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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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

每日禱告手冊。

附靈修經句，

以原文解經註釋。

親子

可親子共讀，

認識各國風土民情。

也可說故事、唸給孩子聽，

帶領孩子禱告。

小組/團契

每次聚會時，

介紹當週的一個群體，

或每人認領一個群體。

主日/禱告會

在公禱時刻挑選一個群體，

為之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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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導讀 

導覽當地文化、
政經、福音景況，
幫助讀者深入了解
地區風貌。

每日原文解經

採用Skip   Moen博士的Today's 
Word靈修日誌，以希伯來文和
希臘文的原文字義探索神的話
語。帶你發現隱藏於翻譯本中
的亮光。

未得之民名稱

介紹

未得之民

的生活

代禱文

每天為萬民祈禱

代禱主題

適用於個人及團體 每日代禱群體

如 何 使 用

宣教
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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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母的話

成為
塗抹傷口的膏

2020年開始，影響和牽動全球人心的
事件，就不停地發生，除了新冠疫

情、緬甸和阿富汗難民外，更在2022年
2月24日發生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引起
歐洲的難民潮，也導致全球糧食短缺和

通脹問題。

  這一切的動盪，都直接影響千萬的

未得之民，《宣教日引》同工，同心地

展開憐憫關懷事工。兩年來，替緬甸難

民籌募及時雨救援基金；運送氧氣機給

巴基斯坦；用禱告和經濟支持因信仰而

有生命危險的傳道人、孤兒和寡婦；資

助羅興亞與阿富汗難民；關懷受阿拉伯

之春戰火摧殘，令一半以上的人口溫飽

不繼的地區；以及在羅馬尼亞、波蘭及

烏克蘭境內的教會。

  傷痕累累的世界中，基督的肢體走

到不忍直視的創口前。各地的服事者們

捎來消息：

  「A同工和家人已經躲藏了三個月的
時間，目前轉移到另外一個城市，繼續

照顧群羊和擴展神的國。」

  「B同工已回到服事的鄉村，聯絡
上比較困難。他大約要兩個月才能夠出

來，去到城市領取經濟上的奉獻，來繼

續他的事工。他禱告他所服事的弟兄姊

妹們有穩定的收入，目前是需要境外肢

體奉獻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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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張秀明  

宣教日引創刊人

  「C、D兩位同工冒險去其他省市探望的時候，見到弟
兄姊妹仍然活著，雖然經濟上很缺乏，但能夠活著已萬分感

恩。同工們雖然不充裕，但也在他們的生活費用上，盡其所

能地作出供應。」

  「緬甸山區同工說，他們每晚都是在槍戰聲中入眠。山

區孩子被擄去從軍，許多家庭帶著孩子四處逃竄。目前，當

地學生中心及孤兒院都出現孩子暴增的現象。」

  「感謝神！『及時雨』支援目前已經抵達緬甸的卡雅

省，幫助了五千多位的獨居老人、孤兒、寡婦、病人、殘疾

人、失業者、難民、病重的傳道人、病逝傳道的遺族，以及

孤兒院。除了那些多不勝數的難民集中營或山區人口，『及

時雨』救援計畫已幫助了上萬人。」

  「感謝主，之前下在監獄的5位弟兄們，在神的恩典下，
都已經放了出來。」

  「感謝主，上個月增添了30個有平安的人註。」

  X說：「我們這兒有20個家庭很缺乏食物。」Y：「這裡
的信徒，很多都沒有足夠的糧食。」W：「這兒已經連續28
天沒有電了，每月收入與去年相比，只能買到更少的東西。

但感謝主，上個月又有5人信了主……」

  看著不同地區服事者的第一手分享，我被同工們的堅定

委身，不怕苦、不怕死地擺上，深深地感動著。也請你一面

讀，一面就為他們獻上禱告。

  是的，我們都希望避免苦難，它卻無處不在。我想起主

的話：「在世上你們有苦難……」當我們的弟兄姊妹在遠方

與基督一同受苦時，請藉著禱告進入那痛苦；當你被受迫害

的弟兄姐妹們的勇氣激勵時，你就為主擺上吧！

註：有平安的人：用以暱稱歸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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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週我去台灣南部城市高雄的一間教會講道，就以「動

盪時期的盼望」為主題。我們一起回頭檢視馬太福音

24章那段看起來很像啟示錄的預言，耶穌如何回答門徒他的
再臨和世界末了的徵兆。席間心血來潮問道：「有多少人兩

年前還不在這個教會或這個城市？」沒想到那堂有三分之一

的舉了手。有的是因為工作，有的因為學業，有的是因為環

境的因素移民，有的是原本在創啟地區服事的國際同工，不

論願意或不願意，都離開了原本的地方，來到了這裡。「那

兩年之後呢？有多少人確定會在這裡？」當然，大部分的人

舉了手，但也有點猶豫，因為誰又真的知道，明日將如何？

我趕緊開玩笑說，主任牧師在看，那些還沒有舉手的，趕快

舉手。

  世界因為戰爭的風聲和種種的未知而動盪。烏克蘭的

戰爭到截稿時已經發生了兩個月，會不會像當年一次世界大

戰前的巴爾幹半島衝突，不斷升級的態勢，而引發不可收拾

的世界大戰呢？這篇短文從我寫下、寄出、編輯、審稿、美

編、印刷，到年底發行的時候，世界又會是什麼樣的局面

呢？雖然沒有人知道，但任誰心裡都盼望著平安。求神憐

憫，過去兩年因著疫情，我們每一個人的計畫、步調，甚至

人生決定都受到衝擊，也讓許多人重新去調整生命的優先順

序。誰是你最重要的人？哪些是最重要的任務？這扇門關

了，那下一扇窗在哪裡？那天，主日最後與大家勉勵：與其

憂心不確定的未來，還不如把握住那掌管明天的信仰，勇敢

前行。

  好像，也是說給自己聽的。

動盪時期的盼望
許多事明天將臨到，許多事難以明瞭

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領我向前

《我知誰掌管明天》(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Alison Krauss and the Cox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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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書睿

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前理事長
《宣教日引》全球推廣義工

  年初，藉著開會的理由，去了一趟土耳其，後來轉機

去到伊拉克北部的庫德自治區。這是兩年來第一次的海外行

程，特別地有感覺。從空曠的候機大廳，不同國家對於管控

的不同標準，回到「工場端」的觀察，使得每一天使用宣教

日引禱告的內容都活了起來(這個地區剛好是本期禱告的主

題)。在伊斯坦堡街頭坐下來啜飲一杯濃烈的紅茶，人來人往

的景象，配上清真寺不時傳來的祈禱聲，許多思緒和感受都

交錯著。

   在庫德區一個小城參與國際同工聯合性的查經禱告會，

聽到他們為烏克蘭(當時還未開戰)和台海關係禱告；深入雅

茲迪人的難民營家中坐席；去中國大陸的朋友家中吃火鍋；

到小雜貨店去買菜，煮年夜飯與新認識的同工們同樂；拿著

國際駕照開車往返土耳其敘利亞邊境。這些都是久違的經

歷，看到神的工作，在遙遠的「地極」。我更確定的一件

事，就是希望能扮演好「說故事的人」。將這些平凡卻又如

此不平凡的面孔、上帝譜寫的故事、思考後的學習，帶到普

世華人教會的視野。

   這期我們禱告的對象，從中東的火藥庫一路到非洲。宣

教日引繼續帶著我們看見「彼端」的需要，求主給我們這樣

的心胸與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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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基督的身體

我在年少時曾受過傷害，使我覺

得天大地大，卻沒有我容身之

處，也沒有人可以照顧我。從那時

起，我下意識自我保護，遇到什麼事

情都習慣放在心裡自己消化。雖然我

在團契長大，也不抗拒與弟兄姐妹分

享，但內心並不真的相信與人分享和

代禱有用，總覺得自己向神禱告就行

了。

  2013年，神在這方面更新了我。
那次，我被惡者用負面思想激烈攻擊

7天，不能吃不能睡，身心靈極度疲

累。在最辛苦的時候，我都沒有想到

要和小組組員分享和代禱。我打從心

底覺得分享出來沒有用，因為我沒把

握他們會否為我禱告，也不了解彼此

代禱的重要性，而且我之前的靈命狀

態很好，不想在他們面前露出軟弱的

一面。

  有一天，聖靈很清楚感動我，

讓我意識到這也是惡者的攻擊之一，

勇敢面對這個長期的障礙很重要。於

是那天晚上，在小組聚會時，我鼓起

勇氣逼著自己在小組分享。許多年過

去，我依然清晰記得當我一開口分

享，馬上感到神撕開我和組員之間

的一層隔閡，讓我們的關係有了更

新。那一晚，一個弟兄買了「沙嗲」

(Satay)來，是我幾天以來第一次用
餐，神讓我從肢體們的陪伴，身心靈

都得到修復。

2019年初，我經常面對失眠的困擾，
有時三天，有時一星期，有時二十四

小時無法入眠，有時睡一、兩個小時

醒來，就不能再入眠。那段日子，情

況太嚴重時，我只能用安眠藥讓自己

睡一睡。

  開始時我有和組員分享，請他們

代禱，但漸漸又走回老路，覺得自己

忍耐一下就好。

  有一次，我失眠了好幾天，參

加小組時忽然有感動請坐在旁邊的組

員為我禱告，恰巧他就是當年買「沙

嗲」的那位弟兄。他不是一個習慣禱

告的人，我們也沒有太多禱告上的交

流，但那一天他用略為生疏的禱詞為

我禱告時，我再一次經歷身心靈都得

到修復。那晚之後，我就可以睡覺

了。

            

  昨天和姐妹分享這兩段往事，一

個感動臨到我，我用言語說出來：

「神的方法，就是要透過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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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穎穎

《宣教日引》主編

代他做事，因為人看不見基督，只看

見他的身體。」我忽然明白了神要我

們彼此代禱、彼此關顧的意義，因為

基督升天後，他的身體在聖靈陪同下

留在世上，是具體的、看得到的，哪

裡有需要，基督的身體就要代表他去

回應。每個微小的行動，集合起來，

都能重現基督在世上的生命，比如一

段代禱、一句合宜的話、一個擁抱、

一個和好的見證、一個對需要的回應

等等。

  每一個「基督的身體」都具有使

人身心靈得到修復的能力！

  2020年，新冠疫情在世界肆虐，
導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機；緊接

2021年，緬甸發生軍事政變，國家
陷入內戰的血腥衝突，賠上許多無辜

人民的性命、生計和財產。同年，阿

富汗一夜變天，塔利班接管後，國家

嚴重動盪，人民前途茫茫，基督徒

面臨嚴峻挑戰。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城
市被無情戰火摧毀，成為廢墟；超過

350萬難民流離失所，無數家庭因戰
火被迫分開，不知道還能否見面。

 

  在這段動盪不安的日子中， 

《宣教日引》同工帶著沉重心情持

續禱告，這是神交給我們的工作。同

時，我們展開憐憫關懷事工，籌款回

應這段日子各地的需要，並呼籲基督

徒操練固定把1%收入收起來，以便
世界有需要時，我們手中有行善的力

量。

  同一段時間，神賜給《宣教日

引》創刊人范師母一個新異象，就是

每個教會都成立一個未得之民禱告小

組，以及每個教會能夠至少每月一

次，同心為未得之民禱告。為此，

我們每月按主題製作禱告文投影片

(PPT)，供教會或團契下載使用。

  這樣禱告了一段日子，《宣教

日引》有同工開始發現神放在我們身

邊的難民，紛紛以實際行動去接觸和

給予他們關懷。從禱告到奉獻再到關

顧，我們做能做的事，因為我們是具

體的、看得到的 基督的身體，每

一個微小的行動，都能使受傷的人身

心靈得到修復。

  親愛的讀者，這一季當你打開

《宣教日引》每天為未得之民禱告

時，請記得你是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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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譚雅各(化名)，教牧學博士，
現為美國某教會主任牧師和某宣教中心總監及宣教士

文章來源 華傳雙月刊第62期(2020年3-4月)

Lebanon

11 Photo by Anthony Gale



  神正在做一件歷史性的工作，

過去數百年甚至上千年都沒有聽過福

音的敘利亞穆斯林家庭，現在卻因戰

爭逃亡到一個可以自由認識福音的國

家。今天的黎巴嫩有二百多萬穆斯林

難民，它不單擁有全阿拉伯世界裡唯

一的基督徒總統，同時也是全中東唯

一可以自由及合法向穆斯林傳福音的

地方。 

  2012年的一次祈禱聚會中，神
感動我開始關注中東的教會和宣教工

作。往後幾年裡，我差不多每年都走

訪中東的不同國家做訪宣工作。在

還未親身去到當地之前，我對中東的

印象和感覺主要都受電視、新聞或媒

體影響，覺得中東很亂、穆斯林很可

怕、基督徒和教會都遭受逼迫。已經

做了16年美籍華人傳道及牧師的我，
從未想過會當宣教士，更何況要帶著

妻子和三個小孩去中東呢？

  2017年9月，我隨一位阿拉伯裔
的弟兄，到黎巴嫩去探訪當地的敘利

亞難民和事工。那短短幾天的旅程改

變了我的生命、我的家庭及我牧養的

教會。

  第一次的黎巴嫩之旅中，我跟

隨當地的基督徒走進難民營探訪。有

一次，我們一行五人走入了一所破爛

的房子，見到一個約莫四十歲的敘利

亞婦人，蒙著頭，穿著傳統穆斯林服

裝。她每天在烈日下工作超過十小

時，以賺取5美元的工資，陽光的紫
外線將她的皮膚刺得黝黑和粗糙。我

們見到她的那一刻，她剛剛從農田回

來。雖然額上還掛著一顆顆的汗珠，

卻以燦爛的笑容歡迎我們。

  我從她口中聽聞了耶穌在夢中

造訪穆斯林的奇妙見證。十天前她聽

說有人將要傷害她的兒子，而感到十

分驚慌。她在最無助的時候想起，

12 Photo by Anthony G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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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主耶穌祈禱求幫助。如同聖經

中的哈拿，她將所有的愁苦都傾訴於

主耶穌，並不知不覺地在祈禱中睡著

了……就在那一刻，主耶穌在夢裡造

訪她。她很興奮地向我們描述在夢中

遇見耶穌的情景，「我見到耶穌全身

發光，他的臉如日頭明亮。雖然他沒

有說話，但是當我見到他時，有一種

難以言喻的平安充滿我心。就在那一

刻，我的恐懼和愁苦完全消失了！」

  這是我第一次親耳聽見穆斯林講

述主耶穌藉由異夢造訪的見證(在往

後的日子，我們發現有許多穆斯林都

有在夢中遇見主耶穌的經歷)。立時，

我腦海中出現了馬太福音13:16-17，
主耶穌對門徒說的話：「但你們的眼

睛是有福的，因為看見了；你們的耳

朵也是有福的，因為聽見了。我實在

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義人要

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看見，要聽你

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見。」

  那次的經歷給了我一個啟發：我

發現我們正活在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因為現在就是福音浪潮將要直湧中東

的開始。與此同時，我心裡也出現了

一個問題：「今日我們華人在中東很

受歡迎，是否跟將要來的這個福音浪

潮有關？」如果答案是「是」的話，

我覺得身為這世代的華人，我必須要

作出切實的行動來參與這福音運動，

以免辜負了神給我的恩典與機會。從

那一刻起，我很認真懇切地求問神：

「我、我的家庭和我所牧養的教會當

做什麼？身為我教會弟兄姊妹的牧

者，我應怎樣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作

羊群的榜樣？」

  深切思考與祈禱幾天後，我首先

帶領我的家庭到黎巴嫩展開一年短宣

的嘗試。往後的四個月裡，我們一家

五口並整個教會，都同心合意地以祈

禱尋求神的帶領和應證。起初，我們

都有很多的疑慮，例如：我們帶著三

個年幼的小孩到中東是否安全？我們

這間只有我一位牧師的小教會能承擔

這挑戰嗎？我們語言不通能做什麼？

但是每當我們想到神對中東的心意和

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時，我們一家、

教會全體弟兄姊妹都願意走上這條信

心的道路。當我還在懷疑自己能否勝

任這工作時，神差派了一位宣教士對

我說：「神從來不是揀選有能力的

人，而是揀選願意的人。」因此，我

們選擇放下心中的疑慮，並對神說：

「我們願意。」

  2018年3月，我們一家和一位
二十多歲的姊妹，一行6人從美國
搬到了黎巴嫩裡最多敘利亞難民的

地方，開始了宣教工作，策略是

以結合禱告與跨文化宣教並重的模

式，來開展門徒倍增運動(Disciple 
Making Movement)。我們的宣教工
作有三個具體目標：一、與黎巴嫩的

信徒和其他宣教團隊，一起建立當地

的禱告殿和禱告網絡；二、進入難民

營尋找對福音開放的人，以處境化

(Contextualized)的方式分享福音並
幫助他們成為主的門徒，從而引發一

個門徒倍增運動；三、建立華人宣教

前線禱告、培訓及實戰的基地，成為

眾華人教會和弟兄姊妹的幫助與同行

者，一起參與神在中東的工作。我們

祈禱並相信，莊稼的主現在正不斷打

發他的工人，到中東來收他的莊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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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世界的福音希望
文‧思溫格(華傳同工)

＊10月1日～10月20日黎巴嫩禱告內容，
蒙華傳(GOI)授權使用，特此感謝。

  《國家地理雜誌》2019年8月號的封面故事是
「流動中的世界」(World on The Move)，大幅報導
當今世界因戰亂、氣候變遷、飢荒等因素，大量人口

流動、難民離鄉背井的現象。根據近代社會學家、政

治學者對散居之民(Diaspora)註的定義，難民為散居
之民之一。因此難民事工也屬於散聚宣教學(Diaspora 
Missiology)的範疇。

  當我們回顧教會歷史，以及研讀聖經使徒行傳，

便會看到神如何使用散居之民擴展他的國度。許多華

人教會曾參與留學生或新移民事工，也曾親身經歷神

的工作。許多學者的研究都指出，散居者 不論是

新移民、難民、或是留學生，在遷徙、離開自己的國

家之後，都更容易信主。

  在這個全球化、大遷徙的時代，神把許多穆斯

林從那些我們不想去、或是去不了的國家帶來我們身

邊。遺憾的是，媒體和政客的渲染，往往使得人們對

穆斯林移民產生恐懼與偏見。然而主基督教導我們教

會不是效法這個世界、跟隨媒體和政客的價值觀，而

是以基督的恩慈活出福音。如果一個教會願意支持、

差派宣教士到穆斯林國家宣教，卻不希望穆斯林難民

進入他們的國家，那他們可能對於大使命有錯誤的理

解。我們衷心祈求，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會，能夠把穆

斯林移民、難民視為失落的寶貴靈魂，是來到家門口

的未得之民。

  讓我們一起為我們的穆斯林鄰舍禱告代求。願神

繼續透過各樣方式 不論是透過你我，或是神興起的

各樣環境，或者異夢異象，吸引穆斯林認識主耶穌基

督。

註：從原居地遷徙往別處的人，詳見：https://reurl.cc/XjDkL3

Photo by J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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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我在患難之日求告你

天父，祈求和平之君的手掌權，為黎巴嫩人民帶來和平、安全與穩定。數以萬計的黎

巴嫩百姓面臨難以養家糊口的窘境，願他們在患難之日求告你，願你聆聽窮乏人的聲

音，拯救黎巴嫩人作你名下的子民，為這個國家堵住破口，重建荒涼毀壞之處，使他

們四圍其餘的外邦人必知道你 耶和華修造那毀壞之處，培植那荒廢之地。願黎巴

嫩得到聖靈的澆灌，「曠野就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那時，公平要居在曠野，公

義要居在肥田。」凡有氣息的都要稱讚耶和華神，以你為榮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0 1

Photo by IMB photos

  一位華傳的宣教夥伴來函：「黎
巴嫩的經濟瀕臨崩潰，超過80%的人
口遭受影響，許多的家庭飽受飢餓的
襲擊……此時，一扇扇門向基督徒敞
開，許多人民天天到我們中心尋求支
援。我們大量分發食糧；同時，我們
擁有一個設施完備的農場，每日供應
牛奶、肉類和蔬果。由於遭多方政權
及勢力影響，安全局勢正在惡化，請
迫切為此代禱，求主保護並賜智慧予
我們。」

  這個動盪始於2019年10月，當時
新的稅收提案引發了黎巴嫩史上規模
最大的公開示威活動。人民厭倦了數
十年的腐敗和管理不善，要求整個政
府辭職。隔年2月，新議會經選舉產
生，但許多人指責其只是真主黨的傀
儡。在此期間，由於政治分歧和複雜
的中東情勢，黎巴嫩經濟窘困，外國
貸款持續增加。

  2020年3月，黎巴嫩出現第一個
COVID-19確診病例；所有公眾聚會
遭取消，人民也被要求留在家中。黎
巴嫩國家銀行未履行其主權債券的持
有權，導致其貨幣大幅貶值。違約造
成的損失，相當於2019年全國經濟產
出的91%。許多居民面臨飢餓，負擔
不起飛漲的糧食價格。根據6月下旬
的街訪，黎巴嫩里拉(Lira)已由1月的
1,500里拉兌換1美元，貶為7,000里拉
兌換1美元。

  隨著政府和社會機構的持續瓦
解，黎巴嫩的窮人、弱勢移民(例如埃
塞俄比亞的家庭僱傭和敘利亞難民)，
以及宗教少數派(例如福音派基督教
徒)尤其身處險境之中。在疫情發生以
前，市售三明治的價格已經高於一般
移民工整日的工作所得，如今這種情
況變得更加嚴峻。

本日靈修文章見P121

甫從戰亂家園撤離的南黎巴嫩基督徒，在主日祈禱

Photo by imb-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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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天父，黎巴嫩是中東唯一宗教開放的國家，律法保障人民有宗教自由，求你賜福這

個國家，使其中龐大的難民和移工，在這裡聽聞寶貴的福音！近年隨著政府與法治

腐敗，身為少數群體的基督徒，容易遭到宗教威脅和侵害，求你賜給他們剛強、仁

愛、謹守的心，使黎巴嫩教會在試煉中有得勝的能力，至死忠心、遵守主道，得著

生命的冠冕。你栽培勇敢的門徒為你做見證，將福音帶給其他的未得群體。願黎巴

嫩百姓飢渴慕義，拉住基督徒說：「我們要與你們同去，因為我們聽見神與你們同

在了。」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地的四極，都要記念耶和華，
並且歸向他。列國的萬族，都
要在他面前敬拜。(詩22:27)

  如果希伯來文中有個動詞，可以

總結神給人的信息，那就是「shuv」。
它在聖經中被使用超過一千多次，全

圍繞在「回返、回來或回轉」的概念

上打轉。

  但多數基督徒不會把「shuv」看
為好消息的總結。許多人關心的是死

後會去哪裡？上天堂是信仰的具體目

標。但，死後會發生什麼事的想法，

是希臘人的信仰哲學，他們認為世界

既壞且恐怖，唯一能解決地上問題的

途徑，就是從中逃脫。只要耶穌快點

回來，上了天堂，我們的問題就會過

去了。

  但令人震驚的是，舊約幾乎完

全沒有強調天堂(或地獄)那類的事。

我們死後會有審判，但如何發生、何

時發生，卻無人知曉。「shuv」提醒
我們，信仰的目的不是為了逃避，而

是要返回起初。希伯來觀念是神起初

所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受到暫時性

攪亂，需要我們齊心協力重返美好時

光。

  我們要在這裡、在此刻採取行

動，重返/活出上帝的心意，而非用等

著上天堂就沒事了的逃跑心態，來對

待信仰、經營我們的今生生命。

0 2

耶穌是主，我愛他

  「耶穌是我的主，我愛祂。」
當我近日走訪黎巴嫩時，驚訝地從許
多人口中聽見這話，同樣令我訝異的
是，不論男女老少、黎巴嫩人及敘利
亞難民皆如此宣告著。理論上黎巴嫩
的基督徒可以自由聚會、敬拜；儘管
有些社區對此感到十分不滿，但眾多
的信徒依然虔誠地聚集。在一次禱告
聚會中，信徒們圍繞著一面面繡有中
東各國圖樣的旗幟，為著萬民能藉著
基督福音得著盼望來禱告。

  我們所到之處，當地的宣教同
工們都告訴我們，中東正在經歷重大
改變，曾經極度絕望的人在與耶穌相
遇後，便找到了希望。一位接待的事
工夥伴邀請我們參與當地的教會，聚
會處被大量的慕道友及信徒擠得水洩
不通，甚至不少人湊在門邊、坐在戶
外，盡其所能地渴望聽見信息。神真
實地在黎巴嫩動工！自2020年春季開
始，巨大的變化持續發生，若能以古
為鏡，不難發現苦難有助於煉淨、發
展基督的身體。

Photo by imb photos

宣教士探訪醫院病人，為之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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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疫情帶來
省思生命的機會

  COVID-19疫情衝擊下，廣泛的
企業停工，使得數百萬處於貧困邊緣

的人，深陷窮困泥淖。寄居在黎巴嫩

的敘利亞難民遭受嚴重的歧視；難民

深恐確診後，會遭遣返。在的黎波里

(Tripoli)這樣的城市中，飢餓比新冠肺
炎的威脅要高得多。宣教士、外援人

員、留學生、海外專業人士，凡有足

夠能力的，都已返回自己的國家。

  因教會、小組等實體活動被視為

不安全，許多事工皆轉為一對一的門

徒培訓或網路聚會。許多事工靠著日

益緊縮的外援經濟協助，竭盡所能地

配給糧食，提供人民所需。

  從積極面來看，當人們透過網

路，搜索關於上帝、生命目標和意義

的同時，也增加了網上的互動機會，

和對信仰的好奇心。黎巴嫩聖經協會

等組織，正利用這段時間，舉辦在線

創傷康復座談會和聖經研討會，並為

青少年設計新的應用軟體，讓他們能

夠以口語化的阿拉伯語閱讀聖經。

「Horizons International」早在疫情以
先，便已開展國際學生事工團契，目

前透過網路持續進行一對一的門徒培

訓，預備各國的學生們，用自己的母

語，在所屬的社群裡傳福音、建立團

契。

天父，在黑暗之日，仍有人把握時機，竭力作主工，我們向你獻上讚美！求你讓他們

驚喜看見，你所開啟的福音之門；因為你能在沙漠開江河、曠野開道路，你是大有能

力的拓路者，引領你僕人得著新皮袋、新能力，回應這世代的新需要。我們祝福這些

線上事工得以成熟，突破疫情及地區限制，成為得人、栽培門徒的有效利器！也求你

連結普世教會，為這些事工提供門訓課程、導師、線上陪伴的資源，成為遠方宣教事

工的祝福。祈求疫情之中，聖靈引導每個對生命疑惑、尋求未來盼望的人，能與耶穌

基督有深刻的相遇。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地的四極，都要記念耶和華，
並且歸向他。列國的萬族，都
要在他面前敬拜。(詩22:27)

希伯來文字面的意思是「記念
耶和華，並且歸向他，地的四極。」
瞧，先出現的是動詞，「行動」是出
現在最前面的。這個行動需要兩個步
驟，第一、記念神所造的；記念神是
誰；記念你是誰；記念世界現有狀況
的成因；記念不管外在環境看起來如
何，誰正在掌管；記念誰會帶來勝
利；記念主！

  第二、歸向他的美善；歸向他
的憐憫；歸向他的恩寵；歸向他的恩
慈；歸向他完美的次序；歸向那完全
坦誠、敞開，沒有隱藏，與神在園子
散步的狀態。

  那天到來的時候，全地都會記念
並歸向耶和華。當完美的秩序得以恢
復時，創世原本的狀態就會再次成為
宇宙間唯一支配一切的秩序。前面就
是勝利的日子，那一天肯定會來到。
然而，我們受召就是要在那天來到之
前的此時此刻，採取行動，預備主的
日子及大君王的歸來。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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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黎波里貧民窟的難民夫婦，正翻看以往的全家福照片，不勝
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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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黎巴嫩總理哈桑‧迪亞布，在高
層會議前的五分鐘簡短談話中，公開 
說道：「容我坦白地說，黎巴嫩人不
要期望這次會議能有理想的結果。黎
巴嫩人民認為，這次會議將和先前的
會議一樣，或者更糟。」日益嚴重
的經濟危機，將該國政治僵局表露無
遺。

  黎巴嫩人民對於數十年來經濟管
理不善、政治僵局，與嚴重經濟不平等
感到厭倦。儘管曾多次嘗試進行改革，
但因著政治、歷史、人種和宗教身分的
複雜性，正向的改革無以為繼。

  202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
布，黎巴嫩國家銀行的債券持有損
失，相當於2019年全年經濟產值的
90%以上，經濟復甦希望墜入谷底，
人民辛苦的積蓄在短短的幾週內暴
跌。各國紛紛以政治分歧及國內抗疫
為由，拒絕提供可能的紓困方案，黎
巴嫩獲得人道援助的機會渺茫。

  然而我們基督徒
並非毫無盼望！聖經
呼召我們在艱難中禱
告，因為上帝的榮耀
正是在他超越一切的
信實與真確中彰顯出
來。我們為黎巴嫩代
禱，堅信上帝今日依
舊信實。

天父，約沙法在國家即將傾覆，孤立無援時說道：「因為我們沒有力量抵擋這來攻打

我們的大軍；我們也不知道該作甚麼；我們的眼睛只有仰望你。」求你使灰心的人

們，定睛你是做新事的神，仰望你大能膀臂的拯救。求你重整黎巴嫩崩壞的政治經

濟，賜下智慧和謀略給領導者，制訂有效的改革措施、公共衛生政策。禱告全球疫情

止息，黎巴嫩的經濟和日常活動盡快復甦。求你賜恩惠給頓失生計的家庭、無家可歸

者，並使救急和醫療資源合理分配及使用在有需要的人們身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基督釋放了我們，為了要使我
們得自由。所以你們要站立
得穩，不要再被奴役的軛控
制。(加5:1)

  你自由嗎？不要太快回答或往下

看，先好好想想，把它寫下來。你的

答案會顯出你對自由的概念。

  為了明白保羅說的「基督裡的自

由」，我們首先要認清保羅所說的自

由，並非普遍我們對自由的想法。希

臘人和希伯來人對自由的概念是極為

不同的。我們的社會和世界文化趨向

希臘觀點。所以，如果我們用希臘式

思維解讀保羅的想法，就會導致一些

非常嚴重的神學和實踐上的謬誤。所

以，接下來幾天，我們先從察驗兩者

差異之處開始討論，我們擁有哪一種

自由呢？

  今天先整理寫下自己對自由的概

念 ，好在未來幾天反覆察驗自己的思

想：

0 4

你是唯一的盼望

Photo by Christel Hay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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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群眾在國旗桿搭建
標語，寫著「革命」



19

1 0 月   日  星期三

19

黎巴嫩

難民湧入打破平衡1

  黎巴嫩在名義上是個宗教自由

的社會，歸因其歷史、宗教、民族複

雜，憲法保障「絕對的良心自由」，

並在不影響公共秩序的前提下，人民

可自由參與宗教活動。宗教自由靠著

微妙的政治協議和相互諒解得以維

持；但一些團體積極地想對黎巴嫩社

會實行宗教壟斷，並在其控管地區強

制執行自己的標準。

  一家獨立的統計公司估計，黎

巴嫩穆斯林人口占67.6%(遜尼派占
31.9%，什葉派占31%，與極少數的
阿拉維派、伊斯梅利斯派)，基督教徒

占32.4%(由馬龍派天主教徒為首，其
次是希臘東正教徒)，4.5%為德魯茲
人、少數猶太人、巴哈教徒、佛教徒

和印度教徒。近年來自巴勒斯坦和敘

利亞的難民潮，改變了微妙的宗教平

衡，使穩定黎巴嫩社會的工作變得複

雜。

天父，祝福黎巴嫩百姓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能與你的慈愛相遇，藉著歸向耶穌基

督，得著屬神的平安，靈裡和肉身都得安息滿足。因為世上一切的好處、歡樂、安

定，能未能勝過與創造主建立親密關係的美好。我們盼望黎巴嫩人嘗到主恩的滋味，

各信仰宗派能和睦相處、和好互助。甚願教會和家庭團契能成為和平之子，在社區

間，向鄰舍展現美好、活潑、喜樂、忍耐、寬恕的生命見證，為人們指出盼望、和平

與得救的唯一路徑 耶穌基督。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基督釋放了我們，為了要使我

們得自由。所以你們要站立

得穩，不要再被奴役的軛控

制。(加5:1)

 對希臘人而言，自由是與政治有

關的事。柏拉圖為自由下的定義就是

「有能力處理自己的事；相反於奴隸

所受的束縛，自由就是脫離別人的意

願而獨立」。

  希臘人說到自由的界限，必定

是由政府來界定，因為我們是活在人

群中，無法隨心所欲做自己想要做的

事。個人擁有的自由範圍，是由政府/

法律來決定的。照希臘人的想法，政

府讓每個人盡量享有不危害到別人自

由的自由，它需要一套治理的法律。

自由往往是指法治下可行的權利。

  但保羅在這節經文裡，並沒有用

希臘人的詞語eleutheros(自由)。「基
督裡的自由」不是從法律中得自由，

那是怎麼樣的自由呢？答案是 成

為君王的僕人的自由。你和我與以色

列聖者的關係不再受到拘束，我們不

再不得見他的面。為什麼呢？因為我

們已經從那由罪而來、無可豁免的刑

罰中，得到釋放了。如今我們是得著

自由去跟從神的人！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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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黎巴嫩的675萬人口中，大約有
三分之一是基督徒。其中大多數是馬

龍派天主教徒(Maronites)，這是天主
教的古老分支，與東正教有著許多共

同之處。穆斯林的入侵，迫使馬龍派

基督徒移居山區。馬龍派教徒在近代

黎巴嫩的政府結構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他們在天主教徒、東正教徒、遜

尼派穆斯林與什葉派穆斯林中，產生

微弱的制衡力量。

  依約定俗成的傳統，黎巴嫩元

首由天主教馬龍派擔任，總理為遜尼

派穆斯林，大會議長則是什葉派穆斯

林。隨著巴勒斯坦難民大量湧入，遜

尼派穆斯林人數增加，與基督徒之間

的矛盾越演越烈，因此引發1975至
1990年間慘烈的內戰。

天父，黎巴嫩有如此多廣義的基督徒，我們祝福馬龍派天主教徒，及基督新教徒與主

相連，常在主的愛中；遵主命令，彼此相愛。謝謝你常在苦難中修剪我們，管教你

所愛的，使我們長進、多結果子(約15:1-2)；願基督肢體領受聖靈澆灌，生命持續更

新，結出榮耀神的果子。也謝謝你在這個國家預備了你的子民，求你使他們因著明白

你願萬人得救的旨意，而願意放下族群定見，樂意被你使用來祝福萬民，結出福音果

子來，好使許多來到這個國家的未得之民，能領受基督的救恩。特別求你打破宗教的

壁壘，祝福各信仰族群能和睦同居，不讓惡者修築對立的牆；使基督徒和各群體有相

交、對話的機會，透過生活做主見證。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經文同前日

  對希臘人而言，自由是受約於理
性的個人意志，然而在新約，缺乏自
由並非律法控制不當的結果，而是人
心毫無自制力。所以，我們無法透過
制定更好的法律來解決自由的問題，
我們需要的是人心的改變。這一點，
不是靠我們自己就能成就的。

  從聖經的觀點來看，重點在
「罪」，而非「政治」。希臘人對自
由的想法是以城邦(polis)為框架，而
希伯來人卻是以公義(tsedik)為框架。
在希伯來人的觀點中，律法不是用來
限制人的，而是要讓人能夠明白何謂
公義，何謂愛他人 引導我從關注
自我，轉往關注別人和群眾。

  何謂從律法中得自由呢？就是我
從本該受的律法制裁中得到釋放。

  希臘思想的「自治」是盲目的、
是否決了神至高的主權，是引致滅
亡的。唯有降服於神的管治才得自由
和生命，才能從「自我」這個暴君、
徒勞的自利，和執意要自控人生的後
果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在希伯來人
的想法內，並沒有「自我決定」的概
念，只有順服神或悖逆神而已。

  我們在哪件事上，還未有順服神
的自由呢？以及，今後我們在思考問
題時，不是以「我」為出發點，而是
先想想，這是順服神或悖逆神呢？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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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馬龍派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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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福音派基督徒是少數

  黎巴嫩複雜的歷史給人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宗教不僅僅是個人信念，更是一

個身分，深刻影響著個人在社會、群

體中的立足與地位。黎巴嫩福音派信

徒僅占總人口的0.7%，儘管在貝魯
特這樣國際化的都市中，較容易被接

受，但一般來說他們對遭受邊緣化，

或被家人、社群排擠的經歷毫不陌

生。

  黎巴嫩教會不僅是敬拜中心，

同時也成為信徒相愛、相交和得到歸

屬感的群體。許多牧師不單提供屬靈

上的引導，更感到有責任要照顧他們

的會友。舉例來說，與華傳合作的宣

教事工成立了咖啡館、麵包店、裁縫

店，健康診所、兒童課輔班、音樂教

室與資源發放中心等，以整全多元的

方式深入社區，改變街坊鄰舍，同時

為信徒提供生存就業機會。

天父，我們繼續祈求黎巴嫩基督教各支派，能經歷屬靈復興，以禱告、感謝及信

心，用愛彼此服事，合一地應對國家所面臨的艱鉅挑戰。求主幫助基督徒的愛不只

是在教會同溫層 ，而能成為各族鄰舍的好撒馬利亞人，在言語和行為上，活出愛

的見證；願意謙卑地了解、接納各族群的文化和需要，讓基督的生命與福音之愛，

振興、活化當地的社區。求你保守信徒和各項事工的開拓，在神在人眼前蒙恩，不

遭來嫉妒或敵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和華是我的牧人，我必不會
缺乏。(詩23:1)

  不會缺乏( lo'ekaw-sere)，是普
世靈魂深處的訴求。無論是無神論者

或任何宗教的信徒，一無所缺，不正

是我們所期待的嗎？每個人都想要生

命的需求能得著滿足。

  大衛發現要解決人內心痛苦的唯

一之道，源自牧人的作為；他察覺到

我們無法用自己的雙手來填滿內心的

虛空。這原本就是真理的基本信念，

只不過今天「基督教」似乎不再擁戴

這關鍵性的信心宣言了。大家在腦袋

認知上都同意大衛的說法，然而一旦

情緒使我們陷入空洞的欲望，我們卻

鮮少以神來支撐內在的生命。

  我們是否把神當作一位向我們

提供建議的神，卻不真的認為他能真

正地扶起我們、將我們帶到青草地？

多數時候，我們認為神知道如何幫助

我們，卻時時不願意伸出援手。我們

常常已經把自己照顧得好好的，認為

根本完全不需要勞煩等候他扶我們一

把，不是嗎？

  請留意這道滿有亮光的經文應

用 神供應我；然而，大衛能說出

一無所缺，依靠的並不是他的「供

應」，而是他是我的「牧人」這個事

實。因此，即使神現在並沒有供應我

的需要，我仍然可以宣告我不要、也

不會屈服於懷疑神恩惠的想法。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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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亞難民在靠近黎敘邊境的以色列黑門山上舉行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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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多頭攪局的混亂內戰

  黎巴嫩血腥的內戰由1975年延續
至1990年，奪去了約12萬條命，導致
近100萬人流亡異國，吞噬了整整一
代人的性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黎巴嫩政

府深受法國影響，傾向西方的議會制

度，倚仗基督徒和穆斯林互相制衡與

約束的力量而建立的。其政府遭到泛

阿拉伯團體和左傾運動的反對。以色

列國的形成，驅趕十萬巴勒斯坦人向

北遷入黎巴嫩，使得原有的宗教平衡

開始傾向穆斯林族群，並壯大了政府

的反對者。

  內戰雖始於基督徒和穆斯林之

間的宗教衝突，但不久便成了血腥仇

殺，和外國舉棋不定的聯盟困局。許

多外來強國為追求國家私利而進行干

預，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和苦毒惱恨。

在美國的領導下，國際社會進行了干

預，美國卻在一系列恐怖襲擊之後撤

出。黎巴嫩軍隊於1984年瓦解，分裂
成民兵和武裝組織，原先的衝突轉為

一連串的混戰。幾番試圖中止戰亂的

交涉，皆因恐怖襲擊，停火談判遭推

遲、阻攔。內戰為黎巴嫩人民留下了

可怕的創傷。

天父，黎巴嫩曾被稱為中東的瑞士，我們渴望她能恢復安定榮美。期盼你醫治 戰

帶來的分裂、仇恨等後遺症，幫助黎巴嫩重修社會秩序、國家政體。為在戰爭中對

立的馬龍天主教和穆斯林群體禱告，求你幫助各族群真誠的悔改、勇敢地去修復

關係；感動重要領袖們自省、謙卑，願意屏棄成見和自身黨派利益，彌合彼此的

差異，同心為黎巴嫩的前景無私地努力。求你賜下光，光照眾人的心，不在黑暗裡

走。你的道路高過各種勢力的私欲謀算，唯願你的旨意成就在這地。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耶和華是我的牧人，我必不會
缺乏。(詩23:1)

  神是我的牧人，既然那是真的，
我們就可以跟隨他經過可怕的地方，
因為曉得他一直都是我的牧人。

  神是我的牧人，既然那是真的，
在我哭泣時，他會抱我在懷中；在暴
風雨狂嚎時，他會遮蔽我；當敵人攻
擊我時，他會為我擺設筵席；在我跌
倒時他會疼愛我。最重要的，即使在
蒼涼的生命迷霧中，我無法看見他，
卻依然能夠肯定 神是我的牧人。

  生命難免有沮喪、失敗、絕望、
混亂、不安，若沒有那位真實活著與
我們同在的牧人，我們就無法活下
去。

  你有牧人嗎？又或你只不過承
認「神是牧人」的這套理論，卻不寄
望倚靠他，而依舊靠自己的雙手，或
從人的身上尋找滿足呢？默想這段經
文，來到這位牧人面前，定睛於他
吧！

0 8

Photo by imb photos

南部亞希姆(Khiam)的一名男子，坐在自家前廊，他的村落在真
主黨戰士和以色列的戰爭中，被以色列火箭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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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愛鄰舍，相當不容易

  黎巴嫩人普遍對敘利亞和以色列
深感不滿，是基於150萬敘利亞難民
湧入國內，以及南方與以色列邊界上
的爭議。

  2 013年，挪威國際研究組織
(Fafo)的民調顯示，黎巴嫩人對敘利
亞人充滿恐懼、不信任與怨恨，特別是
北部地區。52%國人認為敘利亞難民
對國家安全與穩定構成威脅，82%認
為他們奪去本國人的就業機會，75%
認為難民導致工資下降。90%認為
敘利亞物資貶值，造成對黎巴嫩企業
的損傷。半數受訪者認為，敘人從政
府或援助機構得著非平等的經濟補
助。61%受訪者不自在與敘人為近鄰。

  黎巴嫩福音派信徒N的分享，令
我極受感動。N真切地愛慕神，且遵
守主教導信徒要愛鄰舍的命令，因而
積極參與服事敘利亞難民的工作。當
進入較深切的懇談時，我察覺到N心
中仍殘留一絲對敘利亞人的苦毒及怨
恨；對我而言，這份因順服耶穌命令
而願意付代價的心志，叫他對鄰舍的
委身更加難能可貴。

  負面偏見或許沒道理，但當它們
是深植於個人傷痛與群體經驗時，的
確難以根除。即使痛苦尚未消逝，仍
定意順服基督愛鄰舍的決定，正是基
督教徒的徽章。我為N祈禱，全然的
醫治總會到來，也為N祈求恩典，使
她能持續愛神的百姓如同耶穌。

天父，戰亂及天災頻仍，使全球難民潮不斷湧現，他們為收容國帶來的壓力，是不容

小看的現實，我們為難民及收容國向你祈求夠用的恩典，來度過漫長的陣痛期。難民

們必須在不友善的環境中，適應流亡生活，工作機會有限；我們禱告他們在新的土地

上經歷基督的愛與接納，生活能夠自立，與周邊群體相處融洽。當世界焦點放在難民

身上時，也願黎巴嫩的窮人看見你並未忽略他們，而經歷耶和華的恩惠。求你醫治黎

巴嫩和敘利亞人民，能夠彼此同理、和解。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為我自己是在別人的權下。 

(路7:8)

  你是否處在別人的權下，「奉旨行

事」？耶穌贊揚這位羅馬的百夫長

偉大的信心是領受上級的命令並且執

行。這不僅是態度的問題，而是順服

的問題。非有人服從規定，否則就沒

有「權柄」可言。

  hypo exousian tassomenos字面
是「在別人的權下」。動詞tasso是與
「命令的計畫」有關。此處意即「這

位百夫長被安置在別人的權柄下」，

他知道自己的崗位、職責和任務。

  這是信徒首要的條件！我們必須

認識自己的崗位 我們是王的奴僕

(自願的)，他治理我們。我們必須知

道，自己的職責乃是執行主人要求我

們做的事，不管主人什麼時候、在哪

裡發出命令。

  我們是天父榮耀的活祭，因此在

行為上必須反映出我們屬靈的基因；

我們的行動必須展現他的性情。一旦

我們不再我行我素，就被安置在神所

治理的體制下。在神權下這件事，如

何反應在你的生活裡呢？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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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社會厭倦難民，
基督徒如何應對？

  黎巴嫩只有500萬人口，卻接
待了150萬的敘利亞難民，此外還有 
七〇年代衝突留下的20萬巴勒斯坦
人，以及1.8萬名來自伊拉克、蘇丹和
其他國家的難民。

  正如聯合國難民署(UNHCR)在
2020年1月報告中寫道：「一個面對
經濟危機、高失業率、基礎設施壓

力，以及環境挑戰的小國，容納如

此大量的難民人口，勢必影響其社區

之間的關係和社會穩定。」《外交政

策》(Foreign Policy)雜誌的報導標
題，更直接指出：「黎巴嫩對敘利亞

難民感到厭倦。該國為世界難民人均

密度最高的國家，但現今已經失去耐

心。」

  2017年 1月 30日大衛普拉特
(David Platt)在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網誌上，對於基督徒應如何
應對難民，提供了5個聖經真理和5個
勸誡，提醒信徒，上帝在統管萬有、

鑒察萬民，並大體上建立政府保護人

民；儘管上帝設立政府保護人民，但

同時他特別命令他的教會為他的子民

提供所需。普拉特藉著路得的故事，

說明上帝找尋、庇護、扶助難民，並

以恩典覆蓋他們；因此，普拉特勉勵

基督徒做出5種回應：

1. 為難民誠懇地向上帝祈禱。
2. 積極宣揚福音。
3. 公正、慷慨地為難民提供服務。
4. 為陌生人甚至敵人捨己。
5. 在基督裡憑著信心，來期盼一切罪
惡、苦難、戰爭和危險中止的那日

來臨。

因為我自己是在別人的權下。 
(路7:8)

  「在別人權下」，指的是我們被

安置在接受命令的關係中。我們在那

崗位上獲准從事一些工作，受委托執

行一項神聖的任務，並且得到執行那

命令的能力。與許多職場經驗不同的

是，我們得到責任的同時，還得到執

行任務的能力。

  然而要注意的是，我們並非掌權

的！一切權柄都屬於神，是他允許我

們行使他的權柄，來完成他的旨意，

我們只不過是執行的人。

  有什麼命令呢？簡單，就是行他

所吩咐的。神將崗位、能力賜給我們，

准許我們從事他所吩咐的事，如同當

年他給亞當命令和治理能力一樣。

  申命記30:11：「其實我今日吩咐
你的這誡命，對你並不太難，離你也

不太遠。」希伯來文「難」(pala’)這
個字，暗示這道誡命是可以被理解和

執行的。放心吧！神託付、要求的，

不會過於我們能辦到的。

1 0

天父，主教導：「你們聽見有話說：

『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

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你們

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

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所以你們

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謝

謝你使用昨天的見證激勵我們，願你祝

福那些在愛中受苦、付代價，卻仍然

順服你愛的命令，努力活出基督生命的

人，能有從你而來的愛的力量，超越痛

苦的歷史記憶與實際感受，忠心地服事

難民。也幫助我們能實踐今日的提醒，

思想和學習基督捨己的愛。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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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身為難民的心情

  在黎巴嫩的狹小簡陋公寓內，

我聆聽一位敘利亞好友分享自身的故

事。與許多敘利亞難民一樣，他遠離

家鄉，離開了大好前途的醫生職業，

留下了美麗的未婚妻和年邁的母親。

  一開始是戰爭、暴力、恐怖主

義，奪走了他身邊的親友與生存條

件，接著是被徵召入伍；對於在敘利

亞的宗教少數派而言，當兵與死刑無

異，因此，許多家庭催逼家中男子逃

離敘利亞。

  我的朋友，憑著3個月的簽證來
到黎巴嫩，期盼能找到一份工作糊

口，然後與家人團聚，擔起作兒子和

未婚夫的責任。然而，難民在黎巴嫩

並沒有合法身分，無法工作，因此許

多人鋌而走險，非法潛入其他國家。

  我的朋友是一位福音派基督徒，

在與抑鬱及羞恥感搏鬥的同時，他嘗

試在基督教的非政府組織中尋找工作

機會。其實，

每一位難民都

在超乎常人所

能承受的驚濤

駭浪中載沉載

浮；日復一日

地掙扎求存，

僅盼能夠熬到

明日。

天父，求你恩待難民們的祖國，使戰爭、天災早日結束，恢復和平、穩定，讓百姓有

機會重返家園生活。為難民營的難民禱告，他們每天只能從打黑工中賺取幾美元收

入，卻要支付沉重的生活開銷；他們的營地常被宗教隔離，基督徒被公開敵視；兒童

難以適應當地學校，導致學習落後。求你使他們在苦難中，從你那裡找到忍受試煉的

盼望，和生命重生的大喜樂。求你帶領各項事工及各國宣教夥伴，按你的心意照顧難

民的需要，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並保守同工的安全。求你賜下服事的智慧和能力，

供應同工們的需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為我自己是在別人的權下。 
(路7:8)

  照昨天的說法，神告訴我當做什

麼，也准許我去做，並且供應我能力

和權柄。但……為何我們在跟隨神的

誡命時，還會困難重重？為何我會失

敗、會抗拒呢？為何我總是無法聽命

於神呢？

  答案就是 我沒有把自己放在

神的權柄下。我想要自己作主；我不

要被指揮；我要由自己發號施令……

這就是yetzer ha’ra(邪惡傾向)。當
我不想要別人告訴我該做些什麼時，

聖經稱之為「悖逆」。這不但是罪的

行為，而且是罪的態度！直接導致耶

穌說的：「你們為什麼稱我主啊、主

啊，卻不遵我的話行呢？」「我不認

識你們。」

  希伯來人的觀念是，神來到我

面前，不是只是個「好好先生」。他

是一位聖潔至高的君王來到我面前，

他發令，指定我在執行的崗位中，期

待我順命而行；神渴望我放棄悖逆的

心，願意回到他的安慰、保護和恩慈

中，順服在他的權下。

  然而，悖逆的罪性不會輕易放

過我，我需要奮力作戰才能留在神權

下。也許有些時候我會想要放棄、妥

協或越權，肉體是很難以死去的，

但，它必須死去，因為我不能事奉兩

個主人。

1 1

Photo by Levi Meir Clancy 
on unsplash

敘利亞男子(非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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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最沒保障的外籍家傭

要離惡行善。(詩34:14)

這首詩篇是不是吩咐我們要行
善呢？肯定如此。不過，差別在於由
誰來決定何謂美善。行善不是從事我
認為美善的事；行善乃是從事神看為
美善的事。唯有神看為美善的事才算
數。

  那我們該如何行呢？其實神已清
楚告訴我們如何行義的大小細節了。
簡單的說，就是遵守律法。律法基本
上就是良善的行動。一切良善的舉動
都是與邪惡搏鬥的義行嗎？是的，只
不過神已讓我們對他的全套律例典章
有了特別的認識，他已經列明在妥拉
(摩西五經)裡了。

  每一次我們遵守其中一條誡命，
履行一道律法，就是將神的性情帶入
世界。每一次都是！不單是我們給饑
餓的人吃，或給口渴的人喝的時候；
每當我們謹守安息日、借貸給窮人、
保守我們的舌頭、看顧別人的產業
時，我們都是與邪惡搏鬥！

  實際上，神已經賜給我們明確的
律法，讓我們可以把神的聖潔帶入世
界。

1 2

  早在大流行爆發之前，他們就在

被人權團體視為剝削的條件下生活和

工作：工資低、工時長、沒有勞動法

保護。黎巴嫩約有25萬註冊的外籍勞
工，包括：家傭、收垃圾工人、農場

工人，及工地工人。金融危機與新冠

疫情中，他們的生活越加水深火熱，

許多外傭已數月沒領到工資，又或者

工資貶值超過一半。

  根 據 市 調 公 司 「 I n f o P r o 
research」估計，2019年10月至2020
年2月之間，有三分之一的公司裁員
超過6成，調查的公司中，有一半減
薪40%以上。而黎巴嫩法律並沒有
為外籍家庭傭工提供任何保障，他們

的經濟因此受到重創。在黎巴嫩的資

助制度下，外籍家庭傭工未經資助人

同意不得離職或更換工作，而雇主則

可以隨時遺棄工人。非政府人權觀察

組織指出「給予雇主如此大的控制權

力，已導致一連串的虐待案件，包括

拖欠工資、強制禁閉、無休假，以及

言語、身體，甚至性暴力。」

  里拉貶值，使許多外籍家傭無

法負擔返鄉的交通費，甚至拿不到工

資，被雇主遺棄在使館外，其中以埃

塞俄比亞和菲律賓的婦女居多。

天父，求你使黎巴嫩的外籍家傭，能得雇主的尊重恩待。詩人說：「耶和華要作受

欺壓者的庇護所，在患難時的庇護所……貧窮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

遠落空。」願你保護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中掙扎求存的外籍家傭，使他們知道你大而

可畏的名，向你呼求，經歷你的拯救。願公義的主介入、制止虐待事件，推動政

府改革家傭資助制度。有些雇主也是大環境的受害者，願他們認識你、敬畏你，

正直地對待家傭，向寄居者彰顯主的恩慈恩典。求主興起黎巴嫩基督徒，來開展

家庭傭工事工。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Anit-Racism Movement (ARM)

黎巴嫩非政府組織ARM，為外籍移工權力發聲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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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海外的黎巴嫩人

  根據統計，居於海外的黎巴嫩裔

僑民約有400～800萬人，遠遠超過
住在黎巴嫩國內的人數。在散居各地

的黎巴嫩人中，有120萬擁有黎巴嫩
國籍，主要居住於南美洲，以巴西為

首，其次是阿根廷、哥倫比亞，還有

不少居住於美國、委內瑞拉、澳大利

亞、法國和墨西哥。

  這些黎巴嫩裔之所以散居各地，

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當時許多基督徒

被迫害，因此逃離祖國；近代則是因

1975～1990年的內戰，並基於商業
和經濟原因移居海外。很多海外的黎

巴嫩人仍保留其黎巴嫩種族身分，但

語言和文化漸被新國家所同化，甚至

通婚。

  近年，一些散居各地的黎巴嫩人

返回黎巴嫩。政府視他們為新移民，看

中他們的投資潛力，並鼓勵國民與他

們更多建立關係。藉此，外籍黎巴嫩人

為中東福音開啟了重要的契機：凡接受

福音、受過門徒訓練的黎巴嫩裔基督

信徒，皆有機會將福音帶入中東。

天父，盼望散居在異鄉的黎巴嫩人接受耶穌，生命被翻轉，作主的門徒。求你在

黎巴嫩僑民中，興起有宣教使命、有勇氣的新一代，接受裝備成為福音精兵，成

為故鄉福音推展的重要力量。求主使用高中和大學同學會成為福音渠道，使基督

徒把握相聚機會為你得人。我們禱告返回故鄉的黎巴嫩基督徒，被主使用，為黎

巴嫩社會帶來有意義的貢獻，成為世上的光和鹽，並在屬靈上也深具影響力，活

出榮耀你名的生命。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要離惡行善。(詩34:14)

對於這世界發生的一切壞事，我

們能做什麼？每天目睹那些失去人性

的作為，周遭都是敗壞的事，我們有

解答、有盼望嗎？

  這世界知道有邪惡的問題，但缺

乏解決之道，為什麼呢？因為世界的

解決方法是試圖提高道德的意識，教

育人們當懷有美好的意念，讓人變得

更好。然而，這卻不是聖經的解決之

道。

  邪惡不是人的最大問題。人最大

的問題是與神之間的關係……聖經對

邪惡的解決之道，不是變得美善，而

是聖潔屬神；不是試著把人提升到較

高的層次來和邪惡作戰，而是得到神

的仰臉光照，得到愛的能力，能夠勝

過邪惡的權勢。

  只要我們還妄想可以透過人的

方法來減少邪惡，就無法真正解決問

題。能與邪惡對峙的是「屬神」，而

非「美善」。

  想要與邪惡搏鬥，我們就要行公

義。公義的作為目的不是為了我們應

該要「做善事」。每個公正的行為是

把神的性情栽植在世界中；每個公正

的行為都是實現他在地上的旨意，是

他的介入。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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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1000燈塔」群體1
  駛入狹窄的巷弄，首先映入眼簾

的竟是一所教會的標示，偌大的招牌

懸掛於一家店鋪上方，醒目地以英文

和阿拉伯語寫著「推羅教會」(Tyre 
Church)；一輛芥末黃的小巴士，塗
有寶藍色的英文及阿拉伯文，兩側各

寫著「推羅教堂」、「推羅福音中

心」。位於公寓1樓的教會，可容納約
50人；整條街坊座落各種事工：有為
該區婦女開設的裁縫鋪、禮品店、診

所，為流浪兒提供的寄宿中心、課輔

中心、音樂教室及咖啡店。

  這些事工在在回應著社區的需

要：醫療服務、協助寡婦找工作、為

弱勢兒童提供教育、資助敘利亞難

民、提供青年男子就業機會，幫助他

們尋求人生方向等等。推羅教會的牧

師堅信，教會不該是閉門造車的俱樂

部，而是迎向世界的燈塔，大膽宣揚

福音，為主做美好見證，以至眾人可

以讚美上帝。

  每次的禱告聚會，他們會提名

為每一個中東國家禱告，盼望所有人

都可以聽見福音、得救。每座燈塔都

不單是一個崇拜的地方，它更是一個

完善的社區，聚集人們來信靠耶穌基

督。牧師盼望能夠在整個中東建立一

千座燈塔，連結成一個福音星群，見

證上帝的愛，正如推羅教堂在黎巴嫩

見證了滿有盼望的福音。

天父，祝福「1000燈塔」為黑暗中的迷航者，指引出世界的真光；使人們看見唯

一的拯救、通往神的道路是耶穌基督。祈求你做他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因著

認識你而得安慰：「我們經過水火，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願你保守推羅教

會、1000燈塔、環球孤兒事工，供應他們所需。推羅教會正為敘利亞難民和弱勢

邊緣群體提供糧食援助，但需求遠超過現有的資源，求主使他們經歷五餅二魚的恩

典。我們為這類事工的牧者和同工禱告，求主牧養、更新他們的心靈，有喜樂的

心、剛強的靈，去面對天天迫在眉睫的挑戰。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要離惡行善。(詩34:14)

我們很容易認為自已所界定的

善行，就是與邪惡作戰的關鍵武器。

因此，我們認為邪惡便是與「美善」

相反的事，而飲食條例這種事與邪惡

的搏鬥無關。但是，神的看法不同。

和邪惡相反的，是「聖潔屬神」，而

聖潔屬神就是按著神的性情和指示行

動。

  所以，當我決定無論吃什麼或喝

什麼都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時，就是把

神的聖潔帶入世界；也許我不明白如

何發生，但我知道照神所要求的去行

的時候，神就得榮耀，惡就被擊垮。

  我參與了神勝過邪惡的爭戰。神

是贏家，不是我。我不過跟隨他的帶

領罷了。

  你和我今天可以來遵守神的律例

典章，一次一個小小順服的舉動。每 

個如此的行動都勝過惡，即使像簡單

的飯後讚美(申命記8:1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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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燈塔」群體2

  我們團隊乘坐的車，行駛到一半

突然停了下來，在我們前頭的那輛車

是由一位牧師所駕駛的，他是這趟旅

程的嚮導。他停車與一位街童交談，

那孩子在來往的車陣中討錢；忽然，

牧師油門一踩，令人摸不著頭緒地向

前駛去，我們的車在後面追趕著，牧

師在幾百公尺外的露天市場停下，買

了雙兒童運動鞋，示意我們停在原

處，而他則朝著我們開來的方向駛

去。後來，我們才得知那個男孩在寒

冬中赤腳站在柏油路上的畫面，深深

觸動他的心，叫他不得不停下來為這

孩子買雙鞋。

  雖然沒有辦法準確說出黎巴嫩到

底有多少孤兒與街童，但他們在繁忙

的街道和十字路口行乞的蹤影卻相當

普遍。來自難民家庭的兒童通常在田

裡做活貼補家用。

  推羅教會、1000燈塔、環球孤
兒事工(Global Orphan Project)及其
合作夥伴明白，若想幫助這群生存於

危險邊緣的孩童，唯一辦法是打破孤

兒的宿命。單單把他們安排到寄養家

庭或兒童之家是不夠的，他們需要社

群、商業和耶穌的愛，來打破這不幸

的循環，策略是三管齊下：預防、關

懷和協助過渡。1000燈塔致力透過創
造就業機會、教育和濟貧，來幫助附

近社區改善家庭狀況，預防家庭棄養

幼童。環球孤兒事工則幫助像推羅教

會的領袖，開發解決方案，向最需要

的孩子提供當地家庭照護；最後，幫

助已長大的孤兒學習工作技能，預備

他們踏入成年社會。

天父，耶和華以勒，耶和華看見！你憐

恤孤兒寡婦，使孤獨的有家，求你指引

黎巴嫩孤兒和孩子們成長的道路。願他

們能知道你不離不棄的愛，在缺乏的父

母之愛上被你充滿，成為見證父神的器

皿：「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

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

的兒女！」願你給開放寄養的基督徒家

庭恩典，按主的心意愛護、建造孩子。

為像推羅教會這樣的事工代禱，培養青

年人成為合神心意的配偶及父母，並在

社區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使父母們有

能力撫養子女。為難民孩童能接受教

育、有好的環境適應力和學習禱告。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
和華以勒」。直到今日，人還
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
備。」(創22:14)

  創世記的內容十分豐富、深廣，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譯者的翻譯解
釋，隱藏了原文的奧妙之處。此節經
文就是一例。

  亞伯拉罕為這個地方命名為
YHWH yireh，譯者將這動詞解譯成「神
必預備」(耶和華以勒)，如此解譯乃源
自於經文的背景，說到神親自供應了羔
羊，來取代以撒成為獻祭的祭物。

  然而，亞伯拉罕為那地方取的名
卻不是「神必預備」，照原字義的意
思其實是「耶和華看見」 在預備
羔羊之前，神先看見人的需要；當神
看見人的需要，他就會提供人所需要
的(祭物)。

  這跟那些用石頭或木頭所造的
神有別，他們無法看見或聽見人的需
要，唯有真神能向他所創造的人發出
愛的行動。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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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願主再來」學校

  T曾在中東另一個地區服事，帶
領團隊拜訪了黎巴嫩東部的難民營，
當時敘利亞難民才剛因著內戰，越過
邊境來到營中。在一次探訪中，T不
小心將自己的背包遺留在營中，裡面
還裝著一筆為數不少的團隊經費。
他花了幾個小時折返營地，抵達時，
他見營長提著分文不少的背包走向
他，兩個人坐下聊天。最後，T對營
長說：「您幫了我如此一個大忙，善
待了我，我能如何報答您？」營長回
答：「我自己沒有什麼需要，但你可
不可以為這難民營裡的孩子們建立一
所學校？他們沒有求學的機會，沒有
了教育就意味著沒有了未來。」

  數年後，上帝感動T和他的團隊
搬到了黎巴嫩。他立即開始這項艱鉅
的建校工程。過程中，他曾遭到當地
其他團體的反對，甚至被威脅，挫折
不斷；很多時候，除了禱告和仰望上
帝，別無他法，但神一次又一次信實
地供應。現在，T的機構「願主再來」
中心，建立了兩所學校，服事著難民
營的孩子。

  在校園裡，孩子們接受教育，為
未來而努力，同時可以開心地玩耍，
有眼淚、有歡笑，使得他們在為貼補
家庭生計做工之餘，有了一個喘息的
機會。在學校裡，他們被基督徒的愛
環繞著，有人記得他們的名字，為他
們禱告，為他們的未來付出；且在校
園裡，他們時時被提醒著，上帝看顧
他們每一位。

天父，謝謝你愛這些孩子，為他們帶來

盼望，在他們困頓的童年中，求你將敬

虔的基督徒放在他們身邊，告訴他們上

帝愛著他們，有人記掛他們。願這份愛

與基督的救恩，深植在孩子的 心，成

為靈魂的錨，將他們與你緊緊繫在一

起，樂意在凡事上尋求、順服天父。願

你為「願主再來」學校，及其他難民教

育事工供應豐盛的恩典，使師長、管理

人員完成你的託付，栽培這些孩子，成

為你的公義樹，並帶領孩子的家人來信

靠你。難民營常是疾病滋生的溫床，要

獲得足夠的食物營養非常困難，求神格

外保守孩子們的健康。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
和華以勒」。直到今日，人還
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
備。」(創22:14)

  故事並沒有在此結束。動詞ra’ah 
(看見)的其中一個形式，是神顯現時
的用語(參創12:7、17:1、出3:2)。
亞伯拉罕稱呼神的用詞，是希伯來文
的雙關語 如同神「看見」亞伯拉
罕的需要，所以神繼續「看見」以色
列人的需要。因此，神一再地向亞伯
拉罕和以色列人顯現。如何顯現呢？
就是他自己提供了祭物。

  這裡的重點是「神看見你」，
表達了神對人的密切關懷。「神看見
你」，是為了拯救；「神看見你」，
是為了要賜給我們祭物。神的眼目時
刻眷顧著我們，如同一位好牧人，從
他為我們而死就能看出。

  亞伯拉罕經歷神的看顧，他的兒
子得到了救贖。故事沒有就此打住，
神同樣看顧和救贖我們，他的兒子救
了我們。我們所服事的，是一位看顧
的神。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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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在來」福音中心

  「願主再來」福音中心被精心

設計出充滿家的感覺，讓所服事的敘

利亞難民們，能在異鄉倍覺溫暖。當

你踏進大門，會看到一個舒適的咖啡

廳，左邊是廚房，右邊有教室和美容

中心；每個人因著不同的原因來到這

兒。

  傍晚，許多人忙完田裡的活，

會來這裡學習語言或才藝，例如：烹

飪、沖調咖啡、烘培甜點、美容、製

作手工肥皂等等；中心裡還有音樂

班，以及為少男、少女預備的社團。

基督教學校的職員們在此處舉辦早禱

靈修，禮拜天則有主日崇拜。聚會廳

中總是坐滿了人，許多人只能挨在門

外聆聽。參與會眾大多是敘利亞難

民，孩子和年輕人的臉上洋溢著興

奮，敬拜的歌聲更是高亢嘹亮；他們

的喜樂充滿了渲染力，尤其是當他們

皆處於艱鉅困境時。

  福音中心裡掛滿了聖經金句，其

中一面牆是使徒行傳1:8，兒童教室壁
毯上是詩篇107:7。所有的擺飾都宣告
著團隊的心志，要向敘利亞難民宣揚

上帝豐盛的愛和盛情款待。「我們歡

迎你！你並沒有被遺忘，上帝將引領

你到他所為你預備的住處，凡跟隨他

的，他必賜力量，為他做見證。」

天父，盼望每個走進「願主再來」福音中心的人，都能感受到上帝的愛、款待、自

由，和醫治。祈求他們都樂意回應福音，得著救恩，在世界各地為主做見證。求主供

應福音中心的需要，興起同一心志的人加入服事。賜給同工們合一的心，與跨文化合

作的智慧。求主賜智慧和力量給中心領導人與同工，使他們找到服事人民的機會，完

成你的託付。祈求「願主再來」福音中心和學校事工，得到當地領袖、家庭和掌權者

的支持，派發的救援糧食，及華傳救援基金，成為恩典流通的導管，見證上帝的愛和

同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為以肉體為念就是與神為
仇，既不服從神的律法，也的
確不能夠服從。(羅8:7)

  你為不犯罪而打的仗，進行得
如何？是每天打贏戰役呢，還是正承
受被擊敗之苦？你是個分別為聖的人
呢，還是一個屬肉體血氣的基督徒？ 
你會掛心這些問題嗎？

  不知從何時起，基督教接納了希
臘人靈、魂、體分開的形而上學論，
當這種概念滲入基督徒的思想中，就
慢慢演變出所謂的「屬肉體的基督
徒」說法：信徒承認基督是救主，但
生活並沒有尊基督為主，結果生命特
質是非但行為沒有榮耀神，還稱自己
得到神的饒恕和接納。「屬肉體」的
基督徒身子在罪的控制下，靈魂卻屬
於神，這算什麼？難道神只是拯救了
這人的一部分？是否靈魂得救了，身
體就不重要了？

  謹慎地閱讀聖經，會發現聖經並
沒有認可希臘人這種靈、魂、體分開的
思想。這只是一種解釋人的行為的流
行手法。也許我們該再次看看保羅有關
「屬肉體」的基督徒的講論。(續)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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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新曙光」社區
Sunrise Christian Community

  踏進禱告會的房間，眼前的人群

讓我萬分驚訝，應該是說萬分驚喜。

我看到來自世界各國的人：瑞典、加

拿大、南非、香港、巴西、美國、敘

利亞、黎巴嫩等等。空氣中瀰漫著興

奮，大家來此只為了一個目的 敬

拜神、尋求他的面。

  「新曙光」基督教社區透過禱告

和服事，讓上百萬人認識耶穌基督，

順服聖靈的帶領，從而經歷被愛、被

醫治、被改變。受使徒行傳啟發，

「新曙光」向神恆切禱告，為難民提

供實際幫助，讓神帶領他們走到人群

中，大膽傳揚主的福音，栽培門徒教

導他人，並設立中心接待及培訓宣教

團隊。

  阿拉伯文化喜歡討論宗教，因此

「新曙光」的同工不但為他們禱告，

還定期探訪當地朋友，一起喝茶、談

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很多時候，尚

未開始討論，便已看到上帝的動工。

有一天，一位本地朋友興奮地分享，

她睡覺時夢見耶穌。近年在穆斯林世

界，不乏聽見有人透過異夢遇見耶

穌。上帝對穆斯林的自我啟示，為耶

穌基督的福音打開了大門，同時軟化

了很多的心靈。

天父，求你賜予「新曙光」同工，認識本地朋友的機會，為他們打開社區傳福音的

大門。真光要照亮黑暗，「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

光發現照著他們。」人們要渴慕就近真光，降服在你的真理和恩典中。祝福「新曙

光」的海外宣教士家庭順利重返工場，在簽證和入境事上蒙主開路。保守重啟探訪

難民及查經學習的同工與合作夥伴們出入平安，有屬神智慧分享福音、幫助難民的

實際需要。祝福貝卡谷(Beqaa Val-ley)五十多個正被關懷的難民家庭，願意敞開心

靈，渴慕耶穌基督的救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為以肉體為念就是與神為
仇，既不服從神的律法，也的
確不能夠服從。(羅8:7)

  phronema這個希臘詞「以……
為念」，意味著「一個人的心思、

目的或思想上所念的」。在此，保羅

說這樣的思想狀態，其目的或意念是

sarx，即肉體。這使我們想起創世記
6:5的經文「所思所想」，這等同的
希伯來用詞，並不是一種分裂的屬靈

狀態(一邊口裡承認神，一邊在行為上

悖逆神)，是顯示人的心思意念都交

給了邪惡，因此才帶來神對那地的審

判。這些與我們今天「屬肉體」的基

督徒，就是在靈魂體上支離破碎的概

念相差甚遠。

  在創世記，審判直接來自心思

的意圖和目的，沒有藉口。當時，若

你的心思被肉體的目的所充滿，就不

是站在神的恩典中，你就不是贖民。

你和世上其他邪惡的人一同死在洪

水中，因為那些心思和意圖受肉體

(sarx)牽制的人是與神為敵。依希伯
來思想，這就是欲望(yester ha’ra)在
肆虐猖狂。

  天父，求你在我們生活的各樣選

擇和行動中，幫助我們察驗自己是以

什麼為念的？光照哪些意念是與你衝

突的？我們把心思意念交給你，求你

來引領我們的所思所想吧！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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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
Horizons International

  「國際視野」是由一位黎巴嫩佈

道家所創立，主要向穆斯林背景的人

傳福音，然後栽培他們向自己的同胞

分享。許多穆斯林雖然接受了耶穌基

督的救恩，但還是會流失，重返伊斯

蘭教，甚至變成無神論者。因此，國

際視野著重密集培訓穆斯林歸主者，

幫助他們在基督信仰上打好根基，期

盼他們可以有效地向其他穆斯林傳揚

福音。

  國際視野致力發展植堂及宣教工

作，透過指導及預備，引導教會做到

自給自足。2012年，國際視野開始透
過在黎巴嫩的多元化事工，伸展影響

力至中東及北非地區。接下來的三年

時間，有超過850名穆斯林歸主；新
增了三個中心及一個媒體工作室；還

開始派出來自中東的信徒參加短宣，

服事鄰近地區。後來，他們在貝魯特

建立了希望學校，服事敘利亞難民，

約有100名學生。

  機構有次來學校送禮物給學生，

是一隻可以播放聖經錄音的獅子玩

偶。後來，一位父親非常開心地和家

訪老師見面，他深受兒子學習的課文

內容影響。「我兒子口中常常提到的

耶穌到底是誰？那些錄音故事，是我

聽過最美好的故事。」原來，學生把

獅子玩偶帶回家後，不停地播放有聲

故事，快樂不已。後來，這學生終於

決定要向家人分享這些故事。很多人

因此在生命中第一次聽到耶穌基督的

名字。

天父，願「國際視野」事工所服事的穆

斯林歸主群體，有敞開柔軟的心，在真

理中心意持續被神更新變化，明白神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活出討神喜悅

的生命。我們為媒體新策略祈禱，求主

使用網路影音接觸更多穆斯林背景的

人，保守線上培訓材料成為造就人的果

效工具。願你興起更多傳道人加入團

隊，也幫助「國際視野」與各夥伴教會

有美好的連結，同心服事。現在是關鍵

時刻，許多黎巴嫩人正尋求答案，求主

使用教會接觸更多黎巴嫩人，在基督裡

做見證。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為以肉體為念就是與神為
仇，既不服從神的律法，也的
確不能夠服從。(羅8:7)

  保羅是一位信奉彌賽亞的猶太拉
比，保羅的人論是合一的，靈與魂是
不分割的。神不是拯救了人的靈魂，
卻任由那人的身體腐敗。那是希臘人
對靈魂體三元論的想法，而非希伯來
人的觀點。

  因此，保羅怎麼可能建議把人
的靈性生活分成屬肉體和屬靈來談論
呢？如果一個人思想目的和意圖(讀
成neshama或nefesh)對神充滿敵意，
難道我們還能說這人是得贖的嗎？畢
竟，這人是神的敵人，不是謙卑尋求
神的人；這人被惡欲(yester ha’ra)操
控，沒有與邪惡鬥爭的意念，好來順
服主。

  我要麼是渴望聽命於神而掙扎，
要麼是無條件地屈服邪惡的意願，對
後果視若無睹；我要麼為神作戰，要
麼與神對戰。在這場爭戰中，我無法
騎牆觀望。那些沒有為此爭戰的人，
可能也並未被神馴服。

黎巴嫩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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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訓練運動

  門徒訓練運動(Disciple Making 
Movements，簡稱DMM)和植堂運動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s，簡稱
CPM)，本質上是可互換的用詞，用
來描述基督徒佈道、門徒訓練和植堂

的有機模式。DMM致力快速增長、本
土化、使順服的耶穌信徒群體倍增。

形式上，就是小組一起學習這套可簡

單運用的聖經課程，只需要聖經，無

需其他教材。參加者一起讀一段聖

經，然後討論幾個問題：這段聖經怎

樣幫助我認識神？幫助我認識他人或

自己？生活上我應該如何應用和順服

神的話？我要向誰分享？刻意使用簡

單的方式，就是為了容易傳承下去。

  當一位參加者真心接受福音的真

理，就會被鼓勵開展自己的查經班，

通常這只需一年的時間。當參加者開

始另一個小組，新一代就形成了，當

該查經班發展到第四代，一個真正的

門徒訓練運動正式展開。

  這個門徒訓練運動已席捲全球，

甚至是最難接觸的福音硬土(例如中

東)，還有最牴觸基督教的人，都有機

會聽到耶穌的福音。雖然很多時候，

在政治壓力和社會逼迫下，這類福音

工作只能暗地裡進行，但已有許多的

生命及其家人因此被上帝的恩典所改

變。

天父，我們為全球和黎巴嫩、中東地區的門徒訓練運動祈禱，即使在遭受迫害的地

區，也求主保守福音及門訓運動蓬勃發展，使門訓者有陪伴教導的智慧，為你訓練

出忠心、熱忱、勇敢的門徒，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祝福受邀參加DMM查經

班的人，有柔軟的心，心思意念不斷被神的話語更新，在生活中應用並經歷神話語

的信實和能力，使他們越發勇敢地跟隨基督。祝福初信者持續接受裝備，喜愛你的

律法，晝夜思想，願意被你修剪生命，謙卑順服，成為主合用的器皿。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告訴
以色列人……」(民15:37-38)

  說、告訴，這兩個不同的希伯來
文動詞(英文都翻譯成「說」這一動
詞)。神對摩西「說」('amar)，摩西
卻要「告訴」(dibber)百姓。這兩動
詞有什麼分別？重要嗎？

  ‘amar用途廣泛，可用在這些詞
意上：「宣布、宣告、承諾、拒絕、
預告、重複、通知、提及、確定、回
答、贊美、吩咐、思想、考慮、探討
和解釋。」但‘amar很獨特，它一直是
個關係用詞，即便是被用在無生命的
事物上，也表示說話的人與他說話的
對象有著某些關係。

  dibber(告訴)似乎是「形容重頭
到尾複述整個對話內容」。最重要
之處是，古代近東文化中，「命名」
(dibber的一個用法)的過程，是個創
造、讓事情落實成真的舉動。這在聖
經中，這是千真萬確的。因為神說有
就有，命立就立；神話語的能力，超
過僅僅只是對某事物的描述。這樣你
可以感受到「告訴」(dibber)這兩個
字的力度嗎？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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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電是家常便飯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在2020年8
月發生驚天動地的大爆炸後，隨著時
間消逝，這個國家的困境逐漸淡出眾
人視線，但時至今日重建工作寸步未
進之外，更陷入全國斷電、油荒、燃
料短缺、私人壟斷電力、內戰等諸多
危機中。

  家家戶戶從每天供電兩小時，
到全國電網崩潰，偌大的城市每到晚
上，宛如一片漆黑的墳場。人們必須
向私人發電機業者支付價格不斐的費
用，底層人口根本負擔不起；掌握私
人發電機的勢力，如同掌握了國家命
脈。電力的短缺，更影響了疫苗施打
計畫。

  「我們好像回到了石器時代。」
「沒有最壞，只有更壞。」黎巴嫩人
民對未來並不樂觀。他們正在適應黑
暗；冰箱已經很久沒有運作了；每到
炎熱夏夜，人們就在漆黑的夜空下乘
涼。

  他們的黑夜雖然臨到，但會不會
也因此而看見耶穌的光呢？讓我們一
同為他們祈禱。

天父，儘管黎巴嫩人的生活、生命，如同被黑暗徹底包圍，但耶穌基督說：「我是

這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願黎巴嫩百姓能

夠明白，真正的黑暗，是心裡頭沒有光；有光的人，即便黑夜臨到，都能像詩人說

出：「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見，黑夜卻如白晝發亮。」黎巴嫩人要切慕你做他

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他們雖跌倒，卻要起來，雖坐在黑暗裡，耶和華卻作他們

的光。盼望每個黎巴嫩人尋見屬靈的真光，眼睛瞭亮，並因著得著基督的照耀，而

成為放在燈檯上的燈，照亮一家的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告訴

以色列人……」(民15:37-38)

  現在，讓我們把前幾天學習到

的，運用在民數記這節經文上。神

向摩西說話。這動詞馬上就告訴我

們，神指示摩西時，他們之間在交

往(話的人與他說話的對象有著某些

關係)。這動詞還告訴我們，接下

來的正是神告訴摩西的話。dibber
告訴我們，我們所讀的話，是當時

必須要全部傳達給以色列子女的

對話。而這些神的話帶有權能，不

是隨便說的，因為神的話有明確的

意圖，孕含著他發命必定成就的旨

意。

  為何這裡所提的那麽重要呢？

因為民數記15:37-38是「施瑪篇」
(SHEMA)註的最後部分，以色列人
每天要重覆念三次。說('amar)、告
訴(dibber)這兩個動詞，是神賜給
他百姓的最後訓誡的踏腳石，它們

不但是神所說的，是神的意思，也

是在神與我們相交的關係中啟示。

我想，我們最好還是聽從。對嗎？

註：猶太人每早、晚也會作出「SHEMA」的
頌禱，提醒自己要愛神和遵行神的旨意。

Photo by mehdi shojaeian

貝魯特大爆炸的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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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請按著聖靈的感動，

寫下你為黎巴嫩的禱告。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他垂聽

我的呼求。(詩40:1)

  垂聽的希伯來字natah，意思是
「往前伸、彎下腰、注意和轉向某

人」。神是我們的天父，他向自己

的兒女彎下腰來，用他的膀臂攬住我

們，聆聽我們的呼求，並向我們表現

出hesed(信實慈愛)，讓我們的生活
被他的愛圍繞和眷顧。

  我們都想要神彎下腰專注在我們

身上，但經文提醒我們：要「耐性等

候」。神按時間來完成他的目的，但

我們常常沒有等待的耐性，就像在電

梯中不斷地按鈕，嫌門關得不夠快的

人。

  我們發狂地重複禱告，深怕神漏

聽，希望他立即應允；其實恰恰是不

信他，心才會如此焦慮。

  如果我們耐性等候耶和華，深信

天父必然會看顧，我們所做的每個決

定就不會錯。就算有所偏離，神也會

溫柔地引導和糾正我們，使我們不會

錯過最終目標。這其中的竅門就是

要耐性等候。

  耐性不只是美德，更是活出聖經

世界觀的必要條件。一個沒有耐性的

人，神的話語不會臨到他，因為這人

跑得太快，看不清路邊的警告牌。

Photo by Dominic Chavez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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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所經之地，再燃宣教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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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土耳其：宣教的起始地

  初代教會使徒們的宣教腳蹤，大多出現在土耳其。從安

提阿教會的宣教差派(徒13:1-5) 保羅、巴拿巴按著聖靈對

教會的感動，順服聖靈的差派，開始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

接連三次的佈道之旅，保羅的宣教腳蹤從以色列、塞浦路

斯、安納托利、亞西亞、馬其頓、亞該亞……福音蹤跡遍滿

了小亞細亞、西亞乃至於歐洲。

  保羅生在基利家的大數(Tarsus)，就是現今土耳其南部
的海港城市，這兒有古道能直通羅馬。走進大數的保羅教

堂，四周安靜肅穆，筆者找了張椅子坐下來，開始讀起使徒

行傳有關保羅蒙召成為外邦使徒的段落。誦讀時，彷彿有一

股火在心中燃起，可以想見當時的保羅是帶著何等大的熱情

回應了上帝的選召。

  使徒保羅的第一次宣教旅程行經旁非利亞(土耳其中部)、

別加(Perga)、彼西底(Pisidia)、加拉太(Galatia)等地。一路上
高山峻嶺，奇險難行，實在無法想像保羅的心境，若不是因著

基督之愛的激勵，如何能堅持(林後5:11-16)？深入加拉太之
後，他開始在以哥念(Iconium)、路司得(Lystra)、特庇(Derbe)
及周圍地區大膽宣講主的恩典，成功進到安納托利亞地區(又

名小亞細亞)，燃起福音的火炬。

  保羅的第二次宣教旅程更加輝煌 老底嘉(Laodica)、
以弗所(Ephesus)、示每拿(Smyrna)、別迦摩(Bergama)、推
雅推喇(Thyatira)、撒狄(Sardis)、非拉鐵非(Philadelphia)等
七間教會的遺跡都在土耳其。這裡是宣教的起始地，福音曾被

興旺過，她也成為福音船通往歐洲最重要的一條路徑。

  聖經中的土耳其是初代教會宣教起始的地區，一千年後

是什麼樣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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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中的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的殞落

  1258年，歷史上阿拉伯璀璨的王朝時代結束 阿拔斯

帝國被蒙古軍隊消滅，取而代之的是以突厥民族為主體的鄂

圖曼帝國(土耳其語：Osmanlı İmparatorluğu，又譯奧斯曼帝
國)。國名來自創立者奧斯曼一世，以伊斯蘭教為國教。鄂圖

曼是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軍事帝國，以武力征服當

時以阿拉伯人為主的伊斯蘭區域；並在1458年擊敗以基督教
為主的東羅馬帝國，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後改為伊斯坦堡，

成為後期鄂圖曼帝國的首都。

  由於幅員廣大，難以掌控，鄂圖曼帝國遂以各地方行

省為治理中心，以宗教作為政治手段 利用伊斯蘭教控制

穆斯林居住的阿拉伯各省，而這也是土耳其政教分離的開

端，帝國的蘇丹(哈里發)為名義上的宗教領袖。同時，鄂

圖曼對於猶太人、基督徒採取寬容並存的態度。因此到帝

國後期，各省幾乎呈現獨立的狀態。直到一戰後，西方基

督教國家(俄國、英國、法國)勢力進入鄂圖曼，使之成為

歐洲的殖民國家。

  鄂圖曼帝國於1922年完全解體後，開啟共和國體制；並
在1924年土耳其大國民會議通過決議 廢止哈里發制度，

宣布鄂圖曼皇室為不受歡迎之人，驅逐出境(直到1974年，
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才准許皇室後裔獲取土耳其公民身分)。自

此，伊斯蘭進入無哈里發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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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之後的土耳其：再次燃起宣教之火

  土耳其於1922年以來，即是一個世俗的伊斯蘭國家。自
凱末爾開始，國家看重的是土耳其民族的主體性，主張泛突

厥主義，或是大突厥主義，強調突厥民族的一統。但如今，

現任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ğan)忠於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逐步削弱政教分離制度，企圖讓土國恢

復以伊斯蘭宗教為國家核心。

  現在，土耳其人口超過8,000萬人，另有將近800萬來自
各國的難民。其中以敘利亞難民最多，超過400萬人；還有包
括伊朗、亞美尼亞、中亞、伊朗等國的難民，總計約600萬以
上。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找尋生存之路，無論是土國人或是流

離失所的寄居者都發出了呼聲：請幫助我們。

  土耳其過去是初代教會的起始地，也是福音得以擴展到

歐洲的關鍵地方。然而，為什麼到了二十世紀，屬靈景況是

如此慘澹？甚至沒有基督教會，也甚少看見基督徒的身影。

歷史中的土耳其曾經輝煌，現今的土耳其正試圖崛起。而基

督的教會如果失去宣教異象與使命，教會也會在歷史中凋零

消逝。

  感謝主！在二十世紀之前，土國教會的數目是非常少

的，但現在的土耳其有超過120多間涵蓋不同民族的教會；他
們有著相同的信心，就是相信在這塊屬於上帝的土地上，會

看見不同民族之人(包括土國人)歸向基督。神正在興起土國

教會，這是一個亟待收割的屬靈禾場。

  求神轉換我們對國度的視角，看見宣教之火繼續在使徒

們的腳蹤上燃燒。當我們踏進土耳其時，懇求天父別忘記這

裡的百姓。無論是生在此地，或是寄居於此的人，願神興起

他的百姓為土國穆斯林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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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之眼保平安

土耳其人
Turks

  若你有機會來一趟異國文化的有
趣碰撞，處處可見的藍色玻璃飾
品 絕對是屬於土耳其獨有的途中
風景。

  在土耳其，許多人相信，出於他
人不懷好意的注視具有邪惡的力量，
是一種日常生活中看不見的詛咒。為
了避免惡運纏身，人們會佩戴「邪惡
之眼(Nazar Eye)」。尤其是剛出生
的嬰兒，特別容易受到邪惡力量的傷
害。除此之外，在家中、工作場所、
汽車、公車等地方，你也能看到「邪
惡之眼」的掛飾。傳說，這種眼睛形
狀的藍色玻璃飾品可以破除詛咒，護
身保平安。

  2021年，土耳其宗教事務局發
布教令，並公開譴責：「在伊斯蘭
教中，把最終產生的影響歸因於其他
事物，而非真主的這種態度、行為和
信仰是被禁止的。因此，為了求得好
運，佩戴『邪惡之眼』護身符或類似
的東西是不被允許的。」

  要是真的遇到充滿惡意的注視，
穆斯林們該怎麼辦呢？土耳其宗教事
務局建議，那就背誦《古蘭經》對抗
邪惡力量吧！

參考資料： “Turkey’s re l ig ious author i ty 
denounces evil-eye charms”, Al Jazeera

天父，經上說：「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們並不是與

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

惡魔爭戰。」(弗6:11-12)神啊！你的話語指教我們，有許多生命的問題是屬於靈界

的戰爭，而唯一抵抗的方法便是穿戴你所賜的全副軍裝，藉著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勝

過。父神，祈求你幫助土耳其的百姓，當他們感到恐懼之時，不是依靠護身符，也不

是背誦古蘭經，而是唯獨倚靠你。祈求聖靈堅固土耳其基督徒，無懼於伊斯蘭教的壓

力，與自己的親友傳揚福音，向世人見證福音的大能。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
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
了！(詩34:8)

  怎樣的人會投靠神，向神求助
呢？我們的回答可能是：「遇到麻煩
的人」、「沒能力的人」、「需要幫
助的人」。

  在這裡，「人」用了希伯來字
geber，而不是ish或adam。Geber，
這字是從動詞gabar(強壯、得勝)而
來，其意涵不單指一般男性，還包含
了「力量」和「屬靈能力」。

  為什麼大衛要選用Geber這一字
來描述投靠神的人呢？

  現代的社會文化認為，依靠自己
的人才是有能力、值得敬佩的人；只
要男人露出軟弱，就會被人看不起。
但在希伯來思想中，「力量」和我們
心目中的超級英雄不同。

  大衛他知道，世界上沒有任何人
能靠自己生存，每個人內心都是破碎
的，都需要投靠那能拯救我們的神。
在神面前，停止扮演英雄吧！投靠神
是有福的。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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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他鄉是故鄉？

德國的土耳其人
Turks in Germany

  土耳其人移民到德國已有幾百年

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十八世紀，土

耳其人作為普魯士國王僱用的士兵，

進入德國的領土。而大規模移民潮始

於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二戰後的經濟

復甦，使得國內勞動力需求激增，德

國政府積極招募大量的土耳其人來此

工作。

  1973年，石油危機導致德國經濟
重挫，為了優先保障本國人的就業機

會，政府開始逐步限制外籍勞工的輸

入。不過，因著「家庭團聚政策」的

推動，許多土耳其工人把家人接來德

國一起生活，土耳其移民的人數不減

反增。

  時至今日，超過四百萬的土耳

其人在德國努力地生活著，是當地最

大的移民群體。長期以來，從事高風

險、低報酬的工作，普遍無專業技

能，失業率居高不下，在經濟上高度

依賴社會福利。而且，由於自成一格

的伊斯蘭信仰與生活習慣，遭受德人

排斥，在德土耳其人不僅被歧視和邊

緣化，酗酒、賣淫等社會問題也日漸

嚴重。

  今天，就讓我們的視線轉向德

國，為此地的土耳其人禱告吧！

天父，祈求你使眾聖徒想起：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你已經先愛我們了。面對人

類的悖逆，你卻堅定不移地向我們彰顯永遠的慈愛、公義與憐憫，稱我們為你的子

民。願在德國的基督徒，滿懷對神的謙卑與感恩，起來實踐信仰，不忽視悲傷困苦

的土耳其人，而跨越文化與種族隔閡，慷慨地對他們行善。願土耳其人在與基督徒

的互動之中，瞥見來自耶穌基督的捨己之愛，以致心被恩感，從撒但權下歸向神。

願聖靈親自帶領被酗酒、賣淫問題所纏累的土耳其人，使他們透過耶穌，看見天父

展開的雙臂，便毫不猶豫地躲進這堅固的避難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我自己知道我為你們所定的
計畫，是使你們得平安，而不是
遭受災禍的計畫；要賜給你們
美好的前程和盼望。這是耶和
華的宣告。(耶29:11，新譯本)

  machashavah是個名詞，從希伯
來字根chashav而來，意思是「思想、
計畫或發明」。chashav則有好幾個意
思，包括「做計畫、歸算、認定」。

  我們總以為，神為我們的人生定下
一個完美計畫；一旦我們犯錯就完了，
接下來便只能按著次等的計畫生活。

  然而，神才不受我們的想像所
限制。他對我們不是只有一個完美計
畫，乃是有一項目標 塑造我們越
來越像基督。這項目標不會改變，但
神的計畫對我們來說，每天都是新的
意念。神常常讓人驚奇，他永遠都在
創新。

  我們真的相信神會在生活中，用
獨特全新的方式引導我們嗎？

  一起尋找神奧祕的行動，認出他
獨特的作為吧！讓神在我們的生活中
全然掌權，放心地受他引導。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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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國家的民族(上)

庫德人
Kurds

  庫德人生活在中東地區已達千年
之久了，他們是一支古老民族，信奉
伊斯蘭教，擁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和文
化，總人口數約為三千萬，其居住地
稱為「庫德斯坦(Kurdistan)」，意即
「庫德人之地」。然而，在世界上，
並沒有一個名叫「庫德」的國家。

  十六世紀，庫德斯坦是鄂圖曼
帝國的一部分。因地形複雜、多山貧
瘠，加上庫德族一直是部落型態，鄂
圖曼君主採取較鬆散的統治策略，允
許部落領主擁有相當的自治權。第一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的協約國為
了分割鄂圖曼帝國留下的大片領土，
與之簽訂《色佛爾條約》(Traité de 
Sèvres)，並讓庫德人以公民投票的
方式決定其命運。但由於條約內容嚴
苛，在凱末爾(Kemal)的領導之下，
發動土耳其獨立戰爭，成功迫使英法
等國另外簽訂《洛桑條約》(Traité de 
Lausanne)，土耳其的獨立地位雖獲
得保障，庫德族的建國計畫卻不了了
之，他們頓時成了無家可歸的民族，
散居在敘利亞、土耳其、伊拉克、伊

朗等四個國家。

參考文獻：陳牧民《由歷史角度看土耳其庫德

族問題與現況》，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盧倩儀

《影響土耳其政府與境內庫德族關係之國際因

素》，問題與研究

天父，我們來到你面前，為庫德族代求。在這錯綜複雜的漫長歷史中，他們被世人所

遺棄、傷害和排斥，這個民族充滿了傷痕。我們禱告，世界雖然遺棄庫德族，但神始

終是愛他們的天父。懇求你，親自尋找失喪的羊，從萬民中領出他們，從各國  聚集

他們，並醫治他們破碎的心靈，包紮他們潰爛的傷口。祈求聖靈動工，使庫德人認出

那位為他們捨命的好牧人 主耶穌基督。願散居在敘利亞、土耳其、伊拉克、伊朗

的庫德人，都有機會聽見福音，有當地的教會與基督徒能接待他們。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

得吃的。(創3:17)

  今天多數人認為「終身勞苦」

和我們沒有關係。神不是已經救贖我

們了嗎？然而，只要細心查看就會發

現，勞苦愁煩在世界上何等普遍，全

人類都正在承受悖逆神的後果，每個

角落都有苦難。

  今天，世界所製造的種種「快

樂神話」是個假象。我們蒙召不是為

了尋找快樂或自我實現，而是要在地

上活出神的慈愛和公義，去祝福別人

的生命。但這意味著衝突、排斥和逼

迫，怎麼可能會覺得快樂呢？

  神沒有叫我們逃避’atsav(勞苦)，
他要我們與傷痛之人同住在這破碎的

世界裡，好讓他們可以從我們的生命

中看見耶穌基督的救贖之愛。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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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國家的民族(下)

庫德人
Kurds

  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之後，政府開
始推行國族認同的相關政策，包括不
承認庫德為獨立民族，還禁止宣揚庫
德族認同的活動和使用庫德語言及文
字。與此同時，對庫德人居住的地區
直接進行中央集權管理，使得長期擁
有自治權的他們難以適應。在1925
至1938年間，土耳其國內爆發多次暴
動，其中有十六次都與庫德族有關，
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德西姆叛亂
(Dersim rebellion)註」。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土耳其政府
大肆打壓庫德工人黨(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PKK，簡稱庫工黨)，許多
庫德人奔逃至歐洲申請政治庇護，西
歐各國開始關切庫德族的艱難處境。
於是，就在歐盟的壓力之下，土耳
其開始制定一些保障庫德族人權的政
策。

  但近年來，庫德人成為與伊斯蘭
國抗衡的力量，贏得美國的支持，再
度挑起土耳其政府與庫工黨之間的恩
怨情仇。2015年7月，土耳其軍隊轟
炸庫工黨在伊拉克北部的據點；2019
年10月，美國總統川普決定將美軍撤
出敘利亞北部時，土耳其軍隊隨即展
開對庫德人的軍事打擊，造成庫德人
傷亡慘重，流離失所。

註：1937～1938年間，德西姆地區(今通傑利
省，Tunceli)居民發起武裝抗暴，遭到土耳其
政府強力鎮壓，除了動用空軍轟炸庫德族的村
莊，還使用毒氣等禁用武器，多達一萬三千餘
名的庫德人死亡。

天父，我們為在土耳其的庫德人禱告。

在土耳其社會中，庫德族文化與語言被

排斥，甚至在大國的博弈裡，庫德人成

為政治棋子。願你親自施行拯救，使屬

你的群羊不作掠物，你也必在中間施行

判斷。願聖靈使他們認出終極好牧人的

聲音，便伸開四肢，安然躺臥在主的懷

裡。禱告土耳其政府能妥善制定相關政

策，保障庫德族的權益。禱告在土耳其

的教會、基督徒能願意像好撒瑪利亞人

一般，接待自己的鄰舍 庫德人。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
他得益處，建立德行。(羅15:2)

  一般而言，希臘文aresko，是用
在「為了要讓自己喜悅」；但保羅
用aresko不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喜悅，
乃是盡一切努力讓別人得益處。而
且，這行動並不以關係為前提。換句
話說，不必先成為朋友才造就人，而
是把造就人看為是當盡的責任。從
耶穌如何對待仇敵，就能清楚看到
aresko。

  如果aresko的行動不是先以友好
關係來決定，那麼「鄰舍」就不限定
是親朋好友；正如好撒瑪利亞人，雖
然不認識傷者，但只要對方有需要，
他就付出仁慈的行動。

  原則是 責任比情緒感受重
要。Aresko行為最困難的部分，就
是當自己感覺不好時，仍要去幫助別
人。當我們處在沮喪絕望之中，甚至
不相信自己還能有所貢獻時，該怎麼
辦呢？

  由責任感來主導。一旦我們盡了
責任，就會發現自己的問題在幫助別
人的喜樂之中，消失了。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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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語言世界

庫德人
Kurds

  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他們所說

的語言，卻頑強地生存了下來。

  庫德語屬印歐語系的西北語支，

它不僅僅是單一的語言，而是由三種

差異甚大、無法互通的方言所構成：

  一、北庫德語：又稱庫爾曼吉語

(Kurmanji)，約有65～75%的庫德人
(近一千五百萬至兩千萬人)使用此方

言，大致上分布在土耳其東南部、伊

朗西北部、伊拉克北部，以及敘利亞

北部。

  二、中庫德語：又稱索拉尼語

(Sorani)，使用者約六至七百萬人，
是伊朗和伊拉克庫德人主要使用的方

言，分布地區為伊朗庫德斯坦省和伊

拉克北部的庫德自治區註。

  三、南庫德語：又稱戈拉尼語

(Gorani)，使用者最少，約莫三百萬
人，分布在伊朗西北部，以及伊拉克

東部。

  在土耳其，多數庫德人為遜尼派

穆斯林。然而，有少數講庫爾曼吉語

的庫德人踏上了跟隨基督的道路。

註：伊拉克庫德自治區涵蓋埃爾比勒、蘇萊曼
尼亞、杜胡克及哈拉卜賈等四個省分。

天父，我們為講三種不同方言的庫德族來禱告。感謝你，有少數講庫爾曼吉語的庫

德族歸入基督。但求你繼續堅固他們的信仰，使他們有能力回應你的呼召，將耶穌

基督並他釘十字架的福音，分享給自己的族人，甚至建立起自立、自養、自傳的教

會。父神！我們也求你，親自預備會講多種方言恩賜的庫德基督徒，將福音擴及到

索拉尼語和戈拉尼語等其他兩個族群。願神成為庫德人四圍的盾牌，不管躺下睡覺

或醒著，神都保佑他們；願神成為庫德全族的榮耀，使他們抬起頭來，堅定地在穆

斯林世界裡，踏上跟隨主的道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穌說：「我告訴你們，若是
他們閉口不說，這些石頭必要
呼叫起來。」(路19:40)

  希伯來文化側重行動，文字內涵隱

喻。換句話說，字句不單是描述某個物

體或事件，更是要揭露目的和本質。

  耶穌是在宣告：他進入耶路撒冷的

意義重大，連石頭都要呼叫起來，因為

神的羔羊來了！這背後的積極目的

是 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人為此事

歡慶。

  了解隱喻能幫助我們擴大視野。比

如，當我們讀到「神是磐石」，不只是說

神很穩固，更是在表示：他正在積極地

保護著我們，逃到磐石象徵真正的安全。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則是在表示：神的

眷顧和滋養不會缺乏，因為牧人對羊群

有一份責任。

  當我們從希伯來視角去讀經，會幫

助我們更認識神。下次讀經時不妨反問

自己：「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些象徵如何

揭示出神背後的積極目的？」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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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生根

亞塞拜然人
Azerbaijanis

  二十世紀上半葉，數以萬計

的亞塞拜然人由於經濟因素離開了

家鄉，到土耳其的大城市定居。今

日，不少新一代的亞塞拜然人已順

利取得土耳其公民身分，落地生

根，生活怡然自得。

  亞塞拜然人講亞塞拜然語和土耳

其語，信奉什葉派伊斯蘭教。在厄德

爾(Igdir)，他們是最大族群；在卡爾
斯(Kars)，則是第二大族群。

  鄰國伊朗有一些亞塞拜然基督

徒，願他們能與土耳其同胞建立友好

的關係，以恩慈的言行與人分享福

音。目前，並無完整的亞塞拜然語聖

經譯本。

天父，我們為著伊朗的亞塞拜然基督徒禱告。求你為他們打開傳福音的門，跟隨聖

靈的帶領，使他們跨越地理與文化的藩籬，與住在土耳其的亞塞拜然人分享福音，

甚至燃起宣教的心志，來土耳其建立教會。我們也懇求神，興起宣教差會與翻譯聖

經的機構，為亞塞拜然族製作完整的聖經譯本。「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

善，何等地美！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願住在土耳

其的亞塞拜然人，與我們一同得著永遠的生命，向世人彰顯在基督裡的合一與愛。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
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2:24)

  創世記告訴我們，性是男女聯合

過程充滿奧祕的一部分，同時也暗示

著性是構成完整世界的事物之一。性

與成為合一的渴求息息相關。

  由於我們是按照「神是一」形象

受造，這項獨特的合一就刻印在我們

的生命裡，內心會有一種想要成為一

體的渴望，而男女在性的關係中就可

以達到合為一體。

  另外，希伯來字「體」是basar，
意思是「發表、宣講、用身體傳遞信

息給人」。原來創造主在設計人類

時，深藏了向人宣揚神的這個神聖目

的：在婚姻中，夫妻成為一體，是要

一同宣告三一真神之間的合一。

  婚姻應該要彰顯出神的合一。耶

穌呼籲我們要合一；保羅書信也多次

提到合一，合一是神美好的設計。

  合為一體不僅僅是性的結合，更

深的意涵是反映出合一的神。你的婚

姻有反映神的合一嗎？你與配偶有一

同經歷到神那充滿奧祕的「一體」行

動？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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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接觸福音的 
歐洲民族

波士尼亞人
Bosniaks

  二十世紀末，波士尼亞戰爭摧毀

波士尼亞人的家園，他們成為難民，

四處奔逃。許多波士尼亞人落腳於土

耳其西北部註，在異國他鄉的生活裡

努力傳承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價值觀。

  漫長艱苦的逃難歲月，讓一些

波士尼亞人放棄原本所堅信的伊斯蘭

教遜尼派，成為無神論者。同時，他

們認為基督信仰不過是另一種宗教文

化。

  目前，有波士尼亞語的聖經譯本

和《耶穌傳》電影，他們將不再是最

少接觸福音的歐洲民族。

註：在伊斯坦堡有個波士尼亞自治市鎮——葉尼
博斯納(Yenibosna)。

天父，我們來到你面前，為波士尼亞人代求。「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

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願那些

成為無神論者的波士尼亞人，透過受造世界覺察到，神的能力、神性以及榮耀，並因

著過往所經歷的磨難，更加渴求尋找獨一真神。祈求聖靈引領他們的心，賜給他們

信，好叫波士尼亞人藉著耶穌基督，便得以與神和好。感謝神，你已為他們預備波士

尼亞語的聖經譯本和《耶穌傳》電影，願這些福音資源，能準確無誤地送到波士尼亞

人的手中，使他們的生命被神的話語所浸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
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
是全能的　神。你當在我面前作
完全人……(創17:1)

  自從神應許亞伯拉罕有無數的後

裔之後，13年過去了。撒拉、夏甲、
以實瑪利的故事陸續上演：破碎的婚

姻、糟糕的家庭生活、處理不當的人

際關係……就是沒再從耶和華那裡聽

見什麼好消息。

  若將焦點回到我們身上，陸續

上演的大概是：神的指示不清楚、禱

告不蒙應允、讀經沒亮光等等。接下

來，就會開始參加各大營會，重溫那

些登上屬靈山頂的經歷，卻仍感到不

滿足，心裡不禁產生疑問：「難道自

己與神的關係出了問題？」

  在13年的平凡日子裡，亞伯拉罕
始終堅持信靠神，作神忠心和謙卑的

僕人。沒有人能夠隨心所欲命令神超

自然的顯現，但我們都蒙召要按神的

指示過每一天的生活。我們需要學像

亞伯拉罕，在平凡的日子裡，盡自己

的本分。

  神已經把他的話賜給我們。那就

扎實地遵循聖經的命令，腳踏實地過

基督徒生活吧！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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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歡迎的新鄰居

維吾爾人
Uyghurs

  維吾爾人和土耳其人之間，有著

千絲萬縷的關聯 他們所講的語言

都屬於突厥語系。

  古代回鶻人是維吾爾的主要族

源。九世紀，回鶻汗國滅亡後，回鶻

人兵分三路，其中一路往西遷移，與

葛邏祿註聯合，建立喀喇汗王朝。十

世紀，伊斯蘭教從中亞傳至西域，人

們紛紛成為穆斯林，並從游牧轉為定

居。

  由於宗教與文化的差異，維吾

爾人與漢人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近

幾年，估計有數千位維吾爾人離開家

鄉，移居到土耳其伊斯坦堡。

  儘管語言相近，土耳其人卻十分

排斥維吾爾人，認為他們只會鬧事，

並容易傾向暴力。然而，這加劇了維

吾爾人對土耳其社會的不信任感，包

括非常抗拒基督徒接近他們。

註：葛邏祿，是一支游牧突厥民族，與當時的
回鶻人關係密切，今哈薩克族為其後裔。

天父，經上說：「窮乏人呼求的時候，他要搭救；沒有人幫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

救。他要憐恤貧寒和窮乏的人，拯救窮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贖他們脫離欺壓和強暴；

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看為寶貴。」你是拯救困苦人的神，你是施行公義審判的神。求你

用那完美的公義和慈愛，吸引維吾爾人，使他們把人生的盼望安放在基督信仰上。願

神贏得維吾爾人，賜下神兒女的新身分，使他們恢復受造的樣子，便歡喜快樂。願神

醫治維吾爾人的傷痕和不安全感，讓他們與其他群體彼此和睦共存；並興起當地的教

會與基督徒，以智慧和愛心與他們同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
中的居民呼喊……(拿1:2)

約拿拒絕執行神的命令，因為他

認為罪惡的尼尼微人必須受到懲罰，

他不希望神饒恕他們。或許，我們也

有同感：犯罪的人就該死，叛逆的人

就該罰，否則豈不是無法無天了？

  希伯來文ookra aleha(向……呼
喊)，是動詞qara’和前置詞’al組合而
成。換句話說，神吩咐約拿宣告的信

息是：將要到來的毀滅。

  這不是正合約拿的心意嗎？為什

麼他還要逃跑呢？

  因為約拿打從心底明白，神的

hesed(慈愛)會超越他的忿怒。於是
他天真地想，如果不去告訴他們，說

不定審判就會臨到。一位被憐憫打動

的法官，就不可能好好執法，所以絕

不能饒恕尼尼微人！

  約拿的問題不在於看重公義，而

是他對別人缺乏同情。或許我們也有

同樣的問題：只關心法律的執行，不

關心罪人的生命；總是用一套標準尺

度去衡量別人的行為；傳福音時，不

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友好關係。

  我們需要對別人的處境感同身

受，不然就會像約拿一樣，只看見別

人需要被審判，卻看不見別人其實同

我們一樣，都需要神的恩典。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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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流放的日子

車臣人
Chechens

  車臣人世代居住在北高加索地
區，依靠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崇
山峻嶺之中認真地生活著。直到十九
世紀初，強大的沙皇俄國打破了平
靜，徑直入侵此地，掀起一場又一場
的血腥殺戮。這群勇武剽悍的山地民
族頑強抵抗近五十年，終因寡不敵
眾，於1859年被併入俄羅斯的版圖。

  為了馴化讓沙俄吃盡苦頭的車臣
人，沙俄政府在高加索地區實行嚴酷
殘忍的流放政策 強制民族遷徙，
把約五十萬的高加索人(包括車臣人在
內)遷往土耳其、約旦等地；同時，將
大量俄羅斯人移居至此，使該區俄羅
斯化。

  如今，超過二十萬的車臣人定
居在土耳其，境內各地有許多車臣社
區，如阿達納省(Adana)、卡赫拉曼
馬拉什省(Kahramanmaras)、伊斯
坦堡省等等。車臣人大部分皆是穆斯
林，向他們傳福音是極為不易的。

天父，為被迫離開家鄉的車臣人來向你禱告。願你差派基督徒，存憐憫、恩慈、謙

虛、溫柔與忍耐的心，與車臣人同行。願聖靈打開車臣人的雙眼，讓他們看見自己

在你眼中極為寶貴，你是何等愛戀他們、眷顧他們，以致賜下神子，從榮耀寶座走

了下來；為了他們的叛逆被刺透，為了他們的罪孽被壓碎，親自把他們領回天父的

家中。願車臣人在你全然的公義與慈愛中，民族歷史的深刻傷痛被醫治，漂泊無依

的不安全感得到滿足，經歷到軟弱得剛強的喜樂，便起來歡呼讚美神！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
咐的誡命……。」(申11:13)

  「你們若留意聽從……」的原文

是「你們若shama’ shama’」，中文翻
譯則加上「留意」去強調「聽從」。 

  shama’的意思很多，包括聆聽、
聽見、遵行、尊重、留意、理解等

等，用來描述「知道神所指示的，就

要照著去辦」。重複這一字，就好像

加上了驚嘆號，表達了不只是聽過即

可，更是高聲呼喊「注意」和「照

辦」！

  除此之外，連接詞eem，字意是
「若」。神的指示其實附帶著條件：

「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

命……」也就是說，如果你不滿足這

項條件，就不必指望神所應許的拯救

了。

  主說：「若你們留意聽從，我就

給你們繁榮、安全和滿足。」的確，

除了神，還有誰能賜下雨水使莊稼生

長，滿足人一切需要呢？

  仔細想想，沒有人能掌管萬物，

我們有誰膽敢說：「主，我不必聽你

的，我要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當然，如果我們忽略「若」，決

意不理會神的指示，那會怎樣呢？或

許，可以問問亞當。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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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姆利，意思是「達蘭的」，這

支民族可能是達蘭人(Dailamites)註的
後裔。由於生長的環境使然，與好戰

的達蘭人一樣，迪姆利人也是一身傲

骨，性格剛烈，絕不低頭。

  迪姆利人自認為是庫德族的分

支，但根據一些研究顯示，兩者之間

在語言和宗教上有顯著差異。迪姆利

人有屬於自己的方言，他們遵循伊斯

蘭教阿列維派(Alevis)的宗教傳統，被
遜尼派的庫德人視為異教徒。

  目前，並無扎扎．迪姆利語的聖

經譯本，同時也欠缺福音相關資源。

然而，感謝神的是，有極少數的迪姆

利人是基督的跟隨者。

註：達蘭人是居住在伊朗北部山區的一個民族。

天父，何等地感謝，你已贏回少數的迪姆利人。祈求你繼續保守這群迪姆利基督

徒，在異教之風裡站穩腳跟，在主的愛裡長大成人，滿有基督的身量，直到站在你

面前的那一天。我們為迪姆利全族禱告。立了地的柱子是神，將萬有托住的也是

神。願聖靈使他們不挺著頸項說話，不自大狂傲地認為，自己有能力過美好人生。

願迪姆利不被接納的傷痕，能成為經歷耶穌基督救贖之愛的契機，便向耶穌低下

頭，把生命的主權交給神。願所有的榮耀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歸給我們獨一的救

主上帝，從古至今，直到永遠。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們豈不曾知道嗎？你們豈不

曾聽見嗎？從起初豈沒有人告

訴你們嗎？自從立地的根基，

你們豈沒有明白嗎？(賽40:21)

  同一個反問詞ha-lo，經文重複了
4次。一個代詞ha加一個強烈否定的
副詞lo，表達作者期待得到肯定的回
答：「是的，我們知道。」

  這句經文似乎暗示著，聽者不能

不知道。神已經提供所有信息，百姓

沒有理由說「不知道」。他們需要知

道的，神早已說清楚，並且一次一次

向他們展現至高主權和威嚴。

  我們不是以賽亞時代的以色列百

姓，是否就可以說「不知道」呢？

  不！神的靈感動先知寫下以賽

亞書，正是要讓我們知道神過去的作

為、能力和榮耀，好讓我們確信神就

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拯救挪亞的

神、帶領百姓離開為奴之地的神。

  對神兒女來說，「知道」就是要

讓這些真實歷史依舊成為我們生活中

的實際經歷。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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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列維派是非正統的伊斯蘭教

派，誕生於鄂圖曼帝國時期的安納托

利亞地區(Anatolia，就在今土耳其境
內)，屬於什葉派分支。阿列維(Alevi)
一詞源自阿拉伯語，意即「阿里的追

隨者」。換句話說，他們只承認阿里

為哈里發。

  阿列維派主要由土耳其人和庫德

人組成，加上少部分的游牧民族。阿

列維派在服裝、舞蹈和禮拜儀式等方

面不同於其他派別。長久以來，他們

一直被視作異端，並遭受嚴酷打壓；

因此，阿列維有著嚴格明確的制

度 排他性極高；不僅反對外界參

與他們的儀式，也避免與他人解釋自

己的教義。

  根據專家學者註的估計，信奉阿

列維派的人數約略占總人口的20%；
而其中土耳人約有800～900萬；庫德
人則約200～300萬。昔日，他們大都
居住在與世隔絕偏遠山區；現在，由

於土耳其各地人口快速流動，可能至

少有一半的阿列維派穆斯林生活在都

市，尤其是伊斯坦堡。

註：“Islam and Society in Turkey”, David 
Shankland

天父，祈求你興起生活在都市的基督徒，帶著傳揚福音的使命，與阿列維穆斯林建立

美好的人際關係。甚願受嚴酷打壓的生活經歷，反倒使阿列維穆斯林謙卑下來，轉而

渴望認識這位看似軟弱無能的神 耶穌基督。他喝下上帝對作惡者發怒的杯，在十

字架上順服父上帝的旨意，接受這終極的殘酷考驗。然而，這卻是來自天父無法度量

的恩惠，藉著基督之死，打通了一條嶄新、賜生命的路。願阿列維穆斯林驚奇地發

現，自己充滿罪疚的良心已被灑上基督的寶血，連身體也被清水洗淨了，就滿懷感謝

地來到父上帝面前，一心稱謝他。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
追趕。(詩34:14)

  很多希伯來觀念都涉及身體動

作。比如，「神的恩惠或仁慈」是關

乎神向我轉過臉來；「使他的臉光照

我」是希伯來慣用語，表示神親切

地眷顧著我們。在這裡，希伯來文

s u r ( 離 )也是一項身體動作，有
「轉身、放棄、停止行動、拿走」的

意思。

  「離開惡行」是一項實際行動，

不只是在精神上壓抑惡念。

  大衛沒有勸我們站在原地，與

惡爭戰。我們的失誤常常是因為徘徊

不走。離開吧！不要自以為能站立得

穩。耶穌勝過了邪惡，為的是讓我們

能夠轉身離開，不必再戰。

  值得一提的是，在希伯來觀念

中，「離開惡」與「走向善」是同一

件事。也就是說，我們能夠轉離惡的

唯一辦法，就是開始行善。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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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茲人是一支高加索民族，擁有
四千年的悠久歷史。傳說，他們的祖
先 科爾奇人(Colchians)，曾在土
壤肥沃的科爾希達低地上(位於今喬
治亞西北部)，建立屬於自己民族的拉
齊卡王國(Lazika Empire)。但在十五
世紀初，此地被併入鄂圖曼帝國的版
圖，並隨之伊斯蘭化。十九世紀末，俄
土戰爭期間，成千上萬的拉茲人為躲
避戰火，逃至馬爾馬拉地區(Marmara 
Region，今土耳其西北部)生活。

  多雨的天氣帶來豐沛的水資源，
拉茲人在一畦一畦的梯田種植茶葉。
由於居住地鄰近黑海，航海和捕魚也
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之一。不僅如此，茂
密的森林提供了大量的好木材，使得
拉茲人練就一身木作工藝魂。

  隨著土耳其快速城市化，區域經
濟發展的差異日漸拉大，促使許多拉
茲人到城市定居，如今集中在里澤
省(Rize)和阿爾特溫省(Ar tv in)。另
外，還有一小部分的人口散居在喬治
亞西部。

  拉茲語屬於南高加索語系，「口
傳」為其主要的傳承方式。然而，估計
僅一半的土耳其拉茲人會說拉茲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其列為極度瀕
危語言，拉茲文化正在急速消失中。

天父，多雨的天氣、茂密的森林、茶葉、航海、捕魚與木作工藝，感謝你賜給拉

茲人如此豐富的普遍恩典。然而，拉茲人還不認識你，我們祈求你賜下更大的恩

典，向他們顯出你的仁慈、良善與憐憫，拯救他們脫離永死的結局，洗淨拉茲人

滿身的汙穢，藉著聖靈使他們重生，生命得著更新。願拉茲人以知罪悔改的心來

回應神的愛，驚嘆上帝難以想像的偉大，便充滿信心地過生活，並熱切期盼復活

的那一天，身體也得蒙救贖，被接到真正的家鄉，與神永遠同住。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
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到我這
裡來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
活。(約6:44)

  主耶穌的比喻和他的神蹟常與
「捕魚」有關。他的重點不是要教
導如何「做」得人漁夫，而是要使
你「成為」得人漁夫。兩者的分別
是，前者強調你要學習什麼，後者
則是神在做什麼。

  我們常誤以為，傳福音是需要
包裝的 切合人的需要、內容不要
太複雜……還有，一定要用新穎的方
式！討好這世代的人，傳福音才有好
的果效，教會的每張椅子才會被坐
滿。

  「吸引」的希臘文是Elkuse，意
思是「以無法抵禦的力量吸引過來」、 
「拉過來」。無關乎技巧，因為捕魚
的是神，救恩是超自然的過程；而你
只是受邀來到神旁邊，看他捕魚，負
責收個網而已。

  約翰福音21章記載了門徒整夜捕
魚，卻一無所獲。當耶穌吩咐他們，
把魚網撒到另一邊時，魚網裡面有
著滿滿的魚。這並不是門徒捕魚技術
高超，是神！是神把所有的魚引進魚
網，門徒只不過是幫忙收網而已。

  主耶穌把捕魚的祕訣告訴了我
們：傳福音不在於技巧，乃是要祈求
莊稼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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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法蒂赫區
(Fatih)街道上，阿拉伯語招牌林立，
霓虹燈閃爍；店裡賣的是敘利亞的異
國味 大馬士革咖啡、阿勒坡香料和
糖漿甜點。不只法蒂赫區，在庫科切
梅切(Küçükçekmece)、巴斯克謝希爾
(Başakşehir)、蘇丹貝利(Sultanbeyli)、
宰廷布努(Zeytinburnu)等地皆可見到敘
利亞人的身影。

  土耳其一直是世界收容難民人數
最多的國家。鄰國戰事延宕不休，至
今已超過六百萬名的敘利亞難民逃離
家園，其中約莫一半滯留在土耳其境
內。然而，長期的經濟低迷，失業率
居高不下，使得土耳其人民的生活苦
不堪言，當局也疲於應付這場看不見
盡頭的人道災難。

  近年來，陸續有首長、民眾抗議
政府的難民政策，並要求敘利亞人離
開。2021年8月，阿富汗一夕變天，
加劇土耳其的內部壓力，觸發累積已
久的「反敘情緒」。就在同月，首都
安卡拉的金山區(Altinda)爆發大規模
種族衝突，數百名憤怒的土耳其暴徒
襲擊敘利亞人的住宅，搶劫敘利亞商
店。

參考資料：“Syrian Refugees Targeted  in 
Ankara Night of Violence”, VOA News

天父，我們為在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禱告。「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

他不吹滅。」(賽42:3) 你是那位扶持心靈破碎之人的主，在敘利亞難民認識你以前，

你已經先愛他們。你已興起你的僕人 耶穌基督來拯救世界。禱告在土耳其的基督

徒，效法基督，以謙和、溫柔與堅忍的態度來接待敘利亞難民。願聖靈親自引導敘利

亞難民的心，使他們遇見我們的救贖主，顛沛流離的逃難歲月，反倒成為他們經歷上

帝豐盛的時刻。禱告土耳其的政府，能有智慧地處理人道救援，制定合適的政策，幫

助敘利亞難民有好的生活，與其他族群和睦共處。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幼年的恩愛，婚姻的愛情，
你怎樣在曠野，在未曾耕種之
地跟隨我，我都記得。(耶2:2)

  你有發現嗎？聖經時常記錄：神
把人帶到曠野。

  今天，多數人口湧向城市，瘋狂
追求權力和財富。人類最大的危機也
許不是疾病、飢荒和戰爭，而是以利
益為名的資本主義，摧殘人尊貴的身
分和價值觀。城市，讓我們傾向要倚
靠自己，取代神在我們生活中應有的
角色。

  在曠野，使我們不能依靠自己
活下去；在曠野，我們將面對一無所
有的無助感。只有在曠野，你才會發
現，神是我們的供應者、庇護者和同
行者。

  正如耶利米所說，曾經在曠野的
我們，極度需要神。我們的眼睛，沒
有被五彩繽紛的物質世界所蒙蔽，我
們愛著他 為了讓我們得益處，而
把我們帶到曠野的神。

  如果要重新回到深愛我們的父
神面前，就必須回到生命的曠野上，
讓他以至高無上的權柄統管我們的生
命。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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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才介紹過阿列維派，今天
我們來認識阿拉維派吧！

  阿拉維派是伊斯蘭教什葉派的分
支，信徒大部分集中於敘利亞，占全
國人口的17%註。阿拉維派相信阿里具
有神性，且他的靈魂會轉世。此外，
他們會過伊斯蘭教的傳統節日，也會
過基督教的聖誕節和復活節。

  敘利亞內戰持續至今，許多阿拉
維穆斯林來到土耳其生活。他們辛勤
地工作，並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回到自
己的家鄉。

  與阿列維派相似，作為一個少數
教派，他們時常受到遜尼派穆斯林的
迫害。一般而言，阿拉維信徒不會與
他人討論敏感的宗教話題。

  在土耳其，有極少數的阿拉維穆
斯林歸向基督，求主保守他們能在宗
教的壓力之下堅持信仰。

註：數據統計來自"Syria: Ethnic Shift, 2010-mid 
2018", Izady, Michael

天父，我們感謝你，領回少數的阿拉維穆斯林成為屬你的兒女。懇求你，當他們承

受來自家庭與文化的壓力之時，聖靈堅固他們的信心，靠你的話語得著力量，流淚

谷便轉為泉源之地，看見神正在動工的美事，並體會到保羅所說「什麼時候軟弱，

什麼時候就剛強」。神啊！在這以強凌弱的破碎世界裡，願土耳其教會以實際的行

動，照顧阿拉維穆斯林，給予物質上的幫助；跟隨聖靈的引導，找到機會向他們傳

福音。願天父的家成為阿拉維穆斯林的人生歸處，在基督的愛裡健康地成長，並向

眾人見證三一真神的美善力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的生命為愁苦所消耗；我的
年歲為歎息所曠廢。我的力量
因我的罪孽衰敗；我的骨頭也
枯乾。(詩31:10)

  希伯來觀點認為，犯罪與受罰是
交織一起的。神的饒恕雖然除掉了我
們的罪，但並不代表會除掉犯罪的後
果。該賠償的還是要賠；該付的代價
還是要付。神的饒恕可以除去我們和
神之間的障礙，但不能除去罪所帶來
的破壞。

  顯然，大衛認清這項事實，他
看到罪使人的「力量衰敗」。他用的
希伯來動詞是kashal，含意是「使搖
擺、絆倒、使變弱」。罪，是因為不
順服神，其後果會影響一個人的身
體、情緒、心思和靈性。

  我們總以為生活中的事可以互不
相干；以為可以在這裡行一些公義，
在另一處則向罪惡妥協；對所喜歡
的人好，對不喜歡的人則有另一套作
法；在公共場所保持道德操守，私底
下卻仍舊帶著壞習性。

  這節經文提醒我們，生活的一切
領域都不能如此分隔，要運作一致。
也許，我們該花時間檢查，我們在哪
裡跌倒、動搖、搖擺了？我們所經歷的
失敗，是否因為小心掩藏了某些罪？

  如果有，我們可以向神認罪和悔
改，並去補償和面對後果。靠著神再
次從跌倒的地方站起來，經歷福音轉
變生命的大能。

0 5

或許，這就是福音的契機

阿拉維派
Alawite

Photo by CharlesFred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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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囂中的寧靜

  海灣阿拉伯國家給人們的印象，不外乎是充滿各教派或

各民族之間的暴力衝突事件；然而，與煙硝味濃厚的葉門只

有一牆之隔的阿曼，卻是一派祥和。作為阿拉伯半島上「喧

囂處，難得的一片寧靜綠洲」，它打破了人們對伊斯蘭世界

的普遍認知。不過，若要看懂阿曼社會正在上演著怎樣的故

事，則須從航海歷史說起。

輝煌的航海歷史

  阿曼位於歐洲、亞洲和非洲的交會點，從古至今便是印

度洋重要航線的途經地點。鄰近霍爾木茲海峽被稱作「世界

經濟的咽喉」，每天都有大型油輪通過此地，運輸約1,700萬
桶原油，占石油海上交易的30%。令人驚訝的是，據史料記
載，早在公元前四千年，這裡的人們就已開始從事海上貿易

活動。阿曼可不只有沙漠、駱駝和游牧部落，還擁有悠久而

輝煌的航海歷史。

Photo by Nora Rademach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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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香之於古代，就像石油之於現代。」阿曼人駕著華

麗的帆船從佐法爾省出發，滿載珍貴的乳香遠渡重洋，與不

同文化的民族互動，在中國、印度、羅馬和東非留下他們的

足跡。乳香貿易為阿曼人帶來巨額財富的同時，卻引來當時

的海上霸權 葡萄牙人的覬覦。1507年，葡萄牙人成功從
阿曼人手上搶走利潤豐厚的東方海上航線控制權。

  在葡萄牙人占領馬斯喀特和其他波斯灣沿岸港口的150年
間，聰明的阿曼人從他們身上學習造船技術，成為日後製造

「單桅帆船」的基礎。至今，馬斯喀特南部的蘇爾(Sur)仍舊
是阿曼的造船業中心，這裡所產的單桅帆船靈敏輕便，具有

極強的適航性，備受世界各地的青睞。

  十七至十九世紀，阿曼人不僅推翻葡萄牙人的殖民統

治、趕走野心勃勃的波斯人，建立賽義德王朝。精通阿拉

伯語、史瓦希利語、印地語和波斯語的蘇爾坦(Said bin 
Sultan，1791-1856)帶領阿曼一躍成為印度洋的霸主，其領
土包含俾路支斯坦海岸的戰略港口瓜達爾，以及非洲的桑吉

巴爾，是當時唯一在非洲擁有勢力的非歐洲國家。

屬靈荒漠需要活水

  或許是超過五千餘年的航海歷史，造就如今包容開放的

阿曼社會(相較於其他海灣阿拉伯國家)。阿曼人接受西方的

現代化建設，同時也保留了部分的部落傳統；他們尊重來自

世界各地國際移工所信奉的佛教、基督教和印度教，但不可

公開向屬於伊斯蘭伊巴德派的阿曼人傳教。

  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相同之處是：若一位阿曼人離開伊

斯蘭教，等於是羞辱家族榮譽，儘管可能傾向於以非暴力來

解決，但叛教者仍將會面臨失去一切的風險。

  阿拉伯半島上的阿曼，看似寧靜溫柔，實則對信仰有著

斬釘截鐵的執拗。在這屬靈荒漠裡，誰能提供永遠不渴的活

水呢？

參考文獻

外文期刊論文

Linda Pappas Funsch, “Oman Reborn: Balancing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published in 2015 by PALGRAVE MACMILLAN
Open Doors, “Oman: World Watch Research 2022 Full Country Dossier”, 
January 2022

中文期刊論文

陳藝，《阿曼蘇丹國的國民認同研究》，2020，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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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禮相待是阿曼人的處事之道，
從喝咖啡這件小事上便可窺見一斑。

  咖啡，在阿曼叫做「喀赫瓦」，
通常會加入豆蔻、肉桂等香料，豐富
口感層次。咖啡是他們的日常飲料，
也是平日用來招待親朋好友，不可或
缺的上品。

  我接過滾燙的咖啡，很快地就喝
完一杯。熱情好客的主人立刻拿起咖啡
壺，再為我斟上一杯。一搖一晃之間註，
阿曼人特有的文化傳統盡顯無遺。

  在阿曼，絕大部分是阿拉伯人。
但在沿海地區的阿拉伯人、北部山地
的阿拉伯人與佐法爾省的阿拉伯人
之間，均存在著血統上的差異；有
的源於阿拉伯半島北部，有的則來
自南部，以及一些零散的阿拉伯少
數民族，如馬赫拉(Mahra)、卡西利
(Kathir)等等。

  阿拉伯人多數信奉伊斯蘭教，然
而感謝神的是，這裡有少數的阿拉伯
基督徒。

註：在阿曼，當你向主人搖晃杯子時，則表
示：你不再續杯了。

參考文獻：趙萱《好客阿曼人的濃香咖啡》，
科學大觀園；陳藝《阿曼蘇丹國的國民認同
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論文；《阿曼
的多元化社會：阿曼南部》(Oman's Diverse 
Society:Southern Oman, J. E. Peterson)

天父，你的這群兒女 阿拉伯基督徒正冒著失去一切的代價跟隨耶穌基督。我們向

你禱告，願他們靠著主的大能剛強起來，穿戴上帝的全副盔甲 束上真理的腰帶，

披上神公義的護胸甲，穿上平安的福音鞋子，舉起信心的盾牌，戴上救恩的頭盔，還

要握住聖靈的寶劍，就是上帝的話語；好使阿拉伯基督徒在邪惡的世代，能抵擋魔鬼

射來的火箭。不論處於順境或逆境，願所有的阿拉伯基督徒經歷到與主聯合的平安，

信靠神的喜樂，以致 心滿溢出愛與說不盡的感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
耶和華。(拿1:3)

  這句經文的原文直譯是「約拿

卻起來，『從』耶和華面前逃往他

施。」

  猶 太 拉 比 指 出 ， 希 伯 來 文

的「從」有兩個字：mi-penei和mi-
lifnei。因懼怕而逃的是mi-penei；因
要破壞關係而逃是mi-lifnei。在此處，
約拿的逃則是mi-lifnei，因為他不想服
從神的吩咐。在創世記中，該隱的逃

也是使用mi-lifnei。雖然這兩個字有著
同樣前置詞，意思卻截然不同。

  還有另一個相似的字是awe，主
要在描寫人因為畏懼神的威嚴和能

力，想從神面前逃跑。這是沒有體會

過神臨在的人無法理解的感受，亞伯

拉罕、雅各和以撒就有過這樣的經

歷，他們的反應是顫慄地敬拜神。

  許多時候我們想從神面前逃跑，

因為我們意識到生命內裡的不聖潔。

就像當以賽亞看到神聖異像時，意識

到自己的不潔，第一反應也是如此。

  或許，我們最需要認識希伯來字

hinoni(我在這裡)，意即「立刻順服」。
讓我們一起對神說：「主啊！我真的

怕得要死，很想要逃跑。但我要信靠

你，我要留下來，你要我做什麼？」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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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搖一晃之間

阿拉伯人
Ar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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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國徽上，兩把亮晃晃的阿拉伯

彎刀讓你心中一凜，充分展現阿曼

以武力捍衛主權的決心。然而，與

其他阿拉伯國家相比，阿曼顯得非

常特別 它是世界上唯一以伊巴德

教派為主的國家。據估計，有四分

之三的阿曼穆斯林屬於伊巴德派，

四分之一為遜尼派。

  十六世紀，英國國王的牧師在著

作中如此描述馬斯喀特(Muscat)註1：

「這些阿拉伯人的舉止非常有禮貌，

對陌生人禮遇有加。他們既不暴力，

也不以任何方式侮辱他人；他們堅守

自己的原則，忠於自己的宗教，卻從

不強加給任何人……這些人充滿優秀

的品質。註2」

  伊巴德派在阿曼有著一千二百多

年的悠久歷史，一般學者將其劃為哈

瓦利吉派的分支。與其它伊斯蘭教派

最大的不同在於 溫和與包容的宗

教傳統。比起為榮譽而戰，阿曼人更

喜歡以平和的方式解決衝突；他們禁

止傳教給穆斯林，但容許外國基督徒

的存在；他們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

只是不可違反伊斯蘭教法。

  對一位阿曼穆斯林來說，歸信基

督教等於是背叛家族榮譽，這意味著

失去人生所有的一切。

註1：馬斯喀特從很早之前就是阿曼灣的重要港
口城鎮，吸引很多外國商人到訪。現在，它是阿
曼的首都。

註2：引自Linda Pappas Funsch, “Oman 
Reborn: Balancing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天父，看似溫和與包容的阿曼，骨子裡

仍舊對信仰有著不容置疑的執拗。我們

祈求，願神賜給阿曼人一顆新的心，把

聖靈放在他們心裡，使他們看見通往永

生的道路，並不是藉著個人的努力去遵

循伊斯蘭教法，乃是透過耶穌基督在十

字架上所成就的工。願阿曼人認識自己

的悖逆，因而在神面前痛悔時，同時體

會到神早就以無限的慈愛和憐憫包裹著

他們。在這勢不可擋的恩典洪流中，願

阿曼人謙卑地降服於神，生命在基督裡

得著自由、滿足與更新。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
恩才成的。(林前15:10)

  eimi o eimi，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對於神白白賜下的恩典，保羅有著說

不盡的感謝。

  如果你一生最大的成就，只是完

成了神兒女應盡的義務，你願意嗎？

如果你一生最大的收穫，只是聽到耶

穌稱讚你是個忠心的僕人，卻沒有任

何人注意到你的服事，你願意嗎？

  我們都比較容易順服一個偉大的

理想、絕佳的機會，卻很難順服地做

一位神的忠心僕人。

  若我們要像耶穌，就必須學習

自我犧牲的謙卑，並且順服神以致於

死。有一天，我們終會看到一切都是

神的恩典。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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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巴德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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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馬斯喀特的市集，繚繞的氤
氳煙氣中，夾雜著一絲特有的木質調
香味。

  人們焚燒乳香作為香氛用品，
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不僅如此，在阿
拉伯人的眼中，乳香就像是一顆萬靈
丹；直接泡水喝，可促進腸胃蠕動；
當成口香糖嚼食，能保健牙齒；如果
孕婦服用的話，出生的孩子便會更加
聰明。

  自公元四世紀開始，無數的駱駝
商隊，長途跋涉兩千公里，穿越阿拉伯
沙漠，把一袋袋的乳香帶往埃及、巴比
倫、希臘和羅馬帝國。2000年，這條
串起東西貿易的「乳香之路」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在酷熱乾旱的蠻荒地帶 佐法
爾省南部，出產著世界上品質最好的
乳香，沙哈里人
就活動於此。他
們是一支游牧民
族，篤信伊斯蘭
教。然而，生活
的殘酷與艱辛，
讓一些沙哈里年
輕人選擇搬到城
市定居。

天父，願你讓各地的眾教會看見在阿曼宣教的機會。昔日，游牧的生活型態讓我們難

以進行宣教外展；今日，一些沙哈里年輕人選擇定居下來。祈求你差派合適的工人到

他們當中，放膽傳講純正的福音。願聖靈使沙哈里年輕人的心被神的道所吸引，轉而

歸向神，獻上全人，深深敬畏上帝的愛，並發出誠摯的讚美：「我的神啊，我要一心

稱讚你；我要榮耀你的名，直到永遠。因為你向我發的慈愛是大的；你救了我的靈魂

免入極深的陰間。」願重生得救的沙哈里人，專一跟隨聖靈的引導，回去向自己的部

族分享福音。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

的恩賜……。(林前14:1)

  Dioko，意思是「努力追求，熱烈
渴望得到一個東西」。換句話說，保羅

要我們以這樣的態度來追求愛。

  根據希伯來的觀念，保羅所說的

愛，是指對別人提供恩慈的行為。沒有

行動的愛，只不過是一場空談。

  在登山寶訓中的「受逼迫的人有

福了」，也是使用dioko一字。因為，當
愛沒有從恩慈的行為顯現出來，那不

是無動於衷，而是逼迫。

  神要我們追求愛，不斷以恩慈行

動對待人。若不如此行，便成為一位逼

迫者，就是嘲笑神恩典的人。

  墮落的世界極需要得到神的恩

典。如果我們沉酣在神的愛中，把愛占

為己有，用來保護自己，那dioko就變
成了負面陰暗的意思。

  一起來跟隨主耶穌，追求愛吧！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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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市集的迷人香氣

沙哈里人
Shahari

Photo by Caroline Jones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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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 穆桑代姆省

  陡峭的岩壁、深邃的大海、湛藍

的天空……沿著阿曼綿長的海岸線公

路駛去，大自然壯闊之美一路相伴，

讓我不禁深深敬畏背後那奇妙偉大的

造物主。

  阿曼三面環海，擁有長達1,700
公里的海岸線。最南邊是佐法爾省，

最北邊則為穆桑代姆省(Musandam 
Governorate)，與阿聯酋相接。在這
兩塊外飛地註1上，住著鮮為人知的石

虎部落。

  歷史上，石虎部落曾先後經歷

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的入侵，被迫遷

徙到艱困貧瘠的山區，好在堅強的性

格讓他們成功找到了生存方式。冬季

時，石虎部落在西哈傑爾山脈上建造

石屋註2、修築梯田、種植莊稼、飼養

山羊；夏季時，他們會移居至沿海一

帶，打撈漁獲和珍珠。

  石虎人所講的庫姆扎里語尤為

獨特，融合了俾路支語、葡萄牙語和

阿拉伯語。直到二十世紀七〇年代，

遠離塵囂的石虎部落才被眾人所知。

或許是遭異族入侵的歷史記憶難以遺

忘，導致他們曾對外人懷有明顯的敵

意。近幾年，石虎人的態度才終於有

所好轉。

  目前，並無任何一位石虎基督

徒。

註1：某國家擁有一塊與本國分離的領土。

註2：石虎人所修築的石屋叫做Bait al-Qufl，意

即「洞穴屋」的意思。

天父，願遭異族入侵的歷史記憶，不成

為傳遞福音的攔阻；願在艱困環境下的

生存經歷，反倒使石虎人看見你自始至

終的豐富供應。「你的慈愛上及諸天，

你的信實達到穹蒼；你的公義好像高

山；你的判斷如同深淵。」願聖靈引

領石虎人，認識這位又慈愛又聖潔的 

神 他賜下耶穌基督，親自償還罪

價。願石虎人回應神的呼召，投靠在他

的翅膀蔭下，飽嘗上帝殿中的盛筵與樂

河之水，體會來自神那永不止息的愛。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眾人就都驚訝猜疑，彼此說：
「這是甚麼意思呢？」 (徒
2:12)

  你是否覺得這些人的反應很奇
怪，他們不是詢問事件的來龍去脈，
他們問的是 事件的意義。

  當耶穌醫好生來瞎眼的人，門徒
的關注卻在瞎眼的責任該歸屬於哪；
然而，耶穌關注乃是為了神的榮耀。
我們和門徒一樣，常常把重點放在搞
清楚事件的發生次序、因果關係和準
確無誤的報導，但耶穌是叫我們把重
點放在 神怎樣看。

  只有把日常生活與神聯繫起來，
我們才能明白事件的意義。如果我們
不知道神在事件中的啟示，實際上仍
是一無所知。

  倘若你開始練習思想事件的意
義，不再一味地企圖找出因果關係，
你的人生觀將會大大改變。

0 9

遺落在阿聯酋的 
兩塊碎片

石虎人
Shihuh

Photo by shankar s.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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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見吉達阿爾哈拉斯(Jiddat al-
Harasis)時，十分震撼人心。高低起
落的沙丘，一層又一層向遠方擴展，

彷彿沒有盡頭。我蹲下來伸手一撈，

才發現竟是一顆顆碎石子。落日餘

暉，我爬上沙丘的頂端。太陽從遠方

緩緩落下，深紅、淺紅、金黃到橙

黃，伴有光暈，直至落到地平線以

下，改變整個世界的顏色。

  導遊告訴我，在吉達阿爾哈拉斯

如此乾旱的環境裡，生活著一支游牧

部落 哈拉西。至今，他們仍然採

取大家庭制度和包辦婚姻的穆斯林傳

統，而且家庭分工極為明確；男人照

顧駱駝群，女人飼養山羊群。

  現代科技的迅速發展，同樣深

刻地改變了哈拉西人的生活。如今，

他們的代步工具不再是駱駝，而是休

旅車。哈拉西人開著車，帶上所有家

當，在礫石沙漠中移動，與牲畜一起

尋找水源和灌木。

  哈拉西講哈蘇西語(Harsusi)，
但大多數人也會講阿拉伯語，這是阿

曼的貿易語言。二十世紀，首府海馬

(Haima)相繼開設寄宿男校和女校，
越來越多哈拉西家庭來此處定居。

天父，我們為這完全伊斯蘭化的國家來向你禱告，撒但正藉著宗教力量，牢牢掌控著

人們的心思意念。父神！懇求你把哈拉西的靈魂從陰間救上來，使他們存活，不至於

下坑。願你仰臉光照阿曼，親自在中部省開福音的門。祈求聖靈，激動神兒女的心，

去完成主的旨意，在吉達阿爾哈拉斯這片土地上，傳揚主的道。願聖靈先行工作在哈

拉西人的心裡，產生屬靈的飢渴，並將他們引向復活救主的十字架。願哈拉西人與我

們一同來到神面前，歌頌他的救贖恩典，稱讚他可記念的聖名。「因為，他的怒氣不

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求你使你的臉光照僕人，憑你

的慈愛拯救我。(詩31:16)

  光照是一個動詞，原文是 h a -
e e - ra，「發光、光照耀」之意。這一
字曾出現在：智慧使人的臉發光(傳

8:1)、神的妥拉光照人的眼目(拉9: 
8)、耶和華的臉光照他的百姓(民6:25)、
耶和華的臨在使大地發光(結43:2)。

  大衛懇求耶和華轉臉光照他。在

希伯來慣用語中，經歷神的光意味著

得到救援，好像在戰場上得到增援一

樣。想想這幅畫面：神帶著他的榮光到

來，照亮了敵人進攻時的黑暗天空。

  大衛看到耶和華臉上的光，不

僅救他脫離黑暗，還讓他看見神的

Hesed(慈愛)。

  從創世以來一直到今日，神的所

有行動都以他的Hesed為基礎。所以，
大衛把神的光照、慈愛與拯救寫在詩

裡，讓我們一同看見照亮在黑暗的光

就是救恩，代表著神的信實，他從起初

就定意要以慈愛幫助我們戰勝敵人。

  今天，你有站在神那照亮黑暗的

光中嗎？那黑暗不只是仇敵撒但，也

包括了我們的誘惑和犯罪。在黑暗之

處，我們都需要神的hesed。

  如果你站在光中，那是多麼榮耀

的地方；倘若沒有，趕快祈求神用天

上的榮光來光照你的心吧！

1 0
阿曼 • 中部省

埋在沙漠裡的部落

哈拉西人
Har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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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 穆桑代姆省

  庫姆扎里是一支半游牧民族，生
活在穆桑代姆半島上已有五百年的歷
史。

  一般而言，在冬季時，庫姆扎里
人定居在阿曼最北端的沿海村莊
庫姆扎爾(Kumzar)，捕魚和造船是
這段時間維持生計的方式；夏季時，
他們則會移居到綠洲城鎮 哈薩布
(Khasab)和迪巴(Dibba)，種植椰棗
和飼養山羊。穆桑代姆半島多陡峻奇
險之景，因此庫姆扎里的季節性遷
徙只能乘船往來。從庫姆扎爾到哈薩
布，最快也需要45分鐘。

  近幾年，穆桑代姆半島獨特的部
落文化與自然美景，吸引許多阿聯酋
的外國商務客前來度假，促進了當地
旅遊業的發展。與世隔絕的庫姆扎里
人走出自己的世界，到酒店、餐館和
博物館工作，或是受僱於阿曼政府，
進入警察機關、行政部門，負責管理
國際船舶的交通。

  在阿曼，約有4,500名庫姆扎里
人。另外，還有幾百名族人零星分散
在伊朗拉臘克島，以及阿聯酋邊境。
由於庫姆扎里是個口傳社會，沒有
文字系統，他們所講的庫姆扎里語
(Kumzari)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嚴重瀕危」的語言。為了與其他族
群進行貿易經濟活動，他們的阿拉伯
語相當流利。

  庫姆扎里人信奉伊斯蘭教，並同
時帶有泛靈論的色彩。他們相信，世
上有一位衣衫襤褸的女惡魔會投下陰
影，專門詛咒孕婦流產。

參考文獻：Christina van der Wal Anonby, “A 
Grammar of Kumzari: A Mixed Perso-Arabian 
Language of Oman”, Leiden University

天父，願庫姆扎里人在你所創造的自然

美景中，看見你的豐富無限、無法探測

的創意。願你成為庫姆扎里人的亮光，

成為庫姆扎里人的拯救，成為庫姆扎里

人性命的保障，使他們不懼怕邪靈的攻

擊，放棄靠自己的努力通往救贖。願庫

姆扎里人的心被聖靈所觸摸，聽見神那

充滿慈愛的呼召，因罪性的敗壞而不知

所措時，便被耶穌基督用寶血重價買贖

他們的捨己之愛所充滿。願庫姆扎里人

因著回歸屬神的家中、恢復榮耀的受造

地位，便歡喜快樂，堅定不移地踏上跟

隨之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們要洗濯、自潔，從我眼前
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
惡，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
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
寡婦辨屈。(賽1:16-17)

  以色列百姓以為獻祭能夠贖回故

意犯的罪，先知卻說，故意犯罪是要

受罰的，例如：偷東西的要加利息償

還、說謊的要公開補償、謀殺人的要

償命等等。

  以賽亞告訴眾人：「不要再做那些

事了！去尋求如何才能榮耀神吧！」神

在呼召人轉變行為，這是對付罪的正

確方式。換句話說，你不能夠住在恩

典之下卻不行義。

  「轉離你們的惡行」的希伯來短

語是Ha si roo roa ma’ale lei chem，
其中的動詞是「轉離( sur)」，即 
「洗去、走開、放棄、遠離、停止不

再做、拿走、除去」的意思。神說的

再清楚不過了，你要除去的是邪惡的

行為，求神潔淨，然後尋求主。

  若你還沒被神洗淨，請不要說你

是住在恩典之下。

1 1

奔往阿曼最北端

庫姆扎里人
Kumzari



64

1 1 月   日  星期六

64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 俾 路 支
人以僱傭兵的身分踏上阿拉伯半
島，開始為阿曼的雅魯卜王朝(Al 
Ya’rubi，1624-1742)效力。分分合
合的朝代更替，賽義德統一阿曼，建
立王朝，而俾路支是不可或缺的核
心力量。自此，他們定居在馬克蘭
(Makran，今位於伊朗)，以及阿曼灣
的沿海地區，形成俾路支村莊，講俾
路支語，遵守自己的部落傳統，信奉
伊斯蘭教遜尼派，平凡地生活著。

  如今，俾路支人是最大的非阿拉
伯族裔，人口數超過六十萬，散布在
阿曼北部沿海地區。他們的文化特性
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勇猛果敢的尚武
精神，滲透在血液裡，隨扈、保鑣、
軍人和警察經常可見俾路支人的面
孔。

  在阿曼，人們普遍對俾路支族
存著「外來者」的刻板印象，俾路支
女性要嫁入阿拉伯家庭是會遇到重重
阻礙的。儘管如此，他們在這片土地
上，以每年舉辦文化週的方式，為下
一代努力地延續族群文化。

參考文獻：Ahmed Al-Ismaili, “Ethnic, Linguistic, 
and Religious Pluralism in Oman”, AlMuntaqa; 
Beatrice Nicolini, “The Baluch Role in the 
Persian Gulf during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天父，願你拯救俾路支族，不讓他們陷入追求自己的族群文化，自豪於勇猛果敢的尚

武傳統，以致忽視靈裡的不滿足。禱告阿曼社會對俾路支族的不接納，反倒成為俾路

支族安息在父神天國裡的契機。在遵循伊斯蘭教法感到無力之時，在幽暗無光的罪中

感到絕望之時，聖靈就使他們抬起頭，看見那位榮耀之君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

溫柔俯就不配之人，犧牲自己的權能與榮耀，展現那廣闊高深的犧牲之愛。願俾路支

族在神面前謙卑下來，體會罪得赦免的喜樂，並被主的道所深深吸引，與父神建立親

密的關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做
的本是我們應分做的。」 (路
17:10)

  「應」的希臘字opheilo，是關
於「法律、義務和職責」要求我做的

事，是要用我的服務來償還債務的意

思。在主禱文中，「免我們的債」也

是使用同一個字。

  我們誰也無法除去自己的罪，只

有無罪的耶穌能為人類償還罪債，所

以我們都欠了他的債。不是我們做了

什麼可以賺取神的赦免，而是他選擇

要這樣愛我們。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

並無功勞可言，即使做了該做的事，

也是因為有神的愛在支持著我們，才

能做到的。

  我們的一生都虧欠了神，是他的

恩典讓我們得以存活，且將來還會把

我們帶到他面前。因此我們在世上生

活，有義務以僕人的身分終生服事為

我們還罪債的主。

  我們本來是罪的奴僕，但神卻選

擇賜下神兒女的身分；我們能夠為此

感謝，可是也不能忘記，這並不是靠

努力換取的。甚至，在做完所有神吩

咐的事以後，我們也只不過是償還了

一點點的債而已。

  可是你知道嗎？即便如此，神仍

然愛我們。

1 2
阿曼

阿曼灣上的僱傭兵

俾路支人
Baloch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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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 馬斯喀特省

  位在馬斯喀特的商業中心 馬
特拉赫(Muttrah)留下距今四百多年
前的遺址。有些人說，這是魯瓦提亞
商人來阿曼定居的痕跡。然而，目前
並沒有相關文獻佐證。但在伊本．魯
扎伊克( Ibn Ruzayq)的著作中曾提
及：「在阿布．賽義德王朝時期(Al 
Said，1750-1783)，魯瓦提亞人住
在馬特拉赫。」關於魯瓦提亞的移民
史，這是最早的阿拉伯文獻記載。

  十九世紀，在賽義德．伊本．蘇
丹(Sultan Said Ibn，1806-1856)的統
治之下，阿曼成為當時代的區域商業
強國，而魯瓦提亞商人與印度商人在
其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從
印度進口大米來馬斯喀特，並出口阿
曼當地的魚乾和椰棗。就這樣，建立
了馬斯喀特、桑吉巴爾和孟買之間的
三角商業網絡。

  直到現在，魯瓦提亞人依舊在阿
曼擁有相當大的經濟影響力，並在政
界擔任要職。魯瓦提亞人與阿曼社會
看似親密和諧，實則相隔遙遠；他們
把自己禁錮在魯瓦提亞圍牆內註，不與
其他族群往來。

  魯瓦提亞人口數約為4.5萬人，是
阿曼國內最大的什葉派穆斯林群體。
他們主要分布在馬斯喀特省的商業城
市，如馬特拉赫、魯維(Ruwi)和錫卜
(Seeb)。
註：在馬特拉赫，有個魯瓦提亞大型社區，名
叫su ̄r al-lawa ̄tiyya。此區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以
前，不允許「非魯瓦提亞人」進入。現今，仍有
約100名魯瓦提亞人住在這裡。

參考文獻：Marc Valeri,“ High visibility, low profile: 
The Shia in Oman under Sultan Qaboos”, Int. J. 
Middle East Stud; Ahmed Al-Ismaili, “Ethnic, 
Linguistic, and Religious Pluralism in Oman”, 
AlMuntaqa; Calvin H. Allen, Jr., “The Indian 
Merchant Community of Masqat”

天父，願你主動向魯瓦提亞人仰臉，使

他們察覺財富、權力與地位，並不能滿

足靈裡的缺乏。祈求聖靈親自引領屬神

的子民，使他們在職場上遇見魯瓦提亞

人，憑著神所賜的膽量與勇氣，宣講福

音。禱告魯瓦提亞人的心被福音所觸

動，便知罪悔改，把人生的安全感建立

在耶穌基督這塊磐石之上，即使風吹、

日曬、雨淋也不致搖動。「惡人借貸而

不償還；義人卻恩待人，並且施捨。」

願魯瓦提亞人因著體會到來自神的豐富

供應，便跨出圍牆之外，慷慨施與各族

群的窮人、外來者、孤兒與寡婦。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
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
德、仁愛、和平。(提後2:22)

  經文的開頭，使用語氣強烈的

動詞 pheugo(逃避)。講得白話一
點，就是：現在快跑！逃啊！別往後

看！

  大衛非常了解逃避私欲的重要

性。在他的人生裡，幾次都以為可以

靠自己，沒有即時逃離誘惑，便為此

付上慘痛的代價。後來的大衛，學會

了時時倚靠神。他終於知道，只有跑

到神那裡求救，才能打勝戰。

  神的拯救和幫助，不是要等到將

來的新天新地才會實現。希伯來的得

救觀念是 現在、今生，就在這地

上，我們能靠主得勝。

  逃避私欲，回到生命的源頭，是

我們一生都需要學習的重要行動。

1 3

有錢人的孤獨

魯瓦提亞人
Luwath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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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吉巴爾(Zanzibar)是非洲東海
岸的一座小島，曾隸屬於富強的阿曼

蘇丹帝國。自十七世紀開始，來自阿

曼的阿拉伯人定居於此，世代綿延。

  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桑吉巴爾

脫離英國，並在隔年併入坦尚尼亞共

和國。新政府急於驅逐外來者 連

續幾代都生活在這座島嶼上的阿拉伯

人。他們被迫攜家帶眷，返回陌生

的祖國 阿曼，一個從沒住過的地

方。

  來自桑吉巴爾的阿拉伯人是伊巴

德派穆斯林，卻講著史瓦希利語，吃

著非洲的食物，在阿曼社會裡顯得格

格不入。身分認同問題一直困擾著他

們，身處在兩種文化之間，到底哪裡

才是他們真正的歸屬？

往遭喪的家去，強如往宴樂的
家去；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
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傳
7:2)

  在馬太福音裡，八福中的一福

哀痛的人有福了。這句希臘短語

所表達的哀痛，發生的時間點是「現

在」，而不是將來。簡而言之，耶穌

是在說，那些正被傷痛壓碎的人有福

了。

  傳道書在這裡要說的是 到哀

痛的地方流淚，比到吃喝慶賀的地方

好。與馬太福音所提及的如出一轍。

只有遭遇不幸的人才會知道，一切並

不在你的掌控之中。這樣的認知能幫

助我們：放棄想要靠自己掌控人生。

  哀痛，讓人清楚意識到自己的無

能為力，並預備好接受神的恩典；而

這恰恰是屬靈成長的重要成分。

  Yiten el-libo，是一句希伯來短
語，「放在心上」的意思。苦難，喚

醒沉睡之人，讓人看清自我的根本問

題，這遠比待在無知昏暗的光景來得

好。

  除非我們走到了盡頭，就像一位

哀痛的人，否則我們會錯失那偉大的

應許：神，現在與我們同在。

1 4
阿曼

不論在哪，都像邊緣人

史瓦希利阿拉伯人
Swahili-Arab people

天父，懇求你憐憫來自桑吉巴爾的阿拉伯人，賜福給他們，用臉光照他們！願這群找

不到家的阿拉伯人，屏棄從未進入世界的阿拉，轉眼望向道成肉身的耶穌 他降世

成為脆弱之人，因為愛，為屬他的人而死。願阿拉伯人謙卑承認靈裡的無助，需要耶

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神叫孤獨的有

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神啊！你用自己的形象創造了阿拉伯人，求你讓他們明

白，只有在愛的關係裡才能健康地活著；讓他們驚奇地發現，你是他們的阿爸父，而

弟兄姊妹是他們永遠的家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Raissa Lara Lütolf (-Fasel)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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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1964年，阿曼在費胡德(Fahud)
附近首次發現石油。從此，曾經是阿

拉伯半島上最落後的國家，靠石油累

積大量財富，搖身一變，成為人類發

展指數飆升快速的國家註1。

  自二十世紀六〇年代開始，阿曼

專注於發展石油工業。為了填補勞動

力短缺，他們向印度、巴基斯坦、伊

朗、埃及、約旦、孟加拉國、斯里蘭

卡、菲律賓等國家引進體力勞動者，

同時向美國與歐洲各國聘請相關專業

人士來阿曼工作。

  根據2021年2月數據統計，大約
有144萬國際移工在阿曼，占總人口
的29%；其中，還包含14萬受卡法拉
制度(Kafala System)註2保護的家庭幫

傭。近年來，阿曼的經濟發展停滯不

前，加上新冠疫情造成的影響，人民

的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青年失

業率不斷攀升，更是激起阿曼人的排

外情緒。

  將近有30萬名國際移工是基督
徒。然而，阿曼政府積極推行保障國

人就業權益，國際移工的人數正在急

劇下降中。

註1：1970年，阿曼的人類發展指數是0.36； 
2010年，上升到0.79。

註2：這是阿曼和其他伊斯蘭法律體系中常見的
外勞保證人制度。但該制度賦予雇主極大的權
力，造成雇主更容易剝削工人，引起國際人權組
織的批評。

參考文獻：“Demography, Migr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 in oman”, The Gulf Labour Markets 
and Migration (GLMM) programme; “Migration 
Profile OMAN”, Migrants and Refugees Section

天父，為正在阿曼經歷苦難的基督徒來

禱告。當他們處在害怕、憤怒與焦慮等

負面情緒時，聖靈就使他們想起十字架

的救贖、神一直以來的帶領，以及在基

督裡賜給所有聖徒的應許。「父親怎樣

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

他的人！」禱告福音 化到每位神兒女

的心裡，使他們再次經歷毫無保留的天

父之愛，以致有力量在黑暗之中重新邁

步，向著標竿直跑，得神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召我們來得的獎賞。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
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
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
邊。(來12:2)

  耶穌的喜樂是一份延遲的滿足。

他必須先承受人們嘲笑、排斥，並忍

受身體極大的痛苦。然而，他因為擺

在面前的喜樂，就能繼續走下去。

  要定睛仰望耶穌，他的堅忍是我

們的盼望。神的應許、基督的救贖，

讓我們有能力在黑暗之中向前邁步。

  耶穌死而復活之後，他對婦女

們說：「你們chairete(歡喜)。」
耶穌復活前，我們互相祝願對方

shalom(平安)；復活之後，我們可以
說chairete。黑夜已過，黎明已到。

  我們總是被看似絕望的黑暗給分

散了注意力，視線從「為我們信心創

始成終的耶穌身上」轉移到別處。別

忘記墳墓之門已被打開，現在我們可

以用chairete彼此問候。

  來，調整你的視野，定睛仰望耶

穌吧！

1 5

漂流的異鄉人

國際移工
Migrant 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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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烏地阿拉伯
一位久病纏身的患者

專題文 Joan  編輯　Joan

Saudi Arabia

Photo by said alamri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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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沙烏地阿拉伯把脈

  世界最大石油產國、伊斯蘭遜尼派領頭羊、政教合一的

絕對君主專制政體、社會福利可媲美北歐的國家 沙烏地阿

拉伯(又譯沙烏地阿拉伯)病了，過度依賴石油經濟、貧富差

距極大、青年人失業率高……高度集權所產生的弊端層出不

窮，氣血不通，諸脈堵塞。

  這些病根源於哪呢？治病良方又是什麼？讓我們一起從

貫通全身的血脈 十八世紀的沙烏地家族出發，為今日的沙

國把把脈。

沙烏地家族的崛起之路

  十八世紀初，正當西方忙於削弱鄂圖曼帝國在東方的勢

力之際，阿拉伯半島上悄悄燃起了新的一場部落戰爭與宗教

改革。

  當時的沙烏地家族僅控制著內志地區(Najd，涵蓋今日
的利雅得省、蓋西姆省和哈伊勒省)的一處綠洲定居點，由

幾個村莊所組成，居民包括農民、商人、手工業者、烏理

瑪(Ulama)註1和奴隸，總戶數不超過70戶。就在一天又一天
的平凡生活裡，沙烏地接待了遭部族流放的宗教領袖瓦哈比 

(Al-Wahhāb，1703-1792)，成為彼此生命中的貴人，寫下不
平凡的建國歷史。

  瓦哈比為沙烏地家族提供軍事征服、政權鞏固所需的治

理工具，例如：

1. 每位穆斯林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必須對一位穆斯林統治者
表達效忠的誓言，以確保自己死後能得到救贖。

2. 規定每位穆斯林需定期繳納「劄卡稅(Zakat)」，為沙國
的存在和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基礎。

  另外，1979年的伊朗革命提升什葉派的抗爭意識，與沙
國政府之間的流血衝突永無休止，也導致往後的國家政策走

向更趨於保守，並積極對外強化瓦哈比教派在伊斯蘭世界的

正統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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岌岌可危的沙國經濟

  石油的發現，讓沙國經濟不再依靠劄卡稅、游牧和綠洲

傳統農業，人們的生活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今，人口數

量龐大的沙烏地王室家族牢牢把持核心權力註2，利用豐厚的

天然資源賺取可觀的收入，制定只惠及本地人的社會福利照

顧制度 享有水電補貼、免費教育與醫療、失業補助金、零

息貸款等等；政府甚至連工作都幫人民安排妥善 約有三分

之二的本地人受聘於政府及公營機構，且薪資待遇高於私人

企業。

  在如此單一的經濟結構之下，沙國仰賴國際移工填補國

內其他的勞動力缺口。據統計，外籍人口約為1,200萬(占全
國總人口的37.5%)，主要來自南亞、東南亞及中東各地，職
業類別遍布各個階層。

  世事難料，年年下跌的石油價格，造成青年人失業日益

增多、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人民的不滿讓力行絕對君主專制

的沙烏地阿拉伯意識到情況嚴峻。2016年，沙爾曼王儲端出
「2030年願景計畫(Saudi Arabia Vision 2030)」，對經濟進
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註3，企圖將國際移工趕出沙國，實現「沙

烏地阿拉伯化」。

Photo by Stephen Downes



來自天國的治病良方

  沙國病了，充斥著各種社會問題，好似一位久病纏身的

患者。然而，有一張治病良方，服下便可疏通全身氣血，從

此得著真自由 耶穌基督的救恩。

  2019年，許多來自亞洲的基督徒離開了此地。我們祈
求，住在沙國的人們能得到那張治病良方，別與福音擦身而

過。

註1：任何一位有系統地了解伊斯蘭宗教知識的學者，都可被稱為烏理瑪。換
句話說，烏理瑪也被用來泛指伊斯蘭教中所有的知識分子，包括阿訇、毛拉、
伊瑪目等等。

註2：當前的王室人數可能界在1.5萬～2.5萬人之間，包括直系和旁系的親屬
在內，如此龐大的王室人數壟斷所有的國家行政、軍事機構和各省的權力要
職，約有200名左右的王子具有政治影響力。

註3：逐年增加所有國際移工及其家屬需繳納的稅額。

參考文獻

外文期刊論文

Madawi al-Rasheed, “A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exander Natasha, “Saudi Arabia: Country Study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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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世紀中葉，阿拉伯穆斯林占領
埃及，並成功南進，勢力範圍涵蓋整
個尼羅河谷，包括努比亞(蘇丹的古
稱)。幾百年的血緣融合、文化同化，
當地人失去了原本的族裔身分，被稱
作「蘇丹阿拉伯人」。

  蘇丹阿拉伯人講蘇丹阿拉伯方
言，是遜尼派穆斯林。然而，他們的
信仰帶有蘇菲派的神祕色彩，喜歡去
伊斯蘭聖徒的墓地朝聖。蘇丹阿拉伯
人擁有獨特而豐富的本土音樂文化，
但自1989年實施伊斯蘭教法以來，長
期遭到壓制。不僅如此，二十世紀蘇
丹獨立後，內亂從沒停歇過，人們被
迫離開家園，分散在世界各地註。

  許多蘇丹阿拉伯人來到沙烏地
阿拉伯的油田工作。在這政教合一的
伊斯蘭君主專制國家，或許衛星電
台(SAT-7)、環球電台(Trans-World 
Radio)、遠東廣播電台(Far East 
Broadcasting)和真光電台(IBRA)，讓
聽聞福音變為可能。

  目前，並無已知的蘇丹阿拉伯基
督徒。

註：阿曼、沙烏地阿拉伯、葉門、卡達、阿聯
酋等中東國家；埃及、厄利垂亞、衣索比亞、
南蘇丹等鄰近的非洲國家；少數散居在義大
利、瑞典、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國家皆有蘇丹
阿拉伯人。

天父，願你看顧這群因蘇丹 戰而無辜受苦的蘇丹阿拉伯人。在急難的日子，不要向

他們掩面，使如草枯乾的心靈、唉哼哭泣的聲音，能得著你的滋潤。願在世界各地屬

神的兒女，進到蘇丹阿拉伯人的痛苦之中，分擔他們的重擔，並靠著聖靈的引導，抓

住機會分享福音。願聖靈觸摸蘇丹阿拉伯人的雙眼，使他們能清楚地看見，藏在苦難

之下的安慰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之愛，以及將來所應許的完美家鄉，他們

的身心靈就得享平安。願蘇丹阿拉伯人與我們一同屈身敬拜，向神歌唱，向拯救我們

的磐石歡呼！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
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
前。它必戀慕你，你卻要制伏
它。(創4:7)

  你是否曾留意過，神對該隱說的

話是：「行得好，蒙高舉」。不是神

「蒙高舉」，乃是該隱。若該隱行得

好，自然會感到被高舉或蒙悅納，也

就能制伏想犯罪的欲望。

  「行得好」是制伏罪最有效的辦

法。怎樣才是行得好呢？保羅在羅馬

書6:14讓我們看到同一件事：罪希望
「作我們的主」。然而，我們不可以

允許罪如此肆意而行！

  我們不是靠守律法來討一位憤怒

之神的喜悅，因為我們是在他的恩典

之下。當我們得著了神的恩典，也就

得到了制伏罪的權柄，我們有責任不

容罪再來毀壞我們的生命。

  保羅告訴我們：要制伏罪，就要

遵行神的律法。律法告訴我們怎樣行

是好的，我們就跟著行。

1 6
沙烏地阿拉伯

努比亞人的離散

蘇丹阿拉伯人
Sudanese Arabs

Photo by David Haberlah on flickr



73

1 1 月   日  星期四

73

Photo by CharlesFred on flickr

沙烏地阿拉伯 • 吉贊省

  一望無際的沙質沿海平原，零星

點綴著幾片綠洲，隔著紅海與非洲相

望，這裡是帖哈麥(Tihamah)。歷史
上，它曾是一條從亞洲到非洲的重要

貿易路線。如今，帖哈麥分屬沙烏地

阿拉伯和葉門等兩個國家。

  提哈密阿拉伯人世居於帖哈麥地

區；絕大部分的人住在葉門，也有少

數人在沙烏地阿拉伯過著游牧民族的

生活。然而，這裡酷熱難耐、環境惡

劣，他們的收入不足以溫飽，非常貧

困。不僅如此，每兩個人之中就有一

個文盲，族群識字率極低；背誦古蘭

經，是提哈密阿拉伯人目前唯一提升

識字率的機會。

  與其他阿拉伯民族一樣，好客、

慷慨是提哈密阿拉伯人展現榮耀家庭

形象的方式之一，但他們並不歡迎宣

教士的進入。

天父，願你憐憫提哈密阿拉伯人，他們的心靈光景好似酷熱難耐、環境惡劣的吉贊

省，極其乾渴，卻已麻木。耶穌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

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願聖靈光照提哈密阿拉伯人的心，使他們撇

下喝了還會再覺得渴的古蘭經，轉頭看見耶穌基督，如同有五個丈夫的撒馬利亞人

一樣，謙卑地渴望飲下他所賜的活水泉源。禱告神，給提哈密阿拉伯人學習語言文

字的機會，讓他們能從聖經裡領受真理，並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好磨塑他們的生

命，成為合神心意的器皿。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

我幾時得朝見神呢？(詩42:2)

  渴想，原文是 tsamah，意思是
「非常乾渴」，其字母圖形是「渴望

先有水」。每個住在沙漠的人對這種

渴望都不陌生 水比任何事物都更

重要，甚至比金子還寶貴。

  雖然我們可以努力想像沙漠的乾

渴，但恐怕多數人的生活太過安逸，

很難真正了解這個隱喻。今天，我

們有吃、有喝、有住處、有朋友……

如此飽足的狀態，讓我們很難以渴想

神。

  我們總是習慣用身體的滿足來代

替靈性的滿足；只要暫時得到緩解就

滿足了，並不為靈裡的乾枯貧窮來跪

拜神。

  我們如何能夠回到沙漠，重新感

受那種乾渴，渴望與神同在呢？

  也許，心靈深處發生乾旱並不是

壞事；因為能感覺到乾渴之人，才會

找到賜活水的基督。

1 7

荒漠裡需要甘泉

提哈密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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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賈茲地區註1是十七世紀通往歐

洲貿易的貨物集散地，遠近馳名的兩

大伊斯蘭教聖城 麥加(Makkah)和
麥地那(Al-Madinah)註2座落於此。早

在公元630年開始，來麥加朝覲便成
為穆斯林一生必做的事。朝覲有什麼

好處呢？古蘭經說，完美地完成數日

的朝覲儀式，朝聖者將被潔淨，有如

新生嬰孩一般無暇。因此，許多穆斯

林不畏艱辛，長途跋涉也要來到這裡

履行朝覲義務，甚至定居下來。

  在希賈茲，還有許多阿拉伯

部落，如哈布 ( H a r b) 、朱海那
(Juhaina)、歐塔巴(Otaiba)、古萊什
(Quraish)……這些阿拉伯人主要以季
節性的農耕和放牧，以及向朝聖者兜

售商品來維持生計。直到十九世紀中

葉，石油的開採徹底改變沙烏地阿拉

伯人民的生活樣貌；正規教育、基礎

建設、工作機會吸引他們離開部落，

往麥加、麥地那和吉達等城市遷移。

  經濟、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改善，

讓希賈茲阿拉伯人開始喜歡城市生

活。

註1：希賈茲，古時又稱為漢志，現分屬沙烏地

阿拉伯的塔布克省、麥地那省、麥加省和巴哈

省。

註2：麥加是伊斯蘭教第一大聖城，先知穆罕默

德的發祥地；麥地那是伊斯蘭教第二大聖城，

是穆罕默德和其他著名先知的墓園所在地。

參考文獻：Laila M. Alhazmi, “Perceptions of 

Hijazi Arabic Dialects: An Attitudinal Approach”,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天父，希賈茲阿拉伯人就如過去的我

們一樣，察覺不到你的存在；看著大

自然，卻分辨不出它的創造者；所擁

有的一切，歸功於自己的努力；甚至

連生命的汙穢，都誤以為能藉著行

善、克制來自潔。今天，我們為希賈

茲阿拉伯人代求，願聖靈開啟他們的

眼睛，看見創造主的奇妙、神豐富的

供應，以及耶穌基督的代贖 他親自

成為完美的祭物，所流出的寶血，能

永遠除去希賈茲阿拉伯人的汙穢，永

遠潔淨他們全然墮落的良心，使他們

得以自由地敬拜永活的上帝。禱告在

城市裡生活的希賈茲阿拉伯人，不被

屬世的浮華所誘惑，而是安息在神的

國裡。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穌對他說：「你切不可告訴
人，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
看，獻上摩西所吩咐的禮物，
對眾人作證據。」(太8:4)

  為什麼耶穌不要大痲瘋病人宣
揚他所經歷的神蹟呢？這節經文的重
點，不是要掩藏得醫治的事，而是強
調要有適當的次序：先遵守摩西五經
的教導，然後才宣告神醫治的能力。

  痲瘋病人屬於不潔淨之人。如按
利未記的要求，他們得了醫治是需要
行「潔淨之禮」，前後總共8天。8天
之後，恐怕耶穌早已已離開那地，這
件神蹟不會成為轟動的頭條新聞。

  「不可告訴人」，原文是medeni 
eipes。意思很清楚，宣揚得醫治的消
息不比遵守律法重要。我們很容易大
聲地傳揚神在生活中所行的神蹟，但
那並不是首要之事。我們應該先聽從
神的旨意。

  神不著急，為什麼我們要著急
呢？當我們一心遵行神的旨意，本身
就是一個極為美好的見證了。

1 8
沙烏地阿拉伯

擁抱城市新生活

希賈茲阿拉伯人
Hijazi Ar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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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身於人群之中

馬赫拉人
Mahra

75

沙烏地阿拉伯

  在阿拉伯半島東南部，生活著一

群神祕的阿拉伯少數民族。他們的母

語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阿拉伯語，而是

馬赫拉語(Mehri)，就是所謂的「現
代南阿拉伯語(Modern South Arabian 
Languages，簡稱MSAL)註」。雖然兩
者同屬於閃族語系，但它與阿拉伯語

之間的差異大到無法互通。

  古時，馬赫拉部落絕大部分住

在葉門的沙漠草原和阿曼的佐法爾山

區，飼養駱駝和山羊、種植棕櫚樹，

過著半游牧的日子。今日，比較富裕

的馬赫拉人會開著車，與阿拉伯半

島沿海城鎮的許多商店進行買賣；或

是受僱於公家機關，當個普通的上班

族。

  在沙烏地阿拉伯，你也找得到

馬赫拉人工作的身影，穿著素淨的白

袍，與其他阿拉伯人並無二致，他們

也是遜尼派穆斯林。

註：現代南阿拉伯語一共有六種，分別為Mehri、
Harsusi、Bathari、Hobyot、Jibbali、SoqoTri。因
為主要是以「口傳」的形式進行，沒有建立文字系
統，現在越來越少人使用，被列為瀕危語言。

參考文獻：Marie-Claude Simeone-Senelle, 
“Mehri and Hobyot spoken in Oman and in 
Yemen”

天父，我們原是一個個如路加福音15章中的浪子，得罪了你，使你蒙羞，不配稱為

你的兒子。然而，你卻親自領我們回到家中，藉著耶穌基督的死，替我們穿上公義

的袍子，洗淨我們滿身的汙穢，將我們從羞辱的身分提升到榮耀之處。我們滿懷感

謝來到你面前，為著馬赫拉人來禱告。懇求聖靈光照他們的心，使他們明白，穿著

素淨的阿拉伯白袍，並不能潔淨他們身上的汙穢；在這個世上，唯有神使那無罪的

主耶穌基督，擔負馬赫拉人的罪，好叫他們在基督的裡面，因信他而得稱為義，成

為神的兒女，恢復與神的美好關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
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
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
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
邊。(來1:3)

  新約雖是用希臘文書寫，但若要
清楚明白作者所表達的信息，則必須
以希伯來觀念解讀。兩者最大的區別
是 希伯來動詞用來表達「活動」
或「運動」；希臘動詞則用來描述靜
態的狀況。

  今天，我們的神學詞彙充滿了
希臘文的靜態觀念，比如罪、贖罪、
恩典、公義、稱義等等，這些都是一
種狀態，沒有動作。而在希伯來觀念
中，所有字都包含著行動，比如說到
饒恕，肯定會是個具體行動；說到悔
改，一定是正往神的方向移動，或從
罪中回轉過來。

  「光輝」(apaugasma)這個希
臘字，是個複合字，從apo(從)和
augazo(照耀、照射)而來的，卻掩蓋
了希伯來動詞kavah(燃燒)。「光輝」
不是形容詞，而是表達在神面前「燃
燒」 把自己獻為燔祭，也就是彌
賽亞的具體行動。

  想想，如果希伯來文講求的是
行動，會如何影響你的神學呢？恐怕
我們必須重新檢查一些基本的信仰教
義，像完全、永遠、神不改變等等，
並開始設想神的行動，不再滿足於一
種狀態。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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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馬里(又譯索馬利亞)內戰從

1991年至今，已經過了31年。長期
的經濟、政治不穩定，又飽經海盜騷

擾，越來越多索馬里人離開槍林彈雨

的家園，漂泊在世界各地。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全

球近三分之二的索馬里移民居住在肯

亞、衣索比亞、吉布地和葉門，而肯

亞是收留索馬里移民(包含難民和非難

民)最多的國家(約50萬)，其次是衣
索比亞(約44萬)。

  在沙烏地阿拉伯，約有7.3萬名索
馬里移民註。但據報道，沙國拒絕索

馬里難民的申請，也不歡迎作為家庭

幫傭的索馬里婦女。2014年，當局大
動作地將一萬名索馬里人送到炮火轟

鳴的摩加迪休(Muqdisho，位於索馬
里南部)。

  十五世紀，受阿拉伯商人影響，

索馬里人紛紛改信伊斯蘭教，不過仍

保有泛靈信仰的觀念，他們深信邪靈

會侵占他人身體，帶來疾病與災害。

註：約書亞計畫統計數據。

參考資料：5 facts about the global Somali 
diaspora, Pew Research Center; Saudi Arabia: 
12,000 Somalis Expelled, Human Rights Watch

天父，我們為飽經戰爭、流離失所的索馬里人向你呼求。願你成為索馬里人的力量、

索馬里人的拯救、索馬里人的避難所！神啊！懇求你照亮索馬里人 心的黑暗，使他

們驚奇地發現：這位信實、慈愛、聖潔又公義的神，離開榮耀寶座，道成肉身，走上

十字架，為所愛之人捨命，好讓他們能親近父。「惡人一出母胎就與神疏遠，一離母

腹便走錯路，說謊話。」願聖靈引領沙烏地阿拉伯的執政領袖，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生來

就與神疏遠，便因此知罪，悔改得生命，渴望明白真道，並積極地回應上帝的愛

在這土地上建立公義，照顧孤兒、寡婦與寄居者。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

怒。(拿4:1)

  希伯來文va-year’‘el，直譯為「以
此為惡，大惡」，形容約拿當時的情

緒反應，這是聖經別處沒有出現過的

字。約拿無法忍受神不懲罰尼尼微，

反而還饒恕他們！換句話說，在約拿

看來，犯罪受罰比憐憫人更為重要。

  筆者還記得多年前，一位主日

學老師責罵在脫衣舞俱樂部工作的女

孩：「她需要面對神的審判。這是道

德敗壞，必須制止，教會不能容許罪

進來！」

  筆者心想：「教會竟然不歡迎罪

人？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們是否也如此嚴厲指責別人？

求主教導我們要有憐憫心腸。為什麼

耶穌要我們倒水給口渴的人喝、供食

物給飢餓的人吃，拿衣服給赤裸的人

穿？因為只有透過具體的憐憫行動，

才能使我們與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更加

親密。

  我們可以寫一張支票或刷卡奉

獻，但神不只要我們如此，他還要我

們以實際行動去服務別人。

  你若想要明白主的眼淚，就必須

走入不幸的人群之中。

2 0
沙烏地阿拉伯

漂泊的心需要依靠

索馬里人(索馬利亞人)
Som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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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末，印度尼西亞與沙烏

地阿拉伯達成人力輸出合作協議。那

一年，約有4.7萬名印尼人離家遠航，
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工作。直至今日，

人數已超過100萬；印尼女性多半在
沙國擔任家庭幫傭，印尼男性則是進

入石化相關產業。除此之外，當時

還有不少印尼穆斯林為了朝覲、貿易

和伊斯蘭教育的目的，留在麥加和吉

達，與當地的阿拉伯婦女結婚，順利

取得公民身分。

  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印尼人之中，

有三萬餘名是爪哇族。漫長的歷史融

合，伊斯蘭早已成為爪哇文化的一

部分；例如，在婚禮、割禮等重要的

人生禮俗儀式，爪哇人會表演杰杜爾

(Jedur)，以歌聲來讚美先知穆罕默
德；在一些宗教場合，爪哇人則會表

演凱姆林(Kempling)，以舞蹈來敬拜
阿拉。

  爪哇人生性熱情又好客，喜歡邀

請人到家裡吃飯。他們與沙烏地阿拉

伯人一樣，普遍是遜尼派穆斯林。但

近年來，沙國頻頻傳出虐待印尼女傭

的事件，引起全球關注。

天父，為著在沙烏地阿拉伯生活的爪哇人禱告。願你開福音的大門，差派爪哇基督

徒來到這裡，不論是任職於石化產業、或是擔任家庭幫傭，願他們藉著你所賜的工

作場域，接觸自己的同胞，以生命傳遞福音信息，吸引更多爪哇人歸向你。願聖靈

在這伊斯蘭世界裡，保守神兒女的心，不管處在多麼危險的景況，他們依舊能用強

烈歡喜的聲音，敬拜三一真神，活在永不止息的愛中。為沙烏地阿拉伯整個社會氛

圍禱告。盼望你的榮耀在此地興起，成為沙國的曙光，終結黑暗。「你的慈愛高及

諸天；你的誠實達到穹蒼。神啊，願你崇高過於諸天！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他讓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
到安靜的溪水邊。(詩23:2，現
中譯本)

安靜的，英文翻譯成 s t i l l，
即「靜止的水」。雖然menuchot有 
「靜止」的意思，但不過是其中一項含
義。Menuchot是從nuach一字而來，是
「休息、躺下、安靜」的意思。

  為什麼是「休息」而不是「靜
止」呢？因為「休息」還包含快樂、
安分、和平、與和諧的意味。換句話
說，是在表達一個沒有爭鬥、擔心和
不信任的狀態。所以，menucha也可
以用在「安息」。

  生活是風暴，安息日是休息；生
活是混亂，安息日是和諧；生活是爭
戰，安息日是和平。每當我們進入神
聖的安息，體會神的同在，就會發現
自己非常滿足 安穩地待在避難所
裡，且有好牧人的引導。

  也許，我們剛遭受打擊、正在承
受壓力、一系列難題處理不完，這時
候，我們需要的是安歇在安靜的溪水
邊。

  如果敬拜只是更多噪音、活動
和義務，你需要神的安息；如果你
處在蠟燭兩頭燒的窘境，神的安息
可以成為緩解劑。

  容我提醒你吧！越不知道神的
安息，衰退的速度就越快。趕快到
menuchah吧！

2 1
沙烏地阿拉伯

不同的人生， 
不同的故事

爪哇人
Jav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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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難想像在俄羅斯境內，有
一處四季如春、宜人居住的地方。
它有個古老的地名 切爾克西亞
(Circassia)，高大的山脈阻擋了寒
冷的氣流，這裡曾是切爾克斯人
(Circassian)的故鄉。

  十八世紀，沙皇俄國針對西北
高加索地區，展開暴力血腥的侵略行
動。1864年，俄國成功攻下切爾克西
亞，並開始施行高壓的殖民政策
強制將切爾克斯人遷出該區。遷徙過
程中，許多切爾克斯人死於斑疹傷
寒、天花和其他傳染病。此後，切爾
克斯人離散至世界50多個國家註，這
是高加索民族無法遺忘的歷史悲劇。

  如今，在約旦、沙烏地阿拉伯、
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等中東國家
皆可找到切爾克斯人的後裔。卡巴
爾迪是在戰爭中倖存下來切爾克斯部
落，約2.8萬人；他們是虔誠的遜尼派
穆斯林，在沙烏地阿拉伯平凡地生活
著。過去幾十年，跨國的切爾克斯運
動興起，切爾克斯人正在努力維護自
己的民族文化遺產。

  在俄羅斯，有些切爾克斯人是東
正教信徒，或許他們身上肩負著自己
民族的福音使命。

註：約有90%的切爾克斯人後裔散居在世界各
地，包括美國、德國和荷蘭等西方國家。目前
僅約有三、四十萬人，留在俄羅斯境內。俄羅
斯當局是禁止散居國外的切爾克斯人返回高加
索居住。

參考文獻：尹婧《土耳其切爾克斯人問題探
析》；D.S.Stephen, “The Circassians: A 
Forgotten Genocide?”; P.R.Kumaraswamy,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惡人必多受苦楚；惟獨倚靠
耶和華的必有慈愛四面環繞
他。(詩32:10)

  環繞的希伯來字是savav，其拼寫
為s-b-b。S的畫面是「慢慢擰動或轉
動」；B則是「一個帳篷或房屋」。
這兩幅圖畫，讓我們看見一棟被環繞

的房屋，而且是一圈一圈繞著走的連

續行動。我們的神，就是如此保護倚

靠他的人。

  大衛以「神的可倚賴」對比「惡人

的苦楚」。為什麼惡人必多受苦楚呢？

  每個人都可能經歷苦難，但差

別在於 義人有神的保護，惡人沒

有。試想，一個沒有神保護的地方是

何等孤單，那是真正的苦楚！當你仔

細去閱讀傳道書，便可體會到沒有神

同在的孤寂感，難怪傳道人說：「都

是虛空。」

  神四面環繞保護著義人的意義，

遠超過防止義人遭難 在患難中，

仍不失去盼望。

2 2
沙烏地阿拉伯

無法遺忘的悲劇

卡巴爾迪人
Kabardian

天父，願高加索民族的歷史悲劇，反倒

成為他們蒙你賜福的契機。禱告在西方

世界生活的切爾克斯人，有機會認識

神，並接受耶穌基督成為生命中的救

主。願這些新造的切爾克斯人，肩負起

福音使命，在跨國切爾克斯運動裡，接

觸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的卡巴爾迪人。我

們懇求聖靈，先行在卡巴爾迪人身上動

工，使他們清楚認識到人類的軟弱，且

無法自救，便轉而投靠阿爸天父。願神

成為卡巴爾迪人的盾牌，成為卡巴爾迪

人的榮耀，使他們抬起頭來。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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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歷史，什葉與遜尼，原本
只是單純的政壇派系選邊站(誰來擔
任哈里發)。然而，隨著阿里之子胡
笙(Husayn，626-680)的遇害，兩派
之間的矛盾逐漸擴大，最後演變成兩
大不同的宗教派別，在教義上產生分
歧。

 1744年，宗教領袖瓦哈比(Al-
Wahhāb，1703-1792)為躲避迫害，
流亡到內志王國，受當地的部落首領
沙烏地庇護。意想不到的是，兩人攜
手合作的建國大業自此展開。沙特以
瓦哈比思想確立政治合法性，稱什葉
派為拒絕者(Rafida)；並在資源貧瘠
的內志地區四處征戰，統合各部，於
1932年建立沙烏地阿拉伯。

  面對沙烏地粗暴的鎮壓手段，什
葉派在阿拉伯半島上頑強地生存了下
來。他們被視為二等公民，與沙國之
間的衝突不斷 政府下令拆除什葉
聖徒墓地、無修建清真寺的自由、不
得慶祝阿舒拉節註；或是什葉派穆斯
林大舉上街抗議，爆發流血衝突，什
葉派伊瑪目被逮捕……類似的情況循
環往復。

  雖然許多什葉派穆斯林住在石油
蘊含量豐富的東部省，但由於當局的
不公平待遇，他們的經濟條件極差、
居住地區發展落後，在工作職場上也
飽受歧視。加上鄰國伊朗與沙國無止
境的政治陰謀與權力博弈，披著教派
之爭外衣的矛盾紛至沓來，最大的輸
家永遠是在沙國生活的少數族群
什葉派穆斯林。

註：悼念遇害的阿里之子胡笙的什葉派傳統節日。

參考文獻：王震《沙特與伊朗關係中的文化因
素研究》；劉燕婷《「第五縱隊」沙烏地阿拉
伯什葉派：長年受壓迫，何時見春風？》

天父，求你仰起臉來，光照在沙烏地阿

拉伯的什葉派穆斯林。願神差派祕密基

督徒，來到什葉派穆斯林身邊，與他們

建立美好的人際關係，並把握分享福音

的機會。願受苦的什葉派穆斯林聽見來

自父神的呼喚，就知罪悔改，跟隨基

督，與神和好。無論遭遇何事，盼望這

群剛踏上成聖之旅的弟兄姊妹，在夜裡

安然入睡，在禱告裡尋求上帝的面，經

歷與神同在的喜樂和平安，體會如經上

詩人所說：「你使我心裡快樂，勝過那

豐收五穀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

覺，因為獨有你 耶和華使我安然居

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
心裡所求的賜給你。(詩37:4)

  只要以神為樂，神就會把我所要

的都給我。真是這樣嗎？

  「所求的」的希伯來字是mish’a 
lot，字根sha’al有「請求」之意，常用來
描述「求神引導的行動」。我們總是把

神當作聖誕老人，以為他會按我們所列

的禮物清單來滿足我們。但mish’a lot
的意思是 當祈求者來到神面前，不

是求神成全一套已擬好的計畫，而是

請求神指示他如何計畫。

  經文中的動詞「給」，是未完

成時態。也就是說，「給」還尚未成

就，描述一個交流互動的情形。很明

顯，神要求我們單單享受他的臨在，

與他交通。

  如果你以神為樂，就不會是帶

著禮物清單來到他面前，期待他來滿

足；而是兩手空空，渴求他的臨在。

神，正等著將他的願望賜給你，然後

由他來成就這一切。

2 3
沙烏地阿拉伯

大國博弈的輸家

什葉派穆斯林
Shia Mus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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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

辯論。你們的罪雖像硃紅，必

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

如羊毛。(賽1:18)

  在深入明白什麼是罪之前，

讓我們來看看希伯來字母的圖畫。

罪的原文是chet’，3個拼寫字母是
H、T、A，這是一幅「先拆毀籬笆」
的圖形。

  既然罪與「拆毀籬笆」有關，那

我們就需要知道什麼是「籬笆」。聖

經為我們提供關於籬笆的形象，就是

盟約和妥拉教導：神的籬笆圍繞著他

的百姓；妥拉的教導保護著他們。神

和以色列的立約是基於這道籬笆，而

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區別就在於有沒有

這道籬笆。

  神的子民有責任要遵守他的誡

命。神揀選以色列成為他的器皿，為

要將世人帶到他面前。以色列人需要

藉著活出神的誡命，實現這偉大的目

的。

  然而，因為罪的緣故，神的百姓

不再遵行他的誡命，立約關係受損，

籬笆需要由神來修復。

  罪的嚴重性就在於，它攔阻我們

實現神的設計，阻擋神要使用我們的

心意。

  如此，你還會認為犯罪只是一時

軟弱，沒什麼大不了，不需極力去對

付嗎？

2 4

土耳其、阿曼和沙烏地阿拉伯

這一天，請按著聖靈的感動，

寫下你為土耳其、

阿曼和沙烏地阿拉伯的禱告。

Photo by Tobin Jones(AMISOM) on rawpi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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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非洲
西部非洲
中部非洲
南部非洲
東部非洲

北部非洲｜阿拉伯人叩關起點

福音早在一世紀來到北非，埃及教會歷史悠久。七世紀，穆

罕默德的伊斯蘭教，將隔壁阿拉伯半島曠野裡一盤散沙的游

牧部族凝聚起來，在敲開埃及大門後，不到半世紀便席捲了

原屬拜占庭的北非。阿拉伯人不只馬背得天下，也在各聚落

蓋清真寺、提供教育；而且改信的門檻很低，只要遵守形式

和齋戒、禱告就可以了，改信者將之融入民間信仰和生活

中，無須經歷衝突和取捨。此外，善於經商的阿拉伯商人，

將信仰攜至各地；令人欣羨的經濟實力，使人對其文化接受

度很高。埃及科普特教會在政策的打壓下，保持了信仰，成

為伊斯蘭社會中的一抹異色。

1.填入國名
2.填入海洋
3.可為分區重新上色
4.找到撒哈拉沙漠

不怕迷航！禱告探險家地圖
歐洲

阿拉伯半島
(伊斯蘭起源)

E Q U A T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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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O P I C  O F  C A P R I C O 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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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非洲｜黃金傳奇與奴隸輸出

古時因沙漠、雨林、大西洋的包夾，使阿拉伯商人遲未能深

入，故發展腳步最晚；但西非的馬里帝國與桑海帝國，是最

富有的非洲王國之一。曼薩‧穆薩國王在前去麥加朝聖的途

中，揮金如土，造就西非一炮而紅的黃金傳奇。歐洲探險家

們的船隻突破「魔鬼海域」幾內亞灣後，阿拉伯人也勵兵秣

馬，南下覆滅桑海。西非最早被殖民列強瓜分，發展熱帶經

濟作物。各國宣教士雖在16及19世紀進入，帶來屬靈復甦；
但豪薩人亦發動穆斯林聖戰，與基督教分庭抗禮。此地自古

盛行奴隸買賣，包括許多非裔美國人的先祖，就是由西非販

運至美國的。

中部非洲｜發現福音新大陸

中非有廣大的雨林、豐富珍奇的動植物。雖然大航海時代的

列強，只看到非洲的資源，但當時海外基督徒看見伊斯蘭迅

速從北非、西非向南蔓延，於是有人呼籲盡速差派大量宣教

士進入中非與南非，取得傳福音先機。各國差會及教會迅速

響應，大量招募宣教士來此興學、建立醫院、社會服務，結

出豐厚的屬靈碩果，幾乎中非諸國皆有高比例的新教徒與天

主教徒。只可惜近代中非內戰纏身，苦不堪言。

南部非洲｜基督教廣泛覆蓋

非州越往南走，基督教覆蓋率越大。南部原以非州傳統信仰

為主，相信萬物有靈，和至高神的存在，並崇拜祖先、精

靈，仰賴巫醫。殖民者到來後，在此開採礦產；南非共和國

是非洲最工業化的國家，卻曾長期經歷白人優越的種族隔離

政策壓迫。19、20世紀，非洲掀起本土化獨立教會運動，充
滿非洲文化色彩的教會，如雨後春筍般崛起，是非洲南部基

督徒增長關鍵之一。

東部非洲｜伊斯蘭步伐受挫

位於紅海和印度洋邊緣。衣索比亞(埃塞俄比亞)有腓力為太

監施洗的紀錄，和示巴女王的傳說；教會因本土化而蓬勃發

展。阿拉伯人在7～11世紀大規模移居東非，得著了索馬利亞
人後，意圖南下，卻長時間遭到衣索比亞的阻擋。後期，葡

萄牙人又占據了莫桑比克，使得伊斯蘭教屢屢無法推進。但

以商貿、游牧為主的部落，仍接受了伊斯蘭教。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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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文化是由生活在阿拉伯沙

漠的游牧民族發展起來的。阿拉伯人

從這片沙漠，向中東和北非遷移，擴

張了阿拉伯世界，形成不同類型的阿

拉伯人。

  阿拉伯沙漠南緣的海灣阿拉伯

人，分布在阿拉伯半島東部、鄰近波

斯灣沿岸的國家，以海灣阿拉伯語為

主要語言。

  移居埃及的海灣阿拉伯人通常

來自沙烏地(又譯沙特)阿拉伯，一個

恪守伊斯蘭教規的國家，不允許酗酒

和開放的性關係。因著海灣國家的石

油發展，他們比埃及人富有得多，有

些海灣阿拉伯人來到埃及等阿拉伯國

家，沉溺於享樂；夜幕下的開羅，有

精采的夜生活。埃及人一方面需要他

們帶來經濟繁榮，同時又鄙視他們帶

來的放縱習氣。

  海灣阿拉伯人的原鄉，是伊斯蘭

政治與宗教的中心，即便他們不想受

教條約束，也不願輕易放棄穆斯林的

身分，因為改教會失去家庭、榮譽、

工作，甚至生命。但神蹟仍然發生，

像SAT-7這樣的福音廣播和衛星電
視，一直努力製作阿拉伯語節目，讓

許多穆斯林聽到福音，生命改變。

天父，你知道海灣阿拉伯人若要跟從你，必須付上很大的代價，放棄一切的事物。

但耶穌說：「試圖保全自己生命的反而會失去生命，但為我捨棄生命的反而會得到

生命。」(太10:39)求你向海灣阿拉伯人啟示這個真理，使他們超越今世和地上的眼

光，看見基督遠勝一切的生命豐富、救恩榮耀，好從通往滅亡的寬門闊路上回頭，進

到永生的窄門。求神興起禱告者，用敬拜和代禱鬆動海灣阿拉伯人心中的驕傲和抵

擋，預備他們的心來聆聽、回應福音。期盼像SAT-7的衛星電視、網路事工製作的

容，能吸引更多渴慕真理的阿拉伯人來跟從你。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
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
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
的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
說的。(來8:9)

  來自《七十士譯本》的希臘文
經句kego emelesa auton(我不理他
們)，未被翻譯出來的希伯來正文為
「雖然我是他們的丈夫。」

  當我們讀到「我不理他們」，就
用現代文化來理解的話，就會認為神
說的是一種情緒的表達。例如：「我
不喜歡你，我不管你了！」但是當我
們明白原版的希伯來正文，就能察覺
到這節經文，不是著重情緒感覺的表
達，而是關係狀況的表達，正是希伯
來文說到以色列人拒絕神作為他們的
丈夫的含意 這段關係因著以色列
人的不忠和背棄約定而破裂；「我不
理」意味著「我不再和你有保護者和
供應者的關係了」。

  你能明白我們跟神之間，是一
種關係，是一個盟約嗎？當我們與另
一方有盟約關係時，彼此就在約裡受
到保護，並履行義務、責任，同時享
受關係穩固、相互信任的安全感和快
樂。然而一旦一方背棄盟約，這個關
係與責任就會改變。

  你曾經歷過關係的破碎嗎？你能
明白神的心嗎？你會如何珍惜與神的
盟約，以及你所立約的「盟友」？

2 5
埃及

從富裕國家來到埃及

講海灣語的阿拉伯人
Gulf-spoken Ar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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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浩瀚沙海中，所有沙漠旅人最

渴望看到的是綠洲。地下水源是綠洲

形成的主因，生命傍著水泉得以無懼

乾旱烈日地生長，為荒涼的沙漠帶來

難得的盎然生機。

  巴哈利亞(Bahariya)是埃及的一
片知名綠洲，距開羅約370公里。綠
洲上有許多村莊，和三萬多名百姓，

埃爾巴維提(El Bawiti)是行政中心。
該綠洲的居民被稱為瓦哈提人，都是

穆斯林。

  1970年代初，一條連接巴哈利亞
和開羅的柏油路建成後，帶來巨大的

變化。鬱鬱蔥蔥的沙漠綠洲，以及發

現的古物(墓穴、木乃伊等)，吸引遊

客造訪，成為居民重要的收入來源。

雖然巴哈利亞離市中心遙遠，但現在

有了電和網路。我們禱告宣教團隊也

能快快地進入此地。

天父，大衛在曠野的時候作了這詩：「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尋求你；在乾

旱、疲乏、無水之地，我的心，我的身，都渴想你，切慕你。」願巴哈利亞綠洲居民

能明白，你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滿足，是珍貴的活水源頭，使他們飢渴的心靈遇見基督

永不枯竭的活水，而全然甦醒，切切渴想你。也為有宣教團隊能拜訪綠洲居民，開展

福音事工禱告，使得巴哈利亞綠洲不只是讓牧人、旅人取水的場所，更是成為一個福

音綠洲，接待從四面八方來的未信者，使人們困頓的生命遇見賜以琳的神。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嫉邪的
神。(出20:5)

  qanna這希臘字，不曾用在任何
人身上，只單單用來形容神。在出埃
及記34:14，這個字是神名字的一部
分(主的名字是嫉邪的神)。

  若你沒有花時間思想這詞的含
義，就無法明白神對我們的宣告是多
麼認真；也不了解為何神要求我們絕
對的獻身；或他為何期待我們的婚姻
能反映相同的品質。

  我們都相信神是愛。但我們對
愛的定義，往往以自我為中心，所以
會傾向於把神想成是常常饒恕人、慷
慨、善良的老好人，會「忽略」子女
的錯誤和悖逆，會忍氣吞聲等待我們
停止愚昧的舉動，回歸他的看護下。

  但這節經文告訴我們，若「嫉
邪」是神的名字之一，我們最好確保
在放任行為以前，腦海中常常記得這
名字。

  愛的另一面就是妒嫉的怒氣，分
開不了。神的確有恩慈，他在出埃及
記34:6便如此啟示自己，這是他的第
一屬性，但不是唯一的。神也對凡屬
他的，存有難以測度的占有欲。他不
會容忍任何腳踏兩條船的事。

  你和我是完全屬於神的。任何
愛、恩典和饒恕的福音，若不包括擁
有權、妒嫉和忠貞，就好像一個有 
「第三者」存在的婚姻，不可能完整。

2 6

埃及

倚靠活水的綠洲人

瓦哈提人
Wahati

Photo by fiat.luxury on flickr

巴哈利亞綠洲的寧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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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達維‧貝都因人的部落，隱藏

在一望無垠的礫漠荒野中。在都市人

眼中，這樣的生活環境非常艱辛，沒

有電，沒有水(必須自己鑿井)……但

不羈的貝都因人，寧可擁抱沙漠的自

由，也不想被現代化社會束縛。於是

在漫長的歲月中，始終獨立於世俗之

外，在大漠風沙中磨出堅忍的意志。

或許離了沙漠和部族，融入社會這件

事，比適應沙漠還難。

  駱駝是貝都因人最重要的好朋

友和交通工具；族長是領導部落的權

威，族人皆遵行約定俗成的部落規

矩。但「永遠不會離開沙漠」的貝都

因人，近年受到政府優惠政策的影

響，部分來到城市周圍屯墾定居，或

轉為半游牧型態。

  政府發展的觀光業，也將慢

慢改變他們的生活。遊客可以參觀

貝都因部落，貝都因孩子們會看見

「現代人」的生活樣貌和價值觀；

而從不為人打工的貝都因人，也為

遊客牽起了駱駝的韁繩，賺取小

費；一些埃及貝都因人更學會使用

網路，招攬觀光客來家中「沙發衝

浪」(Couchsurfing)。

天父，貝都因人即便搬來城市，或開放家庭讓人參觀，但身邊都只是來來去去的好奇

過客，或出於善意想改變他們生活的人。我們真心為埃及貝都因人祈求，能遇見向他

們展現基督委身之愛的宣教士 一個願意付代價走進貝都因世界，學習尊重與關懷

他們的福音使者：願他如同施洗約翰，甘心丟棄物質榮華，只願你的心意成就，在曠

野預備主的道，修直你的路，除去貝都因人心中的荊棘雜草，預備能夠領受福音信息

的心田。願凡事獨立、不容易信任他人的貝都因人靈裡甦醒，意識到自己非常需要救

主，有願意倚靠你的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嫉邪的
神。(出20:5)

  神是嫉邪的神，這是什麼意思
呢？當神形容自己是嫉邪的神，他常
常把不忠的行為指向事奉假神。我們
當然都曉得神要求我們單單敬拜他，
不許我們向偶像祭祀、跪拜。

  但敬拜假神不只是拜偶像的行
為，這假神也可能以沉迷工作等方式
偽裝自己。若我們沒有按照神的吩咐
來使用時間和精力，那麼我們等於無
心之中，容許了假神參與我們的生
命。這樣的不忠和出軌，正如在婚姻
內與情人有染，會激起神的妒嫉。

  我們不該認為事奉假神、與假
神立約，僅僅只是說參與一些異教儀
式的崇拜。若你在世界做的事不是神
引導你做的，你可能就是在事奉另一
位神了，它很可能是保障或財富的假
神、享樂或激情的假神，占用了我們
的專注與精力。神絕對容不下任何
人、任何東西存在我們和他中間。

  也許，現在該認真思考一下你的
工作、計畫，你做選擇時的優先次序
是什麼，這些是否為聽從君王，並單
單事奉他的結果呢？

2 7

埃及

打破千年如一日的生活

貝達維‧貝都因人
Eastern Badawi Bedouin

Photo by piqsels.com-id-fnt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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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賈人最在意頭髮，因為他們有

一頭非常濃密蓬鬆的捲髮。英國殖民

者給了他們一個暱稱，叫「蓬鬆頭」

(Fuzzy Wuzzy)，並稱讚他們是世上
屬一屬二的勇猛戰士。

  在埃及曠野和非洲之角生活了

四千多年，變幻莫測的沙漠和日夜動

輒超過四十度的溫差，並未吞噬貝賈

人，反而讓他們練就高超的求生本

領。貝賈人善於游牧，無論環境多惡

劣，總有辦法保護牲口，躲避危險，

帶領牠們找到水源跟草場。真可惜他

們不知道主耶穌這位大牧者，也在人

的生命中，扮演了這樣重要的角色！

  直到第六世紀，貝賈人還崇拜著

菲萊神廟(Philae)的伊希斯女神(Isis)
她廣受埃及人尊敬，被視為生命

女神、大地之母。拜占庭皇帝查士

丁尼(Justinian)執政後，關閉菲萊神
廟，改作修道院，貝賈人也不得不改

信基督教。十世紀時，阿拉伯人的勢

力覆蓋埃及，再次改變了貝賈人的信

仰。如今他們是名義上的蘇菲派穆斯

林，但面對現實需要時，仍習慣求助

巫術對付敵人，用聖火驅邪避凶、安

撫鬼神。

天父，但願善於游牧的貝賈人，有機會能從耶穌啟示「我是好牧人」的比喻中，立刻

體會造物主在他們生命中重要的地位，以及神是供應、保護、憐恤、引領者的角色。

願他們為此大大喜樂，謙卑、歡喜地迎接好牧人耶穌到心中，信賴主耶穌，忠誠地跟

隨主；不再只是披上、接受某個宗教的外衣和身分，而是能因著聖靈的更新，享受得

救重生、喜樂的新生命。祝福住在貝賈人附近的埃及基督徒，有勇氣跨越文化和信仰

的差異，將福音好消息帶給貝賈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
聯合，二人成為一體。(創2:24)

  一體，這是很重要的真理。第二
世紀的拉比Akiba針對這經文，為我
們揭開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資訊。他指
出，男人的希伯來用詞「ish」，和女
人的希伯來用詞「ishah」，包含兩幅
重要的畫面。這兩個用詞之間，有兩
個獨特的字母和兩個普通的字母。

  獨 特 的 字 母 是 「 Y o d」 和
「Hey」。當把這兩個字母連接起來
時，就是Yod-Hey，是神的聖名的編
寫。也就是說，男女這兩個用詞聯
合起來，就是神的名字。拉比Akiba
說：「當丈夫和妻子敬拜時，神就在
他們當中，與他們同住。」

  其次，兩個用詞中的普通字母是
Aleph-Shin，希伯來文的「火」。拉
比評注：「當他們沒有敬拜，火就吞
噬他們。」

  讓神在婚姻當中，是件重要的
事。從希伯來文的象形文字，我們看
見了沒有神的婚姻，就成了一場最壯
烈的「吞噬」(火的象形文字)。

  神的聖名聯合了我與另一半，而
我們的婚姻有神在當中嗎？

2 8
埃及

馭沙好手當之無愧

貝達維‧貝賈人
Bedawi Beja

Photo by www.j-pics.info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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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瓦人居住的錫瓦綠洲，是埃及
西陲一個極為偏遠的沙漠地帶，靠近
利比亞邊境。被廣大沙漠包圍的地下
水泉池，就像嵌在撒哈拉的綠寶石。
鎮上高高低低的泥屋，和一片十三世
紀留下來的堡壘遺跡群，讓人有種走
進阿拉丁冒險故事裡的感覺。每到晨
昏，城鎮披上金輝，矗立著神祕之
美。所以這座寧靜的綠洲，也成為內
行玩家不遠千里而來的度假祕境。

  在1980年代以前，這裡依賴駱駝
運輸，現在則有一條公路，將這片沙
漠綠洲與地中海沿岸接通起來。這裡
的人民在文化上更接近利比亞的柏柏
爾人，而非埃及人，並且說自己的西
瓦語，第二語言才是埃及阿拉伯語。
綠洲於1819年歸入埃及，剛開始綠洲
居民對遙遠的開羅政權歸屬感不高。

  西瓦‧柏柏爾人直到12世紀才歸
入伊斯蘭教，在此之前的柏柏爾人大
多是基督徒。

天父，西瓦‧柏柏爾人居住在沙漠中的綠洲，何等安適與恬靜；柏柏爾人的先祖也曾

住在屬靈綠洲裡，求你使這個群體能再度甦醒並回轉向你。主耶穌，你是道路、真

理、生命，祈求你伸手幫助這孤立社區的年輕人們，賜他們力量來面對不斷變化的世

界，建構他們在這世上立足的能力。求你用多元的方式，差派福音使者來拜訪這片土

地。願這些對外界開放的機會，能使福音活水注入這片沙漠綠洲，使西瓦‧柏柏爾社

群中有基督門徒的興起，歸主運動蓬勃發展！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
聯合，二人成為一體。(創2:24)

在這描述婚姻範例的經文中，我

們清楚看見神的意旨 婚姻使兩人

成為一體，這是神所命定的次序。

  我們的內心深處都渴望神在我們

的婚姻中，重新將我們聯合。但聯合

裡更深層次的是「依附」(davaq)，
這涵蓋了屬靈的意義。

  在申命記4:4、10:20、30:20，
依附(davaq)是用來形容人對神的那
份戀慕。可見，用來使婚姻中的兩

人黏合在一起的，不純然是人為的努

力，而是一種讓神介入兩人之間的膠

合。是Yod-Hey，是兩人生命每一個
部分的深深契合。

  這教導對我特別重要。我熱愛目

前的工作，仔細研讀神的話，然後與

人分享我學習到的真理。然而，就在

我熱衷於這事工時，卻不時忽略了我

的‘ezer(幫手、妻子)。她覺得自己處
在我生命偏遠的第二位置上。她說得

沒錯。我怎能學習明白了神設計婚姻

的美好之後，卻無法落實在自己的婚

姻中呢？我為此深感愧疚。所以，我

該停筆了，去告訴她我愛她，我是與

她相連的，而神必然在我們之中。把

神放在我們的婚姻中，這就是我的責

任！

2 9
埃及

沙漠中的靜謐小天地

西瓦‧柏柏爾人
Siwa Berbers

Photo by Michael Hermann on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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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贊‧貝都因人是阿拉伯入侵者

與當地柏柏爾人的後裔，只出現在利

比亞西部、撒哈拉沙漠的北緣，約有

22萬人。阿拉伯人第一次入侵北非是
在西元643年，但此地完全阿拉伯化
則是很久之後的事。

  貝都因人的阿拉伯語意思是「沙

漠的居民」，其中「真正的游牧民」

很少，多半是半游牧民。真正的游牧

民只放牧駱駝，自由地在沙漠遊蕩，

過去又因襲劫行經商隊，讓沙漠旅人

提心吊膽。半游牧民則會在沙漠邊緣

種植大麥和小麥等作物。

  貝都因人被敬為阿拉伯民族的起

源，他們追求自由，不願被體制化，

甚少與外界往來，因此所說的語言

被視為純正、「沒被汙染」的阿拉伯

語。

  約莫七世紀開始，貝都因人接受

伊斯蘭教，並為之效忠狂熱。地理和

心理上的與世隔絕，以及對伊斯蘭教

的忠誠，使得貝都因人成為最難被福

音觸及的群體之一。已知的費贊‧貝

都因基督徒，只有三十多位。

天父，許多貝都因人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求你用你大能的愛來造訪他們，打破

他們害怕被改變的恐懼，及不願與人連結的孤立，恢復他們與至高神連結的能

力 這份與造物主連結的渴望與滿足感，是我們受造之初即被賦予的。你讓貝

都因人甦醒，認得你是向我們吹入第一口氣息的主，好使他們被仇敵欺哄蒙蔽的

心，向你回轉過來。「你是我們的創造主，是我們父！」費贊‧貝都因人要浪子

歸家，發出愛的讚嘆。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為我的
兒子以撒娶一個妻子。(創24:4)

  是以利以謝找到利百加？不，

是神揀選了利百加，並且讓以利以謝

知道他的選擇。就好比神揀選了那女

人，把幫手(‘ezer)帶到亞當跟前。以
利以謝唯一要做的，就是聆聽神的聲

音。

  現在我們明白為何這段婚姻是天

賜良緣。因為這不是亞伯拉罕，也不

是以利以謝的選擇，而是神的選擇。

這故事中所有人應當做的唯一一件

事，就是聆聽神的聲音和順服神。

  以利以謝奉主人的吩咐要為以撒

娶個妻子(lakakhta isha)；實際上神
早已為以撒選了妻子。以利以謝在神

旨意中所需要做的，就是適時出現，

並觀看神的工作。實際上，以利以謝

的禱告(創24:12-15)，正是反映了他
如何徹底信靠和期待神的回應。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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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純淨的阿拉伯語

費贊‧貝都因人
Fezzan Bedouin

Photo by WikiImages on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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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努西人是貝都因人當中最獨特
的群體之一，因受到伊斯蘭神學家穆
罕默德‧伊本‧阿里‧阿斯-薩努西
(Muhammad ibn' Ali as-Sanusi)註的神
祕主義影響，而成為貝都因部落中較
為溫和的群體。

  儘管貝都因人不屑為金錢折腰、
替人做勞役工作，寧可無拘無束地在
曠野過簡單生活，做自己的主人。不過
近年來，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但大多數
貝都因人仍然鄙視被人使役的工作。

  在沙漠邊緣屯墾放牧的薩努西
人，與那些騎著駱駝尋找水草的游牧
貝 都 因 人 相
較，生活相對
沒那麼艱苦。
但在惡劣的環
境中耕種實屬
不易，收成極
少。

  幾乎所有
利比亞的貝都
因人都是遜尼派穆斯林，利比亞和貝
都因人都不歡迎基督教和福音工人。

註：他的神祕主義運動幫助利比亞擺脫義大利
統治。薩努西的孫子曾擔任8年的利比亞國王。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為我的
兒子以撒娶一個妻子。(創24:4)

  在選擇伴侶這事上，我們的態度

如何？我們是否努力尋找對的人，一

路上又發現其他更多吸引人的？我們

的文化告訴我們，尋找完美伴侶需要

自己的努力，伴隨一些心動的感覺，

且符合我們期望的條件和相處模式。

最後，選擇在於我們的手上。

  我們是如此自我啊！我們真以為

自己比神更清楚誰適合我們？我們認

為自己的喜好，是尋找完美伴侶最重

要的依據？ 

  在這段經文中，父母會尋求神

所揀選給孩子的伴侶。他們聆聽、等

候和信靠，神就向他們啟示方向。神

的方向決定了人的行為。聖經的模式

是，父母當忠心守神的道，注意神的

引領。所以，父母們，請開始為你的

孩子婚姻禱告。

  很特別的是，要結婚的那個孩

子，並沒有涉及選擇。這跟我們的文

化不同，現代文化教導我們，墜入愛

河是婚姻的先決條件，聖經卻教導我

們 神的選擇和膠合(glue)才是唯一
先決條件，愛是後來才出現的。我結

婚是因為神的安排，然後我學習一生

疼愛我的伴侶。

一生不羈愛自由

薩努西‧貝都因人
Sanusi Bedouin

利比亞

天父，讚美你是超乎眾人之上、住在眾人之中，又貫乎眾人之 的！因著你的信實

慈愛，我們相信你的靈仍然能運行在薩努西人當中，使人能被引導明白真理，並為

罪責備自己，因你真理的聖靈奇妙，能向人啟示你自己！求你憐憫薩努西‧貝都因

人累代被伊斯蘭傳統束縛，他們不疑有他地敬拜阿拉，將你當得的榮耀歸給別神，

我們求你發憐憫，因他們真的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走迷了路；願你的榮耀在

這個群體興起，打發你的僕人尋找迷羊，領他們進到主的羊圈。願真理的聖靈帶領

薩努西‧貝都因人找到屬靈真自由，安息在與神和好的平安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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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爾提坎‧貝都因人主要住在利
比亞的地中海沿岸，和黎波里塔尼亞
(Tripolitania)，人數約有兩萬，但已
知基督徒約只有8位。

  貝都因人有個諺語，反映出他們
以血緣凝聚的生活關係網：「我反對
我的兄弟；我和我的兄弟一起反對我
們的表兄弟；我和我的兄弟及我們的
表兄弟一起，反對陌生人！」即便親
疏有別，但貝都因人絕對不會胳膊向
外彎。他們多半近親通婚，部落的家
族關係鏈密如蛛網，外來陌生人很難
走進這個社會，取得他們的信任，更
別提宣教士必須能夠吃苦耐勞，才能
適應他們嚴酷的生活環境。所以這大
概能夠解釋，為何貝都因相關的事工
和歸主者如此之少。

  我們實在需要禱告，找到向他們
傳福音的策略，以及培養出不畏艱難
的宣教士，投入這困難卻重要的任務
在貝都因人中榮耀主。

天父，我們必須謙卑地承認，面對貝都因人獨特的生活方式、緊密的關係，與他們堅

固的信念系統，我們實在難以用一般的方法與策略來接近他們！然而你的旨意是不願

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因此我們相信你絕對有觸摸貝都因人的方法，因為他們

是你手所造，你比誰都了解他們的處境！求你預備合適希爾提坎‧貝都因人的宣教

士，以自然且生活化的方式將福音帶進這個族群中。願你的全能與無所不在，臨及這

個高度封閉的群體，伸手攪動已經僵固的文化和生活氛圍，使他們打開心領受你的活

水，生命經歷更新！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現在要對未婚的人和寡婦
說，他們若保持像我這樣就好
了。(林前7:8)

  我曾收到一封電郵，發出痛苦的呼
聲：「你教導說女人是『幫助者』(‘ezer)
的角色，但我卻未婚，該怎麼辦呢？」  

  今天的世界告訴單身者：「你需
要結婚。」我們不難聽到某夫妻的幸
福見證，教會似乎也傳遞同樣的訊息，
使我們認為若沒有找到對象，就無法
過一個真正滿足快樂的生命。我們為
此深深擔憂，害怕會落單，所以不惜自
己想辦法去解決，急於找到人做伴。

  我們要來檢視這個恐懼。一個
人對未知的恐懼，會成為他想要掌握
自己的生命，背後的那股最強烈的動
力。這絕不符合聖經的真理。我們的
神是宇宙至高的君王，當我們願意委
身於他時，就是讓神有主權為我決定
這重大的生命課題。

  我們要曉得神的計畫是最好的，
他完全有能力妥善計畫我的生命，讓
我遇見對的伴侶。而且我曉得，就算
沒有遇見這位伴侶，神仍然是美好
的，他的計畫仍是完全的。  

  我們需要做個選擇 我可以因
為對未來充滿恐懼，而失望、憔悴，
也可以滿心期待我的主會按著他的美
善旨意，供應我的需要。我事奉他，
而他賜給我的，永遠不會少於我要完
成他的計畫所需用的一切。我能夠有
把握，是因為我的天父確實曉得我的
需要。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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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難觸的原因

希爾提坎‧貝都因人
Sirtican Bedouin

Photo by piqsels.com-id-zym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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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傑貝爾納富薩高原(Jebel 
Nefusa Plateau)，山石嶙峋的石灰岩
地質，放眼望去像是一片光禿禿的月

世界。造在山上的泥城，與山石顏色

融為一體，隱藏了自己的存在感。這

裡位於的黎波里(Tripoli)西南，海拔約
460～1,000公尺，陡峭岩壁的氣勢，
讓人忘記它只是個丘陵。

  納福薩村獨特的穴居屋，是在軟

石灰岩和泥灰岩上，向下挖出一個大

坑，然後再水平鑿出地下房屋。大大

小小的門窗，宛如岩石蜂巢。

  儘管多數利比亞人是遜尼派穆斯

林，但納福薩人屬於伊斯蘭的小教派

伊巴達亞(Ibadaya)。伊巴達亞教徒在
第7世紀，因著對伊瑪目(宗教領袖)的
看法，與遜尼派和什葉派不同，而退

出主流派系，默默遷去幾個國家。伊

巴達亞教派在阿曼與北非幾個國家受

到歡迎，成為反對主流遜尼派穆斯林

和阿拉伯征服者的工具。

天父，聖經說地上有四樣甚聰明的小物，其中沙番是軟弱之類，卻在懂得在磐石中

造房。祈求納福薩人也有把你當成磐石、拯救、避難所，懂得投靠藏身在你裡面的

智慧。「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

倚靠的。』」願他們聆聽福音時有開放的思想、探索真理的勇氣，不受傳統信仰的

拘束，成為跟從你、渴慕真理的門徒。也願你的公義及慈愛介入利比亞的政局，讓

這片土地的刀兵止息，更為他們興起屬靈的軍隊，以禱告、福音行動來觸摸這動盪

之地，使人們經歷屬天的平安！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我現在要對未婚的人和寡婦
說，他們若保持像我這樣就好
了。(林前7:8)

  就某方面而言，那些單身者得到

的是無以衡量的祝福。是的，我明白

有時候感受是背道而馳的。但是我知

道神從來不會讓人承受他所不能承受

的。因此，這意味著神曉得誰是可以

信賴，而能夠肩負起重擔，誰又是無

法承擔的人。

  門徒覺得為主的名受苦是值得

的，他們為這樣的選擇歡喜。我們認

為婚姻的幸福讓我們完全，但神卻曉

得，有些人不結婚才能更好地完成他

的旨意。神看我們願意逆流而行，是

件特別的事。其實，就是因為如此特

別，只有幾個人受召過那樣的生活，

那些受召的人向主展現的獻身，是多

數凡夫俗子無法處理的事。在這個世

界，單身生活肯定要面對許多困難，

然而這不一樣的作風是屬力量的記

號，並非軟弱的記號。

  不要沮喪。雖然世界有它對生

命目標尋常的理解，但作為神的跟隨

者，我們卻必須放下那些選擇來跟從

他。我們不再追隨以往的目標，而是

讓神安排我們的生命。當神設計了讓

我們與他獨處，那我們就歡喜而放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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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居人、岩洞人

傑貝爾納福薩人
Jabal Nafusah

Photo by gordontour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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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稱為「沙漠勇士」、「岩石人」的

圖布人，又稱為泰達人(Teda)，在利比
亞的提貝斯提山區(Tibesti Mt.)，以及
鄰國查德(Chad，又譯乍得)過半游牧
的生活。

  這些強悍的人有自己的部族規矩

來管理部落、家庭的事務，法律在此

不管用。部落通常是以血緣關係為基

礎的氏族集合體，各部落有自己的地

盤、牧場和水井，個人擁有自己的牲

口群。氏族之間會因偷竊、謀殺等事

由爭鬥，進而引發一連串血債血償的

復仇行動。

  從利比亞狂人格達費獨裁時期

(Gaddafi)，政府對圖布人施行了嚴
重的歧視高壓政策(尤其在庫夫拉綠

洲)註，取消其公民身分，宣布他們屬

於查德，並趕他們「回家」。利比亞

圖布人被剝奪了所有公民福利，包括

教育和醫療援助。2009年11月開始，
政府強制驅逐和拆除圖布人的房產，

反抗者被逮捕，許多人只好逃向山

區。

註：原因可能是猜忌圖布人在對查德戰爭中，
會支持查德；以及對圖布人與前政權塞努西教
派的淵源深感顧忌。

天父，求你纏裹圖布人所承受的歷史傷痕，打破惡者蓄意在這族群中樹立的圍牆，好

讓福音使者有機會走入他們當中！主啊！你讓圖布人看見歷史的君主利用武力來鞏固

勢力，而你是謙和的君王，更用自己的生命來為人們付上贖價！我們禱告圖布人要擁

戴基督為王，領受你的拯救和醫治，「因你所受的鞭傷，圖布人要得醫治；因你所受

的刑罰，圖布人要得平安！」求你使用各樣福音資源來與圖布人對話，使他們從故事

中感受到你愛的力量與擁抱！你完全的愛澆灌圖布部落，將一切懼怕除去，帶來更

新、和好與盼望，將被撇棄的他們領回你的家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
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
多家、亞細亞、庇推尼寄居
的。(彼前1:1)

  神是個動詞，他就是一切的行
動。即使是他的名字，「他當受讚
美」也是動詞「將是」的形式；他就
是那位偉大的「我是」，是昔在、今
在、以後永在的。

  難道我們這些有他聖靈內住的
人，不應是動詞的化身？我們不是名
詞。名詞是好看的小箱子，整齊有
序地裝滿一切東西；但是動詞就好比
一個三歲小孩到了賣糖果攤子前的表
現，是狂野的、不受拘束的，就是想
要做點什麼！

  當彼得說他是一位使徒時，不是
一個稱號，不是說他在辦公室門口掛
上「使徒」的名牌；也不是說他有使
徒專用的車位或指定座位。他的意思
是 他是奉差遣出去的人。

  希臘用詞apostolos可能是個名
詞，但卻是以行動為基礎。要成為使
徒，就要被差遣出去。沒有人可以坐
在家裡當使徒，你需要走出去，做稱
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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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猜忌的跨境民族

圖布人
Tubu

Photo by ToubouGa on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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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認為阿克丹人是第六世紀衣

索比亞士兵的後裔，他們當時試圖征

服中東地區，但功敗垂成。未隨軍隊

離開的人，被當地人怨恨、敵對、奴

役，因此被稱為「阿克丹」，意思是

「僕人」、「被邊緣化的人」。

  至今他們依舊背負歷史汙痕，生

活在社會底層，被人歧視、隔絕，在

城市裡從事卑微的工作，生活極度貧

困，只有少數人會幫助他們。幸運的

話，男人們可以找到清道夫的工作，

婦女和孩童則拾撿易開罐、瓶子，或

以乞討維生，幫家裡餬口。幾乎沒有

一個孩子能夠上學。

  據說大多數阿克丹人已經認命，

不寄望生活能有所改變，所以沒有動

力尋求教育等其他方式改變自己。他

們微薄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來購買興

奮劑卡特葉(Qat)，獲得僅有一霎時的
滿足快樂。

天父，讚美你不永遠懷怒，且樂於施恩。求你也更新人們看待阿克丹人的眼光和態

度，你將阿克丹人從累代的壓制和低落的自我形象中解救出來，讓他們在救主的

愛中，認識自己受造的意義與被基督重價買贖的價值，在聖靈的更新中成為新造的

人。求你興起阿拉伯語的口傳福音資源，來接近這個被忽視的族群，讓他們聽見你

的聲音與啟示，並能回轉過來，你就醫治他們。願微小的阿克丹基督徒被堅固、造

就、蒙聖靈引導，使他們做你復活大能的見證人，帶出群體轉化的歸主運動！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
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
多家、亞細亞、庇推尼寄居
的。(彼前1:1)

  感謝神，今天世界上有許多使徒，
他們奉神差遣去執行神的工作。這些
人不是因為被提升、擔任教會的某職
務，才有使徒的地位；他們是因為回應
神的呼召，才持有使徒的職分。

  實際上，你比較可能找到使徒
的地方，和能找到耶穌的地方是相同
的，就是那些收容中心、醫院、法律
協助處、貧民區等有需要的地方。你
不能成為自己會眾中的使徒，你需要
被差遣出去。

  今天仍有多數的教會喜歡聚攏
人群，過於把他們送出大門。教會如
同河道的水閘，對能夠收集多少水而
沾沾自喜，彼此暗自相競，誰的池塘
比較大。但其實，光是聚納水，一點
好處也沒有，水要得到釋放，滋潤萬
物，才是神工作運行的時候。

  我們要記得，關在水閘後面那片
遼闊而靜止的水，並不是動詞。你需
要打開閘門，將水引流出去，才能看
見水發揮的功效。正如「使徒」不只
是個名詞，是個行動者，是要被差遣
出去執行任務一樣。

  當教會裡有願意做宣教士、奉差
遣的弟兄姊妹，感謝主，不要覺得好人
才不能留在教會服事好可惜，這些人才
不是我們自己的，都是要給主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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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不掉的侵略者標籤

阿克丹人
Akh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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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比爾人是住在阿爾及利亞北部

al-Quabail山脈的柏柏爾人。崎嶇的山
脈給了柏柏爾人靠山，得以與侵略者

對抗。

  卡比爾人長期與山為伍，練就

了好腳力，在山地長途跋涉既不疲

累又健步如飛。他們聰明、堅強、

獨立，打破地形限制，在陡峭山坡

上開闢了梯田，種植穀物和水果，

並放牧羊隻。村莊以石頭建成，坐

落於高山上，有醒目的紅瓦屋頂。

若所住地方取水不易，婦女們就必

須長途跋涉，在崎嶇的驢路上，攜

帶沉重的水罐上山。

  阿爾及利亞曾是法國殖民地，獨

立後許多基督教宣教士被驅逐出境，

宣教事工受挫。有些阿爾及利亞人

透過法國製作的基督教節目認識了耶

穌，但住在高山上的卡比爾‧柏柏爾

人，還是難以聽聞救恩之聲。我們需

要再接再勵地為福音突破來禱告！

天父，我們在卡比爾人身上看見聰明、堅強和獨立的特質，以及開創力與環境適應

力。祝福他們能發現這些特質是來自於你的創造與賞賜，使他們能將感謝和榮耀歸於

你！求你差遣阿爾及利亞的基督徒來向卡比爾人宣講福音，也求聖靈預備那些長途跋

涉取水的婦女，願她們的心如同井旁的婦人般渴慕活水、遇見活水的源頭，並歡然為

彌賽亞做見證！願你增加他們與福音連結的機會，開廣他們的心胸與探索真理的渴

望，使他們謙卑真誠地以心靈和誠實，來認識並敬拜那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並悔改來

全然信靠你。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
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
多家、亞細亞、庇推尼寄居
的。(彼前1:1)

  彼得深知教會不是因為聚斂而成
長；乃因為差遣出去而成長。當年，每
道聚斂的水因為逼迫分散或主差派，
使閘門敞開氾濫全地時，教會歷史就
有了最快速的成長。那時的教會沒有
嘗試讓自己的堂會壯大、建美麗的會
堂吸引人，只想到要被差遣出去，去
得著那些還未聽聞福音的土地。

  今天，若每主日早晨我們見面
時，是等候被差遣出去，這會是怎樣
的衝擊呢？

  「這個星期天我們會出去。你去
收容中心、你去醫院、你去高爾夫球
場、你去遊樂中心……教會差遣你們
出去，擁抱那些迷失在世俗文化中的
人。當個奉差遣的使徒，去吧！」

  當然，彼得提醒，我們是奉彌
賽亞的命令被差遣出去的，因為耶穌
也是被差遣來到世上的。若我們要成
為他的使徒，這模式就要一再重複。
我們的動詞將影響別人成為另一個動
詞；動詞的後代絕不會是名詞。

  基督徒不是只是在會堂享受禮
拜，教會不只是在服務會友，小組也
不是同好聚會。出去吧！我們要當動
詞！你的小組可以認領哪個有需要的
地方，大家一起走出去服事呢？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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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比爾人的靠山

卡比爾‧柏柏爾人
Kabyle Berbers

Photo by Yves Jalabert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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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及利亞

  哈西尼亞是一種茅利塔尼亞阿拉

伯人和撒哈拉人說的阿拉伯語，是茅

利塔尼亞的官方語言(又叫茅利塔尼亞

阿拉伯語)，也在西撒哈拉地區(北非

與西非部分地區)、摩洛哥東南部，成

為廣泛使用的阿拉伯方言。這也是阿

爾及利亞西南部的一種地方方言，根

據1985年的資料，當時有15萬的阿爾
及利亞人說這種語言。

  講哈西尼亞語的人民，通常是馬

利克教派(Maliki)的穆斯林，這是遜尼
派的四大學派之一。他們認為必須透

過遵守律法來取悅阿拉。

  《耶穌傳》電影、聖經和有聲資

源，皆有哈西尼亞語版本。盼望除了

這些資源，還能有宣教士向他們指出

通往十字架的道路。

天父，感謝你已為這些講哈西尼亞語的人們，預備了母語福音資源，但沒有傳道

的，怎能聽道呢？無法聽道，又怎能信道呢？求你差派更多的福音使者，來接觸講

哈西尼亞語的人，使他們能聽見神以恩典帶來的福音，更明白不是人要盡力取悅

神，而是你先愛了我們，甚至用你的獨生愛子做了挽回祭！求你在他們當中興起耶

穌的跟隨者，親自造就、裝備這些門徒，在這裡興起教會倍增運動，使他們當中有

如同保羅的外邦使徒興起，將福音傳給講哈西尼亞語卻屬不同國家的人們。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
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
多家、亞細亞、庇推尼寄居
的。(彼前1:1)

  這節經文的希臘正文其實是說：

「給散居各地蒙選召的寄居者。」

NASB譯本改變用詞的次序，更換了
一些直譯的內容，意思可能相同，卻

失去了彼得要強調的 我們這些置

身於世界的寄居者。

  對彼得來說，關鍵在於首兩個

字elektois parepidemois。elektois，
是一個將信徒和非信徒分別出來的字

眼，出自希臘文「挑選或揀選」，在

彼前2:9中被引用，保羅在提前5:21
也用過。這是舊約的概念(申14:2、
賽45:4)，是「選民」的用詞，表示
這些人是神所揀選的。

  第二個字parepidemois，字義是
「靠攏」及「在人群中」。這告訴我

們，彼得這信是寫給這些住在非信徒

中，與非信徒有密切交往的那批耶穌

基督跟隨者。他們是寄居的客旅，但

並不真的屬於所住的地方；他們實際

是屬於神國的人，現在卻在這裡

置身於世界。

  這就是我們活在地上獨特的身分 

與目的！這個特殊身分對你周遭的非

信徒而言，帶來了什麼特別的意義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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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茅利塔尼亞的 
西非方言

講哈西尼亞語的人
Hassaniya Speaking People

Photo by Vix Mørá on flickr



97

1 2 月   日  星期四

97

阿爾及利亞

  在阿爾及利亞，實力較強的阿
拉伯人和實力較弱的本土柏柏爾人之
間，分際相當模糊。最初，北非是由
原住民柏柏爾基督徒統治。隨著阿拉
伯人數世紀的入侵、擴張，柏柏爾人
被「阿拉伯化」，通婚和國家政策，
最終產生文化和語言的融合，信仰身
分也轉變成為穆斯林。在阿拉伯語化
的地方，古蘭經的教法也取代了傳統
的部落秩序。

  對柏柏爾穆斯林來說，放棄穆
斯林身分，等同放棄所擁有的社群關
係，新信仰會使他們被視為「異類」，
而被所愛之人排斥。所以對一般人而
言，改信基督教是一個壓根不存在的
選項。

  一些宣教機構將事工重點，放在
居住歐洲國家的柏柏爾人身上，但效
果甚微。他們需要新的策略，比如接
觸穆斯林家庭中相對封閉的婦女。我
們禱告宣教士在這群人當中，找到福
音的突破點。

天父，宣教機構正嘗試不同的策略，接觸說阿拉伯語的柏柏爾人，我們祈求你為他

們敞開福音的大門。願你的慈愛與大能，攻破那懼怕人勝於敬畏你的權勢，翻轉說

阿語的柏柏爾人的信念，讓他們更珍惜「當信主耶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的

永生應許！隨己意運行的聖靈啊，你將神的愛厚厚地澆灌在這群人心中，引導他們

進入、明白一切的真理，使他們因著真理得以自由，不再成為文化、宗教、群體的

奴僕。求你眷顧柏柏爾婦女群體，使報好信息的婦女能成為大軍，將美好的福音帶

入家中，建立屬神的家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
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
帕多家、亞細亞、庇推尼寄居
的。(彼前1:1)

  彼得寫給那些信奉彌賽亞的猶太

人，他們因為羅馬政治逼迫的緣故，

而四散各地。分散才是神的計畫，

聚斂不是，我們需要被提醒有關聖靈

的運行模式。我們的神不會被困在瓶

子裡，他突破任何的營壘、任何的閘

口、任何的容器；他漫過每一道防

線；他氾濫每片土地。對你，他也做

同樣的事。

  因此，寄居者，預備好了，要穿

戴好你走路的鞋子，隨時預備好彈性

和敞開的心。若你已安定下來，等待

著他歸來，他可能會讓你出乎意料。

他會將你連根拔起，將你驅散出去，

如同風吹動種子，飄散在各地生根。

我們生命的飄泊或變動，絕非偶然的

事！

  「動詞」是移動的。神在移動

你嗎？他是否將你寧靜的生命連根拔

起？他是否把你推出門外？世界越是

動盪不安，神就越是需要你的寄居心

態。如果我們沒有靠近那些需要他的

人，我們又算什麼使徒呢？

0 8

非洲原住民的阿拉伯化

說阿拉伯語的柏柏爾人
Arabic-speaking Ber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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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達克薩哈克人的名字意思是 

「以撒之子」，多數居住在馬里

(Mali)，但在阿爾及利亞與之鄰界地
帶，也有約3,800名伊達克薩哈克人。

  過去伊達克薩哈克人是圖阿雷

格(Tuareg)貴族的牧民，受到庇護，
但如今這種關係不復存在，彼此的交

集僅止於用同個水井、在同個市集買

賣。

  伊達克薩哈克人向來在阿爾及

利亞和馬里的沙漠中遷移游牧，牲

畜、家庭和伊斯蘭信仰是他們最在意

的事。他們用牲畜與阿拉伯人進行貿

易，交換農產品，幾乎沒有什麼積蓄

財產。

  就像幾百年前向他們傳教的穆

斯林一樣，需要有基督的跟隨者願意

過四海為家的帳篷生活，以便向這些

游牧民族，分享神大能的故事。讓他

們夜間仰望星空時讚嘆：「這一切是

誰手所造？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

美！」或在曠野移動時，思想神以雲

柱火柱引領子民行走生活的安全與豐

盛！

天父，憐憫我們面對游牧民族福音事工皆束手無策，沒有工人；請動員我們積蓄更多

禱告，修平道路的崎嶇，直到游牧福音使者被你興起，從四面八方來得著這些群體！

願你藉由善於說故事的宣教士、福音廣播，使游牧人聽見你大能的作為。我們更深信

你是超乎萬人之上，又住在眾人之中，貫乎眾人之 的以馬 利，你當初如何揀選了

信心始祖亞伯拉罕，使他在曠野認識你的名，願你也用奇妙的方法接觸伊達克薩哈克

人，使他們與你為友。願將來有一天，伊達克薩哈克人會改寫優先次序：他們看重耶

穌、家庭與牲畜！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
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
帕多家、亞細亞、庇推尼寄居
的。(彼前1:1)

  耶穌曾向天父祈求不要把我們從
世界中取走。為什麼呢？因為沒有了
鹽(防腐劑)和光(引導)，這世界就完
蛋了，而神還沒有完成他的拯救大計
呢！

  我們目前身處在這一片混亂中，
那是神美好的旨意！我們即是蒙揀選
的，也是被扔進世界的一群人。

  當我們被扔進這世界，與其他人
參雜，一起過每天的生活，這就是
「拯救」的動詞，是一個傳遞福音消
息的行動。我們處在世界時，不是枯
等著什麼都不做，也不是獨善其身，
隱退到「沒有沾染」的空間，乃是
被分散到受罪玷汙的人群中。也就是
說，一路上我們可能會與那些骯髒的
人、骯髒的事摩肩擦踵。

  你因此抱怨嗎？或覺得不解嗎？
不，沒有問題的，這是神給光與鹽的
設計 被丟進人群中。我們和所有
世界上的人一樣，都會有悲歡離合與
苦難，也會遭遇不公義，但不必納
悶，我們信主不是為了求一個「無痛
生活」、「無菌溫室」。真正重要的
是，寄居者們，我們在人人都會遭遇
的處境中，活出了什麼樣的態度、做
出了什麼樣的選擇？那是身為光和鹽
與眾不同的地方，以及存在的意義。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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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之子 
最在意的三件事

伊達克薩哈克人
Idaksah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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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及利亞

  阿拉伯語中的「貝都因」一詞，

是指生活在浩瀚沙漠裡的人。在古

代，大多數人定居在河流附近，但貝

都因人更喜歡生活在開闊的沙漠中。

  不要小看貝都因人刻苦原始的生

活，他們在阿拉伯人心中備受尊敬，

被視為阿拉伯人的起源，直至現代仍

保有先民的生活文化，所以阿拉伯人

視之為「最理想的」阿拉伯人。尤其

他們保留了豐富的口傳詩歌傳統、放

牧的生活方式，和傳統的美德、榮譽

的法則。

  貝都因社群以盤根錯節的親屬網

絡交織而成，近親通婚很常見。少數

貝都因人仍像祖先那樣，住在駱駝和

山羊毛織成的帳篷裡，飼養牲畜、打

獵和掠奪，時間在他們身上彷彿從未

前進。

  第一批接受伊斯蘭教的人來自貝

都因部落，伊斯蘭教跟著他們的步伐

遊走於阿拉伯沙漠，又推展到沙漠之

外，影響了許多民族。伊斯蘭教深植

於貝都因的文化，他們忠誠地捍衛伊

斯蘭信仰的地位，相對地對福音感到

牴觸。

天父，願聖靈的大能穿透杜伊-梅尼亞‧貝都因人對福音抵擋的牆。我們想起拜訪

亞伯拉罕的三位天使，求你也用這些游牧民族能夠了解的方式造訪他們，使他們明

白他們也是承受應許的，更是被你託付浩瀚沙漠的管理者！願有人能用他們熟悉的

音調寫下口傳的福音歌曲，並在他們當中開始傳頌，使貝都因人明白你是生命的

起源，萬族都本於你、歸於你。求你感動阿拉伯人中的耶穌跟隨者，向他們分享福

音，並願意花時間建造他們的屬靈生命，使這個族群被轉化為游牧人的福音大軍，

以及沙漠的敬拜者！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但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
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天
國是屬於這樣的人的。」 (太
19:14)

  什麼樣的人能進天國呢？耶穌不
是說唯有小孩子才能進入天國，他要
傳遞的訊息是關乎「身分」，而非年
齡。究竟誰能夠享受與天父同在的資
格呢？

  「小孩」是耶穌使用的例子。
首先，他們脆弱、無法掌握自己的生
命、需要倚靠他人才能生存下去。當
耶穌說到進天國的資格，他舉出了這
人必須有像孩童這樣的特質。

  我們在孩子身上還找到什麼呢？
也許很多時候，我們認為他們沒有能
力，是一個消耗，即使我們說他們是
「未來的希望」。最後，孩子是沒有
發言權的，容易被忽略、被支開，和
被遺忘。誰真正關心他們想說些什麼
呢？

  然而，這些正是神所關注的人
們，是有資格進入天國的人。所以耶
穌在八福中提到：「貧窮的人有福
了。」不單是說物質上的貧窮、脆
弱，而是那些意識到貧乏、不足、感
到軟弱的人是有福的，因為神是他們
的倚靠。天國的福氣，和地上追求的
成功特質是不是很不一樣？神的眼
光，和人看我們的眼光，也一點都不
一樣！

1 0

時光靜止的世界

杜伊-梅尼亞‧貝都因人
Dui-Menia Bedo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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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斯蘭教出現之前，貝都因人
已在阿拉伯沙漠生活超過千年。西元
七世紀初，伊斯蘭教興起，奉為圭臬
的貝都因人向外擴張，離開中東，開
始向北非擴散。許多貝都因戰士們在
征服地上定居生活，成為各地阿拉伯
人的先祖。

  現在的阿拉伯人當中，仍堅持
游牧生活的貝都因人不到10%。這些
保有阿拉伯先民價值觀與文化的人，
生活方式幾乎沒什麼改變。在共同生
活的社群中，牧場和水井都是公有財
產；對家庭、氏族、部落有忠誠無私
的美德；與自然合一，執著於追逐水
草；身上彷彿自帶陀螺儀，不用靠地
圖和羅盤，都能追尋星星，在沙漠中
辨識方向，成為旅人的最佳嚮導。在
物質化的阿拉伯人心中，貝都因人一
無所有的生活不值羨慕，卻是追念先
民歲月時，一抹高貴浪漫的情懷，代
替做不到的阿拉伯人，活出不忘本的
生活。

  奈爾貝都因人的世界寧靜而孤
立，外人既無法改變他們不斷遷徙的
腳步，也無法撼動他們的信仰。但聖
靈過去可以差遣腓力去向埃提阿伯的
太監見證耶穌，我們也祈求聖靈繼續
打發人，以專業、商業，或旅遊、文
化等角度，來連結奈爾貝都因人。

天父，你用一顆星引導東方三博士來朝拜聖嬰孩耶穌；在曠野中也用天使的高唱，將

救主降生的好消息報給牧羊人！縱然目前沒有服事奈爾貝都因人的宣教士，但我們祈

求你興起管道，領他們遇見救主！盼望在這孤立的族群裡，有被聖靈攪動的靈魂，特

別是年輕世代，願他們對其他文化、真理與生命意義有更多好奇心及探索的動力，而

尋見生命旅程真正的嚮導 耶穌基督，並向族人指引出這顆明亮的晨星。願聖靈引

領奈爾貝都因人走出孤立、穿越伊斯蘭屏障，進入真理，得著真正的自由！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太6:9)

  主禱文不是禱詞。但你一定有

念過主禱文，這是禮拜儀式常見的一

部分。但耶穌不是在教導門徒「念禱

詞」，而是教導門徒「如何禱告」。

猶太信徒常常會背誦許多禱詞，直到

今天他們還繼續誦讀這些禱詞。然而

耶穌不是在教導門徒另一個要認真學

習的拉比式禱詞，而是教導門徒有關

禱告的本質。

  這是很重要的提醒，當我們只是

重複唸神的話，卻沒有多加思考，就

會錯過其中真正的意思。

  為了明白耶穌所教導的，首先

我們就要認識希伯來人廣泛的禱告詞

彙。從中英文我們只有一個用詞(禱

告和Pray)；希臘文也有一個正式的用
詞，但希伯來文卻有很多的禱告用詞

從咆哮到起舞、從吶喊到呼喊、

從全然安靜到歡騰歌唱，希伯來文充

滿著禱告的詞彙。

  禱告無法被裝入櫃中幾個簡單的

小罐子內，無法被一種形式框架住。

禱告其實是呼吸，貫透在我們的動作

氣息，包括在吃喝行進間的每一個對

準神、尋求神的意念。它若是你的呼

吸，生命的一切會因為禱告，而充滿

生氣與活力。

1 1
阿爾及利亞

貝都因，一個浪漫名詞

奈爾貝都因人
Nail Bedo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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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意外的話，西迪貝都因人幾
乎都是穆斯林，大多數人也信仰稱為
「金尼」(Jinni)的神靈。

  在個人主義的社會中，我們很難
理解貝都因人以群體為導向的思維。
他們做決定前，一定會尋求家人甚或
部落的意見。部落的一切即代表個
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一但離開
部落與家庭，這人將失去保護，一無
所有。

  眾所皆知，貝都因人拒絕接受
外來的法治、權威，外人很難走進他
們的世界和心裡，福音亦如是。但歷
史上曾有一位探險家威福瑞‧塞西格
(Wilfred Thesiger)，本是貴族爵士，
卻堅持用最原始、與在地人一樣的生
活方式，兩度穿越沙漠，因此與貝都
因人共同生活，成為貝都因人唯一視
為「自己人」的外人。

  「你的麵包你的鹽我曾吃過，
你的美酒你的水我也飲過；你的死亡
我陪你度過，而你的生活也一如我。
」由塞西格最喜歡的這首詩，可以一
窺他如何贏得貝都因人的心。這也是
時至今日，有了科技、網路、福音資
源，我們都非常需要培養宣教士，走
進未得之民當中，效法基督道成肉
身，生活在當中的原因。

天父，貝都因人是按你的樣式被創造的，因此他們對愛、陪伴、同在、群體，也同

樣有著渴求與感受力！我們祈禱你把對西迪‧貝都因人的愛放在你的子民心中，有

人願意認領這個族群，委身於代禱；有人則勇敢回應呼召，以道成肉身的生命，建

立與他們同坐席的親密關係。我們呼求你攻破西迪‧貝都因人拒絕基督的心牆，使

他們接受基督所做成的救恩 基督為他們流出寶血、付上生命的代價，將他們的

生命買贖回來，歸他為義。因此得救的西迪‧貝都因人要獻上自己當作活祭來榮耀

神，向沙漠的游牧人傳揚神的作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1 2

無人傳揚，怎能聽見？

西迪‧貝都因人
Sidi Bedouin

我們在天上的父。(太6:9)

  我們的父。開頭的第一句話，為

我們提供一道嶄新的亮光。主耶穌一

下子把我們拉近到神面前，我們與神

的關係中，不再橫隔歷史長河，神不

再只是我先祖的神，他是我直屬的天

父。這意味著我們不再仰賴祖先來建

立我們與神的關係，而是站在和神有

直接關係的位置上。

  對於那位祖宗所跟隨的神，猶太

門徒在這個稱呼裡，距離上有了多麼

深的靠近和突破。耶穌是站在這個身

分位子上向神禱告的，而如今的我們

也能因著主，站在這個位子上向父祈

求，這是多麼動容的事 他親自孕

育著我們(這就是耶穌在約翰福音三章

說的)，我們能夠稱呼那位造天地萬物

的神為父親！

  這種靠近也發生在你我之間的關

係上。我們都是神的孩子，不必再追

溯祖上的關係，你和我都是手足。沒

錯，你意識到我們是在一個大家族裡

嗎？看看你身旁的肢體吧，他是你的

手足啊！

  主啊，謝謝你，你為世上所有

孤獨的人預備了家；我在地上本是孤

獨的，但你卻揀選了我、收養了我，

把你的家和你一切的豐富分享給我。

「我們的父」，這是一個何等美的呼

喚。



102

1 2 月   日  星期二

102

為了孩子的未來， 
說阿語吧！

貝爾巴利人
Belbali

 1970年，一個貝爾巴利人村落決
定放棄母語科蘭傑語(Korandje)
一種深受柏柏爾人影響的語種，以便

確保孩子們都會說阿拉伯語，提高受

教機會和發展前景。這引發其他村落

跟進，導致科蘭傑語步入消亡。

  貝爾巴利人生活在阿爾及利亞

西南部，貝沙爾(Bechar)和廷杜夫鎮
(Tindouf)的一個綠洲「塔貝爾巴拉」
(Tabelbala)，此地自古是商隊路線的
站點。最近，該地區大幅度擴建，因

為這裡是通往摩洛哥、撒哈拉和茅利

塔尼亞邊境的最後一個前哨，而且是

成千上萬西撒哈拉難民湧入廷杜夫難

民營所經之地註。

  塔貝爾巴拉全年降雨量很少，但

被沙丘環繞的綠洲，卻因地下水資源

豐富而非常肥沃，農業普及。是人口

極其稀少的貝沙爾省中，一個重要的

聚落。此地氣溫高達到50˚C(122˚F)，
經常有沙塵暴來襲。

註：西撒哈拉多年來經歷跟西班牙、摩洛哥、

茅利塔尼亞等國家勢力抗爭，爭取主權獨立。

天父，難民、旅人、商人、貝爾巴利人，都需要尋找綠洲的庇蔭和滋潤，好避開烈日

的毒害與乾旱。我們祈求他們也意識到人活著，不只是單靠吃喝等物質條件。願他們

的靈魂甦醒，能謙卑地到你面前，看見唯有耶穌是生命湧流不止的活泉，能解人的乾

渴，而不再靠自己的能力，鑿出各種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滿足自己。主啊！那信你的

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這活水也要豐富周圍人的生命，願貝爾巴利的基督信徒

成為屬靈的綠洲，使往來尋求保障庇護的人，有機會聽你慈愛之聲。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我們在天上的父。(太6:9)

  這個稱呼，還帶來一個關係上的
改變──我們屬乎彼此。

  若神是我的直屬天父，而他又是
你的直屬天父，那麼我們就是靠著屬
靈的血緣關係而結合在一起了。我們
屬於彼此。

  耶穌清楚地用代詞「我們」
來表達，神是我們每個人的父。當
我們親近他，我們是以直屬家庭中
的一分子來到他面前。我們在他的
面前也代表著彼此。我們是他的孩
子，是複數的。我們要謹記自己是
神的子女，是複數的，這概念將深
入貫穿整個主禱文。

  因此，當一個人犯罪了，所有人
就會受到影響；當一個人受傷了，所
有人就放聲大哭；當一個人歡喜時，
所有人都與他一起跳舞；當一個人失
喪了，所有人都要憂傷……因為神是
我們共同的天父，我們同屬一個家，
我們是一家人。

  這就是禱告典範的開場白。你明
白了嗎？禱告的第一件事，就是認清
我們共有的聯繫。禱告以「我們」開
始，而不是「我」。當我們為肢體代
禱時，你便是代表著手足來到天父的
面前。

  「關係」是這節經文的金鑰，如
果你深入默想，它將改變你向天父禱
告、為肢體代禱的心境。

1 3
阿爾及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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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自己的群體很小，而附近
還有其他三個小語種，你會教你的孩
子講什麼語言？許多切努阿父母所選
擇的，是貿易通用的阿拉伯語，這有
助於孩子們接軌學校教育。但切努阿
人講的切努伊語(Chenoui)，仍通行
於鄉村。

  鄉村地區的切努阿人，認為阿
爾及利亞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沒有
給予足夠的幫助。他們位於沙漠的家
園，一般人很難進入，而且某些地區
有穆斯林極端主義和恐怖組織活動。
由於政府想要防範外來的影響，外國
人往往難以獲得簽證，成為宣教士入
境的一項考驗。

  但慶幸的是，目前還有一個切
努伊語的福音電臺，可以做廣播接觸
的工作。或許具備技能的女性宣教
士，可以接觸切努阿婦女，滿足她們
醫療、教育、技藝學習的需求。目前
市場上有一種購買北非地毯、裝飾的
趨勢，地毯生產與貿易，也是營商宣
教、接觸他們的其中一種策略。

天父，我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要把好東西給兒女，更何況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

好東西賜給求他的人呢？願切阿努父母能明白神愛他們的心，甚至你的兒子也為他

們傾倒了生命。但願這份愛，讓切努阿人放心來尋求那應許人「尋找就必尋見、叩

門就必開門」的神。也願天父你為切努阿人預備福音使者、慈愛的牧人，引領這些

沒有牧人、只能憑己意走迷的羊群，可以找到羊的門。耶穌說：「我就是門，凡從

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願他們與主耶穌建立親密的關係，用心

聽從大牧人的聲音。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1 4

天際的勇士‧福音廣播

切努阿人
Chenoua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太6:9)

  尊……為聖，這裡的希臘文為

hagiastheto，但耶穌是用希伯來文
教導眾人，也許他用的是qadash。
這字的意思是「懇求神的名顯出其

聖潔」。也就是讓神的榮耀在他的

受造物，或透過他的受造物，得以

完全彰顯的過程。

  我們普遍認為成聖的過程，就是

將那些要「尊為聖」的，從尋常的用

處中提升出來。許多宗教儀式也環繞

著這樣的概念，例如麵包和酒透過聖

餐的儀式而聖化。但是尊神的名為聖

有更深入的含義。

  神的名字必須要被尊敬和尊為

聖，是不爭的事實，也是十誡中第二

誡命的教導。今天猶太人依然滿心敬

畏，唯恐濫用了神的名。神的名字是

特別的、是神聖的、不似其他任何的

名字。

  不僅如此。在古代近東文化，

名字遠超過只是專用來稱呼、代表某

樣東西或某個人的符號，名字代表了

一個人的主要性情。因此，當我祈求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我是在讚

揚神的名得著榮耀、他實質的性情全

然顯出；是在尊主為大，在榮耀主的

名。

Photo by Dan Lundberg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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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玫瑰

瓦爾格拉人
Ouargla

  瓦爾格拉人是住在阿爾及利亞中

部綠洲城市「瓦爾格拉」(Ouargla)的
柏柏爾人，儘管以城市為名，但他們

不到該市人口的16%。瓦爾格拉過去
是前進探索南撒哈拉沙漠的起點，商

隊路線行經之地。如今此地有一所大

學，和蓬勃的石油工業，以及靠近現

代化的樣貌，偶爾可見人騎駱駝與輕

軌電車並行的衝突畫面。古老的岩石

市集，有琳瑯滿目的傳統手工藝與商

品，其中最吸睛的紀念品是「沙漠玫

瑰」(Desert Rose) 狀如玫瑰的沙

粒與礦物結晶。

  不同地區的柏柏爾人都有其獨特

的文化和語言，瓦爾格拉人說的是塔

格倫特語(Tagargrent)。

  雖然阿爾及利亞普遍信奉伊斯蘭

教，然而柏柏爾人多半是名義上的穆

斯林，對教法遵守較寬鬆。伊斯蘭教

雖然允許男性娶四個妻子，但柏柏爾

人偏好一夫一妻制。

  在七世紀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前，

柏柏爾人是基督徒。阿爾及利亞最近

的教會增長，幾乎都發生在北部的柏

柏爾社區。

天父，願聖靈親自喚醒瓦爾格拉人沉睡的兒子的靈，使他們想起也看見自己族群中深

藏的基督信仰DNA，明白自己是你家中的一員，你仍在家門口等他們回家。求你透過

阿爾及利亞北部的柏柏爾基督徒，去呼喚瓦爾格拉人回家。更盼望主的工人藉由學

校、旅遊、石油業等工作機會，自由出入瓦爾格拉人當中，活出有基督同行的喜樂生

命，吸引人渴慕歸向主！「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沙漠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

花。必開花繁盛，樂上加樂……人必看見耶和華的榮耀，我們神的華美。」願瓦爾格

拉這座城市經歷屬靈的繁榮、興盛，成為榮耀主的沙漠玫瑰。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太6:9)

  神的名字啟示他哪些主要的特

性？我們來查看出埃及記4章。神向摩
西表明了他的名字 自有永有者。

神的名字就總結出他的實質。  

  一切受造物，沒有任何一樣東西

是自己存在的。每樣東西都仰賴某些

東西存在。除非你父母先存在，否則

你就無法存在；除非太陽存在，否則

地球上一切生命就無法存在；除非蔬

果存在，否則動物就不會存在；如果

沒有葉綠素，蔬果就不會存在。亙古

至今，一切物質都仰賴之前存在的物

質。

  然而神的名字隱含著神是「絕無

僅有」的意思！神不靠任何事物，凡

物卻要倚靠他存在，不管是受造或繼

續生存。所以保羅說：「我們生活、動

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

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

  我們的神不同於其他任何事物，

他自有永有，無條件地存在，是萬物

得以存在的原因。因此我們發現「尊

神的名為大」，就是看見他在一切存

在的事物中得著榮耀 願這件事成

為我們心中的渴望和所求。

1 5
阿爾及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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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及利亞

  最能識別圖阿雷格人的外貌特

徵，是男人不輕易摘下的靛藍面紗，

除了抵禦風沙的作用外，他們也認為

面紗能避邪。當脫掉藍色面紗與罩袍

時，皮膚往往也被染上藍色，於是他

們被稱為藍人。

  圖阿雷格人是分布在撒哈拉沙漠

周邊的半游牧民族，起源於現今利比

亞地區的古柏柏爾人後代。非洲國家

獨立後，圖阿雷格人的領土被現代國

家的疆界切割開來，所以現今幾個國

家境內都有他們的蹤跡，例如：尼日

爾、馬里、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和布

吉納法索。

  圖 阿 雷 格 人 說 塔 馬 切 克 語

(Tamasheq)，並保存一種古老獨特的
提非納(Tifinagh)文字。階級社會中，
分成貴族、自由人與奴隸。他們雖信

奉伊斯蘭教，會慶祝伊斯蘭節慶，但

未必守齋月，且會尋求民間信仰的法

術和神靈。

  圖阿雷格是母系社會，不似穆斯

林婦女低微的處境，女人婚後擁有家

中所有財產，並且會讀書識字的也是

女人。

天父，雖然圖阿雷格人處在廣大的沙漠中，離我們遙遠，但天父啊，你是創造圖阿雷

格人的主，他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都能看見，黑暗又怎能將他們隱藏使你看不見

呢？我們祈禱，你將圖阿雷格人的牆垣常在你眼前，你必不忘記他們，為他們興起拯

救的角，來帶領圖阿雷格族歸向你。我們禱告有提非納文字或塔馬切克語的福音資

源，能觸及到圖阿雷格婦女和孩子。願福音故事在孩子們年幼柔軟的心田發揮功效，

使他們如同小大衛敬畏倚靠你，長大成為事奉永生神的勇士，或勇敢聰明的底波拉、

亞比該。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1 6

跨境的沙漠藍人

圖阿雷格人
Tuareg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太6:9)

  當我祈求「願人都尊你的名為
聖」，我是在祈求神，願他聖潔的主
要性情得以完全彰顯，表達出他的身
分。也就是說，願萬物一切都為神的
聖潔歡呼。

  我的禱告是，讓一切受造物都回
歸到神顯出榮耀、得著榮耀的地方；
我的禱告是，當我發出這禱詞時，我
是在獻上我的一切，包括我的每一段
關係，我和神一切造物之間的聯繫，
好叫神他因此得到榮耀，得尊為大。

  要「尊主的名為聖」，就要使每
樣東西都成聖！獨有神才是每樣存在
事物背後的理由，每樣存在的事物，
都是為了成就榮耀神與彰顯神的聖潔
旨意。

  這也意味著我為自已生命的籌算
必須結束了，我願神在我一切行動、決
定、思想和言語中掌權，顯出他的榮
耀。要尊主為聖，就是要將一切分別
為聖獻給他。從我園中的一片青草葉，
到最遙遠的那顆星；從我與鄰舍的友
誼，到我敵人的需要，願一切的一切，
都要成為榮耀神的管道和機會。

Photo by Alfred Weidinger from Vienna, Austria



106

1 2 月   日  星期六

106

北非小花園

摩洛哥阿拉伯人
Arabic-speaking Moroccans

  身為北非旅遊勝地的摩洛哥，究

竟有什麼獨特魅力呢？拜阿特拉斯山

脈(Atlas Mt.)所賜，抵擋了撒哈拉沙
漠的熱浪，地中海又吹來陣陣濕潤的

季風，使此地氣候宜人、花木繁盛，

被譽為「北非花園」；一些城市巷道

遺留著西班牙與法國殖民的歐風色

彩。

  摩洛哥是伊斯蘭國家，以阿拉

伯語為官方語言，阿拉伯人在西元七

世紀征服摩洛哥後，為本是基督徒的

原住民柏柏爾人，帶來不同的語言、

文化和信仰，成為今日阿拉伯化的樣

貌。近年在柏柏爾人的爭取下，摩洛

哥政府也開始重視柏柏爾文化。但其

實非常多摩洛哥人即便有柏柏爾血

統，也僅承認自己是阿拉伯人。

  為了追求更好的經濟環境，很

多摩洛哥阿拉伯人去到法國，成為法

國移民大宗。移民者的傳統文化和生

活方式也因此發生變化，婦女有更大

的自由在外工作，接觸到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盼望法國基督徒能與這些穆

斯林鄰居交朋友，向他們展現基督之

愛。

天父，摩洛哥雖是阿拉伯人最晚征服、阿拉伯化時間最短、離阿拉伯文化中心最遠的

地方，卻仍深受阿拉伯主流文化的影響，使人認為維持穆斯林身分是在社會上立足最

基本的必要。父啊，求你打破人心中自以為好、固守的僵化思維，聖靈活潑的生命與

復興浪潮要帶動摩洛哥人靈魂甦醒，渴望追求真理，更甚於盲從宗教和從人來的期

待；他們要追求成為新造的人、做神國的子民。求神也堅固、保守在法國決定跟隨耶

穌的摩洛哥阿拉伯人，使法國成為門徒運動的孵化器，將福音擴展到摩洛哥及其他北

非國家。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願你的國度降臨。(太6:10)

  希臘用詞「basileia」是關乎統管
和治理，當神的僕人和公民按神的管
治生活時，神的國度就彰顯在那裡。

  「你的國度降臨」這句禱告是什
麼意思呢？當我們按照神的性情遵守
摩西五經，不就已經成就了嗎？

  這裡用的動詞是eltheto，為命令
式(一道命令)不定過去時態(意思就是
有些事情已經一次性永遠地發生了)。
通常我們按這句的字面禱告時，我們
想的是求神(不是吩咐)完成他在未來
的計畫，我們沒有想過耶穌在此處的
禱告，是在命令已經發生的事。

  新約對「將臨國度」的概念相當
普遍，但在舊約中卻幾乎沒有提到。在
希伯來經書內沒有與「願你的國降臨」
相呼應的句子。當國度(basileia)的概
念在新約隨處可見時，「將臨」的國度
卻只有在主禱文中被提及，並沒有出
現在三本符類福音書中。耶穌在說的
是一些非常不尋常的事，他在這段有
關禱告的訓示中，融入了獨一無二的
概念。主說的是什麼意思呢？(續)

1 7
摩洛哥與法國

Photo by Jörg Peter on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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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摩洛哥的失聰人，自小在屬靈和

各方面的探索、學習，就失去了很多

機會。約85%的失聰兒童沒有上學，
因為整個教育系統無法提供材料或師

資來幫助他們學習。雖有摩洛哥手

語，但他們只能靠自己透過網路和影

片自學。

  大多數摩洛哥失聰人，都信奉伊

斯蘭教。由於沒有摩洛哥手語聖經，

他們很少有機會認識基督救主。或許

有負擔及特教專業的基督徒，可以為

失聰人設立專門學校、製作福音及教

學的手語資源，填補他們靈性及學習

上的空白。

天父，你能使盲者重明、聾者得聽，求你赦免許多穆斯林國家對殘疾者的忽略與離

棄。祈求你施予摩洛哥失聰人士「聽見」的恩典，並促成摩洛哥手語聖經的製作與

發行；也願你差派特教相關的基督徒和資源，為摩洛哥失聰人士的生活改善、爭取

社會認同，盡一份轉化的力量。祈求耶穌的愛溫柔地觸摸這群摩洛哥的失聰人士，

願他們心靈聽見你愛的呼喚，在你的懷抱中找著失落的價值，明白生命的意義，甚

至還能貢獻他們的生命！因為在基督裡，所有殘疾與軟弱都能被基督的能力覆庇，

變為剛強！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1 8

被迫失學的一群人

失聰人士
Deaf

願你的國度降臨。(太6:10)

  聖經的日子是神的kairos(時機、
孕育時刻)進入我們的chronos(按年曆
的定期定時)。主的日子不是一個日曆
上表定的時間，他的再來會如其他神
所定的日子那樣，不期而至。

  這意味著當我們禱告「願你的
國降臨」時，不是求神在未來某天來
到，而是認識到神的國度是一股攪動
的勢力，突然就衝進我們的生命中。
神在我們無法安排的時程，也無法控
制的方式下，帶來他的國度。

  這個禱告其中一個態度，就是清
楚地意識到神來到，並充滿我們的時
間；體驗到神介入我們日常的行程，
讓我們發現到更新。當我們留意神的
工作，把意念轉向那位已經在我們當
中工作的神，神的國度就已經臨到。

  換句話說，即使我們沒察覺到神
的國度，它都已然降臨。就在我們忙
碌的步伐中隱藏起來。我們沒有看見
神的工作，是因為被蒙蔽了，沒發現
神的介入。

  這句話其實是一道「命令」(見
前日)，而不是一份願望。因為我們是
在求神顯出已然存在的事。「到了的
時候，就要讓它顯出來。」

  父啊，求你打開我們的雙眼，讓
我們能夠看見你在每個時機的臨到。
在我們內心開啟對永恆的醒察，明白
你手所做的工和你的同在。Photo by Jo Hilto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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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的國度降臨。(太6:10)

  我們發掘到神的時間是kairos，
就是他完成旨意的時間；絕對準確的

時間。明白神介入世界，這對我們的

禱告是很重要的，我們必須求神開我

們的雙眼，得以看見神在動工。

  我們不是祈求自己可以引入神的

國度，乃是祈求神會彰顯他的國，而

我們會受邀成為他的賓客，參與他所

行的事。神的國度存在，只因為神帶

來他的國度，絕不是靠任何屬世的操

作而來的。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的用詞是用不

定過去式來翻譯的 神帶來他的國

度，他保證如此，而且那是已經完成

的事。

  沒有人可以建立神的國度。沒

有人能進入神的國度，除非神呼召

他；除非蒙神揀選，沒有人得以與他

的國有份。沒有人、沒有機構、沒有

教會、沒有文化能把神的國度帶給我

們。

  一旦投身神的國度，我們不過

是卑微的僕人，服事那使國度成真的

主人。這句話不是一個應許說當我們

以福音滲透世界時，神的國度將會臨

到，而是說明一個成就了的真相，我

們受召參與！願你的國度降臨是一份

呼召，要我們完全降服在神按他屬天

心意成就的事上。

放棄沙漠，向城市移動

雅希亞‧貝都因人
Yahia Bedouin

  雅希亞‧貝都因人生活在摩洛哥

撒哈拉地區。男人照料駱駝，婦女和

孩子照料綿羊和山羊，並收集灌木生

火。婦女們擅長紡紗和編織衣服、帳

篷織物，他們尤愛紅色和橙色的鮮豔

衣服，上面帶

有五顏六色的

珠子，並綴上

銀飾和寶石。

  他們的飲

食來源主要來

自牲畜，例如牛

奶、酸奶和黃

油，並伴有大

米，只有特殊場

合才會吃肉。

  貝都因人以他們的好客和勇氣，

以及男人朗誦的口頭詩歌傳統而聞

名。如今年輕一代正在離開傳統的游

牧生活，移居到城市工作，使他們的

文化產生極大的改變。但另一個好處

是，福音外展將變得更容易一些。我

們禱告當地信徒可以找到機會，使用

雅希亞語接觸他們，或為他們製作母

語的電影、廣播、電視、社群媒體的

福音資源。

天父，我們祈求現今不斷變動的環境，能為雅希亞‧貝都因人創造聆聽福音的機會，

更使他們在變動衝擊中，有機會突破傳統思想的限制，對福音採取更開放的態度。祈

求你差派福音使者，來到城市邊緣，融入雅希亞‧貝都因人的生活，發現他們生活及

屬靈的需要，並連結各地的工人和資源，帶來合宜的幫助，也把福音帶入他們的生活

及文化中。願這些宣教士的撒種預工，能為將來的收割鋪路，使雅希亞‧貝都因人不

再排斥基督徒，與神所差來的「光」與「鹽」和睦同居。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1 9
摩洛哥

Photo by Emrah Kara on Unsplash

示意圖，在觀光區賣飾品的貝都因
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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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阿塔‧柏柏爾人是摩洛哥東南部
一個龐大的柏柏爾部落，約15萬人，
分成五大支系，說中阿特拉斯柏柏語
(Central Atlas Tamazight)，以自己的
部落法則及長老來仲裁事件。

  阿塔‧柏柏爾婦女的傳統服飾很
別 緻 ， 會 佩
戴 許 多 玻 璃
珠、珊瑚、琥
珀珠的飾品、
項鍊。最具代
表性的是胸針
(Tizerzai)，
用來將所披的
衣服固定在兩
肩上，兩個對
稱胸針以垂墜
項鍊與吊飾連
結。而女人兩
手戴的大手鐲(Asbia ' iquorain)也相當
引人注目，上面有一圈誇張的尖刺，
古時是為了防身之用。

  雖然摩洛哥不歡迎基督教，但北
非地區的福音廣播和電視節目，仍讓
一些穆斯林聽見了福音。在南歐的碼
頭上分發給北非人的福音材料，也有
機會落到柏柏爾人手中。我們一起為
這些福音機會來禱告！

2 0

誰想走進柏柏爾部落呢？

阿塔‧柏柏爾人
Atta Berbers

願你的國度降臨。(太6:10)

  我們需要明白，在把福音「帶

入」世界一事上，我們絕對沒有驕傲

的餘地。我們不過是踏進神的河流，

他才是那股活流，我們不過是隨著他

流動罷了。我們無法讓這件事發生，

神在創造上並無諮詢任何人的意見，

他不求任何人完成那工。

  但是！如果你認為反正神都命定

好了，我們不需要做任何事，反正這

是神的工作，那就錯失神的心意了。

神渴求我們的服務和順服。在一天之

終，我們必須說：「我不過是完成你

吩咐我做的。」神獎賞這樣的服事，

並且我們在當中榮耀了他；在一天之

終，我們可以安歇，確定是神在彰顯

他自己，宇宙間沒有權勢能夠勝過

他；一天之終，他邀請我們分享他的

勝利。

  「願你的國度降臨」是歡呼的喊

叫，不是疲弱的懇求；「願你的國度

降臨」是讓神得以彰顯，讓他的名被

尊為聖，且得著榮耀。

  主禱文把焦點放在神的榮光和他

運行的至高旨意上。他是神，除他之

外別無他神。歡喜！歡喜！他的國度

降臨！

天父，許多柏柏爾民族熱情好客；耶穌曾說：「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願阿塔‧柏柏爾人有機會接待你差派來的福音使者，得著你

的賞賜。也祈求你賜給每個拜訪柏柏爾民族的福音工人靈巧像蛇、馴良如鴿的智慧，

並賜給他們當說的話語，因為不是他們自己說的，乃是父的靈在他們裡面說的；願他

們在部落中遇見平安之子，得到關鍵人物的信任和支持，使福音工作不受攔阻地開

展，並擴及其他柏柏爾群體。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柏柏爾婦女傳統服裝，有特殊的胸
針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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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太6:10)

  「我要如何曉得神的旨意呢？」

你有這掙扎嗎？我常常都有 心裡

渴想行神的旨意，卻不知如何尋求神

在我生活中各領域的旨意是什麼。聖

經找不到有關退休計畫、事業進展、

家庭、學校等方面的「指南」。因此

我在摸不著方向時，只好在禱告時加

一句：「主啊，若是你的旨意……」

  但耶穌並非如此舉棋不定，他教

導的主禱文沒有絲毫的懷疑，乃大膽

地祈求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

  「 thelema」在古希臘文中是
非常普遍的用詞，但在新約卻難得

一用。當我們查這字的希伯來文同

義詞「 rason」，發現了極有趣的
事。Rason不是希臘用詞所指的「合
乎情理的決定」，而是關於「熱切的

渴望」。換句話說，耶穌不是在說如

何選擇神的旨意和方向；而是對於神

行事所懷抱的喜樂、歡喜和熱情。

  我們習慣將情緒和意志分開，但

是希伯來人並不是那麼涇渭分明，當

他們宣告神的旨意時，就是宣布對神

的彰顯存有歡喜、喜樂和熱切盼望，

抱著這樣的心情承認他的榮耀在運

行。

  願我們的心，熱切渴望神的旨意

成全。你的心中，有這樣的渴望嗎？

歡迎來到「西方盡頭」

澤卡拉‧柏柏爾人
Zekara Berbers

  「歡迎來到馬格里布！」飛機降

落摩洛哥，空姐的迎賓詞一定讓你納

悶，什麼是馬格里布？七世紀，阿拉

伯人花了五十年終於征服北非，當他

們來到版圖最西端、最晚征服的這塊

土地時，以為已經來到世界西方的盡

頭，而稱此地為「Al-Maghrib」 西

方、日落之地；日後也成為摩洛哥耳

熟能詳的別名。馬格里布範圍還包括

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利比亞。

  阿拉伯人的語言隨著軍隊不斷

西行，也和各地方言融合出不同國家

的阿語風格。阿語來到最西端的摩洛

哥，已跟阿拉伯半島所聽到的大不一

樣了。現今摩洛哥阿拉伯語雖是國家

官方語言，但有三分之一人說的是原

住民柏柏爾語，其中更有許多柏柏爾

人完全不懂摩洛哥阿語。柏柏爾孩子

多有輟學，因為學校是阿語教育。直

到2011年，摩洛哥才正式把柏柏爾語
列入官方語言。

  澤卡拉‧柏柏爾人當中很少有耶

穌的跟隨者。在阿拉伯化後，柏柏爾

人已經遠離基督信仰十數個世紀了，

教會需要重新差遣宣教士來得著此

地。

天父，「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他的榮耀高過諸天！」

願你的名在廣大的馬格里布得榮耀，你的旨意通行在馬格里布。祈求你差派通曉柏

柏爾文化、語言的宣教士，幫助澤卡拉‧柏柏爾人從歷史、文化、真理中，找回失落

的神孩子的身分，藉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挽回祭，與父神重修舊好。「你跟仇

敵作戰的時候，你的百姓必甘心跟從，他們衣著聖潔，如清晨的甘露。」 (詩
110:3)願澤卡拉‧柏柏爾群體甘心獻上自己，為主所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2 1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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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

  基督教在北非原住民柏柏爾人心
中，應該已是遙遠不復存在的記憶，
但歷史幫他們記住了。昨天提到馬格
里布的阿拉伯化，今天我們回望阿拉
伯人到來前的歷史，看看馬格里布的
曾經。

  基督信仰隨著使徒的努力，以及
後來羅馬帝國的擴張，傳入現今的馬
格里布地區後，發展十分蓬勃(尤其是
西元二世紀)，神學家輩出。著名的奧
古斯丁，就出身於馬格里布的阿爾及
利亞。

  但伊斯蘭教的到來，使得北非
這個基督教文明重鎮，消失於洪流。
基督教信仰在柏柏爾人心中，已遙遠
不復記憶，一些地區的柏柏爾住宅外
牆上，會有魚的圖騰，象徵平安、富
足，但他們已經不知道，這曾是代表
他們先祖基督徒身分的記號。

  今天我們為整個馬格里布地區的
柏柏爾人祈求，願他們夠遇見祖先曾
經火熱追求的耶穌基督，回到神立約
子民的身分中。

天父，從創世記開始，惡者就不斷用各種方式，來破壞神與人的連結，但你何等

信實慈愛，並不忘記跌倒的我們，也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甚至知道我們無

力脫離罪的律，而預備耶穌基督做成救贖大工。我們得救不是因為我們的義，和

自己的努力，而是全賴你主動成就的恩典。所以即便馬格里布的柏柏爾人忘記了

你，但魚型圖騰是他們祖先與你立過約的記號，我們祈求、我們盼望信實守約的

主，再次主動尋找柏柏爾人，使屬靈復甦再次發生在馬格里布地區！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2 2

柏柏爾人的魚形記號

馬格里布地區的再宣教
Maghreb Revive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太6:10)

  當我們祈求「神的旨意成就」，

這個禱告讓我決定委身於他的聖潔。

我是在宣告我喜愛神的旨意；我渴望

他的聖潔得以展現；我歡喜看見這些

事。

  可惜沒多久，我們那份與神旨意

對立的頑梗態度就浮現了 我們常

常一方面求神的聖潔得以彰顯、自己

能滿足於這份彰顯，一方面卻求神對

我們的要求作出解釋。

  神的旨意只能在聽命中找到！他

已經啟示了絕對的道德意願，稱為摩

西五經，當我們祈求讓神的旨意成為

個人生命所熱切喜愛的，同時又拒絕

聽從他所的訓誡，不單是自相矛盾，

而且是犯罪。

  「以他為樂」的知足與滿足不是

被動的，而是自我降服，主動追求神

的管治。當我們說自己滿足於神的旨

意，這意思不是坐著無所事事，等神

成就一切；我的宣告說明一個更積極

的態度 我願意主動順服、滿心熱

誠地決定在所做的一切事上，完成神

給我的旨意；我為國度行事，為國度

而活，永不言休。

  我們都渴望追求神的旨意，但同

時你也準備好積極順服的決心了嗎？

Photo by Dennis Jarvis on flickr

柏柏爾人門楣的魚型記號與掌印，源於基督教與伊斯蘭民間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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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被擄遭棄

哈拉廷人
Harratin

  哈拉廷婦女的首飾項鍊大膽、

豐富、多彩，帶著典型的非洲狂野色

彩，大而醒目。

  摩洛哥的哈拉廷人口約有5.7萬，
生活在撒哈拉沙漠最邊緣的南部綠洲

城鎮。據說他們的先祖來自更南方的

撒哈拉沙漠以南，被奴隸販子俘虜到

北方，遺棄在摩洛哥，這些人便在沙

漠綠洲附近覓得小塊土地定居，以臨

時工和各種勞動工作維生。他們黝黑

的膚色與摩洛哥人大不相同，且被其

他社群孤立，住在貧民區裡。

  他們說摩洛哥阿拉伯語，信奉伊

斯蘭教。當中已知的基督徒，一個也

沒有。

天父，誰能像你呢？你坐在至高之處，自己謙卑，觀看天上地下的事。你從灰塵裡抬

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哈拉廷人雖看似被人丟棄，卻因此得以脫離奴隸的

命運，我們深信主你總不撇棄他們，願哈拉廷人早日聽見有人向他們報福音好消息，

宣告神的恩年來到。並從約瑟一生的艱苦境遇、他那敬畏你的堅定信心，以及看見神

化咒詛為祝福的眷顧中，燃起信靠救主的盼望，在基督裡領受尊貴的身分和得勝的力

量。哈拉廷人啊！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太6:10)

  或許我們不覺得「地和天」這次

序有什麼特別，因為我們不是希伯來

人。但對門徒來說卻是震驚、不舒服

的！他們向來明白的是「天和地」，

舊約一再出現這個詞句，而非耶穌在

主禱文所提出的次序，為什麼呢？

  希伯來經文以「天地」的次序來

用這字眼，是因為希伯來經文講述的

是關於神的事，不是人的事。一切權

柄都屬於天地的創造主，屬天啟示的

觀點也是從天上來的。

  然而，耶穌在主禱文轉移了觀

點。我們用「地和天」的觀點來禱

告，意味著需要認清自己的位置，從

人的觀點出發。我們在地上的人，要

關注和確認神至高的旨意，直到父掌

權和統管一切、回歸到起初，也就是

神創造天地的時候。

  我們的懇求，就是表達渴望看見

神全然掌權在我們和一切受造物中，

不受任何攔阻；當全能的神隱祕的作

為在我們裡頭顯露，並向世界顯明。

那就是成為光與鹽的意思。

  我們一起禱告吧：「你的旨意成

就在地上、在我的住家、在我的住宅

區、在我的城市、在我的文化內

讓你得以彰顯，讓我成為你的光

如同在天上！」

2 3
摩洛哥

Photo by Tropen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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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伊扎吉恩人是特克納(Tekna)部
落的子群體，特克納是個源自柏柏

爾人和阿拉伯人的部落聯盟，位於

摩洛哥南部和西撒哈拉北部地區。

他們在摩洛哥約有1.8萬人，在西撒
哈拉有3.8萬人。部分西撒哈拉的遊
牧部落人對遊客懷有戒心，不容易

相信外來者。

  特克納部落講哈薩尼亞阿拉伯語

(Hassaniya Arabic)，和柏柏爾塔瑪
茲特語(Berber Tamazight)。他們的
傳統生活方式部分是遊牧，以放牧駱

駝和山羊為主，部分是定居，控制著

撒哈拉商隊貿易的重要路線。

  他們皆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的馬

利基(Maliki)分支。或許福音廣播可能
會在撒哈拉部落中開花結果，我們需

要為這些廣播的製作工作大量禱告，

求主讓人們的心田準備好聆聽和回應

福音信息。

天父，盼望在往來的商隊中，有基督徒能接觸到伊扎吉恩人，把福音帶到他們的帳

篷裡。願聖靈澆灌謙卑及渴慕的靈，使伊扎吉恩人聽見福音就扎心，為罪為義自己

責備自己，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罪得赦免，並領受神所賜的聖靈。

「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

的。」願主親自提名伊扎吉恩人來歸你！我們為伊扎吉恩人可使用的福音資源、廣

播節目製作來禱告，希望好消息能突破重重障礙，「闖入」伊扎吉恩人的生命中，

帶來極大的屬靈感動。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2 4

期盼福音廣播突破限制

伊扎吉恩人
Izarguien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
們。(太6:11)

  從英文看不出在希臘文原文中，

這裡強調的不是動詞，而是名詞：飲

食。希臘文要強調的字眼是由其在句

子中所處的位置來決定的。原來直譯

的句子為「我們的飲食，我們日用

的，今天賜給我們。」因此先出現的

「飲食」就是焦點，即我們賴以維生

之物。最不尋常的是，這是福音書中

唯一向神如此懇求的教導。

  主居然只求日用的飲食？你

可能會覺得無感，或想求點不一樣

的，因為現代多數人並不缺乏基本

飲食，物質社會的訴求是：神要滿

足我們每天的各樣需求。但這句禱

詞的含意可能要讓很多人失望了，

它確實如此簡單：「賜我們所需要

的糧食，因為若缺少了，我們就會

挨餓。」換句話說，我們不是禱告

地土肥厚、物資豐富，而是為生命

的「必需品」向神祈求。

  這裡的禱告和窮人一樣地簡單、

樸實無華：「主啊，若沒有你的供

應，我今天就沒有得吃了。」若把

這禱告理解為對美物和服務的懇求，

便是我們不理解耶穌的禱告是如此簡

單。這是否也切中一個要害，我們想

追求的東西有很多，但我們能正確理

解自己的「必要需求」是什麼？能分

辨「想要」和「必要」的東西嗎？Photo by UncleBucko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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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沙漠存活法則

吉爾貝都因人
Gil Bedouin

天父，求你為吉爾貝都因人預備阿爾及利亞撒哈拉語的有聲福音資源和宣教士，因

為他們無法閱讀文字，實在需要「聽見」福音。你必能用最能打動他們的方式，

來向他們說話。我們為吉爾貝都因人的孩子禱告，他們在這封閉的社群中長大，只

能遵循大人教導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盼望未來他們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文化、知

識、思維的碰撞，有開闊的胸懷來包容及聆聽福音，有勇於思考、追求真理的勇氣

和行動。願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地充滿吉爾貝

都因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2 5
摩洛哥

  即便摩洛哥以柏柏爾人部落聞

名，但還是有貝都因人的存在，吉爾

人就是其中之一，人口將近5萬，說的
是一種不成文的阿爾及利亞撒哈拉語

(Algerian Saharan)，該語連完整的有
聲新約聖經都還沒有。

  貝都因的孩子，從小就被寄予厚

望，分擔家中的事務、嚴格服從部落

的團結法則，因為溫室之花難以經受

沙漠的嚴苛。即便現代化緩慢來臨，

但大人對孩子的教養仍首重傳統的生

存技巧，教育和現代化技術不在優先

次序裡。

  祈禱，是貝都因人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由於沙漠中沒有清真寺，

所以他們在所在之地面向麥加禱告。

潔淨禮儀的洗滌水很難取得時，他們

便用沙代替。孩子們從小耳濡目染，

在這時光停滯、沒有羅盤的部落中，

依然不會忘記放下手邊的事，找到麥

加的方向朝拜。

  部落、牲口、伊斯蘭教，是貝都

因人生活的重心。他們特殊的生活型

態與信仰，成為福音難觸的原因。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
們。(太6:11)

  這個禱告讓我思想，我們擁有的

其實很多了。提前6:8說：「只要有
衣有食，就當知足。」雅各在逃離家

鄉的路上，所想的只有：「神若與我

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給

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

回到我父親的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

我的神。」但這些回歸簡單的要求，

其實是很難打動我們的。不過，如果

生活必須有所簡化取捨時，你會看見

真正的需用，其實就是這麼簡單，並

沒有我們想的那麼複雜。

  耶穌這句禱告中的簡單需求，因

為有「日用」這個詞而被突出了。在

耶穌的環境中，很多人隔天的所需是

沒有著落的。他們是日薪的勞工(沒有

保障)、乞丐和孤兒寡婦，只能過一天

算一天。這就是他們真正的禱告，對

象是那位憐憫的神 他顧念一無所

有卻單單仰賴他的人。

  耶穌說「貧窮的人有福了」，的

確，他們實在是有福的，這些人明白

什麼叫仰賴、什麼叫企求，除此以外

也別無選擇，只能把顧慮交托給神。

也正因為「空」，而經歷被神照顧、

被神充滿的福氣。這樣的人沒有什麼

可驕傲自豪的，他們知道，每樣東西

都是從神而來的禮物。他們是神眼

中，有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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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巴拉一詞來自摩洛哥阿拉伯語

「Jbel」，意思是山，因此傑巴拉的
意思是山地人，傳統上住在摩洛哥北

部的里夫山區(Rif)一帶，人口約有
128萬人。傑巴拉人喜歡穿尖頭皮拖
鞋，頭戴蘆葦帽。他們的音樂家，有

時會表演蘇菲派的迷幻音樂。

  多數傑巴

拉人是農夫，

在山區水源充

足之地開墾灌

溉，並靠養

雞、養羊豐富

飲食的來源。

  由於傑巴

拉人非常看重

家庭與家族的

關係，且伊斯蘭文化串起他們生活的

大小事，若個人要改變信仰，他將面

對一個痛苦的掙扎 失去家人的認

同，被隔離在以伊斯蘭為主的社交生

活圈外。但眼前最大的問題是，他們

光是要聽見完整的福音，就相當困難

了。有誰可以來到他們生命中，分享

耶穌基督的事呢？

天父，我們相信，當人真實遇見你、深深降服於你的榮耀時，看待這地上一切的目光

就霎時改變了，生命的優先次序也會不同，我們會有從聖靈而來的勇氣，在艱難的環

境中做出合你心意的選擇，並倚靠你的恩典得勝。我深信這些也會發生在真實遇見你

的傑巴拉人中！跟隨耶穌確實會有困難，但我們祝福傑巴拉人與主之間深刻的愛，能

戰勝困難，使他們尊主居首位。傑巴拉人要甘之如飴地唱道：「我心屬主，我靈屬

主，讓主居首位；諸事皆以主為依歸，讓主居首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
們。(太6:11)

  承前日，今天我們大部分人都活

在富足中，當我們反復地、機械性地

在主日念著主禱文時，有多少人是真

正活在貧窮邊緣呢？那麼，耶穌的這

句模範禱詞，對我們而言有什麼意義

呢？我可以怎麼回應這句禱告？

  實際上，舊約給了我們答案。

幾乎凡是希伯來經文提到關於飲食的

部分，都是關於教導要分享我們的一

切，即便我們並不富足，也要分享。

  我們可能因為沒有活在貧窮的

邊緣，而不夠資格禱告「我們日用的

飲食，今日賜給我們」。但我卻有資

格因耶穌的這個懇求禱告，而付出我

所擁有的。若我旁邊的那個人正祈求

「賜給我今日的飲食」，為日用的需

要禱告，而我有能力供應他今日所需

的，那麼這個禱告的存在，就是要讓

我以實際行動面對神的旨意。若我沒

有以神賜給我的來回應他的需要，不

但是傷害了這眾人中最小的，也虧欠

了樂於給予的神。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

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你那裡

若有現成的，不可對鄰舍說：「去

吧，明天再來，我必給你。」(箴言

3:27-28)

2 6
摩洛哥

家人與耶穌， 
只能二選一？

傑巴拉人
Jebala

戴著蘆葦帽的傑拉巴婦女在集市販
售農產品



116

1 2 月   日  星期二

116

茅利塔尼亞

天父，「你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

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你離我們各人不遠。」親愛的

父，沙漠雖看似遼遠，但你離你的孩子圖阿雷格人卻不遠，因為人的動作氣息都離

不開你。願你使圖阿雷格人在生活、所思所覺中覺察你奇妙的運行，並差派僕人來

告訴他們你自有永有的名，使他們可以知道你是誰，將敬拜歸給你！西撒哈拉的動

盪，讓許多人中止游牧生活，來到難民營，願你打開播放耶穌傳電影的機會。他們

的蘇菲派信仰相信超自然的存在，求你向他們顯出你奇妙的記號(Sign)。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2 7

穿越沙漠，全村總動員

圖阿雷格人
Tuaregs

  圖阿雷格人是北非撒哈拉沙漠跨
境的半游牧民族。女性在此占主導地
位，男人才需要蒙臉。

  圖阿雷格男人非常英勇，能帶
領商隊穿越撒拉哈沙漠。商隊出發前
全村會緊鑼密鼓地展開準備工作，婦
女聚集在一起製作商隊的口糧，這種
麵糊只需泡水即可食用以補充體力。
婦女們還會編織草墊，在市集換取生
活用品及鹽；男人則手腳並用地編織
草繩，用來捆貨及做駱駝韁繩。所有
山羊皮囊都要保養檢查，確定沒有破
損，才不會漏掉珍貴保命的水。

  受圖阿雷格人尊敬的職業是什
麼呢？挖井人！因為沙漠中水源珍

稀，而且深入地底三四十公尺的工
作相當危險，容易發生坍方活埋的 
意外。一口井最多一年就要重挖，
因為雨後會被泥石堵塞；平時游牧
也必須挖臨時井給羊兒餵水。挖井
必須靠水源雷達 駱駝，牠們有在
數公里外就能嗅出水脈的本事。

  圖阿雷格的學校即在露天之下，
古蘭經是唯一讀本，孩子們圍坐在一
起，想盡辦法或唱或唸地將經文印在
腦海。從小他們就必須背誦全本古蘭
經。每週五人們會舉行清真禮拜，但
生活中也倚靠其他神靈和巫術。

  茅里塔尼亞鄰近墨西哥的「西
撒哈拉」地帶，長年與周邊國家因領
土、主權爭議在對抗，這產生了無數
沙漠難民流向阿爾及利亞難民營。

部分資料來源：《沙漠中的圖阿雷格部落》
CCTV中央電視台影片

本日靈修文章見P121

Photo by piqsels.com-id-ssjsa

前頭穿藍衣的圖阿雷格人引領商隊和遊客穿越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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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與禮儀兼具的 
穿衣守則

沃洛夫人
Wolof

  沃洛夫人多達570萬，曾征服塞
內加爾諸多部落，建立王國；現今大
多分布於西非的塞內加爾和岡比亞。
近年來許多沃洛夫人向馬里和象牙海
岸擴張，希望能獲得更多的土地來種
植花生，或在城市中找到好工作。

  塞內加爾在19世紀曾是法屬殖民
地。1946年，塞內加爾的沃洛夫人獲
得法國公民身
分，今日有許
多沃洛夫人定
居在法國。

  多數塞內
加爾的沃洛夫
人住在農村，
數百人組成一
個村落，清真
寺是必備的公
共建築。他們
相當留意儀容
禮節，每個人會根據自己的角色、所
處的場合，穿著得體的衣服，女子衣
著尤為時髦精緻。

  雖然尚未有完整的沃洛夫語聖
經，但福音資源倒是非常豐富，不過
基督徒人口只有0.01%。醫療是他們
很需要的幫助。

天父，祈求有醫療宣教團隊、基督徒義診，進到沃洛夫村莊，也將耶穌基督這位最大

的醫治者介紹給他們。耶穌曾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

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身體的病是顯而易見的，但我們常常無法意識心靈的需

要，看不見在罪中病入膏肓的光景；祈求你光照沃洛夫人，帶著不足、謙卑、憂傷痛

悔的心來仰望你，得著你赦罪的恩典與醫治。我們為為數不多的沃洛夫基督徒禱告，

求主使他們在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中成長，凡事尋求神、順服神，結出屬靈的果子，榮

耀父的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

們。(太6:11)

  在禱告模式中，出現了一個非

常奇特的希臘用詞epiousios(日常
的)，這字在翻譯時有許多爭議，因

為別處不曾用過這個字。這字不只

回顧過去，也展望未來。

  沒錯，神每日顯出他的恩典，

使我們體驗到他的供應。這也是舊約

的觀點 神是美好的，供應我們一

切所需，我們對神過往的供應感激不

盡。然而，耶穌說的不僅於此，他說

的是神的美好將一直持續，他的旨意

會成就，他的恩典會更加豐盛，直到

有一天我們真正體驗到他給我們的豐

富，那就是將臨的國度。(其實它已降

臨了)

  借著回顧神對我們無以倫比的

恩惠，我們就知道這是真實的。它仍

然會持續，我們的盼望是有保障的！

我們期待神全然的掌權和統治，使這 

「日常」有一天變為永恆。

  今天，作為他恩典的孩子，就來

到桌前吃喝吧，就在神的桌前，享受

他所成就、且正在進行的，並為他即

將要做的事而歡喜。

2 8
塞內加爾

Photo by Ferdinand Reus from 
Arnhem

塞內加爾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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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

用音樂傳承歷史

馬林克人
Malinke People

  馬林克人的伊斯蘭信仰融合民
間宗教習俗，他們會在清真寺禮拜、
祈禱，但生活中仰賴巫術，尋求宗教
精神領袖來占卜算命、醫病、咒詛敵
人、祈求平安及保護。

  馬林克人以農業為主，兼狩獵、
飼養牲畜。家族以德高望重的男性耆
老為領導。馬林克人接收資訊的方式
以口傳為主，說唱藝人(Griots，樂
手、吟遊詩人)是社群中傳承文化傳統
的重要角色。

  馬林克人雖有基督教資源可用，
卻忠於自己的信仰習俗，不認為有必
要依靠救主。但喜愛神祕和超自然事
物的馬林克人，可能會對基督教儀式
的象徵意義，以及耶穌行神蹟的故事、
聖靈能力的彰顯感興趣。基督徒們也
可以用故事、短劇和詩歌等視覺和口
語傳播的方式，介紹基督的事蹟，和
他們討論生命、宗教的議題。

天父，祈求馬林克群體中的說唱樂手被你得著，被讚美你的旋律充滿，如同詩篇的

作者，向馬林克族群來訴說神巧妙的作為。「你們應當彈琴稱謝耶和華，用十弦瑟

歌頌他。應當向他唱新歌，彈得巧妙，聲音洪亮。因為耶和華的言語正直，凡他所做的

盡都誠實……」但願有基督徒能編製切合馬林克文化處境、引人入勝的福音戲劇和詩

歌，使馬克林人在音樂、藝術表演中自在地敞開心，被聖靈觸摸，產生共鳴。願他

們明白真理，離棄虛無的偶像和傳統宗教，單單倚靠敬畏獨一的救主耶穌基督。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
的債。(太6:12)

  說到債務，只有兩個關鍵字眼：
「誰」和「什麼」。在主禱文中，我
們欠了誰？又欠了什麼呢？既然我們
祈求的對象是神，第一個答案顯而易
見是 我欠了神的債，所以我正懇
求他赦免我賒欠他的。不過，第二道
答案就需要多加思考。

  我賒欠神什麼呢？  

  債務意味著神給了我一些東西，
而我有歸還的義務。若你借錢給我，
我就有義務清還款項；若我借了你的
車子，你就期待我會把車子還給你。
我所得的，就要歸還；在希伯來文，
這就是「一物抵一物」，「以眼還
眼」和「以錢還錢」的原則。

  我從神得到了什麼呢？突然，簾
幕一拉，答案就揭曉了：一切！

  我欠神的，是我的氣息、健康、
視覺、保護、供應、工作、妻子、住
家、孩子、思維、天賦、盼望、夢
想……凡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向天父
借的；沒有神的大恩，我就不存在。

  我欠神的，是我所有的一切。這
是一份很難清還的債務！舊約說「要
以命償命」，如果要付清這筆債務，
就得要我的命！

  現在我們終於了解恩典的重量，
因為我們是還不起的，對嗎？

2 9

Photo by Neverdie225

馬林克的說唱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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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

盼雨的人

馬林克-班巴拉人
Malinke-Bambara People

  班巴拉人是西非國家廣泛常見族

群之一，在馬里最為龐大。幾內亞的

班巴拉人則約有五千人。

  班巴拉人以農業為主，男女都會

下田耕種，12～14歲的孩子們就會幫
忙引導、看顧耕地的牛隻。花生、小

米、稻米是主要作物，班巴拉人也兼

之牲畜，並保持狩獵文化。

  班巴拉人會用阿拉伯語背誦古蘭

經，但並未捨棄傳統泛靈習俗，他們

極為仰賴向宗教精神領袖尋求意見，

以此做各樣決定。班巴拉人每年必會

舉行祈雨的儀式，近年隨著極端氣候

加劇，他們為缺雨所苦。為了把握短

暫的雨季種植

花生，他們會

將牲畜委託附

近的富拉尼牧

民照顧，好傾

盡全力耕作。

  很多班巴

拉村莊沒有學

校，孩子們從

小幫忙農務，

無暇學習，所

以很多村莊完全是文盲，因此也阻礙

了文字福音材料的傳播。某些村莊雖

有學校，但皆以伊斯蘭教育為主。

天父，耶利米先知說：「外邦人虛無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嗎？天能自降甘霖嗎？耶

和華我們的神啊，能如此的不是你嗎？所以，我們仍要等候你，因為這一切都是

你所造的。」祈求你向曼林克‧班巴拉人啟示你自有永有的名，使他們懂得向造

物主、萬物的源頭來祈求日用的需要。求你按時為曼林克‧班巴拉人降下雨水，

又仰起臉來光照他們，使曼林克‧班巴拉人心裡快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

人，讓周邊群體看見他們倚靠神的福氣，使你的名在西非被傳揚。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
的債。(太6:12)

  「免我的債」是我們向造物主發

出的哀求，請求他放我一條生路，不

讓我用命來抵債。我這欠債人的身分

永遠不會消失，除非一死。若我要活

著，就要神免去我所賒欠的。

  感謝神，因他樂意如此做，這是

叫人驚訝的事！你可以想像免掉某人

的債務是怎樣的嗎？那欠債人將會永

遠感激、永遠謙卑俯伏，甚至主動做

牛做馬。  

  然而，不要忽略赦免是需要有代

替品的，債務不能就這樣一筆勾銷，

不能直接從帳簿塗抹，否則帳表就無

法平衡了。所以我們知道，這筆債需

要從其他地方找來填補。是的，神替

你償還了，他自己犧牲了獨生愛子，

為你而死，償還了我們永遠無法償清

的債務。

  被豁免負債的人，是什麼心情

呢？當我們懂得這節經文時，就不會

帶著蒙昧的心狐疑：「我有欠神什麼

嗎？」而是自然會生發極大的感恩之

情，謝謝神慷慨、毫無保留的恩典與

仁慈。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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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的婦女在製作花生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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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請按聖靈的感動，

寫下你為北非、

西非的未得之民的禱告。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

的債。(太6:12)

  在這很著名的句子裡，我們卻

沒有多加注意其隱含的意思，當中有

很重要的東西，因為它正是公正的要

害，是人幾乎辦不到的事。除非你明

白，否則這部分的禱告，永遠不會屬

於你的。

  耶穌告訴我們，除非我們赦免，

否則就得不到赦免。聽起來令人不舒

服，特別是我們已經知道，赦免是與

債務有關，是別人真正欠你的 無論

是情緒上、身體上和財務上的債務；

是打開帳簿一看，記得明明白白的一

筆硬賬。要饒恕、放過，絕非輕鬆的

事。

  希臘文慣用詞hos kai hemeis(如
同我們)，勾勒出神的憐憫與我們的憐

憫之間的直接關係。這裡暗示 有人

欠了債。我們欠神，因為我們濫用、

忽略他的聖潔，他可以依理向我們索

賠；我們欠神的，是我們的生命。然

而，我們哀求他的憐憫，他就赦免了

我們，不是不需我們還，而是耶穌為

我們付清債務！債務是真實的，要求

也是合理的，但神的解決方案卻是獨

一無二的。

  我們能夠饒恕人，也來自於我們

明白，神赦免了欠下這麼多債務的我

們。難道你希望你的罪，也被神抓住

不放嗎？

3 1
北非、西非

Photo on piqsels.com-id-zjcgk正在祈禱的歐洲彌賽亞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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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利塔尼亞

1 0 月 0 1 日  星期六

黎巴嫩

地的四極，都要記念耶和華，
並且歸向他。列國的萬族，都
要在他面前敬拜。(詩22:27)

  22篇的開頭，看起來一敗塗地，
但如果你只定睛在此，就會錯失這首

詩的意義。

  希伯來文是「唯象語言」，描寫

觀者所見事物的原貌。所以如果耶穌

上十字架那天，你站在各各他，肯定

也會看見一切化作泡影了；你推翻欺

壓者的夢想被壓碎了；你的拉比死在

十字架上，以災難收場；神離棄了他

揀選的人。

  如果你看到這些就下失敗的定

論，就無法看見神的勝利和能力，所

見的只有墳墓跟絕望罷了。

  詩歌接下來還描述人群如何嘲笑

和揶揄，勾勒出一幅徹底遭人拒絕的

畫面。然而，一旦事情全貌浮現，人

人都要改觀！轉眼間，詩歌變成了得

勝和沉冤得雪的呼喊，描述神掌權，

並讚美他顯出了榮耀。那位看似遭神

遺棄的人，不再被藐視、不再受苦、

不再不見耶和華的面(25節)；那被拒
絕的人開始在誹謗者面前讚美神。突

然間，我們發現那些謙卑、受壓制和

被遺忘的人，卻最能貼近感受基督受

苦的經歷，復活的歡欣。

  我們此刻眼前的事物，未必就是

結局。這為我生活的處境、看待事物

的方式，帶來什麼提醒和鼓舞呢？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

們。(太6:11)

  德國神學家恩斯特‧羅美爾

(Ernst Lohmeyer)對主禱文的注釋，
值得我們學習。以下容我引述他的一

段禱告概要：

  「這份懇求也解釋了整個禱告的

計畫。所謂神的眾子女，就是聚集在

天父桌前共用美食的人，他們在主禱

文的上半部祈求那僅僅屬於天上的父

的東西。他們可以這麼做，因為他們

如同神的天使一樣服事神。因他們是

人的兒子，就會饑餓貪食，也會祈求

免於挨餓與負債，免受誘惑與敵意；

他們需要且應該這麼做，因為他們

是世上有需要的人和地上的債務人。

在這份雙重的特質中，他們同時隸屬

於兩方，前者讓神的名和國度得以大

獲全勝；後者則滿是愧疚、誘惑和苦

難。他們是神和世界之間的連接，是

明天和今天之間的橋梁。」

  請再慢慢地讀一遍。那些能如此

用主禱文禱告的人，乃是神的兒女。

不是每個人都能這樣祈求，唯有那些

受邀來到至高神豐盛桌前的，才能對

天父說這些話。他們開始是頌揚他，

最後是承認他。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行

神的旨意，要成為他性情的模範，而

他們天天如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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