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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
日引

代禱主題
本月或本週聚焦關心的國家或群體，
有系統地分類禱告族群。

每天為萬民祈禱
祈禱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祈禱的果。
《宣教日引》發行廣及全球華人，
每日介紹一個未得之民，認識他們，
並具體為該群體的需要代求。
誠摯邀請您加入宣教禱告的行列，
並推動身邊的人一起參與，
用禱告在福音未及之地，
為神預備道路。

適用於個人及團體

專題導讀
導覽當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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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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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禱告會
在公禱時刻挑選一個群體，
為之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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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之後，
是行動

這

兩年的天災人禍，就如耶穌基督
在馬太福音24章所提到的，一切
的災難就像婦人生產孩子時的陣痛，直
等到萬民有福音傳給他們，末期才來
到。
今年，在兒子生日那天，我刻意去
回想生孩子的經歷，好幫助我去思想如
何預備自己來面對這些日子。
我 在 17歲 時 患 了 風 濕 性 心 臟
病，25歲那年又再感染心包炎。由於長
年身體狀況的不穩定，我在預產期前一
個月就必須住進醫院待產。臨產前我抽
筋了，導致嬰兒心跳出了問題，要即刻
剖腹。往手術室的途中，奇蹟似地，護
士發現嬰兒心跳回復平穩，我被送回病
房。感謝神的保守。
第二天進了產房，產房內有十多位
大聲喊痛的產婦。可能我平時愛唱歌，
懂得深呼吸，感覺不到疼痛，因此我乾
脆下床四處走動，去鼓勵、安慰那些受
盡苦楚的媽媽，握著她們的手，教她們
如何深呼吸。我就這樣在產房裡走來走
去，非常忙碌，直到被護士喝止，要我
立即躺回床上，替我做檢查。不料，才
發現嬰兒已經急不可耐地要出來了。
兒子平安出生後，醫生問我：「你是
基督徒嗎？」
「是的。」我回答。
他說：「難怪，你是我見過最快樂
的一個產婦。」
4

范張秀明  
宣教日引創刊人

我的領悟就是，當基督徒面對日益頻繁的末世災禍，不
要害怕和叫痛，要多走動，見到身邊有任何需要，以鼓勵的
行動來回應。
新冠疫情、緬甸政變和阿富汗難民都在在牽動著我們
的心。目前，約有5萬名阿富汗難民棲身在美國8個軍事基
地內，日後將會安頓在不同城市。不僅如此，加拿大，英、
德、法、俄、墨西哥、澳洲、土耳其、伊朗、瑞典、烏干
達、阿爾巴尼亞、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家也陸續接收
為數不少的阿富汗難民，各地都需要龐大的社會資源來支
持。
教會除了為未得之民禱告以外，是時候要來探討如何行
動和回應。我們的神是憐憫施慈愛的神，他的子民同樣要關
懷弱勢者，照顧寄居的人。當我們照顧那些前來尋求安全庇
護的人，就等於是接待了耶穌，這是既純粹又基本的事。

我們可以做什麼？
首先，要對難民的處境有憐憫及同理心。再來，為在難
民當中的服事者禱告。接著，奉獻金錢支持、購買或推銷難
民所生產的手工藝品，或是參加訪問難民營的短宣，以實際
行動來回應神，同時也幫助我們去考慮能否親身參與其中，
想方設法將福音傳給還沒信主的難民。
禱告各地華人教會的領袖，帶領教會一起投入支援難民
的事工，將福音傳入難民營。我再說：「不要害怕和叫痛，
要多走動，見到身邊有任何需要，以鼓勵的行動來回應。」
又，萬民福音使團為緬甸和巴基斯坦氧氣機運費籌款已
達標，相關簡報登在宣教日引網站。請弟兄姊妹持續為物資
的運送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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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這世界
卻仍然愛它？
認識這個世界的真貌卻仍然愛它？這是人類所面臨最艱鉅
的任務。 《這世界的守望者――全球視野下的使命實踐》高斯凡(     
     )

日

前我去了台灣苗栗三義，它是個山城小鎮，也是客家族
群聚居的地方。從日據時代就開始發展木雕工藝與相
關產業，近年更因苗栗縣政府規畫舊山線鐵道旅遊的觀光路
線，吸引不少南來北往的遊客。整個三義一萬六千人口，怎
麼看都不是個大地方，廟宇很多，小小的教會不過才三間而
已，主日聚會人數加起來不到五十人(她笑稱這裡是標準客家
庄信主的比例：   )。
然而在小鎮上，有一位宣教士葛欣如(             )
，待在這裡比任何一位傳道人都久。
年，正值青春年
華的她，離開第一個來台服事的地方(基督書院)，到客家
莊服事。時光荏苒，已經超過三十年了。在這個只有幾條
街的鎮上，那些路邊的餐廳和商家，都知道這位永遠笑容
可掬的「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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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書睿
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理事長
《宣教日引》全球推廣義工

 	 那天中午，我帶著孩子參觀完令人驚艷的木雕博物館之
後，跟她約在旁邊的餐廳。梅干扣肉、客家小炒、薑絲大腸
擺滿一桌，聽她娓娓道來這座山城的故事。幾十年來，以福
音的果效來說，或是以屬靈復興轉化的指標來衡量，也許她
有千百個理由可以失望，離開這裡去做更有建樹的事，或是
去更需要她的地方。
 	 在她的故事裡，有面對帶著攻擊性的精神病患，被鬼
附身的男子，走不過人生死結的姊妹，被主內同工閒言閒語
的排擠，也有可愛調皮的孩子們，愛佔她便宜的鄰居，還有
一個又一個像我們這樣的過客。其實，一直沒有改變的，是
她。她沒有走，她一直在這裡。
 	 最近心血來潮，回頭讀《這世界的守望者》註，內容提到
一個叫做珍娜李的女孩，和知名樂團Jars of Clay一起成立基
金會，開始了上千個培育社區的計畫。「對非洲懷抱希望，
並且願意投身於它的夢想與需求是一回事，能夠有耐力長時
間堅持下去又是另外一回事。」看到這段，讓我想到葛欣
如，還有其他許多改變世界的平凡身影，是來自基督不平凡
的愛在激勵著他們。
 	 今年開始，《宣教日引》要進入下一個季節。一方面是
改版，不知道大家發現了沒？另一方面，則是要進入22週為
最少接觸福音群體代禱的節奏。這是一場馬拉松，是個漫長
的考驗。越是認識，越是真實，充滿著不堪、心痛和糾結。
從緬甸山區的難民、海地的地震遺孤、一輩子蒙著面的阿富
汗婦女、伊朗的地下基督徒、索馬利亞被貧窮逼著鋌而走險
的青年，到遠離家鄉的敘利亞家庭，父神邀請我們如他的愛
子一樣，認識這個世界，用行動來愛這個世界。

註：《這世界的守望者—— 全球視野下的使命實踐》(Visions of Vocation)，
校園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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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要把握住

宣

教日引是一本為福音未得之民
禱告的刊物。雖然全球大部分
地方福音已傳到，但仍有六千多個族
群尚未聽聞福音，在他們當中沒有宣
教士、沒有教會，甚至沒有一個基督
徒。《宣教日引》每一天介紹一個這
樣的族群，並且為他們能聽聞福音來
禱告。

從大學生到後來成為大學教
授，A弟兄一直熱心傳福音，並投入
神學教育。我見到他時，他已在二十
多年間建立了三十多個家庭教會。他
們的聚會很純粹，兩、三個家庭固定
在一起敬拜和分享神的話，注重聖經
教導，並且強調生活中的實踐。
那年之後，哈國的門再次關上，
不再發宣教士許可證，整個中亞都收
緊了宗教自由。當時短宣隊把握住開
放的機會，帶領A弟兄信主；A弟兄也
把握住傳福音和造就信徒的機會，建
立了在真理上穩固的教會。當環境變
得困難時，他們已裝備好去面對。

2012年 ， 我 從 范 師 母 手 中 接 過
主編一職，心中有感動要定期去探訪
代禱地區，以便對代禱對象有較深刻
的認識，編寫可以準確具體些。兩年
後，我去了第一趟訪宣，目的地是中
亞其中三國：烏玆別克、吉爾吉斯和
哈薩克。我們不熟悉當地，所以沒事
先安排詳細行程，也不知會見到什麼
人，但那一趟神奇妙的安排，使我們
在短時間內見到一些關鍵人物，讓
我對中亞的福音狀況和需要有重要
的了解。

後來，我每年都盡量安排一趟訪
宣，去了不少地方，但我總是有意無
意地避開印度。印度是《宣教日引》
極為關注的禱告地區，印度很大，人
口組成相當複雜。在編寫資料時，
我時常都搞不清楚實際狀況，對印度
各族群和文化的了解十分表面。這是
一個我最需要去的地方，但因個人軟
弱，我遲遲不肯動身。

記得有一天，神領我們到哈國某
小鎮參加家庭聚會。會後我和在場的
一位弟兄A聊了起來，才知道他是哈
國開放後的第一批基督徒。1992年前
蘇聯瓦解時，向來封閉的中亞各國終
於打開國門，許多西方宣教士和短宣
隊把握住這個機會進入中亞，其中一
個短宣隊來到A弟兄的大學傳福音，
他協助翻譯工作，等短宣隊離開時，
他信主了。

2019年初，內心有一股清楚的感
動，該去印度了！這次我沒再推託，
果斷起行。與過往的經歷相似，我們
依然事先沒有特別安排行程和要見的
人，但神卻把不同的人帶到我面前，
透過他們提供的第一手資料，解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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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穎穎
《宣教日引》主編

困惑許久的疑問，包括種姓制度的影
響力、婦女的地位、不同宗教和族群
之間的關係、印度教徒的人生觀、印
度穆斯林的福音工作、宣教士最深的
需要等等。訪問的內容完整豐富，令
我不禁讚嘆神用心的安排。

備好迎向未來的新常態。另外，新冠
疫情不止，多國政局不穩，到處都有
需要。這樣的天災人禍以後會更多，
尤其在未得之民的居住地。我們按神
的感動展開憐憫事工，同時動員每個
教會都成立一個為未得之民的禱告小
組。趁有機會時，用愛的行動和禱告
來回應這多災多難的世代。

從印度回來後，《宣教日引》開
始為31個人口龐大的未得群體禱告，
印度占了2/3。那一年，我無論寫文章
或為他們禱告，腦海總是浮現當地見
過的人們和他們說過的話。神用一趟
訪宣預備我，印度在心中鮮活起來，
我前所未有地投入為他們禱告。

耶穌說：「一個民族要跟另一
個民族爭戰，一個國家要攻打另一個
國家。到處會有嚴重的地震、饑荒
和瘟疫……信徒為主受逼迫。」(路
21:11-12)

現在，全球面對新冠疫情肆虐，
印度的疫情更是一度嚴重到失控。去
印度訪宣希望渺茫，還好我把握住搭
上末班車的機會。

相信這段日子，我們對經文所述
並不陌生，甚至已是一種常態了。當
世界的走向越來越不好時，有一件事
同時發生：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耶
穌說：「這就是你們為福音作見證的
機會了。」(路21:13)

    
我們的人生常常是這樣，有些
機會來到面前，不即刻把握，便稍縱
即逝。如果肯留心神的帶領和感動，
就會發現任何時候都有服事神的可能
性。

福音不會被任何事攔阻，乃是照
主耶穌所說的一步一步實現。現在，
我們最需要的不是被動地等疫情過
去，享受原本的正常生活，而是要積
極把握住每個機會，做神要我們做的
事，無論是為萬民禱告、幫助有需要
的人、傳福音等等。當我們有這樣的
看見，就會發現每個時刻都可以被神
使用！

這兩年因疫情之故，教會不能
實體聚會，導致許多讀者無法索取到
《宣教日引》。但神沒有停止拓展禱
告的群體，他給我們足夠的資源，於
是我們把握住機會，兩年內把網站
和語音App(華、粵語)架設起來，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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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宣教拼圖

化身禱告背包客，
向未得之民遞送愛

從

小，我就有一個夢想，我期盼自己成為一個與世界接軌
的人。我幻想過著外交官漂泊卻充滿刺激的生活，也想
過當個緊湊滿檔的新聞記者。坐在電視機前準時觀看《放眼
看天下》，透過小小的螢幕認識世界各個不同地方的生活方
式與文化背景，是我最愛做的一件事。
信主後，輔導送了我一本以琳書房出版的禱告週曆，裡
面每週都會介紹一個未得族群。幾個月後，又意外收到一本
《30天為回教徒禱告手冊》。那時，我在禱告裡回應了神：
「我願被你差遣，將來能跟回教徒傳福音。」

上帝打開新視窗
遠大的福音使命，讓我對做主門徒充滿無限的熱情與動
力。不過，就在信主的第二年，我因疾病失去眼睛的視力，
彷彿上帝狠心地戳破美好的宣教夢想泡泡。那是一段黯淡無
光的歲月，沒有異象，沒有動力。雖然蒙神呼召成為學園傳
道會的全職傳道同工，心中卻一直存在著不能走出去的極大
失落感，我無法接納自己只能在禱告上被神使用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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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群鈺
宣教日引禱告文撰寫志工
台灣學園傳道會禱告部同工

2016年 ， 有 幸 參 與 了 機 構 在 美
國總部舉辦的禱告領袖高峰會，與來
自世界70多個國家的同工一起敬拜、
學習與禱告。神重新對我的心說話：
「妳還記得與我之間的宣教約定嗎？
我將用我的方式帶領妳這個瞎子走不
認識的道，不知道的路。」隔年秋
天，在宣教心視野的課程中，一位負
責推動為萬國禱告的講員分享了神如
何使用禱告在歷史軌跡裡帶動宣教。
這一年，我再次將自己獻上，委身於
宣教禱告的呼召。

近期在撰寫印度一些未得族群
的禱告文時，我感受到無比的攔阻
與空乏。聖靈卻藉此提醒我：「這
些族群對福音的反應也就是這般的
困窘，需要帶著爭戰的心為他們寫
下禱告文！」這真是個喜憂參半的體
會。喜的是，我們正透過禱告參與神
國臨在未得族群的戰役；憂的是，這
些人多麼需要聖靈恩雨的澆灌，好使
他們能領受造物主長闊高深的愛。
禱告勝過了病毒對實體宣教的限
制，禱告也穿透了人與人之間文化、
種族和語言的隔閡，禱告更帶著我們
越過眼前的荒蕪，眺望上帝永恆國度
成就的輝煌。原來，這是肉眼看不見
的屬靈異象。

禱告是上帝所賜的翅膀
2021年 初 ， 我 鼓 起 勇 氣 毛 遂 自
薦，向《宣教日引》的編輯Isa提出可
否參與禱告文的改寫。沒想到，事就
這樣成了！4月中旬，當我還處在父喪
的修復期，禱告文改寫的檔案飛進信
箱。

一起出發吧！
在每篇禱告文下筆之前，至少需
要花上半小時的醞釀。那是在天父面
前的等候，在聖靈裡的聆聽，也是調
整自己以耶穌道成肉身的謙卑來接近
這些未得之民。也許，這輩子我因著
失明的限制以及財富的不足，無法抵
達每一個福音尚未觸及的角落。但天
上榮耀大君王已張開雙手，歡迎我們
用禱告做先鋒，在這些福音荒漠裡，
與他一起走上宣教之路。親愛的屬靈
伙伴們！背起行囊，用禱告來旅行
吧！

我開始在錯綜複雜的多元族群
與歷史文化背景中來回穿梭，猶如置
身於德州達拉斯(上期主題)，我的思
緒自由地翱翔在天父寬廣的愛裡。不
論是穆斯林、佛教徒和印度教徒，青
年、婦女、商人或受傷者，我化身為
一個背包客，行囊裡盛裝神的愛、憐
憫、祝福與大能，藉著這趟禱告之旅
將天父的心意送到他們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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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
吉大港
Chattogram, Bangladesh

斷垣殘壁之中，再次站起來
作者 Keith Carey

編輯 Joan

Photo by Md Faysal Ahmed from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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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國的經濟命脈
吉大港，是孟加拉國東南部吉大港專區的首府，同時也
是該國的第二大城市和最大港口，居住人口已超過500萬，並
且持續增長中。由於其鄰近孟加拉灣，地理位置優越，是通
往印度、緬甸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重要門戶，自古便是南亞
海上貿易的重要交通樞紐。

從海洋看南亞經濟
幾世紀以來，吉大港先後歷經阿拉伯人、波斯人、葡萄
牙人、英國人等世界強權和海盜的占領。1947年，印度和巴
基斯坦成功脫離大英帝國殖民，分別取得獨立政權。1971
年，第三次印巴戰爭爆發，直接造成東巴基斯坦獨立成為孟
加拉國。此戰長達九個月，人民元氣大傷，國事百廢待舉，由
蘇聯出面協助戰後重建工作。1981年，一場發生在吉大港的
軍事政變，徹底摧毀才剛起步的吉大港市。這一次，日本政府
出錢投資該地的重工業，在斷垣殘壁之中扶助孟加拉國的經
濟復甦。如今，吉大港與首都達卡並列為孟加拉的兩大工商重
鎮，當地的主要發展工業有石化、造船、紡織、鋼鐵、化學、
製鞋、製藥、玻璃、汽車及食品加工，其中又以拆船業最受注
目。拆船業所帶來的鋼材數量，供應了該國的75%金屬需求，
但同時也為吉大港帶來極為嚴重的環境汙染。

把握時機，務要傳道
十三至十六世紀，伊斯蘭教隨著阿拉伯商隊和蘇非派穆
斯林傳教士傳入吉大港，並根植於此。另外，吉大港也有來
自鄰近地區的佛教、印度教小群體。帶著一次次被外族入侵
的歷史記憶，在滿目瘡痍的戰後廢墟中再次站起來，看似完
好的外貌，包裹著殘破不堪的心，卻也因此使得這裡的人們
對福音的回應，比其他地方都來得熱切。
為著定居在吉大港的194個未得之民群體禱告，願神親自
尋見他們，讓他們渴望認識主，一同領受基督的救贖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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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13

孟加拉 • 吉大港
1月0
  
1日

星期六

心無歸處的藏族後裔
馬爾納佛教徒
Buddhist Marnas
馬爾納人是藏族的後裔，說若開
語(Rakhine)，而非孟加拉語(Bangla)。
他們居住於吉大港山區(Chittagong
Hills Tract)，平時從事農耕、木材銷
售。族群人數約有20萬，其中民間佛
教約占人口92%，基督徒和印度教徒
則分別約占3%和2%。
佛教裡的「神明」稱為天人
(Devas，又稱提婆)，居住在天界，
因著善業(Good Karma)多寡而有不
同的壽命。《傻瓜看宗教：佛教》
(Buddhism for Dummies)一書中曾
說到：「所以在神界裡你也找不到保
障。」而且，佛教通常被歸類為無神
論，主張因緣而生、眾生平等，換句
話說，就是沒有永恆實存的造物主。
所以，馬爾納人在宗教裡找不到安全
感。
由於孟加拉的國教為伊斯蘭教，
自2001年起，馬爾納人在吉大港山區
面對被迫要成為穆斯林的宗教壓力。
近年，馬爾納人開始向城市移動，渴
望能融入城市生活。我們祈禱他們會
有很多聽聞福音的機會。

Photo by Kabir Uddin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
靠你。(詩16:1)
神是我們最堅固的避難所。世上
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個朋友，沒有
一個政權能夠提供只有神才能給予的
安全保障。
大衛是以色列最偉大的君王。
在他的任內，以色列的疆界向四周擴
張，遠超過前後所有王朝。他無往不
勝，大有名聲和能力，當然應該也無
所懼怕。出乎意料的是，這句詩文出
自大衛，連他如此出色之人都需要投
靠神，而我們更是需要神的幫助。
「投靠」的希伯來文是chasah，
有「營壘、碉堡、磐石或避難所」的
含義。當你面對激烈的戰爭時，最
好能有個山洞躲藏和休息。大衛投靠
神，就如打仗時找到一個地方，可以
稍微喘息一下。
「投靠」，強調的是在動盪不安的環
境中，人們需要尋找真正可靠的地方。
大衛知道士兵多寡和軍事力量都不能
帶來安全感，唯有依靠獨一真神才會
有平安。當神成為我們的避難所時，
就沒有什麼事物能加害於我們了。

天父，願你的憐憫臨到這地，藉著各樣的方式讓福音廣傳，使馬爾納人在面對艱難的
外在處境中，看見唯有靠著十字架的救贖才能尋得平靜安穩，心中渴望歸向你，掙脫
撒但的轄制，體會到何為靈裡的真自由！主啊！求你繼續保守、扶持馬爾納基督徒，
一心稱謝你，在諸神面前歌頌你，用基督的樣式活出聖潔、尊貴的生活來尊榮上帝，
為著家庭、朋友、鄰舍指出信靠耶穌基督的道路，認識這位創始至終的永恆實存造物
主，飽嘗救恩的快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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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

星期日

納特崇拜與佛教的
融合並存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
靠你。(詩16:1)
面對艱難的環境時，要投靠神並
不難；但在平凡順利的日子中操練時
時倚靠他，才能在危急之時幫助我們
曉得如何站穩腳跟。

緬甸人
Burmese
居住在吉大港的緬甸人口約為30
萬，其中僅有1%基督徒，其餘皆為佛
教徒。

撒但最厲害的技倆，莫過於讓人
們以為可以靠著財富、健康、配偶和
兒女躲過一切人生路上的風暴，不需
要投靠神也行。

緬甸人的佛教信仰尤為特別，與
納特崇拜(Nat-worship)融合為一，
共構出緬族完整的信仰體系。佛教提
供人的來世終極歸宿，而「納特」則
實際幫助人的現世日常生活。納特屬
於泛靈信仰，崇拜自然界中的各樣神
靈，以及祖先、英雄、國王等歷史人
物，統稱為「納特」。人們透過供奉
鮮花、食物來安撫納特神靈，藉此獲
得平和的生活。

我們明知道任何事物無法防止風
暴的到來，卻還是拚命想要抓住。
其實這些事物本身並沒有對錯，
只要我們認清它們都是來自於神的恩
賜，為要達到建立神國的目的；但我
們若以為這些可以成為風暴中的避難
所，便很容易忘記生命是多麼脆弱無
能。如果這些東西讓人分心，神或許
會拿走它，好叫我們看見真相。

由於吉大港的緬甸人，在語言和
文化上，與孟加拉人差異極大，導致
雙方之間衝突不斷，也間接促使吉大
港的緬甸人在信仰上更團結一致，增
加了傳福音的困難度。

撒但讓我們誤以為自己可以掌
控人生，其實只不過是謊言。所以，
你要定意跟隨耶穌的腳蹤，因為死而
復活的主已經戰勝了仇敵。除了他以
外，沒有任何事物能保護你。你要依
靠主。

Photo by Create International

天父，為著吉大港的緬甸教會來禱告，求你使用宣教士來裝備這群微小卻屬你的神國
百姓，在異教之風裡穿戴好屬靈的全副軍裝，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
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同心合一、堅定不移地在禾場前線傳講天國的福
音。主啊！求你光照孟加拉的緬甸人，領他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從因為恐懼而敬拜
各種神靈的納特崇拜中走出來，明白耶穌基督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得著那豐盛的
救恩和永遠的榮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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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漂流海上的羅興亞族群
穆斯林羅興亞人
Muslim Rohingya
羅 興 亞 人，屬 於 緬 甸 若 開 邦
( R a k h i n e) 北 部 的 邊 疆 穆 斯 林 少
數 民 族，使 用 的 語 言 為 羅 興 亞 語
(Rohingya)，不具緬甸公民身分，緬甸
人通常稱其為「孟加拉的非法移民」。
由於英殖時期，羅興亞人遷徙到
緬甸，與緬人有資源糾紛，加上後期緬
甸軍政府施行極端民族主義策略，深
化緬甸人對羅興亞人的仇視。自二十
世紀七〇年代以來，羅興亞人受到緬
甸政權的迫害，成為難民，四處流竄，
現今主要居住在孟加拉邊界一帶。
然而，孟加拉是個人口密度過高
的國家，長期飽受週期性洪水之苦，
使得當局也疲於應付這群穆斯林難民
同胞。
如果基督的跟隨者能夠來到羅興
亞人群當中，實際用行動服事他們生
活所需，將會有什麼影響呢？作為基督
身體的眾教會，能否使他們的心門向
神敞開？

羅興亞新生嬰孩

Photo by Partners

唯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
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
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
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
然得福。(雅1:25)
希 臘 文 poiete se rgou的 意 思是
「工作之人」，能完成工作的人是可靠、
堅定和勤奮的。要如何成為這樣的人
呢？雅各書說，「要詳細察看那全備使
人自由之律法」，並且要「時常如此」。
我們總有許多藉口不讀神的話，
比如沒時間、太多事 要 做、無 法專注
等等。或許該停下來問問自己：「神有
要你忙到沒空去做最要緊的事嗎？」
惟有「實在行出來的人」才能在
所行的事上蒙福。不是最忙的人，也
不是能平衡所有需求的人，乃是曉得
輕重緩急，專注在重要事上的人，才
能蒙福。
你記得主耶穌關於貧窮的教導
嗎？去幫助他們吧！你還記得彼此
相愛的命令嗎？去探訪有需要的人
吧！這就是神透過雅各書要告訴我
們的精義。

天父，願你憐憫、赦免緬甸與羅興亞人之間，自古以來因自身利益的衝突，而不斷
累積的仇恨，眷顧這群正在受苦無助的人民。禱告孟加拉的教會能以實際行動來服
事羅興亞難民的需要，不僅是物質上的幫助，更是到人群中傳講十字架的救恩。禱
告常年處在顛沛流離、生活困頓的羅興亞人，心靈深處渴望飲下基督的活水泉源。
願聖靈主動地施行工作，使他們明白永生之道！禱告緬甸政權能放下根深蒂固的歷
史矛盾，授予羅興亞人公民身分，而孟加拉當局能妥善安置適合他們的住所。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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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一把剪刀，
遊走社會各角落

因你的惱怒，我的肉無一完
全；因我的罪過，我的骨頭也
不安寧。(詩38:3)

哈查姆社群

我們以為只要多吃有機蔬菜、保
健食品，和養成運動習慣就可以擁有
健康的身體。然而，聖經對健康卻抱
持另一種觀點。

Hajam Community
哈查姆人是活躍於社區的遜尼
派穆斯林群體，世代繼承理髮師為職
業。除了在婚喪喜慶時替人剪頭髮，
還身兼多種角色，如臨危不亂的助產
婆、能言善道的媒人，甚至在重要的
人生場合上為男孩進行割禮儀式，以
各樣面貌參與社會各個角落，聆聽人
們傾訴生活大小事。

起初，人在伊甸園和神一起漫
步時，並沒有要保持健康的觀念。可
是當罪闖進世界時，一切變得面目全
非。聖經的健康觀念不在於飲食和運
動，而是與神和好的關係。
大衛使用methom來描述這場災
禍。methom源自tamam這一字根，意
思是「完全」，也就是指「健康、純潔、
健全、沒有瑕疵、道德高尚」。當罪進
入我的生活時，攻擊所有的「完全」，
導致病痛、不安、憂慮、不信、被錢財
轄制、看不見神的帶領。

同時，足智多謀且才華洋溢的哈
查姆人，在社交聚會上多擔任丑角表
演喜劇，交際廣泛，使他們和印度穆
斯林相處起來如魚得水。
不過，樂天的人格特質以及歡樂
的生活方式，讓哈查姆人更不容易覺
察到心靈真正的需要
就是認識那
位永恆生命之道的救主。

人類不再健全，與神隔絕，離開
神創造他的樣子，這就是罪。罪是生
命中唯一的問題，不解決根本問題，
反而想盡辦法得到健康的身體也於事
無補。無論如何，罪都會吞噬你，無
孔不入地摧毀你的生活。
經上說：「除他以外，別無拯
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
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從問題中
走出來唯一答案就是
耶穌基督！

Photo by Pulpitis on iStock

天父，我們為這群熱情奔放的哈查姆人，在孟加拉努力地生活而感到開心，但也遺憾
他們滿足於現況，覺察不到靈性飢渴。主啊！求你的大光照耀在哈查姆人身上，使他
們眼睛得開，看見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唯有敬畏耶和
華，謹守他的誡命，委身於他的旨意當中，才是真正豐盛滿足的生活。求主保守當地
的基督徒，存著從你而來的溫柔、愛心、忍耐與盼望的心繼續宣揚福音，直到建立屬
於哈查姆人的教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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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

星期三

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
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
人。(提前6:18)

尼卡利人
Nikaris
尼卡利(Nikari)這名字，意涵是
「行善」。但這群自認為「行善」的
民族，或許在神眼中卻是困苦、
可 憐、貧窮、瞎眼和赤身的(啟3:1718)。唯有聖靈能向他們啟示這項真
理，重新認識內心實際的屬靈光景。
尼卡利人絕大部分住在印度西孟
加拉邦和孟加拉，以漁業買賣和水果
種植維生。他們習慣族內通婚，喪親
者可以再婚。
尼卡利人是虔誠的穆斯林遜尼
派，遵行可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的教
導，每天面向麥加祈禱五次，於齋戒
月(Ramadan)期間施捨，並在白天禁
食。在連續四天的宰牲節(Al-Adha)時
刻，穆斯林會宰一隻羊，並將肉分給
家人、朋友和窮人，他們將此善行視
為贖罪，以及死後進入天堂的條件。
誰來告訴這些人：主耶穌已經為
他們犧牲了生命，為罪付上完全的代
價，而他們無私的行為和祭物實為汙
穢的衣裳。(賽64:6)

英文把「好事」譯為goodworks，
聽起來和前面的「行善」差不多。然
而，在原文裡是兩個不同的字，一個
是 ergois( 工 作 ) ， 一 個 是 kalois( 好
的)。兩者有何關連呢？
Kalos，意指有道德、正直、高
尚、按著良心行事的美好品格。如果
說「善行」是幫助人的外在行為，「在
好事上富足」則是關乎個人的內在品
格，兩者缺一不可。
不過，事實上沒有人是無罪的。
每個人身上都有原罪的屬靈問題，就
像穿著一件汙穢的衣服，言行舉止都
與罪有關，如何能「在好事上富足」
呢？
我們需要先被耶穌的寶
答案是
血洗凈，使基督的義歸於我們身上，更
新我們的內在品格，繼而活出屬天的生
命，這也就是保羅所說的「活著就是基
督」。
唯有生命被神更新的人，才會
「 在好事上富足」，按著從神而來
的美善品格去行善、施捨、樂意供給
人。

Photo by Katiekk2 on iStock

天父，為著孟加拉尼卡利人的屬靈光景來向你禱告。求你賜下更多跟隨基督的工人來
到他們群體當中，傳講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的福音。求聖靈在尼卡利人的心裡動
工，使他們明白世人都虧缺了神的榮耀，作為罪人的我們無法替自己贖罪，唯有神的
兒子才能付清罪的贖價，以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與神和好。禱告
未來的尼卡利基督徒，能藉著神的大能培育出更多門徒，以榮耀神為目的，活出聖潔
敬虔的生命，影響家人、朋友和鄰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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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難以掙脫的社會桎梏1
印度的蘇特拉達爾人
Hindu Sutradhar People
高種姓婆羅門祭司烏帕(Upadh)
不幸地在一條泥濘路上滑倒，跌進布
滿石礫的溝裡。他小心翼翼的挪動著
身體，尖銳的刺痛感隨即湧上腿部。
夜色抹去最後一縷殘陽，一陣寒風吹
過，烏帕不禁打了個冷顫。此時，上方
隱隱 傳來 腳步聲，自遠而近，他 朝著
那聲音大喊：「請幫助我！」

Photo by Syed Mahamudur Rahman on iStock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
們能明白聖經。(路24:45)
「開竅」是一個希臘短語，表
示「敞開他們的思想」。這裡的「他
們」是眾數，而思想是單數。換句話
說，耶穌不是打開每個人各自的思
想，而是使他們集體明白。

撒塔(Satah)是一位 蘇特拉 達爾
木匠，剛下了班，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忽而聽見細碎的叫喊聲，他快步朝那
聲音而去，發現受困的烏帕。「我來幫
你！」撒塔立刻跳進溝裡，好意地說：
「先生，這裡有水，請喝。」

動 詞 d i a n o i g o是 「 把 關 閉 的 東
西打開」，這個字常用來描述「看見
某種隱藏的東西」。舊約早已啟示基
督，只是門徒沒看懂，直到耶穌讓他
們有了屬靈的悟性，從心底明白神的
話。

不料，烏帕卻驚恐的大聲回絕，並
怒道：「我絕不喝從你那而來的水！低
賤的人，不要汙染我！離我遠一點！」
如果你是撒塔，你會怎麼做呢？
蘇特拉達爾人是一群極具天賦的印度
教低種姓木匠，擅長雕飾門板、窗戶、
船隻、寺廟牆壁和木製農業用具等等。
目前有許多人在城市裡工作，少數手藝
精湛的蘇特拉達爾人能獲得比較高的
薪水報酬，其他人則僅靠微薄的薪水
度日，勉強維持著生活。不過，在全能
上帝的眼中，兩者都非常窮乏。

這兩個以馬忤斯的門徒從小在
猶太會堂長大，每個安息日都誦讀聖
經，他們跟隨耶穌，也曾親眼看見神
的作為，卻還是不明白，直到耶穌
「開他們的心竅」。
所以，聖經不是單靠理性就可以
讀懂的。神的道是真理，隱藏在聖經
中，只有聖靈能夠開啟我們的心竅來
明白。

天父，為著這群依舊被束縛在種姓制度下的印度蘇特拉達爾人來禱告，求你使他們
因著認識耶穌基督而重新定義自我價值和身分認同，擺脫社會如連環套般的桎梏，
真理能釋放他們得以自由。縱然世人嗤笑、藐視蘇特拉達爾人的存在，你卻是會顧
念他們的那位主，求聖靈滿有能力地運行在家庭和社群領袖之中，幫助他們的生活
得以改善，更是在靈性上得了豐盛的滿足，體會如詩篇所說：「我的好處不在你以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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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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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
作，就把他們交在非利士人和
亞捫人的手中。(士10:7)

難以掙脫的社會桎梏2
卡帕里人
Kapali People
根據傳說，卡帕里曾經屬於婆羅
門階層，卻因為拒絕替5位來自印度
卡瑙傑(Kannauj)的婆羅門人洗腳，
激怒了阿迪蘇拉(Adisura)國王，被
貶為賤民。
如今，卡帕里人主要分布在印
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以種植黃麻
(Jute)和生產黃麻製品維生。隨著商
業活動日漸發達，許多人成為富有的
地主，有些人則成為了幫傭。他們是
虔誠的印度教徒，敬拜眾多的神祇。
卡帕里人需要認識那位獨一的真
神是宇宙萬有的源頭，又是何等珍愛
他們！文字、有聲聖經及相關電影皆
有孟加拉語版本，但要在有網際網路
的條件下，才能取得這些福音資料。
目前在卡帕里人中間並沒有基督的跟
隨者。

Photo by Moshiur Anwer on iStock

以色列人占領迦南地，卻沒有
遵守神的吩咐趕逐迦南人，反倒與
他們共處，甚至轉而去敬拜他們的
偶像。以色列人以為如此做便能改
善生活，那我們呢？敬拜世界的價
值觀，盲目追求金錢名利、財富地
位和消費文化。
神如何對付這種假神崇拜？他
把自己的兒女「交在」被奴役的景
況中。希伯來動詞makar，就是「交
易」或「買賣」的意思。以色列人被
擄到巴比倫，經歷極大苦難，不只損
失所有財產，甚至淪落到要吃自己兒
女的慘況，這些創傷深深烙印在他們
心中。
神曾把以色列民「賣」給他們所
拜偶像的國，若我們也決定不遵從神
的指示，他也會許可子民承受選擇的
後果：凡敬拜財富的，最終必被財富
捆綁；凡自認為可以依靠自己的，最
終要為錯誤的決定付上代價。
以色列人重複犯錯好幾個世紀，
我們似乎也一樣，沒有汲取歷史教
訓。到底還需要多深的創傷，才能放
棄心中的假神呢？

天父，願你動員世界各地的眾教會，差派更多工人到卡帕里人當中，帶著欠福音債的
心腸，為著選民凡事忍耐，好叫卡帕里人可以得著那基督耶穌裡的救恩和永遠的榮
耀。願聖靈藉著各樣方式在卡帕里家庭和社群中運行，使他們聽見真理的道，真知道
神，進而重整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把生命扎根在堅固穩妥的磐石上。願
主的榮耀彰顯在這地，帶領宣教士放膽傳講天國的福音，得著屬你的子民，建立屬於
卡帕里群體的教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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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旁遮普邦
Punjab, India

有裂痕，才看得見曙光
作者 Keith Carey

編輯 Joan

Photo by Peter Chirkov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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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旁遮普，文化大不同
這一週，我們將為錫克教群體禱告，印度旁遮普邦是全
世界唯一以錫克教為主的地方。
你知道嗎？在巴基斯坦有一個旁遮普省，雖然省分名稱
相同，文化背景卻差異極大。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是該國的
第二代行政區，其中遜尼派穆斯林約占居住人口的98%。印
度旁遮普邦，則是錫克教的發源地。當地人口約有65%為錫
克教徒，39%為印度教徒。根據約書亞計畫資料顯示，491個
未得之民群體中，有469個在印度旁遮普邦。

錫克教的源起
十五世紀，錫克教的第一代上師及創始人古魯．那奈克
(Guru Nanak)，為了調和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矛盾，施
行一波宗教改革，進而產生了錫克教。他們反對種姓制度，
主張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並透過追求高超的道德標準、勤奮
地行出好行為，以及遵行各種宗教儀式來獲得神的寬恕。與
印度教徒一樣，他們相信因果輪迴，在今世累積足夠的善報
才能得到解脫。

一道曙光，照了進來
錫克教相信「獨一的永生存有」，奉行嚴格的一神論。
因著與基督信仰有某些相似之處，許多錫克教徒被吸引來到
上帝面前。二十世紀八〇年代，錫克教民兵與印度政府衝突
不斷。然而，就在雙方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之下，不少錫克
教徒歸信基督。

我們該如何禱告？
1. 願聖靈引導錫克教徒來到上帝面前，認識這位真正創始成
終的神。
2. 這群微小的旁遮普基督徒是世界的光，求主賜給他們勇氣
和信心，為主作那美好的見證。
3. 願神的憐憫臨到印度旁遮普邦，讓這469個未得之民群體
能有機會聽聞福音，因信得著永生的盼望。

02

2 2 週禱告

WEEK
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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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的盟約

以撒便領利百加進了他母親撒
拉的帳棚，娶了她為妻，並且
愛她。(創24:67)

錫克教徒賈特人
Sikh Jats

laqah是個希伯來動詞，含有「接
受、取得、獲取、娶」等多種意思。
單從字面看，難免讓人聯想到以撒
和利百加之間帶有統治者與下屬的關
係，這是典型的希臘式理解。若我們
從希伯來字母圖形來思考，就會得到
很不一樣的解釋。

一位賈特男人牽起新娘的手，緩
慢地步至火壇前面，繞著走了7圈，
這是錫克教徒的婚禮習俗。
對於錫克教徒來說，「7」是一
個神聖的數字，火壇則象徵著個人的
純潔。錫克教是創始人古魯．那奈克
(Guru Nanak)為了調和印度教與伊
斯蘭教之間的矛盾，所產生的近代新
興宗教。他們尊崇10位上師(Guru，
直譯為古魯)，熟悉上師們所教導的
經典內容，以公平正義、扶貧濟弱和
宗教自由為基本信仰。

laqah的字母圖形是「一隻張開的
手、控制、和從……來、看哪」，表
達一種仁慈式的權柄。這就是說，以
撒不會因為比利百加強，就要命令、
控制她，而是保護、尊重、引導她，
是愛的展現。

賈特人的祖先過去從中亞遷徙
至印度，在尚武傳統的薰陶下，如今
在印度軍隊中也可看到不少他們的身
影。賈特民族
精良的農業技
術堪稱南亞之
最，經濟實力
不容小覷。賈
特人多半跟從
錫克教上師的
教導，當中幾
乎沒有耶穌的
Photo by Kadmy on iStock
跟隨者。

張開手掌是神的管理方式，他
總是溫和勸說，如暖風一般的邀請我
們，沒有限制，沒有掩藏。以撒的婚
姻也是如此，自願敞開，不是靠獨裁
和階級來控制對方。
我們越查考婚姻的意涵，就越能
明白合神心意的人際關係架構。以撒
預表耶穌，他接受了父親為他預備的
新娘，全心愛她。
這種婚姻是你所享有的嗎？以撒
的故事有映照出你與耶穌基督的關係
嗎？

天父，為著生活在印度旁遮普的賈特人來禱告。求神預備合適的宣教機構看見賈特群
體的需要，來到他們當中傳講福音，使他們信而明白你才是萬有的源頭，公義、良
善、聖潔、慈愛、憐憫、智慧皆來自於你。賜下真理的聖靈在當中，使他們重新認識
地上婚姻的意義。婚姻乃是上帝所設立的，其目的是反映上帝在耶穌基督裡對我們的
救贖之愛。這份永恆的救贖之愛，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願你引導他們的
生命，在家庭和社群中活出蒙你悅納的美好見證。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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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神比我的更好？

星期日

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
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至被
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西1:23)

錫克拉吉普特人
Sikh Rajputs
「我也相信世界上只有一位神。
但 其 實 穆 斯 林 和 基 督 徒 都沒什麼 差
別，你為什麼會覺得你的神比我的更
好？」錫克 教 拉吉普 特人看著 一名基
督徒，滿臉疑惑地問道。
「我的神知道人並沒有能力活出
聖潔無瑕的生命，所以他差派他的兒
子來為我們的罪付上代價。在錫克教
裡，你的神是這樣的嗎？」
拉吉普特人沉默了幾秒鐘，語氣
透露出些許懊惱：「……不是。」
錫克教的上
師 們( Gurus，又
譯古魯)教導信徒
遵行高尚的道德
標 準，卻 無 法 提
供人們遵從教導、
活出聖 潔 生 活 的
力量。

耶穌用他的寶血潔淨我們，使
我們得以與神和好，自由地選擇是否
要順服神。「只要」，希臘原文為
eige，意即「假若！」，隱含強烈的
語氣。這就是說，聖潔的生命是經過
一番努力掙扎，與神摔跤，並不是坐
著等待，期望從天而降。
我們不該誤以為只要能進天堂就
足夠了。凡得著救恩的人，還要願意
在生活上繼續被他修剪，反覆掙扎、
破碎與降服，這才是通往聖潔生命的
成聖之路。
我們固然領受了白白的恩典，任
何好行為都無法換取神的救恩，但神
期待與他和好之後，我們願意聽從他
的命令，逐漸成為一個能反映神形象
的人。

拉吉普特人大多數居住在印度和
巴基斯坦，主要以務農和從軍 為業；
印度教、伊斯蘭教和錫克教為其三大
宗教信仰。目前在拉吉普特族群中，
並無人跟隨耶穌基督。

神早已開始動工。聖經是神的
話，提供我們清楚指引，又賜下聖靈
作隨時的幫助。接下來，就看我們選
擇要如何踏出每一步。你願意被真理
的道成聖嗎？

天父，願你的憐憫恩惠臨到拉吉普特族群當中，他們在尋找世界上的獨一真神，卻
錯信了，走迷了路，求你引導他們到你面前來敬拜仰望你，因為你才是那一位創始
成終的神。願你使用更多忠心的工人，將救贖的信息帶給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拉吉普
特人，靠著聖靈所賜的智慧與他們交談，讓拉吉普特人知道生命中真正最需要的是
主耶穌基督的寶血，塗抹他們的過犯，唯有你才能作拉吉普特人的中保，使他們得
以親近神，在地上過一個屬天的聖潔生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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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戰火最激烈的前線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
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
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
立得住。(弗6:13)

賽尼人
Saini People
在印度國防部的人才招募中心，
一位賽尼青年人剛填寫完加入印度軍
隊所需的入伍文件。他的先祖代代獻
身於戰爭前線，他也承襲了祖輩的傳
統，以此為榮。

保羅以軍事來比喻信徒在地上的
生活。其中，他用了一個特殊的動詞
steko，是從另一個動詞histemi衍生
而出，意思是「站得穩」或「忍受得
住」。

自第八世紀初，賽尼族群陸續
以傭兵的身分來到印度，參與王國之
間的群雄紛爭。第十二世紀，穆斯林
成功征服印度各國成為一方霸權，兵
力需求減少，多數賽尼人轉而成為農
民。

當士兵穿戴好全副軍裝，就會接
到指示前往作戰地點，這是一般現代
軍事的操作方式。神卻不同，他期望
我們準備好一切，但沒叫我們親臨現
站穩，守
場，他只給我們一項任務
住神贏來的地盤。這是神的戰爭，不
是我們的。

因著被入侵的緣故，賽尼人仇視
穆斯林群體。直到十八世紀時期，印
度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賽尼人再次回
到戰場上打仗。

如果不用我們去打仗，為何要花
那麼多功夫穿上全副軍裝呢？因為，
我們有重要的事要做，就是守住地
盤、站立得住、不可撤退。我們穿上
全副軍裝，不是為了打戰，而是要保
護我們不被流彈所傷。

「我準備好了！」賽尼青年人語
氣堅定地說。
對今日的賽尼人來說，戰火最激
烈的前線莫過於印巴衝突，他們並不
知道屬靈爭戰是什麼。

這 是參 戰 規 則：一，讓 神引領；
二，信任他的作戰策略；三，守住神贏
來的地盤；四，不可撤退。
如果你在不是神爭戰的地方參
戰，別期望會打贏；如果你在敵人手
下戰敗，也許需要檢視一下參戰規
則。你是堅定站在神贏來的地盤上？
還是越過了神，自己在擬定作戰策略
呢？

天父，禱告賽尼族群能得你的憐恤，救他們脫離黑暗的權勢，遷入愛子國裡，因信耶
穌基督而得蒙赦罪，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禱告驍勇善戰的賽尼人能明白戰火
最激烈的前線不是對抗有血有肉的巴基斯坦人，而是那肉眼不可見的空中掌權者。求
主賜給賽尼人屬靈的眼光重新看待家庭傳統和民族歷史，尋見神在他們當中所安放的
心意，行走在神所訂的計畫裡，成為合神心意的器皿，並向家人分享生命之道。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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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

星期二

現在你們應當立定心意，尋求
耶和華
你們的神；也當起
來建造耶和華神的聖所。(代上
22:19)

瑪塔錫克教徒
Mahtam Sikhs
馬太福音9:35-38中記載，耶穌
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導人，傳
講天國的福音，和醫治各種疾病。他
看到群眾，就憐憫他們。他們的迷惘
無助就像沒有牧人的羊一樣。耶穌對
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很多，工人卻
很少。你們要向掌管莊稼的主禱告，
求他派更多工人到他田裡收割。」
時至今日，超過63萬名的瑪塔人
正等候著福音到來，他們當中還沒有
基督的跟隨者。根據每5萬人中至少
要有一名宣教工人的比例來看，估計
需要13名工人在瑪塔錫克教徒中間分
享福音的信息，直到建立當地屬神的
教會。

如何斷定一個人是否為真心尋
求神？希伯來世界觀是從人的行為
來判斷。
大衛告誡他的兒子和眾首領，要
「立 定心意」。L e v(心)和 n e p h e s h
(魂)代表一個人的全部，大衛是在說：
「投 入你整 個人去尋求神」。當我們
這 樣「立 定心意」，就 必 然 要 有所 行
動，「起來」為主做工。
今天不少信徒喜歡說大道理，生
命卻毫無轉變；很多教會想辦法增加
聚會人數、擴充建設，卻忽略要建造
栽培門徒。然而，按照聖經的教導，
一個相信神的人是會「起來」，為神
的目的和計畫擺上自己。
讓我們「起來」，不再為自己而
活，而是成為耶穌的手、腳和眼睛，
向世人活出神的美善屬性。

Photo by reddees on iStock

天父，求你預備足夠的工人，來到瑪塔族群這塊等待收割的田裡，宣講你的信息。
禱告瑪塔人能帶著一顆柔軟的心，聆聽聖靈的聲音，使他們相信主耶穌基督是我們
唯一的救主，在愛裡承認自己是個罪人，並一同經歷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禱
告瑪塔人有從上帝而來的豐盛生命和能力，建立屬於瑪塔族群的成熟教會，承擔起
牧養當地門徒的重任。願神在教會當中，並耶穌基督裡得著榮耀，直到永遠。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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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一次獻祭，
換來永遠稱義

你不可跪拜他們的神，不可事
奉他，也不可效法他們的行
為，卻要把神像盡行拆毀，打
碎他們的柱像。(出23:24)

蘭達西亞錫克教徒
Ramdasia Sikhs

「打碎」的希伯來字是shavar。
神命令以色列人不只要拆毀迦南諸神
的祭壇，還要將之打碎。這條誡命對
今天的我們依然重要。

小孫子一蹦三跳地跟著爺爺進
了房間，嘰嘰喳喳說個不停：「有個
人跟我說，我們只要禱告，神就會聆
聽。」

迦南文化崇拜生育女神，他們相
信討好神明會帶來繁盛，所以他們獻
嬰孩祭，舉行廟妓活動，希望莊稼豐
收，生活無憂。

爺爺皺了皺眉：「胡說八道什麼！」
「爺爺，這是真的！他還告訴我
有一位名叫耶穌的神，會饒恕我們，
而且永遠有效。我們就能與神和好
了。」

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拆毀，並「打
碎」這些祈福活動，否則會歪曲對神
的認識。滿有慈愛和豐盛恩典的神，
會供應我們一切需要。無限的神根本
用不著以色列人的討好，試圖討好只
不過顯露了對神的不信。

「不許亂說話。」爺爺的聲音裡隱
含著一絲不容置疑，喝斥道：「你是錫克
教徒，別想偷懶！想親近神，要做的事情
可多了，不是那麼簡單！」
錫克教徒
透 過 追 求高 超
的道德標準、積
極 地 行出 好 行
為，以 及 遵 行
各 種 宗 教儀 式
來 獲 得 神 的寬
恕。他 們 相 信
Photo by dhammabum on iStock
因果輪迴，在今
世累積足夠的善報才能得到解脫。

今天，我們應該打碎哪些討好神
的行為？你擺上時間在教會服事，按
時遵守十一奉獻，是為了要得到神所
賜的祝福嗎？你覺得天天努力禱告，
每週固定參加主日崇拜，神就會照顧
你的需要？
神已經給你最好的禮物了，就是
耶穌基督他本身。

天父，你是蘭達西亞人的大牧者，他們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求你親自引領蘭達
西亞人尋見回家的路。願聖靈主動臨到蘭達西亞群體，使他們明白不是靠著自己行
善、遵守宗教儀式來換取饒恕，乃是主耶穌基督，誠然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
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主啊！求你差
派更多宣教士來到此地，憑著從神而來的溫柔、忍耐和謙卑，幫助蘭達西亞人認識純
正的真理，直到建立屬你的教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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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離失散的羊，
誰來尋回？

星期四

耶和華從天上察看世上的人，
要看有明智的沒有，有沒有尋
求他的人。(詩14:2，現中譯本)

錫克金沃爾人
Sikh Jhinwars
《古魯．格蘭特．薩希卜》(Guru
Granth Sahib) 是 錫 克 教 最 重 要 的
經典，被信徒視為永存的「古魯」
(Guru，導師)，同時也是最後一代
的上師。經典裡清楚闡釋錫克教的基
本教義，如主張一神論，反對種姓制
度，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嚴禁不勞而
獲，積極入世參與社會服務、追求公
平正義，活出誠實聖潔的生活；信仰
業報輪迴說，必須靠著行善和上師的
教導才能解脫等等。
大多數居住於旁遮普的金沃爾
人信奉錫克教，從事漁產、羊肉貿易
等相關工作。在婚姻觀念上，提倡一
夫一妻制，只在特定群體或種姓內通
婚，不鼓勵離婚和再婚。
以 西 結 書 34: 5說 道 ： 「 因 無 牧
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作了一切
野獸的食物。」雖然有完整的旁遮普
語聖經福音資源，但目前沒有宣教士
在錫克金沃爾群體中。

在希臘思維中，「明智」是經
過思考而作出正確抉擇的過程。但
希伯來字sakal的輔音字母卻是一幅
很不同的圖畫，是「從張開的手掌
吃東西」。以色列是遊牧民族，他
們知道當動物從張開的手掌中吃東
西時，意味著信任對方。
聖經常用羊來比喻人。羊很笨
拙，沒有牧羊人就會迷路，沒有保
護就會遇到危險，所以其特點是認
得牧羊人的聲音。
這節經文下半節平行結構的字
是 「 尋 求 」 ， 希 伯 來 文 darash的 字
母圖形是「吃者的路徑」
神尋找
願意從他手上吃東西之人。換句話
說，就是那些願意來到神面前，信
任他的帶領，依靠他供應的人。
「吃」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
要。「明智」之人會把自己放在神
手中，因為那是存活下去的源頭，
不是嗎？

Photo by Vivek_Renukaprasad on iStock

天父，願你讓印度各地的教會看見金沃爾人的需要，帶著傳福音的使命去接觸他
們。願聖靈的大能運行在旁遮普這塊土地上，使金沃爾人意識到自己唯獨得罪了耶
和華。但因著上帝豐盛的憐憫，能抹去他們的罪汙、洗淨他們的罪惡，重新為他們
造一顆清潔的心、正直的靈，使他們比雪更白。願金沃爾族群能一同享受這份救
恩之樂，甘心順從主，歡喜歌頌你的寬恕，獻上自己破碎痛悔的心，成為神喜悅的
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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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遷徙之路

眾百姓齊聲說：「耶和華所吩
咐 的 ， 我 們 都 必 遵 行 。 」 (出
24:3)

錫克拉巴納人
Sikh Labanas

神給以色列人很多教導，但在還
未開始文字紀錄的時代，他們如何記
下神要告訴他們的話，並傳承給下一
代呢？答案其實很簡單
他們牢記
神所說的。

拉巴納一詞意為「貿易鹽商」、
「穿著鐵洋裝的人」。數個世紀前，
足智多謀的游牧民族拉巴納人從土耳
其遷徙到印度，沿路開始做起了生
意。不論是戰爭時期，抑或是和平年
代，持續參與鹽、香料、穀物、披巾
等海陸貿易。與此同時，拉巴納人穿
上「鐵洋裝」，在錫克教的軍隊裡服
役。

以色列人把神的話大量儲存在個
人、家庭及民族記憶中，同時以口傳
的方式把神的教導整全地傳承給下一
代。

今日，約有34萬拉巴納錫克教徒
定居在印度北部旁遮普省，並轉為從
事農業相關工作。作為錫克教的跟隨
者，他們相信「獨一的永生存在」，
遵行10位古魯(Guru，導師)的教導。

「話語」的希伯來字dabar的象
徵意涵是「兒子的道路」。你有發現
嗎？說話，是父親給兒子指路，把生
活指南傳承給兒子，這是一份建立在
父子關係上的溝通。

全本聖經與各式各樣的福音資源
皆有東旁遮普語(Eastern Punjabi)版
本，但拉巴納人依舊是最少觸及基督
教的群體之一。

在希臘的世界觀中，溝通僅僅是
為了傳遞信息，而不是建立關係。只
要把訊息傳遞出去就好，那電臺、電
視、網路皆能取而代之。
反觀希伯來人的想法卻不是如
此。若是要遵守神所吩咐的，首先必
須和他建立關係，好像父子之間的互
動；除非有這份關係，否則不算是實
際的溝通。

在印度收鹽

當我們與父神有了真實的關係，
他說的每一句話，身為孩子的我們，
聽見了就必須要去行動。

Photo by Iryna_Rasko on iStock

天父，願你藉著主耶穌基督我們的救主，慷慨地把聖靈傾注在拉巴納人身上，使他們
心裡謙卑、柔軟的向主敞開，認識你才是真正「獨一的永生存在」。願你豐盛的恩典
和長闊高深的愛，厚厚地澆灌在拉巴納人的家庭當中，使他們得以因著信，接受你的
拯救，離棄自己的罪，藉由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一同成為義人，承受永生。願拉
巴納人在你的愛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吸引更多人來到你面
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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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甘肅省
Gansu, China

宗教、民族、歷史的交織
作者 Keith Carey

編輯 Joan

Photo by Tony Wa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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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去東來的商旅
甘肅，像一柄雍容華貴的玉如意，橫躺在中國地圖上。
黃河穿越蘭州，將這片土地劃分為河東與河西。在祁連山脈
的庇護下，平坦的河西走廊形成一個又一個綠洲，這裡是鼎
鼎有名的絲綢之路。自漢朝開始，無數的駝隊商人沿著這條
狹長谷地，把中原的絲綢和瓷器帶往西域，直至歐洲。

宗教與民族，縱橫交錯
從古至今，甘肅就是一個多元民族雜居的地方，少數民
族人口約為265萬，占總常住人口的10.62%，宗教信仰以藏
傳佛教和伊斯蘭教為主。其中，信仰藏傳佛教的有藏、土、
裕固、蒙古等族；信仰伊斯蘭教的則有回、東鄉、保安等
族。毋庸置疑，甘肅濃厚的宗教文化在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
影響力，如位於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內的拉卜楞寺，是格
魯派六大寺之一；再如臨夏回族自治州，號稱中國小麥加，
南關大寺、老華寺都是省內規模較大、歷史悠久的清真寺。

走進甘肅深處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藏族已成為一個全民信佛的民族，
其思想觀念、文學藝術、語言文字、天文歷算、建築雕塑、
醫藥技藝等文化傳統，無不與藏傳佛教密切相關。寺院不單
是宗教活動場所，更是傳統文化的教育中心。這一週，我們
將為甘肅省幾個信仰藏傳佛教的少數民族禱告。此地宗教色
彩濃烈，人們迫切需要福音。
部分資料參考《甘肅省少數民族青年現狀調查》，西北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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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答案你知道嗎？
托爾哥特．卡爾米克人
Torgut Kalmyk
你知道在歐洲有一個以信奉佛教
為主的族群嗎？
托爾哥特．卡爾米克（又稱衛拉特
人，Oriat），是蒙古族的一個分支。自
十七世紀開始，他們便向西遷移至裏
海西北邊的大草原上，屬於俄羅斯的
歐洲部分。

Photo by Undefined on iStock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
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徒2:3)
聖靈在五旬節傾倒下來，為什
麼被描寫得好像「火舌」呢？耶穌受
洗的時候，聖靈不是形狀彷彿如鴿子
嗎？

許多托爾哥特．卡爾米克人隨著
先祖傳統繼續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
生活；一些卡爾米克人則選擇定居下
來，穩定的在工廠、礦坑和農場工作。

五旬節時，聖靈意外地像火的舌頭
(glossai)顯現，讓在場數千人都震驚
不已。你若知道希伯來字「祝福」的
拼寫，就會明白「如火的舌頭」其實
是一個祝福的標記。

情緒高亢時來一段歌舞唱跳，聽
著長者娓娓道來半世紀以前的遙遠記
憶，都是卡爾米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除此之外，在一年一度的蒙古族傳
統節日那達慕大會上，可以看見男子在
場上鬥智、鬥勇和鬥力，進行賽馬、射
箭和摔跤等三大比賽項目，一展獨特
的民族風采。

希伯來字「祝福」是ashre，由字
母 A、 S、 R組 成 ， 正 好 是 「 火 降 在
頭上」的圖畫。R的字母圖形是人的
頭，加上火的概念（A是強烈，S是
吞滅）。當聖靈如火降在人頭上的時
候，正式宣告他來是要施予祝福的。

卡爾米克人的佛教支派深受泛靈
信仰和薩滿教的影響，時常為著健康、
工作、愛情來尋求薩滿巫師的幫助。他
們需要認識主耶穌基督。

不過，有一點要留意，經文說有很多
火的舌「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但
動詞「落在」用的是單數形式，意思就
一位聖靈分給許多人。
是

天父，微小的卡爾米克基督徒群體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
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求神堅固卡爾米克基督
徒的信心，使他們在盼望中繼續敬拜神，隨時做好準備，領受聖靈的引導，勇敢地
在家人面前為基督做見證。主啊！更求你差派醫療、農耕和獸醫背景的宣教士，來
到卡爾米克群體之中，帶著一顆基督的心與他們做朋友，使卡爾米克人在愛的關係
裡心被恩感，渴慕來到神面前，瞻仰你的榮美。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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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天空很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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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布人
Tebbus

希臘文anapaou，是「被重振」
或「得到休息」的意思。如果要更準
確解釋保羅所要表達的，就要知道這
字的希伯來文shavath，其意涵為別人
繁忙生活中的「安息」(sabbath)。他
們總是在你奮鬥和喘息時出現，適時
的給予鼓勵和支持。每個人都可以成
為別人的shavath。

特布人是藏族的一支，說安多
藏語(Amdo Tibetan Language)，居
住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東南部迭
部縣，毗鄰四川，崇山峻嶺，高聳入
雲，交通封閉，與世隔絕，形成了具
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文化氛圍。他們信
仰的藏傳佛教深受薩滿教和泛靈信仰
所影響。

anapaou是ana(停下)和pauo(休
息)的組合。換句話說，這些人會挪
去你心中的擔子，使你能夠休息。他
不是勸你別太努力，或命令你停止工
作，而是在你有需要的時候過來幫助
你。

多數的特布人依舊過著藏族先
民的游牧生活，居無定所，四處移
動，為著牲畜尋找水草肥美之地，
與豐富多變的大自然和諧相處。然
而，中國政府希望特布人定居下
來，安排孩子進入公立學校就讀，
提高人口識字率。

前 置 詞 ana， 則 是 在 強 調 「 安
息」是發生在你正努力之時，因為有
了他們的陪伴，你就可以喘一口氣，
起來繼續奔跑。他們不只是在一旁喊
「加油」，而是實際付諸行動。

2017年，安多藏語新約聖經譯本
問世。不過，當地還沒有建立教會。

更重要的是，希伯來字shavath，
意指「安息」是從神而來，是神及時
差派人來幫助你，與你並肩作戰。同
樣的，你若想成為別人的shavath，就
要隨時做好預備，敏銳聖靈的引導，
等候差派。
Photo by Alberto S+ínchez cerrato on iStock

天父，詩篇19篇說到：「諸天宣揚你的榮耀，穹蒼展現你的奇妙大工。你在天上為太
陽安設居所，從這邊升起，運行到那邊，沒有一樣事物不在它的熱力之下。你的律法
全備，能甦醒人心；你的道理潔淨，能存到永遠。」禱告特布人除了明白大自然的奧
妙之處，也能認識創造一切的上帝。求主差派合適的工人，在醫療和教育上給予他們
幫助。禱告特布人渴慕神的話語，使他們得著真智慧。求主使中國的基督徒看見特布
人的需要，存著清潔無虧的良心，教導他們學習真道。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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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的殿是
你的「吉祥福地」嗎？
博峪藏人
Boyu Tibetans
博峪鎮，是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舟曲縣下轄的一個鄉鎮，座落於岷
山山系的群山之中，海拔約三至四千
公尺，雲霧繚繞，恍如置身於人間仙
境，被譽為「吉祥福地」。這裡距離
舟曲縣城約303公里，居民有90%是
藏族人，家家戶戶以種植黨參 註 為主
要經濟收入來源。

Photo by Chang Jung on iStock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
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
樂。(羅14:17)
這世界好像跑步機，而站在跑
步機上的你需要一直跑、一直追，不
能停下來。地上的世界給你的是
勞碌奔波、全速衝刺、必須要得到；
神的國截然不同，從這節經文可以看
到，神要給你的是
美好、穩定、
不慌不忙。

「達瑪花開美人舞，五月博峪勝
天堂」，採花節是博峪鎮一年一度的
傳統節日。民間流傳：一位名叫蓮芝
的姑娘，不僅樂於醫治傷病，還教導
當地村民開墾荒地和紡織技術，卻在
農曆五月初五上山採藥時，不幸失足
跌落山崖。人們為了紀念蓮芝姑娘，
便在每年的這一天盛裝打扮，上山採
達瑪花，舉行隆重的祭祀活動，祈求
她來世再生，繼續造福百姓。

Dikaiosyne、eirene、chara，或
許你無法記住這些字，但要記得，你
不需要努力賺取，它們是神所賜下的
禮物，且將存到永遠。
公義，是讓你從罪疚感中得到釋
放，重新與造物主建立美好的關係；
和平，是神塗抹我們的敗壞，讓我得
以享受與他之間的和平，同時也流淌
到其他人際關係上；喜樂，則是隨從
聖靈生活行動所自然產生的結果，神
喜悅我。

目前聖經有博峪藏人所使用的中
部藏語版本，住在「吉祥福地」的他
們還不知道上帝才是真正的賜福者。

從世界的跑步機下來吧！只有
神的國才能真正滿足你心靈深處的
渴望。

註：黨參是一種中藥材，以根入藥，味甘性
平，具有補脾、益氣、生津的功效。

天父，求你興起中國基督徒，到博峪鎮宣揚你的作為，與藏人建立美好的關係，好
讓他們相信你、順服你，使耶穌基督的名得著榮耀。你曾對亞伯拉罕說：「我必
賜福給你，你也要叫別人得福。」求你使博峪藏人明白，你才是那一位真正的賜福
者，耶和華的殿是他們的吉祥福地，神兒女則是萬福之源。禱告博峪鎮的教會被建
立，求神興起合適的藏人擔任領袖，以純正的真理牧養村民，靈性日益茁壯，經歷
神的同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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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香祭神插經幡
舟曲藏人
Zhugqu Tibetan
舟曲縣位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的東南部，地形地貌複雜，白龍江
貫穿其中，孕育出獨特豐富的藏族文
化。舟曲藏族不僅在語言上有別於其
他藏區，在宗教信仰、傳統服飾、婚
喪禮忌等方面皆獨具一格，插箭節即
是一例。

Photo by Zzvet on iStock

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用厚
恩待我。(詩13:6)
這字有「報答」或「獎賞」的
意思，自然讓人聯想到神會賜下好東
西。然而，細讀這句經文，就會發現
這獎賞未必是得到富足、滿意、沒有
掛慮的好生活。事實上是在說，神的
品格會顯明出來，好讓我們可以放心
依靠他。

插箭節多半在每年的5、6月期間
舉行。各家各戶在前一天便要準備好
祭祀山神的物品，包括煨桑物 註 、五
彩經幡、箭等等。插劍節當天清晨，
藏族男子騎馬奔至山頂參加插箭儀
式，圍著桑火堆，把五彩經幡撒向空
中，並高舉著箭按順時針方向緩緩繞
行煨桑臺一圈、插箭垛三圈，祈求山
神保佑當地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人
畜興旺。

現今，我們嚴重受物質主義所影
響，以為神的獎賞一定是物質上的好
處。我們並沒有比在曠野抱怨神的以
色列百姓好多少，一樣是不停地問：
「神啊！你要給我什麼好處？」

舟曲藏族先民相信萬物皆有靈，
是虔誠的苯教信徒。十二世紀中葉
後，藏傳佛教開始在縣內迅速發展。
經過漫長的融合，苯教和藏傳佛教漸
漸成為舟曲藏人的共同信仰。

轉移你的視線吧！從看神的獎賞
轉向單單仰望神，讓他成為生活裡唯
一的追求。如此，我們就會明白，神
的獎賞是多麼實在和寶貴，其他事物
根本不能與之相比。
如果你所期望的不是神的同在，
而是其他好處，那麼也許你需要重新
省察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服事動機。

註：煨桑時所需要用到的物品。「煨桑」是藏
語音譯，「煨」的意思為煙、煙火；「桑」則
為消除、驅除。煨桑是藏人的祭祀習俗，即焚
燒穀物、松柏枝等物來產生煙霧，祭祀鬼神。

天父，你所創造的萬物都向我們歌頌你的偉大。求你幫助舟曲藏民，明白大自然是出
自上帝之手，無法超越你本身，轉而敬畏創造大自然的主。禱告耶和華成為舟曲藏民
杯中的分，唯有你才是他們真正的財富和快樂泉源，也是終極好處的所在。因為沒有
上帝時常的同在與看顧，就沒任何東西是「美好事物」。禱告舟曲藏民將自己的心和
盼望寄託於主耶穌基督身上，體會到「我的好處不在神以外」。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35

中國 • 甘肅省
1 月1
  
9日

星期三

絲綢之路成了恩典之路
恩格爾‧裕固人
Enger Yugurs
裕固族，源於中國北方古老民族
回鶻中的一支，與維吾爾族同源，分
布在河西走廊中部，和祁連山北麓的
狹長地帶，主要分布在張掖市肅南裕
固族自治縣。雖然當地氣候乾旱，但
夏季時融化的高山雪水會滋潤大地，
裕固人在這些星散的綠洲上從事農
業、畜牧業生產。
由於複雜的歷史文化影響，住在
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東部的裕固人，說
恩格爾語，屬蒙古語系；住在西部的
則說堯乎爾語，屬突厥語系。不過，
現在各地裕固族普遍都會說漢語。
與藏族一樣，天葬是裕固族的喪
葬習俗。他們會將逝者屍體分解成數
塊，帶至山頂上，等待飛禽啄食。3
日後，肉被食盡，代表死者已經「升
天」。
數世紀前，絲綢之路作為東西方
商貿要道的同時，基督教也藉此傳入了
河西走廊。考古學家曾在該處挖掘出
許多十字架。二十世紀末期，一些恩格
爾‧裕固人歸信基督。如今，恩格爾‧
裕固族基督徒約有50名。

Photo by Popolon on Wikimedia Commons

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
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
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
信得生。」(羅1:17)
保羅原是法利賽人，他以為神的
揀選是依據亞伯拉罕的血統傳承。
當保羅遇見復活的基督時，他發
現原來「義」不僅是一個民族在神面
前的地位，也是一個屬靈狀態，神看
那些信他的人為義。神接納罪人，使
他們白白得著恩典，不是血統繼承，
也不是經過個人努力。如今，他們有
了義的印記，有從神而來的能力活出
義。
換句話說，他們是恩典之約的成
員，神的恩典將治理和塑造他們在世
界上的每個思想、決定和行動。
也許，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神揀
選的標準。只知道當我們站在神面前
時，應當謙卑降服。從那時起，生活
充滿了恩典的痕跡，展現出神在做工
的義。

天父，感謝你，在幾十年前，把福音帶到了這地。你愛你所造的每個恩格爾‧裕固
人，盼望他們所有人都能回轉向你。求你藉著這些已經蒙你拯救和賜福的恩格爾‧
裕固族基督徒，向身旁不認識你的親族彰顯你的憐憫，成為世界的祝福。「我們作
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祈求聖
靈挪去恩格爾‧裕固人的硬心，引領他們回到天父的家中，與神和好。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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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敬拜耶穌，獻上哈達
撒拉‧裕固人
Saragh Yugurs
「敬上青稞酒，獻上哈達 註 」是
裕固族平常歡迎朋友的方式，熱情豪
爽的他們認為把最好的食物拿出來款
待客人，才算盡到主人之誼。然而，
有一項特別的禮俗禁忌。

Photo by The World Traveler on iStock

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
世上有信德嗎？(路18:8)

「你不可以進來！」撒拉‧裕固
族男人對著眼前身著紅衣誤闖的遊客
高聲大吼道。

希 臘 動 詞 heurisko是 「 努 力 尋
找、刻意去發現」的意思，並不是隨
便看看，乃是抱著期待的心情，很渴
望能找到，當然也可能會失望。

撒拉‧裕固族信奉騎著赤馬的
「毛神」，因此不允許身穿紅衣、騎
紅馬的人們進入家中。他們說突厥
語，奉行藏傳佛教和薩滿教。

前面幾節經文說到，不義的法官因
為一位婦人不屈不撓地打擾他，最終願
意為她伸冤。何況是公義的神呢？等時
候到了，他必然會為選民伸張公義。這
是一個振奮人心的宣告，不過其後，耶
穌提了一個令人警醒的問題：「人子遇
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1997年，約有15人看完電影《耶
穌傳》後歸信基督教。2000年，當地
的基督徒人數成長至50人。不過，近
年來中國官方屢次打壓宗教自由，大
舉逮捕宣教工人。
盼望撒拉‧裕固人未來能全族向
主獻上哈達，歡迎耶穌基督成為他們
的救主！

主耶穌應許會為我們主持公道，
但等他再來時，會找得到有信心的人
嗎？這比喻是要教導我們，要有如婦
人這般堅持到底、不停地祈求、不達
目的絕不罷休的信心。

註：哈達是藏語，即紗巾或綢巾，大都為白
色。「獻上哈達」是裕固族普遍而崇高的待客
禮節。

這份堅定不移的信心，你有嗎？

天父，你是公義的，正直的人必得見你的面。求你幫助當地的宣教工人和撒拉‧裕固
基督徒們，面對當局政府強硬的宗教迫害時，仰望坐在寶座上的王，你按著你的時機
施行公義審判。願基督之愛充滿他們，饒恕傷害他們的政府，以憐憫的心為執政者，
以及不認識真理的親族朋友們禱告。求聖靈賜下悔改的心，使撒拉‧裕固人都能回轉
尋見你。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撒拉‧裕固人要讚美耶和華！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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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坐在捆鎖之中的藏民
容馬玻巴．安多人
Rongmahbrogpa Amdos
拉卜楞寺，舉世聞名的藏傳佛教
學府，始建於1709年，傲然屹立在甘
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內。連綿
不絕的僧舍間，遍布著求學弘法者的
足跡。三百年來，渾厚低沉的誦經聲
從未間斷。
夏河縣位處青藏高原東部邊緣，
是安多藏區的一部分。住在這裡的容
馬玻巴游牧民族信奉藏傳佛教。五彩
絢麗的經幡，隨風飄動一下，就等於
誦經一次，是藏民日夜誠心向佛的信
念；而寺院外數以千計的轉經筒，是
消災解難、修功積德最好的方式，一
圈圈不停地轉動，承載著藏民對於來
生的盼望。
放眼望去，藏區隨處可見寺院、
佛塔、經幡、佛龕，宗教氛圍十分濃
厚。作為一個全民篤信佛教的民族，
藏人認為，讓孩子從小入寺為僧是一
種至高無上的榮耀。牢不可破的信
仰傳統，至今仍深深影響著容馬玻巴
人，這裡迫切需要福音。

Photo by SPmemory on iStock

知道人心的神也為他們作了
見證，賜聖靈給他們，正如
給我們一樣。(徒15:8)
「知道人心的」，原文為
kardiognostes，是一個複合字，把
「知道」和「心」放在一起。
希臘人認為，心靈和身體是分開
的，相信「二元」對立。希伯來文卻
恰恰相反，nephesh(魂)一字有「全
人」的含義。
我們慣常受希臘哲學所影響，以
「思想」來代表人的一切，但希伯來
思想認為「心」才代表了「真實的全
人」。換句話說，神是根據行為、情
感、思想、態度來判斷人，而不是單
看思想。一個人外表所呈現出的樣子
也就顯露出他心靈光景的真實狀態。
我們不該受希臘哲學二元論的影
響，只停留在頭腦，而是要讓信心全
面發展。

天父，你認識這些仍困坐在捆鎖之中的容馬玻巴人，願你拯救這群靈魂被綑綁、被
罪包圍、幽暗無光的藏民。主的榮光照耀此地，使鎖鏈斷落、心得釋放，領容馬玻
巴人出黑暗，起來跟隨你。願你賜下大能，讓容馬玻巴人穿戴好上帝的全副盔甲、
真理的腰帶、公義的護胸甲、福音和平的鞋子、信心的盾牌、救恩的頭盔，握住聖
靈的劍，就是上帝的話語，使他們能堅定不移地抵擋魔鬼的一切詭計。願所有人因
耶和華的慈愛，和他所行的奇事，都稱讚他。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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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開伯爾普什圖省
Khyber Pakhtunkhwa, Pakistan

被割裂的剽悍民族
作者 Keith Carey

編輯 Joan

Photo by Adam C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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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穆斯林的家園
巴基斯坦，全名為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位於南亞，
東與印度比鄰而居，西接伊朗，西北側與阿富汗相連。全
國 共 有 4個省，其中，俾路支省(Baluchistan)、旁遮普省
(Punjab)、信德省(Sindh)的省名，都是以當地的主要族群
來命名，有鑑於此，巴基斯坦憲法修改委員會在2010年將西
北邊境省(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正式更名為開伯
爾普什圖省。

民族割裂線
巴基斯坦曾是大英帝國的南亞殖民地，剽悍的普什圖部
落使英國的殖民擴張止步於此。1912年，在外國勢力集體干
預下，阿富汗成功脫離大英帝國的控制。然而，英國人卻在臨
別之際，劃定一條長達2,430公里的杜蘭線（Durand Line），
硬生生地把勇猛強悍的普什圖人分隔在阿富汗和英屬印度(今
巴基斯坦開伯爾普什圖省)兩地。時至今日，普什圖人是阿富
汗第一大民族，握有真正實權。另外，他們在巴基斯坦為第
二大民族，潛在勢力不容小覷，就連政府也會退讓三分。

榮譽至上的背後
普什圖人嚴格遵守《普什圖瓦利》法典而活，榮譽至
上的堅定信念主宰了每個族人的處世價值觀。對他們而言，
恢復家庭、部落和國家的榮耀使命，凌駕於所有一切之上。
當一個普什圖人遭到冒犯或受到侮辱，他不僅要敵人以血償
還，甚至會向其家人和部落進行報復。不過，榮譽至上的背
後，他們與我們並無分別，同樣都是罪人，也同樣都需要耶
穌基督的救贖之恩。
求聖靈親自進到每個普什圖人的心中，使他們認識真正
的榮耀屬乎三一真神，並靠著福音的大能，成為一個「以善
勝惡」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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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週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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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和解，沒有饒恕

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
為正直。惟智慧人、肯聽人的
勸教。(箴12:15)

普什圖人
Pashtuns

人們總是喜歡說：「沒有絕對不
變的真理。你的看法是對的，但是別
人的觀點也沒錯。每個人都不同，我
們不可隨便冒犯別人。」

開伯爾普什圖省，其意涵為「開
伯爾一側的普什圖人的土地」，約由
三百五十個部落所組成。這裡住著驍
勇善戰的普什圖人。

很久以前，所羅門就已經觀察
到，人們會認為真理是相對的，只需
要「在自己眼中」看為好就夠了，所
羅門稱之為「愚妄人」。

普什圖人嚴格遵守「普什圖瓦
利」法典而活，榮譽、獨立、好客、
復仇的文化傳統，主宰每個人的處世
價值觀。對他們而言，恢復家庭、部
落和國家的榮耀使命，凌駕於一切之
上。當一個普什圖人遭人冒犯或受到
侮辱，他不僅要敵人以血償還，甚至
會向其家人和部落進行報復。

「在自己眼中」的希伯來文是
beenayw， 意 思 為 「 我 有 自 己 的 意
見」。所羅門是在告訴我們，我們需
要有判斷力，但是道德的善惡標準並
不是由我們來決定，乃是自有永有的
神所定下的。

「一個真正的普什圖人可能會失
去信仰，但永遠不失去榮譽。」
「普什圖人會為著自身的榮譽，
而願入地獄之火。」

現今，個人主義已成為世界的
文化潮流。自己的感覺最重要，不支
持家庭計畫墮胎、同性戀合法化的教
會反被冠上「冒犯人」的罪名。「包
容」聽起來似乎不錯，但那不是神要
的。凡認為自己的方法總是對的，不
過是盲目的傲慢。

兩句古老的諺語，深刻地反映出
「榮譽至上」的傳統民族精神，融入
了每個普什圖人的血液中。

真正地高舉耶穌基督就是
無
論何時，依然堅信聖經的真理才是唯
一的道德標準。

天父，願你使普什圖人明白，人無法憑己意定義對與錯，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我們都需要被神饒恕。願你幫助普什圖人來到上主面前，承認自己的罪，
依靠他的恩典，接受他的赦免，透過耶穌基督的救贖，白白地稱義，並學會饒恕，成
為「以善勝惡」的族群。願你使每個普什圖人學習基督的柔和謙卑，以謙和回應他
人，彰顯出神的榮耀與良善；並放下對名譽聲望的追求，以神的眼光，欣賞自己與他
人的美好。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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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冤相報何時了

星期日

所以你們要謙卑，服在神大能
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
們升高。(彼前5:6)

塔瑙里人
Tanaolis
在開伯爾普什圖省這片土地上，
有豐富多樣的自然生態美景，也有著
許多不同的文化與故事。
塔瑙里部落，位處巴基斯坦東北
部的哈札拉山區。生活環境的艱辛，
造就塔瑙里人的強悍性格。他們恪守
伊斯蘭傳統，主流的普什圖文化對塔
瑙里人影響廣泛而深刻。榮譽至上的
堅定信念強化了他們對家庭、親族的
認同感，卻也造成部族之間永無止盡
的世仇紛擾。
地理障礙和文化隔閡，讓福音難
以傳入此地，使塔瑙里部落成為世界
上最少聽見福音的族群之一。唯有我
們主耶穌基督長闊高深的大愛能廢去
仇怨，轉化他們的生命。

Photo by Tariq Siddiq Kohistani on iStock

彼得曾經是個非常倚靠自己的
人。但在主耶穌死而復活後，他學會
了謙卑，因為他已經知道想靠自己來
掌控一切，注定會以失敗收場。謙
卑，才是得到神幫助的前提。
「謙卑」的希臘字為tepeinos，
而在希伯來文中是kana，「以張開的
手來體驗生活。」的意思。換言之，
當我們謙卑時，就是開放地把自己放
在神大能的手下，全心依靠他、受他
保護、被他管束。到了時候(kairos，
或譯為時機)，也就是神的計畫裡最
恰到好處的時刻，他必會將謙卑的人
升高。
今天，我們所處的社會強調的是
發揮個人能力，謙卑一點都不重要。
事實上，謙卑卻是神將我們升高的
唯一條件。整天費盡心思想要出人頭
地、愛慕權勢的人，反倒不會被神使
用。
你可以先從配偶和子女身上做
起，他們是最了解你，又是最容易被
你傷害的人。在家庭裡先學習不要什
麼事都堅持「我是你非」，用溫柔的
心待他們，這是謙卑的開始。

天父，求你差派合適的宣教工人來到塔瑙里部落，與他們同住，充分理解當地的文
化，並用從你而來的諸般智慧講述福音的奧祕。「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
的耶和華。」禱告塔瑙里人能認識真正的榮耀來自於你，而且神的獨生愛子擁有全
世界的一切，卻甘願降卑，愛他們愛到捨棄所有的榮耀。當塔瑙里人越想捍衛自身
的榮譽時，求你越顯明基督的愛與榜樣，以致他們的心被恩感，知罪悔改，將全人
全心都獻上，順服於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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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會拋下的他們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
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前5:7)

莫奇人

神知道你的需要，也能供應你，
正如你知道孩子的需要，會提前為他
預備好一樣。既然如此，為何我們還
要多此一舉的向他禱告呢？

Mochis
莫奇一詞來自梵語，意思為「將
皮革折疊起來」。在印度北部和巴基
斯坦西北部，展品櫃上一雙雙雅緻的
皮鞋，皆出自莫奇人之手，他們是一
群手藝精湛的皮革工匠。

「他所顧念的」的希臘字為
melei，意思是「成為關注的對象」。
這就是說，神不是關注我們「需要什
麼」，因為這些神都知道，他所關注
的乃是我們。

印度教文化中，處理動物死屍的
皮革工匠被視為污穢不潔的賤民，所
以莫奇人的社會地位極低。雖然巴基
斯坦的畜牧業發達，與印度相比，較
少種族歧視和牛隻禁殺的規定，但當
地莫奇人教育水準低落，成人識字率
不超過15%。他們普遍早婚，男性平
均 成 婚 年 齡 為 17歲 ， 女 性 則 更 早 一
些。身心尚未發育完全的少女懷孕生
子，不免伴隨營養不良及其他健康問
題。近年，因為缺乏受教育的機會，
追不上製革工業化，腳步落後的莫奇
人，在貧窮的泥潭裡越陷越深。

當我們將目光放在今生的事物，
自然心裡會生出憂慮、不安和懼怕。
然而，這些情緒才是神所關注和顧念
的。神要我們把一切都交給他，並定
意賜下比屬世事物更美好的平安、釋
放、自由、和好和秩序。
那為了救我們而捨命的神，不會
任憑我們一直處在憂慮之中。他細心
看顧我們生活上的每一個細節，並隨
時供應我們一切所需，和引導前面的
道路。

對於識字率偏低的莫奇族群，口
語傳播和視覺媒體或許才是較合適的
傳福音策略。

毋庸置疑，神顧念我們。讓我們
一同操練每時每刻與他同行，向他表
達內心最深切的需要，在禱告中確認
和察驗他隨時的幫助和安慰吧！

Photo by Tariq Siddiq Kohistani on iStock

天父，願你興起更多你的子民關切窮乏的莫奇人，持續紀念他們的需要。謝謝你的
恩寵臨到，使我們過著蒙福的生活，求你呼召遠處近處的基督徒，藉由各種方式來
幫助莫奇人，包括靈性的服事、物質上的奉獻、醫療資源、基本受教育的權利。願
你藉著你的僕人，向莫奇人顯出你慷慨的慈愛和良善。耶和華啊！求你使莫奇人得
見你的慈愛，又將你的救恩賜給他們，活出受造的命定，以你為樂。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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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在人前，抬不起頭的他們
穆薩里人
Mussalis
走在乾淨舒適的街道上，你曾留
意過默默辛勤勞動者的身影嗎？
穆薩里人世代以清潔工為職業，
住在巴基斯坦的開伯爾普什圖省、旁
遮普省，和印度的拉賈斯坦邦。1947
年印巴分治後，巴基斯坦的穆薩里印
度教徒迫於宗教壓力，改教成為穆斯
林。
穆薩里人雖然信奉強調「人人
平等」的伊斯蘭教，但蹲在馬桶前刷
洗、屈膝拾起滿室穢物的身影，仍然
遭到大眾輕視，他們無神的雙眼寫滿
基層勞動者的麻木和無奈。與前一日
的莫奇穆斯林的社會處境相似，穆薩
里人缺乏受教育的機會，影響南亞大
陸的種姓制度仍無形地桎梏著他們。
但聖經怎麼說呢？有一位愛我們
的神，「他從灰塵裡抬舉貧寒人，從
糞堆中提拔窮乏人，使他們與王子同
坐，就是與本國的王子同坐。」(詩篇
113:7-8)
誰能與我們的上帝相比呢？他坐
在高天的寶座 上，俯身觀 望，察看天
地，從塵土中抬舉貧窮人，從垃圾堆裡
提拔困苦人。期盼有朝一日，因著神的
厚恩，穆薩里人能抬起頭來，仰望主。

Photo by Tariq Siddiq Kohistani on iStock

神既然給他們恩賜，像在我們
信主耶穌基督的時候給了我們
一樣；我是誰，能攔阻神呢？
(徒11:17)
神讓彼得看見大布裡各種不潔動
物的異象，讓他曉得救恩已臨到猶太
人以外的族群，自己不應阻擋神的作
為，於是他說：「我是誰，能夠攔阻
神呢？」
而今，我們也有得到救恩與否
的條件清單，比如洗禮方式、教會體
制、聖餐禮儀、神學思想、方言恩賜
等等，甚至國家、政治和種族等背
景，都構成排斥別人的因素。
你是神嗎？你能斷定誰有資格得
到救恩？關於得救，只有一個衡量準
則，就是看生命是否越來越有神的形
象，因為神所揀選的人，他必同在。
凡神接納的，沒有任何人有權力
拒絕。也許，我們該好好調整自己的
「我是誰，竟能攔阻神
接納態度
呢？」

天父，願你使穆薩里人明白，上帝的愛是何等豐盛。「耶和華雖高，仍看顧低微的
人；他卻從遠處看出驕傲的人。」謝謝神，你崇高偉大，卻始終親近低微的人，看
顧貧窮人和孤兒寡婦。求你讓穆薩里人知道這位愛他們的恩主，渴慕追隨你。讓他
們的心眼被你打開，發現神恩浩瀚，驚奇從你而來的恩典與祝福、無盡的憐憫。願
你藉著穆薩里人使世人明暸，職業無分貴賤，並讓人羨慕神兒女的身分，嚮往在天
國找到永恆歸屬。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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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枝子要連結於真葡萄樹
巴格班人
Baghbans
巴格班，字意是「照顧花園的
人」。傳統上，巴格班人是佃農，以
租用土地來種植蔬菜水果維生，主要
生活在巴基斯坦開伯爾普什圖省，和
印度的北方邦與卡納塔克邦。由於居
住範圍極廣，他們使用的語言多達8
種。

Photo by Sonia Dhankha on iStock

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
幕 ？ 誰 能 住 在 你 的 聖 山 ？ (詩
15:1)
「住」的希伯來動詞是shakan，
有三方面含義：其一為固定下來，不
再漂泊遊蕩；二為躺下來休息，有安
全感；三則是住下來，找到永久的穩
定性。

值得關注的是，近年有兩個非
政府組織活躍在巴格班族群之中：巴
格班教育信託(Baghban Educational
Trust) ， 致 力 於 提 升 巴 格 班 人 進 入
高等教育的機會；巴格班穆斯林福
利 協 會 ( Baghban Muslim Welfare
Association)，專注為巴格班族群的權
益發聲。

耶穌在約翰福音15章說：「我是
葡萄樹，你們要常『住』在我裡面。」
其中，所用的字就是shakan。我們定
居「在耶穌裡」，不再空虛失落，到
處遊蕩；我們「在耶穌裡」休息，安
心藏在他的眷顧和保護之下；「在耶
穌裡」，是我們永久的居所。

巴格班人是穆斯林，根深柢固
的伊斯蘭信仰已深刻融入為文化的
一部分，同時也代表著集體的身分
認同。

現在該認真思考大衛的問題了：
「誰有資格與神同住呢？」

適合巴格班人的福音資源豐富
多元，求主能快快軟化他們的心來
接受福音。

答案在第2-5節經文，就是關乎
我們對待別人的方式。這就是說，那
些行為正直、向鄰舍顯出愛心、遵守
神誡命的人，才能夠和神住在一起。
我們不妨再重新檢視一次，自己
是否真有資格申請與神同住呢？

天父，約翰福音說：「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若離了主，枝子就是死
的。願你使巴格班人的生命連結於真葡萄樹，完全依靠主，並結出果子，就是聖靈作
工的明證。「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祝福巴格班人的生
命被上帝的話語浸透，豐豐富富的住在他們裡面，洗去罪汙，天天更新，被神修剪乾
淨，成為合神心意的器皿，為主作見證。願巴格班人讚嘆真葡萄樹美麗無比，驚奇栽
種的人何等有智慧，歸榮耀給父與子。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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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合一的關係
科賈人
Khojas
中世紀是伊斯蘭文化的鼎盛時
期，在阿拉伯帝國的積極擴張下，身
為印度教徒的科賈人也被捲入其中，
紛紛改教成為穆斯林。
表面上，科賈人追隨獨一的阿
拉，屬於遜尼派、什葉派或伊斯瑪儀
教派。然而，事實上他們依舊保有印
度教的習俗和傳統。
大多數的科賈人居住在印度的
古吉拉特邦、馬哈拉施特拉邦和拉賈
斯坦邦，與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信
德省，和開伯爾普什圖省。幾世紀以
來，也有不少科賈人到東非、歐洲和
北美洲定居。儘管他們的人口分布廣
泛，文化和語言存在許多分歧，但各
地的科賈人所組成的社群關係依然緊
密，甚至偏好在二等堂表親間聯姻，
親上加親。
在科賈人當中，目前並沒有基
督的跟隨者。其文化和語言的多元豐
富，加深了傳福音的挑戰性，各地的
科賈社群都需要分別建立自己的教
會。眼下，福音的語音資源、《耶穌
傳》電影和聖經經文，皆可在網上取
得，只是鮮少有人對此感興趣。

Photo by Tariq Siddiq Kohistani on iStock

摩西招聚以色列全會眾，對他們
說：「這是耶和華所吩咐的話，
叫你們照著行……」(出35:1)
「會眾」的希伯來文是qehillah，
將許多人招聚在一起，並有其目的。
希臘文將此翻譯為ekklesia，即「教
會」，蒙召出來的一群人，但意思卻
不夠這個完整，少了蒙召的目的性。
耶穌基督來世上有兩個目的：
一，招聚人們在一起；二，人們在一
起是為要實現神的旨意。
另一個翻譯成「會眾」的希伯來
字是’edah，不只表達許多人聚在一
起，更是強調ekklesia的整體性，因此
保羅使用希臘文的「身體」來翻
譯 ’edah。由此可見，「教會」不單只
是大家聚在一起、有共同的目標，更
是表達信徒合一的關係。
當代的教會最大的問題就是基督
的「身體」成了空殼子，正所謂金玉
其外，敗絮其中。但願世人所看見的
是一個有生命的「身體」，而不是徒
有外形的宏偉建築物，抑或是舉辦熱
鬧活動的大型場所。

天父，禱告你賜下合適的宣教士來到科賈人當中，與他們建立美好的關係，並帶領
他們認識你的話語，深刻認識你聖潔、偉大、信實、智慧、豐富、恩典、慈愛與憐
憫的屬性，生發敬畏降服之心。願你讓每個科賈社群，在基督裡深刻經歷與文化、
種族、階級迥異的弟兄姊妹，同屬一個身體，一位聖靈，對未來同有一個榮耀盼望
的合一關係。祝福科賈人因著得著救恩之樂，敢於擁抱與自己不同的人群，吸引其
他人回轉向你。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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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悲慘世界
塔吉克人
Tajiks
塔吉克是中亞的一支古老民族，
分布於帕米爾高原和阿富汗東北部，
先後經歷阿拉伯、波斯、蒙古和俄羅
斯等外族統治，而今主要居住在塔吉
克斯坦、阿富汗和烏茲別克斯坦等國
家。

Photo by danishkhan on iStock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我若
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詩
139:8)
舊約聖經中有四處使用了yasa’這
一字，都與情緒受傷有關。我們的神
感情豐富，他曉得我們心中所有的情
感。

二十世紀九〇年代，蘇聯解體
後，塔吉克斯坦成為獨立國家。隔年，
塔吉克內戰爆發，戰事遍及全國，許多
塔吉克人倉皇出逃至巴基斯坦。除此之
外，八〇年代持續至今的阿富汗戰爭，
也讓該國許多飽受戰禍之苦的塔吉克
人，紛紛投奔至巴基斯坦。截至2005
年，住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估計高
達7.5%是塔吉克族。

我們對前半句「升到天上」深感
認同，沒有比與神同在更好的事了；
然而，下半句「在陰間下榻」卻令人
難以接受時。難道當陰間的蟲和蛆爬
滿了我一身時，神也在那裡嗎？
我們常以為神不會接納不夠完美
的自己；或是當我認罪時，因為不夠堅
強，坐在寶座上的神會對我投以失望
的眼神。大衛用這個不尋常的字
yasa’，打破了我們對神的誤解。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塔吉克人
不斷地受到外族侵略與文化統治。如
今，戰火依然沒有消停，他們找得到
自己的歸屬嗎？

經文說得很清楚，當生命面對風
浪時，好像只剩下無盡的孤獨與黑暗
蠶食著你的靈魂，要記得神在那裡，
他一直都與我們同在。

我們不知道在巴基斯坦開伯爾普
什圖省，有多少塔吉克人歸信基督。
不過，在塔吉克斯坦，有一些人已經
接受了福音，成為神國的子民。

面對親密好友猶大的背叛，神卻
在如此猖狂的邪惡之中成就最美善的
事。不要因暫時的黑暗就失去盼望，神
良善的旨意必要成就，且正在成就。

天父，禱告福音能進入巴基斯坦塔吉克人的心中。「上帝叫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出
來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在恃強凌弱的世界裡，願你伸手搭救靈裡無助
的塔吉克人，在無依無靠的失落裡尋見你，成為神兒女，住進上帝的家中，與弟兄姐
妹建立深切的愛的關係。求你成為各地塔吉克人的避難所，使他們藏身於你的饒恕
裡，並一同期盼最終你為我們擦去每一滴眼淚，不再有死亡、悲傷、哭泣和痛苦，那
榮耀日子的到來。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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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比哈爾邦
Bihar, India

往墳場走去
作者 Keith Carey

編輯 Joan

Photo by Yogendra Singh from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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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與氣候
踏上這片土地，吸吐間盡是一股溫熱的氣息，空氣中夾
雜著土壤的味道，開放式的屋頂，似乎是比哈爾邦隨處可見
的景象。
比哈爾邦，位於印度東部，東西面分別為北方邦、西孟
加拉邦，北面與尼泊爾接壤。2000年11月，南部分割出賈坎
德邦。
比哈爾邦夏季炎熱，冬季寒冷。恆河自西向東流過，將
一望無際的比哈爾平原，一分為二。

昔日盛世，曇花一現
比哈爾邦在古代印度歷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盛極一
時，首府巴特那於孔雀王朝、笈多王朝統治之下，成為當時
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不過，自1970年代以後，其社會和
經濟發展狀況遠遠落後於其他印度的行政區。而今，比哈爾
邦是最貧窮的印度邦之一。

逆境下的挑戰
過去，比哈爾邦曾被稱作「宣教墳場」。印度的福音
機構和當地教會，承擔起這裡的宣教任務，投入龐大的人力
和資源。經過多年努力耕耘，不少低種姓族群歸信基督。然
而，由於多數新信徒皆來自「不可觸碰」的種姓階級，福音
難以傳遞到高種姓族群之中。
根據資料統計，比哈爾邦下轄38個縣，其中有25個縣
的基督徒人數少於1,000人。近年來，印度人口持續不斷地
增長、反基督徒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種姓制度的遺毒尚未根
除，當地教會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裡的福音工作還需要
幾個世代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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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奴隸谷底求翻身
柯伊理人
Koiri (Koeri) People
「今天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
迪若(Dhira)雀躍地加快腳步，往比
哈爾大學畢業典禮的會場入口走去。
迪若看著小女兒身著黑色的禮
服，站在臺上接受畢業證書和獎章，
難以壓抑的喜悅湧上心頭。他的視線
忽而模糊不清，只得低下頭，眨了眨
眼睛，試圖穩住情緒。
迪若是低種姓柯伊理人，以家
族傳承的土地，耕田犁地，養家糊
口。他的四位兒女皆已取得高等教育
學位，在教育、工程、飯店管理等領
域，取得薪水優渥的工作。迪若成功
逃離低種姓的貧窮宿命，難熬的日子
漸成往事。他計畫改日要去鎮上的印
度神廟捐獻，向眾神明表達感謝。
柯伊理一詞，意即「耕地的人」，
是種姓制度中第四階層的農奴首陀
羅。目前，約有550萬柯伊理人居住
在比哈爾邦。
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開始，印度
經濟自由化，人人期待有一天能擺脫
貧窮。如今，許多柯伊理人已晉升中
產階級，進入現代產業和政府單位裡
工作。他們一直以來只認識印度教的
眾神祇，鮮少有機會聽聞福音。

Photo by SnowWhiteimages on iStock

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
幕 ？ 誰 能 住 在 你 的 聖 山 ？ (詩
15:1)
這句經文描述從一個「暫居」的
地方(帳幕)，轉換到一個「長久」的
住所(錫安)。
我們是神國度的子民，蒙召暫且
住在戰場上，直等到回家鄉的日子到
來，將永遠與神住在一起。所以，別
把這暫住的地方搞得太舒服！
「寄居」的希伯來動詞是gur，適
切表達亞伯拉罕作為寄居者的生活態
度。除了墓地，亞伯拉罕在迦南並無
任何土地。不僅如此，亞伯拉罕依舊
熱情招待人生旅途中所遇見的人們。
作為一個寄居者，我們要學習
單單依賴神的供應，並且時時提醒自
己，身為神國的子民，將要與神的兒
子一同承受產業。現在，我們是帶著
神所賜的使命，寄居在地上的人。
亞伯拉罕學會了寄居，但他的侄
兒羅得卻決定住下來，你呢？

天父，世上的錢財、工作、健康、權力、幸福、快樂都是你所賜的禮物。然而，最
大的寶藏，是與神同在的生命。願你幫助柯伊理人從禮物堆中，發現靈裡深刻的不
滿足。「他必蒙耶和華賜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義。這是尋求耶和華的族類，是
尋求你面的雅各。」願柯伊理人離棄偶像，如雅各一樣，從為自己而活，到奮力尋
求神的榮面，並體會你所賜下的深切平安，成為敬畏、追求神的群體。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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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賤民生活紀實1
杜薩德人
Dusadhs
一如往常，蘇可(Sukal)坐在熙來
攘往的街道旁乞討，手中搖著小小的
竹罐子，上頭雕有印度教醫治疾病的
濕陀羅(Sitla)，和掌管財富的吉祥天
女(Lakshmi)。
我站在對街看著蘇可許久，並無
人停下腳步施捨。我忐忑不安地放輕
腳步走過去，試圖不讓自己看起來唐
突又魯莽，蹲下身子問道：「你想要
有收入嗎？」

Photo by Sonia Dhankha on iStock

耶穌往前走，看到一個生來就瞎
眼的人。(約9:1，中文標準譯本)

蘇可望向我，眼神裡閃過一絲期
盼。於是我說：「我需要有人幫我的
牛驅蟲。你要不要來做做看？」

對第一世紀的猶太人來說，醫好
生來瞎眼的人是一件極為震撼的事。
猶太人往往將遭遇苦難視為當事
人或其家人犯罪所帶來的後果，所以門
徒理所當然地問耶穌：「是誰犯了罪？
是這人呢？還是他父母呢？」耶穌的回
答卻是：「你們沒明白神的心意。」

蘇可是杜薩德人，在種姓制度中
屬於賤民階級。他們主要分布在比哈
爾邦、北方邦和賈坎德邦。其中，比
哈爾邦的杜薩德人口約有500萬。自
印度脫離英國獨立後，於1950年廢除
種姓制度。眼下，六十多年過去了，
種姓觀念像是無形的枷鎖，依舊束縛
著人們。

不是瞎眼人犯罪，也不是其父
母犯罪，而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
為。耶穌基督是神子，降世為人，親
自把天國的福音帶到地上。耶穌醫好
生來瞎眼的人，使他能夠看見。然
而，目睹事情發生的群眾，在屬靈上
卻是瞎眼的，他們看不見神就在他們
當中。

大多數的杜薩德人是窮困的，缺
乏一技之長，只能做些勞動體力活，
領微薄的薪水度日，例如販賣牛糞、
替牛驅蟲，或是坐在路邊乞討。只有
少數杜薩德人有機會接受教育，在公
家單位謀職。

你願意讓耶穌醫治你嗎？

天父，願你呼召印度的基督徒們不要避開受苦的杜薩德人，倒要請貧窮的來家裡作
客，照顧他們的需要，不求回報。願你使杜薩德人徹底明白，這世上已被罪玷汙，沒
有任何一處是真正的歸屬，但耶穌基督承擔了罪債，帶我們回到父神面前，並應許將
來會有個嶄新完美的家鄉。願他們與信實不變的上帝，立下永約，成為神忠信的門
徒。願聖靈賜下盼望給杜薩德人，望著標竿直跑，為要著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召我
們去得的獎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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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賤民生活紀實2
穆薩哈爾人
Musahars
報紙上，幾張達利特婦女在神廟
前乞討的照片，讓人瞥見印度社會的
面貌，令人鼻酸。
千年以來，印度的種姓制度將人
劃分為數個階級，與其相對應的職業
類別。然而，有一群人永遠在最底層
苟延殘喘，他們是達利特(Dalit，昔稱
賤民)。
許多達利特家庭彷彿與國力扶搖
攀升的印度脫節，長期飽受犯罪騷擾
和鄙夷不屑，住在衛生條件極差的簡
陋房屋，世代在貧窮裡掙扎，難以翻
身。他們為人收垃圾、清掃排泄物、
抓老鼠、搬運屍體等，被人避之唯恐
不及。
穆薩哈爾人屬於達利特階級，
被戲稱為「吃老鼠之人」，遍布印度
的北方邦東部、比哈爾邦和尼泊爾南
部。其中，比哈爾邦的穆薩哈爾人口
約有220萬之多。1979年起，一些人
開始積極投入穆薩哈爾人的援助計
畫。近幾年，逐漸看見明顯的成效，
村落裡有了抽水機設備，更多兒童得
到受教育的機會。此外，比哈爾邦的
社會福利部長也正在實行另一項計
畫，為改善他們的生活盡一份心力。
穆薩哈爾人迫切需要實際的物資
援助，和認識福音。

Photo by Riccardo Maria Mantero on flickr

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何4:6)
希伯來字「知識」一字 da’at，是
從「認識」(’yada）而來。亞當「認識」
夏娃，即有「同房」的含義。由此可
知，希伯來思想中的「認識」神，不
僅限於頭腦知識，而是有關係和行
動。
何西阿先知並非要我們從查經、
講道或主日學課程中探究更深奧的神
學問題，乃是呼召我們按神所說的去
做，這就是有知識。
以色列百姓缺少知識，便不再適
合作祭司的國。反觀我們若不按照神
的指示生活，就不是真認識神。你的
行動和神所說的是一致的嗎？你關心
神所關心的問題嗎？你是否凡事遵行
他的教導呢？

天父，穆薩哈爾人常常飽受階級歧視、剝削壓榨、暴力脅迫，求你保護他們，搭救
他們脫離惡人的手，醫治他們破碎的身心靈，照亮穆薩哈爾人的生命道路。願各地
的基督徒們，能在穆薩哈爾人的痛苦中，慷慨地犧牲奉獻，以實際的行動與禱告，
分擔他們的重擔，在經濟和物質需求上給予幫助，同時也帶領穆薩哈爾人來認識主
耶穌基督的奇妙大愛。你愛我們，親自承擔世界最不公義的對待與審判，願穆薩哈
爾群體在神的應許中找到盼望、心得安慰。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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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的人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1:1)
這是聖經的開場白，十分引人省

達努克人
思。

Dhanuks
達努克人雖是印度教徒，但也迷
信巫術、鬼靈和許多禁忌。例如，為
了保護新生兒，女人生孩子的時候，
家人會準備棗樹枝和舊鞋子，放在房
子的正門口，好驅除邪靈的侵擾。這
些人迫切需要獨一真神所賜的屬靈自
由與平安！

「起初，神創造天地。亅希伯來
原文是Bere’shiyt。這句話假設了有個
「起初亅，因此意味著有段「時候」
是什麼都沒有的，以及有個「時候」
上帝開始了萬物的創造。這結論聽起
來好像很簡單，但深入思考時，卻一
點也不簡單。

他們住在河流與森林附近，通常
10到12間泥屋相連。多數人以農業和
家庭幫傭為生。魚類是他們餐桌上的
主食。

我們會發現這結論面對一個難
題：天地還沒被創造之前，就不可能
有時間的概念，可是神卻一直都存
在，那麼神應該是超乎時間以外吧？
若神不在我所在之處，他「超出我之
外」，又怎能是我靈魂最親密、關係
十分密切的救贖主呢？

數千年來，種姓制度主宰了印度
人的階級、職業與命運。達努克人是
低種姓，多數集中在比哈爾邦，約有
250萬人。不遵從規範的達努克人，
會被逐出群體。在面對舊有習俗的強
大群體力量時，宣教及牧養新信徒的
工作，勢必充滿挑戰。今天，就讓我
們用禱告掃除這些絆腳石吧！

還有，一位「超越亅時間，在時
間「之外亅的神，怎能道成肉身，成
為全人類的救世主呢？因為道成肉身
的彌賽亞，需要實實在在地活在有限
時間的世界之內啊！
猶太裔神學評論家那鴻•撒納解
釋說：bere'shiyt沒有附上定冠詞，所
以不太可能含有時間的意義。他引用
希伯來經文其他例子，說明bere'shiyt
來自ro'sh這字根，有三種意義：「開
始、最好的、初熟的果子。」ro'sh這
個字也是指「頭」，是猶太月曆上的
頭一天。

Photo by Kateryna Pavliuk on iStock

天父，求你憐憫被印度教、巫術、諸多禁忌捆綁的達努克人。耶穌基督是超越一切勢
力的救主，主已經藉著死敗壞那一切掌死權的撒但了，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
奴僕的人，包括達努克人。願你差遣基督徒專業人士進入達努克人當中，藉由教育、
醫療等方式，讓達努克人得聽聞你慈愛之聲；願你制服諸靈的權柄、能力向達努克人
彰顯，使轄制達努克人的「群」被驅趕，賜給達努克人真理中的自由與平安！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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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高種姓的
挑水伕和搬運工
卡哈爾人
Kahars
印度教的低種姓群體，往往從事
著別人不願做的勞務工作，服事高種
姓的人。因為種姓制度將人分成四大
階級：祭司「婆羅門」，是原人 註 的
嘴；戰士及統治者「剎帝利」，是原
人強壯的手臂變成的；支撐身體的腿
部則化為「吠舍」階級，從事商業或
技術性工作；踩在地上最髒的腳，則
化為「首陀羅」，是農奴與雜役。至
於「賤民」(Dalit，達利特)，被排除
在人類階級之外，處理最卑賤汙穢的
工作。

其實，宣稱神是在時間「之外」，乃
是受希臘完美的形而上學影響。在希伯
來文中，這字可以指有一位超越所有
受造之物的神，卻又能親密地參與在
受造物裡面；耶和華不需要倚賴任何
受造物，但他卻能以人的形式彰顯自
己；他聖潔而全然與眾不同，卻死在
真實無比的十字架上，除去全人類的
罪。

村莊裡的低種姓卡哈爾人，世世
代代雙肩背負著重擔。他們在婚喪喜
慶的場合中，為高種姓挑水、扛新娘
的轎子，或為人搬貨。除了搬運的工
作，他們也從事農業和畜牧。

當我們要思考一件超出我們理
解力的事情時，盡量不用那麼「希臘
化」。神學的真義是要我們認識神、
經歷神的恩典、得著他的安慰、並享
受他的同在。也許暫時來說，這已足
矣！

註：印度教的創世思想《原人歌》(Purusha
Sukta)，認為原人用自己身體的各部位，創造
了人類。

大海非常深邃，我們只能看海
的碧藍粼波，正如我們看到的是神
的表面，也許只是神啟示的冰山一
角。bere’shiyt的意思是指，我們只是
剛剛──開始。

Photo by Vitalii Karas on iStock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1:1)

天父，在印度鄉村緩慢現代化的過程中，願卡哈爾人有更多接觸到其他觀點、世界
資訊的機會，包括福音！使他們嚮往基督國度的真自由，勇敢地跨越種種限制，認
識真神耶穌基督。我們懇求你大能的膀臂折斷種姓制度堅固的軛，贖回世代都背負
重擔的卡哈爾人，使勞苦擔重擔的人在你裡面得安息，並得著身為你的創造、被尊
敬與看重的價值。「人子來，不是要服事人，乃是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願卡哈
爾人感受到你這位僕人君王對他們的認同與親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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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王子渡河的船夫後代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1:1)
深入思考bere’shiyt這字是很重
要的，因為使徒約翰在他的福音書開
頭，就用了同一個字，中文的翻譯是
「太初」(起初有道)。仔細看看希臘
原文，會發現這節也沒有定冠詞，太
初有道(En arche en ho logos)帶有同
樣的時間議題。

貢里斯人
Gonrhis
貢里斯人的傳統種姓職業是船夫
或漁夫。現在很多貢里斯人依舊從事
漁業，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則當了老
師或公部門職員。
在貢里斯的家庭，兒子們可以繼
承全部的財產，如果沒有兒子的話，
則由女兒們均分家產。他們是一夫一
妻制，但如果妻子不生育，那麼丈夫
可以娶第二個妻子。

創世記1:1裡「真的」的東西，
很 可 能 在 約 翰 福 音 1:1也 同 樣 「 真
的」，因為約翰有希伯來思想。我們
再次看到，如果不先了解舊約說什
麼，就無法了解新約。可是有一點很
清楚，這「道(話)」是神，而且從亙
古到永遠都是神，他完全參與在萬物
的創造裡。

許多印度教的船夫種姓，都認為
自己的先祖是幫助神話英雄羅摩王子
(Rama)渡河的那位船夫，當然貢里斯
人也不例外。

主耶穌是神以一種方式顯現出
來，為的要顯示神對所造的萬物有著
深厚的愛。主耶穌是以血肉之軀顯現
出來的bere’shiyt，他是「首先的、是
頭、是最高的、是源頭」，是超乎一
切的神。
也許主耶穌說「生命在他裡頭亅
這句話的意涵，比我們想像到的更為
豐富。

Photo by Ashish Kumar on iStock

天父，求你揀選福音的「得人漁夫」，向貢里斯人分享基督的愛，使他們明白你是漁
夫的朋友，更叫他們認識你是掌管天地萬有、平靜風浪的獨一真神，也是能改變人生
命的主！求神也讓接受良好教育、有機會從事其他行業的貢里斯人，在各領域的職場
裡遇見基督徒，接觸到福音。求聖靈在比哈爾邦的貢里斯人中，興起轉向基督的運
動，使他們分辨真理與虛假，離棄傳說故事的英雄及偶像崇拜，跟隨真正的君王耶穌
基督前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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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哈爾邦的烈日下
賣甜點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1:1)

坎都人(哈爾威人)
Kandu People(Halwai)
很多坎都人以賣甜點為生，屬於
種姓制度裡的商人與技術工階級「吠
舍」(Vaishyas)。
坎都人主要生活在印度、尼泊
爾與孟加拉，在印度以比哈爾邦、
東北各邦為多。雖然他們可以跟其
他群體通婚，但還是習慣在自己的
群體內通婚。和許多吠舍一樣，坎
都人是嚴格的素食主義者 註。
坎都人皆為
印度教徒。可惜
的是，他們已經
接觸到福音但尚
未歸信。至少有
一個宣教機構及
其工人專門去接
觸坎都人，但他
們的服事還沒有
讓坎都人歸主。

星期五

Photo by Riccardo Maria
Mantero on flickr

身為高種姓之一的吠舍，很
難接受福音，因為他們認為只有低
種姓的人才改信基督教。成為基督
徒，彷彿是降低地位的事。
註：印度教認為吃素能保持潔淨，再者印度天
氣炎熱，肉質容易腐敗，所以印度有廣大的素
食人口。其中，婆羅門與吠舍通常吃素，因為
他們較少體力勞動工作，不像其他階級需要攝
取肉類維持體力。

英文聖經的「起初」，是In the
beginning，有個定冠詞「the」。但
是原文bere'shiyt是沒有附上定冠詞
的。
這幾天我們已學到不該把re'shiyt
看成有限的時間，而是指最高品質、
最佳、最早(初熟果子)、和元首(頭)。但
英文翻譯加了the，就為天地萬物的
創造添加「起點」的概念。
如果不加the，這字的原文是什
麼意思？它意味著天地萬物並非憑空
出現，是當神決定要創造天地萬物
時，所有的物質宇宙才被神創造出
來。神不是被迫創造，而是因為他刻
意決定要我們存在！
因此，我們曉得若非造物主美好
的旨意，一切受造物，包括你和我，
都沒有必要被造。我們之所以存在，
乃是因為神要我們存在，他很重視我
們！
我們還可以從中得到什麼訊息？
這個字讓我們知道：自己不是每件事
的中心。我們不是上帝，我們與天地
萬物一樣都是受造物，無法自給自
足。從這層面來看，我們和所有其他
萬物沒兩樣。可是，神仍舊愛我們，
而且還愛得很深。感謝神。

天父，雖然坎都人有身為高種姓的驕傲，但我們相信其中一定有和尼哥底母一樣渴
慕真理、尋求神國的人；願聖靈透過《耶穌傳》電影和福音使者們，接近這些尋
道者、平安之子，栽培出基督門徒。我們也祝福坎都年輕人透過網路接觸到福音資
源和詩歌，並有屬靈的悟性認識你。願這個賣甜點的商人種姓，能嘗到比蜜還要甘
甜的聖經話語。願聖靈挪去坎都人心中對基督信仰的梁木，讓他們發現跟隨基督的
人，其實是這世上最尊貴也最富有的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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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最多的省分
文 Justin Long (宣教研究員)

編輯 Isa

Photo by Harsh Pandey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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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的人口，與低落的環境品質

福音落地難生根

第六週，我們為全世界人口最多
的省分禱告。這個省分的人口超過兩
億人，可抵過三個國家──這就是印
度的北方邦。

基督教最早於16世紀，透過蒙兀
兒帝國註(Mughal Empire)向北方邦叩
門。阿克巴皇帝(Akbar)邀請南印度
果阿(Goa)的耶穌會宣教士(Jesuits)
前來此地。新教的工作可能始於19世
紀初期，以蒙兀兒帝國的首都阿格拉
(Agra)為中心。不幸的是，這些宣教
工作都沒有顯著果效，北方邦基督徒
的比例很低。

身為印度人口增長的主力，北方邦
的經濟卻很糟糕，都市人口僅22%，其
他人則住在農村，全省人口分布不均。
都市人口稠密，汙染嚴重；農村地區
則與世隔絕，孤立無援，飽受赤貧和
健康不良之苦，沒有乾淨的水、衛生
條件不良，導致傳播疾病流行。

但是，兩億人中的一小群，仍然
是傳福音的重要力量。該省的任何事
工都應該盡可能地與當地信徒合作。
此外，我們知道這裡的教會正在成
長。北方邦是幾個發展迅速的植堂運
動所在地。但是，多數的基督信徒來
自達利特群體(Dalit，昔稱賤民)，較
難跨越種姓障礙向其他群體傳福音。

最聖潔的水，也是最髒的河
北方邦是印度教的心臟地帶。恆
河(Ganges River)既是印度教徒心目
中的聖河，又是沿岸超過4億人的重要
水源。

此外，教會雖然迅速成長，有大量
關於增長的報導，但信仰環境仍然嚴
峻。信徒面臨威脅、恐嚇、被迫改教的
壓力，甚至受到系統性的嚴厲迫害，導
致很多地方和群體沒有教會，因此非
常需要工人，以及大量的禱告。

印度教的大壺節(Kumbh Mela)，
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節日。每三年舉辦
一次，吸引一億人來到恆河朝聖。他
們相信節期中在聖河裡沐浴，可以洗
淨自己的罪孽。印度教徒也認為，恆
河水能淨化人的靈魂，如果能死於瓦
拉納西(Varanasi，恆河畔的印度教聖
城)，就能超脫輪迴，進入天堂。但諷
刺的是，恆河是世界上汙染最嚴重的
河流之一。

求神差派有屬靈分辨力的工人到
北方邦，有智慧地分享福音。禱告信
徒們有勇氣和愛心，在北方邦作基督
的見證。禱告每個群體都有歸向基督
的運動，尤其是強大的高種姓群體。

北方邦不僅是印度教聖地，佛
教徒的朝聖地也很多，因為釋迦摩尼
(Gautama Buddha)曾在北方邦生活
和傳教。這裡還有著名的清真寺，也
吸引了穆斯林朝聖者前往。

註：蒙兀兒帝國是成吉思汗的後裔所統治的波
斯化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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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開始與
《吠陀經》脫節
薩瓦利亞婆羅門
Sawaria Brahmans
睿 希 ( Rishi) 是 醫 學 院 學 生 。 在
薩瓦利亞婆羅門家庭中長大的他，從
小就看到父親在讀印度教典籍《吠陀
經》，但父子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

Photo by Ashish Kumar on iStock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1:1)

睿希認為：「《吠陀經》都是詩
意的歌詞和空洞的哲學。怎能帶給人
內在平安呢？它無法指引我們今天的
生活。」

你是否太熟悉聖經第一節經文，
而不再仔細留意？沒錯！這經文是說
神創造了宇宙萬物。但是，這節經文
也為整本聖經的內容，提供了正確的
參考標準。

父親的回答是：「作婆羅門，是
一種榮幸。我們有責任從《吠陀經》
尋求知識。」
但睿希相信的是科學：「身為婆
羅門的確是榮幸，但我不再相信可以
從《吠陀經》裡獲得知識。我想努力
學習，成為一個幫助人的好醫生。」

這經文告訴我們，整本聖經都要
從地球的觀點來查考神與所造萬物之
間的關係。雖然創造的焦點是在全宇
宙，可是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景象
地球。神雖然創造
卻聚焦在這裡
了宇宙萬物，可是他決定要講述的，
卻是關於我們的故事。

他的父親有些失望：「你的哥
哥們都受了良好教育，生活富有而成
功。他們不再相信我們的神明或是
《吠陀經》，他們的生命看起來躁動
不安，這讓我很難過。」

聖經不是關於分子物理、微生物
學、內分泌學等理論學，而是關於人
與神之間的關係；聖經甚至也不是關
於倫理、靈性、道德或傳福音，這些
都不是中心點。

印度有超過400萬個薩瓦利亞婆
羅門人。許多薩瓦利亞年輕人正在接
受高等教育，而且往往來自富裕的家
庭；婆羅門的信仰傳統，對他們來說
只是文化或形式，有更多人認為自己
是無神論者。

聖經是一個愛的故事，講述
一位愛人不放棄他那任性新婦的故
事。這樣的了解重要無比，可以防
止我們被拉離聖經真正的重點，以
免離題去討論玄妙的宇宙狀況，或
芥菜種子的大小。

天父，我們禱告薩瓦利亞年輕人因著受教育、理性思辨，更多發現印度教的典籍、教
義並不能帶給人真正豐盛的生命！唯有認識神並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才能有永恆的
生命，並且能活得真實又有意義，成為神祝福別人的器皿！為那些對孩子的信仰傳承
感到失望的婆羅門父母親，可以因此更多省思信仰，用開放的心去理解、閱讀聖經，
而明白真道。你也使印度門徒和薩瓦利亞人建立友誼，藉著深度的福音對話、神的見
證，觸摸薩瓦利亞人僵化、盲目的內心，如井邊的撒瑪利亞婦人般，渴望找著生命的
活水。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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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馨香能吸引
這群香水商人嗎？

星期日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1:1)
每個人都曉得地球不是宇宙的中
心，可是就在聖經第一句話，神介紹
了地球的獨特性，他把注意力集中在
地球上。

卡努加婆羅門
Kanaujia Brahmans
吉里克(Girik)是北方邦一個種植
茉莉花的農民，多年來他供貨給卡努
加城的香水生產商兼店鋪老闆特查斯
(Tejas)
一個卡努加婆羅門。但特
查斯卻將進貨數量砍了一半，令吉里
克倍感驚訝：「那剩下的這些茉莉花
怎麼辦？」
「對不起，我們必須削減開支，
因為客戶們想要便宜的酒精類香水。
但我聽說我們的首席部長去了法國格
拉斯(Grasse)，並和那裡的一家大公
司，達成了銷售我們香水的協定。賣
得好的話，或許茉莉花的進貨量能夠
恢復。」
卡努加人除了承擔婆羅門祭司的
責任，還從事醫藥、香水生產、政府
和法律等領域的高級職務。他們分布
於印度北部，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
邦聲望很高。

神創造了天和地，我們現在居住
的地方是屬於他的，因此我們的宇宙
觀要從他開始。
在神所寫的聖經裡，我們居住的
地球村是他關注的焦點。所以，聖經
不是考察萬物的科學百科，而是記載
了在地球這個舞臺上，眾多獨特的以
與神關係為取向的人事物。
希伯來文從旁觀者的角度來觀
看、記錄這愛的故事。神渴望將這些
事情顯給他那位愛人和新婦知道，就
是給我們每一個人看。
現在，我們知道了神的心意，將
如何影響我們的世界觀和行為呢？我
們是否真的明白，你我一生的故事，
真的是關於和神的愛情故事嗎？也許
是時候，我們該放下所有理論、神學
和思考，再次讀一讀這封來自天國的
情書。

Photo by pjhpix on iStock

天父，你是園中的鳳仙花、谷中的百合花、沙崙的玫瑰，極為尊貴、極其美麗！願
卡努加人能透過各種福音管道認識你的榮美。我們盼望卡努加人遇見你的時候，被
你的香氣深深吸引，願用最高的代價
就是自己的生命來追尋你。求你的香氣感
染他們，使他們能效法你，獻上他們的地位、專業與財物來祝福周邊的人群，就如
打破玉瓶香膏的女子般，使認識基督的馨香之氣，藉由卡努加人顯揚出來，祝福更
多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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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游牧方式其實很環保

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
處，使旱地露出來。」事就這
樣成了。(創世記1:9)

加達里人
Gadari People

創世記中提到神創造宇宙萬物的
一個重點，是凡事都有先後的秩序。
優先秩序並非偶然，乃是融匯著屬天
的智慧和神旨意的運行，不是偶然發
生、大爆炸之類的荒謬之談。

地球氣候節節升溫，工業化的畜
牧業所產生的溫室氣體，占全球總合
的20%，超過交通工具的排放量。人
們砍伐森林來種植飼料作物、生產化
學肥料，與肉品加工運輸等過程，對
自然帶來無形的損傷。

神一開始的創造工作，就讓整個
宇宙具有一定的結構，並按照一定的
秩序；神是按著其性情行事。在古老
的宇宙論中，大海通常被描繪為某種
海怪，其實mem這希伯來字的象形文
字，就是「水和混亂。」

畜牧業美國動物學專家喬安
(Joan)，向國際牲畜研究所(ILRI)介
紹了她對加達里牧民的研究。 她對加
達里人與自然共生的畜養育種方式讚
不絕口：「他們在北方邦的森林地帶
放牧，不需要像其他國家為牲畜購買
飼料。」游牧民族依季節遷徙草場，
也讓草原得以休養生息。這些看似落
後的畜牧方式，卻符合生態永續的概
念。

神的靈運行在深水面上是有理由
的。神不是打一場宇宙大戰之後才能
控制住那混亂，而是猶如「母親」般
掌管那種混亂，並且從一開始就帶出
秩序。神掌管一切，以完全的平安，
深愛著受造的宇宙萬物。
「聚在」的希伯來動詞原文是
qavah，通常是指「希望、等候」，
在這節經文是指「劃一條線」。神劃
了一條界線，告訴大海說：「你不可
以越過這裡。」他定下界線，讓旱地
浮現出來。

喬安展示了加達里牧民的照片：
「這個男人正趕著他的一大群山羊，
到邦達(Banda)的市場。賣牲口的錢
大大改善了他的家庭生活。」
印度650萬的加達里人多分布在
北方邦、拉賈斯坦邦南部，傳統職業
是牧人，現今很多人成為泥瓦匠。他
們幾乎全部是印度教徒，虔誠地崇拜
地方的守護神，很難相信耶穌是唯一
道路、真理、生命。

令我們感到畏懼的那些自然景
象，其實是被全能神的手限制住了。
他如何能辦到呢？他只是簡單地在沙
灘上劃一條海岸線而已。他何等令人
敬畏！

天父，感謝你賜智慧給加達里的牧羊人，使他們運用尊重自然的畜養方式照養羊群。
願你的好牧人來引導他們認識使萬物生長的真神，在每天的生活中，開始體會到萬物
是你奇妙的創造與設計，以及你對他們的照顧和引導！我們祈求聖靈在加達里人心中
動工，切斷他們與印度教神明各種不合你心意的連結，使他們脫離錯謬之靈的轄制。
懇求你的神蹟奇事隨著宣教士們所傳的道，打開加達里人的眼目，叫他們敬畏你是創
造主、救贖主、復活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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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猴的信徒

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
旱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
(創世記1:9)

卡奇人
Kacchi People
在去印度一所大學的路上，我
要避開在樹枝間跳躍的猴群的撲打。
在印度教神話中，英勇的神猴哈努曼
(Hanuman)，身軀可以變到一座山那
麼大。
卡奇人源自尼泊爾，大部分住在
古吉拉特邦的卡奇地區，敬拜這位神
猴和印度教神明，印度洋的安達曼群
島(Andaman)上也有他們的蹤跡。少
部分卡奇人是佛教徒或泛靈論者，但
還沒有人跟隨基督。
印度的卡奇人居住在中部和北
部，從事農業、製造業和小型零售
業，少數人是公部門職員或醫藥業的
專業人士。
在適應城市化的過程中，卡奇人
的傳統信仰越
來越有名無
實，並且對新
觀點抱持更開
放的態度。目
前卡奇女子也
能接受教育，
但男人受教育
的比例較高。 哈努曼
Photo by intek1 on
Hanuman

星期二

iStock

創世記前三章記載了一切重要的
事(第四章算是附錄)。我們需要常常
溫習聖經前面的這幾篇經文，以了解
上帝如何排列一切受造物，以成就其
旨意。思想這件事，能讓人安心信靠
全能的主。
承前日所說，既然神能給大海劃
上界線，我相信他也能看顧我這微小
的生命。他既然掌管萬有，怎會沒辦
法看顧我這浩翰宇宙中微不足道的小
角色呢？我為什麼還不能信任他呢？
耶穌想都不用想，就能在海上行
走，因為他馴服了大海，大海回應他
的吩咐，而且他深愛一切他所造的。
我們需要仔細思想這些事，也需要讓
自己的內心沉浸在這種愛中
讓他
觸摸我內心的大海翻騰之處
最需
要井然秩序的，並非神所創造的物質
世界，而是我們的內心世界。
神在沙灘上劃了一條細線，限
制大海的活動範圍。自古以來，大海
的力量深不可測，令人畏懼。如果我
不讓神在我靈魂的海灘上劃上同樣的
線，我內心的「怪獸」就會掀起毀滅
性的海嘯，凡它所到之處，都被橫掃
精光。神有能力在有需要之處劃上界
線，可是我必須先邀請他在我內心劃
線才行。

天父，感謝你讓現今的卡奇男女都有機會受教育，願他們對福音也抱持更開放的態
度，從印度的基督教文學作品和《耶穌傳》電影中受益，願意打開心門接受耶穌的
教導，生命被聖靈更新轉化！求你光照卡奇人的心靈，讓他們從神猴的神話中醒悟
過來，尋求認識偉大、全能的創造主、唯一的真神。求神的靈從各地興起強力的禱
告，突破卡奇族群的屬靈堅固營壘，使卡奇人中跟隨主的門徒多而又多，開展興旺
蓬勃的門徒倍增運動，使你的名在各地被大大宣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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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面臨農業衰退的衝擊

神賜福第七日，把它分別為
聖。(創世記2:3)

洛迪人

注意，神宣告 分別為聖的是「時
段」，而不是某個「地方」。聖經首次使
用「分別為聖」這個希伯來字qadash，
是用在時間上，不像其他古代宇宙論
都是宣告某些地方為神聖。

Lodhis
不管我們的居住環境、年齡和種
族如何，人類都正經歷著「改變」。
印度正在變化，人口增長、快速地成
為工業國家，但農業正在衰退。

神分別為聖的，是在人生周而復
始的每個第七天，這一日要被定為聖
日。我們周遭有許多「神聖之處」，
例如教會、聖殿或大教堂。但神在創
造時並沒有特別提到這些地方，他惟
獨設立了「神聖的時段。」

680萬的洛迪人，多數是農民和
牧人，因此農業的衰退嚴重地衝擊
了這個群體。他們只好改變，開始到
當果園雇工，或割草販賣，或作人力
車夫、司機。儘管他們聲稱來自高種
姓，但還是被視為落後種姓，在印度
的社會地位較低。

如果你仔細閱讀，會注意到其餘
的創造行動都有一個結尾「……是第幾
天」；可是這節卻沒有如此寫。「有晚
上，有早晨，這是第七天。」只說，神宣
告這一天，這惟一的一天，有個名字，
是專門為他分別出來的
聖日。

絕大多數洛迪人是印度教徒，敬
拜很多神明，例如我們昨天讀到的神
猴，以及牧人之神黑天(Krishna)。有
些人跟隨印度教導師(Guru)，或敬拜
祖先，但鮮少有人跟隨耶穌。

北方邦的果園

是人類把這一天定為敬拜和休息
的一天嗎？不是！是神把這一天分別
出來，而且即使世上沒有人尊重這一
天，這仍然是他的安息日。神就在這
一天為創造大工畫上了休止符，歇下
了工作，好讓每位守安息日的人，能
明白神這份最深的性情。
安息日顯出神的榮耀。當我們
守安息日時，請靜下心，從一切受造
之物中，體會神所表達的平靜祥和。
神，正是稱安息日為聖日的那一位。

Photo by abhisheklegit on iStock

天父，我們祈求在多變、開放的時代中，有越來越多的洛迪人敞開心扉，反思傳統
信仰，進而有機會聽聞福音、信靠萬主之主。願你親近這個被視為落後的種姓，向
他們顯明你完全的愛與接納，叫他們因著你的救恩能抬起頭來，恢復你造他們的榮
耀形象！求你堅固洛迪基督徒在信心上成熟起來，願聖靈幫助他們渴慕並順服聖經
的真理，使他們得著勇氣展開福音的行動，讓信主的人數增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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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河擺渡眾生

星期四

神賜福第七日，把它分別為
聖。(創世記2:3)

馬拉人
Mallahs
馬拉人不只是福音未及群體，他
們對福音也非常封閉。儘管聖經和
《耶穌傳》電影都已經翻譯成他們的
母語，但在230萬的馬拉人中，幾乎
沒有信徒，而且宣教事工也沒有什麼
果效。或許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在
恆河上引渡朝聖者的工作非常神聖。
他們喜愛崇拜印度教的女神。
有些馬拉人是農民、漁夫或黃
麻種植者，或是離開農村，作人力車
夫。馬拉群體識字率和教育水準普遍
很低。他們被劃分在落後群體或表列
種姓註裡，社會地位低微。
馬拉人需要教育、公共衛生、經
濟、乾淨用水的幫助，和認識基督的
機會。
註：過去的達利特(賤民)，被印度政府匡列在
表列種姓(Scheduled Castes，SC)群體中，可
獲得補助及教育的保障名額。

Photo by Shyamal Majmundar on iStock

古老的宇宙論對「分別為聖」
持相反的方向，把人引向「地點」。
許多宗教都有聖山或寶地，他們在神
明、偉人待過的地方蓋起廟宇或神
龕。然而，神完全不接受這些荒唐說
法。他無處不在。天地宇宙都屬於上
帝。聖馬可教堂不比貧民窟更神聖。
可是，每個第七天，無論我們身
在何處，都會遇上應該分別為聖的安
息日。每個第七天，全世界的人都會
遇到神宣告的休息日。安息日會臨到
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
也許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神聖」
這個概念。也許神把我們完全無法操
控的定為「神聖」
沒有人能讓安
息日遲一點到來，或占據時間，不讓
它流逝。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真理：
不是人去到安息日那兒，而是安息日
臨到我們。
或許我們離安息日這一天有些距
離，可是絕不會超過六天之遙；或許
我們須牢記自己無法控制這第七天。
在這個對神很重要的事上，我們也參
與其中。
我們不擁有安息日，亦不能控制
安息日，更牽制不住安息日，我們唯
能守安息日來榮耀神。

天父，我們看見馬拉人對宗教帶著敬虔且忠心的態度，也有願意擺上自己的心，盼
望有一天他們能認識你這位至聖至榮的主，也以事奉你為神聖的榮耀！求你呼召你
的百姓，為馬拉人的福音突破爭戰禱告，為榮耀君王進到馬拉群體來預備道路。主
啊！馬拉人需要教育、公共衛生、經濟、乾淨用水的幫助，和認識基督的機會，求
耶和華以勒扶持當地的宣教事工，為他們敞開福音的大門，使同工得著進入馬拉人
當中的權柄，為當地帶來豐富的屬靈祝福，使馬拉人的屬靈貧窮。 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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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把棉花彈成白雲

你們只要敬畏耶和華，誠實全
心事奉他，因為你們已經看
過他為你們所作的是何等大的
事。(撒12:24)

品札拉人
Pinjaras
在工業化時代，手工彈棉花已是
失落的百工技藝。但品札拉穆斯林，
仍手持彈弓來
把棉花彈鬆，
這是很費時費
力的過程，彈
好棉絮才能製
作保暖、柔軟
的棉被、床墊
Photo by paulprescott72. on iStock
和枕頭。

‘emeth， 它 的 前 置 詞 是 bet
(be’emeth)，這是個介詞片語(在真理
裡)。你也許認為它是形容詞，是說
「誠實地服事他」。彷彿這位先知在
勸勉國王，要正確地(誠實地，按照正
確的教義)服事神。然而這樣的解釋是
大錯特錯的！
它是描述我們該以什麼方式服事
神，告訴我們該可靠地服事神，該按
照神可靠話語的所有要求來服事他。

「品札拉」的意思就是紡棉或梳
棉。隨著時代演變，很多人也從事其
他技術類或勞動工作。

換句話說，誠實地事奉神，意味
著言出必行；誠實地事奉神，表示真
正把他的話當真，以致於沒有任何遲
疑或後悔地，在生活中將他的話實行
出來。這是打從心底的服事神，尤其
是「心」這字，在希伯來思想裡是意
志、決定和行為的中心。

印度品札拉人約340萬人，原本
是印度教徒，但五百年前他們被蒙兀
兒王國統治後，許多人改信了伊斯蘭
教。雖然如此，他們仍遵循很多印度
教儀式和習俗，導致穆斯林中較嚴謹
的群體，輕視品札拉人的信仰不夠純
正。但普遍來說，品札拉人與當地一
般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保持良好
的貿易和社交關係。

誰能住在神的聖山上？只有那些
「心中說‘emeth話」的人。也就是，
把他領受的、神親口說的所有話語，
真心實意地活出來的人。

雖然品札拉人說的烏爾都語
(Urdu)，已有全本聖經翻譯，但品札
拉人多數不識字，需要口傳福音和影
音資源，以及識字教育。

今天，就讓我們努力操練，在生
活中用全心全意行在真理裡的方式來
事奉他！

天父，就如棉花需要經過一次次的彈打才能變得鬆軟，我們也祈求品札拉人的心田能
在聖靈一次次的彈打下愈發柔軟與謙卑，求你使用品札拉人能夠理解的方式來向他們
傳講基督。求你興起更多烏爾都語口傳資源與影音媒體，能穿透品札拉領袖和家庭的
心懷意念，使他們能認識並信靠你這位萬神之上的神。也願你差派帶著文化使命的基
督使者進入品札拉人社群中幫助他們識字、建立學習制度，讓這個族群可以擁有知曉
真理、得著真自由的機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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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少數民族的家鄉
文 Justin Long (宣教研究員)

編輯 Isa

Photo by Rod Wadd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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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個世居民族
提起中國東南沿海的廣西，就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
還有12個少數民族共譜的絢麗風情。廣西省三分之二都被山脈
覆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此處處可見。
廣西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與礦石資源，卻因地形
和強酸性土質的限制，為貧困所苦，人均生產值長年敬陪末
座，是中國脫貧計畫的重點區。
廣西半數人口住在大城市，有數百萬人則住在偏遠落後
的農村裡。漢族雖占多數，但少數民族的比例，比中國多數
省分更高。壯族是當地最大的少數民族──中國1,900萬壯
族人中，有1,400萬住在廣西。其他民族還有侗族、苗族、瑤
族、回族和彝族等。

崎嶇的山與封閉的人
由於廣西地處偏僻，遺世獨立，數世紀以來都把宣教士
拒於門外。已知最早進入的宣教士，是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的紀好弼(Rosewell H. Graves)。
晚清雖有人在此佈道旅行，但在義和團事件之前，仍無
人能在此地長期服事。20世紀初，一些宣教機構在廣西建立
據點。到了1920年，這裡已經有近一百位外國工人，和三百
位本地工人。那段時期，廣西的東南端有一個歸主運動的紀
錄。可惜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共產黨，中斷了外國宣教士
的工作。
禱告計畫邁入第六週，我們祝福中國的漢族信徒，成為
少數民族的光和鹽。求神賜下屬靈的饑渴，吸引家庭領袖來
認識耶穌基督。願廣西的福音事工，幫助屬靈失喪的人從迷
信、毒品和賣淫中回轉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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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耕火種，游擊的農民

星期六

你們只要敬畏耶和華，誠實全
心事奉他，因為你們已經看
過他為你們所作的是何等大的
事。(撒12:24)

普沙壯族
Pusha Zhuangs
廣西省是許多中國少數民族的家
鄉，其中以壯族人口最多，有許多分支。
普沙老農民艱難地彎下腰，檢
查土質，一面說：「我年紀大了，做
不動了。」他撒下的種子長勢不好，
表示土壤變得貧瘠，他和家人必須搬
走了。他早有預備遷徙，因為從他是
個男孩時，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父
親就是用這種古老的「刀耕火種」種
田方式，養育他長大
砍伐一片森
林，把上面的植被都燒掉，這會在地
面留下一層營養豐富的灰燼。但是，
這些營養只能維持兩年左右，到時全
家就必須搬走。
普沙壯人約僅7千人，大部分會
說漢語。他們信仰民間宗教，相信萬
物皆有靈；少部分普沙人則自認無神
論者。

‘emeth講 的 並 不 是 我 們 ， 而 是
神。他才是唯一誠實可靠的那一位，
我們認為的委身和信實，都不及他信
實的萬分之一。
神從不曾在應許上食言。‘emeth
是神性情 的屬性。「真 誠、信 實 和可
靠」乃出於神。所以，我們蒙召是為要
效法神的天性，而不是將‘emeth彰顯
出來，彷彿它是藏在我們裡頭的。為了
能「誠實」地服事他，就必須放棄現在
的我們，通過順服來效法他的生命。
耶穌要告訴我們：他是徹底可
靠、完全信實、全然穩定。他的應許
從來不落空、他的愛從來不褪色、他
的委身從來不會逃跑。神的行為展示
了‘emeth的涵義。
我們的行為也該效法他！透過跟
從他，一心做神吩咐我們做的事，定
意要順服神的指示(日子、吃喝、人、
衝突、生意等等)，我們就會被改變，
成為信實可靠、活著和行動的模範。
我 們 不 是 因 追 逐 ‘emeth而 達 到
那種境界，我們是因追逐神，他在過
程中改變了我們，而成為‘emeth。我
們不是希臘人，真善美不是我們的目
標。神才是我們的目標，‘emeth是追
求過程中結出的果子。

Photo by yuelan on iStock

天父，普沙壯人不斷尋找土地來耕作，面對生活的不確定性，甚願你成為普沙壯人
所跟隨的神，引領他們進入佳美之地，讓他們明白你的應許：「你量給我的地界座
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求你堅固廣西壯人的福音工作，挑旺壯人信
徒的心，差他們將福音帶給自己的族群。我們祈求聖靈大大的動工，在廣西壯族中
興起門徒倍增與教會植堂運動！普沙壯人過去只經歷過短暫農收的快樂，但願他們
將你擺在他們面前，享受滿足的喜樂、得著永遠的福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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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在船上不能說「油」

所以，神的兒子若使你們自
由，你們就真的得自由了。(約
8:36)

京人
Jing People

「自由」是人的一個重要詞彙，
我們談論很多相關的話題。我們察覺
到，希臘人對自由的概念，是以個人
和國家之間的關係為中心。對希臘人
來說，自由就是在最低的限制、能夠
維持民事的次序下，選擇自己的行為
的容量。既然我無法隨性而行，免得
造成無政府狀態，我就該只限制自己
做那絕對重要的事，如此而已。自由
在希臘人的想法就是自我的意願；自
由就是決定自己的命運。

京人來自鄰境的越南，傳統職業
是漁民，搜集珍珠和海馬以供藥用。
漁夫們深懼大海的變幻莫測，為求
平安吉利，而有諸多忌諱。比如在船
上，京人不會提「油」這個字，因為
諧音和「游」一樣，暗含著船可能壞
掉，人們不得不游泳。
廣西的京人約2.3萬人，擅長音
律，喜愛對歌(兩群人或兩個歌隊輪流
對唱)。他們的曲目往往很恢弘，包括
《斬龍傳》、《琴仙》、《潯陽江頭
夜送客》。在京人的婚戀習俗中，男
孩和女孩會輪流唱歌，若有好感，他
們會把沙子撒在對方旁邊。

當然，耶穌的想法並不是希臘
式的。希伯來人對自由的概念，中心
點在於他們與神的關係。因此，是集
中在神的設計和旨意上，而不是我自
己的渴望。換句話說，自由意味著享
受歸神所有、被他關注所帶來的安全
感；自由就是順服神給我設計的目
的。

京人信奉揉合佛教元素的道教。
他們說粵語和漢語，可以用這兩種語
言讀聖經，但無法用越南母語讀經。
他們主要住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三個
海島：巫頭、萬尾、山心，俗稱「京
族三島」。

這樣，真正的自由人就是神的奴
隸，奴隸不需要掛慮自己的生活，那
是主人的責任。奴隸唯一的義務，就
是執行主人的旨意。
所以，希伯來人想法中的自由
確實與希臘人的觀點相反
希臘人
環繞著「我為自己負責」的想法，我
就是自己關心的對象；希伯來人則是
「我是神所關心的對象」。

Photo by shunjian123 on iStock

天父，願你感動人用京人熟悉的曲調創作出傳揚你作為的對歌，使他們得以聆聽與學
習你的奇妙作為！我們祈求他們能聽見你做漁夫朋友的福音故事，認識你能平靜風
海、又能叫人得魚、更是在風暴中與人同在的神！願他們當中有人如彼得一般，勇敢
跨出自己的小船，與你同在水面上行走，成為族群中的得人漁夫！求你打開最能接近
京人心靈語言的管道，使他們能夠閱讀自己母語的聖經，真實從心靈和誠實來敬拜
你！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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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狂野美食，膽小勿試
仫佬族

Mulao People
大家都以為廣東人最敢吃，天上
飛的、地上爬的，無所不吃。但中國
的紀錄片導演卻說，廣西才是中國飲
食最複雜的地方。因為這裡大山大川
中的動植物種類很多。
走進廣西餐廳，看一眼菜單，食
材廣度可能讓你大開眼界：貓、狗、
蛇毒湯、鱷魚肉、竹鼠、角雉、短尾
猴腦、玉面狸、螞蟻、果子狸、犰狳
臉、烤豬眼……
仫佬人也有獨特的飲食文化，他
們在農曆6月會慶祝「吃蟲節」，家
家戶戶團圓飯桌上擺的是昆蟲宴。這
源於仫佬曾經蟲災連年，糧食歉收，
一位窮婦人拿不出食物待客，她見兒
子在田裡捉了許多昆蟲，於是靈機一
動，把害蟲炒給大家吃，仫佬人便開
始捉蟲子做菜，害蟲的數量就減少
了。吃蟲節對仫佬人而言，象徵戰勝
害蟲、期望豐年，是非常熱鬧的歡慶
節日。
仫佬 人 約 23～ 29萬 人 ， 說 仫佬
語、漢語、侗語。大多數的仫佬人沒
有見過基督徒，不知道「基督徒」這
個詞是什麼意思；仫佬語的聖經也尚
待翻譯。

Photo by mcdermp on iStock

所以，神的兒子若使你們自由，
你們就真的得自由了。(約8:36)
猶太拉比亞伯拉罕‧賀舍爾
(Abraham Heschel)為我們提供希伯
來人對自由的另一見解，對那些懷抱
希臘人的想法，看自我意願為自由的
人來說，這見解特別重要。他留意到
聖經對自由的定義，是按著自由與罪
的關係來決定。耶穌提到事奉神或是
事奉瑪門時，反映出這見解：沒有人
可以同時服事兩個主人，每個人都有
一個主人，沒有一個人是處在無主人
的「自由」中。照聖經的看法，就算
我沒有受到外在的約束，是「自由」
的，然而我因伺候「自我意願」而被
自己俘虜了。那尊貴的自由野蠻人，
不過是自己的奴隸。
既然人人如此，那麼耶穌能夠真
正釋放我們得自由的唯一途徑，就是
他有能力使我們超越自己，我們必須
能夠超越內心那「以自我為中心的獨
裁者」。
沒有人可算為自由的，直到他不
再被自己的欲望所囚禁。而耶穌來，
可以將我們從自我中心的崇拜中，釋
放出來。

天父， 仫佬人是個很接近自然的民族，飲食與節慶與自然萬物息息相關。過去亞當
夏娃在伊甸園裡，只吃林中各樣的果子就能飽足安息，但我們感受到 仫佬人傳統習
俗背後，人類對自然的防衛模式。求你憐憫 仫佬族，施展你大能的手，救拔他們脫
離傳統文化的捆綁。求你幫助 仫佬族明白你救贖的心意，活出地上好管家的職分。
願 仫佬信徒被興起，更多傳揚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而是靠神口裡所出一切話的活
潑真理！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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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雲山霧海裡的多情歌聲

我必把那恩慈與懇求的靈傾注
在大衛家和耶路撒冷居民的
身上。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
們所刺的；他們要為他哀哭，
好像喪獨生子；他們必為他悲
痛，好像喪長子。(撒12:10)

拉珈族
Lakkia People
拉珈人都需要有一副好嗓子，來
打動夢中情人。年輕人透過對歌，尋
找心儀對象。若雙方互有好感，就會
交換信物(腰帶或手鐲)，隨後男方家
庭會請媒人到女方家中提親。

希 伯 來 字 Hen是 「 圍 牆 」 的 圖
形，創造了一幅圖像，意思是「生命
中的圍牆」。這是神對恩典所持的觀
點，你也如此認為嗎？

拉珈族約1.5萬人，是大瑤山區
的原住民，與傣族可能有淵源，但因
為拉珈人高度融入瑤族，被中國官
方劃入瑤族。漢人稱他們為「茶山瑤
族」或「長毛瑤族」，因為拉珈人把
頭髮留得很長，盤於頭頂。

在西方文化中，人類追求「自
由」，不願被困在任何圍牆內。我們
想要自由開放的人生，隨心所欲地做
想做的事！然而，這並不符合聖經的
教導。

傳統上，他們種植玉米，稻子和
紅薯為主食，經濟作物是煙草，花生
和甘蔗。

神是建立圍牆的神，他為一切受
造物設立界線。他從創世以來一直這
麼做。早在我們出現在地球之前，他
就為大海劃下了界線(創1:7)。如果神
是講究秩序的神，我們又為何極不滿
意他設下的圍牆呢？

拉珈人相信萬物有靈，倚靠道教
色彩的民間信仰。向他們傳福音的挑
戰是：大瑤山崎嶇難行，與世隔絕，也
極少人能懂拉珈族的語言。除非住在
他們當中，否則很難關懷牧養他們。

我們抗拒圍牆，是因為對圍牆有
錯誤的看法，認為圍牆阻止了我們在
外遨遊，但事實上，圍牆保護我們不
受外界的傷害。
神的圍牆讓人享有安全，把我們
的仇敵擋在外面。圍牆是我們在世上
最重要的東西，若沒有了圍牆，後果
則不堪設想，因為任何事都可能臨到
我們身上。

Photo by form PxHere

天父，你的愛子為了愛和拯救可以翻山越嶺，道成肉身！我們宣告這世上沒有福音到
不了的距離，沒有好消息觸及不到的高山低谷！因為你的永能與神性是人明明可知
的，就在人的中間、離我們不遠。願你開啟拉珈人的耳朵，叫他們從自然萬物中聽見
你造世界時那首叫做「甚好」的情歌，懇求聖靈的大能臨及拉珈人的居所，使他們藉
著神蹟奇事、異象啟示，觸動對你的渴慕與尋求之心。求你賜福大瑤山道路工程順
利，讓短宣隊、宣教士、營商宣教者、專業人士可以順暢地進入當地為你得人！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71

中國 • 廣西省
2 月1
  
6日

多族交融，豐富文化光譜
彝族
E People
中國的彝族分布於雲、川、貴，
僅有七千人住在廣西。數百年來，廣
西北方是各種移民的交匯處。因此，
這裡文化交融，民族混合，彝族也不
例外，例如他們不是漢族，但也會慶
祝漢族的春節和其他節日。他們按衣
飾分為黑彝、白彝、紅彝，受漢族與
壯族影響不一，衣飾、習俗、生活方
式也不盡相同。
彝族有一點和壯族相同：他們都
是 福 音 未 得 之 民 。 彝 族 的 19個 村 莊
中，幾乎沒有一個基督徒。他們很需
要主的使者來找尋他們。

星期三

所以，神的兒子若使你們自由，
你們就真的得自由了。(約8:36)
如果你認為「恩典」(恩慈)意味
著你有自由做你想做的事，那你還不
明白神為何要用獨生愛子的寶血築起
圍墻；如果你認為恩典意味著赦罪，
然後你就能自由地按著你對「愛」的
觀點來過生活，你就不站在神的圍牆
內了。
恩典圍繞著你，把你保護在神的
律法之內，神教導我們生活方式，在
我們的生活中賜下堅固的圍牆，保護
我們。當我們推開神的教導，走出那
道圍牆，就會像該隱一樣，在荒蕪之
地漂流。
Hen與秩序的概念密切相連。為
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恩典是解決罪的
辦法，而罪的本質是混亂。若我破
壞了神在宇宙萬物中建立的秩序與界
牠要
線，就與敵人站在同一陣線
制造混亂、恨惡井然秩序、反對神做
的每件事；牠極度渴望我們拆掉神的
圍牆，建立自己的秩序。若我們如此
做，意想不到的某些事就會發生。
如果我們想要在神設立的界線
懼
外生活，就會面對另一種結果
怕！若我們相信自己能至高無上，就
會發現宇宙並不承認我們是萬物的主
宰。我們會在痛苦中學到：我們無法
掌控一切。

Photo by mcdermp on iStock

開放的曠野是給野獸和邪靈居住
的地方，沒有人能在那裡活得長久。
修好神給你的圍牆，進到裡面去吧！

天父，禱告彝族人有極大的屬靈突破，幾千年來阻擋福音的銅牆鐵壁可以倒下。真
理將破除歷世歷代流傳的謊言與偶像勢力，好叫彝族人嘗到主恩的美善。求你裝備
並差遣對彝族人有負擔的宣教士或基督徒專業人士，進到彝族村莊中。幫助彝語的
福音資源製作與傳遞，能有極大的進展與推進。我們齊心呼求有彝族的福音初熟果
子產生，願聖靈尋找並柔軟他/她的心，使福音可以因著他/她轉化彝族群體，傳遍
彝族19個村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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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
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
作放縱情欲的機會，總要用愛
心互相服事。(加5:13)

中越邊境的小農
伶話人
Linghuas

「自由」和「服事」似乎是兩件
不同的事，那是因為翻譯文有時看不
出原文的希伯來思想。

伶話人可能是個中國的未識別民
族。他們是一群住在中越邊境山區、
說漢語的農民，過去幾百年裡，伶話
人幾乎被漢族完全同化了，他們也重
視祭祖的信仰和傳統。

希伯來思想相信聖經每個字母
都是神呼出的，所以連字母都帶著信
息，拉比解經作品中有不少這樣的例
子。

他們在稀少的農地引水耕作，隨
著該地區外來人口增多，他們的人均
分地越來越少。稻米、紅薯和玉米，
是他們主要栽種的農作物。

當保羅說我們蒙召是要得「自
由」，希伯來字hafash，輔音字母拼
寫為hps。這個字母次序轉換就變成
另一個字sph，而shafach的意思就是
「服事」。拉比常會以這種方式，來
說明兩字之間的重要關聯。

伶話人會說漢語，可以使用的中
文聖經與信仰資源相對豐富，但我們
必須禱告有人能把這些信息和材料，
帶給住在山區的這群人。

所以，保羅是要人明白：「自
由」與「服事他人」有著密切的聯
繫；耶穌也是一位偉大的拉比，他也
曾如此教導門徒：凡作領袖的，就要
服事他人。
可惜現代的基督徒沒有看到這個
關聯，我們總是把自由理解為「我想
做什麼，就能夠做什麼。」然而，神
的啟示告訴我們：「自由」不只有道
德的約束，而且還包含了要彼此用愛
心來服事。

Photo by tunar on iStock

天父，你澆透地的犁溝，潤澤犁脊，降甘霖，使地鬆軟；其中生長的，蒙你賜福。願
伶話人認識你這位賜予萬物生命、使一切生長的上帝。願他們耕種的土地與心靈的土
壤，都經歷神的豐收恩典，使曠野變為肥田。求你差派使者，將真理栽植在他們心
中，幫助他們活出屬天的生命，在真理真道上追求，一起查考聖經，用各樣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篇、讚美詩、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以
感恩的心歌頌神。祝福宣教士們能栽培出火熱的伶話門徒，建立伶話人的本地教會。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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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長輩與兒孫之間，
失去了溝通語言
倈人(巴琉人)
Palyus

倈族的長輩越來越寂寞了，因為
他們已經無法用倈語跟孫兒聊天。不
管在外面還在家裡，現在大家幾乎都
說漢語。專家預估，幾年之內，倈語
可能就會消失。
不只倈語珍稀，倈人也很稀少，
在廣西僅有一千四百餘人。他們住在
隆林、西林一帶的山村裡，耕地、畜
牧，與世無爭。
他們信仰民間宗教，相信萬物有
靈，並祭拜祖先。為了怕神靈降災，
所以他們會藉由祭物和儀式來求取平
安。
感謝神，有一小撮倈人成了基督
徒，請為他們禱告，願福音能透過他
們得著其他倈人。他們有很多漢語的
基督教信仰資源可使用，我們禱告信
徒們都有渴慕的心，更多在真理上扎
根。

Photo by monkeybusinessimages on iStock

神的兒子若使你們自由，你們
就真的得自由了。(約8:36)
你要自由來做什麼呢？受到傳統
文化的影響，你可能會回答：「哦！
我要自由地過生活、自由地選擇、自
由地追求幸福……」
沒錯！這確實是希臘文化對自由
(eleutheros)的了解。但你不難發現，
放任個人自由根本不是真自由。漸漸
你就會發現，我們正在自由中載沉載
浮，奄奄一息。
主耶穌對自由的看法只與一件事
緊緊連接，那就是服事神，享有自由
做神的僕人。
接不接受主耶穌對自由看法的
人，最大的差別是：後者並沒有真正
的自由。他們成為「想要獨立自主」
這個欲望的奴隸，被牢牢鎖住，從來
就不是真的能隨心所欲自由地選擇。
可是一旦主耶穌打開了牢房之
門，我們就有能力「成為」神的兒
女。如何才能做到呢？就是選擇做他
的僕人。

天父，感謝你賜下救恩臨到這個人數日漸稀少的族群中，求你打開福音的大門，
讓 俫 人的村莊和家庭能聽聞救恩。願他們樂意信靠主，建立強大的信徒團契。我
們祝福 俫 族的長輩，當他們面對文化、能力、缺少連結的失落感，心靈逐漸空乏
時，能有年輕的 俫 人信徒敬重並尊榮這些老者，使長輩們感受到從神來的愛，使
他們在福音中找到活力，並成為家庭的祝福，帶兒女子孫敬拜基督。我們也為著
有祭祀習慣的 俫 人禱告，願他們明白基督親自成為贖罪祭的奧祕。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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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擠的地方
文 Justin Long (宣教研究員)

編輯 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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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潮帶來人潮

一千座清真寺之城

孟加拉的達卡省有20%的人口住
在達卡市，1,500萬人中，逾半數擁擠
在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是世界人
口最稠密的地方。

孟加拉首府達卡市號稱「一千座
清真寺之城」，獨特的建築風格，吸
引各地旅行者造訪。
基 督 教 在 四 百多 年 前 就 來 到 達
卡。1612年，天主教傳教士隨著葡萄牙
人來到此地，引人歸主並建立大型教
會。十七 世紀末葉，有兩萬名低種姓
的印度教徒歸主。大名鼎鼎的新教宣
教之父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
於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在塞蘭坡
(Serampore)服事，並翻譯了孟加拉
語聖經。威廉‧克里之後，許多新教
宗派來到達卡，建立了重要的事工。

達卡省是孟加拉的政經、文化中
心，貢獻了孟加拉將近半數的國民生
產總值 (GDP)。達卡的經濟正快速起
飛，錢潮來自城市的工業製造業(尤其
是紡織和製藥)，吸引了跨國公司、新
創企業，和成千上萬的外來民工。
可是，這個世界上最擁擠的地
方，塞滿了貧窮的人，其中一半是體
力勞動者。有五十萬的人力車夫和小
商販，還有一百萬人埋首在紡織工業
中。

儘管這裡的宣教工作歷史悠久，
收到的回應卻少，而且很少有針對穆
斯林的事工，回應福音的大多是印度
教徒。然而，達卡有超過90%的人都
是穆斯林。

達卡失業率約為20％，許多人每
天的生活費不到3美元。不過達卡擁有
強大的教育體系，包括小學、數十所
大學，和著名的達卡大學(University
of Dhaka)。然而，全省(乃至全國)的
識字率仍然很低。

今天，孟加拉的宣教活動大多
集中在達卡，而且主要針對少數族
裔，幾乎沒有接觸孟加拉穆斯林，或
高種姓印度教徒的事工。低種姓印度
教徒的回應很積極，約有2%的人信
了主。孟加拉東南部的吉大港山區
(Chittagong Hill)發生了重大的屬靈運
動，但達卡卻不見成果。

不是淹水就是缺水
一些河流穿過達卡省，包括帕德
瑪河(Padma，恆河下游)，但達卡卻
缺 水 。 該 市 只 有 60％ 的 家 庭 連 接 得
到城市供水系統。許多廢物被倒入附
近的河流，汙染了水源，地下水資源
不斷減少。但水太多也造成危險；該
國四分之三的土地，海拔高度不到10
米，大部分都是洪泛區。喜瑪拉雅山
(Himalayas)的季風和降雨，年年都淹
沒孟加拉20％的土地。雖然農業需要
小規模的洪水，但是大規模的洪水會
帶來毀滅。1991、1997和2007年的
颶風，奪去了25萬人的生命。

目前的教會雖小，但正在成長。
雖然存在一些迫害，但最大的宣教挑
戰是欠缺工人──既需要進入成熟禾
場(少數族裔)的工人，也需要到穆斯
林和高種姓印度教徒中開荒的工人。
我們禱告：開始有勇敢有愛心的
工人，預備自己去到穆斯林和高種姓
印度教徒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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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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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穆斯林的敬虔代表

神的兒子若使你們自由，你們
就真的得自由了。(約8:36)

謝克人

夏娃是始作俑者，導致我們淪為
「追求自由的奴隸」。試想那條蛇的
煽動之詞：「你們的眼睛就開了；你
們會像elohim(神明)那樣。」elohim
這個希伯來字是複數
你不會像
神，而是像神明。怎麼會這樣呢？當
你把「自我決定」做為人生最高原則
的時候，你就成為自己的神。

Shaikh
在孟加拉，謝克人是穆斯林眼中
靈命成熟的榜樣。
西元711年，現今的巴基斯坦地
區被一支阿拉伯軍隊攻占，帶來了阿
拉伯人和穆斯林移民南亞的浪潮。謝
克人是這些移民的後代，還有部分源
自歸信伊斯蘭教的高種姓印度教徒。

夏娃以為只要她能自行決定人
生，就會變成更棒的人，而拋捨從神
而來的勸告。就在那一刻，她成了罪
的奴隸，與神的關係斷絕了。

如今南亞大陸有一億多名謝克
人，我們今天專注為孟加拉境內的謝
克人禱告。謝克人在穆斯林社群中地
位很高，因此要接受基督信仰是件不
容易的事。但是，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神卻能。我們只管帶著信心大膽地
祈禱：有一天謝克人將興起歸向耶穌
的運動，這樣奇妙的改變，將震動許
許多多穆斯林的心轉向基督！

當我們追求主宰自我生命的原
則時，就會經歷與夏娃同樣的「原」
罪。主耶穌是怎麼說的？「得著生命
的，將要失喪生命。」
聖經沒有希臘式的自由概念。完
全沒有。人本來都不是自由的。不論
在發現自己可憐的狀況前，或在悔改
後，人類都不是自由的。
自由絕不是一份不可剝奪的權
益。人受造就是要受到他與造物主之
間盟約的約束。人有選擇，但不是選
擇世界所謂的自由，而是能自由地來
選擇服事那位滿有憐憫、聖潔、公義
又良善的神，也就是選擇捨棄追求自
我自由的神話。

Photo by ryuivst on iStock

天父，求你差派許多具專業的基督徒到謝克人當中，即便謝克人在宗教上關閉心門，
但他們無法關閉文化、教育、商業等各種專業領域的交流；願謝克人的心在這些連結
裡，被基督徒實際活出的愛與見證所觸摸和感動。求你保守某些謝克人心中已萌芽的
福音種子能繼續得到澆灌、栽培，有各樣福音資源幫助他們認識真理、堅固信心、成
長結果子。主啊！在你沒有難成的事！我們宣告謝克人絕不是福音的荒漠，有一天，
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遍滿在謝克群體當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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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景仰的好穆斯林
賽義德人
Sayyids
賽義德人和昨天的謝克人，都是
德高望重的穆斯林群體，同時是南亞
最大的伊斯蘭群體之一。
賽義德人「出身名門」，其血統
可直接溯源至伊斯蘭教創始者穆罕默
德(Mohammad)的女兒。賽義德人
從海上抵達南亞，如今是一個地主社
群。
賽義德人的角色好比印度教的祭
司種姓婆羅門，在任何穆斯林地區都
是社會的最高階層。傳統上，他們是
祭司和宗教老師，現今他們大多是接
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政府官員、
教師和商人。
賽義德人是指引其他穆斯林的
精神領袖。想像一下，如果他們將其
他穆斯林群體指出救主耶穌基督，將
會對人們的屬靈生活產生多麼大的影
響！讓我們來禱告吧！

Photo by MD.SAZZAD HOSSAIN on iStock

星期日

耶 和 華 對摩 西 說：「這 民 藐 視
我 要 到 幾 時 呢？我 雖 然 在 他
們中間行了這些神蹟，他們還
是 不 信 我 要 到 幾 時 呢？」( 民
14:11)
這個在曠野漂流記發生的事件，
可幫助我們了解神如何看待信心。其
實聖經不斷地提到這事件來說明何謂
「不信」。
在以色列人入住迦南地之前，神
要摩西派人去應許美地探察。這些探
子回報說那地異常富饒，真是個流奶
與蜜之地，凡是住在那裡的人都必得
滿足。可是，有個棘手的問題，探察
人員報告說，亞衲巨人的後代和可怕
的尼非林巨人都住在那裡，跟他們一
比，「我們看自己好像是蚱蜢」，不
堪一擊。
於是，全體會眾大聲喧嚷，那夜
百姓都哭號。為什麼？因為害怕。其
實，當我們得知不利的消息時，難免
也會有此反應。我們哭泣、顫抖，急
忙跑去商店買所有能使房屋堅固的東
西、買光超市的糧食、排隊添滿汽車
的油缸。「主啊！救救我們，巨人快
來了，我們該怎麼辦？該怎麼辦？」
然而，約書亞和迦勒已有答案：
「耶和華若是喜悅我們，就必把我
們領進那地。」可是百姓聽不進這番
話，懼怕和憂慮塞住了他們的耳朵。
我認為，主耶穌把這情景稱為「今世
的憂慮」。

天父，願賽義德人的心門向你打開，你透過他們使孟加拉穆斯林能跟從基督真光。
求你賜給賽義德領袖一顆渴慕主的心，來尋求爾撒（Isa，耶穌）的真理，像保羅忠
心地把自己曾譏諷的福音帶到世界各地。願你藉著接受教育的機會，打開賽義德人
的思維與眼界，讓他們僵固的世界觀被挑戰，並在他們身邊放下敬虔的基督徒，可
以與他們進行深度的福音對話，也活出不一樣的信仰生活見證。我們迫切地祈求你
粉碎賽義德人傳統裡的伊斯蘭驕傲，撼動他們信仰的根基，盼望他們能與你相遇，
領受唯一的救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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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一滴汗水的傳說

耶和華對摩西說：「這民藐視我
要到幾時呢？我雖然在他們中
間 行了這 些 神蹟，他們還 是不
信我要到幾時呢？」(民14:11)

卡魯人
Kalus

針對神子民不信的反應，神回
應了：「他們還是不信我(lo-ya.a.mi.
nu)要到幾時呢？」這句回應正是我
們需留意之處。神並不是問這些人要
做無神論者多久？也不是問他們要否
定神的存在到幾時？

卡魯人看著芥菜籽油緩緩地從碾
磨流向油瓶，他在大熱天裡榨油、分
裝，滴下的汗水讓他想到關於自己種
姓的傳說。據說卡魯種姓來自印度教
濕婆神(Shiva)在油裡沐浴時，胳膊上
滑落的汗珠。他們習慣向濕婆神獻上
禱告和心願，但從來不確定濕婆是否
聽見。

此處希伯來原文是'aman，是個
非常特殊的字，在同語系中找不到。
其意思是「可靠、信實、信任」。神
不是在談關於信仰的課題，而是說，
人要因為把神的話當真，而採取相符
合的行動。神是在說：「他們已看過
我許多可靠的證據，就應該照著我所
期望的去做，可是他們卻拒絕做應該
做的事，這就是他們的罪。」

卡魯人是印度教徒，主要居住在
印度的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
和孟加拉的達卡省。卡魯人多數是地
主和農民，有著榨油和賣油的悠久傳
統。但現在卡魯人的傳統生意出現了
危機，他們的收入很低，市場上用來
榨油的菜籽也很缺乏；與便宜的豆
油和棕櫚油相比，卡魯人用的芥菜籽
油比較貴。卡魯人的職業受到嚴重的
衝擊，特別是在有機械化榨油廠的地
方。

神要求他的兒女本著他的信實來
回應他。這裡就是結論：沒有本著神
的性格來行事的以色列人滅亡了，他
們的不信導致他們的死亡。
今天同樣的。如果你相信神，就
去做應該做的事；如果你不做，就會
死在你的不信裡。神期望你順服。懼
怕、冷淡、憂慮、或膽怯，都是侮辱
了神。
現在也許是時候來調整一下我們
人生，對神說：「是的，主，你會把
我帶進那美地。」

Photo by Grigorenko on iStock

天父，我們都是你手中的工作，在耶穌基督裡造成的，為要成就你的美意！求你打碎
卡魯人相信自己只是濕婆胳膊上滑落汗珠的謊言，讓他們明白自己受造的尊貴，以及
他們生命的源頭來自父神愛的精心創造。求你差派滿有愛心的基督徒，幫助卡魯人改
善生產方式，滿足經濟需要，同時向他們展示十字架的道路。求你使用卡魯人能明白
的福音資源、熟悉的接收方式來讓他們領受真理。甚願卡魯人與你建立有確據的親密
關係，知道你總不撇下他們、也不丟棄他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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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ly！可愛的朋友們

星期二

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奶
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我的
心在我裏面真像斷過奶的孩
子。(詩131:2)

安薩里人
Ansaris
當宣教士接觸新族群時，他們
都盼望能遇見友好的面孔。貧窮而不
識字的安薩里人，是達卡省最友善的
人。而且他們名字的意思就是「朋
友」、「一個有幫助的人」。對於採
購他們精美工藝品的商人，安薩里人
更是特別積極地友好。
安薩里人自豪地追溯他們的家
譜，到穆罕默德的時代
當穆罕默
德和他的手下躲避敵人時，是他們打
開家門，接待歡迎了這些人。「阿拉
教我們做好事。」他們會快樂地告訴
你：「這可能讓我們將來進天堂。」
但是，根據穆斯林的信仰，他們此生
無法知道自己的善行是否多於惡行，
蒙阿拉允許進入天堂。
安薩里人把很多民間宗教融合到
他們的伊斯蘭信仰中。孟加拉達卡或
其他地方的安薩里人中，幾乎沒有基
督徒。目前沒有已知的植堂團隊服事
安薩里人。

「安靜的孩子」和「讓自己安靜
下來的孩子」的差別是什麼？後者才
是這節經文真正的意思，就是主動、
刻意地決定要平穩安靜。
在希伯來原文中，其實有兩個動
詞：shavah(像)和damam(安靜、不
動或等候)。大衛描述他像一個決定讓
自己不動、安靜下來的小孩。並不是
母親說：「睡覺時間到了」，而是小
孩自己滿足地爬上母親懷中，安穩躺
著享受母親的看顧，心中沒有懼怕。
而且，「斷了奶」的孩子相信，即使
母親不餵奶，仍會供應他其他食物。
大衛的意思是，他已學會刻意選
擇要安靜信靠神，並且不要求神立即
滿足他的需要，而是學會滿足地等候
神的供應。
我們大部分的人都還沒「斷奶」。
神要我們長大，吃固體食物，可是我們
像嬰孩一樣不願離開奶。神要我們斷
奶，就是不要我們倚賴那些以為沒有
它，就活不成的東西。我們要學習大衛
神永遠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的信心
我可以等候他，不用懼怕。）

Photo by Ninja Studio.j on iStock

天父，看到今天安薩里人的信仰故事，我們要大大祝福他們有機會接待福音使者，
進而接待你；因你應許：「凡接待耶穌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你就賜他們權柄做神
的兒女。」我們也想起福音書中，耶穌做漁夫、罪人、平民的朋友，你甚至願意為
好朋友捨命，顯出你忠實的愛！願聖靈感動安薩里人知曉你無條件且完全的愛，並
開始回應你的邀請。「看啊！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
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是的，主啊！願你差人去叩安薩里人的
門，讓他們經歷與你一同坐席的喜樂與滿足！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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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不被承認的地址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
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
像。(西3:10)

比哈爾人
Biharis

古代人的穿著是由社會地位、收
入、職業來決定，人們一看衣著，就
知道你是何許人。

比哈爾男子開心地從孟加拉的
難民營，來到政府辦公室。他是正式
的孟加拉公民了，他想自己肯定能拿
到護照，讓他去探望在巴基斯坦的親
人。但讓他大為惱火的是，櫃台人員
居然告訴他：「對不起，難民營不算
永久位址。沒有永久地址，我沒法幫
你辦護照。」

保羅用衣裳比喻：穿上新衣代表
著人品更換。因為希伯來思想把人的
外在表現，當作內在品格的表達，所
以我的行為變了，乃是因為身分改換
了。

比哈爾人是發源於印度比哈爾邦
的群體，多數集中在印度，部分信奉
伊斯蘭教者散居在巴基斯坦、孟加拉
各國。

雖然我們可以用些屬靈裝束，來
佯裝敬虔的基督徒，但時間長了，必
然流露出真相。然而，被聖靈充滿、
表裡如一的行為是不容易模仿的，保
羅列出了好衣料的成分：仁愛、喜
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實、溫柔、節制
由聖靈果子編織
而成的新衣裳、新行為。

在1971年孟加拉爭取脫離巴基斯
坦的獨立戰爭中，許多孟加拉的比哈
爾人支持巴基斯坦，被孟加拉人視為
叛徒。一些比哈爾穆斯林遷至巴基斯
坦定居，但大多數人逃住在孟加拉各
地的難民營，生活環境非常嚴峻。

也許你無法一次買齊所有好衣
料，因為更新需要花時間，比如在一
次事件中，你發現了耐心的上衣；在
一次危機中，你發現了用喜樂製成的
禮服，和一對優質的忠誠鞋……隨著
時間過去，你常常穿著聖靈果子縫製
的新衣，裁剪越來越合身舒適，直到
有一天，你甚至不會察覺自己穿的是
新衣，因為你已經表裡如一了。

最近幾年，那些不可能參加1971
年戰爭的年輕比哈爾邦人，才被授予
公民身分。孟加拉的比哈爾人都是穆
斯林，說烏爾都語。

比哈爾人的難民營

Photo by Ninja Studio.j on iStock

天父，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不知有多少比哈爾人與親人隔絕、找不到身分認同、心
靈孤獨。感謝你賜下愛子耶穌基督來到世上，拆毀了人與人之間隔斷的牆，使人得以
在基督裡合而為一。我們呼求你的大愛造訪比哈爾族群，使他們與你的愛連結，也在
基督肢體裡得扶持跟安慰。懇求你開展孟加拉比哈爾人難民營中的福音工作，讓這群
難以在地上有永久地址的人，可以在天父的家中找到永遠安居的處所！願福音醫治他
們的身分認同，使他們找到受造的意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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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工妻子共同的擔心

星期四

……行這些事的人，必永不動
搖。(詩15:5)

伯戴人
Bodhais
伯戴伐木工人進入森林尋木，
想砍伐賣給製作家具的人。今天出門
前，妻子特別叮囑他小心，因為村裡
缺乏經驗的年輕伐木工，前幾天被轟
然倒下的大樹壓死。這種事在伐木工
中無獨有偶，他們有時會被折斷的樹
枝砸中，或是必須在陡峭斜坡上伐
樹，風險相當高。
老練的伯戴伐木工，仔細打量著
一棵樹木，確認砍倒的方向，便開始
清理障礙物，開出安全道。
孟加拉有1,700名伯戴人，許多
從事伐木工作，或是木匠。他們信奉
伊斯蘭教，對那位樂意拯救他們的拿
撒勒木匠一無所知。
他們和孟加拉的大部分少數民
族一樣，占主體的孟加拉人不信任他
們。在尼泊爾也有個伯戴人的分支，
但以佛教徒居多。

大衛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誰能享受神的同在？」當我們詳讀
詩篇15篇列出的清單，會發現每個層
面都包含一個要點：為別人而做的行
為。
「行」這個希伯來動詞是asah，
去做、去
意思是「把事情做好」
製造、去成就、去完成、去建立、去
參與、帶著特別目的去做某件事。顯
然的，要享受神的同在，必須有所行
動。
我們總以為神只對我們的內在感
興趣，但舊約和新約都勸勉我們，若
沒有行為，就沒什麼證據可顯明恩典
真的臨到一個人的生命中。雅各說得
真好：「除非在外在行為上顯示出恩
典的具體證據，否則有信心卻沒有帶
出行為，就是死的。」
神曉得當我們開始活出信仰時，
就會發現支撐那些行為的信條自然地
融入生命中；神曉得單單只有思想的
信仰，無法改變任何人。「行出我要
求你做的事，在這過程中，你的心也
會跟著改變。」這也是最古老的心理
學方法。
順服在了解之先。即使你不想那
麼做，但仍然去做神要你做的事，不
斷重複地做，總有一天你會發現，習
慣已成自然。

Photo by Shooter Sindha Images on iStock

天父，求你興起忠心的工人，去接觸孟加拉的伯戴人，讓他們能認識拿撒勒木匠耶
穌，經歷你是如此貼近人生活與心靈的救主！求你憐憫伯戴人在主體民族孟加拉人
當中，不被信任、受到限制的處境，保障伯戴人在孟加拉的各樣生存權益。願伯戴
人在伐木與雕琢的過程中能被聖靈感動，生發對造物主的敬畏與渴慕之心，願伯戴
人能被你的愛澆灌，福音的信息能在他們當中生長為高大的樹木，穩穩地扎根在這
個群體裡！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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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窮人，無處可逃

不可報復，也不可向你的族人
懷恨，卻要愛你的鄰舍好像愛
自己；我是耶和華。(利19:18)

納米賽人
Namessejs

整本舊約提到「愛人如己」的誡
命，只有這段經文。你覺得奇妙嗎？
特別是耶穌把這誡命看為是第二大的
誡命。若只提過一次，為何這誡命會
成為從神而來最重要的吩咐呢？

孟加拉以穆斯林為主體。納米賽
人則是達卡省最大的印度教徒社群，
住在孟加拉已有一個多世紀了。他們
更希望能住在印度，可惜出於各種原
因未能如願。

這問題的答案，透露了希伯來人
的世界觀，以及耶穌對經文的看法。
理解這一點，對我們是很重要的。  

19世 紀 ， 南 亞 還 是 英 國 殖 民 地
時，英人保護納米賽人免受孟加拉穆
斯林的襲擊。20世紀以後，納米賽人
大力支持甘地在印度建立多元宗教平
等的國家。可惜，這些努力失敗了，
印度在1947年獨立後不久，印度教徒
和穆斯林就分裂了，穆斯林建立了巴
基斯坦，不想生活在穆斯林國家的印
度教徒，離開了東巴基斯坦(孟加拉的
前身)，前往印度。但只有經濟條件好
的納米賽人能做到這一點，窮人則留
在原地。

我們需要從希伯來字眼rea’著手
研究。首先，我們發掘到「鄰舍」就
是一個支派的成員，是你自己族群的
人。在希伯來人的世界裡，我們在真
實世界中首個遇見的人，也就是你的
鄰舍。
鄰舍近在咫尺。在閃族的支派
中，一般就是住在你附近的人。這經
文告訴我們，一切聖潔的行為準則，
首先要實際地運用在你身邊的人身
上。

孟加拉的納米賽人約有三百多萬
人，從事農耕、畜牧、人力車夫，或
日薪工等勞動職業，當中只有極少的
基督跟隨者。

鄰舍，就是你身邊最容易接觸到
的人。你的鄰舍是哪些人呢？你是否
按著神的吩咐，對待他們呢？

Photo by Andrew Marcus on iStock

天父，我們祈求納米賽人有對耶穌基督的屬靈飢渴，求你興起環境攪動他們平靜的池
水，激發他們因著追求自由、平等與和平，而發現你的國就是公義、平安，和聖靈裡
的喜樂！願納米賽少數的基督信徒信心得以被堅固，能帶著剛強、仁愛、謹守的心為
你做見證，帶領其他同胞歸向你。我們宣告神的國真實地降臨在孟加拉的印度教徒與
穆斯林中，使他們能為過去的衝突悔改、饒恕與和好！願你醫治被歷史撇下的貧窮納
米賽人，使他們能在你的救恩中被接納與纏裹。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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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賈斯坦邦
Rajasthan, India

古帝國的輝煌舊夢
文 Justin Long (宣教研究員)

編輯 Isa, Joan

Photo by Jeet Dhano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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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摘下的光環
拉賈斯坦邦一直摘不掉過去的驕傲光環。此地的名字意
為「國王之地」，在歷史中充滿了戰爭、英雄和君王的傳奇
色彩。
幾百年裡，北方的拉賈斯坦邦，是抵禦穆斯林軍隊入侵
南亞大陸的最前線。最強悍的蒙兀兒大軍鐵蹄，都因著統治
此地的拉吉普特人(Rajputs)的反抗，而緩慢下來。
蒙兀兒王朝衰落時，拉吉普特人領頭獨立；他們接受英
國的統治，換來了自治權。1970年，拉賈斯坦邦貴族的特
權，在國家改革時被廢除，但骨子裡王族與勇士的驕傲仍舊
存在。

高種姓群體不動如山
拉賈斯坦邦以農業為主，但工業和資訊技術不斷壯大，
旅遊業也表現出色。拉賈斯坦邦的沙漠沙丘、駱駝和老虎、
廟宇和王國城堡，吸引了印度近三分之一的遊客來訪。齋浦
爾(Jaipur)以其眾多神廟和宮殿而聞名，各個月分幾乎都有大
型節日。
基督教事工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農村地區的福音工作很
少。迄今，回應福音的多數來自低種姓和達利特(Dalit，舊稱
賤民)，但許多基督徒其實不是本地信徒，而是南印度的移
民。高種姓群體(尤其是拉吉普特人)對福音幾乎無動於衷。
第九週，我們禱告拉賈斯坦邦的545個未得群體，都有歸
主運動，特別是少有回應的高種姓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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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與神國的距離

星期六

不可報復，也不可向你的族人
懷恨，卻要愛你的鄰舍好像愛
自己；我是耶和華。(利19:18)

米納人
Meena People in Rajasthan
米納人與神國之間的距離有多
遙遠呢？聖經和電影《耶穌傳》都有
印地語版本了，但根據《萬國代禱手
冊》(Operation World)的調查，拉
賈斯坦邦平均每戶人家至少有兩次獲
得福音材料的機會，然而拉賈斯坦邦
裡，只有千分之一的人跟隨耶穌。目
前雖然有許多宣教機構在米納人當中
服事，但還是沒有植堂運動。
米納人的歸主障礙，包括會遭遇
逼迫、被逐出家庭，以及各種拜偶像
的屬靈誘惑。但神清楚知道這個他所
創造的群體遭
遇的障礙是什
麼，他也完全
知道怎樣打破
這些障礙、得
著他們，與他
們建立關係。
我們只管來到
神的面前，按
著他的心意，
為米納人能回
轉向父神祈
Photo by NNehring on iStock
求！

rea’指的是某人得到律法上所載
明他應該受到的對待，rea’是我們展
開行動的對象。你明白了嗎？成為別
人的鄰舍，就是去親近那人。
我不能將鄰舍定義為某個和我
興趣喜好相近的人。我也無從挑選、
決定我的鄰舍必須是個公義的人、是
個基督徒、一個同行的人，或是品性
端正的人。rea’讓我知道，我有義務
履行聖潔的準則，我需要向我的鄰舍
行善，這是我該做的，而責任並不在
我的鄰舍身上。這就是「好撒瑪利亞
人」的信息了。成為鄰舍的唯一條
件，就是距離上的接近。
誰是靠近你的人呢？誰住在你
家隔壁？誰和你同在一間辦公室？
你在學校、社團，或教會遇見誰
呢？那人就是你的鄰舍了。你有義
務遵照神的指示來對待他們，不管
他們的行為如何。
哦，對了，rea’還有個有趣的地方。
這個字的閃語同源也意味著「使……同
負一軛」和「使……結合」。所以，你
最親近的鄰舍，可能就是和你同床共
枕的人。你是否有按照神的指示來對
待你的伴侶，不管他或她的行為如何
呢？

天父，原諒我們常被許多事物蒙蔽，無法認出你是主。求你打開米納人屬靈的心
眼，使他們認出基督是唯一的主。求你向當地的宣教團體，啟示屬靈作戰的策略，
敗壞在拉賈斯坦邦一切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那幽暗權勢的惡魔勢力，搶回被仇敵
擄走的米納人靈魂！求你賜給米拉信徒無畏的勇敢，勝過被群體排斥的恐懼，可以
討你的喜歡更甚於討人的喜歡，追求永恆的生命更甚於今世的滿足！禱告米納人的
精神領袖中，有人聽聞福音並謙卑歸主，帶來整個社群的翻轉！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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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等候被領進救恩圈內

耶和華啊！困苦人的心願你已
經聽見，你必堅固他們的心，
也必留心聽他們的呼求；好為
孤兒和受欺壓的人伸冤，使地
上 的 人 不 再 施 行 恐 嚇 。 (詩 篇
10:17-18)

拉巴瑞人
Rabari People
拉巴瑞人名字的意思是「局外
人」。不幸的是，這個詞十分貼切他
們的狀況。
據說拉巴瑞人大約在一千年前，
從伊朗移民過來。傳統上他們是遊牧
民族，為了替牲畜和駱駝尋找水草，
隨著季節變化而遷徙。印度政局的變
動，迫使他們定居下來。

關於神會施行審判、執行公義，
我們可能會說：「好啊，我們要的
神，正是一位治理人類社會各層面的
神。我們要一位為我們帶來公義的
神！」然而，當神為孤兒和受壓制者
顯明公義的時候，你認為神會聽誰的
呼求呢？或許不是你和我的呼求。

拉巴瑞人目前被印度政府匡列
為「表列種姓」，也就是過去在歷史
上一直被剝削、壓迫和歧視的賤民群
體。如今，他們處於半遊牧狀態，許
多人住在城郊棚戶區支搭的帳篷和棚
屋中。

我們可能屬於全球最富有的5%
群體、或住在相當安全和舒適的環境
中、倚靠政府的保護、享受產權和經
濟法治的保護……我們一心追求過更
好的生活，卻可能無意間為那些真正
受壓制者，帶來悲慘的生命。

拉巴瑞人是印度教徒，主要崇拜
難近母(Durga)和濕婆(Shiva)，也用
各種儀式來討好家庭神明。

我們品嘗的咖啡，當中有多少人
的勞動被剝削；我們喜歡進口貨、追
求穩定的生活和大宅，卻不知道多少
人被迫加入廉價的勞動生產，以滿足
物質消費社會的享受。我們不甚滿意
的一餐，可能就是上億赤貧者所羨慕
的美味。我們並不曉得有多少兒童絕
望地被推進火坑為奴為妓，或是隨便
被遺棄，或死於飢餓。
然而，上主啊，你聆聽他們的呼
求，必留心聽他們的呼求。

Photo by Zzvet on iStock

天父，在你的救恩中，沒有人是局外人，你願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
恩！因此我們祈求你對拉巴瑞人的救恩計畫快快地成就，帶領他們脫離壓迫和歧視
的循環！拉巴瑞人要看見主耶和華拯救他們的群體，使他們抬起頭來，以華冠代替
灰塵。求你差遣向遊牧民族傳福音的隊伍，抵達拉巴瑞人當中，藉著與他們一起生
活、談論、交流，將人類最大的牧者耶穌介紹給他們。願拉巴瑞人感受到你愛的看
顧與記念，樂意接待你做他們的神，他們也做你忠誠的子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
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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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年輕人不想在刺鼻味中
打滾
瑞格爾人
Raigar People
瑞格爾年輕人不想做皮匠，但他
的父親喝道：「注意啦！不要再做白
日夢了，好好看著。」父親開始展示
一遍，如何在滑輪機上磨平剛糅好的
皮革，便把皮革遞給年輕人：「你來
試試看！」
「我不想做皮匠！」年輕人再次
說道。因為皮革製成的過程，散發著
刺鼻的臭味，傳統皮革工人無論走到
哪裡，常受人歧視。
父親不假思索地道：「你沒有
選擇。我們就是和動物皮子打交道的
人，幾百年來一直是這樣的。什麼種
姓的人就做什麼事！」
雖然印度已經廢除種姓制度，但
很多底層的達利特(Dalit，賤民)還是
不容易翻身。為生活所逼的人們沒錢
讀書，孩子從小在垃圾堆中拾荒，或
跟著父母操持舊業，長大也不容易找
到好工作、流動到別的階級。
瑞格爾的名字源於一個鞣製皮
革的詞義，身為達利特，他們從事人
們厭惡的皮革工作。印度教徒排斥他
們，因為任何接觸死屍的人，都被視
為不潔。

Photo by Zzvet on iStock

拯救我們的神啊！求你因你名
的榮耀幫助我們。(詩79:9)
每個人一生中或許都會發出這樣
的禱告：「神啊！幫助我們。」無論
人生境遇如何，總有些時候我們會求
神幫助。為什麼會這麼做呢？惟一合
理的答案是：我們相信神願意幫助我
們，否則我們就沒有必要求他。
我們相信神非常樂意幫助人，相
信幫助人是他本性的一部分。當我們
陷入困境時，也許沒想那麼多，可是
深入地了解神這屬性，對信徒來說是
非常重要的。因此，讓我們查考一下
azrenu這希伯來字吧！
這動詞字根是‘azar，它是在「幫
助我們」、以斯拉這名字，和特別名
詞‘ezer這類字詞後面的字根。‘azara
這名詞的意思是「圍住」，字根衍生
的相關意思包括「軍事協助、社會和
道德支持、拯救、救助、圍住、保護
和一般的幫助」。
意義最深的是，神永遠是被公認
的真幫助來源。因此，‘ezer經常用來
描述神的性格，他是最佳的幫助者。

天父，當罪入了世界，不只人與你有了距離，就連人類群體中都塑造了不同的階
級，帶來許多不公平或比較的痛苦。雖然印度已廢除種姓制度，但人們還是以習慣
的成見互相對待。求你赦免，也求你介入這個錯謬的文化，打破這種體制的捆綁，
帶領印度教徒歸向神的國度。你為貧窮者伸冤，也使卑賤者高升！我們禱告瑞格
爾人不再被「沒有選擇」的無奈所困。求你差派基督工人，以教育、創業、屬靈團
契，來重建瑞格爾人的自信與自由，在救恩中重拾受造的肯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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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會和法律躲貓貓的商人

拯救我們的神啊！求你因你名
的榮耀幫助我們。(詩79:9)

阿加瓦爾‧巴尼亞人

承前日。與‘azar這字根來自同語
源的撒巴語，是一種古老的南阿拉伯
語。在這語言中，字根的子音，意思
是「求赦免」、「使自己得幫助」。

Agarwal Bania Community
阿加瓦爾‧巴尼亞人是北印度的
商人種姓。他們生活富足，通常不覺
得需要耶穌，也不需要印度教。他們
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精明的頭腦與商
貿能力，也以最會繞過法律問題、最
不遵守印度教規則而聞名。

聖經對「幫助」的概念，其基礎
是赦罪。除非神先赦罪，否則根本不
可能幫助那些反對他至高無上權柄、
聖潔和威榮的人。神來幫助我們，是
因為他已先赦免我們的罪了。那些接
受神慷慨幫助的，是已經認清神赦罪
恩典的人。如此，我們這些不配的
人，才能喊出azrenu(幫助我們)！

阿加瓦爾．巴尼亞人似乎是人生
贏家。但他們和所有人一樣，死後都
逃脫不了審判，除非他們找到獨一的
救主。

讓我們把這些點都連起來，得到
神樂意幫助。求神來
的圖像就是
幫助我們，就是在同一時間祈求他赦
免我們的罪。就在那一刻，神的幫助
臨到我們。

如同其他商人社群，阿加瓦爾‧巴
尼亞人中也有滿多耆那教徒。

與那些假神、偶像、或現今各
種美化包裝的宗教相比，聖經用「
幫助」(azrenu)這個字，說的是「神
的本性」。因此，我們用不著努力說
服神、竭盡全力去滿足他、安撫他，
或先證明我們的價值，他才會幫助我
們。
耶和華神與其他偶像最明顯的差
別是，儘管我們多不配得，神仍然會
幫助我們。聖經很清楚地說到，當我
們仍然悖逆他時，他已把愛澆灌在我
們身上了。

Photo by yuliang11 on iStock

天父，我們祝福阿加瓦爾‧巴尼亞人不僅要做物質富有的人，更要成為心靈富足的
人！求你光照他們仰賴財物的空虛，更警誡他們生命審判的真實，願他們能從通往
滅亡的寬闊之路上停住並回轉向你！願聖靈光照他們在經商過程中一切投機、詭
詐、不法的行為，使他們能如稅吏撒該一樣地悔改，並謙卑地償還人的損失。禱告
有基督徒企業家向阿加瓦爾‧巴尼亞人分享見證，傳揚福音，使他們發現不一樣的
價值觀，並嘗試遵行而經驗到「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的極大祝
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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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瓦人的翻身日記

星期三

你們要逃避淫行。(林前6:18)

拜瓦人
Bairwa Community
拜瓦的意思是「勇敢」。儘管拜
瓦人不多、地位不高，但他們在為貧
窮農民爭取社會權益的抗爭中，發揮
了一定的影響力。
歷史上，拜瓦人是貿易種姓，製
作墊子和繩索的技藝非常出名。但後
來他們發展的職業領域很多元，包括
畜牧業、農業、礦業和學術界。為了
提升競爭力，拜瓦人相當重視兒女的
教育。
現今，他們依舊遵循印度教的
婚姻習俗，允許一夫多妻，但寡婦可
以再婚。雖然
印地語的聖經
已經問世，但
誰願意去到拜
瓦人當中，向
他們傳揚神的
話語，使他們
認識這位以公
義治理萬邦、
以慈愛善待萬
民的和平君王
呢？
Photo by Eduardo1961 on iStock

相信不少基督徒深陷在性誘惑之
中，我們都清楚這是罪。但「淫行」
只是指成人書籍和色情網站嗎？我們
該擴大對「淫行」的認識。「淫行」
不單指性犯罪，還包括想要得到某東
西的渴望之情。
保羅在此用的希臘字是porneia，
與英文的「色情資訊」(pornography)
源 自 同 個 字 根 pornos， 一 般 描 寫 男
妓，就是用他自己(身體)換取金錢的
人。這字根有「賣」的意思，描述商
人把貨物賣給買主以換取金錢，娼妓
也來自同一個概念。
當人 把 倫 理 道德 賣 給 升官發 財
時；當人把靈魂賣給愛和感情時；任何
時候當我把自己賣給個人、自我中心的
利益時，其實和pornos並無兩樣。
你曾否為了個人聲望或形象犧牲
真理？為了利益順應潮流？為了讓人
接受你而犧牲敬虔？為了享樂違背正
義？為了得到想要的東西，而出賣自
己？
保羅說，要逃避porneia。
「主啊！原諒我。我是那位犯心
靈姦淫時被抓到的婦人；我是為了事
業把自己賣掉的人；為了滿足我的需
要，賣掉你恩典的人。請讓我聽到你
對我發出的憐憫聲音，幫助我逃離內
心的黑暗捆鎖。」

天父，感謝你賦予拜瓦人勇敢的天性，讓他們願意為貧窮農民的社會權益抗爭與發
聲，讓我們想起了摩西為受苦的以色列人爭取公義。我們大大祝福他們社群中的基
督信徒，可以勇敢地為真理站立，並在你顧念弱者、寡婦的行動上找到認同感！求
你在拜瓦人中開傳道的門，使拜瓦人得以悔改、信福音，進入天國！禱告福音的革
新要滲透拜瓦人的每個層面，特別祝福接受教育的下一代，可以因著學習而擴展視
野，並接觸到基督信仰，轉化思維與習慣，建構合乎聖經真理價值的新體制！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90

印度 • 拉賈斯坦邦
3 月0
  
3日

星期四

何時才能從禁錮中
得解放？

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
猾。(創3:1)
亞當和夏娃以為他們可以像神一
樣知道善惡，結果卻發現自己是赤裸
的。若從希伯來字的角度來理解，就
更能明白蛇到底有多麼狡猾。

拉瓦特 • 拉吉普特人
Rabari People
世界海拔最高的喜馬拉雅山南
邊，是一片有著古老記憶的平原。作
為四大古文明之一的印度，創造了光
輝璀璨的古印度文化。千年不衰的印
度史詩、梵書、吠陀本集、奧義書、
往世書和佛經，是印度宗教與哲學思
想的源頭，聯繫了印度人的過去和今
天，卻也像一條無形的精神鎖鏈，牢
牢地禁錮著他們。

‘Arum這 字 可 以 是 褒 義 的 「 機
敏」，也可以是貶義的「狡猾」。在
希伯來原文中，’arum和’arom(中文譯
為赤裸)只差一個元音，輔音字母都
相同。從字母圖形來看，是「看一人、
見混亂」。這就是說，赤裸代表著「混
亂、無次序」。

拉瓦特•拉吉普特人是虔誠的
印度教徒，崇拜濕婆神(Shiva)、蘇
利耶(Surya，太陽神)和杜爾迦女神
( Durga) 。 在 印 度 社 會 的 文 化 氛 圍
中，他們竭盡全力維護喬漢國王兄弟
哈里拉吉直系後裔的身分認同。大部
分的拉吉普特人是擁有土地的自耕
農，崇尚現代醫學，並積極培養傑出
卓越的下一代。

本來，我們在神面前赤露敞開
是反映有秩序、尊貴的關係，因為蛇
的狡猾介入，破壞我們與神之間的關
係。我們失去的不是清白，乃是秩
序。
魔鬼試探人類的原意，是要用
自己的秩序來頂替神的秩序，結果帶
來的是赤裸、羞恥和混亂。更嚴重的
是，我們失去了一段關係中最重要的
信任。

禱告他們能在基督之愛裡重新認
識自己。

如今，只有神能夠恢復我們與他
之間的關係。藉著主耶穌的寶血，我
們有機會重新建立兒女與神之間的信
任。
Photo by Tarzan9280 on iStock

天父，求你打破拉吉普特人所追求的自我肯定，就是建立在皇室後裔上的身分認
同，使他們認清世俗的社會地位轉瞬即逝，並在你的愛中重建對自己的認識。經上
說：「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
不挨近你的帳棚。」願拉吉普特人接受父神的邀請，成為神的兒女，你是他們的避
難所，唯有你才是永不改變的。也求主差派謙卑的傳道者進入拉吉普特群體之中，
讓福音在此地深根，並徹底更新他們的內在生命。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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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迷離、羞恥、黑暗

星期五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
實意。(提後3:5)

達羅加人
Daroga people
他見無人拯救，無人代求，甚為
詫異，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
公義扶持自己。(賽59:16)
你認識達羅加人嗎？你有在為這
群未得之民禱告嗎？
過去，達羅加人是拉吉普特統
治階層的傭僕；如今，他們恥於讓人
知道昔日的身分，並隱身在農民、政
府公務員、老師、商人和國防人員等
各行各業裡生活著，在社會上鼓足幹
勁，力爭上游，悉心栽培子女，為下
一代的成長鋪排康莊大道。
約有一百萬達羅加人居住在印度
拉賈斯坦邦，他們崇拜印度教多位神
祇，也有祭祖的傳統。這裡，沒有任
何一位基督徒。達羅加人的生命正往
混亂迷離、無盡黑暗的方向走去。

「以鑽石價格的十分之一，為你
打造完美戒指！」這是一則飾品廣告
標語。商人知道，只要能激起人們對
鑽石的渴望，掏錢買下它，即便是贗
品也沒關係。反之，如果保羅是珠寶
商，那你絕對不會在他的店裡找到任
何一顆偽鑽石。
「外貌」的原文是morphosin，
不僅用來描述「最後的產品」，也包
含「塑造、形成某個東西的過程。」
有了這項標準，就能區分物件真偽。
有些人的外貌像鑽石一樣耀眼
奪目，他們會趕鬼、醫病、傳福音。
事實上，內裡卻是裝模作樣、虛有其
表。他們堅信生命是短暫的，卻努力
追求地上的成功富裕；他們相信耶穌
是惟一的道路，卻不敢把神介紹給正
在痛苦掙扎的人。當行為與信仰不一
致時，便可看出是否為一顆「偽鑽
石」了。
人們素來喜歡過一個享樂、舒
適、安康、簡單的生活，自動傾向選
擇少為信仰付上代價，擁有一顆偽鑽
石就滿足了。

Photo byGeorginaCaptures on iStock

試問：「我是否戴著一顆偽鑽
石的信心？我選擇一條容易走的道路
嗎？我寧願做個享樂的基督徒，苟且
偷生，僥倖得救，也不願做個天天經
歷破碎、掙扎與降服的罪人嗎？」

天父，求你使隱身於各行各業的達羅加人在工作崗位上遇見基督徒，因而認識福
音。「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我們是他的民，也
是他草場的羊。」願你讓達羅加人明白，努力追求功成名就、為孩子鋪排康莊大
道，都無法獲得靈裡的滿足。唯有回應你的呼召，帶著歡欣喜樂的心情將自己獻
給上帝，謙卑承認我們並不屬於自己，才能獲得真正的滿足和自由。禱告達羅加
人順服在神創造權柄之下，並向世界大聲讚美你的信實與慈愛。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92

印尼
萬丹省
Banten, Indonesia

多元文化視野下的浴火重生
作者 David Kugel

編輯 Joan

Photo by Jamalludin Kha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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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萬丹
對萬丹省來說，二十世紀是個不平靜的世代，短短8年之
內，政權更迭3次。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戰火
漫天，荷蘭本土被德國占領。荷蘭迫於無奈，終止與當時最
大貿易夥伴日本之間的往來，引發日本不滿，對荷蘭殖民地
的印尼展開侵略行動。1942年，日本成功從荷蘭手中攻下印
尼。1945年，日本勢力離開印尼，印尼宣布獨立，隨即與荷
蘭展開一場革命抗爭。這場民族運動持續到1949年，荷蘭才
承認印尼獨立。2000年，萬丹省從西爪哇省分割出來，成為
爪哇島上最年輕的省分。

多元文化視野
因為特殊歷史和地理緣故，使得印尼萬丹省容納了不同
族群與多元文化樣貌，包括蘇丹文化、伊斯蘭文化、中國文
化和各樣本土的族群文化。悠久的歷史歲月，萬丹省在不同
文化對立、妥協、再生的過程中不斷地變化，先民過去流傳
下來的文化資產，在萬丹仍處處可見。如今，萬丹人、爪哇
人、巽他人、貝塔維人，以及印尼華人在這塊土地上平凡的
生活著，他們普遍是遜尼派穆斯林。

不可思議的神祕力量
伊斯蘭教在萬丹的傳播始於十五世紀，直到十六世紀
末，萬丹蘇丹國奉伊斯蘭教為國教，施行政教合一。即使如
此，宗教並沒有被完全同化，人們依舊保有傳統的泛靈信
仰，巫術占卜、祖先崇拜、獻祭神靈，在他們日常生活中扮
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最為著名的巫術就是德布斯(Debus)，不
僅許多人慕名前來一睹不可思議的神祕力量，也會來這裡向
巫師學習德布斯。
目前，只有少數的萬丹省市區有基督徒，這裡仍然是福
音最難觸及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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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之下，
原來有上帝的愛
巽他人
Sundanese
巽他人是印尼的第二大族群，僅
次於爪哇人，說巽他語，主要聚居在
爪哇島西部的萬丹省、西爪哇省和雅
加達特區，總人口數將近1,350萬。
住在農村的巽他人以從事農業和漁業
維生；住在城市的則在高失業率、政
治不穩定等諸多社會問題之中逆流而
上，成為公務員或商人。

Photo byGeorginaCaptures on iStock

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祕，堅固
你們的心。這奧祕如今顯明出
來，而且按著永生神的命，藉
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
他們信服真道。(羅16:25-26)
myterion，意思是「沒有完全顯
露，乃是隱藏的東西」。神的計畫是
個奧祕，我們永遠無法用人的邏輯常
理來明白。

巽他人是印尼最大的福音未得之
民群體(UPG)，巽他穆斯林占總人口
的99.41%。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伊
斯蘭教深受泛靈信仰所影響，有祭拜
祖先、找巫師占卜的傳統。然而，印
尼政府並不承認泛靈信仰，印度教、
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新教
和儒教才是合法宗教，這使得他們在
思想觀念上常與伊斯蘭主義者發生衝
突。

若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只有一個
方法，就是透過耶穌基督。我們一定
要先信他，才可能明白福音的奧祕，
看見一個嶄新的世界。
為什麼神不用簡單明瞭的方法
呢？為什麼解開奧祕之前必須要先有
信心呢？因為信就是順服，而不只是
理解。
我們不是等到收集足夠的證據，才
決定要不要信神。從希伯來觀點看，
當我們面對這位大而可畏的神，更凸
顯自己的渺小、卑微與無能。我們只
能帶著這份信，謙卑地來到施恩寶座
前，承認他是萬有的主宰。然後，他
會使我們的眼睛得開，看見新的異
象，新的方向，打開福音的奧祕。

族群間難以化解的矛盾，加上印
尼政局的混亂不定，一些在城市生活
的巽他穆斯林選擇歸信基督。

天父，禱告巽他穆斯林群體在面對族群間難以化解的矛盾，和印尼政局的混亂不定
之時，確認到身而為人的軟弱不安，明白伊斯蘭教並不能滿足屬靈上的渴望，並從
心底對上帝發出呼求的禱告，經歷福音大能的重生、改變和更新。為印尼政府所有
的行政首長來禱告，願你的誠實、智慧、公義和美德彰顯在他們身上，使他們渴望
擁有清廉的施政，成為眾人的祝福。「我要歌唱慈愛和公平；耶和華啊，我要向你
歌頌！」願你的愛與公義吸引更多巽他人歸向你。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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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
觀看貝塔維誕生
貝塔維人
Betawis
1619年 ， 荷 蘭 東 印 度 公 司 來 到
爪哇島上的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
建立總部，這座典型的殖民式城堡市
鎮，以「熱帶的荷蘭」、「東方的女
王」聞名於世，而貝塔維人就是此時
住在這裡的人們與各種移民族群融合
的後裔。
荷蘭東印度公司勞力需求極大，
吸納來自各地的奴役和勞工進入巴
達維亞工作。因著這層歷史背景的緣
故，貝塔維話中有許多不同的外來
語，包括馬來語、葡萄牙語、中文和
阿拉伯語等等。貝塔維文化的獨特，
在表演藝術上可窺見一斑，舞蹈方面
深受巽他、中國和印尼當地文化所影
響；音樂發展則兼具葡萄牙和中國流
派的影子。除此之外，豐富的飲食文
化和婚喪禮俗，也反映著貝塔維人長
久以來多元交融之下的生活型態。
貝塔維人信奉伊斯蘭教，並同
時保有泛靈信仰的傳統。過去四十年
間，雅加達城鎮化和工業化進展迅
速，大量外來人口湧入，獨特的貝塔
維文化也正在急遽變遷中。

Photo byGeorginaCaptures on iStock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
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
的……(羅1:3)
基督徒常把肉體和罪性連在一
起，例如英文聖經NIV版本就把sarx
(肉體)翻譯為sinfulnature。按照如
此說法，那馬利亞從肉體生下耶穌，
豈不令人錯愕？於是，天主教便出現
所謂的「聖母無罪論」。然而保羅要
表達的是──耶穌是個真正的人。
希臘二元論認為，人的靈魂住在
肉體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唯有靈魂脫
離肉體，才能擁有真正的自由。
但是，基督信仰否定希臘二元論
思想，我們看神所造的世界和其中的
萬有都是美好的，人的罪性並不是從
身體而來。
在希伯來思想中，有血有肉之人
分為「裡面的人」和「外面的形象」。
我們該要內外一致地與主相交。
讓我們每天歡歡喜喜地享受神所
賜活在肉身中的各樣美好。同時，藉
著與主聯合，我們分別為聖、心意更
新而變化，成為活祭，全人獻給神。

天父，求你使印尼當地的基督徒看見貝塔維群體的需要，聖靈親自引導他們建立一
套貼近貝塔維文化的傳福音策略。祈求在面對社會快速變化的時候，貝塔維人能越
來越渴望認識你。「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願神
使真理的聖靈臨到貝塔維人當中，用你的話填滿他們的心，使他們體會到從神而來
的恩典，就是赦免、醫治和救贖，與你建立和好的關係，並以神的仁愛和慈悲為榮
耀的冠冕，領悟何謂真正的健康、強壯和自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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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丹神秘學

作丈夫的，你們要愛自己的妻
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
捨己。(弗5:25)

萬丹人
Bantenese

保羅用「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
會捨己」來總結丈夫對妻子的愛。意
思很明顯，無論處在任何景況，丈夫
都應該要像基督，為妻子捨命。

萬丹省曾經是西爪哇省的一部
分，獨立於2000年，如今是爪哇島上
最年輕的省分。然而，此地獨特的文
化風情早已廣為人知，其中一例便是
德布斯(Debus)。

或許多數丈夫在遇到危險時，願
意為妻子犧牲。但保羅要講的，顯然
不只侷限在保護妻子的人身安全。回
想基督是如何愛教會，犧牲的意義是
非常寬廣的。

德布斯是萬丹省特有的古老巫
術。不管是在炙熱的炭火上行走自
如，抑或是毫髮無傷地用利器刺穿身
體的各個部位，這些危險特技都難不
倒萬丹人，讓人看得頭皮發麻。他們
相信，只有純潔之人才能從神那裡得
到神祕的內在力量，行出超乎尋常的
德布斯本領。

耶穌為了愛教會，放棄天上的
榮耀，甘願降卑，成為奴僕的樣式。
你會為妻子放下自己的一切，包括計
畫、驕傲、夢想和期待嗎？
當耶穌面對這群悖逆之人，要
殺他、藐視他、敵對他，甚至拒絕接
受福音的時候，他仍然執意要上十字
架，他愛這群人到底。他毫不動搖，
完全順服天父的旨意。丈夫要愛妻
子，如同基督愛教會。你是否也是如
此，即使她敵對我，還是願意以仁
慈、溫柔和恩惠對待她？

萬丹人是居住在印尼萬丹省巽
他族的統稱，也是省內最為龐大的群
體，人口數約有460萬左右。他們主
要從事農業，其餘人則投身於城市的
製造業和旅遊服務業領域。大多數的
萬丹人是遜尼派穆斯林。

保 羅 選 擇 使 用 agape( 愛 ) 這 個
字，是要告訴我們，捨己的愛是無條
件，不求回報。神要丈夫也如此愛妻
子。

願神幫助萬丹人認識主耶穌基
督，為了拯救我們走上十字架，肋旁
被扎，寶血流盡。

天父，禱告印尼當地的基督徒能看見萬丹人的需要，向這個族群傳福音。祈求聖靈
親自臨到萬丹人當中，使他們從神祕力量轉而追求耶穌基督，並讓他們看見耶穌基
督釘痕的雙手和被刺的肋旁，從心底明白這是他對萬丹人的犧牲之愛，經歷與主聯
合的感恩、喜樂、平安和更新。「我要一生向耶和華唱詩！我還活的時候，要向我
神歌頌！願他以我的默念為甘甜！我要因耶和華歡喜！」禱告萬丹人認識自己是上
帝所造的，就全心頌讚、全人獻上給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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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歲月的印記
爪哇柏西西古隆斯人
Java Pesisir Kulons
當一座城市走過千年歷史，幾經
政權更替和列強殖民，昔日的面貌還
能留有幾分？
自古至今，井裡汶就是一個極具
魅力的沿海地區，招攬大批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們駐足不前。第十六、十七
世紀，蘇丹國政權蓬勃發展，使得井
里汶躍身為東南亞貿易商業的重鎮，
同時也是伊斯蘭教研究和傳播中心，
在宗教史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第十八世紀，這裡成為荷蘭殖民
版圖的一塊，頻繁的海上商貿往來，
吸引中國商人的到訪。超過百年歷史
的清真寺佇立在眼前，裝飾華麗的蘇
丹皇室宮殿建築，商店裡帶有中國韻
味的蠟染織品；穿梭在井里汶的大街
小巷，彷彿一同見證了幾世紀以來多
元文化的交融，歲月在其身上所遺留
下來的痕跡清晰可見。
井裡汶(Cirebon)一詞源自於水
(Ci)和蝦(Rebon)，作為一個港口城
市，以新鮮的海產、蝦醬和鹹魚聞名
於世。住在這裡的爪哇柏西西古隆斯
人以漁業維生，他們是遜尼派穆斯
林。

Photo by Akhmad Dody Firmansyah on iStock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亞拉臘
山上。(創8:4)
現代日曆是以太陽週期為基準，
而猶太曆是以月亮週期為基準。按照
這曆法，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的日子
正是耶穌復活的日子。換句話說，洪
水審判結束的那一日，正是墳墓不能
拘禁耶穌的那一日。
在出埃及時，神曾吩咐摩西更改
日曆(第十二章)，舊曆七月就成了以
色列曆法的正月。耶穌釘十字架是在
逾越節，即正月第14日，復活則是在
第17日。(編注：挪亞時代所用的舊
曆是猶太人民事曆。)
希伯來歷史滾滾向前，年日不是
週而復始，毫無目的，神在時間長河
之中逐漸啟示出他的救恩計畫。
從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的日子，
到主耶穌復活的日子，「日曆」讓我
們得以一窺至高神以他的主權，精心
設計的救恩計畫。我們的神何等偉
大，讓我們一生都信靠他！

天父，「人的忿怒要成全你的榮美；人的餘怒，你要禁止。」懇求聖靈主動臨到
柏西西古隆斯人之中，使他們認識你，同時也重新認識自己。即便從古到今，
大家看上井裡汶的各樣好處，憑著逐利心態，自私地搶占這地。但是你是亙古不
變、良善慈愛又充滿恩典的神，也是全地萬有的主宰，所有人的自私憤怒，終將
成為成就上帝旨意的一部分。祈求柏西西古隆斯人透過耶穌基督得著終極的喜樂
與榮耀，驚奇他的偉大、敬畏他、愛戴他，並降服在他的主權之下。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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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一起生活的日子
爪哇柏西西洛爾人
Java Pesisir Lors
柏西西洛爾，意思為「北海
岸」。這一群柏西西洛爾族居住
在萬丹省爪哇北海岸，人口數約為
3,700萬。想當然，出海打漁是柏西
西洛爾族的工作日常，而風靡全球
的印尼蠟染，在這裡也找得到。

Photo by Tuayai on iStock

所以，我求你們效法我。(林前
4:16)
保羅效法耶穌，他要我們也效法
他，這是基督徒生活的模式。所謂的
「效法」，如前段經文所述，是一段
被視為愚拙、軟弱無能、漂泊不定和
被人毀謗的日子。保羅如此生活，傳
福音給哥林多人，「所以」要求他們
也要像他一樣。

與爪哇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之處，
比起甘美蘭 註 合奏常出現的鑼，柏西
西洛爾族更喜歡使用鈸和鼓來演奏傳
統音樂。另一方面，他們極為重視武
術的傳承，而不是爪哇的皮影戲和宮
廷舞蹈。
柏西西洛爾人是伊斯蘭蘇非派的
忠實擁護者。他們不僅服從先知默罕
默德的教導，還會尋求眾多聖人、靈
魂和神靈的祝福。年復一年，定期去
墳堂前祭拜伊斯蘭傳教士，祈求出入
平安、凡事順利。

保羅指出那些受差遣傳福音的會
遭人唾棄藐視，被世人視為愚拙，甚
至為此付上生命代價，只因為他們視
耶穌為至寶，比世上所有一切都來得
重要，立場迥異於世界。
保羅要人們效法他甘心放下世
人引以為傲的價值觀。與「向強者學
習」的主流文化相反，神不叫我們成
為令人稱羨的強者，而是存心謙卑忍
耐，經歷饑渴、貧困、拒絕、逼迫等
處境來成就他的美事。

近幾年，城鄉差距日益嚴重，人
口大量外移，資源分配不均，不少柏
西西洛爾族年輕人離開家鄉，到城市
尋找更好的工作出路。

保羅要我們效法他勇敢地去祝
福、擔當、善勸，這一條艱難的道
路，我們願意嗎？

註：甘美蘭，是印尼歷史悠久的民族音樂，峇
里島和爪哇島的甘美蘭合奏最為出名。

天父，禱告你的聖靈先行工作在柏西西洛爾族群之中，軟化他們的心，好叫你的話
能容易進入並深根於心。也求你差派合適的宣教士來到這裡，忠心地與你同工，
宣講全備的福音。神啊！把離開家鄉的年輕人交在你手中，面對都市生活的快速變
遷，心裡徬徨不定之時，願你讓他們在職場上認識印尼基督徒，看見屬天的美好見
證，使天父的家成為柏西西洛爾年輕人的心之所向，並存心忍耐，奔跑天路，把這
祝福帶給家鄉的親朋好友。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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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中帶脆的在地好滋味
爪哇班尤馬人
Java Banyumasans
一提到印尼，就不得不說到天
貝，好比珍珠奶茶之於台灣，天貝無
疑是印尼的最佳代名詞。
天貝(Tempeh)，源自於印尼的一
種傳統食物，是利用煮熟的黃豆去除
種皮後，加入寡孢根黴菌發酵製成，
富含蛋白質、胺基酸、維生素B群。
天貝本身不酸不臭，作為食材相當百
搭，口感軟中帶脆，適合煎、烤、
炒、炸。遠近馳名的門多安天貝便是
出自中爪哇省班尤馬縣，住在這裡的
班尤馬人約有900萬，說印尼語和班
尤馬語。
班尤馬人平時以務農為業，閒
暇之餘喜歡隨著竹琴(Calung)敲擊出
忽快忽慢的節奏，翩翩起舞和高歌一
曲。201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
把竹琴合奏納入印尼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保護項目。
絕大部分的班尤馬人是穆斯林，
同時保有萬物有靈論的觀念，他們
認為墳墓、山和洞穴是神聖之地。遭
遇困難時，班尤馬人會尋求巫醫的幫
助；集會宴樂時，他們會唸誦咒語，
獻祭神靈。
期盼班尤馬群體能認識主耶穌基
督，得著永生之道。

Photo by AmalliaEka on iStock

聖靈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加5:22-23)
希臘字karpos不單指「果實」，
還有「利潤、收益、行動的結果」的
意思。在神的經濟學中，我們所結的
果子不是供自己享用，乃是為了祝福
他人。
我的果子對別人有益，別人的果
子對我有益，這是神對子民的群體架
構設計。越是多給人，越能品嘗果子
的甘甜。
當我按神的吩咐行事時，就會經
歷到神的臨在；當聖靈的果子藉著我
使眾人得益時，就能感受到神的榮耀
大能。

天父，願你使班尤馬群體認識到，你才是那位維持他們每天的生活，以無止盡的
耐心對待他們，以及保護他們免受愚蠢行為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願班尤馬人被神
的恩典光輝所照耀，心被恩感，轉離巫醫和神靈，成為敬畏你的一族。「在你以
前，我的心一無所有，我渴慕你豐盛的恩典，我只知道——如果我愛你，那一定
是因為你先愛了我。 註 」禱告班尤馬人天天體會你的慈愛和豐富供應，回應你的
愛，殷勤地結出聖靈的果子，在信上得蒙你的保守，永不失腳。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註
p.274，提摩太．凱勒和凱西．凱勒合著，《耶穌之歌》，2018，希望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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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人，異鄉情
日本人
Japanese
緣分在視線接觸的剎那開啟，跨
越國籍，留駐幸福。
大學時期，來自日本的純子
(Junko)赴印尼留學，對一起上課的
穆斯林同學一見鍾情。畢業後，純子
順利與他結婚，婚後定居在雅加達。
成為印尼媳婦的純子，不僅喜歡這裡
的各種街邊小吃，也讚嘆印尼人待人
處事的溫柔和諧。唯一不太能接受
的，就是丈夫所信仰的伊斯蘭教。她
並不相信日本人普遍所信奉的佛教和
神道教，但同樣也不認為阿拉是世界
的造物主。
早在十七世紀，荷屬東印度(今
印尼)和日本便有通商往來。到了十
九世紀，更是出現日本人大舉移民到
這塊土地。1942年，日本軍攻占荷屬
東印度。二戰結束後，部分日本軍留
在印尼。自1970年代起，日本電子產
品製造商開始在印尼開設工廠，掀起
一股日本移民潮。除此之外，近年也
有不少日本學生來印尼留學，於在學
期間結識另一半，譜出異國戀曲。不
過，在印尼的日本群體之中，基督的
跟隨者極少。

Photo by Tuayai on iStock

耶和華真的在這裡，我竟不知
道！(創28:16)
那晚，雅各正在逃避哥哥，他獨
自野宿在外，既害怕又沮喪，感覺被
所有人拋棄。當他枕在一塊石頭睡覺
時，發現耶和華就在那裡，一個意想
不到的地方。
「這」的希伯來字是zeh，帶有
一個冠詞，表示「很湊巧的一個特別
地方。」在神裡面沒有偶然的事，是
神特別帶雅各來這地方。
從雅各的經歷可以知道，任何
時候神都與我們同在。即使我們處
在迷失困頓，覺得孤單寂寞、無家
可歸的時候，要記得神依然能準確
無誤地找著我們。無論流浪多久，
都會來到「這」地方，因為這裡是
神要讓我們遇見他的地方。
神從不缺席。有一天，當你發
現自己走在雅各的路上，覺得被離棄
時，要記得雅各那一晚的經歷：「耶
和華真的在這裡，我竟不知道。」神
與你同在，這是不變的事實，你要留
心聆聽神的聲音。

天父，不論是日本軍的後代、跟著公司設廠踏上這塊土地，或是因著留學結識另一
半，這群在印尼生活的日本人，我們相信有你的旨意藏在其中。願你顯明你的旨
意，使當地的基督徒跟隨聖靈的引導，看見日本人的需要，以基督的心接待他們，
建立美好的人際關係。主啊！生活在異地的孤單，找不到歸屬感的時候，懇求你的
真光照進印尼日本人的心裡，使他們覺察自己靈裡深處的空虛，因而渴望認識永生
之道，並單單以你的同在為滿足。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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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hya Pradesh, India

走進印度的心臟
作者 Justin Long(宣教研究員)

編輯 Joan

Photo by Rinki Lohia from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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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準。語言使用上的差異是提高
識字率的一大障礙，例如：印度兩大
部落──貢德(Gond)和比爾(Bhil)皆
聚居在中央邦內，他們普遍使用的語
言是馬拉地語(Marathi)，而不是印
度的官方語言印地語(Hindi)。總括而
言，鄉村人口數多、教育資源分配不
均、許多部落與主流社會差異甚大，
犯罪、貧窮等社會問題仍然相當常
見。

迷人的印度風采
從精雕細刻的神廟感受其濃厚
的異教氛圍；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帶來高度的交通便利性；神祕的遺
址古蹟，悠悠講述著屬於自己的故
事。Madhya和Pradesh，字面意思為
「中央」和「邦」。簡單來說，中央
邦位處印度中心地帶，擁有豐富的歷
史文化遺產，因而被稱作「印度的心
臟」。
中央邦以農業為主，生產小麥、
大豆、甘蔗和大米。雖然這裡也擁有
大量的礦產資源，如鑽石、銅、媒等
等，但卻遲遲發展不起來。旅遊產業
是中央邦的重要收入來源，邦內擁有
大量文化資產，其中克久拉霍古蹟組
群、桑吉佛教古蹟和比莫貝特卡石窟
分別在1986、1989、2003年被世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除
此之外，瓜廖爾遺跡、賈米清真寺、
班達迦國家公園等都是熱門的旅遊景
點。性愛神廟上的雕塑帶來臉紅心跳
的震撼，坐著遊園公車觀賞國家公園
的勇猛老虎，還有宏偉別緻、莊嚴肅
穆的桑吉佛塔佇立在前，每年總是吸
引世界無數遊客和朝聖者前來，一睹
迷人的印度風采。

福音的障礙
根據文獻資料顯示，基督教在中
央邦內傳播始於十九世紀，發展相對
較晚。主要原因有二：
一、中央邦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鄉
村地區，地處偏遠，交通不便，使得
傳教士不易到達該地宣教。再加上貧
困問題嚴重，人民識字率低，提高傳
福音的困難度。
二、印度教對中央邦影響深遠，
與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近年來，包
括中央邦在內，印度各邦省陸續通過
「反改教法」，強化了印度教在印度
社會上的地位。2010至2015年之間，
發生多起教會縱火、牧師遭毆打、宣
教士被逮捕等迫害事件，基督徒在當
地的處境更形嚴峻。

區域發展不均

總的來說，中央邦內整體基督
徒人數百分比持續下降。根據人口統
計，1981到1991年之間，基督徒人數
百分比從0.9%降至0.3%。雖然中央邦
各地的福音事工發展仍有果效，不過
目前只侷限在部落或低種姓的人群之
中，當地的基督徒受制於種姓制度的
因素，難以把福音傳給高種姓群體。

作為印度的心臟，中央邦的鐵
路和巴士系統縱橫交錯，完整地覆
蓋市區。不僅如此，它還與5個邦接
壤，四通八達的公路增加邦與邦之間
相互往來的便利性，邦內更是有多個
機場航線飛往全國各地。中央邦是國
內土地面積排名第二的大省，和其他
邦相比，人口密度相對偏低。值得一
提的是，鄉村人口數是都市的2.5倍
之多。邦內雖然有許多享譽海內外的
學術研究機構，但是資源分配極度不
均，許多部落的識字率仍遠低於全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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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著金湯匙出生，
真的令人羨慕嗎？
達克西尼．婆羅門人
Dakshini Brahmans
中央邦達克西尼．婆羅門的首
席部長主持記者會，宣布了一項新計
畫，將為聽障人士提供免費教育。
「我希望這些特殊的學生能和其
他人一樣，享有公平的教育資源。這
項計畫預計在未來的這一年內完成。
每所學校將會有兩名手語老師，並且
提供1,000個就學機會，保障聽障學
生受教育的權利。之後，這些順利畢
業的學生如果通過考試，可再繼續深
造，攻讀碩博士學位。」
眾所周知，婆羅門是最高階級的種
姓，約占印度總人口的5%。其中，達克
西尼•婆羅門約有11.7萬人，主要聚居於
中央邦、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和
奧里薩邦(Odisha)。一直以來，婆羅門
人生來便享有較多的資源，在社會地
位上占有極大的優勢。婆羅門群體中
不乏高知識分子，在教育、資電、商
業、政治領域均可看見他們的身影。
在成就非凡的婆羅門人眼中，只
有低種姓的人們才會歸信基督教，他
們拒絕參加任何福音活動。

Photo by Oleksii Liskonih on iStock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
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在
人子身上，上去下來。(約1:51)
人類驕傲到以為自己能登天，因
而建立巴別塔。反之，雅各的天梯是
從天上伸到地上，好像神給人搭的一
座橋。誰能夠上下這座橋呢？是神的
使者，為了要執行神的計畫。
耶穌用猶太人都可以理解的
「 雅各的天梯」告訴拿但業，人是沒
辦法自己到神那裡去，必須由神下來
找人。人子從天降下，尋找那些需要
救贖，失喪的人們。
雅各的天梯不只救雅各一個人，
乃是預表神要藉著從天降下的耶穌基
督來拯救世人。耶穌這句話清楚告訴
我們：基督是回到天上的唯一道路。
沒有他，人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造一
座巴別塔而已，徒勞無功。

天父，求聖靈使達克西尼．婆羅門人的心謙卑下來，認識到自己與其他人一樣都
需要福音。願你親自堅固低種姓群體，人群藐視他們，你卻看為至寶，讓他們先
領受救恩，成為神家中的一分子，何等有福！現在，求你賜下足夠的恩典，使低
種姓群體凡事忍耐，對所造的萬物繼續懷有憐憫，好叫印度各族群也能一同得著
耶穌基督裡的救恩。願你讓這群婆羅門人的屬靈眼睛得開，轉而歸信你，並靠著
從神而來的能力，活出屬基督的影響力，用捨己之愛建造社會。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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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竊的歷史，
抑或失落的記憶
阿尼彎斯拉吉普特人
Agnivansi Rajputs
印度寶萊塢電影《帕德瑪瓦特》
因內容涉及十四世紀穆斯林入侵者愛
上拉吉普特王后的爭議劇情，導致各
地接連爆發大規模的流血事件。新聞
畫面上，身穿紗麗的拉吉普特婦女揚
言要仿效王后引火自焚。另一處，拉
吉普特男人不甘示弱地拿石頭砸電影
院、購物中心。他們抗議電影情節嚴
重扭曲歷史，汙辱王后壯烈犧牲的形
象。大家看完電影之後，會如何看待
拉吉普特族呢？
拉吉普特族向來堅忍不拔，在歷
史上多次把入侵者打得節節敗退。不
過，他們的民族起源至今在歷史學界
仍眾說紛紜，一派學者認為拉吉普特
族是一群被同化的外國入侵者後裔，
也有人覺得他們是首陀羅和各部落所
組成的群體。雖然人們早已把拉吉普
特族視為剎帝利階級，但民族歷史的
特殊淵源，使得他們依舊別成一系。
阿尼彎斯人是拉吉普特一支，約
有19.7萬人，主要生活在中央邦和拉
賈斯坦邦。在大家的記憶裡，是不被
承認的剎帝利一族，同時也不在弱勢
群體保障政策範圍內，這是他們現在
所面臨的尷尬處境。

Photo by Tuayai on iStock

主啊！我的心願都在你面前；
我的歎息不向你隱瞞。(詩38:9)
我們很自然以為神只看顧道德高
尚的心願，從來不敢把自私、黑暗與
軟弱帶到神面前。
希伯來原文ta’awa可用在謙卑、
順服，也通用於情欲、貪心和享樂。
大衛是個真實面對自己的人，他知道
隱瞞內心的罪惡毫無意義，因為神通
曉萬事。
大衛也是個一心尋求神的人。神
知道他所有心願，也可以幫助他脫離
罪惡。於是大衛呼求：「主啊！幫助
我，用你的心願來取代我的心願。」
把所有懼怕、黑暗、軟弱帶到神
面前吧！主耶穌是為罪人死，為所有
的ta’awa而死。

天父，「他數點星宿的數目，一一稱他的名。我們的主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
無法測度。」願阿尼彎斯拉吉普特人能認識這位無限到人類難以想像的神，他知道
所有星星的名字，與人類科學所發現的數量相距甚遠。禱告阿尼彎斯拉吉普特人透
過信，把自我身分認同建立在神的愛上，並一同將盼望放在神的榮耀裡，使他得著
真正的歡欣。當阿尼彎斯拉吉普特人重新認識自己之後，便能以溫柔謙卑的態度，
和基督之愛來回應身旁的人群。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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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哈努曼祈禱
查達爾人
Chadar People
萊卡夫婦第一次帶上年幼的女兒
柯雅，到哈努曼神廟朝拜。
「媽媽，哈努曼是誰？」柯雅充
滿好奇地問。
「柯雅，你仔細看！哈努曼有張
猴臉，他是猴神。有一天，他肚子餓
了，就飛上天去把太陽摘下來吃。」

Photo by ePhotocorp on iStock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
的將不過和先生一樣。(路6:40)

「然後呢？」柯雅瞪大眼睛。
「眾神之首因陀羅當然非常生氣
囉！不過，哈努曼在國王面前立下大
功。羅摩王的妻子悉多因為長得太美
了，被魔王劫走。忠誠的哈奴曼幫助
羅摩王打敗魔王，救出悉多。」
萊卡摸摸女兒的頭，鼓勵她學
習向哈努曼祈禱。猴神會賜給人們堅
強、勇敢和忠誠的美德。
約有14萬查達爾人散居在中央邦
各城鎮。就像萊卡一家人一樣，並不
知道永生神才是聆聽並回應祈禱的那
一位。
查達爾人自認為是拉吉普特的後
裔，受教育程度高，甚至有自己的種
姓協會，照顧族群利益和維持秩序。
現在，查達爾人多為農民，或在公家
機關任職。他們一直都是虔誠的印度
教徒。

老師站在台上口沫橫飛地講課，
學生們奮筆直書寫下筆記，這是現代
典型的教育方式，與聖經裡的教育天
差地別。
「學生」一詞的希臘原文為
mathetes， 翻 譯 成 「 學 徒 」 更 為 貼
切。教導學徒不受限於空間，任何時
間地點都可進行。mathetes的希伯來
字是talmid，知識全面的sage(大師)
教導talmid，帶來的顯著結果就是擴
大talmid的視野。
學徒與師傅一起生活，期盼學徒
有朝一日成為獨當一面的師傅。希伯
來式的教育從來不只傳遞知識，而是
要活出所教導的，以自己的生命影響
跟隨的門徒。
從自己的孩子做起吧！兒童主日
學無法代替父母的身教。

天父，懇求你不要撇棄查達爾人，在他們義無反顧地討哈努曼歡心、為印度教
眾神祇而活的時候，你讓他們察覺到越追逐越疲憊，心裡越發愁苦。禱告印度的
眾教會能擔負起查達爾族的福音工作，你親自供應事工的一切所需，信徒也能一
步步按著聖靈的引領，順服你的呼召，靠著神的豐富恩典，起來服事查達爾人。
願上帝成為查達爾人的真正的財富、喜樂的來源和終極的好處，舉起手來向眾人
說：「上帝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他以外。」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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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穿透密林縫隙的那道光
比爾人
Bhil People
在中央邦的山上，有一群歷史悠
久的部落民族——比爾族，他們被認
為是古吉拉特邦地區最早握有統治權
的民族。然而好景不常，比爾人接連
被鄰近部族打得落花流水，紛紛退居
到叢林和丘陵地生活。

Photo by Tuayai on iStock

或許，與世隔絕的深山密林幫助
比爾族保留其獨具一格的部落文化。
頭上纏著五彩絢麗的頭巾，隨身攜帶
配劍，以及配戴各種飾物是比爾族男
子常見的打扮。對他們來說，不論是
年度儀式、迎神祭典還是慶祝活動，
服裝、戲劇、音樂和舞蹈都是不可或
缺的元素，一路傳承至今。

耶穌在暴風雨中仍然能夠安睡，
顯示出他對神掌權的極大信心。正如
經上所說：「義人無論是躺下，還是
醒著，耶和華都要保護。」(詩3:5)

過去，比爾人以砍伐林木和狩獵
採集維生。現在，由於政府開始實施
嚴格的林業規範，遠離塵囂的他們長
期被政府所忽略，普遍受教育程度不
高，比爾人多為小農和受僱勞工，過
著收入微薄的生活。

門徒完全無法明白，為什麼耶穌
能在危急關頭睡著？這是屬靈問題。
如果我們忘記神在掌管，困難臨到就
會驚慌失措。看到耶穌在船上睡得香
甜，就知道我們也可以安歇在天父懷
抱中，沒有一個風暴能淹沒我們。

比爾族崇拜印度教一些神祇，
例如濕婆神、哈努曼猴神、杜爾迦女
神等等，同時也保有原始部落傳統的
泛靈信仰。值得高興的是，二十世紀
末，上帝藉著人預言且應驗飢荒的發
生，這次的神蹟奇事促使一群比爾人
歸信基督。

面對狂風巨浪之時，我們常常急
躁得想方設法靠岸自救，絞盡腦汁尋
找如何解決問題。然而，你最需要的
是，看見從上頭而來的平安。請回頭
看看，你的安全感不在岸上，是在顛
簸的船上。閉上眼睛，安然躺臥在慈
愛父神的翅膀蔭下吧！

耶穌卻睡著了。(太8:24)

睡不睡得著，也許最能反映我們
對神的眷顧有無把握。

天父，是你揀選了一群比爾人，吸引他們去親近你，住在你的殿中，成為神的兒
女，繼承永遠豐盛的基業，嚮往將來天上的獎賞。然而，這是耶穌基督付上莫大的
代價所換來的，為這奇異的恩典，我們要感謝讚美你！願比爾人天天想起這恩典是
白白得來的，就謙卑降服在神面前；看見這恩典的代價極大，就去愛身旁的親朋好
友和鄰近的部落族群；也因為知道這恩典是無條件的，就安心躺臥在主的懷中，靠
著他所賜的平安度過每一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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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提筆寫下
撒哈利亞人
Saharia People
歐洲國家之間的勢力角逐，是十
七世紀以降歐洲帝國強權向國際擴張
的推力。
1864年，英國在印度的勢力已逐
步延伸到印度中部的山區，正當英國
軍成功控制領導權，試圖向當地徵收
賦稅時，帝國主義與國家之間的矛盾
激化，成為引爆撒哈利亞族起義的導
火線。雖然因實力懸殊，起義行動以
失敗告終，但撒哈利亞人勇猛無懼的
身影至今仍留存在人們的記憶裡。

Photo by DavidCallan on iStock

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
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
救我的角，是我的高臺。(詩18:2)

二十世紀初，少數撒哈利亞人
離開家鄉，到印度的其他省分打臨時
工。大部分的人與父輩一樣，在山上
結婚生子，建立家庭，過著遠離塵囂
的平凡生活。撒哈利亞人的識字率極
低，這一代的年輕人正在學習如何書
寫自己使用的語言，老一輩則通通不
識字。

這首詩使用日常用詞如巖石、盾
牌、號角、高臺等等，具體描述耶和
華是拯救我們的神。

儘管撒哈利亞人了解印度教的世
界價值觀，但他們主要信奉的是祖先
流傳下來的部落信仰。

「巖石」的希伯來原文是sur。這
三個輔音字母（S-U-R）換個發音則
有「包圍、綑綁、攻擊」的意思，充
滿戰鬥氛圍。站在這塊巖石上，我能
夠預備好作戰。他就在旁邊，是我的
後盾。

期盼未來的某一天，撒哈利亞人
不僅能讀懂聖經，還可以提筆寫下對
上主的禱告，見證他大能的拯救。

神堅固如「巖石」，可以庇護
我；當我投靠他，他就成為掩護我的
「盾牌」；他是我的「號角」，可以
吹響它來增援救兵；他也是我的「高
臺」，站在其上眺望遠方敵軍。

天父，為著撒哈利亞全族的救恩來向你禱告。願你讓這一代年輕人能有更多學習
讀寫文字的資源和機會，以便日後有辦法讀你的話語，甚至成為牧者，牧養你的
羊群。願撒哈利亞全族被你的話語浸透生命，從聖經認識神是我們的磐石，使我
們能以你的眼光看待世界上的萬事，不致搖動；是我們的避難所，我們能躲藏
在你大大的翅膀蔭庇下，脫離惡者的攻擊。願你讓撒哈利亞人永遠住在你的聖所
裡，靠著耶穌基督得以來到你面前敬拜你，恢復起初你所造的樣子。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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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唱一首新歌
帕爾罕人
Pardhans
婚禮上，帕爾罕歌手獻唱情歌祝
福新人，台下的親朋好友一片歡騰，
氣氛熱烈高昂。
不僅演奏實力絕佳，與生俱來的
音樂天賦，讓帕爾罕人在印度社會可
謂相當活躍。無論是印度教的各個大
小節日、婚喪喜慶的生活儀式，都會
看到帕爾罕人落落大方地站在台上演
奏和獻唱的身影，以音樂的方式在歡
慶之中與眾人同樂，仔細撿拾人們生
命的片段。
帕爾罕人過往曾是雅利安人的
僕役，作為印度當地被征服的土著民
族，他們是印度教體系之外的人，被
歸類為賤民。如今，帕爾罕人依舊是
弱勢群體，是印度政府保障政策的受
惠者之一，在高等教育、政府機構和
國營企業等領域都受到特殊待遇。儘
管如此，帕爾罕孩童的受教育程度仍
然偏低，問題有待解決。
在阿爸天父的眼裡，帕爾罕人不
是棄兒。千百年前，他差遣獨生愛子
來到世上，身體，為帕爾罕人而捨；
寶血，為帕爾罕人而流。時至今日，
帕爾罕族當中還沒有基督的跟隨者，
誰快來告訴他們這個好消息呢？

Photo by KCHANDE on iStock

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愛你！
(詩18:1)
在希伯來文中，愛有三種形式。
通常談論神的愛時，使用的是ahav，
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性愛則分別為
ra’yah和dodh。然而，本節經文使用
的是erkhamkha，這顯然非比尋常。
erkhamkha，字根是rakham，描
述「有人遭遇患難或感覺無助時，所
需要的憐憫和仁慈」。也就是說，這
愛絕對不是出於大衛自己，若要更貼
近原意，這句經文應該翻譯成：「耶
和華，我的力量啊，我從你找到了慈
愛！」
Rakam另 一 含 義 為 「 子 宮 」 。
腹中胎兒透過母親接觸世界，靠著母
親得到供養和保護，母親就是他的全
部。神在這裡用「子宮」來隱喻他愛
我們的程度。
當大衛體會到神對他這份深刻
之愛時，滿溢的情感，從字句湧流而
出，這詩唱出他的心聲。
讓我們學習大衛，對所得到的憐
憫也滿懷感激，並回應神的愛。

天父，懇求你帶帕爾罕人轉離印度諸神，認識上帝愛的豐盛。你差遣獨生愛子來到
世上，被鞭打、被刺透、被釘、被戴上荊棘冠冕，寶血流盡，只因為愛我們，堅持
要擦乾淨我們身上的所有髒汙，代替我們承受罪的代價。願帕爾罕人心被恩感，沉
浸在無法測度的福音救恩之中，內裡歡喜快樂，在生命旅途上看見新的異象，以神
所賜的音樂天賦，唱一首新歌，與天地萬物齊聲讚美我們的主。「你們要讚美耶和
華！因他的名極其偉大，他的榮耀在天地之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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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向神靈交保護費
貢德人
Gonds
貢德人的部落，坐落在中央邦
叢林密布的山區裡，那裡交通不便，
與世隔絕。他們在河邊耕種、林中打
獵。這群山民崇拜萬靈和村落守護
神，用吟唱和說故事的方式，流傳豐
富的神話傳奇。
基督教研究人員發現，有某些東
西可用作分享福音的切入點。像是，
貢德人很看重「獻祭」。
小至牛棚蓋好，大至收割後、舉行
節慶，貢德人都不忘獻動物為祭。收成
越多，人們所獻上的祭物就越大。
他們相信疾病災殃都是惡靈帶來
的，所以人們很倚賴巫師，找尋原因
和補過辦法。巫師既能操控人的精神
和生活，當然會為一些人帶來意想不
到的痛苦。
貢德人還不知道有個好消息可以
釋放他們：耶穌基督是一位愛他們的
神，不是降災禍的神；他是最完美的
祭物和大祭司，親自成為祭物，一次
獻上，成就了永遠的贖罪祭。
如此美好的福音，需要有人告訴
貢德人，但這個群體的人數可不少，
是南亞大陸最大的部落之一。我們需
要禱告有更多不畏艱難的宣教工人，
能成為神的「吟遊詩人」，向貢德部
落傳講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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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
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
的日子。(腓1:6)
這是一節很重要的經文，神並非
先計算我們「最近為他做了什麼」，
才決定如何待我們。我們應該為此感
恩，試問我們誰能夠滿足神所設定的
標準呢？
如果你覺得聖潔是你無法攀到
的，不管你的手能夠摸到多高，自己
就是沒有辦法抵達那裡；如果你覺得
即使在信主後，你的失敗還是多得無
法計數，那麼這節經文正好是給你
的。也就是說，這節經文對我們每個
人都是實用的。
保羅告訴我們一個好消息，就是
神從來不會放棄我們，他向我們保證
最終的結果不在於你和我，因為凡神
開始的，他就「必成全這工」，一定
會完成。
換句話說，論到我們在神面前
公義的身分，神看我們如同已經完全
了。在基督裡成就了！完成了！沒有
什麼好再加上去的了！

天父，禱告你差派更多宣教工人來到貢德人的身邊，向他們分享福音真理。懇求
你讓貢德人認識，他們都是按上帝形象所造，而被造的原因是為了要與你聯合，
並且反映出你榮美的屬性。你始終如一的愛世界，也愛我們。你同時在乎公義，
又富有憐憫。你的律法全然可靠，真理從你而出。你為自己的子民付上贖價，守
約施慈愛直到永遠。禱告真理的聖靈使貢德部落遵守你的命令，透過喜樂敬畏變
得更像你。「他行了奇事，使人記念；耶和華有恩惠，有憐憫。」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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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旁遮普省
Punjab, Pakistan

一方水土養活全國人
作者 Justin Long (宣教研究員)

編輯 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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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倉命脈與權力中心

巴基斯坦基督肢體的模樣

印度河(Indus River)及其眾多支
流縱橫交錯，在旁遮普省形成許多肥
沃的河谷，讓此地成為巴基斯坦的糧
倉，生產全國四分之三的糧食，餵養
了巴基斯坦的百姓。

從1998年開始，旁遮普省至今
都未完成人口普查，但據估計，旁
遮普省擁有巴基斯坦過半的人口，約
1億人。旁遮普人是巴基斯坦最大的
種族，旁遮普語和烏爾都語(Urdu)
是該省最泛用的語言。其他少數民
族語言，則有巴羅奇語(Baloch)、
古吉拉特語(Gujarati)，和沙拉基語
(Seraiki)。

旁遮普省是巴基斯坦重要的政治
中心，也是該國發展最快的省、最大
的經濟體，但仍不脫貧困的問題，特
別是在農村。

1873年，低種姓的皮革工人楚拉
斯人(Chuhras)發生了大規模的歸主
運動。這運動發展迅速，到本世紀初
已達到10萬人，在1930年已接近40
萬人參與。但是，這波歸主運動主要
集中在貧窮的農民和皮革工人當中，
其他人則認為基督教是「這些低種姓
窮人的信仰」，不想有所關聯。

旁遮普省的幾個大城市，擁有工
業中心和軍事設施，其中包括備受爭
議的胡沙布(Khushab)核電站。即便
再怎麼貧窮，都未能打消巴基斯坦與
鄰居印度展開核武競賽的決心，而成
為全球九個擁有核武的國家之一。

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在此決裂

今天，巴基斯坦有1.6%的基督
肢體(新教徒與天主教徒各半)，其中
80%生活在旁遮普省。旁遮普族的基
督徒大多是貧窮的勞動者；在卡拉奇
(Karachi，又譯喀拉蚩)有少數是受過
教育的中產階級。許多人是在英治期
間歸主的印度教達利特人(Dalits，俗
稱賤民)，他們與多數穆斯林之間，存
在巨大的隔閡。

旁遮普地區的人民，原本主要
是印度教徒，直到西元712年伊斯蘭
教到來。在接下來的一千年間，旁
遮普成為數個帝國的戰略基地，尤
其是蒙兀兒(Mughals)和馬拉塔帝國
(Maratha)。在1800年代初期，旁遮
普由錫克教徒掌控，然後在1849年被
英屬印度吞併。
1947年，印巴因宗教緣故分家，
東西旁遮普之間被一條界線劃開。西
旁遮普地區成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
擁抱從印度逃來的穆斯林，而錫克教
徒和印度教徒則匆匆向東逃往印度。
期間發生的暴動、難民潮，為這塊
土地刻下許多仇恨和撕裂的記憶。此
後，南亞穆斯林們在此立國建家，伊
斯蘭教也在這塊土地站穩腳跟。

旁遮普省有公開或祕密的教會存
在。1947年分治之後，在巴基斯坦的
信徒的人數明顯減少。褻瀆阿拉是經
常被用來迫害少數群體的罪名，甚至
是用來解決個人仇殺的手段。旁遮普
省還有269個未得之民群體尚未有屬
靈突破，需要收割的工人，也需要聖
徒們的代求。

「再也不會有印度教徒欺負我們
了。」這是他們建立家園的渴盼。

12

22週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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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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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因此，我這為主被囚的勸你
們，行事為人要配得上你們所
蒙的呼召。(弗4:1)

信仰跟著政治改朝換代
瓦都‧拉吉普特人
Wattu Rajputs
看到「拉吉普特」這個字眼，
你一定認為他們是印度人、印度教徒
吧？但瓦都‧拉吉普特人當中，有
15.9萬人是住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
穆斯林。他們為什麼變成穆斯林了
呢？
在七世紀，拉吉普特王朝統治
印度北部時，拉吉普特人是捍衛王國
的戰士，在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後來，他們安頓下來成為貴族，享受
著紳士的生活。隨著阿拉伯入侵者到
來，穿透了印度教的墻垣，使部分的
拉吉普特群體改信了伊斯蘭教。
值得注意的是，這波改教不是
個人自發性的，而是群體性的，由家
族領袖、政治領袖率領整批人改信。
一開始人們未必真心受到伊斯蘭教感
召，而是透過成為穆斯林這種方式，
轉變身分，與統治群體融合。
他們遵循大多數穆斯林的做
法
要求妻子蒙面、每天禱告五
次、向窮人施捨，並朝沙地阿拉伯
麥加朝聖(Haj)。於是他們的世世代
代，就這樣成為穆斯林群體了。

原文的第一個字是勸(parakalo)。
描述聖靈為勸慰師角色的那個「勸」
字。
「勸慰師」有呼喚、鼓勵、幫助、
帶來安慰這四個主要的意思。其中，
「帶 來 安 慰」，最 為 突出，因 耶 和 華
是 滿 有憐 憫的神。正如以賽亞 所說:
「你們要安慰，要安慰我的子民。」
保羅在此切切地求我們接受聖
靈的勸慰，當我們因無知任性而遭難
時，神心破碎；當我們遠離他，偏離
引導而踉蹌跌倒時，神難過。這位從
天上來幫助我們的勸慰師，不僅告訴
我們哪裡出了錯，還把我們帶回正
路。
我們常不自知在做什麼，非要回
頭望才發現，怎會走到如此愚蠢的地
步！所以，「你們要安慰我的子民」
是神的聲音，呼喚我們接受聖靈的勸
慰和服事，回到神的心意裡。
不要以為熟識聖經、守規條就足
夠。我們絕對需要聖經來解釋為何要
如此行，但最終還要倚靠聖靈，勸慰
師引我們到天父面前與他相通。
今天的你，心中有哪些掙扎的事
呢？接受聖靈和聽從聖靈吧！

天父，瓦都‧拉吉普特人的改變，是整群人一起行動的，我們呼求聖靈在瓦都‧拉
吉普特穆斯林群體中動工，並賜給宣教工人策略及契機，找到「得著群體」的方
式。他們非常需要「家庭歸主」的恩典，減輕歸主者所面對的群體壓力和生活挑
戰。祈求拉吉普特人有屬靈的飢渴，能與又真又活的三一神相遇，脫離履行義務的
「宗教」。求父神使他們有謙卑的心聆聽福音，明白你就是他們應當追求的唯一真
神，大規模性地遷到神愛子的國度裡。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113

巴基斯坦 • 旁遮普省
3 月2
  
0日

國家捍衛者

星期日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
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
的日子。(腓1:6)

賈特人
Jats
巴基斯坦的賈特穆斯林，多達
3,300萬人，是該國最大的群體！
賈 特 人 素 有 軍 事 傳 統 。 1858年
後，在英國統治時期，他們從軍服
役，被英國人歸類為「軍事種族」。
退役的賈特人，多半成為地主，但依
舊腰間繫劍，隨時候命。
除了是個儆醒待命、能力很強的
戰士外，賈特人的性格上也很獨立，
有很高的自尊心和榮譽感。他們隨時
可以在戰場上為其人民拋頭顱、灑熱
血。
賈特人鮮少和其他群體通婚。過
去，他們幾代人共處一個屋簷，住在
一棟大房子裡，隨著現代生活變遷，
這種生活模式已非慣例。
你我不妨想像，賈特人長期捍衛
國家與傳統，必定有執著的信念與榮
譽感，不願「背叛」集體的信念。我
們該如何為他們來代禱呢？

Photo by HasanHaider on iStock

保羅深信在腓立比教會同心合意
地興旺福音這件事上，是上帝先發動
的，並不是由他們自己主動決定。而
且，上帝必定不會半途而廢。
神已經在你的生命中開始了一些
工作，他將會完成一切。他會在需要
時做出改變，以便在完工之日，你的
性情與神的性情充分相符，且能有充
分的用處。他會如此設計你的生命，
讓你面對那些他要你完成的事。
大多數時候，你面對的不是一些
的任務。神並不需要你成為一個能幹
的小工人。他要你成為獻身的孩子，他
的目標是讓你有基督的樣式。凡他在
你生命中所做的，就是為要成就那目
的。你一路上有所成就固然是好事，卻
不過是真正目標的副產品罷了。  
在希伯來文，罪的形象就是「擊
不中箭靶的正中心」。神的工程設計
來推動你朝向箭靶的正中心，好讓他
為你瞄準方向，一切祝福和好處會臨
到你身上。他推你往火線前行。那就
是他的宗旨了。
這裡的希臘動詞是epiteleo。字根
是teleo，意即「要成就、完成、使之
完全。」保羅加入了增進詞epi。這是
盛大的結局，在驚呼聲中完成！神辦
得到！

天父，祈求你開啟賈特人的屬靈眼睛，看見上帝兒子放下他的榮耀，降卑虛己成
為人的樣式，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世上沒什麼事物比這還要更美的了。「誰像
耶和華──我們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處。」願賈特人認識上帝的偉大，與人類
的渺小，認識自己需要恩典，以及豐盛的救恩，因而謙卑來到主面前。願賈特人
得著救恩的喜樂，毫不猶豫地放下執著的信念和國家的榮譽，無條件順服父神的
旨意，帶著敬畏之心享受他的同在，並把全人、全心獻給他。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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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阿瑪迪亞漂流記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事奉
他，依靠他，奉他的名起誓。
(申10:20)

阿瑪迪亞人
Ahmadis
阿瑪迪亞人認為，他們的屬靈領
袖在前世冒充耶穌基督。這種奇異的
說法，使阿瑪迪亞人與主流穆斯林背
道而馳。
1889年，米爾扎‧古拉姆‧哈邁德
(Mirza Ghulam Ahmad)在巴基斯坦
公布了一套新教義，震驚了大多數的穆
斯林。他對天使、先知和末世的教義，
與多數穆斯林對古蘭經的解釋相悖。
但有成千上萬的人開始遵循艾哈邁德
的教義，被主流穆斯林冠為異教徒。
而阿瑪迪亞人便是哈邁德的跟隨者。
於是，迫害來臨。特別是在
1947年巴基斯坦獨立成為穆斯林國
家後，許多阿瑪迪亞人逃亡海外。現
今，英國就有一個龐大的阿瑪迪亞社
區。1974年，巴基斯坦修改了憲法，
宣布阿瑪迪亞人的身分不是穆斯林，
這讓迫害加劇；1974與1984年，巴基
斯坦便發生了反阿瑪迪亞人的暴動。

davaq首次出現在創世記2:24，
「因此人要離開……和……連合……」它
在其他閃族語言有同源字，是
「 膠水」的意思。這動詞不是關於性
行為，是用來形容與朋友、家人和神
之間的關係。當它用於婚姻方面時，
是表示強烈的情感興趣和深厚的愛，
而不是性關係。
路得捨不得離開拿俄米；箴言
18:24說到有一位朋友，比兄弟更親
密，都是用davaq這字。而這個詞在
神學應用上的重要性，是關於我們和
神的關係。
在今天這段給予人生指示的經文
裡，davaq和其他三個重要動詞連在
一起。
首先，是yare，敬畏耶和華是我
能 與 神 有 互 動 的 重 要 基 礎 。 yare是
「 敬畏、尊重、承認神的尊榮，也承
認他的權力」。是神在掌管一切，他
知道一切，而我卻不知道。
我們看到神已行的事，通常都
是在他做了很久之後才看懂的。他的
行事方式是個奧祕，唯有通過歷史長
河，我才能體悟他的策畫，乃是要把
我推向他的目標。我們明白他是全知
的，為此敬畏神，便是倚靠的起點。

天父，祝福處在困境中的阿瑪迪亞人，能夠在基督裡尋找答案，並看見上帝為他們
預備的新生命、新盼望。我們祈求聖靈引導宣教機構與阿瑪迪亞人接觸，帶領他們
認識耶穌基督，謙卑承認自己的罪，並一同歡欣領受救贖恩典。「我喜悅你的法
度，如同喜悅一切的財物。」願阿瑪迪亞人的生命浸泡在上帝話語之中，驚嘆聖經
的豐富奇妙，天天默想記誦，磨塑他們的心思意念，直到愛慕聖經真理勝過一切。
在遭逢困難時，勤勞工作時，早晨起床和夜晚入睡時，你的話語豐豐富富永存在阿
瑪迪亞人心裡。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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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將帶來美好世界？

星期二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事奉
他，依靠他，奉他的名起誓。
(申10:20)

阿拉因人
Arains
瓦西姆(Wassim)是旁遮普省會拉
合爾(Lahore)的一名大學生。他坐在
法庭內聆聽律師爭鋒相對的辯護，努
力寫筆記。瓦西姆的志願是當律師。
身為阿拉因穆斯林，他也一直在研究
古蘭經，他認為這些來自阿拉的律法
是完美的，如果每個人都遵循，那麼
世界將會變得更加美好。
據傳，第一個阿拉因人，與穆罕
默德•凱西姆(Muhammed Qasim)
一起從敘利亞來到巴基斯坦，凱西姆
是最早到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傳教士之
一。這些人迅速地與當地的穆斯林信
徒結婚，組成了阿拉因族。
今天，有許多阿拉因人活躍於
政治界與司法界，相當有影響力。但
在這個群體中，鮮有耶穌基督的追隨
者。

Photo by PPI-Images on iStock

承前日。davaq連結的第二個動
詞是事奉(avad)，這個字也是「敬
拜」的意思。當我的工作成為我對至
高君王的事奉時，就會開始看到他謹
慎的建造，和我在救贖歷史上的參
與。我從中略窺，看到一點更深的、
超越我的東西。即便我意識到自己的
渺小不足，可是當我事奉時，他卻樂
於使用我，而我也樂於擺上，照著我
該做的被神使用，完全配合得當。
第三個動詞是依靠(davaq)，形
容像強力膠一樣黏在一起。如果我一
直把使我與神連接在一起的線切斷，
我對神就沒什麼用處了。
當然，神絕不會切斷那線，這
是舊約的基礎。按著神的本性，他委
身於davaq，永遠、永久、可靠、堅
固，這是神提供的「強力膠」。婚姻
就是這永久、可靠和穩固的結合，在
今世可見的代表。如若不是，天堂就
會心痛。
最後，是奉他的名起誓(nishba’
bishemo)。是指對神發出忠誠的誓
言、遵行他的指示，而且只聽從他的
指示。

天父，「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願聖靈使阿拉因人明白，有罪的我們在神的審判臺面前，沒有一個人站立得住。
但神依舊深愛阿拉因人，賜給他們每一口呼吸，供養他們物質上的需要，甚至獻上
兒子為他們的過犯而死。父神啊！祈求你讓阿拉因人看見，只有耶穌基督能救贖他
們脫離一切罪孽，使他們與你和好。盼望阿拉因人帶著被饒恕的喜樂心情，用剩下
的日子來愛你、服事你、敬畏你，以捨己之心影響社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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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活在大眾視野之外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和妻子連
合，二人成為一體。(創2:24)

巴爾瓦拉人
Barwala
巴爾瓦拉從事低種姓工作，服務
高種姓的人；這些被社會拋棄的人，
住在郊區，有時被稱為「圈外人」。
在傳統種姓制度中，巴爾瓦拉人
負責招呼婚禮賓客，替賓客點煙斗，
舉火把並扛抬新郎的寶座。巴爾瓦拉
這個名字，可能源於他們用來做墊子
和扇子的草。現今，他們大多成為高
種姓拉吉普特人的侍從。
巴 爾 瓦 拉 人 口 超 過 50萬 ， 分 布
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但我們今天聚焦
為巴基斯坦旁遮普邦的巴爾瓦拉人禱
告；他們主要是穆斯林，也有印度教
徒，前者住在平原，後者居住在山
區。感謝主的是，這兩個社群相處融
洽。據我們所知，還沒有巴爾瓦拉人
跟隨救主基督。

你也許已聽過這節經文很多次
了。如果我們認為「成為一體」是和
性關係有關的話，那麼原文的希伯來
動詞，並不是這個意思。
davaq，這個字跟黏貼有關，是
「固守」或「依附」的意思。它是個
被動回應的動詞，最適用於形容把
東西黏在一起，例如濕泥塊黏在一起
(約38:38)；或緊連鱷魚的鱗片(約
41:15-17)，而非有性意味的激情、
擁抱，和情欲親密的舉動。
davaq被用來描述人與人之間，
友善或敵對(拉班和雅各)的關係；可
以描述同性之間的關係(路得和拿俄
米)；智 慧書中，它和愛(ahav，箴
18:24）並列；它也用來描述以色列
和耶和華神的關係(耶13:11)。
davaq廣泛的應用範圍，告訴我
們一件重要的事，它不帶著我們以為
的感情、情欲和激情的意思，其意義
是關乎「刻意的委身」。即使用在敵
對的情況，它也是關於堅強、仔細思
量之後的情緒。

Photo by ABHISHEK KUMAR SAH on iStock

天父，願被拋棄的無助，成為巴爾瓦拉人渴望認識永生之道的契機。懇求你使他們
明白，藉著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如今巴爾瓦拉人可以因著信，擁有神兒女的尊貴
身分，回到天父溫暖的家中。你也讓巴爾瓦拉人看見救恩是一份白白的珍貴禮物，
同時確信慈愛的神永遠會保守他們，就獻上感恩喜樂的行動來回應。「神啊，我要
向你唱新歌，用十弦瑟向你歌頌。」願巴爾瓦拉人被福音轉化生命，並把這好消息
分享給身旁的人們，甚至包含高種姓拉吉普特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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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這樣地過著生活

星期四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和妻子連
合，二人成為一體。(創2:24)

峇提亞那穆斯林
Bhathiara
印度旁遮普邦的峇提亞那人以
身為旅店老闆而聞名，他們招呼的客
人，大多數是沿著北印度和巴基斯坦
的貿易路線走動的穆斯林。
現今，他們主要在農業、工廠
和小型企業中工作。一些峇提亞那
人已從巴基斯坦的教育體系受益，
並已成為醫學、法律、工程學和電
腦科學領域的專業人員，但是峇提
亞那人的教育尚未普及，婦女的識
字率約為62％。
峇提亞那人通常只和同種姓或同
族的人結婚，新婚夫婦經常與其中一
方的父母住在一起。

承前日。davaq不是形容激情的
愛，而是刻意委身的選擇。
路得、拉班和箴言中的男子，都
不是以強烈的感情做出抉擇；耶和華
神也不是。神對以色列的揀選，是一
份刻意、經過思量、永久的關係，這
就是「黏合」的終極典範。
論 到 婚 姻 ， 此 處 用 davaq這
字，而非因為愛與某人結合的動詞
「hashaq」，因為婚姻乃是刻意要
與人黏合在一起的委身，不是本著情
感、身體或心理的吸引，與一個人的
感覺如何沒有關係。這是為什麼在摩
西五經，婚姻可以由家人安排，新娘
和新郎不需要先有互動。
婚姻是一個立約的行動。在我們
一般對婚姻的種種看法中，所有那些
對愛的表彰和推崇，其實並非最重要
的，最重要的是──刻意要與人黏合
在一起，是一種刻意的委身。

Photo by Ralph Katieb on Unsplash

天父，不管是從前你讓峇提亞那人活躍於旅店的經營，農業、工廠、小型企業等
簡單的勞動工作，或是在法律、醫學、工程學、電腦科學領域發光發熱，你以不
同的方式餵養著峇提亞那人，彰顯你的豐富恩典，我們為此感謝。但求你讓峇提
亞那人從生活中體會你這份普世性的愛，同時也賜下聖靈使他們信而明白你偉大
的救贖之愛。禱告峇提亞那婦女有更多機會學習語言，以致他們能讀神的話語，
從聖經裡尋見你，口說讚美耶和華的話，並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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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習慣被嘲笑的感覺

哈抹與他們商議說：「我兒子
示劍的心依戀你們家的女兒，
請你們把她給我的兒子為妻
吧。」(創34:8)

穆薩里人
Mussali
如果你族群的名字，被當成嘲笑
人的用語，想必你會非常難受吧？這
就是巴基斯坦穆薩里人的境遇。
宣教日引的讀者應該對穆薩里人
不陌生，我們常常為他們祈求。現今
在巴基斯坦有260萬的穆薩里人，他
們備受輕視，多半從事清潔工作。他
們曾是印度教徒，在大環境的壓力下
被迫改信伊斯蘭教，所以他們的伊斯
蘭教信仰，摻雜著印度教舊習。

你是因黏人的契約(davaq)而結
婚；因戀慕(hashaq)而墜入情網。不
要把兩者搞混了，否則就會重蹈示劍
的錯誤。
經文用hashaq來表達示劍對底拿
的深厚戀慕，在身體和情感上結合。
唯一的問題是，他沒有注意神所賜
davaq的計畫，擅自決定了自己的感
覺比神的計畫重要。恐怕今天許多人
也在跟隨示劍，而不是在跟隨神。

穆薩里人被視為劣等人，只能寄
望於阿拉，希望在審判之日到來時，
能得到回報。雖然已有穆薩里人可使
用的旁遮普語新約聖經、有聲聖經教
學，和電影《耶穌傳》，但他們仍舊
對基督教充滿敵意。

當 然 ， hashaq也 有 合 理 的 用
法 ， h a s haq 常 常 被 用 在 積 極 的 方
面 。 申 21:11用 這 字 來 論 及 婚 姻 ( 戀
慕)。hashaq不同於davaq，所以你
不會在敵人窮追不捨的經文中找到
hashaq這個字。

Photo by ABHISHEK KUMAR SAH on iStock

詩 91:14神 說 ： 「 因 義 人 戀 慕
他，所以他會搭救他們。」因此，詩
篇作者不是把這忠誠描述為情感之
情，而是表明堅定、刻意的信任。它
包含了我的一切、我的整個人、整個
生命，與耶和華結合，就是遵照神至
高無上的權柄而活。耶穌說：「若你
愛我，就會遵守我的命令。」若你歸
順我，若你全然依附我，若你與我黏
合，那麼你就會心甘情願做我要求你
做的事了。

天父，懇求你讓當地的教會和宣教工人擔負起穆薩里人的牧養工作，以基督美善的
品格來服事他們，顧念他們教育、醫療和靈命缺乏的需求，並與他們建立合宜的人
際關係。願真理的聖靈親自在穆薩里人的心中動工，開他們屬靈的眼睛，看見耶穌
基督被痛打，是為了使他們得以完全；受鞭笞，是為了使他們得以痊癒；被刺透，
是為了讓他們能回到神面前。願穆薩里人的生命被福音更新，抬起頭來，喜樂地以
認識主為滿足，並委身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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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南蘇門答臘省
South Sumatra, Indonesia

昔日佛教王國，今日伊斯蘭島嶼
文 David Kugel   編輯 Isa

Photo by UN Women Asia and the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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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來攘往的街頭，熱鬧非凡的海上
你聽說過室利佛逝帝國(Srivijaya Empire)嗎？這個佛教
王國從七到十三世紀存在於印尼的島嶼，和東南亞的部分地
區。室利佛逝帝國的首都，就在今日的巴領旁(Palembang，
又譯巨港)──印尼南蘇門答臘省的省會和最大城市。室利佛
逝帝國以海上貿易為主，來自印度、阿拉伯和中國的商人，
留在巴領旁與當地居民居住、通婚。

阿拉伯商人，與歐洲殖民者的到來
在十五、十六世紀，有兩起重要事件改變了南蘇門答
臘的社會。首先是伊斯蘭教傳入該地區。阿拉伯商人向南蘇
門答臘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分享了自己的信仰，到了下個世
紀，大多數人都改信了伊斯蘭教。另一個重要事件是歐洲人
的到來。荷蘭東印度公司和後來的荷蘭政府，控制了蘇門答
臘和爪哇。直到1949年，印尼人才從荷蘭手中獨立出來。

種族百花齊放，信仰是接合器
今天，南蘇門答臘的人口，每年快速攀升。印尼政府
正在鼓勵人們，從人口稠密的爪哇島遷移到其他島嶼。爪哇
人、巽他人(Sundanese)、楠榜人(Lampungese)、米南佳保
人(Minangkabau)和華人，在南蘇門答臘島共生，呈現出多元
種族、多元文化的風貌。而伊斯蘭教，是凝聚大部分種族身
分認同的錨點。
這裡的少數教會，參與者主要是華人、外國人，和爪哇
人。我們祈求南蘇門答臘人的心會被福音好消息觸動，渴慕
上帝，汲飲神的活水泉源，並在本地教會中，興起勢不可擋
的門徒訓練運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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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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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要選印尼的？

星期六

哈抹與他們商議說：「我兒子
示劍的心依戀你們家的女兒，
請你們把她給我的兒子為妻
吧。」(創34:8)

阿邦‧楠榜人
Abung Lampungese
蘇門答臘島南部是楠榜人的家
園，本週我們將為他們祈禱。
你喜歡胡椒粉嗎？印尼的胡椒很
香，在中國宋代時期就已是香料輸出
的主角。歐洲人曾經很迷戀胡椒，法
國人常用「貴如胡椒」(Cher Comme
Poivre)這句古老諺語，來形容價值連
城的物品。而蘇門答臘島東南端的阿
邦‧楠榜人，就是在種植胡椒和大米
這種經濟作物。
據說，阿邦部落曾有獵人頭的文
化。雖然他們認為自己是虔誠的穆斯
林，但也對泛靈信仰中的巫術、自然
精靈和咒語確信不疑。
目前，印尼政府從人滿為患的爪
哇島，搬遷了數千人到蘇門答臘南部
居住。爪哇人通常比土著阿邦人的教
育程度更高、技能更成熟，並且經常
取得收入優渥的工作和肥沃的耕地，
因此阿邦人感受到了競爭與壓力。
聖經已有部分經卷翻譯成楠榜
語。蘇門答臘島上有教會，但信徒多
數是爪哇人。阿邦人離福音仍很遙
遠，他們若要追隨基督，就會受到家
人和村莊的嚴重迫害。我們一起為他
們禱告吧！

承前日。哦，是的，這裡還有
另外一件事情。那樣的結合決定不在
於我們。經文清楚表明耶和華與義人
那份忠貞的結合，與我們天生的素質
無關，關乎的全在於他。那份結合完
全取決於神的可信和可靠，不是我們
的。
我們是歌篾，神是何西阿。因為
神提供了粘合劑，我們就成了分不開
的連體嬰。這不是情緒的負荷，或是
那令人悸動的情欲和激情。這是應許
和成就，是經過精心製作和特意執行
的。這是真正獻身的行為，是信實婚
姻的模範。
示劍用了對的動詞，但是他顛
倒了次序。堅貞必須在前，委身需要
在完婚之前。示劍可能心繫在底拿身
上，但是他透過錯誤的途徑達成目
的。
早在我們任何人回應神的愛之
前，神就已經給我們示範了徹底堅貞
的榜樣。
若你要在婚姻中得著hashaq，就
要致力於完成應許，其他的就水到渠
成了(希伯來人的觀念)。

天父，昔日因著你的厚恩臨到，蘇門答臘島上多位爪哇人歸信了主，我們為此感
謝你。今天，你的聖靈繼續工作在爪哇人身上，讓他們出於感恩來回應你，承擔
起傳福音的使命，與阿邦部落建立關係。願神親自保抱極少數的阿邦信徒，使他
們緊緊抓住神，將信心放在永活的上帝身上，知道沒有上帝的允許，任何仇敵的
逼迫攻擊都傷害不了他們。時間到了，上帝必會為他所愛的辯護。祈求神發出你
的亮光和真實，好引導阿邦人，帶他們到你的聖山，到你的居所！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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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耶和華啊！困苦人的心願你已
經聽見，你必堅固他們的心，
也必留心聽他們的呼求；好為
孤兒和受欺壓的人伸冤，使
地 上 的 人 不 再 施 行 恐 嚇 。 (詩
10:17-18)

島上的人們與一些事
佩西西爾‧楠榜人
Pesisir Lampungese
提到蘇門答臘，人們就想到咖
啡。但住在島上的人們，究竟是什麼
模樣呢？
今天的佩西西爾‧楠榜人住在沿
海地帶，但他們不靠大海謀生，而是
以務農為業。
佩西西爾人很看重家庭，多代同
堂，很習慣大家庭、大家族的生活，
並遵守群體的規定和義務。即便家
族凝聚力很強，但友善的佩西西爾人
並不排外，也不會封閉在自己的群體
中，他們是好客的民族。
佩西西爾人追隨伊斯蘭教遜尼
派長達數世紀之久，但生活仍不脫
泛靈信仰的民間習俗，例如圖騰符
號和法術。
他們可以使用楠榜語的聖經，但
全本聖經尚未翻譯好。

「現在密切注意！」這是希伯來
動詞 qashav的含義。耶和華要垂聽那
些受壓制者的祈禱，他也聽我們每一
個人的禱告，一如當年垂聽以色列人
在埃及為奴時所發出的哭求。
神會怎樣聽呢？會怎樣做呢？詩人
說：「他會審判。」這個字如同qashav
一樣重要。神不但關注那些孤兒和被
壓榨者的困境，他也為他們撐腰。
施行審判就是執行公義，該字是
shaphat，其意思不只是簡單地在原告
或被告之間做出決定。這個字眼概括
了整個政府的管理系統，也就是這位
宇宙的君王在執法、立法和司法的運
作。
簡單來說，當神審判(shaphat)
的時候，他是在列明法律、執行法
律，並且審問那些抵觸法律的人。

Photo by Create Intl.

天父，我們把可愛的佩西西爾‧楠榜群體帶到你的寶座前，祈求有宣教士能進入他
們的家庭，帶領佩西西爾人加入主的大家庭，使佩西西爾的家庭成為敬拜神、事奉
神、一起團契的群體，在村莊裡興起福音運動。你透過祝福一個大家庭，來向其他
楠榜人見證有主同在的喜樂與美好。願佩西西爾人歡迎神的使者，並用敞開的心聆
聽福音。願他們渴慕追求真道，離棄一切跟泛靈信仰有關的習俗，專一地跟從主。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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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宗教都是好的？

星期一

「耶穌說：『神的國好像甚麼
呢？我要把它比作甚麼呢？』」
(路13:18)

普比安‧楠榜人
Pubian Lampungese
普比安‧楠榜人的氏族概念很
廣，一個氏族是由好幾個村莊所組成
的。他們最初是3個氏族，現在至少有
12個氏族！
普比安人主要分布在蘇門答臘島
最南端的楠榜省中部。阿邦人(見3月
26日 ) 不 准 普
比安人越界，
所以普比安人
與其他的土著
部落混雜在一
起。
普比安人
多半是農民，
他們認定穆
Photo by Create Intl.
斯林的身分，
相信伊斯蘭教義的正確性，但有趣的
是，他們也認為所有的宗教都是好
的，大同小異，只是信條和實踐方法
不同。
我 們 很 難了解 世 界上 所 有 群 體
的想法，有時也不知道如何為他們禱
告，但有一件事，我們清楚地明白：上
帝創造他們，有其獨特的心意；上帝愛
他們，渴望與他們建立關係，並希望看
見他們成為天國群體的一分子。

「比作什麼呢？」這是拉比們特
別普遍的用句。
猶太拉比所開發出來的比喻文學
是空前的。這樣介紹性的句子一再出
現在拉比的教導中。當耶穌使用這些
字眼，他是在宣布自己乃是其中的一
位拉比。當然，每個聽見的人，都覺
得這些話耳熟能詳，好比之前所聽見
一位偉大的拉比教導時所做的引介。
我們從這事實學習到兩項非常重
要的功課。首先，要從希臘人的觀點
來理解耶穌是不可能的事情。雖然，
新約的文稿以希臘文書寫；雖然，研
究新約需要從希臘文著手；雖然，大
部份傳道人和研經學者都強調希臘文
的重要。然而，希臘文不是耶穌用的
語言。
耶穌是法利賽拉比傳統的一分
子。他像拉比那樣教導、行事、召集
他的門徒。若我們要明白耶穌所說
的，就必須進入他的文化和語言中，
否則我們很容易誤解他。若我們在希
伯來文化多下一些功夫，今天許多爭
議的課題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天父，祈求你的聖靈主動在普比安人心裡做工，開啟他們的屬靈眼睛，使他們看
見真正的榮耀，不是氏族數量龐大，也不是伊斯蘭教義，而是耶穌基督的十字
架。世人看十字架為殘酷的羞辱，耶穌基督卻被釘在上面，完整地顯明神的慈愛
和公義，彰顯神的榮耀。願普比安人看見真正的榮耀後，轉而相信上帝是生命中
唯一的依靠，把自己的情感與行為、價值與尊嚴、人生方向、人際關係、享樂與
滿足，以及主權與盼望寄託在上帝身上，領受神美好的救恩福分。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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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族群意識與宋凱認同

「耶穌說：『神的國好像甚麼
呢？我要把它比作甚麼呢？』
」(路13:18)

宋凱‧楠榜人
Sungkai Lampungese
若你的生活遇見疑難紛爭，會尋
求什麼方式解決呢？是訴諸法律嗎？
宋凱群體會透過家族內的權威領袖來
定奪、仲裁。權柄人物的一句話，可
能比法律管用。
宋凱人是南蘇門答臘省的楠榜族
穆斯林群體。
他們的族群意
識很強，看重
自身的文化傳
統，即便人口
不多，僅有10
萬人，也盡量
不嫁娶其他楠
Photo by Create Intl.
榜群體，以免
被同化。
宋凱人的所居之地，有機會接觸
到外來移民，宋凱人會與其他宗教信
仰的人來往，但不輕易動搖自身的信
仰。
他們通常經營家庭或家族式的咖
啡行業，以咖啡豆研磨咖啡粉。市場
營銷會是基督門徒幫助宋凱楠榜人的
一個好方式。
在宋凱社群中，目前沒有任何歸
向基督的運動。

一旦我們曉得耶穌是拉比傳統的
一部分，就可以明白當時的人為何對
他的教導如此驚訝，但不是因為耶穌
教導新的事物。沒錯，耶穌對神的話
語有重大的嶄新見解，但那不是真正
讓他們吃驚的原因。他們驚訝，乃是
因為耶穌雖然像拉比那樣教導人，可
是他並非出身拉比世家，也沒用與拉
比同樣的教學法。
當拉比教導人時，常引用前一
位拉比的話，就是他的老師的話，所
用的方法是口傳下來的注解和參考資
料。實際上，很多時候，一位拉比只
是將他老師的評注背得滾瓜爛熟，在
教導時重覆說出來。
可是主耶穌沒這麼做，他不是出
自顯赫的拉比世家，沒有在很多有名
的老師門下受教，沒引述他們的話，
而是「帶著自己的權柄」教導。簡單
地說，耶穌教導時，好像自己創出新
的解經。
我們是完全可以接受那樣的方
式，但是對第一世紀的猶太教，卻是
前所未聞的。人們感覺驚訝，因為他
是那麼具有原創性，他所教導的，是
神聖和不可改變的話語。

天父，為宋凱人能有接觸外來移民的機會，我們感謝你。但願眾聖徒一起承擔宋凱
人的宣教工作，敏銳於聖靈的帶領，抓住時機，向宋凱人傳講福音。祈求神讓宋
凱人認識到，人身上只有徒勞的罪惡、不義和愚昧，唯有主耶穌基督才能帶宋凱人
到父神的家中，藉著信，白白地領受稱義。「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天
亮。」願宋凱人像大衛一樣，夜晚極其渴想上帝的憐憫和饒恕，等候神，並在早晨
時因著神豐盛的救恩，心中產生無比的喜樂和敬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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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嶇的路，等待被修平

星期三

因此，我這為主被囚的勸你
們，行事為人要配得上你們所
蒙的呼召。(弗4:1)

威卡南‧楠榜人
Way Kanan Lampungese
為什麼我們這週都在為楠榜人禱
告呢？因為楠榜人是南蘇門答臘省最
重要的群體之一，有些人有自己的方
言，例如威卡南‧楠榜人，但他們還
是會說印尼語、爪哇語，或巽他語。
威卡南人
以務農為業。
想接觸他們，
必須先克服交
通的障礙，因
為該地區只有
一條鋪砌的道
路 ──蘇 門 答
Photo by Create Intl.
臘中央高速公
路，剩下的就是土路或碎石路，難以
通行。政府仍在嘗試開通道路，使偏
遠地區有開放的機會。
他們的供電系統不穩定，依賴楠
榜省北部以柴油為燃料的發電站，若
其中一個發電站發生故障，整個區域
就會斷電。
如果你愛上威卡南人怎麼辦？你
可能必須成為穆斯林。他們的生活、
信仰和傳統，都與伊斯蘭教緊緊結
合，他們禁止與外人結婚和改變宗教
信仰。

「 peripatesai」 ， 是 「 行 為 舉
止、行走」。一般人會依照某些行為
準則來生活，對猶太人言，他們是按
著摩西所教導的妥拉生活。為何保羅
吩咐以弗所的外邦信徒要像猶太人一
樣順服妥拉的教導，才配得上所蒙的
呼召。難道妥拉是一套成為子民的條
件？
第一，妥拉不是成為子民的要
求，是彌賽亞君王要求他的子民，出
於內心對神的愛和尊敬，選擇用順服
神的要求和教導，這是表達忠信最直
接的方法。
第二，按神形像而造的人，應行
神所行；就是遵守神的教導。一旦我
能夠按照他的設計和心意來生活，就
會越發有他的樣式。
第三，神的律例叫你自由。古時
的人都敬神，只有耶和華啟示人怎樣
生活。異教徒不知道所拜的神明要求
什麼，會很焦慮。但摩西把耶和華的
規矩告訴人，哪些行為會遭罰，哪些
行為有賞賜。經上的教導使人從焦慮
中得自由。
「行事為人要配得上」不是關乎
行為規矩，而是關乎榮耀、尊崇神；
關乎做人的本分和自由，你是這樣看
的嗎？

天父，懇求你讓威卡南人看見受造的奇妙可畏，是你造了人精細的五臟肺腑，甚
至當威卡南人還在母腹中時，你早已認識他們，生命的每一天，你都知曉。願全
能的上帝成為威卡南人的安慰，使他們明白無論世界變得多麼黑暗，上帝永遠都
不會鬆開他們的手。睡醒時，威卡南人會發現神依然與他們同在，連死亡都不會
與神隔絕。「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願神成為威卡南
人唯一的依靠，並因著神的偉大全能、信實慈愛來感謝讚美主。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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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追尋什麼呢？
巴領旁人
Palembang
如果你從未聽說過耶穌，不知道
他所賜的豐富生命和永恆救贖，你應
該也會繼續向你所認識的神明，乞求
憐憫和幫助吧？
巴領旁人從小認識阿拉，他們只
能向阿拉訴說煩惱，找薩滿術士消災
解難。
巴領旁人住在印尼富庶的城市巨
港(Palembang，又譯巴鄰旁)，有穆
西河穿流入海，河港貿易和油田為整
座城市帶來繁榮。然而此處一半都是
窪地，洪水定期氾濫，身為穆斯林的
巴領旁人，在束手無策時，還是會去
尋求民間術士的幫助。
今天，大多數的巴領旁人生活
貧窮，只有少數人因為石油工業而富
裕。許多巴領旁青年人離開家鄉，前
往擁擠的雅加達找工作。
巴領旁這個名字，有「掏洗河裡
的泥漿，尋找金子」的意思；願巴領
旁人聽聞福音後，切慕基督，如尋精
金。

Photo by iStockridzk

因此，我這為主被囚的勸你
們，行事為人要配得上你們所
蒙的呼召。(弗4:1)
很多基督徒一聽見「蒙召」，就
會想到某種特別的服事，比如宣教，
講道，這不是保羅的意思。實際上，
一直到第三世紀中葉，教會都沒有專
職的牧師、主教、監督，或其他受薪
神職人員。神一直是呼召普通人來做
不普通的事，專門的宗教職業是後來
才發明的。
以弗所書是保羅寫給以弗所教會
所有的人，他們都是蒙召的，行事為
人要與主相稱，一個例外的都沒有。
各人或許在教會群體中扮演不同的角
色，但每個人都被呼召，按照妥拉的
行為準則來榮耀尊崇基督王，成為更
有神樣式的人。
在行事為人配得上所蒙的呼召這
事上，我們做得如何？愛鄰舍可不是
一個模糊不清的行為準則。你我目前
的生活，有榮耀基督嗎？越來越有神
的榮耀形象嗎？因知道神的心意而歡
喜享受基督裡的自由嗎？

天父，祈求你使印尼基督徒看見巴領旁人的生活貧窮、靈裡空乏，帶著神的愛來接
觸他們，將物質上所擁有的，以及福音的真理分享給巴領旁人。願神的憐憫臨到巴
領旁青年人，在工作場域上遇見屬你的門徒，因而發現自己的屬靈盲目，渴望尋見
永生之道。願巴領旁人在聖經裡甦醒過來，聖靈賜下悟性，使他們找到神，體會神
話語的寶貴和智慧，並成為生命的喜樂和甘甜。「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
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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