強站立，得神的安慰：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

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

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

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

死亡；身上常帶着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

顯明在我們身上。」也願焦特布瑞‧麥格瓦

爾人，能夠認出基督是主，勇敢跟隨祂。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當雨落下，你去了天堂

巴基斯坦｜焦特布瑞‧麥格瓦爾人
Jodhpuri	Meghwal	People	

Photo by KTMD 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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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獻素祭為供物給耶和華，

要 用 細 麵 澆 上 油 ， 加 上 乳 香 。	

（利2:1）

 素祭 獻祭是可以獻上糧食的，這是

耶和華所吩咐的，那是「素祭」。

 首先，素祭是在獻上燔祭之後獻的。平

安祭和燔祭需要宰殺祭牲，素祭則不必。而

且，素祭只需要燒掉一小把，大部分留給祭

司作為食物。

 其次，「素祭」的希伯來字minchah，

通常表示僕人獻給主人，或臣僕獻給國王的

禮物，我們一般稱之為「初熟的果子」，就

是把我最好的獻給神。而且，要留意到「素

祭」是常常獻上的祭。

 第三，經文雖然沒有解釋加添油和乳

香的意義，但不難理解細麵加上象徵恩膏的

油，和祭牲香氣的乳香，就更加是很美好的

祭。

 minchah在希臘譯本中是thysia這字，

就是新約所說的「祭」，也是保羅所說的：

「要每天將自己獻上當作活thysia（祭）。」

重點是，這是要每天獻的，不是偶然獻一次

就完事。

 素祭的意義，是在每天的生活上尊主為

王，成為專屬祂的祭司，活出祂的聖潔和馨

香氣。

這是信德省一個相當大的族群，他們

對福音有回應。到1996年，已有34個

家庭是我們教會中比較積極的成員，儘管教

會離他們大多數人的家很遠。他們有個活躍

的信德‧比爾社群，我們需要一個全職傳道

人，定期為他們舉辦母語的崇拜聚會。

 有 個 初 中 二 年 級 的 年 輕 人 名 叫 傑 姆

（Jam），他成績很好。我們為他守望，等

候他在屬靈上成熟。他畢業後，我們挑戰他

參與我們的工作，成為傳道人。我們把他送

到位於米爾布林哈斯（Mirpurkhas）的聖經

學校培訓。他在那裡學得很好，我們很受鼓

勵。我們開始訓練他帶領敬拜，和向他的鄰

居傳福音，並為他的成長，以及他渴望成為

傳道人服事信德同胞的心志而喜樂。

 大部分的信德人仍沒有聽過福音，在成

千上萬的印度教徒中，只有極少的信德‧比爾

信徒，但門是敞開的，他們在回應。大約5萬

個信德‧比爾人中，僅有50個信徒。

天父，懇求祢興起更多忠心的本地

門徒，能為祢牧養信德‧比爾人。

我們禱告有更多宣教工人與團隊進到巴基斯

坦，向人分享神的愛，並效法保羅堅固教

會、堅固信徒。「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

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入神的國，必

須經歷許多艱難。』二人在各教會中選立了

長老，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

主。」我們禱告巴基斯坦的弟兄姊妹恆守主

道，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

都不斷長進，為主得人如得魚。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傳道人誕生

巴基斯坦｜信德‧比爾人Sindhi	Bhils

Photo by Zac Durant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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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

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凡褻瀆聖靈的，

卻永不得赦免，乃要擔當永遠的罪。	

（可3:29）

 褻瀆 希伯來文ne’asa，是「不再尊
敬原來所尊敬的，用悖逆權威、不順服、憎
恨、不信、離棄等方法對待之」。到底「褻
瀆」和那些在行為、態度和言語上得罪神的
罪，有什麼不同呢？

 文士說耶穌是靠鬼王的權柄趕鬼，耶穌
反駁：「怎能用來自鬼王的力量，去消除鬼
王的挾制呢？要恢復人的自由，當然要先捆
綁撒旦。」文士本該就這事件，和耶穌多次
行的神蹟，將榮耀歸給神，但他們卻故意歸
功給撒旦， 這般的悖逆，耶穌說：「這罪
不得赦免。」

 以賽亞63:10提到百姓使聖靈擔憂。原
來，褻瀆聖靈就是人屢次蒙恩，卻仍然選擇
悖逆，恆久地不聽從神，和拒絕神的恩典，
至終就變得不能再悔改，只剩下審判了。

 熟識舊約的文士們知道耶穌在說什麼，
耶穌多次施行憐恤、醫治、赦罪、拯救、
顯出豐盛的慈愛，但他們卻如同以賽亞所指
責的百姓那樣，存悖逆的心，屢次拒絕主的
愛。 

 是的，神饒恕我們之後，我們不可繼續
硬着心，因神是輕慢不得的。

經過數年的語言和文化的學習，以及

宣教士認為適合服事群體的聖經故事

預備，我們傷心地發現，巴格伊特人認為救

恩信息毫無意義。他們是透過音樂進行宗教

交流，如果你這個講故事的人，沒有把故事

放在音樂裡，怎麼會有人願意聆聽呢？

 每個群體有自己宗教的佈道者，巴格伊

特的旅行佈道者，總是用母語音樂來訴說他

們的故事。如果我們要成功地把基督信息傳

遞給巴格伊特人，我們必須這樣做：把聖經

故事、信仰教導和經文，寫進音樂裡。

 當我們用他們的方式表達福音時，就非

常奇妙地看到人們的心向神的話語敞開了。

神使用一些非常有恩賜的宣教士和本地信

徒，用當地文化接受的方式傳講好消息。

天父，創造音樂的祢，全然了解巴

格伊特人的心，以及他們的需要。

求聖靈感動宣教士或福音作曲家，為巴格伊

特人譜寫福音詩歌。神的靈在歌曲中大大觸

摸巴格伊特人，用他們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

方式，向他們說話。巴格伊特人要讚美耶和

華！在神的聖所讚美祢，在祢顯能力的穹蒼

讚美祢！要因祢大能的作為讚美祢，擊鼓跳

舞讚美祢，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願

天父使用巴格伊特信徒，用音樂和舞蹈表達

他們對耶穌的委身，並向同胞訴說神的榮

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將福音譜進音樂裡傳道人誕生

巴基斯坦｜巴格伊特人
Bhaget	(Bug-it)	巴基斯坦｜信德‧比爾人Sindhi	Bhils

Photo by ajijchan on iStock



9 月   日  星期六9/18 18

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裡都快活。這樣的

人，你們務要敬重。（林前16:18）

 敬重 你怎樣對待那些鼓勵你的人？
不少英文版本翻譯acknowledge，聽來只是
在談話中或禱告中表揚他們而已。不，希臘
文的epiginosko更深刻，是指「完全知道、
眷顧、積極贊成」。保羅勸勉我們要這樣對
待那些鼓勵我們的人。

 在希伯來人際關係中，願人有shalom 
（平安）是最重要的。這包括了順利、興
旺、安康。如果我希望你有shalom，就要
徹底捲入你的生活，看看我能在哪方面幫助
你，好讓shalom能落實在你生活中。  

 現代的文化比較疏遠，強調各人顧好自
己的事，要尊重別人的隱私，不可捲入別人
的生活，也不要容許他人輕易進入我們的營
壘。許多人去同一間教會，卻彼此不熟悉；
我們也沒時間和精力去關注教會牆外的事。
這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嗎？

 今天我們可以選擇拉起吊橋，關掉城
門，保護自己，也可以選擇付代價鼓勵支持
弟兄姐妹，建立深入的關係。問問自己，神
希望你如何選擇呢？

「這些是新歌！」貝九（Bejal）對吟
遊歌手凱拉（Kaara）說道。因為凱

拉唱完印度教曲目後，開始唱一些他從一個
宣教士那兒學到的基督教歌曲。

 貝九追問：「你從哪裡學到這些歌？你
所唱的新古魯（Guru，導師）『耶穌』是
誰？」他說：「和我們一起住幾天，唱更多
關於這個新古魯的歌。」

 凱拉選擇耶穌作他的古魯，並繼續他鄉
村歌手的職業。他留了下來，整個村子對這
些歌都抱持很高的興趣。

 這件事展現出音樂在傳福音上的重要
性，人們被自身文化的音樂吸引。實際上，
五世紀的宣教士聖派翠克（St. Patrick），主
要也是使用音樂，贏得了整個愛爾蘭歸向基
督。

 貝 九 和 凱 拉 一 起 去 到 馬 特 裡 鎮
（Matli），見到了那位宣教士，接受了更
多教導。貝九受洗了，結果他村子有110個
人受洗了，這是卡奇科里部落的第一批信
徒。現在這個約5萬人的部落中，大概有一
千名歸主者。

天父，我們敬畏祢創意的作為，求

祢繼續用卡奇‧科里人容易理解的方

式，來接觸他們。願有更多印度教背景的樂

手及藝術家被神得着，用詩歌和戲劇把福音

帶給巴基斯坦鄉村的人們。我們禱告卡奇‧

科里信徒要用敬拜把人帶到神面前。在敬拜

中，這些村落的男女老少將被聖靈充滿；全

村受洗、鄉村基督化的復興，要震動周邊的

村落和群體，使人看見耶和華奇妙的作為；

使主的名，與祂所顯的神蹟奇事，傳遍巴基

斯坦每個群體所在之地。福音所到之處，人

心歸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一百人聽歌歸主

巴基斯坦｜卡奇‧科里人Kachi	Kohli

Photo by RadioKukka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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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為什麼因為

沒有餅就議論呢？你們還不省悟，還

不明白嗎？你們的心還是遲鈍嗎？	

（可8:17）

 遲鈍的心 中文翻譯成「愚頑」或 

「遲鈍」，更準確的意思其實是「硬心」。

我們通常以為抵擋真理的人才是硬心。

 希臘字poroo就是「不敏感、很僵化」。

一個人的心會遲鈍，是因為長久沒有容許聖

靈工作；同樣的，那些在神的恩典面前，始

終拒絕不肯悔改的人，心也是很剛硬的。

 有三個希伯來字可以形容poroo，通通

用在法老身上：一、hazak（強化），指法

老不肯讓步，還對以色列人加強攔阻，敵意

驟增；二、kaved，指在榮辱上加重分量，

神任憑法老冥頑不靈，毫不察覺靈犀之光。

三、qashah，是固執、不聽從。耶穌使用的

可能是這字。耶利米曾以qashah來指責以色

列百姓對神的行事置若罔聞，絲毫沒有意識

到神的大能和尊貴。

 當日門徒也是一樣，把耶穌餵飽五千人

的神蹟忘得清光，仍然擔心飯食，所以耶穌

責備他們的心是遲鈍的。我們會否犯同樣的

錯呢？

住在信德省的薩瑞達瑞‧寇里年輕人

帕那‧拉爾（Punna Lal），從他的父

親 一位受人尊敬的印度教著名領袖

那裡，學得很多印度教的教導。後來帕那‧

拉爾被耶穌吸引，信了主並受洗。這激怒了

他父親的很多學生，但帕那‧拉爾提出使人

信服的證據，證明基督超越印度神話裡的英

雄們。

 一個村莊首領從沒見過帕那‧拉爾，但

他發誓要抓到帕那，並殺了他。當帕那‧拉

爾聽到這些，他找到他的敵人，說：「我聽

說你想殺了我。我想免去你追捕我的麻煩。

現在我在這兒，你可以履行誓言了。」這個

村莊領袖卻跪倒在地，哭着懇求赦免。

 勇敢和愛常常軟化敵對基督之人的心。

在某些情況中，是傳道者被殺，但有時它又

使 人 們 降 服 於 基

督。

 薩瑞達瑞寇里

部落約3萬人，有

兩百名左右的歸信

者。帕那‧拉爾成

為這部落的第一位

牧師。

天父，差派宣教士或近文化的本

地信徒、傳道人，去得着薩瑞達

瑞‧寇里群體，在他們當中建立堅固、有

生命力的基督社群，並培育出堅韌勇敢的

門徒，義無反顧地跟隨耶穌，一生忠於主

的託付。我們為薩瑞達瑞‧寇里人當中剛

硬的人禱告，願他們聽到主憐憫的呼召，

把心交託給神，不再抵擋福音。「我必醫

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因為我的

怒氣向他們轉消。」求仁慈的主醫治巴基

斯坦背道的人心，他們必來到祢這裡，承

認：「耶和華是我們的神。」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愛和勇氣

巴基斯坦｜薩瑞達瑞‧寇里人	
Tharadari	Kohli	People

巴基斯坦｜卡奇‧科里人Kachi	Kohli

Photo by VikramRaghuvanshi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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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是認識神，行事卻和他相背；本

是可憎惡的，是悖逆的，在各樣善事上

是毫無用處的。（多1:16）

 悖逆 有3個希臘字是不順服的意

思，保羅用的是parakoe，即「固執、不願

被說服、故意耍脾氣、不服從權威。」

 保羅說這些人聲稱自己認識神，但他

們不僅生命沒有轉變，還強硬地違抗神的教

導。parakoe這字顯示這些人並非不知道，

乃是明知故犯；他們表面說愛神，也參與教

會活動和事奉，卻不願意改變不良的生活習

慣，也不把遵守神的話當一回事。 

 你到過養雞場嗎？當你剛進去時，一定

覺得很臭，但時間久了就慢慢適應那氣味，

不覺得那麼討厭了。要等你再走出來，才會

發現外面的新鮮空氣有多好。悖逆神的人也

是如此，起初還有些忐忑不安，後來習慣了

就沒意識到自己是在悖逆神，直到神的話帶

給你新鮮空氣，才發現原來悖逆的氣味是如

此難聞。當然，如果你依然選擇否認這是個

問題，就不會想要尋求解脫。那些說自己是

認識神的人，卻執意拒絕被神的話改變，慢

慢就會麻木，信心就沒有用了。

低種姓巴米其人分散在旁遮普省和信

德省，他們的工作是清潔工。有些人

努力工作，接受教育，在社會上找到更高職

位的工作。巴米其人是印度教徒，他們看起

來對屬靈事物不感興趣；主要是關心生計問

題。

 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認同自己是旁遮普

基督徒社群，使他們更多被人接受。然而，

只有很少的巴米其人是真正內心信靠基督。

 在1980和90年代，我認識一個巴米其基

督徒 馬克布勒（Maqbool），是巴哈瓦

爾布爾城（Bahawalpur）一個巴米其清潔工

團隊的領袖。馬克布勒定期在著名的烏瑪牧

師（Umar）服事的加略山浸信會（Calvary 
Baptist Church）參加聚會。馬克布勒深愛

主，他是個禱告勇士，信心堅定。他有事奉

主的熱心，常常為主作見證，但他的同胞中

似乎還是無人信主。

天父，我們祈求巴米其信徒的社群

被神復興，他們的生命要更深地經

歷神、渴慕神，不再只是為了歸屬一個身

分。願他們的心真實倚靠祢。「主耶和華對

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裡

面，你們就要活了。」求神向這些枯干的骸

骨吹入新的氣息，他們便活了，並且站起

來，成為極大的軍隊！我們祝福巴米其基督

徒社群成為彰顯神榮耀的肢體；耶穌基督要

成為他們瓦器裡的寶貝，使微小的他們發出

莫大的光，教許多人看見基督的盼望、喜樂

與力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堅定愛主的清潔工

巴基斯坦｜巴米其人Balmiki	People	

Photo by iStockUndefined un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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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誡命是燈，訓誨是光，出於管教的

責備是生命之道。（箴6:23，新譯本）

 誡命、訓誨、責備 這三個希伯來字

很重要，能告訴我們如何可以活出合神心意

的生命。

 「誡命」mitzvah，神透過摩西五經的誡

命，清楚告訴人們什麼是當做與不能做的。

凡遵守這些誡命的人，就能得着生命。

 「訓誨」torah，準確的翻譯應該是「教

導」，而不是誡律或律法，引伸的意義包括

「指示方向」和「引導」。妥拉含有許多智

慧的教導，指示我們如何與神、人、各樣事

物、環境維持和諧平安的生命。

 「責備」tokehah，有「糾正錯誤」之

意。神的誡命和教導包括了指出我們的錯

處，加以糾正，正如箴言10:17所記。

 神希望把最好的給我們，所以祂把誡

命、訓誨、責備這三樣給了我們，幫助我們

達到效法神的品格。當我們遵守神指示的生

活準則，才能從世界中分別為聖，過神要我

們過的生活。

佳爾莫里‧馬瓦里比爾是最有需要

的群體之一。1960年代以前，他們

當中沒有基督的門徒。1964年，一個叫東

吉（Domji）的人成為神的器皿，帶領上百

的佳爾莫里‧馬瓦里比爾同胞歸向基督。

 東吉生於1926年，是某個部落首領的

兒子。他在印度教學校裡讀了11年，卻帶

着幻滅離開了學校。他意識到在種姓制度

裡，他是個社會棄兒，因為他是比爾人。

 東吉想改變自己的命運。1953年他進

入警局工作，開始接觸到外國人，並和當地

一位天主教神父關係友好。神父給了東吉一

本聖經。尋找真理的渴望，仍在東吉心中燃

燒，於是他開始讀基督的事蹟。

 然而他的內心一直沒有平安，直到有

天他得到一張傳單，是關於傳道人免費提

供的聖經函授課程。

東吉因此認識一個浸

信會宣教士，他帶領

東吉歸向基督。東吉

受洗後，開始分享信

仰。剛開始，他遭到

反對，但不久後他的

很多家人，也在基督

裡得到新生命。東吉

一直忠心地為主作見

證，直到2006年離

世。

天父，我們禱告還有許許多多佳爾

莫里‧馬瓦里比爾人，像東吉那樣

被神揀選、栽培，繼續東吉的福音工作。

謝謝祢從灰塵裏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

拔貧窮人，使他們與貴族同坐，繼承榮耀

的座位。但願許多自認微小的人，可以在

主裡找到生命的價值，發現神賦予的命

定，像基甸一樣成為大能的勇士，為主爭

戰得勝。我們也為隱藏在巴基斯坦的宣教

士們禱告，願他們手中的工作蒙神賜福，

為神多結果子，享受與主同工的喜樂。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改變命運的東吉堅定愛主的清潔工

巴基斯坦｜佳爾莫里‧馬瓦里比爾人
Jaislmiri	Marwari	Bhils	of	Pakistan巴基斯坦｜巴米其人Balmiki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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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們為什麼試探神，要把我們祖宗

和我們所不能負的軛放在（外邦）門徒

的頸上呢？（徒15:10）

 試探 試探神在希伯來文化中是很嚴

重的事。或許我們的譯本看不出來，甚至聽

起來還很客氣，但其實彼得這話是說得很不

客氣的。

 希臘文「你們為什麼試探神」，不僅是

表達一般「試驗」和「證明」，而是要求神

背棄祂自己的承諾。

 彼得的聽眾都是一些敬虔的法利賽人，

他們一聽見彼得指責他們在試探神，必定會

豎起耳仔細地聽。

 猶太信徒認為外邦信徒應該要遵守摩西

律法，才能守住所得到的救恩。然而這絕不

是神的要求！當人的要求超過了神的要求，

就是試探神了。

 神的救恩永遠是在人順服以前，就先賜

下了。祂拯救以色列百姓，不是因為他們表

現好；祂拯救外邦人也是如此。了解這一點

非常重要，我們不要搞律法主義，加上別的

條件來試探神。

 從第一世紀到現在，律法和恩典的問題

都是一樣，每一代信徒都要慎重思考神的恩

典所帶來的自由：單單恩典，沒有別的。

散希人是福音土壤最堅硬的群體之

一，分散在旁遮普省和信德省。我們

在2003年開始服事散希人。他們的職業是偷

盜、乞討和擦鞋。很多散希男人，都有個裝

着鞋油和刷子的背帶小木箱。但連極少數上

過學的散希人，也不認為踏實地靠工作賺錢

是好的。

 拉胡（Rahool）上過學，但仍隨從他同

胞的生活方式。在信德省北部，我們在一些

磚房裡見到他和其他家庭，每個家庭只有一

個房間，房子周圍骯髒淩亂。我們開始定期

拜訪他們，向他們分享神的話。如此持續了6
個月，其中有幾個人在2006年信靠了基督。

他們是已知的散希人當中，第一批基督門

徒。

 現在約有25個散希人信靠了基督。我們

在這地區開辦了6所小學，如今拉胡是其中

一所小學的教師和校監。

天父，謝謝祢帶領宣教團隊去尋找

散希人，使一些人得以進到光明國

度。我們祝福散希的基督門徒被聖靈充滿，

天天熱切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願這一小群羊能開啟散希人中的福音運動。

也求神差派宣教士或本地傳道人去幫助散希

人，帶領「最硬心」的人們悔改，在屬靈上

被更新。聖靈必柔軟散希人的心，使他們熱

心領受永生的道。我們禱告散希人建立的教

會，滿有基督的能力與影響力，使人看見永

生的神真的在他們當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拉胡的生命轉彎了

巴基斯坦｜散希人Sansi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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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

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	

（約15:15）

 朋友 我們是否和主耶穌建立深厚的

友情？當我們軟弱、崩潰時，主耶穌說： 

「我在。」可是，我們真的相信祂嗎？

 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前夕，祂向門徒保

證，這份友情不是靠他們來維持的，雖然他

們懷疑、不忠、否認祂，但主耶穌仍決定要

做他們的朋友。

 主耶穌所說的「朋友」和我們的認知

不同，和感覺無關，是一個意志的行動。 

「朋友」的希臘原文是philos，指「被愛」

和「照顧」的人 無論你的回應如何，我

都已決定要你成為我的朋友，我會愛你和照

顧你。是的，主耶穌決定要使我們成為祂的

朋友。

 如果主耶穌只和對衪有正確回應的人做

朋友，今天我們全是祂的敵人了。多少次我

們背叛、傷害、拒絕衪，我們只該從祂那裡

得到報復，可是祂卻稱我們為朋友。我們是

否也願效法主耶穌，如此對待身邊的人？

加格拉人是遊牧部落，住在拉維河

（Ravi River）沿岸，他們在河裡打

漁，或附近打獵。阿尤布是巴基斯坦基督

徒，我們看見神放在他心中對這些低種姓人

們的負擔，於是安排他開始在這個沒有文字

的部落裡，教導他們讀書識字。雖然這意味

着他一天要騎40公里的自行車，才能跟上這

些常常移動的牧民。幾個月過去了，人們學

習識字，也信任阿尤布。有些首領準備接受

基督和受洗。

 突然，阿尤布病重了，被帶到我們的事

工醫院。儘管醫生覺得他會康復，兩天後他

卻突然去世了。

讓人心碎的是，

原來是他的妻子

殺 了 他 。 因 為

整個家族對他與

低種姓人來往，

感到丟臉。他的

妻子從一個巫師

那裡得到「死亡

符 」 ， 把 它 縫

進阿尤布的衣服

裡，然後給他下

了毒。

 我們失去了阿尤布，加格拉人的福音工

作停止了。這是我們剛開始嘗試接觸福音未

及群體的故事；使我們深刻學到，禱告的遮

蓋非常重要！

天父，謝謝祢讓我們看到，祢的孩

子是如何付上代價，去追求最難追

逐的遊牧人的腳蹤，直到他自己的生命被掩

埋用盡，落在地裡死了。願阿尤布的犧牲，

在屬靈裡結出許多子粒來。求主差派更多的

人，來接續向加格拉人傳福音的工作，使得

福音的功效在這個遊牧部落開展起來，並透

過四處遊牧的加格拉人，接觸巴基斯坦為數

眾多的其他遊牧群體！求神保護去到加格拉

人中的外國宣教士和本地宣教士，願祢差派

使者托住他們的腳步，也興起許多代禱者守

望他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騎車追遊牧人，教書傳福音拉胡的生命轉彎了

巴基斯坦｜加格拉人Gagra	People巴基斯坦｜散希人Sansi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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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說，你今日把長子的名分賣給我吧。

（創25:31）

 賣 你的投資策略是什麼呢？「賣」

的希伯來文是makar，涵蓋了所有的交易，

大部分指能講價的交易，即我用某東西換取

另一樣東西。

 以掃和雅各這事件的關鍵在於以掃用看

不見的長子名份，換取他看得到的東西。

 在我們的世界，交易的物品通常已縮

減到金錢了，我們用時間和精力換取金錢，

然後用金錢去得到另一樣東西。我們也像以

掃，容易受到引誘，往往拿那些看不到但重

要無比的東西，去換取看得到又吸引人的東

西。我們忽略了，一旦把所信奉的真理或價

值拿來與別的東西交易，就永遠換不回來

了。

 我們都知道的，雖然擁有了看得見的東

西，可是這些卻不能帶給我們平安、安慰。

 許 多 年 後 ， 當 主 耶 穌 說 ： 「 人 還

能拿什麼換生命呢？」也用了同一個字

──makar。

1991年的一天，我和兩個馬瓦里傳

道同工開着越野車，抵達旁遮普省南

部的偏遠村莊。沒有已知的基督跟隨者住在

這個地區，而我們要服事的巴提帕爾‧馬瓦

里比爾人，全都是文盲──除了一個叫普努

（Punu）的男孩，他在當地一所公立小學上

三年級。我想，這次跋涉似乎毫無價值，還

會有什麼果效出現嗎？

 後來，年輕的基督跟隨者普努，在我們

的鄉村學校教導一群調皮孩子。他的其中兩

個學生是阿傑馬（Ajmal）和包儒（Bhauru）

。時間過得很快，15年後，這兩個孩子完成

了高等教育。阿傑馬成為當地民事法庭的法

官助理，包儒則是公立中學的教師。這些年

輕人在村莊裡有美好的見證，他們帶領敬拜

並為基督作見證。

 普努如今是一個傳道人，也是一位很有

恩賜的福音歌手，在巴提帕爾‧馬瓦里比爾

人中開展許多事工。

 感謝神，天父對1991年我們那次去到穆

德瓦拉、以為徒勞的漫長旅途，有着極大美

意！神為祂的榮耀，使用一個看似「徒勞」

的嘗試，贏得人進入祂的國度。

天父，謝謝祢使用每個看似微小的

擺上，做成奇妙的工。求祢保守巴

提帕爾‧馬瓦里比爾人的初熟果子與傳道人

們，能繼續在他們的群體中拓展神的國，使

許多人進入祢的永約中。祢要作巴提帕爾‧

馬瓦里比爾人的神，他們要永遠作祢的子

民。願世世代代的巴提帕爾‧馬瓦里比爾人

以耶和華為他們的居所。「智慧人要發光，

如同天上的光；那領許多人歸於義的必發光

如星，直到永永遠遠。」求主在接下來的年

日裡，興起很多人帶領馬瓦里比爾人歸義。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別怕徒勞無功

巴基斯坦｜巴提帕爾‧馬瓦里比爾人
Bhatipar	Marwari	Bh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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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

內了。（加5:14）

 一句話 英文one word讀來好像「一

個字」，但猶太人把十條誡命也叫作「十個

字」，因為logos的意思既是「話語」，又是

「道」。

 其實要說是一個字也沒錯，因為所有誡

命的宗旨都可以歸結為ahav，即希伯來字「

愛」。

 利未記19章提到要「愛人如己」，總結

了前面神要祂的百姓如何彼此相待的吩咐。

所以，保羅說我們得了自由以後，就要愛鄰

舍、互相服事。那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做了，

也榮耀了祂。

 我們一輩子都要學習如何愛人如己，服

事他人，因為這是神的品格，我們必須認識

神的良善，和體會神的心腸。耶穌在我們還

作仇敵時，就為我們死了，衪就是我們最高

的榜樣。

 我們要好好操練運用自由意志，選擇要

去愛鄰舍，為他們捨己。不要怕失敗，要相

信在神的保守和帶領之下，我們能夠成長和

進步，並且會越來越像神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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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3:16）

 如果神的話不是用人的語言來傳達，

人們怎能聽懂呢？另外，當人們不接納說其

他語言的人時，語言便會築起高牆，帶來隔

閡。

 我在巴基斯坦服事了40年，經常有人向

我要聖經。我能提供的，常常是一本以巴基

斯坦的貿易語言烏爾都語（Urdu）寫成的聖

經。男人們也許能讀懂，但婦女和孩子們不

行，他們只明白母語。在聖經中我們看到很

多家庭歸向基督，而一本每個人都懂的聖經

是必需的，這樣整個家庭可以一起敬拜主。

 宣教學者發現，沒有母語聖經，很難看

到教會的成長，信仰也難以傳承到下一代。

聖經翻譯是撒旦最反對的事工之一。

 巴基斯坦的每個少數民族，都迫切需要

自己的母語聖經。本月代禱的群體裡，其中

五到六個大語族的翻譯工作已經開始了。我

們希望借着現代科技和其他幫助，翻譯能夠

儘快完成。

天父，我們為巴基斯坦每個語族的

母語聖經翻譯工作、福音資源的製

作禱告，特別是那些少數民族的語言，求

神預備、揀選許多通曉他們文化、處境、

用語，並請有美好靈性的語言學家、翻譯

員，來開展翻譯事工，並賜下夠用資源給

他們。求神看顧這些服事者身心靈的需

要，也挪去一切政治、環境的攔阻，使各

地的翻譯工作能順利進行，更得着當地人

的支持。求主使巴基斯坦的人們有受教的

心，重視神的話話，並竭力傳承給後代。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沒有母語聖經，
信仰就不長久

別怕徒勞無功

巴基斯坦｜翻譯工作
Translation	Work

巴基斯坦｜巴提帕爾‧馬瓦里比爾人
Bhatipar	Marwari	Bhils

Photo by iStock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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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買真理，不可出賣；要得智慧、教

訓和哲理。（箴23:23，新譯本）

 賣 所羅門王的投資不是看得見的東

西，他投資的是 真理，並且無論如何都

要守住。

 希伯來字的makar，前面加了個字首

al，形成負面命令：「不可賣！」這不是一

個客氣的建議，而是一個強烈警告 無論

用什麼來交換真理，都絕不可賣！因為用任

何東西來交換真理，肯定後患無窮。

 你可能會問：「真理是什麼？」其實神

永遠願意把真理呈現在我們面前，白白賜給我

們，可是我們卻回答：「如果我不能把真理放

在天枰上秤一秤，它對我有什麼好呢？」我們

像當年的彼拉多一樣，功利主義地只看眼前

的好處，或只注重眼睛看到的那些東西，甚

至為此而任意變賣掉真理，還一點都不覺得

可惜，真是愚不可及！

 你是否願意把能夠反映出真理的東西，

放在無論如何也要守住的投資清單上？神說

得很清楚：「不可賣！」有耳的就應當聽？

巴格里人遍布在巴基斯坦信德省。春

天他們會租田地，種植蔬菜並出售，

尤其是番茄、黃瓜和各種甜瓜。他們勤勞苦

幹，用賺的錢買小飾品，再把小飾品帶到大

城市如卡拉奇（Karachi）和伊斯蘭馬巴德

（Islamabad）出售。所有巴格里人生活都很

簡單，他們的住所是由樹枝和棕櫚葉搭建而

成。他們製作小神龕放置印度教神明、地區

守護神以及神話英雄的畫像和圖片。

 拉克曼‧達斯（Lachman Das）和他

的妻子，住在信德省北部靠近拉爾卡納城

（Larkana）的巴格里地區。這對夫妻是已知

的15位巴格里基督跟隨者中的兩位。他們在

2010年左右歸主。拉克曼在我們於該區辦的

基督教鄉村學校裡教書。學生們的親人都還

遠離基督，但孩子們在學校裡有機會聽到基

督教真理，在神的話上得到忠心的教導。聽

到孩子們回答關於真理的問題，為我們帶來

極大喜樂。

天父，祝福這些孩子會成長為基督

的門徒，將來造就他人跟隨基督。

願他們生命真實經歷祢，切實知道神是赦

免他們罪孽，賜下平安、醫治與永生的那一

位。也求神繼續帶領宣教工人，在巴格里地

區展開有效的福音事工。求主使巴格里人的

心向神敞開，明白祢超越一切偶像，「原來

我知道耶和華為大，也知道我們的主超乎萬

神之上。耶和華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

在一切的深處，都隨自己的意旨而行。」願

巴格里人敬畏祢，單單敬拜祢，以祢為他們

的滿足。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勤勞的春耕人

巴基斯坦｜巴格里人
Bagri	People	in	Pakistan

Photo by iStocktahir ab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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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為失喪的瑜伽士禱告，求主醫

治他們被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叫基

督榮耀福音的光照着他們，看見基督本是神

的像。願更多瑜珈士接觸到熱心的基督徒、

《耶穌傳》，知道基督為他們釘十字架，「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

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

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願瑜珈

士明白，世界上神明萬千，但唯有祢愛他

們，為他們的罪債死。求主打破他們輪迴業

報的觀念，使瑜珈士領受因信基督而稱義的

自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行走江湖的弄蛇人勤勞的春耕人

巴基斯坦｜瑜伽士Jogis巴基斯坦｜巴格里人
Bagri	People	in	Pakistan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

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17:3）

 認識 「認識」的原文Yada包含了很

寬廣的含意，從亞當和夏娃同房，到從心智

和行為上了解真理，都用yada這字。yada不

僅是指頭腦知道某些資訊，還包含了很深的

經歷。因此，當希伯來思想說到「認識」耶

穌是基督時，一定包括了在生活中有順服神

的轉變。

 今天我們舉行佈道大會，有人決志信主

了，但如果沒有繼續跟進和栽培，福音的大

使命就還沒完整。腳踏實地栽培門徒，遠比

追求決志人數來得重要，因為只是邀請人「決

志」，還不能算「認識」基督，恐怕最後耶穌會

說：「離開我去吧，我從來不認識你。」

 提供「使人得救的知識」很重要，但是

改變生命、更新神所創造的世界更重要。今

天讓我們住在窮人、病人和罪人當中，向他

們活出神的愛，為神挽救和改變他們的生活

吧！

瑜伽士部落分散在整個巴基斯坦。

我 們 常 常 在 卡 拉 奇 沙 灘 上 遇 見 他

們，他們在那裡弄蛇。他們也出現在穆瑞

（Murree）和其他度假小鎮，以弄蛇耍猴賺

錢。他們過去常常定期到外國人和有錢人家

裡，為他們的花園驅蛇。人們很感激他們的

服務。

 瑜伽士一般是印度教徒或泛靈論者。

他們更傾向於迷信行為，而非組織嚴謹的宗

教。他們屬於印度教中被遺棄的群體。由於

是遊牧民族，他們不被尊重。

 朱諾（Juno）是住在貢里（Kunri）附

近的一個瑜伽士，他看過幾次《耶穌傳》電

影，被耶穌吸引。他和他的家人在1990年

代受洗，他們對新信仰很認真。不過，我們

1997年離開了貢里 ，和他們失去了聯繫。

 我 們 不 知 道 是

否還有別的瑜伽士跟

隨基督。兩萬瑜伽士

中，這是我們知道的

唯一一個跟隨主的家

庭。這是一個有很大

需求的群體。當他們

被主得着時，會發揮

傳福音的關鍵作用，

因為他們散布在整個

巴基斯坦，甚至印

度。 Photo by Pa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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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

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

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

見證。（徒1:8）

 撒馬利亞 我們可以看得出神的心

意，祂要我們執行大使命時，不單是擴張地

界，更是改變我們心中的地貌。

 「大使命」不是開個佈道會邀請人舉

手接受主，乃是使人來成為主的門徒、陪伴

他們、讓他們跟着我們一起生活，向他們示

範如何走屬天的道路。耶穌是要我們用這種

方式來尋找萬民，為衪作見證、效法衪、跟

從祂。

 撒馬利亞人是猶太人的死對頭，猶太

人向來很討厭他們，但耶穌卻說大使命包括

了向撒瑪利亞作見證，祂要門徒把神的愛行

使遠處、近處的人，包括在仇敵身上。

 當年耶穌挑選猶大為門徒時，難道不

曉得這是個危險人物？耶穌仍選他來跟隨自

己，讓他有機會看到神兒子為人捨命。

 傳福音不只是告訴別人怎樣進天堂而

已；傳福音乃是挑戰自己，轉變生活方式，

放下個人喜好，愛神所愛的。

我們知道，邀請基督進入心中的人將

會得救。很多群體面臨的最大難題之

一，是他們不能求告基督的名，因為沒有人

去告訴他們。羅馬書10章是呼召我進入宣教

禾場的經文。神在我心中放下對這些從未聽

聞基督之人的負擔，50年前我順服了神，去

到一些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低等、最受藐視的

人群中。我人生最喜樂的歲月是看到基督神

奇地做工，使這些人轉向基督，在祂裡面成

長，知道自己是被愛的，滿有盼望。

 我不能再陪伴他們，但負擔仍在。誰

會把這負擔傳到下一代？一百多年前，從這

些種姓群體中出來的旁遮普信徒，會走進這

些福音未及群體中嗎？旁遮普信徒就住在附

近，因此他們不需要簽證就能接觸他們。儘

管旁遮普基督徒群體的文化，和他們的印度

教鄰居差異很大，但仍然比所有西方人的差

距都小。

天父，我們禱告巴基斯坦的未得群

體，能夠得到近文化的基督徒和宣

教士向他們傳福音。求主把傳福音、宣教的

負擔放在巴基斯坦歸主者心中，去得着周邊

失喪的群體。求主賜給他們剛強壯膽、勇敢

為福音做見證的心，以及靈巧如蛇、馴良如

鴿的態度，向什麼樣的人，就做什麼樣的

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願巴基斯坦本地

教會興起發光，有許多年輕人起來領受宣教

的呼召，把基督帶到巴基斯坦印度教徒當

中，並建造火熱忠心的門徒！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近文化信徒走出去吧！

巴基斯坦｜旁遮普宣教士
Punjabi	Missionaries

Photo by 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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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就希奇，說：這個人沒有學過，

怎麼明白書呢？（約7:15）

 學過 還記得耶穌家鄉的人說他「是

那木匠的兒子」嗎？這裡是類似的情況，發

生在耶路撒冷的住棚節時。

 這些人希奇耶穌的教導，他們發問這個

問題，不是要確定耶穌的神學是否正確，恰

恰是因為他講得太對了！

 如果耶穌的教導如此有力，祂這些奇妙

的教導是在哪裡學來的呢？通常猶太男孩3
歲開始，會跟從一位拉比學習希伯來舊約聖

經。耶穌顯然沒有跟哪位拉比學習過，他怎

會有此學問（grammata oide）呢？

 耶穌的聽眾知道要學習到祂的那個程

度，需要好多年的時間，恐怕最老的拉比才

可能有如此這般洞見。

 假如連仇視耶穌的猶太人都承認祂的教

導如此有權柄，驚訝祂的解釋如此明顯是源

自於神，超越了他們所有學習體系的成果，

我們有否這樣來看待主的吩咐? 有否因此而

盡心專一聽從衪的吩咐?

巴瓦里人是獵人，我知道他們租了一
個大卡車，到叢林中獵殺一百多頭

野豬。他們用鹽醃了豬肉再風干，可以吃很
久。

 我們接觸他們的主要途徑是教人識字，
而我們看到幾個家庭信了主。但他們不太敢向
部落的其他人作見證。聖誕節到了，他們覺得
聖誕劇是個傳福音的好方法。他們很快把牛
羊、駱駝、馬槽等等安置好。

 有一大群熱情的觀眾，大部分是非信
徒。博士跟着「星星」入場了，這顆星是掛
在兩棵高樹之間的繩子，所拉動的一盞煤油
燈。突然，火苗燃起來，燒斷了繩子，掉到
一個茅草屋頂上。這種情況在當地很常見，
人們抓起坐墊，跑上前撲滅火苗。隨後人們
回到座位，好像什麼也沒發生，繼續觀看博
士們跟着一個「手電筒星星」入場。我們很
開心，並禱告人們的心可以敞開。

 但教導這個群體的識字老師（傳道人）， 
得到一個收入更高的工作機會，突然離開
了，針對巴瓦里人的福音工作只好停擺。

天父，求祢再次打開接觸巴瓦里人

的途徑，幫助這群單純的人們可

以憑信心領受祢的救恩。求主使巴基斯坦

本地教會茁壯，有傳福音的負擔，能支持

或差派人開啟巴瓦里人的事工，扶持巴瓦

里教會自給自足，不依賴外界的資助。也

求神親自成為巴瓦里人的「星星」，引導

他們找到耶穌基督，使他們知道：「因有

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

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

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熄滅的聖誕節星星近文化信徒走出去吧！

巴基斯坦｜巴瓦里人Bavari	People

Photo by taviphoto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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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虛度的日子，就如影兒經過，

誰知道什麼與他有益呢？（傳6:12）

 有益 或許當你讀完傳道書，會感

到生命只有兩種選擇 跟隨神或自殺，因

為沒有神的日子是虛空無意義的。當所羅門

問：「誰知道什麼與他有益呢？」他知道

這答案必須來自外來的智慧，他也不會有答

案！

 很多人以為人生重大的答案，掌握

在偉大領袖的手中，我們只需跟對人就行

了。事實是，你可以選舉領袖，但別指望

他們能救你，因為人類的火車只會開往滅

亡和審判，唯一對人有益的資源乃是來自

神。

 然而，神絕不會提供答案給違背祂旨

意的人。所以今天雖有領袖每天呼求神，

但他們的行為沒有遵守神的教導，神是不

會幫助他們的。

 「有益」的希伯來字tov包含「適當、

道德正確、可喜悅、有果效、豐富、有益

處」等等。但除了神，沒有別處可以尋得

真正的tov。

 或許政治改革可以改善我們的生活，

但最好的改革是 悔改，就是回轉到神

面前。

奧德人是雄心勃勃的築牆工群體；他

們的牆堅固筆直，據說可以承受一

頭水牛的撞擊。儘管他們受藐視，但每個人

都需要他們。他們用曬干的磚頭與稀泥漿築

牆，有時只用稀泥。他們的婦女和男人一起

工作，運送大批磚塊，她們把疊得高高的磚

塊穩穩頂在頭上。有人說奧德女人比巴基斯

坦男人還強壯一倍。

 在巴基斯坦的第二年，奧德人住在我們

家正後面，我非常興奮。一個宣教士同伴曾

服事這個群體，看到兩百人歸向基督。他提

醒我，穆斯林對他們的逼迫非常嚴重，他們

被迫成為穆斯林。得知這些後，我仍請他們

為事工築牆，在茶歇時和他們談論基督。很

多人預備好接受基督並受洗。

 隨後有狀況發生了，半夜有人敲門。他

們的代表告訴我：「我們不能接受基督。我

們必須成為穆斯林。不然的話，我們的孩子

和妻子就會被帶走賣掉。」

天父，我們禱告這些善於建造的奧

德人有機會來到基督面前，讓耶穌

基督成為生命的房角石，好像一個聰明的工

頭立好了根基，按着神的心意被建造為靈

宮。求主為歸信者修直崎嶇的道路，差派使

者托住他們的腳，使他們不致絆跌。求神興

起牧者教導他們，使他們的生命牢牢扎根在

神的話語上。「我們修造城牆，整個城牆就

連接起來，到一半高，因為百姓一心做工。

」求神也讓他們不只建造個人生命，肢體間

也能彼此聯絡，成為可靠的屬靈屏障。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奧德人築的牆，
水牛都撞不倒

奧德人Odh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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