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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母的話

范張秀明
宣教日引創刊人

同心禱告
被主用
2

021年從感恩節開始，我替自己定了6個
感恩的主題，每週一個，每天環繞該主題
來數算主的恩典。
在為事工感恩的那個禮拜，第一個要
感恩的，就是《宣教日引》的事工團隊。感
恩時，同工的面容和聲音就在腦海裏浮現出
來。儘管大家的個性、成長背景和恩賜都不
一樣，但是極為同心。每一個人都盡心盡力
地把《宣教日引》做好，不論是在內容、設
計或推廣等方面都極為投入。這個非常美好
的團隊，是神所賜的莫大「恩典」。
《宣教日引》的這些進步只有一個
原因， 就 是同 心 ， 由 每 週一次的禱告聚會
來建立，把我們這些分別生活於馬來西
亞、台灣和美國，彼此文化、語言都不
是完全一樣的同工聯繫起來。是禱告，
每週一起禱告，把天南地北的我們，不
分彼此地繫在一起，讓我們可以同心，
這同心 就 讓神 可 以 動 工 。能夠一起禱告是
「恩典」。
我們曾經經歷因為《Global Prayer
Digest》(《宣教日引》英文原稿，簡稱GPD)
打算停刊，致使某地區的發行夥伴，因對我
們能否繼續出版有質量的內容沒有信心而打
退堂鼓。我們有些手足無措，但並不氣餒，
反而在每個禮拜的祈禱會上，更加同心仰望
主為我們開出路。奇妙地，GPD為了要繼續
供應我們稿件而改變主意，繼續出版。我們
能有這樣好的伙伴，這種體貼是「恩典」。
另一個地區的發行夥伴，則因為自身的
經濟問題而要退出。同工一方面打聽有沒有
機構可以承接，一方面繼續專心等候，禱告
交託。在等候的過程中，同工因此發現自己
需要被主更新和順服的地方，然後一齊安心
地仰望主。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見了神
奇妙的供應。祂帶領了新同工加入，並成立
辦事處。經歷神，不只是解決問題，更是成
就美事。能夠一起安心等候是「恩典」。
2021年 初 ， GPD和 約 書 亞 計
畫(Joshua Project)的「每日一民」
(Unreached of the Day)合併，終於正式停
刊。《宣教日引》在2022年第三季開始，
就會使用「每日一民」的資料作為原材料。
為了保持《宣教日引》原有的主題式、生活
性內 容 ， 編輯 們 盡 力 找 些附加資料及重新
編理，工作量大大地增加了，但同工卻毫無
怨言並甘心樂意地擺上。另外，由於疫情及
船運問題，過去好幾期一直延誤。為了讓禱
告資料能夠及時寄發，同工決定提前一個半
月付印。這樣一來，編輯、禱文、美工、語
音、網路各部門的工作量，在短短10數天內
增加了一倍。然而，沒有一個同工有議異，
大家都樂意協力，讓這一期能夠準時寄上。
這種生命的投資是「恩典」。
大概一個月前，我收到美國一位楊牧
師的 電 話 ，對 《 宣 教 日 引》的內容提出建
議。他說：「范師母，由於《宣教日引》的
出版越來越好，而且對教會的影響力也越來
越大，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向你們提出這些建
議。」真心希望你更好是「恩典」。
宣教日引團隊都是普通人，感恩的是，
一旦我們委身於每週的禱告，就開始奇妙地
被神使用。

差传换日线

彭書睿
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理事長
《宣教日引》全球推廣義工

Global Family
一個參與全球禱告接力的經驗

大

概2020年4月的時候，《普世宣教代
禱手冊》(Operation World)的負責
同工傑森‧曼德里克(Jason
Mandryk)，邀
請我 在 一 個 線 上 禱 告 聚 會分享台灣的禱告
事項 ， 我 才 開 始 知 道 這 個名為「全球大家
庭」(Global Family)的聯禱網絡 1 。後來透
過與「Ethne To Ethne」 2禱告動員主任珍
妮‧奧利芬特(Jenny Oliphant)的幾次線上
訪 問 和 分 享 ， 更 進 一 步 地了解「全球大家
庭」24/7禱告接力。這個禱告運動一開始是
由「10天城市禱告網絡」3的喬納森‧弗里茲
(Jonathan Friz)、「國際禱告連結網絡」4的
傑森‧哈伯德(Jason Hubbard)博士，與來自
世界各地的敬業團隊共同發起。至今邁入第
三個年頭，由全球各個不同的單位(教會、機
構、個人)來認領禱告時段。
在他們的官方網站上面，有數十種語
言版本的說明，其中的中文版面是這麼介紹
的：
「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會說數百種語
言，但我們因對耶穌基督的信仰而合一，這
是世界無法想像的。雖然我們有時會像其他
家庭一樣爭吵，但當我們聚集在一起，為耶
穌基督的名而歡呼，並開始祈禱時，會發生
一些驚人的事情
聖靈開始揭示我們作為
天父的兒女所擁有的難以置信的合一。
通過使用現代視頻會議技術，我們有
史以來第一次能夠聚在一起祈禱。是時候發
現你的全球大家庭了，我們一起高聲呼喊：
『禰的國降臨，禰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
在天上……』」
珍妮也一直鼓勵我，要不要邀請台灣
或是講華語的朋友們一起參與，因為目前還
沒有這樣的群體參與在這個接力禱告當中，
他們衷心希望這是個世界各地肢體一起參與
的 禱 告 行 動 。 我 跟 她 說 ：「這樣的禱告運
動，在華人世界已經有非常多了，只不過妳
不知道而已。中國大陸內地教會一直有不同
的聯禱祭壇、聯禱長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
的人上線。台灣也有各地區與全國性的聯禱
會、RPG (Revival Prayer Group，復興禱告
小組)，部分北美華人教會也在推動。」珍妮
听了之后說沒關系，了解，但還是希望我可
以考慮看看。

3

後來她又跟我提了一次，問我有沒有興
趣承接一個空出來的禱告時段。當下我的意
願沒有特別高，一方面手上的大小服事已經
不少，另一方面，我在禱告操練上，真的不
是特別有恩賜(也許跟從小就是世故的牧二
代有關係)，若要承接，還要持續性的長期
委身。但後來我還是接下那個空出來的禱告
時段了，主要是主題、內容、語言、禱告的
團隊都可以由我們安排。沒有特別規定，但
很明確的是，這是與全世界許多肢體一起進
行的禱告會。我沒有大張旗鼓地「打廣告」
，只是私下邀請台北的幾位同工、馬來西亞
的夥伴、香港的朋友，還有我的太太參與。
偶爾，其他地區宣教工場的朋友們也會加入
不論是被代禱的，或是來禱告的。
每週「全球大家庭」的禱告接力，除了
例行詩歌、回應聖經裡關於禱告的經文、為
彼此守望，並帶領大家為各地疫情、我們認
識的宣教士、世界各地最急迫的事項禱告，
還有為華人宣教動員來恆切地禱告。因為是
禱告接力，所以時常有特別的經歷(或說驚喜)
，就是連結我們前後時段的禱告夥伴們。在
ZOOM會議視窗裡，我可以看見來自加勒比
海的千里達媽媽、美國中西部的姐妹、每次
禱告必定激動流淚的澳洲華裔阿姨、兒子一
家在緬甸服事的德國老爸、總是在開車中旁
聽的大叔、一週有幾十個小時委身禱告的新
加坡姐妹，還有時不時亂入的巴基斯坦宣教
士。我們中間的交集，也許就是接力的那五
分鐘、十分鐘，但神國度的大家庭一起禱告
的感動，卻無比真實。
2022年開始，又是新的一個禱告循環，
我交棒給其他的弟兄姊妹繼續帶領，但這個
經驗讓我對於禱告動員的實際操練，有更深
刻的認識，也更加欽佩那些單純委身禱告的
無名身影。讓我們一起對編輯、翻譯、推廣
《宣教日引》的每一位，致上敬意。

1

「全球大家庭」聯禱網絡詳見：globalfamily24-

2

全球最大針對未得之民宣教的倡議網絡

3

10days.net

4

ipcprayer.org

7prayer.org

編者心語

Isa Hsu
宣教日引編輯
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同工

你的道路在大水之中
「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腳
蹤無人知道。」(詩77:9)

本

季截稿之時，是2021年12月的深冬，
人們已和Covid-19共存兩年。走出家門
會發現，我們的世界和生活習慣有點不太一
樣了。充滿迷惘和感慨的我，年終回首，才
發現這一路神都藏了寶貴的禮物，祂的工作
是如此奇妙，也讓我敬畏。

在疫情中看見更多的禱告
第一個意外的禮物，是今年開始的宣教
日引週四線上禱告會。台灣的疫情在2021年
5月突然爆發本土社區感染後，所有活動、分
享、連結拜訪都必須喊停。當時我們的機構
(UMOT)很快地開始討論，如何在實體限制的
狀況下，維繫弟兄姊妹對宣教的參與、關注
和學習。祕書長Thomas首先提出，組織宣教
日引的線上禱告會，讓宣教禱告不停息。
雖然身為編輯總安於躲在幕後工作，這
種要在人前說話的場合會讓我腦子空白，但
因為宣教日引同工們多年來每週聚在線上為
未得之民禱告，建立了美好的同行關係，所
以我對於推動「群體禱告」也深感負擔。同
時2020年開始，范師母也就此事作出倡議，
期盼每個華人教會都有一個宣教日引禱告小
組。雖然禱告會通常是教會中比較「冷門」
的活動，專門為未得之民禱告，那就更少之
又少了 。 不 過 ， 如 果 有 心參與宣教禱告的
人，在教會中暫時無法找到禱告夥伴，那麼
這個線上禱告會或許能陪伴他。
有了機構的全力支持和弟兄姊妹的包
容，這個線上禱告會在第一次的兵荒馬亂中
開始了。接下來，是持續的堅持。這一點，
范師母給了我們最好的榜樣，幾年來不管多
忙碌，她總是帶領宣教日引團隊每週為未得
之民在線上禱告，不曾停止。
非常感謝主的是，在如此「陽春」(簡
單)的迷你禱告會開始後，我們看到有幾位
弟兄姊 妹 固 定 委 身 於 這 個群體禱告中，也
在分組禱告時成為很好的領禱者，讓新加入
的成員熟悉禱告會的模式。每週看見大家出
現，心中都非常喜樂，我竟不覺疲憊。而且
線上的禱告會，使來自各城市甚至各國家的
華人，突破地理限制，齊心為前線的宣教工
作、未聞福音群體禱告。或許等將來時機成
熟，他們會是在自身教會成立宣教禱告小組
的種子和先鋒，這也是我們刻意維持禱告會
簡樸形式的原因
即使沒有詩歌、燈光、
精彩的信息、舒適的環境氣氛，哪怕眼前只
有一、兩個人，我們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安靜下來，好好地禱告！持續地禱告！
與此同時，台灣的教會也發起RPG禱告
(Revival Prayer Group，復興禱告小組)，有更
多禱告群體出現。這個疫情雖然讓我們哪兒
都去不了，什麼事都沒法做，卻也讓許多人
來到神的面前，操練謙卑的禱告。也有同工分
享，RPG常常在最後「為世界禱告」的階段，
不知道該為什麼禱告，而《宣教日引》就是
一個為各國、為萬族禱告的好材料。

在疫情中，看見大水中有路！
自從我認識台灣學園傳道會的禱告同工
群鈺姐 註 後，就對《宣教日引》能夠製成語
音版懷抱夢想。因為群鈺姐的視力在一場大
病後受損，只能用語音讀字工具，聆聽宣教
日引，然後代禱。雖然宣教日引同工常常在
團隊禱告聚會中，為能發展語音事工禱告，
但我每次熱切禱告的當下，心裡總忍不住地
想：「我是不是在發白日夢啊！我們怎麼可
能有人力、資源和技術做這件事呢？」
除了語音事工，宣教日引的APP開發也
是我們常掛念的事。台灣的UMOT曾經開發
宣教日引APP，但隨着年代久遠、沒有技術
人員維護，不得不退役。後來UMOT也曾尋
找新的APP製作夥伴，但在經費和維護各樣
考量下，只能暫時作罷。然而，這件事從未
在心上淡去，我仍會在自己教會索取刊登於
週報的宣教日引代禱事項時，寫上：「求神
賜下資源、人才，帶領宣教日引APP開發。
」
我沒想到，神會在疫情最劇烈、時
局如此艱難的2021年，同時成就這兩件
事 ！ 宣 教 日引 團 隊 北 美 的魏牧師，和東南
亞 辦 事 處 的榮 秀 哥 ， 在 與美國製作團隊及
Apple Store、Google Play多方努力下，終於
讓新的APP上架了。不僅如此，同工們也順
利找到分別有專業主播背景、擔任電台DJ的
姊妹，開啟了華語及粵語的語音錄製事工。
當聽見她們朗讀、禱告時，內心十分感動，
彷彿神再次告訴我，祂在！祂以恩惠的手，
自己成就了這些又大又難的事。將有許多不
方便閱讀文字的人，能夠透過語音版參與國
度禱告；那些忙碌的人，也可以利用上班通
勤 的 時 段 ，收 聽 宣 教 日 引的內容，同心禱
告。
前路一片迷茫，看起來最不可能之處，
神闢出一條人心無法想像的道路。這是多麼
地令人敬畏啊！

與宣教前線連結，新的挑戰！
疫情的第一年，神送給我們的禮物，是
宣教日引的新網站；第二年，是APP和語音
事工。截稿之時，即將開始的2022年，對編
輯團隊來說是全新的挑戰，但感謝神量給我
們年輕、有文字恩賜的新編輯同工家恩。
未來，我們的代禱資料，想更多連結
一線宣教士的看見和事工需要，讓大家能更
深入地為前方工人代禱。為此，我們正在積
極拜訪、連結差會與宣教士們。親愛的《宣
教日引》讀者，我們實在需要你們的代禱！
為編輯團隊與作者們聯繫、策畫、寫稿、翻
譯、排版等工作，以及心力、體力、靈力來
禱告。這個目標需要長遠的耕耘和累積，但
我們希望未來能夠製作出更豐富扎實的華文
宣教禱告資料，紀錄整理中西方宣教士的見
聞，包含華人跨文化宣教的心得及嘗試，為
華人宣教足跡的繼往開來，盡上綿薄之力。
最後，這一季的內容，要非常感謝主編
穎穎姐極致壓縮她的時間，在神學院的課程
以外，關在家裡熬夜趕稿；還有許多人全體
總動員，幫忙寫禱文、校潤稿件，才順利完
成了這不可能的任務。為的是要克服船運延
期的問題，按時把《宣教日引》送到讀者手
上。在此，我要向每位參與我們、為我們禱
告的夥伴，致上謝意！
註：群鈺姊參與宣教日引禱文撰寫，詳見《宣教日
引》2022年第一季的心繫宣教拼圖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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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女兒當家
西曼多人
Semendo
西曼多人在印尼海拔稍高的山上，種植
大米與咖啡。在這個母系社會裡，遺產和土
地會交由家中的長女來管理。
26萬的西曼多人都是穆斯林，聚落隨處
可見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他們
的習俗、音樂和舞蹈深受伊斯蘭與馬來文化
的影響。
伊斯蘭學校會教導西曼多孩子傳揚伊斯
蘭教義，所幸西曼多人對其他宗教信仰者抱
持寬容的態度，所處之地並無宗教衝突的張
力。
新約聖經、《耶穌傳》電影均已有中部
馬來語版本。全球錄音網絡(GRN)也製作了
西曼多方言的有聲聖經教學，只可惜一般人
不容易搜尋到這些資源。

Photo by Rawpixel on iStock

天父，從前因祢聖靈的大能光照，使我們
認識自己身為罪人，無法靠好行為或任
何外在表現來到祢面前。今天，懇求祢
的靈同樣運行在西曼多群體之中，讓他們
明白，罪人稱義是外加的，從耶穌基督而
來的稱義外衣，披在罪人身上，以致罪人
能借着信，來到神面前。同時，罪人稱義
是白白的，祢不按着該有的刑罰審判西曼
多人，而是主動介入其中，親自付上公義
的罪債，只因為祢深愛他們。願西曼多人
領受這白白的救恩，披上稱義的外衣，並
對祢獻上稱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耶和華啊，求你恩待我，因為我
在急難之中；我的眼睛因愁煩昏
花，我的身、我的心也都衰殘。
詩31:9，新譯本

提到「恩待」，我們自然會想到神的恩
典、饒恕和展延到全人類的愛這些觀念，但
希伯來字honneni包含更重要的意義。在希
伯來思想中，hen是「上級對下級的行動」
，也就是說當一個人有需要時，他的上級有
責任介入幫助他。
我們常把「恩待」、赦罪與進天堂聯
繫起來，似乎有了神的恩待，就不必再做任
何事的那種消極意味。然而，當上級向處在
困難中的下級伸出幫助的手時，一定也包括
了提醒和引導這人，好使他能誠實面對自己
的弱點，克服一切障礙以取得進步。Hen不
是讓人逃避、忽略或找借口不去面對自己的
罪，反而是走向康復的第一步。
耶穌了解「恩待」的意思，所以祂花時
間去干預、介入、幫助有需要的人，甚至為
了讓他們能真正康復而付出代價。
健康的人不需要醫生，我們需要接受自
己是個病人，需要神的恩待，才能得到神的
恩待。只有生過病的人，才能體會到醫治的
迫切性。你生病了嗎？讓我們求神介入恩待
我們吧！

30天
为穆斯林世界祷告
專題文 Eric

穆罕默德
的神学观
Photo by Anis coque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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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傷害的記憶
小時候家父任職日商公司，偶有機會到
日本出差，因此我可以趁着父親出差之時提
出自己的小心願。
那個年代的小男生，最渴望的就是擁
有一隻當年最熱門的日本製超合金機器人玩
具。有一天，父親出差，真的給我帶回一隻
超合金機器人，我開心極了！一直玩個不
停。但是，當我經過父親的房間，餘光瞥見
他攤在地上的行李箱內，竟然有另一隻比我
大上兩倍的超合金機器人。
我頓時明白，那是父親買給我弟弟(同父
異母)的。在那一刻，嫉妒、憤怒、苦毒、自
卑感湧上心頭。我不再為收到禮物而興奮，
只留下滿心傷痛的感覺，甚至想要和父親絕
交！
親愛的《宣教日引》讀者，您知道嗎？
伊斯蘭也是在類似的處境之下，從穆罕默德
手上就此誕生。

伊斯蘭背後的屬靈意涵
伊斯蘭當中有兩個重要的角色：真主安
拉與穆罕默德。若說穆斯林信奉的安拉是伊
斯蘭的「骨幹」，那麼穆罕默德就是賦予伊
斯蘭「靈肉」的人。這是什麼意思呢？
公元七世紀初，當無助的穆罕默德開
始要尋求一個信仰慰藉之時，他的妻舅帶領
他最早認識的便是基督信仰。沒錯！穆罕默
德曾經是一位「慕道友」。假如當時順利的
話，他很有機會成為一位基督徒。可惜事與
願違，穆罕默德和現代許多基督徒的遭遇一
樣，在教會裡受到排擠，以致遍體鱗傷，最
終忿忿不平地離開教會。
穆罕默德這一離開，真的是捲起萬丈波
瀾！他將個人傷痛的信仰經驗，直接轉化為
伊斯蘭教的屬靈底蘊。如今，全球18億的穆
斯林，都不明就裡地降服在伊斯蘭的黑暗權
勢，以及他的「敵意神學觀」底下。
很多人形容穆罕默德是伊斯蘭創教者。
嚴格來說，與其說是「創造」，倒不如說是
「模仿」基督信仰，進而「複製」一個看起
來很像的「類一神信仰」
伊斯蘭。
穆罕默德從基督信仰中認識到獨一真
神耶和華，從而在伊斯蘭定位了一神中心，
就是真主安拉 註。他也將聖經裡的人物，如
摩西、大衛，甚至是耶穌，改名「移植」到
伊斯蘭教當中（主耶穌在古蘭經裡的名字是
「爾撒麥西哈」）。就這樣，穆罕默德利用
他對基督信仰的粗淺認知，為伊斯蘭教定下
看似相仿的「骨架」，真主安拉是其中的
「骨幹」。
穆罕默德是那位真正為伊斯蘭植入
「靈肉」的人，很可惜他植入的靈肉充滿苦
毒、惱恨、憤怒、嚷鬧、毀謗和惡毒。這一
切都來自於他早年時期被基督徒與親族同胞
排擠，甚至追殺的不愉快經驗，加上他出身
卑賤、婚姻不對稱、無依無靠等等。簡單地
說，在穆罕默德的生命之中，充滿了「被拒
絕」的毒根。這一切都成為伊斯蘭背後的堅
固營壘。
註：穆罕默德有一功績，就是一舉除滅當時阿拉伯半
島，以麥加卡巴天房為中心的多神信仰，讓百姓不再盲
目迷信、崇拜偶像。

基督徒應有的認知
基督徒若是能真正了解伊斯蘭(源自穆罕
默德)的屬靈底蘊，必定可以認清兩件事實：
一、伊斯蘭的屬靈本質就是充滿敵意
的，而穆斯林是身不由己被此黑暗權勢綑綁
的人。
二、穆罕默德的「被拒絕」根源是從基
督徒而來的。因此，伊斯蘭屬靈上是敵視基
督徒的。
也就是說，基督徒一方面要憐憫穆斯林
被黑暗權勢所轄制的苦境，不要輕易地將穆
斯林與恐怖分子畫上等號；另一方面，要明
白追隨耶穌之人，絕對是伊斯蘭屬靈權勢所
要攻擊的目標。簡而言之，基督徒的使命是
要去搶救穆斯林，同時也要保護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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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
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弗
4:31)
電影《復仇者聯盟
最終之戰》的高
潮部分，就是正反兩派人馬的超級大火拼。
復 仇 者 們 雖 然 身 負 異 能 ，最後也要打群架
的 。 反 觀 基 督 徒 ， 當 然 不是倚靠勢力和才
能 ， 我 們 倚 靠 的 是 神 的 靈，但我們也要合
一！
神給我們禱告的權柄，但也叮囑我們要
同心合意地禱告，不只要為拯救靈魂禱告，
也為了要把一切惡毒「從你們當中除掉」，
這裡的「你們」不就是「我們」嗎？我們這
群伊斯蘭念茲在茲要摧毀的基督門徒！
基督徒不能坐以待斃，而且我們還有更
大的使命！讓我們在齋戒月時一起奮興，為
搶救穆斯林，為守護基督徒，齊來禱告！

Photo by Javad_esmae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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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天

4月02日

星期六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穆斯林人口 2,040,000

麥加Mecca
最受穆斯林尊崇的大城
談到聚焦為穆斯林集居的城市禱告，絕
不能漏掉最受穆斯林尊崇的大城
麥加。
麥加是伊斯蘭創教者穆罕默德的出生地，穆
斯林祈禱時一定要面向麥加的方向。基本上
只有穆斯林可以進入麥加，不過也有極少數
的非穆斯林曾經設法進去過。
麥加只有約兩百萬的市民，可以想像城
市裡一個基督徒都沒有。不過麥加市民非常
多元化，世界各地的旅客像是南亞人、東南
亞人、歐洲人和非洲人來到這個重要又神聖
的城市朝聖，之後就有許多人定居在這座古
老的城市。
每年有二至四百萬的穆斯林來到
麥加朝覲，參加伊斯蘭盛會「Hajj」
(大朝覲)，這是全球最大的年度宗教聚會之
一 。 今 年 「 大 朝 覲 」 的 日 期 是 7月 17～ 21
日，大朝覲是麥加經濟的核心，城市中大多
數的工作機會都是以服務朝覲者為主，或與
推展大朝覲相關。
為了防堵新冠肺炎的傳染，2020年大朝
覲的規模大不如前。這對當地經濟和居民生
計產生極大的衝擊，但也促使人們絞盡腦汁
激發更多能讓大朝覲持續運作的方案。

天父，祈求祢聖靈的大能來轉化麥加──這個
穆斯林文化的發源地。憐憫因文化無法在當地
接觸到基督福音的麥加市民，願他們透過傳媒
或其他管道接觸福音。也為渴望一生至少參加
一次「大朝覲」的穆斯林禱告，求祢讓他們察
覺到這樣的宗教活動，無法拯救並潔淨人的罪
與過犯。願聖靈啟示那些帶着虔誠敬畏的心想
尋求赦免的人們，能遇見爾撒(Isa，阿拉伯語
的耶穌)──那位穿白衣的聖者、尊貴的神羔
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雖然這地沒有基督徒定
居，但我們禱告祢差派門徒以採訪、學術、觀
光、文化交流、營商等不同方式，接觸這地的
百姓！盼望榮耀君王的福音能進入這古老的門
戶裡，帶來敬拜的更新與轉化！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
且有豐盛的慈愛。
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
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
天離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東離西有多遠，
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詩10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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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天

4月03日

星期日

埃及開羅
Cairo
穆斯林人口 18,000,000

逃離家園的葉門人
開羅大約有
兩千萬的人口，
是非洲最大、全
球第六的大城
市，堪稱世界上
發展最快速的城
市之一。九成的
開羅市民是穆斯
林，其中多數是
遜尼穆斯林。然
Photo by kgbbristol
而，更多的穆斯
林難民從戰禍頻仍之地(例如葉門)來到開羅的
案例逐漸變為常態。
居住在開羅的葉門人估計將近百萬，戰
爭迫使他們逃離家園、困居於此，也有許多
穆斯林是為了接受治療而來到此地。
許多開羅的葉門人遇到基督徒時都會
問：「為什麼你們基督徒要幫助我們這群外
國人呢？」。
一名患有白血病的10歲女孩艾莎，因為
在葉門無法接受妥善的治療，父母只好帶她
來到開羅。艾莎一家負擔不起高昂的骨髓移
植費用，加上難民在當地醫院經常遭受不公
平待遇，他們的生活充滿變數、前途茫茫。
幸好他們遇到一群基督徒，有埃及人、也有
外國人，這群基督徒籌建了一個醫療網絡，
提供價格平民化的醫療服務，並且籌募捐款
幫助有需要的人。借由這個團體的幫忙，艾
莎終於可以接受治療。
開羅的基督徒以實際的慈惠工作關懷需
要幫助的人，進而與當地葉門人建立友誼，
向他們展現神的愛。

天父，祝福開羅的基督徒以實際的慈惠工作
關懷需要幫助的人，并與來到開羅的葉門人
建立友誼，向他們展現上帝的愛！願祢的愛
與能力繼續充滿開羅的教會，使身為少數的
基督徒們能為祢成就有力的見證。祈禱來此
尋訪歷史遺跡或渴望得着政治、醫療庇護的
人們，可以如同埃提阿伯的太監遇見傳福音
的腓力般，聽見耶穌能使人得着生命與醫治
的大好福音。
願這個曾經風聞耶和華的古老城市再次甦
醒過來，悔改追隨獨一的真神
耶和華上
帝！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
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
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
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
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什麼站着望天呢？
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
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徒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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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天

4月04日

星期一

英格蘭伯明翰

Birmingham
穆斯林人口 301,000

Photo by maiaibing2000

流離失所的南亞移民
伯明翰是英格蘭的製造業重鎮。二次大
戰後，伯明翰的工廠嚴重缺工，政府只好從
南亞引進沒有技術背景的勞工。1966年，大
約有五萬名流離失所的穆斯林農民從巴基斯
坦的米爾普爾(Mirpur)遷徙到伯明翰，全市
的穆斯林人口因此增長到25%，當中包括第
二、三代的南亞人，以及來自非洲、中東和
亞洲的移民和難民。
阿富汗青年費薩爾兩年前來到伯明翰
尋求庇護，他在一個南亞移民主要聚居的地
區經營理髮店。費薩爾工作認真、細心又殷
勤，客戶都很喜歡他，但是他沒有英國的居
留權，意謂着他是非法打工。儘管如此，他
仍舊每天營業10小時，時刻祈禱執法機關不
要逮到他。
費薩爾來到伯明翰不久，就在一間對尋
求庇護者非常友善的教會裡接受了主耶穌，
他每週參加主日崇拜和週間的團契。由於其
穆斯林室友們都不知道他接受了新信仰，所
以他不能公開禱告，並且要把聖經藏好。費
薩爾無法與阿富汗的家人取得聯繫，他迫切
地想知道家人是否安好，但是礙於沒有合法
的身分，他哪兒也去不了。

天父，願祢的光照進伯明翰黑暗的角落裡，
使那些因着不公平對待、歧視、貧富差距、
教育水準所產生的走私毒品、攜械犯罪和幫
派暴力等社會問題可以被消滅。讓不同種
族、不同背景的人按着受造的尊貴被欣賞與
善待，使人不再用錯誤的方式，來尋求心靈
的滿足。
祈求祢興起伯明翰的教會願意接納穆斯林鄰
舍；也祝福那些已經如此行的教會，能進
一步地發展出多元化、有果效地引領當地穆
斯林歸主的策略以及同工，並能借着推動立
法、社福行動，保障這些沒有國籍的難民與
非法勞工生活的權益。
祝福像費薩爾這樣的信徒更多被興起，信心
愈發堅固，成為教會事工的新活力、宣教
禾場上的新精兵，有朝一日向本族人見證基
督！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
教訓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
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並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
的榮耀顯現。
他為我們捨了自己，
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
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
熱心為善。(多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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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天

4月05日

星期二

美國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穆斯林人口 1,000,000

Photo by GPA Photo Archive

處處可見穆斯林
「您好！您家人都好嗎？」阿卜杜勒
親切地招呼前來購買三明治的顧客。寒暄之
後，非裔美籍的穆斯林客人把一些零錢投進
收銀機 旁 的 兩 個 小 桶 裡 ，那是為紐約和葉
門的新 清 真 寺 籌 募 資 金 而設的。一邊投錢
的時候 ， 客 人 嘴 裡 一 邊 說着：「奉獻給烏
瑪！(Ummah；穆斯林社群)」。
全球最多元化的穆斯林社群之一就在
紐約，這裡有美洲、非洲、歐洲、南亞、中
亞，甚 至 還 有 阿 拉 伯 裔 和西班牙裔的穆斯
林。紐約市裡處處可見穆斯林，在勞工當中(
計程車司機、街頭小販以及穆斯林個體戶)、
或在全市上百間的清真寺裡，甚至許多人口
稠密、異國風情濃密的移民群居住區中都有
他們的身影。
20年前，紐約遭到911恐怖襲擊，美國
人至今仍記憶猶新。911之後，紐約市政府一
直努力強化與穆斯林居民之間的關係，幾個
基督教機構也致力於幫助基督徒與穆斯林建
立真誠的友誼。隨着紐約穆斯林與母國、散
居海外的同胞有更緊密的連繫，神開拓了新
的途徑，將福音傳遍到地極。

天父，感謝祢讓紐約市政府與教會並沒有被
歷史的仇恨抓住，反倒強化與穆斯林居民的
關係，建立真誠的友誼。願紐約市裡的多元
族群，因着領受愛與和好的福音，得以在基
督裡同歸於一。
我們特別為紐約市裡背負沉重經濟壓力、每
週超時工作的穆斯林祈求，願他們身心健
壯，遇見善待他們的僱主；更願他們借由多
元、創意的傳福音和門訓管道，成為耶穌的
跟隨者。
祝福紐約市中的穆斯林歸主者，能體驗與耶
穌同行的喜樂與力量，家鄉的同胞也能因着
他們而同蒙基督的救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你們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太5: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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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天

4月06日

星期三

乍得恩賈梅納

N’Djaména
穆斯林人口 750,000

Photo by Mark Fischer

生活在古今交錯之間
乍得(又譯查德)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
之一，全國唯一的城市是首都恩賈梅納，150
萬的人口中約有一半是穆斯林。
乍得人生活在古今交錯之間。他們在用
三塊石頭搭成的原始灶臺煮飯，卻時不時傳
來智慧型手機的鈴聲；他們住在泥屋裡，工
作賺了錢卻安裝冷氣。今天的政府高官，30
年前可能只是個牧羊人。當然，社會快速進
步的成果只被少數的權貴享用，多數的百姓
依舊只能苟且偷生。
城市裡才有比較大的可能性和自由度，
容許探詢傳統村落中不能問的問題：「為什
麼我的基督徒鄰居這麼好？」「為何伊斯蘭不
能改變我的心？」恩賈梅納的歷史上可是頭一
回有人信奉爾撒．麥西哈(Isa al-Masih，古蘭
經中稱主耶穌的名字)，但這群歸主者卻不孤
單，他們自組團契查考聖經。許多穆斯林父
母也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學校學習聖經，他們
很喜歡聖經故事。
最近有數千張加載了福音資訊的數位記
憶卡被發送到城市各處。一位年輕人拿到記
憶卡後，刪除了原有的內容來下載音樂，後
來竟連續三天做了同樣的夢，夢中他聽到：
「你為 什 麼 要 刪 掉 卡 裡 的內容？」他不得
已，只好回去找當初給他記憶卡的人。
因為他去尋找，就尋見了主耶穌。

天父，我們歡慶祢在恩賈梅納福音工作上所
成就的大工！為這座城市對福音友善且敞開
來讚美祢；也為穆斯林歸主者能有團契、一
同追求神的屬靈同伴感恩；讚美祢讓基督教
學校在穆斯林父母眼前有恩寵、美名，得着
用知識及福音來培育新苗的機會！祢的聖靈
更是奇妙地感動人心悔改、尋求祢！哈利路
亞！
主啊！願這座看似貧窮的城市，因着祢的救
恩而大大富足，並將榮耀歸給祢！祈求更多
就讀基督教學校的孩子和家庭成員，因着老
師的見證與聖經故事歸向主耶穌，做主門
徒。祈求聖靈興起門徒倍增運動與教會植堂
運動，讓福音從恩賈梅納這個城市，擴散到
整個乍得與鄰近的國家！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
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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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天

4月07日

星期四

希臘雅典
Athens
穆斯林人口 300,000

Photo by Luca Sartoni

飽受戰亂和貧窮纏擾的穆斯林
希臘雅典號稱「西方文明的搖籃」，自
古以來對文化有着重要的影響力。使徒保羅
在雅典瑪爾斯山上(Mars Hill)的講道聞名於
世，保羅在那裡宣揚「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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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徒
17:26-27)
近年來，成千上萬的穆斯林逃離飽受戰
亂和貧窮纏擾的家園來到雅典，此刻或許是
雅典有史以來頭一次結出穆斯林背景的歸主
者果子。
一位伊拉克的宣教士說：「西方人擔心
歐洲大陸淪為穆斯林的天下！但是我們這群
跟隨基督的人也定意要前往那裡，去分享我
們的信仰！」
某 次 有位巴 基 斯 坦 的 穆 斯 林長 者 接 受
了基督成為救 主、受 洗歸入 主的名下。當他
在雅典南部的海灘受洗之時，看到街上一位
男士正在慢 跑，他 說：「我 感 覺自己 再度回
到小孩子的光景，彷彿我可以跑得比那人更
快，我是新造的人，心裡充滿了主的喜樂。」隨
着越來越多的穆斯林得救重生，類似的故事
正不斷地在雅典上演。
天父，祢是在家門口等候浪子回家的慈愛
父親！願那些服事難民的牧師、植堂者和
機構，將祢完全的愛分享給穆斯林難民，
使這些因着戰亂、貧窮離家者，在永恆的
屬靈家中，經歷天父的接納與款待！
感謝祢使用雅典政府向穆斯林張開雙臂，
提供他們安棲之所。願祢賜雅典政府智
慧，制定相關法規、制度，並提供物質與
心靈資源來照顧大量湧入的難民潮，保障
難民的生活基本權益。
祈求祢的聖靈賜異夢、異象給雅典的穆斯
林，引導他們有機會跟基督徒對話，可以
尋找並尋見那從一本造出萬有的全能主！
願祢將得救的智慧賜下，在雅典的穆斯林
族群中，興起大規模的歸主運動！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
也給那近處的人。
因為我們兩下借着他被一個聖靈所感，
得以進到父面前。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
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為神借着聖靈居住的所在。(弗2: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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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天

4月08日

星期五

印度加爾各答
Kolkata
穆斯林人口 927,000

Photo by roman korzh

充滿活力的穆斯林文化城市
印度古都加爾各答以其豐富的文化、精
美的藝術及著名的甜食聞名於世，它在宣教
歷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17世紀後期，「現
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就是
在此地建立起他的宣教事工。
穆斯林占了加爾各答450萬市民當中的
20.6%，他們聚居在數個鄰近的社區之中。
有些是當地的原住民，而更多則是來自附近
的其他各邦，以及鄰國孟加拉。對所有市民
來說，穆斯林專業的經商能力，是加爾各答
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齋戒月期間，大街小巷瀰漫着濃烈的香
氣和喜慶的氣氛，大家忙着添購新衣歡度佳
節。從許多方面來看，充滿活力的穆斯林文
化是這座城市的心跳，然而加爾各答的穆斯
林卻生活在恐懼之中，因他們是宗教上的「
少數民族」，不被其他群體所接納。因此，
他們非常渴望能像其他市民一樣，過正常的
生活。
儘管生活在恐懼和掙扎當中，這些穆
斯林的 社 區 裡 卻 分 佈 着 許多基督徒的小團
體。加 爾 各 答 的 穆 斯 林 正開始逐漸信奉基
督，並 將 他 們 在 主 耶 穌 裡所發現的真理和
救恩與家人、朋友分享。
天父，這些年我們多少聽聞穆斯林在印度受
到排擠的新聞，願這些宗教上的少數族群有
機會認識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投靠
祢做他們的盾牌與避難所。
求主保護這些穆斯林不再受輕視與排擠。我
們為加爾各答執政者禱告，求祢賜他們憐
恤、公平、正直的心，不以兩種砝碼、兩種
標準來對待國民。
神啊！我們同心祝福加爾各答的穆斯林歸主
群體，願祢賜他們渴慕的心來認識祢，以火
熱的心敬拜祢，也有活潑的靈性，使加爾各
答的基督徒質與量都增長！
願主幫助加爾各答教會或福音組織，發展合
宜的福音材料、門訓課程及策略，建造穆
斯林歸主者，幫助他們活在基督裡，反映出
神榮耀的形象，活出天國子民的勇氣與影響
力！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警醒感恩。
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
能以講基督的奧祕（我為此被捆鎖），
叫我按着所該說的話將這奧祕發明出來。
你們要愛惜光陰，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着和氣，好像用鹽調和，
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各人。(西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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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天

4月09日

星期六

美國休斯敦
Houston
穆斯林人口 80,000

Photo by GPA Photo Archive

神回應了教會的禱告！
休斯敦有超過3,000間教會，大約8萬
名穆斯林。這些來自全球各地的穆斯林，如
今定居在休斯敦眾多的美國基督徒當中。神
回應了教會的禱告，讓這城的穆斯林聽聞福
音！
有些基督徒意識到這是個能在社區中結
交穆斯林的大好機會：一位鋼琴老師熱情招
收穆斯林學生，期望能與學生和家長們分享
信仰；有些年輕人刻意搬到穆斯林聚居的公
寓居住，以便有更多機會結識穆斯林；兩位
姊妹參加教會英語課程的服事，為了讓穆斯
林可以在校外讀到聖經；還有機構安排了六
週的課程，讓6對基督徒和穆斯林一同研讀聖
經與古蘭經中類似的故事。
當地教會在傳福音給穆斯林的事工上非
常有創意和決心。有個宣教團隊發送了2,671
份本色化(Contextualized)的《路加福音書》
給巴基斯坦裔穆斯林，有14人因此信主跟隨
基督。一位優秀的穆斯林學者主動走進教會
學習英語，會友積極地關懷他，他們每週固
定聚會，如今這名穆斯林已是個神學生。還
有年輕的巴基斯坦裔穆斯林在異夢中與主耶
穌相遇，自己走進教會要求受洗。正如主耶
穌說的：「要收的莊稼多……」(太9:37)，休
斯敦的莊稼已經熟了。

天父，謝謝祢把愛鄰舍的心放在休斯頓許多
基督徒心中，並用聖靈充滿、恩膏他們，使
他們充滿熱忱與創意，開展向穆斯林見證基
督的多元化行動，並且結出了許多福音的果
實！
願更多在休斯頓的穆斯林，借着異夢、異象
或與基督徒的友誼，認識耶穌基督，更求祢
鼓舞那些渴慕基督的穆斯林，使他們有勇氣
做耶穌的跟隨者，進而接受裝備、差遣，向
本族人傳福音。
祝福休斯頓的教會，不論是美國人、新移
民、多代信徒或穆斯林歸主者，都要一同來
體驗神豐富又長闊高深的愛，在多元種族中
合一地敬拜祢，來尊榮榮耀的大君王！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
禱告、代求、祝謝；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
平安無事地度日。
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
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
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
(提前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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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巴基斯坦木爾坦

Multan
穆斯林人口 2,000,000

Photo by lukexmartin

沙塵、酷熱、乞丐和聖墓
木爾坦是巴基斯坦的第7大城，200萬的
居民中大多數是穆斯林。木爾坦雖地處俗稱
「五河之地」的旁遮普省(Punjab)，最著名的
卻是沙塵、酷熱、乞丐以及眾多蘇菲聖人的
墳墓。每天都有很多人來到城中最著名的聖
墓Rukn-e-Alam朝聖，在聖墓前祈求他們的需
要盡都得到滿足。
蘇莉亞來自木爾坦一個保守的穆斯林
家庭，雖然城市裡的女孩可以上學，但是她
和多數婦女的命運一樣，父母早早就安排她
出嫁。婚後，夫家非常期待蘇莉亞能趕快生
個兒子，可惜她一直沒能懷孕。蘇莉亞和其
他相同處境的婦女一樣，被家庭和社會所鄙
視，婆婆甚至揚言要休了她，替兒子娶個新
妻子，蘇莉亞感到絕望萬分。
後來，蘇莉亞找到一間由基督徒經營、
專門治療不孕症的診所。診所的員工對病患
非常親切，充滿了神愛的見證。在診療的過
程裡，有人為蘇莉亞禱告，她很得安慰，滿
懷希望地回到家裡，幾個月後奇蹟似地發現
自己懷 孕 了 ！ 蘇 莉 亞 是 否會記得主耶穌的
名，那為她禱告之人所奉的神之名？她是否
會敞開心接受主耶穌呢？

天父，祢差遣獨生愛子來背負我們的重擔、
除去我們的羞辱。我們特別為巴基斯坦許多
如蘇莉亞一般處境的婦女禱告，求祢使用醫
療或婦女庇護中心、學校教育，來幫助她們
接觸到祢對她們無條件、不看外貌的愛！
神啊！願祢超然地興起，在這些彌漫伊斯蘭
傳統文化的城市中開路，好讓在木爾坦的基督
徒，能找到有效的方法，祝福這個城市，並轉
化錯謬的價值觀，使祢的旨意能行在木爾坦，
如同行在天上。
盼望那些在蘇菲聖墓前尋求幫助的穆斯林，
他們屬靈的眼睛能被打開，知道唯有祢是造
天地的耶和華，是人們最堅固也是最永恒的
倚靠！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
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
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氣的，
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林前1:27-29)

第

10 天

4月11日

星期一

孟加拉達卡
Dhaka
穆斯林人口 19,000,000

世界發展最快速的大都市之一
孟加拉穆斯林是地球上最大的未得之
民群體之一，他們多數居住在孟加拉，該國
首都達卡大約有兩千萬人口，將近90%是穆
斯林。達卡是世界上發展最快速的大都市之
一。
面對大城市達卡的五光十色，穆斯林青
年的內心充滿衝突，一方面也是因為影響孟
加拉穆斯林日常生活的清真寺教導逐漸趨向
保守。近年來，清真寺的教導甚至衝擊到孟
加拉的傳統文化，例如孟加拉人通常在婚禮
前幾天會舉行「Gaye Holud」，來賓們會
把新娘和新郎的臉染成黃色，並餵他們吃甜
品。可是有些清真寺卻將「Gaye Holud」
歸類為「非穆斯林慶典」，意即穆斯林不可
以舉辦「Gaye Holud」。保守教義盛行的結
果，是越來越多的女性在公開場所穿着全身
式的罩袍(Burka)。
另一方面，拜社群媒體與互聯網之賜，
孟加拉穆斯林可以接觸到達卡以外更多元開
放的自由世界。在達卡，人們可以「隱匿」
在次文 化 底 下 探 索 新 的 思維與新的生活方
式。有些基督徒借此機會向這群「探索者」
介紹基督信仰，同時也答覆他們有關伊斯蘭
的問題。
天父，沒有任何事物能隔絕祢的愛！守舊
不能、城市發展不能、宗教不能、網絡不
能……願祢的愛充滿在達卡的每個角落、每
個階層、每個空間，與孟加拉的穆斯林相
遇！
願聖靈攪動人心，使那些對新思維、新眼光
保持開放態度的年輕人，借着網絡、社群媒
體探索生命意義，並追求明白真理。求祢使
用基督徒網友、數位福音事工來與這些穆斯
林對話，引領他們走出舊信仰的墳墓，成為
領受復活生命的拉撒路！
願祢賜給達卡的政府官員治理的智慧，使他
們能解決城市發展的挑戰，如人口超載、水
患頻仍、嚴重汙染等問題。願他們在尋求
或學習建立秩序的過程中，有機會遇到基督
徒，或發現西方城市發展背後重要的基督文
化根源，進而向祢這位造天地的神尋求真智
慧！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堅心倚賴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為他倚靠你。
你們當倚靠耶和華
直到永遠，
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
(賽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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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

4月12日

星期二

印尼雅加達
Jakarta
穆斯林人口 8,016,000

Photo by Arnaud Matar

離鄉背井的大學生
賈羅特從鄉下來到首都雅加達就讀大
學，他是工程學系的學生，離鄉背井對他來
說是一大挑戰。賈羅特的成長背景和許多印
尼人一 樣 ， 雖 然 名 義 上 是個穆斯林，但其
實沒有很虔誠。他加入學校社團，參加一個
名為「hijrah」的探索運動。「hijrah」是阿
拉伯語「旅程」的意思，有時候也翻譯為「
悔改」。「旅程運動」鼓勵穆斯林要追求虔
誠的宗教生活，認真遵循伊斯蘭的規儀與教
導。有些印尼名人為「旅程運動」背書，因
此在那些追求生活意義與目標的年輕人當中
蔚為風潮。
雅加達的基督徒不多，其中一位
瑞秋姊妹的教會與當地清真寺的關係非
常友好。瑞秋經常參加教會在校園裡舉
辦的跨宗教交流會，在一次聚會中她認
識了賈羅特。賈羅特對基督教詮釋的
「悔改 」 很 感 興 趣 ， 瑞 秋常常暗暗為他禱
告，希望他能更多認識基督。

天父，我們為雅加達多元且開放的社會感
恩，盼望更多穆斯林能接觸基督信仰，並有
與基督徒談論信仰的契機。
求祢祝福在雅加達的教會與基督徒，能有智
慧地與人分享信仰；求祢的聖靈充滿、堅固
穆斯林歸主者，勇敢為主做見證，並接受整
全的門訓裝備。
祝福雅加達能成為福音在印尼傳播的中心，
許多年輕人因着來到這裡求學、工作而聽聞
福音的好消息，並將祢的救恩帶回其他印尼
島嶼和村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們要愛惜光陰，
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着和氣，
好像用鹽調和，
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各人。
(西4:5-6)

第

12 天

4月13日

星期三

烏干達坎帕拉

Kampala
穆斯林人口 204,000

Photo by UNICEF Ethiopia

貧民區的索馬里人
清晨，法杜瑪提着菜籃穿梭在坎帕拉
索馬里人聚居區擁擠的人潮中，她每天日出
前就得起床烘焙「Anjero」(索馬里人傳統的
煎餅早餐)，法杜瑪靠着賣「Anjero」養育三
名子女。過去五年，她一直住在坎帕拉的貧
民區「小摩加迪沙」(Little Mogadishu)，大
多數躲避內戰來到烏干達的索馬里人都住在
這裡。法杜瑪是單親媽媽，沒有受過什麼教
育、也不會講英語(烏干達官方語言)，所以很
難找到工作。
170萬坎帕拉市民當中，約有
12％是穆斯林，有些是原住民穆斯林族群，
有些則是來自阿拉伯世界的紅頂商人。城市
裡還有一塊非常截然不同的區域，居住着大
約兩萬名索馬里難民，他們多數就住在「小
摩加迪沙」。這裡沒有足夠的教育資源和職
業培訓，他們能夠改善生活條件的機會非常
渺茫， 而 且 烏 干 達 人 往 往會懼怕或躲避他
們。
有個烏干達基督徒團隊開始關注城市裡
索馬里穆斯林的困境，他們開辦英語班、電
腦班、足球訓練來幫助年輕的索馬里難民，
同時也為烏干達基督徒和索馬里穆斯林建立
溝通的橋樑，鼓勵並裝備基督徒接觸索馬里
鄰舍，為他們禱告並分享主耶穌的愛。

天父，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為奴時，是祢伸出
大能的膀臂拯救他們，我們也求告祢看顧那
些因躲避內戰而寄居他國的索馬里人！差派
使者來帶領他們向神求告，經歷祢的拯救。
使他們雖無地上國家的保障，卻可以得着
祢，成為祢國度子民的保障。
求祢感動烏干達各城市的基督徒接受裝備，
認識與關懷索馬里難民，並教授年輕的索馬
里難民一些簡單的生活技能，打開與他們的
友誼之門，向他們彰顯基督的愛。
願祢掌管烏干達政府官員的心，為索馬里難
民制定合適的法案，來照顧他們的需要。也
祈求索馬里的內戰快快平息，好讓在異鄉得
着永生盼望的索馬里難民，可以將福音帶回
故土，使更多索馬里人在神那裡找到永恆的
避難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在大會中宣傳公義的佳音；
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
耶和華啊，這是你所知道的。
我未曾把你的公義藏在心裡；
我已陳明你的信實和你的救恩；
我在大會中未曾隱瞞你的慈愛和誠實。
(詩40:9-10)

第

13 天

4月14日

星期四

法國巴黎
Paris
穆斯林人口 1,700,000

Photo by Robert Ashcom

歐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巴黎是歐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城市之
一，有大量的移民來自北非和西非的前法屬
殖民地，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大城市。
索寧克(Soninke)移工馬罕姆杜和上百位
同胞同住一個宿舍，他是個清潔工，才剛下
班便疲憊不堪地癱倒在床上。可是幾個小時
之後他又得去上夜班擔任保安人員。這一天
雖然是週日，但是他沒辦法休息，因為家族
在法國遭遇困難，有個親戚要來宿舍找他討
論，同時還要決定該匯多少錢回家鄉馬里。
馬罕姆杜的女兒在馬里生病了，他煩惱着沒
有足夠的錢給女兒治病，而且他也需要錢為
即將到來的開齋節預備食物。
大巴黎區住着超過十萬名的索寧克移
民，馬罕姆杜的日常生活是個典型的例子，
他們必須同時身兼好幾份低薪的工作來養活
在西非的家人。多數索寧克人一生從未真正
接觸過基督徒和福音。話雖如此，還是有極
少數的基督徒孤立地生活在索寧克社區裡，
甚至遭到迫害。
索寧克人散居在全球各地，特別是在法
國，他們源自西非，世代以貿易維生。索寧
克人在11世紀皈依伊斯蘭，多數的索寧克人
非常虔誠，他們對於傳承九百年的伊斯蘭信
仰相當自豪。
天父，以色列人曾在埃及地做過寄居者，聖
經律法也一再顯明祢是憐憫寄居者和貧窮者
的神。我們求祢保護索寧科寄居者不被惡意
的剝削，也不會遭受種族歧視。願人按公
義、正直及憐憫對待他們！求天父供應索寧
克人的日常所需，祝福他們得到足以供應西
非家人生計的工資。
求祢祝福巴黎，不僅被稱為浪漫之都，也能
成為穆斯林遇見天父顧念之愛的「庇耳拉
海萊」(永生神是顧念我的)，使人們在此遇
見神的使者。願穆斯林們在開放多元的風氣
中，能自由地聽聞基督的福音，並敞開心胸
回應。
願祢興起基督福音的工人或企業家，以及多
媒體福音資源，毫無攔阻地接觸到巴黎逾
170萬的穆斯林，在穆斯林當中興起群體歸
主運動。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那文士對耶穌說：
「夫子說，神是一位，實在不錯；
除了他以外，再沒有別的神；
並且盡心、盡智、盡力愛他，
又愛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
各樣祭祀好的多。」
耶穌見他回答的有智慧，
就對他說：
「你離神的國不遠了。」
(可12: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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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

4月15日

星期五

緬甸仰光
Myanmar
穆斯林人口 350,000

Photo by United to End Genocide

見不到家人的羅興亞人
通常觀光客來到緬甸舊都仰光，印象最
深刻的是：金碧輝煌的佛塔和成千上萬穿着
紅色袈裟的僧侶。很少遊客會注意到仰光也
有不少的清真寺，它們見證着仰光穆斯林淵
遠流長的歷史。根據官方統計，仰光市民的5%
（約35萬人）是穆斯林，其中10～20%是來自
若開邦的羅興亞人(Rohingya)，其他絕大多
數 是 印度、緬 甸 本 地 或 中 國 各族 背 景 的 穆
斯林。
許多羅興亞人基於安全的理由逃離仰
光，他們當中有些家人還留在若開邦。由於
幾十年 來 不 斷 的 衝 突 ， 導致若開邦暴亂四
起、民不聊生。留在仰光的羅興亞人則是家
人四散、流浪天涯變成難民，逃到鄰國孟加
拉的人數最多。他們探望親人的機會非常渺
茫，有位羅興亞人告訴朋友：「我已經二十多
年沒見到母親了，我很想念她！」在仰光不只是
羅興亞人，就連所有穆斯林都要面對偏見、歧
視和逼迫。
仰光的羅興亞人當中還沒有基督徒，其
他民族的穆斯林歸主者也非常少。不論是外
國宣教士或是本地歸主信徒，都很少主動接
觸穆斯林。有些緬甸教會甚至會說：「主耶
穌並沒有為羅興亞人捨命！」這種對穆斯林
抱持負面情緒的情況越來越多。

天父，求祢赦免緬甸教會中那種「主耶穌沒
有為羅興亞人捨命」的偏見。祢愛世人，當
然也包括羅興亞人！我們為緬甸的教會能被
聖靈更新祝福，幫助他們超越種族的偏見、
歷史的仇恨，認識自己也是蒙了恩才被接上
的野橄欖，進而謙卑地與眾聖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這兩年，緬甸飽受軍政府與疫情的混亂，我
們深信祢是受苦者的高臺與避難所，求祢打
破種族之間的隔閡，使兩下合而為一，成為
共同合作、互相扶持的新群體。
求祢在仰光的穆斯林族群中開傳道的門，堅
固少數的基督跟隨者，使他們走出被其他族
群，甚至包括基督徒輕視的傷害，活出全新
的自由與尊貴生命，並放膽傳講神的救恩！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和華又要給受欺壓的人作高臺，
在患難的時候作高臺。
耶和華啊，
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
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人。
(詩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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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天

4月16日

星期六

烏茲別克斯坦
撒馬爾罕
Samarkand
穆斯林人口 510,000

Photo by Richard Weil

神話般美麗的古城
神話般美麗的城市撒馬爾罕，因地處古
絲路商貿大道的十字要津而聞名。歷史上撒
馬爾罕城分為三個區塊：7世紀的最早古城已
在13世紀時被成吉思汗摧毀；14、15世紀的
中世紀城區深具伊斯蘭藝術和建築色彩；19
、20世紀的近代城區則是俄國人建設的。
多數的撒馬爾罕市民自稱是承襲波斯文
化的塔吉克人(Tajik)，與屬突厥族的烏茲別克
人不同族裔，文化差異造成民族間的緊張。
這個國家幾乎是穆斯林的天下，但是仍有基
督徒定居於撒馬爾罕。他們都是在1991年烏
茲別克斯坦獨立之後遷入的，有俄羅斯東正
教徒、天主教徒以及其他的基督宗派。
蘇聯解體後，封閉的烏茲別克斯坦開
始向各國開放。政府鼓勵商業投資和旅遊觀
光，外籍移工進到撒馬爾罕等大城市工作，
基督徒 來 到 此 城 教 授 英 語並在課餘分享福
音，當 地 的 穆 斯 林 背 景 歸主者也建立了團
契。
2006年局勢突變，政府限制自由、驅逐
外籍移工，並且逼迫基督徒。幸好此城、此
國的教會一直持守門徒訓練，本土教會才能
繼續成長，教會雖小卻夠堅固。基督徒在家
庭教會中與塔吉克、烏茲別克信徒聚會，透
過個人的人際網絡去接觸其他穆斯林。

天父，讚美祢的國是永不震動的國！縱使朝
代更迭、群體勢力變動，祢卻在撒馬爾罕城
中為自己留下餘民。我們祝福烏茲別克斯坦
與撒馬爾罕能重新擁有宗教的自由，使祢的
子民可以繼續在此宣揚福音、建立教會、轉
化國家！
求祢堅固撒馬爾罕的眾信徒，願他們在堅強
的門訓系統下被造就，活出有活力、有影響
力的信心見證。願祢為他們開展向穆斯林、
東正教、無神論者傳講福音的機會與管道。
求聖靈柔軟撒馬爾罕人的心，樂意歸向基
督。願撒馬爾罕教會成為一棵栽在溪水旁的
樹，葉子不因環境而枯干，且要按時候結果
子！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也傳到普天之下，
並且結果，增長，如同在你們中間，
自從你們聽見福音，
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樣。(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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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天

4月17日

星期日

卡塔爾多哈
Doha
穆斯林人口 641,000

Photo by Jan Smith

南亞和東南亞移工的落腳處
大衛剛從英國調來卡塔爾(Qatar)首府
多哈工 作 ， 多 哈 市 民 多 數不是卡塔爾人，
而是來 自 南 亞 或 東 南 亞 的移工。大衛初來
乍到， 他 對 人 非 常 友 善 ，且樂於結交當地
居民。 某 天 下 班 後 ， 大 衛與同事哈立德閒
聊，邀 請 他 一 同 喝 咖 啡 ，哈立德欣然答應
了。哈 立 德 曾 聽 過 大 衛 詢問另一位同事：
「多哈哪兒有基督徒崇拜的聚會？」因此，
他對大衛的信仰感到好奇。
兩年前，普莉亞從印度來到多哈的旅館
工作，這份薪水讓她可以匯錢回鄉養家。然
而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許多低收入的移工
被迫放無薪假，普莉亞只能靠着救濟食物和
教友的支持生活。每週五，她固定在多哈一
間外籍人士的教會聚會。這一天也是卡塔爾
穆斯林的「主麻日」，來自印度和尼泊爾的
同事看到普莉亞得到基督徒團體的幫助，也
開始與她一同參加教會聚會。
卡塔爾人口最多的城市多哈，估計約有
15萬的基督徒，其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移
工，像大衛和普莉亞這樣的外籍人士會有許
多機會與人謹慎地分享信仰。基督徒在這裡
享有信仰自由，但若是意圖影響他人改教則
是違法的，所以與人分享信仰時，一定要非
常小心敏銳，而且要尊重對方。但是，要在
此地廣傳福音的確是大有可為的。
天父，祢差遣基督來世上報告神悅納人的禧
年，使被擄者得釋放、受壓制的得自由，使
貧窮者有福音傳給他們。在全球經濟受疫情
強烈影響下，許多來自穆斯林國家的移工和
他們的雇主，都飽受缺乏的煎熬。我們祈求
這些默默無名的廣大移工群體，不被大環境
忽略與犧牲，求祢持續感動及興起教會、社
福機構，來關顧這些移工們，使許多穆斯林
移工朋友看見另一種生命的價值觀，領會天
父的愛。
我們為着多哈這個多元開放的城市感恩，願
祢差派各國基督徒，以專業或營商的方式來
到此地，接觸此地的穆斯林，向他們顯揚基
督的馨香之氣，樂意將手中所擁有的分享給
沒有的。願這個城市大大小小的角落，充
滿了因着基督的愛而 聚 集的小組、倍增的
教會、靈命成熟的群體。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
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
馴良像鴿子。(太10:16)

第

17 天

4月18日

星期一

加拿大多倫多
Toronto
穆斯林人口 500,000

Photo by Eric Parker

全球民族語言最多元的大都會
大多倫多地區(The Greater
Toronto Area)公認是北美、甚至可能是全球
民族語言最多元化的大都會區。使徒行傳17
章26、27節保羅提到：「他(神)從一本造出
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多倫多就是現代
的一個典型例子。
至少有50萬的穆斯林定居在多倫多，加
拿大穆斯林多數是來自沒有機會認識基督耶
穌的國家，這裡約有220個以清真寺為中心的
生活社區，形成這個全球樞紐城市中重要的
少數族群。穆斯林移民來到多倫多的原因很
多，除了戰爭、生活貧困、對伊斯蘭失望、
尋求更好的教育機會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
是遭受到迫害。
穆罕默德是一個來自敘利亞的穆斯林
留學生，他說：「一般上，穆斯林喜歡聽到
別人在禱告中提及他們。」因為穆斯林渴望
死後能與真主同在樂園裡。但是他們必須知
道：唯有認識主耶穌是他們生命的主、救贖
主 ， 才 能 永 恆 地 與 神 同 在。穆罕默德還提
到，很感謝基督徒經常會詢問穆斯林朋友：
如何為他們禱告？這個單純的舉動，足以深
刻地彰顯基督的愛。
天父，祢是做新事的神，我們正看見祢重新
規畫跨文化宣教的版圖與策略！祢打破了以
往向穆斯林宣教的國界限制，把不同國家的
穆斯林移到自由國家中，使他們除了等待短
宣隊或為數極少的宣教士以外，有了其他接
觸福音的契機！
感謝祢讓加拿大政府有如此寬廣的心胸與政
策，保障了許多受迫害、失望、貧窮、戰亂
之苦的穆斯林的生存權益。願這些移居的穆
斯林能適應多倫多的氣候、文化與生活轉
變，有安居的滿足。
祝福多倫多的基督徒，與這些新移民能建立
友好的關係，以包容、接納的心，借着禱
告、關懷以及分享，與穆斯林朋友同來認
識、經歷祢。
懇求聖靈在那些對基督信仰與禱告持有開放
態度的穆斯林心中更深地動工，使他們有勇
氣做基督的跟隨者，在多倫多接受整全的信
仰裝備，之後能將基督的福音，以處境化的
方式向本族傳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他為孤兒寡婦伸冤，又憐愛寄居的，
賜給他衣食。
所以你們要憐愛寄居的，
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
(申1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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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天

4月19日

星期二

德國柏林
Berlin
穆斯林人口 400,000

Photo by Ronnie Macdonald

穆斯林鄰舍
貝恩德坐在返家的地鐵上，回想起和朋
友穆拉特碰面的情景。那時穆拉特從葉門來
到柏林經商，他經營的民族風珠寶生意非常
賺錢，甚至還投資購買了一棟大樓。穆拉特
在他的大樓裡開了一家很受歡迎的阿拉伯餐
廳，同時還設立了一間傳統葉門風格的清真
寺。
每週五中午，大約有兩百人聚集在這
間清真寺參加「主麻」。穆拉特決心要成為
一個好穆斯林，不惜奉獻自己大樓的商業空
間，他的付出讓貝恩德印象深刻。貝恩德去
過穆拉特的清真寺許多次，穆拉特以清真寺
領袖的身分向貝恩德保證：「此門永遠為你
而開，你是我們的朋友。」
他們坐在清真寺的地板上閒話家常，貝
恩德給穆拉特講了一個聖經故事。穆拉特對
古蘭經非常熟悉，但他發現舊約的故事非常
有趣，而貝恩德也從穆拉特那裡學習了很多
有關伊斯蘭的知識。
貝恩德期待講完舊約故事之後，能進一
步和穆拉特分享主耶穌。他們一起禱告，為
穆拉特的家庭及事業代禱，貝恩德按照穆斯
林的方式做結束，將他的雙手輕撫過臉龐，
而穆拉特也親切地邀請貝恩德再度光臨他的
清真寺。
天父，我們為着有更多像貝恩德的基督徒，
願意了解、陪伴穆斯林來向祢獻上感恩，
因為等候、帶領一位穆斯林信主，是很不容
易的事。我們祈求祢的聖靈與懷抱這樣熱忱
的基督徒同在，在他們與穆斯林朋友建立友
誼、分享真理的過程中，賜下智慧和能力，
幫助他們領人到祢的面前，被祢的真理與愛
觸摸。
也求祢柔軟穆斯林朋友的心，使他們對於福
音和聖經有更渴慕、更敞開的態度，願福
音種子能落在他們心中的好土，有百倍的收
成。
願德國教會成為穆斯林鄰舍的祝福，領受得
着德國穆斯林的策略，得以跨越種族、語
言、文化的困難，不只領人歸主，也使這些
穆斯林做主的門徒，在穆斯林同胞內興起福
音運動。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還有那些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
要事奉他，要愛耶和華的名，
要作他的僕人
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
犯，又持守他約的人。
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
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喜樂。
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
在我壇上必蒙悅納，
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賽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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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天

4月20日

星期三

巴基斯坦卡拉奇

Karachi
穆斯林人口 15,000,000

Photo by damian entwistle

阿富汗和孟加拉難民的家
巴基斯坦南部的卡拉奇(又譯喀拉蚩)是
著名的經貿商港，多年來全國各地的百姓為
了謀求更好的工作機會，紛紛遷居到這個海
岸城市。巴基斯坦有超過400個未得之民的
族群，幾乎都能在卡拉奇的市民中看到。此
外，還有大量的阿富汗和孟加拉難民以卡拉
奇為家。
這個城市號稱有1,500萬人口，其中95%
是穆斯林，他們當中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從
極端保守到非常自由的都有。其中也有非常
稀少的基督徒居住在這個城市，他們經常遭
到穆斯林的欺壓和貶抑，所以基督徒大都不
想招惹穆斯林鄰居。
絕望、脫序和貧窮將大批的移民帶到卡
拉奇，如今這個城市的文化也充斥着各樣的
亂象。城市基礎建設差、社會貧富差距大、
領導階層貪腐、高犯罪率以及性別歧視，這
些 都 是 卡 拉 奇 常 見 的 弊 病；而在個人層面
上，卡拉奇市民經常處於眾叛親離、家庭暴
力和情緒勒索之中，以至於他們無法信任他
人。
對改革失去盼望的市民經常認命地說：
「這就是巴基斯坦！」面對卡拉奇的腐敗，
他們只能聽天由命，但是改變絕對是有可能
的！

天父，來到卡拉奇的大批難民和移民，其實
都渴望生活、生命有更好的改變，不管他們
正在尋求改變，還是落入失望當中，求祢讓
這些人在基督裡找到真正的盼望與豐富。唯
有祢是能夠更新我們的生命、生活的主。願
卡拉奇居民的心，因着遇見神，被神更新，
成為新造的人，使身邊的人都驚奇主在他們
身上所行的奇妙改變，而渴望領受祢所賜的
新生命。
求神使卡拉奇備受壓抑與輕視的教會，倚靠
主的大能大力，剛強地站立，活出對抗混
亂、脫序、貪腐的屬靈生命，彰顯真理的道
路和基督的生命，使人在他們身上看見主的
榮耀與喜樂。
我們也祈求更多基督工人進入卡拉奇，為這
城市帶來基督的光與愛。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
老年人要做異夢。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他們就要說預言。
(徒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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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天

4月21日

星期四

肯尼亞內羅畢

Nairobi
穆斯林人口 500,000

Photo by USAID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最大的福音未及之民
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人口超過430萬。
當地的穆斯林大多不是本地人，有1850年代
就來到肯尼亞的基貝拉努比亞人、來自蒙巴
薩和沿海各郡的斯瓦希里人，以及來自索馬
里的索馬里人。
內羅畢市郊的伊斯特利(Eastleigh)，是除
索馬里以外第三大的索馬里人聚居地。這裡
的索馬里穆斯林在文化和宗教上極為保守，
雖然在內羅畢的穆斯林中算是多數族裔，但
相較於當地的基督徒卻還是屈居少數。他們
頗具商業影響力，卻被其他族群認定為認真
工作、但具敵意且保守的穆斯林，反而是那
些受過教育、較世俗化的索馬里年輕人能與
非穆斯林有較多的接觸。
索馬里穆斯林是肯尼亞最大的福音未及
之民，因為他們與極端主義有些牽連，所以
許多基督徒不敢接觸他們，但是仍然有基督
工人勇敢地向他們分享福音，他們透過分享
見證、社區服務或是與穆斯林學者公開對話
來討論信仰。
艾伯迪在大學時代決定跟隨基督，他的
穆斯林家人因此與他斷絕所有聯繫，而且他
發現也很難與內羅畢的基督徒連結，因為眾
人對他存有疑慮。幸好有一位本地牧師陪伴
他和幾位基督徒一同祕密聚會。禱告他們能
成立索馬里人團契，並向族人傳福音。
天父，願索馬里年輕人在教育和工作的場合
中，接觸到不同文化、不同世界觀與價值觀
的族群，觸發他們尋求真理與生命意義的渴
慕。求主幫助他們大膽思考，甚至不排斥從
聖經、基督徒那裡尋找答案。求祢在他們身
邊安放愛主的基督徒，向他們活出基督生命
的見證，引導他們認識祢。
當索馬里穆斯林接觸、聆聽到祢的作為與聖
言時，願他們渴慕認識這位又真又活的神，
意識到過去那些固化的宗教儀禮與教導，無
法滿足他們的生命，深切地感受到：唯有祢
是我們生命的主，除了祢以外，我們還事奉
誰呢？
求主幫助歸主者接受真理的裝備後，針對索
馬裏各年齡層的人，發展得人的策略，用切
合索馬里人文化處境的方式，向同胞傳福
音。
禱告更多肯尼亞基督徒在主愛中克服恐懼，
敞開心來服事索馬里穆斯林，邀請他們進到
神的家中。也為服事他們的工人禱告，求神
保護祢使者身心靈的安全和需要。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
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
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1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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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天

4月22日

星期五

瑞士巴塞爾
Basel
穆斯林人口 18,000

Photo by Lars Steffens

帶着失望來到這座城市
「這間教會的歷史要從一名得救的庫
爾德族足球員講起，他非常喜樂又熱忱地傳
揚主耶穌的信息給家人和朋友，以至他的姐
姐、女朋友、表親和一位同事及朋友都因他
而接受了主耶穌。」
巴塞爾都會區共有130萬人口，位於瑞
士、法國及德國的交界處。這個位於萊茵河
畔的「生技谷」(Biovalley)的經濟優勢，在於
化學和醫藥產業，以及醫療、奈米及生物科
技產業，生命科學產業鏈吸引了大量外國人
來到瑞士這座城市。
巴塞爾人口的10%是穆斯林，他們當中
很多人起初只是沒有身分的移工，後來開始
尋求政治庇護，這群人中有2/3來自土耳其。
定居於巴塞爾市的八千名土耳其人和一萬名
庫爾德人中，大多數是官方定義的穆斯林，
他們對自己母國的狀況深感失望，出於政治
和經濟的原因，他們必須離開自己的國家(伊
拉克、敘利亞、土耳其)。
為了建立關係和信任，基督徒長期以來
在城市中的穆斯林移民社區及周圍地區，提
供德文課程和設立兒童俱樂部。經過數十年
的禱告，第二代的庫爾德人開始有了正面的
回應，令這裡的基督徒備受激勵。
天父，為移居到巴塞爾的穆斯林家庭禱告。
他們遷徙到一個文化、語言迥異的環境中，
加上要教養孩子、克服熟悉環境，的確面臨
各種挑戰。但謝謝祢感動一些基督徒，借由
教育、醫療、商業、服務等方式來扶持他
們，搭起友誼與福音的橋梁。我們為這些穆
斯林社區的福音預工，以及參與的人們禱
告，祝福祢的兒女向人顯出基督的豐富、慈
愛和喜樂，吸引穆斯林對基督信仰產生好奇
與探索。
求主為福音使者預備機會，使他們可以和穆
斯林分享活潑的見證；賜下從祢而來的智慧
恩言，透過基督徒來安慰穆斯林朋友的心。
願穆斯林移民的下一代，可以在開放的教育
及工作環境中，自由地聆聽福音好消息，並
打破傳統的束縛，勇敢地思考及回應祢的真
理和呼召。願得救的年輕人，用心追求神，
靈命不斷成長，在言語、行為、愛心、信
心、清潔上結出美好的果實，榮耀天上的父
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現在我知道耶和華救護他的受膏者，
必從他的聖天上應允他，
用右手的能力救護他。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
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
我們神的名。
(詩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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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天

4月23日

星期六

澳大利亞悉尼

Sydney
穆斯林人口 255,000

Photo by AAP Dan Himbrechts

對基督信仰產生好奇
澳洲的穆斯林人數雖不到全國總人口的
2%，但其中的40%集中居住在悉尼(又譯雪
梨)這個多元文化的大城市。悉尼的穆斯林來
自全球120多個國家，無論在種族、語言及文
化上都相當的多樣化。
阿里來自信仰極為堅固的伊斯蘭國家，
如今成了在悉尼工作的難民。有個朋友邀請
他一起參加一個基督徒聚集禱告、查考聖經
的家庭聚會。阿里從小就被警告千萬不能進
入教會，理所當然地，他不愿被人看見自己
走入教堂。悉尼充斥着無數的文化中心、敬
拜會場 還 有 色 情 場 所 ， 阿里通常會避免涉
足其中，但是這個家庭聚會不太一樣，聚會
成員大多是阿里的同胞，或是來自母國的鄰
邦，他既感興趣又充滿懷疑，於是暗暗地跟
着朋友前去一窺究竟。
阿里很享受聚會中的餐點，也被這群人
真誠渴慕聖經的心所吸引。他們彼此相愛、
互相尊重，不在乎年紀、性別、職業和民族
的差異，這點讓阿里印象深刻。他持續地參
加聚會，也漸漸開始認識並愛上主耶穌。
這個家庭聚會有着他所熟悉的元素，就
是家鄉好客的習俗和母國的語言，但極為不
同的是不同群體間的彼此關愛。就在這充滿
愛的環境中，阿里得以聽聞、並且相信了福
音。

天父，祢以祢的愛和憐憫，吸引這些從小對
基督教戒慎恐懼、小心翼翼不敢靠近祢的穆
斯林朋友，用溫柔、不驚動他們的方式，逐
步引導他們來到祢面前。願聖靈賜他們出人
意外的平安和勇敢，克服心中的恐懼和罪咎
感來到主面前，並經歷與主同在的自由、美
好，自在地在團契、聚會中享受神與弟兄姊
妹的愛和接納。
為悉尼的穆斯林歸主者禱告，求神使他們保
持渴慕的心，為神裝備自己，有得人的心
志。願他們前穆斯林的背景，能陪伴許多穆
斯林同胞越過歸主的障礙。
求神繼續運用全球人口遷徙的方式，讓封閉
國家的人民能接觸到福音，成為向母國傳福
音的力量。祝福悉尼的基督徒，被神預備，
樂於對各國移民、國際學生及旅客展現基督
的愛。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愛人不可虛假。
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
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
常常服事主。(羅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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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天

4月24日

星期日

孟加拉達卡
Dhaka
穆斯林人口 19,000,000

Photo by NYU Stern BHR

超過一半人口活在貧困中
孟加拉首都達卡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城
市之一，許多人懷抱着求職和求學的夢想遠
從鄉村來到達卡。雖然達卡有較多的工作機
會，但工作條件及環境卻極其惡劣。
瑪麗哈是一名成衣工廠的製衣工人，即
便是齋戒月，她還是一樣每早7點上班，並
工作12～14個小時。從早到晚坐在縫紉機
前，把一塊塊布料加工製成T恤，再冠上西方
的流行品牌，直到傍晚瑪麗哈才拖着疲憊的
身軀回到家中，待開齋禱告之後才能稍微休
息。她滿心期待着齋戒月結束後的開齋節來
臨，那時她和家人就會按着孟加拉穆斯林的
傳統，邀請許多賓客來到狹小的家中歡度節
慶。
在這個快速成長的大城市裡，竟然有超
過一半的人口過着貧困的生活。許多婦女和
瑪麗哈一樣，只能在血汗工廠裡賺取微薄的
收入，她們很難有機會聽聞主耶穌，因為在
孟加拉傳福音的人很少，儘管這裡穆斯林人
口高達90%，然而為數不多的宣教士當中卻
只有1/4關注穆斯林。達卡的穆斯林背景歸主
者，據推測還不到一千人。

天父，小小的達卡，擠滿了來此拼搏求生
的窮人，求祢打發更多的牧人和宣教士來
到這座城市，領人們經歷祢全備的豐富。
願達卡的穆斯林朋友，遇見樂意為他們背
負重擔的基督，享受心靈的安息。
祢為達卡的穆斯林朋友預備認識祢的機
會，他們需要一顆單純相信祢的清心。願
他們接觸福音時，靈裡會意識到這是他們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把認識祢當作首要的
排序。不讓忙碌的操持攔阻他們來親近永
生神；不讓世界的思慮，擠壓福音的種子
扎根。主啊，求祢釋放他們！賜他們得救
的智慧，能將眼目從今世急迫的事務中，
轉而關注永恆的生命意義，並尋見祢這位
造他們、愛他們的主！
我們禱告更多的福音工人、植堂工人進到
達卡，教會和福音機構也能投入更多資源
到達卡。禱告企業主和工廠老闆能夠聽聞
福音，成為影響社會、改善工人福利的推
動者。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羅1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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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天

4月25日

星期一

馬來西亞吉隆坡

Kuala Lumpur
穆斯林人口 3,680,000

Photo by World Bank Photo Collection

對福音敞開的大學新鮮人
通常阿米娜會和室友一起搭捷運上學，
但是今天因為快遲到了而來不及吃早餐，她
衹好在車站的自動販賣機買了杯新鮮橙汁，
然後直接用手機APP付款。她完全不擔心橙
汁是否是清真食品(Halal)的問題，因為從透
明玻璃就可以看到裡頭現榨柳橙汁的過程。
阿米娜很榮幸獲得政府的獎學金，她希
望家人也同感光榮，因此她必須確保自己上
學不能遲到，而且要避免自己單獨搭車，就
必須和室友們一同上學。
儘管馬來西亞的種族非常多元，但馬來
西亞在官方上是穆斯林國家，約有61%的人
口是穆斯林。吉隆坡(KL)人口不到800萬，城
市裡有近50萬的大學生。阿米娜從另一個州
的村莊來到吉隆坡就讀大學，她是馬來人。
許多大學新鮮人遠離家鄉來到城市學習和探
索新知識時，他們的心門反而會對福音更加
敞開。
馬來西亞有4所大學擠進全球排名前150
大，而學費卻只是許多西方國家的1/3。因此
從世界各地來到吉隆坡就讀大學的年輕基督
徒們，可以成為穆斯林的祝福。

天父，我們為吉隆坡這座城市和校園禱告，
願神的靈澆灌這地，澆灌來此處求學、工作
的人們，使他們有機會在這地如異鄉的雅
各，看見主向他們顯現！雖然馬來西亞是個
有宗教禁令的國家，但我們祈求在吉隆坡這
個地方，能夠有開放的屬靈氛圍，使此地的
基督徒能更自由地談論信仰，為主做美好的
見證。
為吉隆坡的學生事工，與大學裡的基督徒老
師、學生禱告，願祢的兒女們成為穆斯林的
好朋友，建立信賴的關係，在信仰、愛心、
追求真理各方面，有美好的榜樣，使這些未
曾聽過福音、鮮少和基督徒往來的穆斯林，
開啟對基督信仰的接受度與好奇心。我們禱
告法令、宗教、家族的遺傳和命令，都不能
攔阻這些穆斯林朋友來尋求真理、跟隨基
督。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
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說什麼話，你都要說。
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
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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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天

4月26日

星期二

葉門薩那
Sana’a
穆斯林人口 4,000,000

Photo by Carl Waldmeier

百姓早已習慣吃苦
葉門的首都薩那古城以宏偉的建築聞
名於世，兩千五百年前就有人類開始定居在
此。某些建築物的年代甚至可以追溯到早期
的伊斯蘭，以黏土建造的古代「摩天大樓」
高達14米，不僅裝飾華麗，甚至還加裝了彩
色玻璃窗。薩那有一百多間清真寺，其中一
間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
然而住在美麗建築裡的薩那穆斯林卻面
對着極為艱苦的生活。2015年爆發的內戰，
現今已演變成全球最大的人道危機。300萬人
嚴重營養不良、4/5的人口急需人道援助。過
去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讓惡劣的狀況雪
上加霜。
薩那的百姓早已習慣吃苦，事實上，
有許多薩那市民甚至已經到了命懸一線的地
步，但是薩那古城仍舊堅持以傳統的方式慶
祝齋戒月，儘管要找到開齋慶典所需用的資
源，對許多人來說已經變成一種奢求。
葉門的官方宗教信仰只有伊斯蘭，但是
如今已有越來越多的人轉向基督。當地僅有
的極少數歸主者大膽地為主作見證，他們扶
持周圍的鄰舍、傳講永生的盼望，來彰顯基
督的大愛。
天父，感謝祢在這座伊斯蘭古城裡，依舊興
起人來跟隨祢。我們為這些歸主者禱告，他
們起初雖微小，但祢必使他們興旺，成為大
群！「必有感謝和歡樂的聲音從其中發出。
我要使他們增多，不致減少；使他們尊榮，
不致卑微。」我們禱告有基督團契與教會誕
生，發旺如香柏木樹，高大、穩固，吸引人
在蔭下安棲，為主遮蔽許多人。
主啊，憐憫葉門長年內戰，百姓如同刀俎，
求祢止息刀兵，讓和平臨到此地，並讓國際
救援組織的資源進到此地，重建葉門各城鎮
的軟體、硬體。求主使基督工人透過慈惠或
心靈關顧等方式，有機會把福音帶給葉門的
穆斯林們。
願葉門的門戶向祢敞開，歡迎榮耀的君王近
來，求祢祝福葉門：「地上不再聽見強暴的
事，境內不再聽見荒涼毀滅的事。祢必稱祢
的牆為『拯救』，稱祢的門為『讚美』。」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當那日，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
我們有堅固的城。
耶和華要將救恩定為城牆，為外郭。
敞開城門，使守信的義民得以進入。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為他倚靠你。
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
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
(賽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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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德國漢堡
Hamburg
穆斯林人口 90,000

Photo by radiant guy

有一座最古老的清真寺
1957年啟用的法茲勒•奧馬爾(FazleOmar)清真寺，是漢堡市最古老的清真
寺。巴 基 斯 坦 青 年 卡 里 姆正站在門口等候
為我導覽，說明「阿哈邁迪亞」的歷史
(Ahmadiyya；19世紀末在印度旁遮普省興起
的伊斯蘭改革運動)。
阿哈邁迪亞的發起人自稱是安拉的先
知，受差遣來改革伊斯蘭。他的主張極具爭
議，許多追隨他的南亞信徒遭到逼迫而逃往
西方，有些則逃到了漢堡。
卡里姆說阿哈邁迪亞的現任領袖，在
週五透過衛星直播「主麻」時提到：「阿哈
邁迪亞的座右銘是『當愛眾人，不恨一人』
」，而他們也很努力地在漢堡市實踐這一教
導。每年元旦，他們主動清理燃放煙火後的
垃圾、積極參與捐血和植樹活動，這些都是
他們祝福德國所貢獻的努力。
目前，德國沒有任何阿哈邁迪亞信徒歸
信主耶穌，他們也不太和基督徒接觸。
我遇見卡里姆的這天，正是穆斯林
「能力之夜」(Laylat-al-Qadr)。穆斯林相信
安拉在能力之夜會特別聆聽他們的祈禱，饒
恕罪過並決定他們的命運。他們也深信這一
晚的祈禱和敬拜的功德，超越他們一生中的
總和。請特別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禱告，願
他們在能力之夜經歷主耶穌的同在。
天父，穆斯林們希望借由自己的好行為、能
力之夜的祈禱，來贖自己的罪，可是即便如
此做，他們也無法斷定自己是否能上天堂。
求祢幫助這些穆斯林朋友知道，他們渴望的
救贖，唯有基督是唯一途徑，而且基督已經
為他們做成了！求祢使他們得聽這寶貴的恩
典、大好的消息，明白在基督裡因信稱義的
屬靈奧祕。
漢堡的穆斯林朋友，或許遇見基督徒、聽見
福音不難，但難在他們從小就被伊斯蘭教導
形塑，很難對其他宗教信仰開放心胸。我們
祈求聖靈大能來動工，為他們預備柔軟敞開
的心，能卸下心防與基督徒交往、對話。
求神幫助基督工人對福音對象的信仰、傳
統、文化、教派，有更多認識和理解，或借
由穆宣課程來裝備自己。願聖靈幫助福音使
者打破宗教圍牆，走進穆斯林的社群，以真
誠的愛得着他們的靈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弗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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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加納阿科拉

Accra
穆斯林人口 650,000

Photo by wiego.orgaccra

終日暴露在詐騙、
強姦風險的女孩
加納70％以上的人口是基督徒，
信奉伊斯蘭的只占少數，基本上各個
族群之間都還能和平共處。成千上萬
的穆斯林從加納北方的鄉村，移居到
相對富庶的南方城市，其中多數是
14～16歲之間的女孩。她們遷居到像阿科拉
這樣的大城市，有的在市場裡打工，有的在
街邊做「Kayayei」(當地的頭頂搬運工)。光
是在阿科拉，估計就有18萬的「Kayayei」。
這群女工居無定所，吃住都在街邊、貨運站
或是菜市裡，終日暴露在詐騙、強姦及盜竊
的罪惡風險之中。
以哈比巴為例，其父母無力支付學費，
為了完成學業，她只好離家來到城市打工。
她每天用頭頂搬運貨物，省吃儉用努力地存
錢。在城市中「Kayayei」常被他人輕看，因
她們教育程度低、衣着破舊且無處可居。
阿科拉的基督徒團體為「Kayayei」提供
了各項服務，譬如：讓有子女的「Kayayei」
有受教育的機會、醫治生病或受傷的
「Kayayei」，以及教育她們基本的健康知
識。這些服務確實大大地改善了一些阿科拉
「Kayayei」的生活。新冠肺炎導致經濟危
機，讓基督徒有很多機會關懷弱勢群體並慷
慨解囊。最近，有一個團體分送了2,300份食
物包，給睡在街頭的婦女及兒童。
天父，祢是憐憫人的主，我們感謝祢感動基
督徒來照顧阿科拉弱勢的社會邊緣人。那至
微小的、無力呼求拯救的人，祢都看顧！求
父神憑祢的慈愛，為阿科拉的弱勢群體興起
許多好牧人，看顧心靈喪亡的、尋找分散
的、醫治受傷的。也祝福加納政府有能力展
開行動或制定政策，改善他們的生活、保護
他們基本生存的權利。
阿科拉的穆斯林女工終日遊走在危險邊緣，
求主保護她們身心靈的安全，作她們的保
障。她們孤立無援時，要倚賴、呼求耶和華
神的幫助，經歷祢的慈愛與拯救！願她們
蒙耶和華神大能膀臂的救拔 ， 向 人 見 證 祢
的 作 為 ， 發 出 讚 美 ： 「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
的！因為他在堅固城裡，向我施展奇妙的慈
愛。」
求神憐憫加納，止息疫情，並幫助各城百姓
重建、恢復生活。願加納的教會作光作鹽，
在一切善工上榮耀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為他們所積存的，
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
你必把他們藏在你面前的隱密處，
免得遇見人的計謀；
你必暗暗地保守他們在亭子裡，
免受口舌的爭鬧。(詩3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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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天

4月29日

星期五

印尼班賈爾馬辛

Banjarmasin
穆斯林人口 720,000

Photo by Stephen Kennedy

四百萬說班查語的人
班賈爾馬辛建立於1526年9月24日，當
時舉辦了一場建市大遊行，象徵伊斯蘭正式
進入印尼婆羅洲島上的南加里曼丹省。從那
時開始，伊斯蘭就一直是該省的主要宗教信
仰。每年的這一天，穆斯林會到首任蘇丹的
墓前參拜，接着到大清真寺敬拜安拉，並向
看守蘇丹墓園的神靈敬獻一頭山羊或牡牛為
祭。
每年齋戒月結束時，班查穆斯林(Banjar)
會開着大型敞篷卡車在整個城市遊行，並沿
路放煙火、大聲歡呼、鳴喇叭以示慶祝。之
後，他們會花一、兩週的時間拜訪親朋好友，
繼續慶祝開齋節。基督徒的穆斯林朋友們經常
會在此時，邀請他們到家裡和家人一同吃飯，
這是個分享福音的好機會。
班查語在南加里曼丹是通用的地方 語
言，也是學習其他類似方言的「入門語言」
。因此，一旦班查人有了自己母語的完整聖
經，這部聖經將會對衍生其他當地方言聖經
產生極大的幫助。
這座城市裡共有28間教會，但大多數
成員都來自其他種族。儘管說班查語的百姓
超過四百萬人，但目前還是沒有使用班查語
敬拜的聚會。請瀏覽www.pray4thebanjar.
com，以瞭解更多有關班查人的相關資訊。
天父，很開心看到班賈爾馬辛這座城市中，
有些穆斯林會在新年時邀請基督徒朋友到家
裡用餐。我們為這種宗教包容的氛圍向祢獻
上感恩，願這裡的穆斯林與基督徒在愛中彼
此認識，透過友誼，引領印尼穆斯林歸向
祢。
特別為班查語的聖經翻譯工作禱告，求祢的
恩典幫助翻譯團隊加快進程，提升翻譯文的
品質，使得班查語聖經能合乎現代語境，用
貼切精準的文字語句，觸動班查語穆斯林的
心，也使班查語穆斯林中的查經工作得以展
開，更讓周邊沒有聖經譯本的穆斯林族群，
得以使用容易入門的班查語來認識神的話！
願本地化的福音和門訓運動在這個具影響力
的城市中蓬勃發展，裝備更多穆斯林背景的
歸主者，向同胞傳揚救恩的好消息。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
並借着我們在各處顯揚
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
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
都有基督馨香之氣。(林後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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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天

4月30日

星期六

利比亞的黎波裏

Tripoli
穆斯林人口 1,165,000

Photo by Allan LEONARD

咖啡廳，
是社交的絕佳場所
哈桑走進的黎波里一家新開的咖啡廳。
其實城市裡賣咖啡的地方很多，但相較老城
區的擁擠嘈雜，哈桑喜歡新咖啡廳寬敞、新
潮的設計。新咖啡廳也受到許多年輕人，尤
其是年輕女士們的青睞。
哈桑約了一群在大學裡認識的國際學生
碰面，他們定期約在鍾愛的咖啡廳裡聚會，一
起談論政治、運動和宗教，其中有幾位是基督
徒。哈桑之前從沒遇過基督徒，但他對基督信
仰很感興趣，深深被他們的經歷和主耶穌的
教導所吸引，想要更多地認識基督信仰。
咖啡廳是的黎波里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
環，咖啡是中東地區必要的社交元素。人們
不論是高興或是哀傷的時刻都要喝咖啡，私
人聚會、商務會議也少不了咖啡。喝咖啡是
慷慨、好客的象徵。
的黎波里咖啡廳是個老少咸宜的場所，
人們在咖啡廳裡聯誼、閒話家常、辯論、討論
計畫……這裡是大家交流想法和結交新朋友
的地方。因此，咖啡廳也是 絕佳的門徒訓練
場合。
利比亞只有不到十萬的基督徒，其中約
有1,500位穆斯林背景的歸主者。的黎波里是
利比亞最大、最多元化的城市，這裡充滿了
宣教機會。
天父，願人們在的黎波里的咖啡廳裡，借着
開放交流的機會，能夠聽見基督徒的福音見
證和信仰生活分享，並引發他們追求真理、
認識神的渴望。願祢繼續使用的黎波里開放
的自由，使福音能在這個城市中沒有攔阻地
傳開，進而影響周邊的城市。讓咖啡廳繼續
成為「福音站」或門訓與關懷的好地方。
求主差派更多基督徒，借由宣教、工作、求
學等方式，生活在的黎波里。求神格外保護
他們的安全，祝福他們在神在人面前，蒙恩
典、有聰明，讓穆斯林朋友得以用生活化的
方式，認識基督的愛。
利比亞因內戰引起暴力衝突，以及周邊極端
主義團體環伺，的黎波里總是處在衝突爆發
的前緣。求神保守的黎波里的和平，不讓戰
火封閉國家而中斷福音工作。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門徒；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8: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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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天

5月01日

星期日

敘利亞大馬士革

Damascus
穆斯林人口 2,153,000

面對信仰的逼迫和威脅

Photo by Marc Veraart

大馬士革
是基督教的歷史
名城，使徒保羅
就在這城因神蹟
而遇見基督，開
始跟隨主耶穌，
並踏上改變世界
的宣教之路。

大馬士革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續有人
居住的城市之一。大約西元前兩千年開始，
就有人類定居於此。因其獨特的歷史及文化
地位，聯合國將這城列為世界遺產。大馬士
革不僅對基督教歷史意義非凡，也是穆斯林
抵抗十字軍東征的核心地區，並且是伊斯蘭
倭馬亞王朝(Ummayad Caliphate)的首都。倭
馬亞王朝是穆罕默德及其繼任者四大哈里發
之後第一個世襲的王朝。
今天，大馬士革的人口約為239.2萬，這
座城市在21世紀初迅速地發展，主因是許多
年輕人遷入這裡工作和受教育，近年來卻有
許多人因為內戰而逃離大馬士革。目前大多
數市民是敘利亞阿拉伯人，也有庫爾德人，
以及少數的巴勒斯坦人。大馬士革的基督徒
人口比例大約為15～20%，高於敘利亞全國
平均比例的10%。此外，這裡還有極少數自
古以來就定居於此的猶太人社區。
大馬士革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基本上都能
和平相處。同為敘利亞人的他們，經常都要
面對戰爭這個嚴峻的挑戰。然而身居少數而
處劣勢的基督徒，除了面對戰爭，還要面對
信仰的逼迫和持續不斷的威脅。
天父，保羅在大馬士革遇見了改變他生命的
真光，懇求神的大光也臨及這座城市裡的每
個人，無論是東正教徒、敘利亞阿拉伯人、
庫爾德人、基督徒、巴勒斯坦人或猶太人，
都需要祢照亮生命的光，使人在光中得見
祢！
願這些群體，因着蒙神救贖而彼此和好，放
下歷史與戰亂所造成的仇恨，在神裡面成為
合一的新群體，向人見證基督長闊高深的
愛，能拆毀隔斷神與人、人與人之間的牆，
使人看見有神在他們當中。
願大馬士革的基督徒，向人傳和平的福音，
即便身處缺乏的環境，仍能伸手扶持幫助有
需要的人。願祢的愛充充足足供應他們所
需，使人看見他們身上有祢豐盛的恩寵。
求神為敘利亞帶來和平，讓大馬士革這座古
城能被重建。我們祝福這城要在地上萬國人
面前，使祢得頌讚、得榮耀，被稱為可喜可
樂之城。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
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
這一句話之內了。
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滅了。
(加5:13-15)

印度
哈里亞納邦
Haryana, India
作者 Justin Long(宣教研究員) 編輯 Isa、Joan

填飽印度人的小飯碗
Photo by NARINDER PAL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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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汽車與糧食的搖籃

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之後，
印度大陸一分為二。1966年，哈里亞納從
印屬旁遮普邦切割出來，自成一邦，成為印
度地圖上身影嬌小的省分。它所在的旁遮普
地區，幾乎是農業興盛之地，被暱稱為「飯
碗」或「麵包籃」。哈里亞納邦五臟雖小，
卻是印度稻米和牛奶主要供應地，是該國較
富裕的省分之一。
印度超過80%的挖掘機、50%以上的
汽車和滿街跑的雙輪車，都是出自哈里亞
納邦。這裡是印度最大的汽車製造產地，
同時也是科技業的中樞。當地居民的教育
程度偏高，單單在德里一帶，就有好幾間
高等教育學府。
哈里亞納邦的東北部，有一半地區被國
家首都德里環繞着，使得東北部在文化、經
濟上，薰染了德里的首都氣息，有別於其他
省內地區。

種族間的資源競爭
哈里亞納百姓普遍信奉印度教、說印地
語，而鄰近旁遮普的人口，則多半由說旁遮
普語的錫克人所組成。
賈特人(Jat)和巴格里人(Bagri)是使用哈
里亞納語的兩大族群。哈里亞納語雖是方
言，但普遍被視為官方印地語之外的第二語
言。
賈特人占哈里亞納邦人口的四分之一，
性格剛健武勇、保守頑固及不輕易改變。他
們世代務農和從軍，享有不錯的資源與社會
地位。但隨着農收下降、私人企業工作減
少，他們在2016年為了爭取政府專門給低種
姓所保留的教育及公務員名額，不惜以癱瘓
高速公路、火燒房子、破壞用水等方式，激
烈地向政府要求：「把我們劃為低種姓！」
這種不可思議的衝突，並不僅止於哈里
亞納邦與賈特人身上，而是力求上進的印度
現代化社會中，各階級及種族之間資源競爭
的縮影
人們深怕落於人後。

生活的自足，靈裡的缺乏
哈里亞納邦的百姓或許生活自給自
足，靠自己的雙手掙得一片天空，但他們尚
未遇見那位厚賜人白白恩典、使人生命得富
足的主。據官方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哈里亞
納88%的人口為印度教徒，6%為穆斯林，
錫 克 人 占 5.5% 註 ， 基 督 徒 的 人 口 僅 占 0.3
～0.5%之間，是印度少接觸福音的省分之
一。本月，我們將為哈里亞納邦百姓禱告，
盼望他們快快遇見基督，真正地經歷在救主
裡的安全感和全備豐富。
註：哈里亞納是旁遮普邦之外，擁有第二大錫克人口的
省分。

印度 • 哈里亞納邦
5 月 0  
2日

星期一

頂着成功光環，
他們也需福音
賽尼人
Saini

Photo by ndphotographer on iStock

賽尼人的傳統職業是以耕種和畜牧為
主，大多是地主或農民。進入現代化社會
後，他們的職業選擇更多元了，或開店當老
闆、或成立製造廠、或進入公部門工作、或
成為科學與教育界的專業人士。現今的賽尼
人因着優越的文化水平活躍於地方，擁有政
治影響力。
賽尼人普遍是一夫一妻制，雖有離婚
的自由，但鮮少人這麼做。長子雖是一家之
主，但所有兒子有權平分繼承財產。
多數賽尼人是印度教徒，相信印度教
神靈和驅邪法術。雖有印地語的聖經和福音
資源可使用，但他們平常不會接觸到這些事
物，仍舊必須有福音使者效法基督的道成肉
身，來到他們當中，賽尼人才有可能認識基
督是獨一的救主。
天父，願祢加添足夠的恩典給印度當地的
基督徒，使他們有堅強的心志和膽量，效
法基督凡事忍耐，降卑去到賽尼人當中，
按着真理而行，宣講全備的福音。「我就
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沒有
人能到父那裡去。」禱告真理的聖靈打破
撒但的謊言，使塞尼人看見，得救不是借
着好行為或虔誠表現，唯一道路是主耶穌
基督，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可使人得
救。盼望賽尼人轉而歸向祢，認識並回應
祢的愛，行在祢的旨意之中。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你們已經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
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西3:10

在古時，人的衣着是由社會地位、經濟
收 入、職 業 類 別 等 等 來 決 定。一 看 穿 着 樣
式，便可知道你是誰了。
保羅用「穿上」新人來描述基督徒的生
活。在希伯來思想中，人的外在表現就等於
內在品格的表達。換句話說，我的行為改變
了，就等於有新的身分。
現代社會與古時大相徑庭，現代人善
於包裝自己，隱藏殘破不堪的內在。基督徒
善於模仿敬虔的外貌，來偽裝充滿私欲的內
心。
保羅列出一份好衣料材質的清單：仁
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實、溫柔和節制。新的衣裳必定是由屬靈的
果子編織而成。不過，有一點需要先提醒
你：這些材質你無法一次擁有。
由內而外的改變是緩慢的。儘管如此，
隨着時間過去，你所穿的新衣，裁剪會越來
越合身舒適，生命不斷地被更新。直到有一
天，你甚至不察覺自己穿的是一件新衣，因
為你已經表裡如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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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超凡入世的存在
山拿達雅婆羅門
Sanadhya Brahmans

Photo by AwesomeShotz on iStock

披滿金飾的新娘希娜(Heena)，在婚禮
上羞澀地稱讚與她同為山拿達雅婆羅門人的
新郎：「你像持斧羅摩一樣英俊。我們在他
誕辰這天結婚，他一定會保佑我們的婚姻美
滿。」隨後，她笑着將花環套在持斧羅摩的
雕像上，兩人一同向他祈求庇護。
持斧羅摩(Parashurama)是毗濕奴的第
六個化身，曾多次擊敗向婆羅門挑戰的剎帝
利武士，維護了婆羅門的地位，被婆羅門種
姓視為守護神。
北印度有超過266萬名山拿達雅婆羅門
人，許多是政府部門、教育和商業領域的領
袖。這個婆羅門種姓也有不少「林中隱者」
，他們是虔誠的印度教祭司和學者，在修行
場所傳講《吠陀經》，對人的思想深具影響
力。
山拿達雅婆羅門人備受印度社群的認可
及尊重。他們主持宗教儀禮，忠誠地事奉印
度神祇，為人們祈求上天的賜福，因此他們
不容易敞開心門去聆聽或接受福音。
天父，祢是自有永有，勝過萬有的獨一真
神，祢曾說過「驕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
卑，在那日，唯獨耶和華被尊崇。偶像必全
然廢棄」。山拿達雅婆羅門是印度教地位崇
高的僧侶和學者，願祢得着這些宗教領袖，
用真理將他們帶回到祢面前。祢的名在他們
當中被高舉，在他們當中興起祢的先知。神
啊！求祢使他們在授業、解惑、傳講所持守
的傳統印度教教義時，有強烈不滿足感，引
導他們來尋求祢真理的聖靈。求差派使者幫
助山拿達雅婆羅門人了解基督信仰，經歷祢
所賜下的慈愛、憐憫和赦罪的平安。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奶的
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我的心
在我裡面真像斷過奶的孩子。
詩131:2

在希伯來的原文中，這裡出現兩個動
詞：shavah(直譯為像)和damam(直譯為安
靜、不動、等候)。大衛用這兩個字來描述自
己的態度，他決定要像一個安靜不動的斷奶
小孩，不會因為要喝奶而隨意哭鬧。即使母
親不再餵他母奶，仍然相信她會供應其他食
物，安穩地信靠她，享受她的看顧。
大衛這是在說，他已經學會如何刻意地
安靜信靠神，而不是要求神必須立即滿足他
的需要。他要等候神的供應，因為神時時刻
刻都與他同在。
你斷奶了嗎？
神正借着生活中的許多人事物，訓練我
們長大成熟。然而，我們時常像不願意斷奶
的嬰孩。
神要我們斷奶，不要依賴其他人事物，
而是單單依靠祂。讓我們一起向大衛學習，
單單信靠神，因為祂顧念我們，祂永遠會供
應我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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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大戰，砸好砸滿
阿拉因印度教徒
Hindu Arain People
印度年輕人最期待每年春分的灑紅節
(Holi，又稱胡里節)。人們不分階級地玩在一
起，互擲彩色粉末或彩水，歡樂地相信身上
被撒得越繽紛越幸運。
「來一杯『班』(Bhang)！」阿拉因印
度教徒其安(Kiaan)，指着抹茶色的飲料說：
「印度人喜歡在節慶上喝這種浸泡大麻的飲
料。」對於彩虹大戰在全球迅速竄紅，其安
不以為意，繼續說道：「我們的灑紅節是慶
祝黑天神(Krishna)的新年節日，各色粉末都
有含義。藍色代表黑天，綠色代表新生，紅
色象徵愛與豐收。灑紅節其中一個傳說是，
黑天神擔心愛人不喜歡他的藍皮膚，所以干
脆也在愛人的臉上畫上染料。」
31萬名的阿拉因印度教徒，大多數居住
在哈里亞納邦，或散居在德里和旁遮普邦。
他們重視教育，並在政法商皆饒有成就，也
種植品質優良的甘蔗以獲得豐厚的收入。
阿拉因人透過獻祭、祈禱和慶祝宗教節
日，以榮耀他們的神明。他們也與許多在哈
里亞納邦的印度教徒一樣，特別喜歡在春天
慶祝灑紅節。
天父，阿拉因人透過獻祭、祈禱和慶祝宗
教節日榮耀他們的神明。他們不知道「諸
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大自然每天持續地彰顯父神的榮美。願
祢差遣使者，用阿拉因人能接受和明白的
方式傳達祢的話，讓他們了解祢的愛和
恩典，知道他們是蒙祢的眷顧而轉眼仰望
祢，將榮耀歸給祢，不要歸給被造的偶
像。父啊！願祢榮耀祢的名，祢的大能在
阿拉因群體中彰顯，吸引他們，興起歸主
運動。願阿拉因人傳揚祢的作為，願萬民
述說祢的榮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
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
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
神。弗2:12
神的治國方針獨樹一幟，而我們借着耶
穌就可以進入他的國度，然後呢？
「國民」這一字，希臘字根是
polis，在使徒行傳22:28則翻譯成
「民籍」。
在保羅時代的希臘，住在城市或在那裡
出生的人，不一定是公民，有民籍的才是。
要得到民籍並不容易，因此所有擁有民籍的人
都會認真地盡公民義務。
或許，我們要調整「天國」的觀念。首
先，神所建造的是新耶路撒冷城，凡住在城
內的國民都有城牆的保護，且每個人都彼此
認識，關係密切。
其次，成為以色列的「國民」就等於是
被神收納為有民籍的公民。為什麼神要單單
揀選以色列，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小國，來傳
揚祂的救恩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以色列是
亞伯拉罕的後裔，國民之間擁有血緣關係。
如今，我們也被收為這城的一員，代表着我
們有責任要順服神。
成為神國的子民何其榮幸，好像一個大
家庭，我們共同繼承神的約，彼此之間有弟
兄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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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命運的逃亡者
阿羅拉印度教徒
Hindu Aroras
法珍(Farzeen)是
一位成功的女商人。她
在阿羅拉家庭中長大，
從小父母給了她兩大禮
物：一是要求她做事盡
責認真、看重榮譽，致
Photo by Ondine32 on iStock
使法珍創業後，因注重
品質與商譽，而獲得幾個國外大廠的訂單。
其二是即便環境艱困，她的父母仍不遺餘力
地支持她和哥哥去讀書。
然而長大後的法珍卻將她的成功，歸功
於印度教的財富女神
吉祥天女(Laksmi)。
生意賺錢時，除了給員工發獎金，她還會到
印度神廟去祈福還願。
阿羅拉印度教徒雖然在印巴分治時，倉
促地從穆斯林之地逃到印度，連家當都來不
及帶上，但由於他們性情堅忍、追求卓越，
很快就後來居上，站穩腳跟。特別在商業領
域，人們都信賴他們，喜愛與他們做生意。
阿羅拉人深信神明將財富賜給了他們，
所以崇拜那些可以滿足他們財富需求的印度
教神祇。
天父，祢是豐盛慈愛的主，阿羅拉人雖然經
歷患難，失去了一切，但可以堅韌地挺過
來，禱告阿羅拉人能意識到錢財、教育或地
位都不能帶給他們安全感和滿足。求聖靈差
派在商業領域的信徒接觸阿羅拉人，帶領阿
羅拉人認識神的國，得着神的恩典，認識祢
是那位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的神，使他們
在沒有安全感中得着倚靠。求主興起更多基
督徒參與教育事工，賜他們忍耐和智慧的心
得着阿羅拉人的年青人。願阿羅拉群體興起
植堂和門徒運動。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撒母耳長大了，耶和華與他同在，使
他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撒上3:19
撒母耳先知是神的發言人，他所說的話
之所以不會落空，乃是因為那些話是從神而
來的。
「落空」的希伯來文是napal，直譯是
「不會讓從他來的任何話掉在地上。」
撒母耳的口所出的話一句都不掉在地
耶和華與他同
上，為什麼呢？答案在於
在。
我們常花許多時間、精神和體力來經
營人際關係，但往往換來「掉在地上」的結
果。經文提醒我們，處理好與神的關係才是
最為重要的。
仔細想像這幅圖畫：我的話語掉在地
上，如樹上掉下來的枯葉一樣，是孤寂蕭瑟
的感覺。不過，神總是曉得如何回收掉落在
地上的一切，只要我朝上仰望，神就能讓落
地的一切重新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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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甘地挽留的一群人
梅奧人
Meo People

梅奧人多從事畜牧業，並以繁殖牛犢的
功夫聞名印度。
1947年，印巴分治鬧得沸沸揚揚時，甘
地來到哈里亞納邦，拜訪了長期被印度教徒
發動暴力襲擊的梅奧穆斯林村莊。他安撫梅
奧人不要離開祖先的土地到巴基斯坦去，力
圖為印度白熱化的宗教衝突謀求和解。這位
和平主義者的到訪，讓梅奧穆斯林一度對未
來心生盼望。
沒想到一個月後，3顆子彈射穿了甘地
枯瘦的 身 軀 ， 和 平 之 夢 也隨之破碎了。梅
奧婦女 哭 泣 唱 着 ： 「 一 顆子彈穿過了甘地
的胸膛 ， 讓 梅 奧 人 失 去 信任。」梅奧穆斯
林開始 後 悔 沒 有 離 開 印 度，但又不捨離開
其家鄉。
這些留下來的梅奧人，生活充滿着矛
盾。他們原是印度教的剎帝利種姓群體，在
阿拉伯人侵略印度時，改信伊斯蘭教，可是
他們的生活習俗還是很印度化。他們既慶祝
伊斯蘭 教 的 開 齋 節 ， 也 慶祝印度教的排燈
節，並經常在長長的名字中，混用印度教與
伊斯蘭教的名字。他們住在印度，印度人卻
叫他們巴基斯坦人；他們熱愛印度家鄉，在
此流血犧牲，卻不被他人認同。
天父，祢看到了梅奧人身心靈的傷痛，因
祢是為孤兒寡婦伸冤、憐愛寄居者、在困
境中的盼望和倚靠。願更多基督徒主動接
觸梅奧人，在與真理不相衝突的文化傳統
和生活習慣上，展現基督信仰對梅奧人的
尊重與接納，使他們知道父有多愛他們。
願基督徒滿有憐憫、信心和能力，帶領
梅奧人經歷神國度裡的喜樂與平安，和
從神而來的醫治。父神，請祢打開梅奧人
的心，挪去他們認為基督教是西方墮落主
義的刻板印象，以開放態度認識並接受基
督。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人若偷牛或羊，無論是宰了，是賣
了，他就要以五牛賠一牛，四羊賠一
羊。出22:1
偷竊就需要賠償，這是聖經的原則。人
必須當面賠償給他所虧欠之人，包括償還對
方的財物、尊嚴和榮耀。
「 賠 償 」的 希 伯 來 字 是 s h a l a m，
「得安全」、「得完整」的意思。在約書亞記
11:19和詩篇7:4兩處，則翻譯成「講 和、和
好」。
在古希伯來文化中，法律是用來要求罪
犯和受害人透過賠償來修復關係。而今，我
們的法律代表往往是國家，其直接將罪犯與
社會隔離，並要求罪犯繳罰款給國家。此作
法直接忽略了罪犯與受害者和好的必要性，
兩者之間沒有互動的機會，與古希伯來文化
是截然不同的情景。
從社會穩定性的角度來解讀神的律法，
你會看到一個天差地別的生活方式。在個人
和財產皆得到尊重的同時，犯罪者也會因彼
此和好而得到實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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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莊的領袖
賈卡爾．賈特人
Jakhar Jats

Photo by Nikhil Patil on iStock

賈特有句俗語：
「人們來來去去，但我
將永遠存在。」賈卡
爾‧賈特人真心認同這
句話。不論時代怎麼變
遷，他們都以勇敢的姿
態，高貴、驕傲、有尊
嚴地活着。

哈里亞納邦農村有不少富有的大地主，
大多是賈特人。他們認為自己是王國戰士拉
吉普特人的後代，即便王國瓦解了，仍舊掌
握土地與村莊收入，勇敢地捍衛自己的土地
和權益不被侵犯。他們強烈的主導統治欲，
使周邊的群體都畏懼三分。
賈特人通常身形高大，勇敢尚武，在英
殖時期投入軍旅，被英軍評鑑為戰鬥民族之
一。他們很為祖先感到光榮，特別是那些住
在農村的，都相信先祖賈卡爾(Jakhar) 是從
刀劍中獲得力量，開創了賈卡爾支系。
賈特人生性保守，多與同族通婚，少
與其他種姓聯姻。同一氏族的人，只要不是
同個高祖父母(四代沒有血緣關係)，就能結
婚。
賈特人認為基督教是低種姓為了擺脫種
姓制度才選擇的信仰，他們一般對福音沒有
興趣。
天父，萬有的主，求祢在賈特人心中動工、
掌權；他們因為自身優越的傳統、文化，不
容易坦承面對自己的軟弱。願聖靈帶領他們
歸向基督，如同尼布甲尼撒王體悟到神的偉
大而謙卑降服，承認祢的榮耀與主權，說：
「那行動驕傲的，他能降為卑。」願賈特人
成為新造的人，從好戰維護自己權益，轉而
明白天父才是真正的賜予和保護者。求父使
他們的領袖成為主的門徒，帶領整個社區經
歷主寶血的潔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耶和華說：「你做了什麼事呢？你兄
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
創4:10

此處的「血」用的不是單數，而是複
數。這是為什麼呢？
神 是在 說，他 知 道 亞伯 本 該 有後 代子
孫，卻都被該隱謀殺了，永遠無法出生在世
上。從這一個字，便可看見一個人死後所帶
來的後果不堪設想。
我們總是以個人角度在看事情，誤以為
生命只關乎個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一個人
與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人之間皆有關聯，謀
殺所影響到的不只是一個人而已。
即便該隱的罪得到饒恕，也不會改變其
對亞伯所造成的影響和後果。
然而，感謝神賜下耶穌基督，祂塗抹
我們一切的過犯。雖然依舊是罪人，難免會
有哀告的聲音，但神會不斷地教導和幫助我
們，學習過一個合神心意的聖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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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的掙扎
塔爾漢人
Tarkhan People

Photo by reddees on iStock

塔爾漢人的傳統職業，跟主耶穌一樣是
木匠。他們是一群錫克教及印度教徒，住在
不容易觸及福音的哈里亞納邦。
戴維克(Daiwik)與人分享他歸主後的日常
掙扎：每當工作時，他都會看着塔爾漢夥伴
建造大樓時的辛勤身影，並思考着要如何向
他們傳福音。
他從小相信輪迴，長大後才意識到輪
迴是多麼無望，直到有一本小冊子告訴他：
在基督裡有永恆的歸處。他便照着冊上的禱
文，祈求基督赦免他的罪孽，引導他走永生
的道路。
戴維克開始到路邊網路咖啡廳搜尋有
關信仰的資訊。有一些低種姓的見證引起了
他的共鳴，因為塔爾漢人身上也有「落後群
體 」 的 標 籤 。 可 是 每 當 面對父親、叔伯和
親友時，戴維克深怕他們會排斥獨一神的信
仰，自己會淪為一匹「孤狼」。
許多塔爾漢人的收入微薄，且沒有基本
的識字能力。根據印度人口普查結果，有少
數塔爾漢人自稱是基督徒，但至目前為止仍
沒有證據顯示他們當中有任何教會。
天父，塔爾漢人住在不容易觸及福音的哈
里亞納邦，求祢開路、感動、引領宣教團
體去到他們當中，見證以馬內利的神，傳
揚生命之道。求主拆毀在塔爾漢人中來
自錫克教及印度教的黑暗權勢，釋放塔爾
漢人從惡者權下歸向真神。禱告福音可以
先得着塔爾漢人的領袖，賜他們平安、智
慧和能力，能喜樂地帶領族人歸向基督。
我們為初信者禱告，求神保守他們的信
心，在孤單中經歷主的同在，活出剛強、
仁愛、良善的生命。祝福塔爾漢人建立教
會、有美好的門訓事工，廣傳福音，成為
社群的祝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愚頑人心裡說：沒有神。詩14:1
如按希臘式思維，智力不足就是愚蠢之
人。但在希伯來文化中，愚頑人的定義卻是
不順從神、行為不符合真理之人。
愚頑人做事毫無顧忌，不遵行神的指示
過生活，陷在道德敗壞之中。這樣的人不是
沒智力，而是故意去行得罪神的事。
愚頑人的希伯來字是nabal。還記得激
怒大衛的拿八嗎？
拿八(Nabal)就是個愚頑人，拒絕幫助
大衛，還高傲自大地出言侮辱他。愚頑人有
時並不是犯下欺騙、偷竊、淫亂等惡事，而
是他們目中無神，隨從己意。
試想，我平時的言行有沒有彰顯神的屬
性？我有否對罪抱着得過且過的心態？我是
愚頑人嗎？

印度
奧里薩邦
Odisha, India

伽藍佛法沒落，賈格納當道
作者 Justin Long(宣教研究員) 編輯 穎穎、Isa、Joan

Photo by Jagamohan Senapati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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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改變暴君的一場戰爭

西元七世紀，前往西域取經的大唐玄奘
法師，曾路經烏荼國(今奧里薩邦北部)。在
《大唐 西 域 記 ． 卷 十 》 提到烏荼人篤信佛
法，有「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
締造此地佛教興盛的關鍵，是西元前
265年的羯陵伽之戰。當時孔雀王朝窮兵黷武
的阿育王，如願攻克了帝國版圖的最後一個
絆腳石──羯陵伽國(Kalinga，又譯卡林加，
在今日的奧里薩邦)，但此役血流成河的慘
烈景況，使這位暴君的心深受譴責。經過一
位高僧的開示，阿育王以佛教作為贖罪的出
口，於皈依後大興佛廟，並派出使團向周邊
的國家與海島弘法，帶來佛教的空前盛況。

最有勢力的地方守護神
隨着歷史的改朝換代，佛教逐漸沒落，
印度教統治者的信仰則成了主流。如今的奧
里薩邦幾乎無人識得佛法，取而代之的是，
隨處可見的一個個頭圓圓、眼睛大大的印度
教神祇賈格納(Jagannath)。其以宇宙之神、
毗濕奴化身之名，成為奧里薩邦解救疾苦的
主神。
普里(Puri)的賈格納神廟是印度教四
大聖地 之 一 ， 非 印 度 教 徒均不得進入。每
年夏季，這裡會舉辦盛大的「檀車節」
(Rathyatra)，賈格納的神像被抬出神廟繞
境，接受各方膜拜。慶典上，奧里薩邦人會
以聞名遐邇的銀花絲(Tarkashi)工藝，打造精
細繁複的飾品供養賈格納神像。

福音始終未臨
奧里薩邦位於印度東部，東枕孟加拉
灣，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如鐵和煤礦。其
內陸多山，人煙稀少；而6條主要河流蜿蜒的
東部沿海平原，則人口稠密。古時沿海上絲
路來此貿易的商人絡繹不絕。
奧里薩邦的公路和鐵路系統並不發達，
雨季時許多地區形同封閉。該邦高達20%
的人口是部落居民，長期居住在較偏僻的地
區，外人不易接觸。他們偶爾會走兩三天的
路程，將農產或牲口帶到山下的市集販賣。
除了交易買賣，他們鮮少與其他人交流。
首府布巴內什瓦爾(Bhubaneswar)是該邦
最大的城市，大量移工的湧入，形成當地男
多女少的現象。這裡設立了許多生產公司，
並發展出數個出口海港。
奧里薩邦百姓的識字率已從1991年的
49%增長至73%，47%的人口仍處於極度貧
困。截至2020年，奧里薩邦仍有712個未得
群體。本週，我們一起祈求基督在這些人群
當中動工，使福音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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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現今社會的狩獵人
博塔達人
Bhottada People

Photo by MANORANJAN on iStock

在現今的社會，還有什麼人依然待在奧
里薩邦的森林裡，過着像祖先那樣農耕漁獵
的生活？答案是博塔達人！
博塔達人相信他們的先祖是最早來到
印度定居的群體之一。他們種植白米、玉米
和根莖類作物，並捕捉小動物和魚鮮充當菜
餚。閒暇時，他們也會編織籃子販售，以賺
取收入來購買自己無法製作的物品。
博塔達人是印度教徒，他們只嫁娶同個
族群的人，通常表親聯姻。若是在多元族群
共居的村莊裡，博達人會同住在一區，以免
丟失了他們的身分認同。
博塔達人 是表列種姓(Scheduled
Backward Caste，SC，達利特群體)，主要說
庫維語(Kuvi)。雖有庫維語的新約聖經及《耶
穌傳》電影，但博塔達人幾乎是文盲，即便
有福音影音資源，貧困家庭也沒有設備接收
這些訊息。博塔達群體非常需要宣教士來到
他們當中，求神賜下有果效的傳福音方法。

天父，祢是厚賜百物給眾人的神，求祢紀
念博塔達人，使他們的社區不至缺乏。禱
告博塔達人願意讓宣教士進到他們當中，
用他們可以使用的資源和接受的方式傳講
祢的救恩。求聖靈預備他們的心，使他們
願對福音敞開，並接受主為獨一的救主。
禱告聖靈在博塔達人中間興起追隨者，在
真道上裝備自己，勇敢為主做見證，成為
得人漁夫。我們為博塔達青壯人禱告，願
他們領受福音。求主使博塔達人的牧者們
有牧養年輕人的智慧。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
信德嗎？路18:8
中文的翻譯少了定冠詞the，原文直譯
為「人子遇得見世上有『這』信德嗎？」也
就是說，當主耶穌再來時，他要尋找的是一
種擁有特別信心的人。
讓我們從不義法官的比喻來明白神的
心意。比喻中的婦人不顧法官當時的反應，
一意孤行地相信這世界仍有公義存在，所以
她鍥而不捨，切切懇求，直到達成目標才甘
願。
神要的正是這種特別的信心，堅定不移
地相信祂會再來。即使外在環境令人失望，
什麼成效也看不見，卻仍相信神在掌管
一切。
這比喻是針對禱告。當主再來時，要找
的是擁有恆切禱告的信心，持之以恆地祈求
神賜下恩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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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失去土地的農民
蒙達人
Munda People

Photo by Biswaranjan on iStock

蒙達人是印度較大的部落群體之一，散
居在印度各地。這些分散在各地的蒙達部落
有着不同的語言，但職業多半是農民、伐木
人和編籃人。他們的土地多半在印度殖民時
期就被人奪走，所以現在的蒙達人只能幫人
耕種。蒙達人提倡一夫一妻制，不與其他群
體通婚。
很多蒙達人因無法閱讀和書寫，而被社
會排拒在外。但印度政府不僅給了他們表列
部落(Scheduled Tribes，ST)的身分，還給予
他們公務員和上大學的保留名額，試圖幫助
他們走出貧困。
大部分蒙達人自認是印度教徒，但印度
教徒卻不那麼認為。蒙達人信奉的是一種叫
做薩奈信仰(Sarnaism)的宗教，主要崇拜聖
木或娑羅雙樹(Shorea Robusta，又稱無憂
樹)。薩奈教信徒敬拜存於樹林間的大地女
神，每年至少兩次在聖木前獻祭。
天父，求祢憐憫長期受壓逼，內心憂傷和
痛苦的蒙達人，祢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你面前」，祢會使他們得安息。求
聖靈開蒙達人眼睛，認識祢是他們尋找
的真神。求祢帶領宣教工人成為他們的朋
友，在醫療、教育和培訓職業技能上幫助
他們，以改善他們的生活，並尋找機會向
他們傳福音。願蒙達人聚居的地方能建立
起教會和培訓門徒事工。求主保守工場上
的宣教工人有健康和順服的心。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你的惱怒，我的肉無一完全；因我
的罪過，我的骨頭也不安寧。詩38:3
大衛此處使用Khatta’a，來告訴我們什
麼是罪。這字在舊約聖經中常用來描述
罪，意思是「錯過靶心」。當我們犯罪時，
就是錯過、打歪、達不到目標。
那犯罪是什麼呢？雅各書4:17給了我們
一個簡單易懂的判斷方式：「我們若曉得什
麼是該做的事，卻不去做，我們就犯罪了。
」當我們不去做該做的事，罪的毒素就進入
身體，危害我們的健康。
大衛之所以身心混亂，是因為他明明曉
得什麼是該做的，卻不去行，還誤以為可以
逃脫一切，結果他飽受罪惡所帶來的痛苦。
毒素只要還在他體內，四肢就不能正常活
動。
你是否也曾像大衛一樣，明明知道「
靶心」在哪，卻故意打歪？當痛苦蔓延全身
時，你是否誤以為自己可以硬撐過去，不需
要去找醫生處理毒素？
去找我們的大醫生吧！去做該做的事
吧！唯有如此，才能把毒素吐出來，恢復身
心靈的平靜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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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21世紀的農奴
帕諾人
Pan People
今天介紹給大家的Pan，並不是希臘神
話裡的潘神和牧羊神之笛，也不是西班牙麵
包或平底鍋，而是居住在印度東部聯邦(特別
是奧里薩邦)的帕諾人(又稱Pano)。
帕諾人的人口約130萬，所有人擁有同
樣的姓氏，他們會說印度語或奧里薩語(奧里
薩的主要語言)。其中大多數是印度教徒，只
有1%為基督教徒。
在21世紀的今天，一些帕諾人仍是身分
低微的農奴(歐洲早已廢除這種制度，俄國則
是在19世紀廢除)。其他帕諾人則從事日薪
勞工，每天替別人打雜；或從事樂師，在慶
生或喪禮儀式上演奏樂器。有些帕諾人屬於
種姓制度落後階級的賤民，他們有時會離開
印度教歸向佛教或基督教，以擺脫種姓制度
的污名。
目前，他們當中有少數人成為基督徒。
無論帕諾人追隨哪種宗教，他們都會被其他
社群逼迫和蔑視，因此他們非常需要教育、
社區發展及基本的尊重。懇求耶穌基督祝福
他們，轉化他們的社區和社會地位。
天父，許多帕諾人因受欺壓和蔑視而擁有
痛苦的傷口。求祢讓每一個帕諾人有機會
遇見愛他們的主，知道他們在祢眼中看為
寶貴，明白自己被神喜悅和接納，而恢復
尊嚴和盼望。願弟兄姊妹和基督徒商人效
法基督的樣式，喜樂地服事窮人，提供教
育及合適工作機會給生活與心靈都缺乏的
帕諾人，使他們知道一切好處不在神以
外。禱告帕諾族群來到耶穌的面前領受生
命的靈糧。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
嗎？約3:10
希臘的教育模式是老師有效率地傳授知
識給學生；神的教育模式卻是以身作則，帶
來生命轉變的師徒關係。在神看來，除非你
有實際行動，否則就不算已經明白。
我們素來傾向於快快提供知識，連傳福
音也是把「使人得救的知識」迅速講一遍。
然而，耶穌卻花3年時間，揀選12個門徒，
與他們建立美好的關係，一點一滴教導他們
如何過一個順服神的人生。
明白，其希臘原文ginosko是一個動詞，
意思為「得到知識、理解、明白」。
所以耶穌要問尼哥底母的是：
「你作為子女、學生、隨從者和鄰舍的教
師，難道還沒有明白聽到神的話就要遵行
的道理嗎？」
看來，尼哥底母這位備受尊敬的老師，
只知道知識，卻沒有順服的行動。
今天，耶穌也在問我們：「你教導孩
子、弟兄姐妹、鄰居，難道還不明白聽道就
必須行道嗎？」
我們總以為明白了所有教義，但在神的
眼中，若行為沒有被福音轉化，就不是真正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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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劍士，今日的地主
坤代人
Kundai People
當我在班上教到有關美國黑人、美國
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國人族群研究的課程
時，總會問學生：「看到這些名字，你們會
聯想到什麼？」例如：庫伯(Cooper)製造酒
桶、庫克(Cook)和貝克(Baker)負責準備餐
飲、史密斯(Smith)是鐵匠、凱瑟(Kaiser)是
位君王等。
今天所要介紹的坤代人，他們的名字
蘊含着「劍士」和「地主」的意思。雖然兩
者看起來南轅北轍，但是追溯他們的歷史脈
絡，即能明白兩者之間的關係。從莫臥兒帝
國時期至英國統治時期，坤代人就像羅馬士
兵或中古武士一樣，透過當兵來換取土地。
今日，多數坤代人已成為地主，擁有屬
於自己的土地，那些種姓制度落後階級的勞
工為他們工作。一些坤代人也在印度軍隊、
執法單位、公共服務部門及教育單位工作。
對占有170萬人口的坤代人而言，政治
和教育是他們生活中很重要的元素。雖然目
前已有以他們語言製作或出版的福音材料，
但在他們當中仍有99.95%的人口為印度教
徒。

天父，求祢將生命之道放進坤代人的心
裡，能活潑有功效地照亮坤代人的魂與
靈，讓他們能辨明心中的思念。求主讓坤
代人明白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會過去，再
好的人都是罪人，虧缺了神的榮耀，祈求
祢向他們啟示基督赦罪之恩。求聖靈把與
真神建立關係的渴慕放在坤代人心中，使
他們願回轉歸向真神。父啊！求祢在軍
隊、執法單位、公共服務和教育單位興起
有見證的信徒，裝備他們曉得如何向坤代
人傳福音。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
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3:36
若要更貼近原文apietheo，翻譯應為「
悖逆、不順從」。悖逆的態度就是漠不關心
(apathy)，借此說明了信心和順服之間的關
係。
「信」不只是頭腦接受和吸收
知識，還必須產生行動，否則就等於
「不信」。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信心和行動是可
以分開的，只要相信耶穌就可得到天堂入門
票，卻從不強調生活應該積極順服主。
信 ， 原 文 為 pistos。 這 字 在 約 翰 福 音
裡，出現多達92次，且處處意在表達信不是
承認事實即可，而是「信而服從」。約翰讓
我們從自我中心轉而看重與神的關係。
從創世紀到啟示錄，沒有一頁不談到「
信而順從」，這是聖經自始至終的重點，是
進到父神那裡的唯一道路，沒有什麼比信徒
要服從耶穌更為重要的了。除去世人罪孽的
羔羊，我們怎可不聽從祂？
倘若我們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漠視神的
話，不要忘記那句警醒之語：「主說，我從
來不認識你們。」

印度 • 奧里薩邦
3日
5 月 1  

星期五

靠土地吃飯
科爾塔人
Kolta People

Photo by Manoranjan Mishra on iStock

科爾塔人與過去兩天我們所代禱的
坤代人和帕諾人使用同樣的語言，他們
一樣居住在奧里薩邦。根據約書亞計畫
(Joshua Project)，科爾塔人與帕諾人之間有
一些相連關係。
科爾塔人主要靠土地吃飯。他們當中有
些種植稻米，有些則養殖牛犢或羊隻。至於
那些沒有從事農耕活動的科爾塔人，則從事
教師、工程師或醫生等職業。他們擁有自己
的區議會，以照顧他們的福祉，並保護該區
的安全。
科爾塔人多半信仰印度教，主要敬拜象
頭神迦尼薩。迦尼薩是一個有着象頭且大肚
便便的神祇，他能除卻各種障礙，是印度社
會非常受歡迎的神祇。科爾塔人也敬拜其他
神祇。
雖然目前已有科爾塔人可以使用的基督
教紙本和媒體資源，但多數的科爾塔人仍未
認識耶穌基督。
天父，願祢的靈在科爾塔人中運行，柔軟
他們的心，打開他們的眼，叫他們認識祢
是獨一真神，並接受和依靠祢。禱告他們
從黑暗勢力中得釋放，經歷一切好處不在
祢以外。求父興起更多工人有智慧、見識
和膽量，以適合科爾塔人文化的方式，領
他們歸向祢。懇求堅固科爾塔初信者的信
心，差派許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他們，
讓他們可以放下各樣的重擔，存着信心
和忍耐追隨祢。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
他所自出之土。創3:23
這節經文所要強調的不在「個人」，而
在創造土地的神和出自土地的人之間的關
係。
過往，讀這節經文時總是把重點放在罪
疚感，人要負起犯罪後辛苦工作的責任。但
若從這角度來思想，那人則成為了焦點，與
土地無關。
希伯來思想卻非如此，adam是人，而
adama是土地，從而強調創造大工的持續性
人是從土地所產生的，而土地是神所賜
下的。
人雖是按着神形象所造，卻與土地息息
相關。所以當亞當犯罪時，罪的後果也直接
汙染了土地。
人是adam，從adama而來。創世記前
三章多處提及這兩個字，神要讓我們看到，
所有人皆離不開土地，我們都是同一塊土地
的人民。人類是合一的，你和我一樣，是兄
弟姐妹，因為神如此造我們。
或許，我們該注意聖經裡有關人的概
念，是否與世界所強調的個人主義有着天壤
之別？

印度 • 奧里薩邦
4日
5 月 1  

星期六

神並不是這樣工作的！
甘達人
Ganda People
如果你不瞭解奧
里薩邦甘達人的真
實情況，也許約書
亞計畫上所記載有
關他們的資料會讓
你以為，他們不再
Photo by OscarEspinos on iStock
需要我們的禱告和
宣教工作。畢竟在
他們當中，每一千人就有約6人是基督徒，這
在奧里薩邦算是不錯的情況。況且目前已有
奧里亞語的文字與語音形式的聖經，也有錄
製下來的聖經教導，並且可以在網上觀賞到
《耶穌傳》電影。
我們或許覺得應該前往另一個沒有機會
聽到福音的族群中繼續推動宣教的工作，但
是神並不是這樣工作的！祂必定不會錯過任
何一個機會，透過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寬恕每
個族群裡的每個人，並使他們經歷永恆且豐
盛的生命。
過去我們曾為甘達人禱告，今日我們還
要繼續為他們禱告，直到這個群體裡的每個人
都有機會聆聽到福音的好消息。為什麼呢？因
為我們的神是非常有耐心的，祂不要任何人受
苦，但要所有人來到祂面前悔改。
天父，為甘達人感謝祢，因他們當中已有
人聽聞福音。神祢愛他們，祢願所有甘達
人都得救，不願失落一個。求祢賜宣教同
工毅力和耐心，繼續向甘達人傳福音。祢
說祢必在他們前面行，與他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禱告許多甘達人立志尋求耶
和華，在真道上成長，結出聖靈的果子。
愿每一個甘達人的家庭、社區、文化各層
面都被神的靈更新轉化，成為基督精兵，
以火熱的心回應神的呼召，接受裝備向其
他族群見證天國的真實，成為他人的祝
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為耶和華將沉睡的靈澆灌你們，封
閉你們的眼，蒙蓋你們的頭。你們的
眼就是先知；你們的頭就是先見。
賽29:10

那時，以色列百姓假意親近上帝。於
是，神把啟示祂心意的先知取走，百姓要摸
黑過日子了。
先知，希伯來文是naviy，其字根的意
思為「無遺巨細地察看、觀看、考慮」。雖
然先知有時會談到未來的事，但更主要的工
作是替神傳遞信息，給百姓帶來引導、警告
或責備。Naviy的字根，還包含「建設、指
示性」，讓那些與神立約的百姓曉得該如何
過生活。
以色列百姓輕忽神揀選他們的目的。
他們只顧自己的益處，為自己積攢錢財，不
向世界傳遞神的恩典；他們驕傲自滿，不是
寬恕包容的群體；他們追求世界上的成功，
漠視上帝的誡命；他們以肚腹為神、容許淫
亂和情慾，貪戀權勢、欺壓弱者和窮人。
以色列人跟隨不敬虔的領袖，如同瞎
子領瞎子。於是，神任憑他們。這是神給他
們的懲治。
我們該引以為戒，不要忘記被揀選的
目的。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謹記神的吩
咐，向這世界傳揚神的美善屬性，並將榮耀
歸與父、子與聖靈。

印度 • 奧里薩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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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不得進入毗溼奴神廟
卡恩德拉人
Kandra People
在寺廟前，一個年輕的卡恩德拉人悄聲
地對朋友說：「他們絕不允許我們進去的。」
朋友回應說：「會的，我們一定進得
去。」
「拜託，那個婆羅門老祭司不會承認我們
的。」那個年輕人焦急地說。
兩個年輕人走向寺廟，婆羅門祭司站在
寺廟的階梯前，對着他們搖搖頭：「你們不
能進來！」
那位朋友不服氣地說：「但是毗溼奴歡
迎所有人。我們像其他人一樣，來這裏衹是
要敬拜神明。」
「你們跟其他人不一樣！我們是印度教
徒，你們是卡恩德拉人，快點離開這裡吧！」
老祭司瞪着他們說。
奧里薩邦的卡恩德拉人屬於種姓制度
裡被歸為「賤民」的一群。他們大多數是文
盲，靠從事卑賤的工作營生。由於社會地位
很低，他們長期不斷被人歧視，並遭受印度
社會其他族群的排斥，可想而知他們的心裡
肯定很不是滋味。
我們一起為他們禱告，希望他們可以與
神建立一段很特別的關係，而祂也將帶給他
們人生的目標與尊嚴。
天父，卡恩德拉人常年被人歧視和欺壓，
他們和其他「賤民」所受的折磨祢都看見
了。求祢差派使者告訴卡恩德拉人：天父
一直在等候要用無盡的慈愛擁抱他們。他
們只要借着信就可以成為天上大君王的的
兒女，得着愛和尊重，不再分為奴的、自
主的。求主扶持卡恩德拉人中初信者的信
心，讓他們在凡事上曉得倚靠主。求主興
起宣教工人針對卡恩德拉社區的需要，帮
助他們在屬靈及物質層面經歷神的豐盛。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處女豈能忘記她的妝飾呢？新
婦豈能忘記她的美衣呢？我的
百姓卻忘記了我無數的日子！
耶2:32

今日，我們對「忘記」的解釋，
大概不脫離「失去記憶」、「不記
得」等意思。不過，希伯來文中的
Sakah，其字母圖畫卻有極深
「忘記」
的含義。
首先，這字和其他閃族語言沒有詞
源關係，它是道地的希伯來話，純粹用來
表達希伯來的世界觀。其次，sakah和許
多希伯來字皆有關聯，包括「不記得、不
知道、沒看見、否認」等等。當中，有些
是關於「思想認知」，有些則是關於「行
為」。眾所周知，希伯來文是「行動」的
語言，想真正明白sakah，就必須去思想它
在行為上的含義。
Sakah的輔音Sh-K-H的圖畫是
「 毀滅張開的手掌所帶來的」。換句話
說，「忘記」等於是毀滅神恩典的預備。
在申命記中曾提及，恐怕百姓吃喝飽足，
就忘記耶和華。他們蒙神眷顧，不再遭受
迫害，享受繁榮昌盛的生活，卻忘記神。
忘記，是關乎我們的行為。當我們以
為可以靠自己的雙手，拒絕依靠神所賜的
恩典過日子時，就等同於忘記神。

印度
馬哈拉施特拉邦
Maharashtra, India

反差之地
作者 Justin Long(宣教研究員)

編輯 穎穎、J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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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馬哈拉施特拉的經濟領域

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是一個反差
極大的地方。這裡有超過一半的土地是人煙
稀少的偏鄉地區，這些地區主要出產穀物和
生產砂糖。印度最富裕、人口最稠密的城市
孟買也位於此地。孟買的人口在全球城
市排名第八，目前已超過兩千萬人口，並且
持續增長中。全球城市研究所預測，孟買在
2025年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城市。孟買是印
度的經濟中樞：它為印度貢獻了四分之一的
工業產值、四分之三的海上貿易額，同時也
是寶萊塢和馬拉地語影視業的大本營。馬哈
拉斯特拉邦也是全印度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
方。
馬哈拉施特拉邦也擁有良好的交通系
統，如龐大的道路網絡、火車和飛機場。快
速 列 車 把 孟 買 和 新 德 里 連接了起來。超過
95%以上的鄉村和市鎮，靠着高速公路與
其他道路，縮短了各區的來往時間。由於交
通四通八達，各鄉區的印度人為了尋找就業
機會紛紛湧入城市，致使城市成為了文化的
「大熔爐」。不幸的是，許多前來城市賺錢
的外來者最後卻住進了當地的貧民窟。

馬哈拉施特拉的屬靈氣候
馬哈拉斯特拉邦有數個標誌性的宗教
中心(寺廟和朝聖地點)，每年吸引數以百萬
計的信徒前來朝聖。傳統解經家認為是身為
十二門徒之一的巴多羅買(Bartholomew)，
將基督教信仰帶到馬哈拉施特拉北部的康坎
(Konkan)。公元6世紀，一個羅馬天主教團
體在此發芽及成長。1805年，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出版了一本馬拉地語法書，並
在1811年出版馬拉地語新約聖經。直至1813
年 ， 終 於 有基 督 教 傳 教 士初次抵達這片土
地。
根據《普世宣教手冊》(Operation
World)的資料，孟買是印度擁有第二多基督
徒的大城市。雖然如此，此地的基督徒人數
依然是印度人口中極小的一部分，而且當地
基督徒人數的增長率並不穩定。
這地區歸信基督的多半是康坎人
(Konkanese)及馬拉地人(Marathi)，這兩個群
體對基督教信仰的回應和投入度非常高。宣
教事工面對的挑戰是：唯名論(Nominalism)極
為普遍；另外需要懂得跨文化的人士才能順
利進到未得之民群體當中。目前雖有宣教士
接觸了一些較小部落的群體，但是還有很多
群體仍未聽到福音。教會雖提出不少具有遠
見的規畫和周詳的網絡，以接觸所有的馬哈
拉施特拉百姓，但因當地教會內部存有許多
不同派系而形成阻礙。

印度 • 馬哈拉施特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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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為自己族群爭取平等權利
馬哈爾人
Mahar People

Photo by pxhere

一名馬哈爾男人坐在馬哈拉施特拉邦
的一間寺廟裡，對着佛像膜拜。他和家人自
1956年起成了佛教徒。那一年，有50萬名馬
哈爾人放棄印度教，改信佛教。近日，這名
男人因祖父母相繼離世而開始思考：人死後
會怎樣？男人發覺膜拜佛祖，並沒有使他內
心感到平安，而他那些印度教徒朋友也跟他
一樣，沒有因敬拜印度神祇而得到內心的平
安。他為此感到焦慮，並持續地敬拜佛祖，
希望能從中「參悟」佛教的真理。
馬哈爾人在印度屬於低種姓「賤民」階
級，長期以來遭人歧視。大約於1900年英國
統治時期，馬哈爾人開始為自己爭取平等的
權利。這場運動最終於1956年引發該族群大
舉歸向佛教，期望能在這個建基於平等之上
的宗教裡找到真理。
如今，只剩下三分之一的馬哈爾人仍
是印度教徒。他們在城裡從事着低收入的工
作，如水泥工人、貨車司機和鐵道工人。
天父，馬哈爾人因為長期遭受歧視選擇從
印度教歸向佛教，他們就如雀鳥被補鳥人
驅逐，從一個網羅投入另一個網羅。為今
天仍在尋找身分的馬哈爾人禱告，求主
興起基督徒願意用愛心接受和尊重馬哈爾
人，將他們帶進基督的愛裡，恢復他們身
為神兒女尊貴的身分。禱告馬哈爾人願敞
開心門，接受父神從創世以來，在基督裡
所預定給他們的各樣天上屬靈的福氣。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又告訴你們，要借着那不義的錢
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
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
裡去。路16:9
不少人看到此節經文，心中會出現疑
惑：「耶穌怎麼會要我們借着錢財結交朋友
呢？」
這句翻譯成「要從手中的不義錢財結交
朋友」才更貼近原意，而重點在於管家如何
處理經手的錢財。因此，耶穌繼續說，如果
你管理不義的錢財都不能體現神的原則，怎
能指望神把公義的財物託付給你？
一個人若不能忠心管理神所賜的屬世錢
財，那麼神就不會把更大的責任託付給你。
反之，如果我們能使用神的原則來對待朋
友，同時表示你也預備好自己，接受更大的
責任。
基督徒常常走向兩個極端：過度追求物
質，積攢 財物；或是認 為擁 有錢財，一點都
不屬靈，是不討 神喜悅的行為。其實，問題
不在於擁有多少錢，乃是我們該按神的原則
好好管理，錢財將試驗我們對神忠心與否。
用錢財來結交朋友，就是把物質轉變為
服務神的行動。然而，如何管理錢財，將取
決我們對神的忠信程度。今天，讓我們一同
重新審視對錢財的態度，學習成為一個忠心
的好管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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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集體改變信仰
馬瓦魯德人
Mawalud People

Photo by Adam Cohn on flickr

印度的穆斯林孩子

馬瓦魯德人曾大規模地從印度教歸向伊
斯蘭教！
如同許多身處在印度中部的族群，馬瓦
魯德人原本是印度教徒。直到1100年左右，
穆斯林軍隊入侵他們的土地，許多印度教族
群紛紛歸信伊斯蘭教。馬瓦魯德就是其中一
個 族 群 ， 他 們 改 變 信 仰 是為了取悅新統治
者。
在穆斯林統治時期，馬哈拉施特拉邦成
為阿拉伯語教育中心，受過教育的馬瓦魯德
穆斯林是當時的公務人員。然而好景不長，
這情況延續到19世紀，該地改由英國統治
時，印度教徒開始代替馬瓦魯德穆斯林處理
行政工作。後來，印度於1947年取得獨立，
馬瓦魯德穆斯林的處境變得更加惡劣。
由於受到逼迫，很多馬瓦魯德穆斯林逃
亡到巴基斯坦，那些留在印度的馬瓦魯德人
卻遭受其他族群的歧視。至今，幾乎所有馬
瓦魯德人仍是穆斯林，他們當中並沒有已知
的基督徒。
天父，馬瓦魯德人曾經為了取悅新的政權
而改變信仰，雖得到了好處，最後的結
果卻不是他們所期待的。「投靠耶和華，
強似倚靠王子，他們的馬不過是血肉，並
不是靈。耶和華一伸手，那幫助人的必絆
跌，那受幫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滅亡。
」求天父讓馬瓦魯德人認識耶穌基督這位
昨天、今天、直到永遠都不改變的神，曉
得祂才是他們要尋找和倚靠的大君王。主
啊！不論是逃到巴基斯坦，或留在印度受
歧視的馬瓦魯德穆斯林，但願他們身邊常
有愛主的基督徒與他們分享福音，讓失望
的馬瓦魯德人經歷主的愛。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死亡的繩索纏繞我；陰間的痛苦抓住
我；我遭遇患難愁苦。詩116:3
活在地獄裡是什麼滋味呢？
「陰間」，希伯來原文是sheol。或許
一開始，隨從肉體的生活讓你快樂無比。
然而，漸漸地，苦澀的感覺湧現，罪債壓垮
你的健康，謊言破壞你的人際關係。停下腳
步，赫然發現自己成為一個卑鄙無恥的傢
伙，問題像荊棘一樣纏住你的四肢百骸。這
就是地獄的可怕景象，是犯罪所帶來的悲慘
結局，一個與神隔絕的地方。
你能想像在地獄裡永遠活着是什麼感覺
嗎？大概是每分每秒都令人懼怕、痛苦，恨
不得馬上逃離。然而，因為地獄的存在，讓
我們更明白神的恩典多麼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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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閱讀希伯來文章
奇特帕萬婆羅門
Chitpavan Brah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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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輕的奇特帕萬人坐在大學圖書館
的木桌前。他已學會梵文和希伯來文，正閱
讀着希伯來文舊約聖經。此時，他正被該書
的書寫方式給震撼住了！書中內容是以記載
歷史的方式書寫，並不是古代詩歌或神話，
字裡行間且蘊含着屬靈的韻味。這和他去年
剛學會梵文後所讀的文章很不一樣。他萌生
了濃烈的好奇心，想閱讀更多以希伯來文書
寫的文章。
奇特帕萬人是屬於高種姓婆羅門階級的
印度教徒，他們曾是祭司和望族。在馬拉塔
帝國(1674～1818)統治時期，多數奇特帕萬
人是政府官員。1818年改由英國統治後，這
個族群也與英國人合作得相當愉快。
對於印度的未來，奇特帕萬人與其他族
群持有不同的看法。1948年，有人殺害了甘
地(Mahatma Gandhi)，而那個人就是來自這
個族群。今天，奇特帕萬人在電腦業、工程
界、法律界與商界發展。在這群婆羅門群體
當中，暫時還沒有基督的追隨者。
天父，雖然目前奇特帕萬婆羅門人當中沒
有已知的基督徒，但感恩他們可以有機會
接觸與聖經文學有關的福音材料。懇求主
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基督徒的工程師或商
人，留心觀察基督徒與婆羅門有什麼不
同，進而願意像尼哥底母那樣來見耶穌，
謙卑尋求明白，得到重生。主啊，求祢讓
奇特帕萬婆羅門人渴慕聖潔、公義及真
理，向他們顯示祢就是來到世上，照亮所
有人的真光。願福音早日臨到婆羅門族
群，他們不必在黑暗裡尋找，就能得着生
命的光。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
的私欲，隨着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
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弗2:3

當我們沒有聖靈的引導，拒絕順服神
時，就會被自己的欲望拖着走，像一條帶着
頸圈的狗。
保羅用的希臘字是sarx(肉體)和dianoia
(心意)。希臘哲學無形塑造了我們的思想，
讓我們總以為身體所行和心裡所想是兩個不
同的部分，因此，當你看到這段，馬上會解
讀成兩種欲望：一為肉體的欲望，如性欲、
食欲、樂趣……等等；二為心裡的欲望，如
貪婪、勢力、驕傲等等。然而，保羅的觀念
是整全的，身體所行和心裡所想是互相影響
的。
從希伯來的觀點來看，人的心思、意
念、情感、意志是整全性的。真正的品格是
發自內心。舊約多處經文皆側重於行動，那
是因為一個人的內心會從行動體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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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社會影響力
德加莎婆羅門
Desgastha Brah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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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個象頭塑像在恆河上飄盪，印度
教祭司正在進行宗教儀式。這些祭司是德加
莎婆羅門人，此族群是最虔誠的印度教徒之
一。
這一天是象頭神節，也是德加莎婆羅門
人一個重要的節日。此節日主要敬拜擁有象
頭人身的印度教神祇迦尼薩，德加莎婆羅門
人相信迦尼薩會為他們帶來成功。這些信徒
除了前來觀看敬拜儀式，同時也紀念他們已
逝去的至親(將逝者的骨灰撒到恆河裡)。婆
羅門祭司領導着信徒吟誦古老的《吠陀經》
，然後將迦尼薩最喜歡的糖果派發給群眾。
印度中西部的聯邦擁有561,000位德加
莎婆羅門人，他們大多數居住在馬哈拉施特
拉邦，並且由婆羅門祭司掌管主要的印度神
廟。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婆羅門人是印度社
會的最高階層。在他們族群的歷史中，曾出
現不少著名的祭司、學者和行政人員。
今天，德加莎婆羅門人依然在印度社
會中擔任些重要的職位，如富裕的地主、教
授、會計師、科學家，以及各白領行業的領
袖。然而，截至目前為止，這個具有社會影
響力的族群仍未有人歸向耶穌基督。
天父，印度中西部的德加莎婆羅門是印度
社會的高階層和社會精英，但大多卻與基
督無關，即使活在世上有好的職業，是世
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卻經歷不到聖靈的平
安和喜樂。父啊！求祢拿走蒙蔽他們屬靈
眼睛的事物，使他們心中渴慕真理。求主
讓教會把德加莎婆羅門人的救恩放在心
上，常為他們禱告，並有策略地向他們活
出基督裡的美好生命。祝福德加莎婆羅門
人早日有人信主，並且被造就成為主的門
徒，帶領更多人歸向基督。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
的私欲，隨着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
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弗2:3

我們總傾向於把「身體所行」和
「心裡所想」分開來討論，這樣比較符合現
實中的人性。雖然我們心裡貪婪地想要行偷
竊之事，但只要控制好自己的行為，就不構
成犯罪，警察並不會逮捕一個只是在心裡想
着如何做壞事的人。這合乎世界上的法律規
範，卻與聖經相違背。在神看來，為人正
直，包括思想和行為。
身為罪人，我們一定會萌發不討神喜悅
的念頭，關鍵是：當邪惡的念頭浮現在心中
時，我們會如何面對和處理呢？
我們是讓邪惡的念頭反覆上演，還是抓
住它，透過禱告，求神幫助？
來到神面前吧！求主為我們重新造一顆
清潔的心，正直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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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禮上跳舞
阿格里人
Agri People
清脆的樂器聲增添了熱鬧的氣氛，幾個
女人正在自由奔放地載歌載舞，她們正在慶
祝一場婚禮！阿格里人進行婚嫁時，是不給
予或接受嫁妝的。該族的女性被視為重要的
伴侶，負責家庭生計及管理家庭，丈夫會贈
送她們金飾以示尊重。在印度社區，女性經
常被男人壓迫，然而阿格里族的女性則不一
樣，她們受到丈夫良好的保護。
早期，阿格里人主要靠捕魚、耕種稻
米和製作海鹽維持生計。他們是馬哈拉施特
拉邦孟買的原住民，大多數居住在印度的西
岸，有些則散居在內陸地區。今日，許多阿
格里人繼續從事傳統職業，但有些已轉向商
業及房地產業發展。
阿格里人會背誦民族神話故事，如印
度神祇如何決定他們的起源地，以及他們在
魔王身邊擔任樂師的故事。阿格里人不單止
敬拜所有印度神祇，還歡喜地慶祝其宗教節
日。幾乎所有的阿格里人是印度教徒，只有
少數為佛教徒。雖然目前已有他們語言的基
督教資源，但他們仍未認識耶穌。
天父，感謝祢，因阿格里人尊重及保護他
們的婦女，不受印度傳統文化的影響。求
祢興起敬虔的姊妹去接觸阿格里婦女，引
領她們認識創造她們的主，並接受天父
的愛，成為基督的新娘。但願她們歌唱跳
舞的才華不再用來敬拜偶像，而是向主唱
新歌，傳揚那召她們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
德，把她們每一個人都是神用重價贖回來
的好信息，告訴其他婦女。願阿格里婦女
成為丈夫、家人和社群的祝福。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只怕你們的心受到引誘，失去
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
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
林後11:3

二十世紀中葉，白喉病曾經造成15歲以
下的孩童死亡率居高不下。它是一種急性呼
吸道傳染病。病菌會在喉嚨形成灰白色膜，導
致患者無法呼吸，窒息而死。
「受到引誘」，希臘原文為phtheiro。保
羅在字裡行間不只表達「被引誘，離開真理」
，還包含「開始腐爛，直至壞死」的意思，就像
得了白喉病一樣。
魔鬼熟悉聖經真理，牠慣常使用各種混
淆視聽的方式來欺騙你，狡猾地破壞神所定
下的秩序。
然而，並不是說信仰不必認真思考，反覆
確認。如果我們不肯深入學習神的話語，遇到
似是而非的教導時，你就不會有「屬靈分辨
力」。
當我們談論「純一清潔的心」，不是只膚
淺地停留在相對易變的內心感覺。無論你星
期日聽道的感覺如何，一整週的行為是否有
被福音改變，才是最為重要的事。
倘若一切如故，當心你的生命也染上了
白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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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薑黃膏塗在腳上！
凡薩威比爾社群
Vasave Bhil Community

Photo by gajendrabhat on iStock

如果你是凡薩威人，在你大喜之日，親
戚會將一種使用薑黃、麵粉、凝乳、檀香精
油和玫瑰水製成的軟膏，抹在你臉上、手臂
上、腳上和膝蓋上。若正打算結婚，則須為
婚姻做出下列安排和抉擇：如協商、聘金、
綁架或私奔。
政府將凡薩威人歸入阿迪瓦西印度比
爾族群，但他們否認與比爾人有任何關聯，
還稱自己屬於更高階級。他們自稱為「嘉威
(Gavith)」，意為「領袖」，並且不允許族人
嫁娶社會地位較低的對象。他們與較高種姓制
度階級的人們交換食物，但不與比爾人或「賤
民」社群交換。他們大多數是貧窮的農地主人
或農工，但如今在他們當中也出了不少醫生、
工程師和老師。
凡薩威人是印度教徒，他們敬拜多個神
祇，包括虎神瓦哈迪(Waghdev)。他們將某
個人裝扮成老虎的模樣，然後焚香點燭、殺
雞來敬拜他。他們也敬拜負責降雨的雨神，
以及可以驅走邪靈的神祇。目前已有瓦薩維
語和毛無起語(Mauchi)的新約聖經，但許多
凡薩威家庭還未發現這些基督教資源。

天父，當政府將凡薩威人歸入比爾低種姓族
群時，這個自強不息的族群是何等的不情
願，但感謝主如今他們當中出了不少醫生、
工程師和老師。天父，我相信這是祢的恩典
和眷顧，而不是凡薩威人所拜的偶像，因為
「撒但來是要偷竊、殺害和毀壞」， 唯有
父向我們所存的是平安的意念。求父讓凡薩
威人醒悟過來，像浪子那樣回轉歸向父神，
能辨明眾多神明中只有一位是獨一真神，當
福音臨到他們時，他們的心容易被聖靈觸
動，願意接受基督。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雖在
耕種收割的時候也要安息。出34:21
「做工」，希伯來字動詞avad，時態是
未完成式。換言之，「做工」是持續進行的
過程。
按照這誡律，其實沒有所謂的退休。一
週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是神所定的生活模
式。
在希伯來文中，「做工」和「服事」是同一
個字。也就是說，這個字帶有神聖的意涵，
「做工」和「敬拜、服事神」是分不開的。
雖然做工時，沒有固定的敬拜禮儀，但和敬
拜有着同樣的本質和目標，就是要討神喜
悅、祝福別人和使自己喜樂。
如果你的工作沒有達到這3個目標，該
好好停下來，反思自己的生活是否哪裡出了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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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把牲畜趕去別處了！
哈特卡人
Hatkar People
一個占卜師神情恍惚地對哈特卡放牧人
說：「你們應該帶領牲畜往西邊前進！」這
群哈特卡人認為這是印度神祇所託付他們的
放牧任務。
哈特卡人為自己的傳統軍事感到自豪，
因此有許多人在印度軍隊中服務。他們有一
個支派，名為德漢甲(Dhangar)，這個支派
擅於編織棉被。他們兩者之間明顯的差別包
括：紅色頭巾、耳環、粗毛毯和棍棒。德漢
甲的女性會穿戴適量的戒指、項鏈、鼻環和
腳環。由於四處游牧，哈特卡人的教育水平
普遍低落。需要他人幫助他們學習新的工作
技能，及教育孩子。
哈特卡人經常前往寺廟敬拜神明，他
們的守護神是毀滅之神濕婆的化身
坎多
巴。此外，他們也敬拜黑天神奎師那。哈特
卡人需要以他們所能理解的方式聽到耶穌基
督的福音。他們說馬拉地語，目前在網絡上
已有以馬拉地語製作的影音資源，但大多數
哈特卡人沒辦法使用電腦。

天父，謝謝祢賜下好牧人耶穌尋找我們。
禱告有忠心愛主的福音使者，也願意去尋
找還沒回到天父家中的哈特卡牧民，如彼
得與主的對話：「『主啊，是的，你知
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
小羊。』」主啊，禱告印度政府正視牧民
兒童的教育權益，使孩子們能讀書識字。
當天父張開雙手，萬物就得飽足，哈特卡
牧民在物質和靈性上有許多缺乏，唯有祢
能滿足他們。禱告哈特卡牧民早日認識耶
穌，全家歸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雖在
耕種收割的時候也要安息。出34:21
神最初的設計，是要我們做工，並不
包含度假、退休或懶惰。換句話說，不肯
做工，好吃懶做之人，等於沒有實現神的設
計，是悖逆的行為。
不幸的是，在今日的社會中，有許多人
陶醉於遊手好閒的狀態，過着不討神喜悅的
生活。
avad不只是關於我手所做的工，更關乎
我的態度。當我們願意服事神的時候，按着
祂起初所造的樣子來過生活，就是選擇以祂
對我們的心意，與祂一同做工。
從avad衍生出來的另一個字
’eved，
是「一輩子做奴隸的人」的意思。說到這
裡，你可能會想到另一個字sakir，是「領薪
酬的臨時工人」。我們不是sakir，而是神
的’eved。總括而言，我們一生都要做工，
永遠服事神。
詩篇119:23說：「你僕人(’eved)卻思想
你的律例。」
是的，只有天天思想神的律例，時刻謹
記於心，我們才有可能好好過一個聖潔、合
神心意的生活，並重新以神的眼光看待自己
的工作。

印度
泰倫加納邦
Telangana, India

一座新邦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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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獨立的那一年

1947年，印度取得獨立後，新上任的國
家領袖嘗試不以語言來區分印度各城邦。在
印度過往長遠的歷史當中，各統治者都是依
據語言來切分王國與皇朝。這位新上任的統
治者深知語言的差異，最終會衍生出城邦要
求獨立的風險，因此大膽做出新嘗試，然而
這項嘗試終究失敗了。
泰倫加納邦是近期根據語言而切分出來
的城邦，這個城邦通用的語言是泰盧固語。
泰倫加納原本所屬的安得拉邦，主要通用語
也是泰盧固語！這兩個城邦於2014年分割的
因素有很多，而這些因素是造成兩邦起衝突
的源頭。

泰倫加納的宗教發展現況
泰倫加納擁有五千年的歷史。德干高
原在南亞歷史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地區，因其
跨越了好幾個城邦，其中包括了泰倫加納，
但不包括安得拉邦。這個高原幾百年來聚集
了十分龐大的穆斯林人口數量，在這數百年
期間也曾出現過極為強大的穆斯林王朝。令
人詫異的是，今天泰倫加納的穆斯林人口卻
只有12%，他們多半居住在鄰近的卡納塔克
邦。印度教徒則占了總人口的85%。而基督
徒僅有約1%的人口。
禱告祈求在泰倫加納的478個未得之民
群體當中，將會興起一場長遠的歸主運動。
禱告祈求當地人們渴慕屬靈的澆灌，而那些
來自南部的信徒們願意前往他們當中做基督
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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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尋找人生的避難所
馬迪加人
Madiga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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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處於社會最低階級，你將會如何面
對人生？假使你身處社會最低階級，仍遭到
其他低階級人們的排斥，你會往哪兒尋找出
路？這些正是泰倫加納邦的馬迪加人所面對
的真實問題。
馬迪加人是一個以傳統皮革製品和制鞋
業聞名的農村群體。由於長期遭人歧視，他
們採取不同的方式來回應社會的排斥：有些
致力於製造出品質優良的鞋子，以賦予自己
價值；有些則透過接受教育，以洗脫身分所
帶來的汙名；有些則借由宗教，試圖遠離人
們所給予他們的傷害。
多數馬迪加人有基本的閱讀能力，但有
些仍是不識字的文盲。這情況限制了紙本福
音材料對他們社區所發揮的作用。那些想借
助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尋求庇護的馬迪加人也
發現，政府對他們存在着公開和隱蔽性的歧
視。
天父，但願祢無條件和永不止息的愛，趕
快臨到長期被社會拒絕和排斥的馬迪加
人，溫暖他們深受傷害的心。但願他們知
道，每個人都尊貴無比，是基督用生命買
贖回來，被神收納成為兒女。父啊，禱
告印度政府有能力和策略制止不公又邪惡
的歧視！禱告馬迪加人的社區及生活能夠
改善，孩童有機會上學，也有好的醫療保
健。不但如此，主啊，馬迪加人的屬靈環
境更加需要發生極大的改變！他們要在耶
穌基督裡尋找到最有意義的生命目的。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你們吃，
卻不得飽；喝，卻不得足；穿衣服，
卻不得暖；得工錢的，將工錢裝在破
漏的囊中。該1:6
你是否心裡曾有過這種感嘆：無論我們
如何汲汲營營，努力工作，卻仍毫無所獲，
離渴望的目標還是一樣遙遠。這是為什麼
呢？
神的答案是：「把盼望放在我身上。」
再多的美好事物也不能填滿空洞的靈魂，那
只是我們所創造的假神。唯獨上帝，才是那
位完全滿足我們各種渴望的神。
在先知哈該的時代，百姓為自己積攢錢
財，卻忽略了主所關心的事；今天，我們也
一樣，把所有時間用來追求物質的滿足，卻
不關注神國的事。本末倒置地生活着，心裡
只會剩下空洞、迷茫、孤單、失落和憤恨。
卻不，原文是為V’ayin，是連接詞「但
是」和否定詞「不」的組合。聖經使用這字
無數次，含義極深，而此處意在表達：當神
的計畫和目的沒有被放在生命首位時，消極
負面的事就會發生。你積極努力，卻毫無結
果；你好不容易得到所求的，在短短的時間
內又再度失去，生活馬上陷入一片混亂。
全心全意地仰望耶穌基督，並且因祂為
我們所做的而感到高興，我們的渴望就會被
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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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多才多藝的庖丁
古桑吉人
Gosangi People
雖然泰倫加納邦古桑吉人的生活總是
圍繞着牛隻，但他們也有其他方面的才藝。
除了從事牛農、集奶工人、肉販等工作，有
些古桑吉人也在軍隊效勞。而士兵所用的軍
刀，他們照樣可以用來殺牛。今日，受教育
的古桑吉人則轉當老師、銀行經理或警官。
今日的古桑吉人不再執行童婚的陋習！
其族群定下了此條例：成人在18～20歲左右
方可結婚。女性在經濟和家庭方面，依然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
古桑吉人被視為低種姓其中一個
「賤民」階級的社群，他們在社會中擁有很
低的地位。不過，他們仍可自由地使用學
校、寺廟、道路和其他公共場所。鑒於這個
原因，古桑吉人的地位比其他低種姓階級的
族群要較高一些。
泰倫加納邦的古桑吉族群，是一個等待
着我們前去收割的禾場。在他們當中已有基
督徒，古桑吉人也可以透過收音機、電視和
泰盧固語福音材料接觸到福音。
天父，感恩祢在古桑吉人當中的工作，雖
他們被列為「賤民」階級，但祢有恩典，
使他們多才多藝，也能脫離童婚惡俗，而
且可以透過收音機、電視和泰盧固語福音
材料接觸到福音，當中已有人得着救恩。
祝福古桑吉人有更大的屬靈饑渴，切慕基
督和祂國度的真實，神的恩雨要澆灌在古
桑吉人當中。求主保守古桑吉人脫離印
度教傳統和偶像文化的迷惑。祝福古桑吉
人被聖靈充滿，口唱心和讚美主，彼此建
立，滿有基督的身量，關愛眾人，被鄰舍
稱羡，榮耀神的名，更要產生強而有力的
植堂運動，把福音傳遍印度各處。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
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
地去。創12:1
亞伯蘭的時代，沒有十誡，沒有聖經，
也沒有耶穌，而且他還住在多神信仰的人群
之中。然而，當神要亞伯蘭離開安穩熟悉的
環境時，他竟然答應了！今天，就讓我們從
「說」來得着屬靈亮光吧！
希伯來動詞’amar不僅僅是說話，其意
涵包括了行動上的支持。耶和華呼召亞伯
蘭，他聽而順從了。
今日，我們可以透過各樣方式，如屬
靈書籍、神學教義、教會歷史、聖經，以及
五花八門的教會活動來知道關於神的事。古
時，亞伯蘭只能透過與神直接的對話來認識
祂。
假設你是亞伯蘭，在沒有聖經、沒有基
督教的文化和歷史，沒有熟悉的神學教義思
想的背景之下，你還會聆聽神的聲音嗎？你
與神之間會有好的關係嗎？恐怕，我們都想
選擇留在吾珥。
你認為神已經停止對人說話了嗎？還
是，神學研究和歷史分析已經取代了神的聲
音？想想看，你今天聽見神對你說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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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掙脫命運的牢籠
卡拉爾社群
Kal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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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命運和職業，在你出生前早
已被社會決定，你會有怎樣的感受？雖然
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在今時今日已被視
為不合法或不合宜，但這個制度依然根深
蒂固地存在於人們的生活中。印度卡拉爾
人的傳統職業是生產和批發酒精。或許，
你已經猜到了卡拉爾人可能染上什麼惡
習。沒錯！就是酗酒。
卡拉爾人散居在印度各地，主要分布
在南部省分，如泰倫加納邦(Telangana)、
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卡納塔克邦
(Karnataka)等地。在上個世紀，卡拉爾人也
有從事農業、軍隊、公務部門、法律界等方
面的工作。現代的卡拉爾人鼓勵自己的孩子
追求更高的教育，以擺脫會危害他們生命的
傳統職業。
直至目前為止，卡拉爾人還未有機會認
識神和救主耶穌基督。
天父，卡拉爾人被酗酒問題所困，影響他們
的健康、心理、社交、家庭、經濟各方面。
求主在他們當中興起福音戒癮的事工，使
他們在聖靈幫助下，靠着耶穌得以脫離酗酒
的捆綁，重建屬神的人生，回頭也服事同樣
有需要的人。禱告政府留意這个族群，為卡
拉爾人的年輕人提供良好的教育機會和工作
發展，以擺脫危害他們的傳統職業。為卡拉
爾人中的信徒禱告，願他們在族人面前行事
為人端正，與蒙召的恩相稱，不荒宴醉酒。
禱告卡拉爾人在基督裡有自由快樂，勝過豐
收五穀新酒的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地
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
也容不下了。約21:25
若你停下腳步看看四周，會發現這世界
有多匆忙。手機上的訊息不時跳出通知；路
上的各色行人腳步匆匆，來去如風……
然而，世界越快，你越需要刻意地停下
腳步去體驗和享受與神之間的關係，這是要
花一輩子去經營的事。
「容不下」，希臘原文為choreo，意思
是「騰出地方來」。當它與否定詞oude一起
使用時，則是在表達：全世界都不夠地方。
換句話說，作者約翰礙於篇幅有限，無法將
耶穌所做的事、所說的話全部都紀錄下來。
今天，我們的世界已慢慢剝奪語氣、
表情、情緒和非語言溝通的機會，只剩下毫
無溫度和色彩，力求簡短快速的網路文字訊
息。
如果神也把祂對我們所說的話縮減成短
短的文字訊息，會怎麼樣呢？
感謝神，祂總是那麼有耐心、溫柔、包
容和愛，不計任何代價，花時間牽着我們的
手，在耳邊反覆提醒。在神的世界，溝通的
聲音、樣子、感覺都非常不同。也許，我們
應該調整與神相處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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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戰爭時打仗，
和平時耕種
卡普社群
Kapu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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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同回溯印度數千年前的歷史。
大約2,500年前，卡普人往南方遷徙，並砍伐
森林以進行農耕和建造住所。那時，卡普人
主要從事軍事和農業，多數在和平時期進行
耕種。
時至今日，仍有許多卡普人投身於農
業。現代的卡普人也會聯合起來，共同爭取
他們的政治權益。他們主要聚集在安德拉邦
(Andhra Pradesh)和泰倫加納邦(Telangana)。
如同大部分的印度族群，卡普人也是
印度教徒，但他們當中也有為數不少的穆斯
林。所以，他們聽到福音的機會是非常渺小
的。根據約書亞計畫的研究，只有2%的卡普
人曾接觸福音。
目前已有多種使用卡普人的主要語言泰
盧固語所製作的福音工具。羅 馬書10 :14如
此說道：「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未曾聽見他，怎能 信他呢？沒有傳道 的，怎
能聽見呢？」
天父，懇求堅固曾接觸福音的卡普人，興
起福音使者將《耶穌傳》電影和福音影音
材料派發到卡普家庭，同時也深入了解他
們的需要，幫助卡普人身心靈的需要都因
主得到滿足。求聖靈預備卡普人的心成為
好土，願意回應所聽到的福音，不忽略這
麼大的救恩，不被身邊的思慮擠住或被惡
者取走。主啊！願卡普人以感恩的心進入
祢的門，用讚美進入祢的院，以歡喜快樂
的心與主緊密連結。求神在卡普人中興起
屬靈的突破，但願很快就有卡普信徒向自
己族人傳福音。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他們說：「你是瘋了！」使女極力地
說：「真是他！」他們說：「必是他
的天使！」徒12:15
當彼得被捉時，一群弟兄姊妹熱切地為
他禱告。然而，就在禱告的當下，神應允了
他們的祈求。從經文中，我們無法得知他們
是抱着什麼樣的心態在禱告，但從他們的反
應來看，這群門徒肯定沒想到神的回應來得
如此即時。當使女說門外是彼得時，沒一個
人相信。
你是瘋了，希臘字為maine，與英語的
maniac(瘋子)是同一字根。
我們總以為初代信徒的信心每時每刻都
堅定不移，不過此處經文在我們面前揭露了
一個事實：初代信徒和我們一樣，遭逢患難
時，也會對信仰產生疑惑，心裡其實一點兒
都不期待神會回應。
某一天，當你很急切地在禱告時，要
想起這一群代禱者。雖然心裡懷疑，但神還
是垂聽了他們的禱告；雖然他們沒預備好自
己，依舊來到神的面前，而神也成就了他們
的祈求。
神是否應允禱告，不在於我們的信心有
多大。即便我們抱着懷疑，最後總能驚訝地
發現：神願意施恩垂聽我們的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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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戒不掉的癮
馬拉人
Mala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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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倫加納邦另一個需要我們代禱，需要
將福音帶到他們當中的族群，就是
馬拉
人。馬拉人也使用泰盧固語(印度普遍的語
言)，在種姓制度裡屬於菜販階級。這個族群
最常面對的兩大問題是：一、男女都喜歡酗
酒；二、他們都喜歡抽方頭雪茄煙(Cherrot/
Chuta)。這兩樣物品令許多馬拉人上癮，影
響了他們的生活。
馬拉人的傳統職業是農民，以種菜維
生。他們也懂得利用牛皮製成鼓，是傑出的
鼓手，他們常在村裡的慶典中表演，也在喪
禮中演奏。馬拉人的喪禮跟其他傳統印度教
有項非常不同的做法，那就是讓死者的屍體
以坐姿狀態火葬。
馬拉人敬拜眾多印度神祇，需要認識獨
一真神上帝，以及為了拯救世人而死的耶穌
基督。
天父，感謝祢差遣愛子耶穌基督來到世
間，把父的恩典、豐盛和權能顯明給我
們。馬拉人敬拜很多印度神祇，卻不認識
祢差來的愛子，他們是祢羊圈中尚未返家
的第一百隻羊群，願他們早日知道耶穌基
督已為他們作了挽回祭，要引領他們回到
父的羊圈中。父啊！求祢保守每一個關心
馬拉人救恩，並正向他們傳福音的福音使
者，賜他們合一的心、有諸般恩賜、能力
和謀略，認清捆綁馬拉人背後的惡者，拆
毀牠們的堡壘。保守每個福音使者不受惡
者攻擊，把得救的人加給馬拉人的信徒團
體。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他們說：「你是瘋了！」使女極力地
說：「真是他！」他們說：「必是他
的天使！」徒12:15
當我們讀到這段「門徒為彼得被捕的事
而齊聚向神禱告」時，要知道我們指望的是
神的信實，而不是神的行動。
事實上，我們知道神是良善的，就可以相
信祂到底。無論祂的回應是什麼，甚至讓我
們感到毫無道理可言，都能繼續相信下去。
神的良善是一切禱告的基礎。
猶 太 拉 比 教 導，禱 告就 是 預備 我們 的
心，接受神的回答。我們的神既信實又良善，
祂絕對會守約，同時也深愛着我們，祂總是
按照自己美好的目的，在最合適的時間，將最
好的給我們。
禱告的最後，是把我們的心帶到一個合
神旨意的地步，以致我們能夠全然地將生命
的主權交給祂，安然躺臥在祂的懷中。
我 想，這 些門 徒 發 現彼得 在 外面 敲 門
後，大概會捧腹大笑吧！因為神早已教導他
們，要相信他祂的信實、良善、公義與慈愛，
終必兌現。在等候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如何
完全地信賴祂。

印度 • 泰倫加納邦
2 8日
5 月   

星期六

身分卑賤的祭司
薩塔尼人
Satani People
如果你身分
卑賤，卻又是一個
侍奉印度教神祇的
印度教祭司，你會
有什麼樣的感受？
Photo by kadmy on iStock
長期處於印度社會
低下階級的薩塔尼
人，正處於這種尷尬的身分。早在1871年，
印度的一項人口普查形容他們為「劣等」寺
廟的祭司、宗教乞丐，以及販賣鮮花以供獻
祭的花販。
大約有4.2萬名薩塔尼人散居在印度南
部省分，主要分布在泰倫加納邦。他們從事
宗教工作，擔任寺廟的祭司和神職人員，侍
奉其他印度人。除了民間神祇，薩塔尼人也
敬拜毗濕奴和求財的吉祥天女(Laksmi)。
幾乎所有的薩塔尼人為印度教徒。目
前已有以他們的主要語言
泰盧固語所出
版的聖經和各種影音資源，其中包括《耶穌
傳》電影和有聲聖經教導。薩塔尼社群中尚
未有已知的基督徒。若成為基督徒，薩塔尼
人將會失去朋友和社會地位。他們認為自己
失去的東西已經夠多了，不願再失去這些。

天父，侍奉印度教諸神靈的薩塔尼人並沒
有因此得到尊敬，反而被稱為「劣等」寺
廟的祭司。「民中的萬族啊，你們要將榮
耀、能力歸給耶和華，因為你們是被揀選
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聖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要使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
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請差
派祢的工人告訴薩塔尼人有關福音的好消
息，願聖靈向他們顯明父的道，讓他們裡
面的靈渴慕祢，切切尋求祢。願薩塔尼人
早日以心靈和誠實，來敬拜事奉滿有榮耀
和能力的真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當猶大王烏西雅，以色列王約阿施的
兒子耶羅波安在位的時候，大地震前
二年，提哥亞牧人中的阿摩司得默示
論以色列。摩1:1
「得默示」，希伯來動詞為chazah，有
些聖經譯本則直譯為「看見異象」。
在舊約時代，神是用聲音來傳達和吩
咐。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聽見的是聲音，而
不是文字紀錄。到了新約，耶穌是以形像來
傳遞真理。直至今日，我們有了一本完整的
聖經。
「得默示」，希伯來動詞為chazah，還
包含「領悟、感知」的意思，有些聖經譯本
將其直譯為「看見異象」。在此處經文，雖
然沒具體描述阿摩司看見了什麼，但我們可
以知道他得到一個關於以色列的信息。
如今，我們查看前後文便可知道阿摩司
是在傳遞神的話。不過，當時與阿摩司處在
同一時代的人們，如何才能分辨他所說的是
來自於神呢？
阿摩司是先知，明天我們就來看看真正
的先知的特徵。

印度 • 泰倫加納邦
9日
5 月 2  

星期日

泰倫加納邦的最小民族
皮查坤特拉人
Pichakuntla People

Photo by Public Garden on iStock

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
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
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
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領你
們出來，從為奴之家救贖你們脫離埃及王法
老的手。(申7:7-8)
當上帝把 在埃 及做了四百多年 奴隸 的
選 民 領出來 時，他 稱他 們 為 萬國 之中最小
的一群。泰倫加 納 邦的皮 查 坤特 拉 人也 是
印度國中一個較小的族群，他們的人數只有
4.2萬人。這個族群被稱為赫拉瓦，意即「殘
缺的人」。
皮查坤特拉人不單止會讀、會寫，而
且會說卡納達語，並且大多數人是素食者。
他們允許近親通婚，並且離婚或喪偶後可再
婚。這個族群100%人口為印度教徒，目前
已有使用他們語言製作的《耶穌傳》電影和
聖經翻譯。
天父，皮查坤特拉人如世上萬物，沒有一樣
是得不到太陽照耀的。無論皮查坤特拉人去
到哪裡，祢創造大工都清楚地向他們顯明，
求祢讓他們有智慧的眼光，能看見造物主的
作為。讚美主，現在正是皮查坤特拉人被祢
用膀臂，從偶像崇拜的死蔭之地拯救出來，
聚集抱在懷中乳養的蒙恩日子！願主增加他
們的得救人數。願皮查坤特拉信徒得裝備和
遵行神的道，滿有基督的身量。求主擴張皮
查坤特拉人的境界，使他們被建立成為一群
充滿讚美的大能子民，到處傳揚神的福音。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當猶大王烏西雅，以色列王約阿施的
兒子耶羅波安在位的時候，大地震前
二年，提哥亞牧人中的阿摩司得默示
論以色列。摩1:1
真正的先知大致有以下幾項特徵：
首先，仔細閱讀聖經後你會發現，通常
不會有人自告奮勇想當先知。真正的神的發
言人都知道，傳講神的話不僅一路上會遇到
許多逼迫，甚至時刻都需帶着一顆戰戰兢兢
的心，因為神的話是聖潔無瑕的，而我們卻
是滿身污穢的罪人。今天，若有人是貪於榮
耀的虛名而自稱是先知，那必定是假的。
其次，沒有哪位先知所帶來的信息會是
悅耳中聽的。他們常常是呼籲人快點悔改，
要求人不可隨己意行，乃是要順服神。換句
話說，若有人講的信息少了上述這些元素，
那便是與聖經相違背。
最後，先知幾乎很少預知未來，因為他
們的工作主要是傳達神的旨意，告訴神的子
民該如何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喜歡算命
占卜，預知未來是典型的希臘思想。
你所聽的是純正的真理，還是偏頗的
道，抑或是出於假先知的教導？讓我們一起
學習如何分辨真假先知吧！

中國
貴州省
Guizhou, China

多山、多雨，西大荒
專題文 穎穎(少數民族訪宣隊)

編輯 Joan

Photo by zyg033 from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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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沒人開墾的福音荒地

中國貴州省是一個多山、多雨、多數人
都很貧困的地方。許多地區尚未開發，被稱為
中國的「西大荒」，近60、70%村落人口是文
盲。貴州省共有80多個少數民族，許多村落
未有福音傳入，也沒有母語聖經。

福音，從父母到孩子
小綱是貴州省的少數民族，家境十分貧
寒，父母靠拾荒為生。他的父母後來信主了，
成為該族第一個跟隨基督的家庭。沒想到不久
之後，家中接二連三發生不幸的事，親人去
世、手足受傷、家人發生事故導致積欠賠款等
等。這些事無疑是雪上加霜，然而，神使用教
會的陪伴，幫助他們走過這段艱辛的日子，使
他們更加確信神的真實和豐盛。
父母剛信主不久，雖生活缺乏，卻依舊
樂此不疲地幫助族裡的小孩讀書和認識神。起
初，小綱很不明白父母為何要信耶穌？為何要
不自量力地去幫助人？直到有一天，他在無聊
之下決定走進教會一探究竟，這一進去便不走
了。他發現，原來教會的人真的充滿了愛，願
意無條件地捨己付出，他深受吸引，因而也接
受了主。

福音，從一個家庭到整個村落
有一年冬天，小綱特地回深山的老家，
想傳福音給當巫醫的奶奶。剛開始，奶奶很是
抗拒。直到某天，奶奶連續三個晚上在夢中聽
見有人說他很髒，讓向來愛乾淨的奶奶感到害
怕不已。小綱告訴她：「耶穌可以徹底把妳洗
乾淨。」奶奶才終於接受主。
重生得救的奶奶熱切地想讀神的話語，
但她的視力有問題。於是，小綱搬回老家，每
天讀聖經給奶奶聽。過一陣子後，奶奶便回天
家了。
這件事讓小綱意識到，要趕快傳福音給
村裡的長輩，否則會來不及。他把福音影片和
福音書翻譯成母語，並到處向人傳福音，為病
人禱告、趕鬼。神大大使用小綱，我見到他的
那一年，他與當地團隊已陸續為四百人施洗
了。儘管走上跟隨耶穌基督的道路必定會遭受
逼迫，除了失去土地，還經常被恐嚇，但村裡
的基督徒仍然以單純的信心堅持自己的信仰。
曾經沒有任何一個基督徒的村落，就這
樣從一個家庭開始信主，慢慢地將祝福帶給了
全村人！

Photo by sizzhot0
from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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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出版《貴州：寶貴之省》
免費下載 www.asiaharvest.org
本書記錄神在過去50年在貴州奇妙的工作
超過數百個小時的採訪
未曾公開的信仰見證

中國 • 貴州省
0日
5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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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縫求生的圖存之道
唉查麼族
Ai-Cham People
唉查麼族人口約三
千人，分布在中國貴州
南部，蝸居於布依族和
壯族之間。為了在夾縫
中求生存，唉查麼族學
習布依語，拉近與其他
民族貿易上的往來。不
料，中國當局直接將其
劃分為布依族。
Photo by Asian Harvest
中國有句諺語如
此說：「天無三日晴，
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意思是氣候不
佳，土壤貧瘠，多石的土地使得農作物產量
歉收，人民貧窮，身上沒有多少銀兩，這就
是貴州人們生活的貧苦樣貌。

古時，貴州是一個經濟發展緩慢的省
分。自2010年起，政府開始發展當地的高速
公路、高速鐵路等交通基礎建設，省內交通
逐漸便利。因山川眾多，貴州擁有豐富的旅
遊資源，近些年旅遊觀光業蒸蒸日上。
唉查麼人敬拜高山、河流、樹木、祖
先，以及神鬼。1950年代之前，已有宣教士
來到貴州南部，但唉查麼族群當中仍未有信
徒。
天父，感謝祢讓我們有機會認識唉查麼
族，並為他們禱告。祢愛世人，不論什麼
種族，祢都願意他們得救，成為神的兒
女。雖然在1950年之前，已有宣教士向唉
查麼人傳福音，但他們至今仍不認識祢、
不相信祢；他們依然敬拜高山、河流、樹
木、祖先和神鬼。神啊！求祢憐憫他們，
赦免他們的罪過，再次給予他們機會，讓
他們知道祢是世上獨一的真神，除祢以外
別無拯救！也求祢使魔鬼遠離唉查麼人，
讓這族人認識祢才是他們的避難所，經歷
祢的偉大和美善，因而願意歸向祢。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創2:7
聖經無疑是世上最引人入勝的書，因為
有許多按人常理無法想像、也無法編造的錯
綜複雜內容，從頭到尾充滿令人驚訝的事和
深刻見解的字句，hayah就是其中之一。
經文說人「成了」hayah有靈的
活人。成了也可用作「是、成為」；「靈」
nephesh則涵蓋意志、情感、思想、身體與
是一個完整的人。
心靈
舊約描述神的話臨到彌迦和別的先知身
上，也是用同一個字hayah，有「成形在」
的意思，意指當神的話成形在先知身上時，
其中心思想是指「有生命」這回事。
hayah另一個用法出現在神創造人的事
蹟，當神的氣息在由塵土所造的人身上顯現出
來，ha.a.dam le.ne.fesh ha.yah（直譯是「由
塵土造的人被顯現出來」)，似乎在說：「個
人的生命出現在這塊被製作的泥土裡。」
生命如何進入人的身體，基本上與神的
話如何臨到先知沒兩樣，其中的奧妙值得我
們花一百年去思考。
我們的生活有否把神話語的生命能力表
現出來呢?

中國 • 貴州省
5 月   
3 1日

星期二

大國裡的小小民族
阿歐人
A’ou People

Photo by Asian Harvest

阿歐人隱身在中國貴州省內，人口少於
三千人。一般而言，宣教機構並不會把他們
列入優先推展福音事工的族群名單上。阿歐
人是仡佬族的一支，說阿歐方言註。
待在家鄉的阿歐族群正在急速老化中，
年輕人早已厭倦繼續過着祖父輩單調的農耕
生活。長大後的他們離開了家鄉，在茫茫人
海的大城市裡，積極地游向自己規畫的美好
人生。
阿歐人敬拜祖先，老一輩會獻祭給神
靈。十九世紀初，曾有天主教宣教士來到
此地接觸過仡佬族，但阿歐人始終是未得
之民，目前一個信徒都沒有。
註：仡佬語共有4種方言：稿方言、哈給方言、多羅方
言和阿歐方言，各方言之間差異很大。

天父，阿歐人祭拜祖先，也獻祭給神靈，
這些都是祢所不喜悅的。雖然曾有宣教士
向他們傳福音，但至今仍沒有一個信徒。
神啊！求祢差派宣教士到阿歐人當中，讓
他們知道祢才是世上獨一的真神，只有祢
能滿足他們心靈的需要。也為在都市工作
的年輕人禱告，求天父讓他們有機會認識
祢，接受耶穌基督作他們的救主，並且有
一天願意回到家鄉向年老的父輩傳福音，
將神的愛傳給他們。天父，在祢沒有難成
的事，正如聖經上所說：「你要行事，誰
能逆轉呢？」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創2:7
神的名字是YHWH（耶和華或雅威，英
文是I AM），核心也是hayah（成了）這個
動詞。當神在先知彌迦身上顯出祂的話語，
和當祂把自己的生命在人身上顯現出來時，
都是把自己變成可以讓人來接觸和知道。
試抱着這樣的觀念，從希伯來思想理
解約翰福音1:14「道成了(hayah)肉身」，
你就明白神的本質是hayah，祂以basar(可
觸摸的身體)顯現出來。這不僅是說主耶穌
誕生為人，而是說那位偉大的「TO BE」
現在以身體的形式出現，那位I AM現在以
和人類同樣的身體形式存在着。
這個偉大的事實對我們意義重大。我
們是神要在所創造的大自然中彰顯祂自己的
管道；我們是被裝備好為要彰顯祂榮耀的
hayah。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表示神計
畫使用我的 nephesh hayah來彰顯祂的榮
耀。
你的生活離神彰顯祂的榮耀有多遠
呢？

中國 • 貴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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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下一站，嘎孟的家
東家人
Ga Mong People
清晨的陽光透過雲層輕柔地灑下，田野
的稻穀染上一層薄薄的金光，令人不禁屏氣
凝神。遠遠望去，山谷下隨意錯落着幾棟傳
統的民居木房，這裡是「嘎孟」的家。
東家族，主要分布在貴州省都勻市、
福泉縣、凱里市和麻江縣，共計約4萬
人。1996年，經貴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東家
人正式成為 畲族的一員。然而，他們仍自稱
是「嘎孟」，不同於 畲族，有屬於自己的歷
史、文化和習俗。
作 為 一 個 農 耕民 族，東 家 人依 舊 脫 離
不了靠天吃飯的命運。他們認為，萬物皆有
靈，可以 庇佑家人身體安康，因此會將自己
的子女託付給大自然，在名字中冠上「石」、
「樹」等 字。另一方面，東 家人也 非常景 仰
祖先，認為祖先的靈魂會住進牛皮鼓，故而
祭祖儀式往往以「祭鼓」來呈現。村裡 還有
「師傅」，具有超自然力量，能與靈界溝通。
「師傅」既參與東家人的婚喪嫁娶，為村民
驅煞治病，還協助解決村民之間的矛盾。
遙遠偏僻的東家村落時常被人遺忘，他們
附近雖有一些小型教會，但目前並沒有任何一
位東家人跟隨基督。
參考文獻：董波《從東家人到畲族——貴州麻江縣六堡村
畲族的人類學考察》，2008，廈門大學碩士論文

天父，求祢差派信徒向東家人傳講福音，
幫助他們掙脫對祖先的恐懼，並在他們所
屬的地區建設一些小型教會，讓福音的種
子在這裡發芽成長。聖經上說：「誰曾用
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天，用升斗盛
大地的塵土，用秤稱山嶺，用天平稱岡陵
呢？誰曾測度耶和華的靈，或作他的謀士
指教他呢？」(賽40:12-13)願東家族的長
者們能夠確切地感受到神的大能，而願意
來到神的面前，與神和好。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創2:7
神用泥土造人的身體，然後用祂的氣息
使人有了生命；人是以nephesh的形式顯現
出來的。
猶太拉比用mav’eh為nephesh同義字，
是從ba’ah字根衍生出來的字，意思是如禱
告般「問、尋求、要求 」 。因此猶太法典
對人的定義是「能禱告的受造者」。
把這節人受造的經文翻譯為「人以禱告
者的形式顯現出來」，我們就領悟到一個重
要真理：人是因為與那位造物主有關係，才
是真正的人。
今天，我們禱告是為了與造物主有聯
繫。要成為人，我們就必須按照神定規的樣
式生活。
當然，我可以選擇要朝着神的設計生
活，也可以執意偏離祂的設計，選擇較低的
目的度過自己的人生。
神已裝備好我們，使我們能彰顯祂美
好的設計，並且保證我們不會缺少任何必
要元素來完成這個目標，只是我們需要持
續與造物主保持聯繫，而禱告是絕對不可
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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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福音的種子發芽了！
里民人
Limin (leemin) People
貴州是一個多民族的省分。根據民國
時期的古籍文獻記載，這裡多達一百多個
的民族類別。直至今日，仍有未識別少數民
族。2000年中國人口普查顯示，全國未識
別少數民族人口約為73.4萬，而貴州就占了
71萬。換句話說，中國未識別少數民族有
96.7%集中在貴州，里民人就是其中一支。
雖然現在里民人漢化程度高，但在語
言、宗教信仰和婚喪禮俗方面依然保有些微
彞族文化的特徵。因此民族專家學者普遍認
為，里民人應歸類為彞族。
里 民人現今主要散
居 在 安 順 市、六 盤 水 市
和黔西 南 布依 族苗 族自
治 州，約 有10 萬 人。家 家
戶戶 供 奉「福 祿 財 神」、
「至 聖 先 師」、「 南 海 觀
音」、「文昌帝君」、「灶 王
府 君」、「五 穀 大 神」，同
時也有祭祖的習俗。

Photo by Asian Harvest

出乎意料的是，在這裡有數百名里民基
督徒。他們曾試圖傳福音給自己的族人，卻
灰頭土臉地離開，轉而走進鄰近的布依族村
莊。在他們辛勤地耕耘之下，約有300位布
依人歸信基督。
參考文獻：王獻軍《貴州里民人探尋》

天父，我們感謝讚美祢，今天帶着歡喜快
樂的心來到祢面前，因知道福音的種子已
在里民族裡發芽了。為着貴州省少數民族
裡剛歸向基督的布依人禱告，愿祢與他們
同在，祢的恩惠慈愛一生一世伴隨着他
們，使他們不偏離真道，並堅定地信靠
祢。另外，我們知道多數的里民人到今天
仍然在信奉假神，且有祭祖的習俗。神
啊！願祢憐憫這些人，祢知道他們內心的
需要，只有祢能滿足他們的渴望。祈求祢
親自斷開捆綁他們心靈的鎖鏈，不受罪惡
轄制，並在祢的名下得着救恩。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創2:7
在人類墮落之前，禱告就已存在，是塵
土所造的人與造物主相互溝通的方式，在這
過程中人從神領受生命的目的和指示。
在墮落的世界中，禱告更為重要，不只
是因為我們需要靠禱告來親近神，更是因為
這世界正處在一個失去了神所造的「人性」
的權勢與影響之下，各種體系的目標都是要
除去你那有靈的活人(nephesh)，不讓你與造
物主建立關係。
凡是要我們把焦點放在自我身上的
倡導，都會讓我們失去應有的「人性」。
真正的人性是在謙卑和順服造物主中才能找
到。
神透過祂獨生子彰顯自己，向我們顯示
一個真正的人，應是與主耶穌一樣絕對服從
父神的旨意。我們只需仰望耶穌，就能明白
什麼叫「做人」。
現在你曉得為什麼主耶穌要花時間禱告
了吧！因為祂曉得身為一個人，意味着要與
生命的源頭連接，當祂跪下禱告，並不是求
父神賜下福氣、權力或指示，而是與父神溝
通，享受成為一個完全的人。盼望我們也有
此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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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農耕生活裡的煩惱
水族人
Shui (shway) People

Photo by Asian Harvest

水族是貴州的古老民族之一，但民族起
源至今仍眾說紛紜。不過無庸質疑的是，水
族人有共同的居住地、宗教信仰、語言文字
和喪葬習俗。
身為農民的水族人，生活裡也有擺脫不
了的煩惱。大自然的神秘難解，讓 人無能 為
力，即將到手的收成可能會因為意想不到的
天災人禍瞬間化為烏有。水族農民望着天，長
嘆了一口氣。
於是，祖靈崇拜成為水族人的依靠。他
們相信，人死後的靈魂會以祖靈、鬼或是神
的形式，繼續存在於世界之中，既能降災，
又能福佑，讓人又敬又畏。 近祖能保佑自己
的生命，像神一樣能賜予恩惠；離自己血緣
關係較遠的祖先，容易產生衝突，所以人們
獻祭，討他歡心。水族人是出了名的信鬼好
巫，有女巫和鬼師為他們舉行各式各樣的禳
解儀式。
  二十世紀初，傳教士來到水族人當中，
有3,000人歸信耶穌。因著當年宣教外展的努
力，現在約有100名水族基督徒。
參考文獻：張曉春、張繼焦《水族源流考辨新說》；王
義全《水族源流考》；林嘉莉《水族祖靈信仰研究》

天父，今天將貴州的一個古老民族
水族
人帶到祢面前。祢認識他們，並知道他們
的心靈光景和需要。神啊！二十世紀初，
水族曾有三千人歸信祢，但信仰並沒有順
利地傳承給下一代。懇求父神憐憫，再次
給他們回轉的機會。也求主保護、堅定此
地僅有的100名信徒，讓他們知道祢行在他
們前面，且必不撇下他們。願主耶穌的十
架大愛充滿信徒的心，使他們竭力活出基
督信仰的生命，因而吸引周圍未信主的親
友歸向祢，榮耀祢的名。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創2:7
hayah也用來描述神的話臨到先知。今
天的世界強調要有生產力，期望個人要有所
表現，可是神的先知正好相反，他只是一個
傳訊者，不是生產或製作者。他的宣告不是
來自自己的創作，只有假先知才會宣講自己
的想法。
先知身上顯示出來的都是從神而來，他
對信息的內容沒有任何功勞可言，只是一個
傳遞神信息的角色。
同樣的，當神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時 ， 我 們 就 「 成 了 」 hayah祂 形 象 的 傳 遞
者，但那不是我們的形象。
正如神的話臨到先知身上，今天神的形
象也臨到我們身上，我們活着是為了顯示神
的榮耀；我們的角色是向世人傳遞和呈現神
的信息。  
神起初的計畫是把人放在世界，代表造
物主管理一切受造物。記得，我們只是傳遞
者，並不是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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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衣服上的民族歷史
西家人
Xijia People

Photo by Asian Harvest

世界之大，民族之多，背後總有一段你
不知道的故事。
一路上，眼見所及，是奇秀天然的石
景，長年風化成各種型態，這裡是貴州省黔
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當地的西家人告訴我們，因為那時人
多地少，崇禎皇帝因而命西家族從江南遷往
貴州，朝廷賜予他們三顆官印。背着沉重的
官印跋山涉水，由於不堪重負，西家人便把
官印的圖案印在婦女的服飾上。為了紀念故
鄉，西家人便把老家的地形縫在頭巾上，殷
殷切切地告誡後代子孫，不要忘記故土。
如今，西家人主要散居在貴州黔東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的凱里市和黃平縣境內，750
戶左右，人口約為三千多人。中國官方把西
家人暫定為苗族，但他們並不認同。西家人
有屬於自己的民族歷史記憶。
西家人依舊保有傳統的泛靈信仰。二十
世紀九〇年代，曾有宣教士來此進行福音佈
道。然而，並沒有人接受基督成為個人生命
的救主。除此之外，西家人曾無故遭中國基
督教異端信徒的辱罵，因此對基督徒一直是
避之唯恐不及。
參考文獻：王亞玲《探訪黔東南革家人和西家人》
，2015，共識

天父，自古以來，西家人保存着傳統的泛靈
信仰，敬拜各類神靈以求平安，硬着心不肯
相信祢。他們也曾被異端辱罵，因而對屬神
的兒女抱持不好的印象。願聖靈親自工作，
擦亮他們的眼睛，看見基督徒身上所反映出
神的榮美，並深受吸引。神啊！求祢讓他們
知道：世上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
於祂，我們也歸於祂；並有一位主，就是耶
穌基督，萬物都是借着祂有的，我們也是借
着祂有的。求祢再次差派祢的僕人到西家人
那裡，給他們機會相信祢，享受祢豐盛的慈
愛。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創2:7
如果你認為自己是命運的創造者和主
宰，那麼你對身為人的認知是錯誤的，就如
假先知傳達自己的信息。
世界很喜歡歸功於自己，這是魔鬼最愛
給人的謊言，以便攻擊人披戴神形象這事的
意義。
如果神造我的目的是要活出祂的目的，
那麼任何時候當我不理會祂，自己居功，或
妄想一切計畫都是我自己的，我就與說謊之
人的父同夥了。
身為人就是要傳遞神在我身上所做的，
信息遠比傳遞信息的人重要，那信息是至聖
的神至高無上的統治。
如果我忽略自己的角色只是個傳遞者，
就會被引誘去相信包裝比內容更重要的謊
言，並開始相信人生是要以我的生產力來衡
量，包括我的成就、積攢、享受和影響力。
或許要問問自己，你如何衡量自己？你
是個傳遞者呢？還是你認為自己就是所傳遞
的內容？

中國 • 貴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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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山脊上的瑤寨
油邁瑤族人
Youmai People

Photo by Asian Harvest

「布依住水邊，水苗住中間，瑤族住山嶺。
」從貴州這句諺語便可得知，瑤族是一個以山
為伴的民族。
油邁村，位於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望謨縣內，深林覆蓋率約七成，是一個瑤
族聚居村，共466戶，約2,300人。根據《望謨縣
志》記載，清道光年間廣西旱災嚴重，土匪猖
獗，一群瑤族人迫於生計，北上遷徙至望謨縣
內。這群瑤族人，就是今日的油邁瑤族。
由於依山險而居，耕地面 積極 少，多年
以來，油邁瑤族以游獵採集的方式過日子，並
依附着布依族。布依族出田，油邁瑤族出力，
兩個民族比鄰而居，所以大部分的油邁瑤族
人能講一口流利的布依語。然而，貧困艱苦、
寄人籬下的生活讓人難以忍受。自2008年開
始，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尋找脫貧之路。
油邁瑤族敬拜山神和土地神。同時，每
一家皆有「家 堂香火」，祈求 祖 先 保 佑人丁
平安、五穀豐登。他們也時常去尋求摩教(布
依 族傳統宗教 )的神職 人 員 摩公的幫助，舉
行祭祀儀式以趕鬼辟邪。
直 至今日，油邁瑤族當中沒有基督徒，
也沒有傳福音的使者。
參考文獻：李志芬《貴州省望謨縣油邁村瑤族語言使用
調查研究》；劉麗萍《望謨縣油邁村瑤族文化變遷研
究》

天父，祢是至聖至榮的獨一真神。凡仰望
祢的人，心中必充滿歡喜，生命必充滿平
安。祢雖在高處，卻看顧低微的人。今
天，我們將油邁瑤族人帶到祢面前。他們
不只在尋求心靈上的平安，同時也在尋求
生活物質上的幫助。油邁瑤族裡沒有信
徒，也沒有傳福音的使者。他們的生活困
苦流離，像沒有牧人的羊群。祈求父神的
憐憫，感動並裝備中國信徒去接觸油邁瑤
族，讓他們被祢的愛所觸摸。懇求聖靈保
惠師的引領，使他們的生命有新的方向和
目標，心靈充滿滿足和盼望。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那人獨居不好。 創2:18
如果你能把包着你靈魂的皮囊拉鏈拉
開，會看到一個怎樣的世界？你會發現自己
與神、與人、與自己有健全的關係嗎？還是
你會看到與神、與人隔絕的可怕空虛感？
「獨居」的希伯來文是badh，用來描寫
單獨一人的情境。神曉得單獨一人不好，這
是很令人驚訝的話，因為當時我們的始祖亞
當與神已有美好團契，可是他的生命仍需要
另一個人，以便得着神造人時所計畫的社區
生活，與和諧關係帶來的祝福。
亞當需要一個’ezer(幫助者)，神為他造
了一個配偶，使他不再感到孤單。你生活中
有沒有一個人幫助你克服孤獨呢？

印度
古吉拉特邦
Gujarat, India

欣欣向榮的背後
專題文 Justin Long(宣教研究員) 編輯 Joan、穎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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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印度洋上繁華的海線

古吉拉特邦位於印度西側，北接巴基
斯坦，緊鄰阿拉伯海。沿海一共有四十多個
港口，海岸線長達1,600公里，自古就以商
業發達聞名於世。不僅如此，該邦具有悠久
的歷史文化傳統，是印度河文明的主要地區
洛塔
之一，邦內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海港
朵
(Lothal)，以及印度最著名的考古遺址
拉維拉古城(Dholavira)。
十二至十七世紀，在穆斯林政權的帶領
下，古吉拉特邦迎來空前絕後的繁華榮景。
頻繁的海上商貿活動、一棟又一棟華美莊嚴
的清真寺，來自世界各地的伊斯蘭學者、蘇
菲派聖人與外國商人薈萃於此。十八世紀，
馬拉塔人進入古吉拉特邦，以印度教立國。
隨後，此地被英國人接管統治，直至1947
年。
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起，古吉拉特邦的
人口數直線上升，平均一年增長一百萬，如
今已突破六千萬人。然而，大多數人口集中
在亞美達巴德(Ahmedabad)、蘇拉特(Surat)
和瓦多達拉(Vadodara)等經濟發達的城市。

城鄉貧富差距擴大
古吉拉特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以農
業和畜牧業為主，有超過一半的土地用於耕
種，農業產品包括棉花、水果和堅果，乳製
品業亦扮演重要角色。另外，現代工業也積
極向上發展，赫赫有名的阿達尼(Adani)跨
國企業集團總部就設在亞美達巴德。在賈姆
訥格爾(Jamnagar)，則有着世界最大的煉油
廠。絕大部分的村莊供電穩定，網際網路普
及率高，人民的平均識字率超過70%。
在經濟快速成長的背後，隨之而來的便
是區域發展失衡，貧富差距擴大。農村地區
的嬰兒死亡率和營養不良率居高不下，人口
外移日漸嚴重。人們攜家帶眷湧入城市，想
盡辦法尋找工作機會。

火熱宣教，但長夜臨到
根據史料記載，古吉拉特邦最早的福音
工作，極有可能始於十六世紀九〇年代。當
時，耶穌會神父從果亞邦(Goa)宣教中心來
到此地，在坎貝(Khambhat)建立了一座教
堂。初時，只有零星幾位賤民階層的人們歸
信基督。
1813年，《憲章法》允許英國傳教士
進入東印度公司的領土，因此基督新教的
宣教工作在古吉拉特邦快速展開了。1861
年，約瑟夫‧範‧薩默蘭‧泰勒(Joseph van
Someran
Taylor)完成古吉拉特語的聖經翻
譯。數年後，幾所於十九世紀成立的聖經學
院整合為古吉拉特邦聯合神學院，不同宗派
也合併組成北印度教堂。
整個二十世紀，新教和天主教接連不斷
地擴張福音善工，包括建立學校、實施農耕
計畫和災害救濟、普及印刷術、開展福音佈
道和教會植堂運動。與此同時，黑夜來臨。
二十世紀後葉，古吉拉特邦成為印度教原教
旨主義者迫害基督徒的「實驗室」。在政府
的默許下，針對基督徒和牧師的暴力案件層
出不窮。2003年，古吉拉特邦內的「反歸信
法」通過，使得宣教工作舉步維艱，困難重
重。

盼望黎明到來
截至2015年，基督教最顯著的據點，
集中在古吉拉特邦當斯縣(Dang)的比爾人
(Bhils)。種姓制度始終存在，印度社會瀰漫
着嚴肅而壓抑的階級氛圍，以致於教會的成
長一直停留在低種姓群體，他們很難向較高
種姓的人群傳福音。
目前，古吉拉特邦的居民絕大多數是印
度教徒，約有10%的穆斯林。此外，這裡也
有錫克教徒(Sikhs)和耆那教徒(Jains)。讓我
們為古吉拉特邦625個未得之民群體禱告，
願迫害行動反而更加激發人們歸向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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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富足，實則一無所有
婆羅門奧迪奇人
Audich Brah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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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古吉拉特邦的奧迪奇人與我們一
樣，是個罪人，也需要救恩。然而，當人們
處在舒適自在的生活時，他們還會覺得人生
需要基督信仰嗎？
奧迪奇人是婆羅門階級，生來便享有崇
高的社會地位。憑着高等教育文憑，他們在
商業、科學、科技、教育、宗教等領域身居
要職。名利、金錢、財富、地位，樣樣皆有
的他們，把福音拒於門外。
你還認為奧迪奇人很好命嗎？
天父，我們滿心感謝祢自始至終都在垂聽我
們的禱告。今天，我們要為印度古吉拉特邦
中的婆羅門奧迪奇人禱告。奧迪奇人雖然生
來便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名利、金錢和財
富樣樣都擁有，但他們與我們一樣，是個罪
人，需要永恆的救恩。神啊！求祢差派祢的
僕人到他們當中，傳達祢的公義和慈愛。願
聖靈軟化他們剛硬的心，使他們認罪悔改，
接受耶穌基督作他們的救主，與父神和好，
成為神國的子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那人獨居不好。創2:18
聖經的希伯來觀點和我們接受到的希臘
化思想有極大差異。在希臘化的世界裡，我
們基本上是孤單的，因為希臘化的理想是人
要獨立自主，自己掌握所有事務，包括價值
和度量尺。而且，越能顯示獨立能力就越能
被看重與效法。正像每個英雄都是超人，不
需要靠別人就能成就豐功偉業。我們崇拜那
些靠自己白手起家的人。
希伯來人恰恰相反，他們看在曠野中獨
自生活意味着死亡；與神、與人的隔絕是可
怕和危險的，最終帶來死亡。希伯來文聖經
常把badh(獨居)和荒蕪之地、沙漠、貧困等
負面的字連在一起。
在希伯來觀點中，男人和女人是因為
與別人有聯繫才能存活，單獨一人總是危險
的。
對於獨居帶來危險，神的解決辦法就是
造一個人類社區。個人的弱點是在與別人有
聯繫時得以克服，而不是高舉個人主義，在
孤獨中克服弱點。
誰與你有聯繫？誰明白你敞開的靈魂？
誰能領你離開孤獨的沙漠？神造人需要其他
人，不要再躲在孤獨的角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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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想起
又為什麼遺忘？
瓦蓋拉拉吉普特人
Vaghela Raj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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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到十三世紀，是瓦蓋拉拉吉普特族
的輝煌時代。盛極一時的瓦蓋拉王朝，是穆
斯林征服印度之前，最後一個古吉拉特邦的
印度教統治者。
昔日的輝煌在歷史長河之中如曇花一
現，卻深刻地留在瓦蓋拉人的記憶中。即便
受伊斯蘭國統治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的骨子
裡依舊保有屬於戰士榮譽的倔強和堅忍。英
殖時期，瓦蓋拉拉吉普特人甚至加入英國軍
隊，於兩次世界大戰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
用。然而，如此複雜的境遇，使得拉吉普特
人的身分備受爭議。1930年，印度人口普查
不再提及拉吉普特人。1970年，印度總理英
迪拉．甘地基於公民平等和政府財政赤字，
廢除拉吉普特族的免稅特權和頭銜。
今日，在古吉拉特邦約有4.7萬名瓦蓋
拉拉吉普特人。輝煌時代早已結束，勇士身
分也成了過往。瓦蓋拉人茫然無措地站在街
頭，不知道未來該往哪走。甚願此時此刻，
耶穌基督的救贖之愛能成為他們的心之所
向，身之所往。
天父，我要感謝讚美祢，祢的話語是我腳
前的燈，路上的光，更是那永恆不變的真
理。造我們的父，祢知道我們每個人的心
思意念，今天我要為印度瓦蓋拉拉吉普特
人禱告。祈求聖靈向他們的心說話，並 启
示祢造他們的目的
是要與神建立美好
的關係，讓他們的思想不停留在緬懷過往
輝煌的歷史記憶中。雖然人們早已忘記瓦
蓋拉拉吉普特人，但祢認識他們。願瓦蓋
拉拉吉普特人接受天父那長闊高深的愛，
認識耶穌基督的流血捨身，為要救贖子民
脫離罪，並將自己的身分放在神兒女這個
牢固的基礎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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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是造物主所定的計畫，是祂認為
對男人和女人最合適的安排。可是這並不是
讓男人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的理由。經文以
「因此」開始，意味着在要求男人「離開和
連合」之前，已有某些東西存在。上文是亞
夏娃。
當非常高興神為他造了理想伴侶
他第一眼看到夏娃就歡呼說：「她好得讓
人不敢相信！」
男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和，是因為當
神造了夏娃給亞當時，完全滿足了他對伴侶
的最深需要。這是他真正離開父母的原因，
在之前他的生活始終缺少了什麼。
「 連 合 」 davaq含 有 「 強 力 膠 」 的 意
思，指婚姻關係有如膠似漆的性質，是所有
人際關係中最深入和親密的，當中包含了忠
誠、尊重、順服和牢不可破的委身。  
事實上，davaq這字就是一個立約的詞
彙，也用在神向我們顯示祂的信實，我們也
當如此對待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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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聖像中的信仰
羅哈納人
Lohanas
阿富汗和巴基斯
坦是羅哈納人最初的
安身之處。但自十六
世紀開始，隨着伊斯
蘭世界積極擴張，羅
哈納人被迫逐漸向南
遷移。而今，他們主
要聚居在印度古吉拉
特邦，只有少數的羅
哈納穆斯林住在巴基
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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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哈納人是虔誠的印度教徒，他們宣稱
自己是宇宙守護神毗濕奴的化身
羅摩神的
後裔。此外，幾乎每個羅哈納家裡都少不了
一張賈拉姆‧巴帕的聖像。相傳，賈拉姆‧
巴帕(Jalaram Bapa，1799～1881)出生於維
爾布(Virpur)，因其樂善好施的品格，廣行神
蹟奇事，好名聲傳遍天下，受到當地印度教
徒的尊崇。時至今日，每年古吉拉特邦的維
爾布朝聖中心吸引了成千上萬名信徒和遊客
前來膜拜。
約 有 57.6萬 名 羅 哈 納 人 住 在 古 吉 拉 特
邦 ， 他 們 不 僅 擅 於 經 商 ，平時也非常慷慨
大方，熱衷慈善。目前，並沒有羅哈納基督
徒。
天父，感謝祢無比的大愛，在我們還頑梗悖
逆的時候，祢已經先愛我們了。祢差下愛子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而死，三
天後復活、升天，現在坐在祢的右邊，日日
夜夜為我們代求。願聖靈引領我們，作一個
榮耀祢，並討祢喜悅的兒女。今天，我們將
羅哈納人帶到祢面前，求祢憐憫拯救他們，
使他們的心歸向祢，經歷祢奇妙的恩典，憑
着耶穌基督捨己之愛的動力，在人群中慷慨
行善，成為傳揚福音、蒙祢喜悅的族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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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承認婚姻應當如經文所述，夫妻
享受如膠似漆的連合關係，因為那是神美好
的計畫。可是今天大部份人的婚姻生活卻被
墮落世界的老虎鉗挾制着，沒有所謂烏托邦
的婚姻，只有得過且過的婚姻，許多時候還
充滿危機、衝突和張力。
聖經不是談論倫理道德的書，或提供人
們積極思想和美好生活的手冊，而是關於墮
落的人類在已經被罪侵襲的世界中，如何掙
扎着想要過蒙拯救的生活。聖經從頭到尾都
是關於神始終信實，人卻不斷犯錯的內容。
幾乎每個聖經中的英雄，其人性深處都
是可悲墮落，其實正是你和我的模樣，尤其
在婚姻中。若沒有神的干預，我們的婚姻確
實只能是無可奈何罷了。
誰不想像亞當那樣歡呼：「她對我再合
適不過了！」如何才能發出這樣的歡呼呢？
要從davaq開始，男人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
強力膠上，當男人像口香糖般黏在妻子身
上，妻子就會成為箴言31章中的巾幗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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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消弭歧視，
但有色眼光仍在
卡爾帕人
Khalpa People
大家還記得領到人生第一份薪水的心情
嗎？
「努力工作得到回報的感覺真好。」
阿比爾(Abheer)臉上洋溢着淺淺的笑容，踩
着輕快的腳步正要回家。今天，他領到了人
生第一份薪水。
一如往常，來來往往的路人對阿比爾投
以鄙夷不屑的眼光，他臉上的笑容倏地垮了
下來，低頭快速地走進昏暗的小巷子裡。
職業固然無分貴賤，但在印度社會中
仍存在着對某些職業的歧視。阿比爾在牛宰
廠工作，不少人認為他根本不配稱作印度教
徒。雖然阿比爾極力解釋：「我宰殺的是水
牛，我和你們一樣都很尊崇母牛。公司裡大
部分的牛肉是賣給穆斯林和基督徒，而剩下
的牛皮會用來製作鞋子，你們在街上也買得
到。」無奈的是，絕大多數的印度教徒並不
接受他的說詞。
在古吉拉特邦，估計有11.7萬名卡爾
帕人以畜牧業維生，通常是剝皮者。其他人
則是從事農業或樂器維護等工作。卡爾帕人
堅稱自己是印度教徒，並忠於多位印度教神
靈。
天父，我們來到祢施恩寶座前，仰望呼求
祢。願祢向我們仰臉，光照我們，用祢的
話引領我們，使我們每天所經歷的，都成
為信心增長的基石，榮耀主名的途徑，並
成為他人的祝福。今天，我們同心為卡爾
帕人禱告，他們堅稱自己是印度教徒，努
力工作，但生活依然貧窮，地位低微，不
被社會接納。父神，祢最了解卡爾帕人所
遭遇的一切，求聖靈讓他們真知道祢是天
地間唯一的真神。祢愛他們，要成為他們
的父，也要成為他們生活中唯一的依傍。
願卡爾帕人在耶穌基督裡找到自己的身分
認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二人成為一體。創2:24
我們買東西時都喜歡揀自己喜歡的來
買，而不一定會喜歡配套裡的每樣東西。在
生活中許多時候要得到喜歡的東西，常常必
須一併接受別的東西。婚姻也是如此，你得
到的是整個人，你不只是得到喜歡的部分，
如對方的可愛、迷人、優點，同時也會得到
他的成長背景、情緒以及令人生厭的行為。
人是不能被改造的，至少不能被配偶改
變。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通常都無法除去所
有不好的，只留下好的。若真能做到，我們
得到的也不是完整的人了。
在伊甸園第一個理想婚姻也包括了整個
人，男人要離開他原生家庭的保護，然後與
他人生的新伴侶連合一起 ， 兩 人 要 成 為 一
體。經文直譯是：「他們要成為一體」，我們
看到hayah(成為)這動詞出現：他們要「顯現」
為一個；他們要「發生」成一個；他們要「被
建立」為一個。
成一個什麼呢？希伯來文是basar，神
沒說他們將成為一個nephesh(活人)，沒有把
兩人的個性混在一起。basar意思是「血肉之
體」，可以指有生命的動物和人的「血肉」
部份。聖經用這個字表示婚姻產生了身體的
合一，而不是將兩個人變成同一性格。

印度 • 古吉拉特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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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向坎瑟里祈禱
多赫錫亞人
Dhodia People
收成時節，古吉拉特邦的村莊熱鬧非
凡。多赫錫亞人載歌載舞、飲酒作樂，享
受着坎瑟里女神(Kanseri) 註 所賜下的豐盛食
物。屋內，撒切(Saachee)恭敬地放了一碗
米飯在案前，專注凝視着坎瑟里雕像，敬畏
之心，油然而生。
「哦！坎瑟里永遠完全，深受濕婆神寵
愛。請賜下你的恩典，喚醒我心靈知識、內
心自由、興盛和心靈修行。」
「坎瑟里，請幫助我的丈夫，叫他別喝
太多啤酒。」撒切獨自跪着，流淚小聲地祈
禱。
多赫錫亞人約為
67.5萬人，多半以務
農、出售農產品，或是
在靠近村莊的達布蒂
河捕魚，養活一家人。
這裡的神廟很少，他們
習慣自己雕刻偶像來敬
拜。多赫錫亞人懼怕惡
Photo by Kajal84 on wikipedia
靈和女巫。感謝神的
是，現在約有5,400位多赫錫亞基督徒。
註：坎 瑟 里，也 叫 作 安 娜 普 爾 納 ( A n a n a p u r n a )，
印度教女神，主要掌管眾人的食物。坎瑟里是濕婆神的
妻子——雪山神女帕爾瓦蒂的化身。

天父，我們感謝讚美祢，祢喜愛施恩，赦
免罪孽，滿有憐憫。祢深愛那些受了矇
騙，卻仍在為自己雕刻偶像的多赫鍚亞
人。求祢赦免他們所犯下得罪祢的事，救
拔他們脫離惡靈和女巫的懼怕。禱告多赫
鍚亞人快快聽聞福音，「離棄偶像，歸向
神，去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也求神賜
下好牧者和教師，帶領那5,400位多赫鍚
亞基督徒，在祢的道上茁壯起來，建立以
基督為中心的團契，活出聖潔的生命。愿
聖靈保守他們忠心跟隨神，不偏離左右，
並向他們未信主的鄰舍見證耶穌基督的救
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二人成為一體。創2:24
當聖經說婚姻是關乎兩個人成為一個
basar(血肉之體)，這個了解幫助我們發現在
婚姻關係中，我們理所當然會產生強烈的意
願像照顧自己一樣去照顧對方，細心滋養、
保護、供應、幫助、鼓勵、發展，以及做一
切可以讓我們這共同的身體達到幸福圓滿
(shalom)的事。
但這不表示我應該期待或強求對方改
變，以致我們這兩個有靈的活人(nephesh)
之間沒有差異。二人成為一體，意味着外面
的包裝是一個，內容卻有兩個。
神要夫妻一同承受天國的福分，但沒有
期望兩人成為同一個人。神造夫妻各有自己
的性格，而且邀請我們在人能享受的最親密
人際關係上，彰顯神的熱切相愛。
完美的配偶是幫我把對神的忠誠，化為
對另一人的行動，因為那人與我共享同一個
身體。聖經對婚姻的觀點是關於「身體」，
要先照顧好basar，才能共享你的nephesh
(有靈的活人)。
婚姻也是教會的象徵，聖經對教會的描
述正是一個「身體」，但有許多肢體，將許
多個人包括在內。你如何對待教會這個「身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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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山與我的故事
喬杜里人
Chaudhari People

Photo by pixabay

阿布山

種姓制度涵蓋絕大部分的印度群體，但
仍有些族群由於諸多因素而被排除在外，其
中一個便是喬杜里人。
作為部落民族，喬杜里人過着傳統平凡
的農耕生活，經濟發展相當落後。他們是「
表列部落」(ST)的一員，有大學升學的特別
保障和擔任公職人員的保留名額。喬杜里人
多半在部落內通婚，不與宗親結婚，男婚女
嫁皆聽從家中長輩的安排。部落裡採取父系
制度，婦女一般上並無財產權。
喬杜里人是印度教徒，同時深受民間信
仰的影響。他們會到阿布山(Mount Abu)供
奉食物、鮮花和香火，周而復始，祈求神明
趕走邪靈。
古吉拉特語的聖經譯本已出版。目前，
喬杜里部落中沒幾位基督徒。
天父，感謝祢施行憐憫，使我們本該受
咒詛的生命得着反轉，成為一群有盼望的
人。我們為表列部落的印度教徒喬杜里
人禱告，求主感動宣教機構去關注喬杜里
人，並差派宣教士來到他們當中，放下自
己，與喬杜里人建立友誼，去了解他們的
需要。求主賜下機會，讓宣教士帶領喬杜
里人認識祢，體會到父神的愛，從黑暗的
權勢裡獲得自由和釋放。求祢祝福人數不
多的喬杜里基督徒，賜下日用的飲食，彼
此有美好的團契生活，並願意披戴基督，
在家人和鄰舍面前作見證。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創4:7
當你沒有活出神的標準時，你會如何反
應呢？是否會雙手一攤沮喪地說：「我不可
能做到，因為沒有人是完全的！」或者，像
該隱那樣感到十分洩氣，接着便垮下臉來，
容許自己對神並他所接納的人越來越生氣。
控制不住的怒氣會帶來可怕的下場，該隱的
結果就是殺人，並且還不認為自己有錯，他
對神說：「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
當你達不到神的標準時，其實可以有另
一個選擇，神提供了非常實際的勸誡：「你
只需要改正過來，然後繼續生活下去。」
「你若行得好」用了希伯來動詞yatav，
與希伯來文一些慣用語相關，比如美好、令
人滿意、使人高興、善待、做得好等。這個
詞語不總是含有道德意味，有時候只是表達
做好一件事，使事情美好、正確。
神給該隱的建議是：「去做你該做的
事，做得對、做得好，就會得着鼓勵。」
神說這句話並不是要定該隱的罪，而是
要啟發他：「該隱，你為何洩氣呢？去改正
過來就沒事了。」
當我們覺得達不到神的要求時，要記得
神說：「去做該做的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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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拉的悲歌
杜布拉人
Dubla People

Photo by ePhotocorp on iStock

在毗鄰的馬哈拉施塔邦，他們尊榮馬拉塔帝國

十二到十七世紀，古吉拉特邦在穆斯林
的的統治下，曾經譜寫過繁榮輝煌的篇章。
頻繁的海上商貿活動、一棟又一棟華美莊嚴
的 清 真 寺 ， 以 及 來 自 世 界各地的伊斯蘭學
者、蘇菲派聖人與外國商人，堪稱是群英薈
萃，盛況空前。
然而十七世紀中葉，馬拉塔人成功占
領古吉拉特邦，安居在此的杜布拉人被迫向
南遷移。十九世紀，馬拉塔帝國敗給英國，
地方首領紛紛向英國俯首稱臣，以換取自治
權。與此同時，生性溫和的杜布拉人被拉吉
普特和其他族群欺壓，淪為農奴。
直到1923年，農業奴隸制才被廢除，
杜布拉人重獲自由。然而，儘管有政府的援
助，他們依舊是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杜布
拉人沒有屬於自己的農地，每天在打零工之
中掙扎求生，階級不公與扭曲對待不斷地上
演，他們卻無能為力。窄小簡陋的單間泥磚
房，住了好多人。
杜布拉人的教育水準普遍低落，識字率
不超過10%。他們是印度教徒，並且將村裡
的巴格特(Bhagat)奉為可與眾神溝通的「終
極好人」。
天父，感謝讚美祢用聰明鋪張穹蒼，用權
能統管萬有，祢滿有能力和慈愛。求祢憐
憫拯救生性溫和，常被拉吉普特人和其他
族群欺壓，成為農奴的杜布拉人。主啊！
他們生活艱苦，族群識字率低，他們是不
認識祢的印度教徒。懇求父神差派工人，
將聖經和《耶穌傳》翻譯成杜布拉語；同
時興起教育專業的宣教士和扶貧工作者，
使杜布拉人有機會受教育，有能力閱讀聖
經，認識耶穌並跟從祂，經歷神的信實、
平安與同在，以祢為人生終極的滿足。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創4:7
撰寫《神同在》的勞倫斯修道士
(Brother Lawrence)明白這段經文的意思，
他分享：任何時候當他發現自己不小心犯罪
了，就會立即認罪，然後繼續生活下去，完
全忘掉失敗的時刻。因為他認識神，曉得神
只是要他做好，改正過來，繼續與祂溝通。
我們急需聽到這種聲音，尤其是當我
們一直聽到那位控告者(魔鬼)對我們說：
「看吧！你又犯錯了！」、「你在神面前永遠
不及格！」、「你不曉得神的要求很完美嗎？
何必一直努力呢？沒用的，你不可能達到
的！」那位控告者要你上完美主義的當，牠
要你認定自己達不到神的標準，然後把你帶
到洩氣、忿怒與暴力行為之中。
可是，神只是要你改正過來，還能比這
更簡單嗎？神沒有皺眉頭，沒有指責，只是
給出睿智的勸誡：改過自新就沒事了。
你還要聽那令你洩氣的聲音嗎？還是願
意改過自新回到神面前呢？不要再想了，去
做該做的事，神時刻都在等着你。

孟加拉
錫爾赫特專區
Sylhet Division

探索雨林，坐看茶園
專題文 Keith Carey 編輯 Joan、穎穎

Photo by Simanta Sah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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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茶園的寧靜風光

從地圖上俯瞰，錫爾赫特仿佛依偎在印
度的懷抱裡，清澈的蘇爾瑪河從身邊靜靜流
過，一排又一排的茶樹梯田，藍白相間的莊嚴
陵墓隱身在繁華的商業街道。茂密的森林、叢
叢的灌木，奇花異果點綴在一派蔥綠之中。

繁華為鄰，自然共棲
錫爾赫特，是僅次於達卡和吉大港重要
的經濟發展城市，茶葉和天然氣生產量居全國
之最。英國籍孟加拉人所投資的旅館、購物中
心及高級住宅，造就了商業一片繁榮的景象。
不但如此，錫爾赫特還有另一項重
要收入
觀光旅遊。十四世紀著名的蘇
菲 派 「 聖 潔 者 」 哈 茲 拉 特．沙阿．賈拉勒
(Hazrat Shah Jalal)的陵墓便座落於錫爾赫特
市內，每年吸引無數朝聖者到訪與觀光。遠近
馳名的詩人哈森．拉賈(Hasan Raja)博物館收
藏着他的遺物，邀請着每位遊客一同窺見孟加
拉文學大師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另外，豐富的
自然景觀生態旅遊，帶你置身於原始的熱帶雨
林，體會與土地的緊密連結。

荒涼的屬靈光景
錫爾赫特專區的人口約有1,200萬，其中
穆斯林占86%，印度教徒則占12%，所有宗派
的基督徒加起來僅占1%。根據約書亞計畫資
料統計，這裡共有138個未得之民群體，其中
最顯著的群體莫過於印度教徒。本週，我們將
為許多錫爾赫特印度教徒群體來禱告。
在這片土地上，人們汲汲於尋找神，卻
找着了什麼呢？親愛的《宣教日引》讀者，讓
我們一起走入錫爾赫特，謙卑地彎下腰，傾聽
更多困苦流離的聲音。禱告福音的種子能落
下，種植出屬天的新生命。

孟加拉 • 錫爾赫特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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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問起
馬利克穆斯林
Muslim Malik People
如果你向馬利克穆斯林問起耶穌，他們
會告訴你：「哦，耶穌就是麥西哈．爾撒(耶
穌的阿拉伯語音譯，Masih Isa-al)，是一位
先知，所有穆斯林都認識他。」
在伊斯蘭教信仰中，爾撒是麥爾彥 註之
子。他不是神，只是真主阿拉的使者，被差
派到猶太人群裡的一位先知。爾撒沒有被釘
十字架，而是真主直接把他帶上天堂。人們
應當謹守拜功，凡善功分量重的，才能在真
主那裡享受報酬。
馬利克穆斯林並不知道，耶穌基督就是
那位永恆的救贖主。因着神信實的慈愛，祂
自己走上十字架，承受神公義的震怒，使我
們得以來到神的面前。凡信靠耶穌基督的，
便能借此稱義，成為神寶貴的兒女。
眾所周知，在穆斯林的圈子裡，若有人
歸向基督都會遭受家人和朋友的排擠。這些
障礙會攔阻他們來到神的面前。讓我們一起
為馬利克穆斯林禱告吧！
註：在《古蘭經》裡，麥爾彥是耶穌在地上的母親——
瑪利亞。

天父，我們在祢面前為馬利克人代求。求
祢差派願意長期委身的信徒，效法基督，
謙卑虛己，有智慧地去服事他們，給予他
們滿滿的愛與關懷。願神讓馬利克人看
清自己所信的，其實並沒有救恩的確據，
就轉而渴望聆聽福音。願聖靈引導馬利克
人認識祢，是祢賜下神兒子，道成肉身，
在十架上捨去生命，代替他們承受罪的刑
罰，以致心被恩感，接受耶穌基督為生命
的救主。願所有馬利克穆斯林皆能領受兒
子的心，與基督同作後嗣，帶着新的人生
方向，與祂一同受苦，也一同得榮耀。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
立約的記號了。創9:13
我們很難理解信心是什麼，希伯來書
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
的確據」，到底怎樣才能對看不見的東西有
信心呢？
其實，神創造的世界有給我們關於信心
的模式，例如：沒有人會懷疑彩虹的存在。
一場陣雨過後，抬頭看看天空，它就在那
裡。彩虹到底是什麼呢？它是大自然一個最
美麗的視覺展示品，雖不能具體摸到，卻是
真的。
我們能用言語描述彩虹，卻無法在一
個確定的地點找到它。它是無限空間的一幀
影像，而每位觀賞者都可看見屬於他自己的
「獨特」彩虹。
「未見之事的確據」聽起來像彩虹，不
是嗎？我「看到」它，可是它並不是真的在
我所看到的「那裡」。我看到的，也不見得
是你所看到的，雖然我們兩人看到的是同一
道彩虹。
神與大地立約時，所定的標誌就是彩
虹，它對每位觀賞者來說都是獨特的。即使
是無神論者，也不會否認彩虹的存在。同
時，也承認彩虹雖然是真的，但不能觸摸
到。
神把彩虹留給我們，也許不僅作為召約
的標誌，可能也要提醒我們：信心，就像彩
虹一樣，超出人所能理解的證據。

孟加拉 • 錫爾赫特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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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為他人擊鼓
多利斯穆斯林
Muslim Dholis
對於女孩們來說，披上婚紗是一生最浪
漫的時刻。
為了赴一場在孟加拉錫爾赫特專區所舉
辦的婚禮，一群男女從市區坐了2小時的車
程才抵達會場。着裝隆重的賓客們雖然被9
月的陣雨淋得狼狽不堪，卻壓抑不住心中來
此見證一場美麗婚禮的興奮。
孟加拉的婚禮可謂場面盛大，滿桌佳
餚，家族齊聚，鼓樂齊鳴，熱鬧非凡。若你
仔細觀看，便可發現正在打鼓的多利斯人。
一個特定群體負責某項職務，是南亞社
會非常普遍的現象。多利斯人多半在節慶、
婚禮和喪禮中，以鼓手的身分參與別人生命
裡的重要時刻。
樸實無華的農耕生活是多利斯人的日
常。他們會積極送孩子去上學，直到他們15
歲左右。多利斯人大多信奉印度教或伊斯蘭
教，有些甚至會把這兩種宗教融合在一起。
目前多利斯基督徒為數極少。或許，
最有效的宣教策略是向整個多利斯家庭傳福
音。
天父，求祢保守為數極少的多利斯基督
徒，能清楚明白信仰的真理，並擁有從祢
而來的勇氣、智慧和忍耐面對來自穆斯林
的逼迫。求聖靈堅固他們的心志，將這些
經歷化為確據，對神的信實同在毫不動
搖。神啊！也懇求祢興起有音樂恩賜的福
音使者，走進多利斯族群裡，用詩歌觸動
人心，使他們在基督裡重新定位自己的
世界觀。「當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
在心里，以各樣的智慧，用詩章、頌詞、
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誡，心被恩感，
歌頌神。」 願多利斯人皆能歸信基督，
並運用神所賜下的音樂才華，活出討主喜
悅的敬拜生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你們
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那裡
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裡來。」
創22:5

中文聖經把希伯來字shachah翻譯成
「拜一拜」或「敬拜」；英文則是
worship。然而，兩種翻譯都限制了我們對
這一字的理解，以為亞伯拉罕只是帶着以撒
到山上敬拜，就如我們平時在教會所進行的
敬拜儀式。當我們沒有看清這字背後的圖
像，就無法明白亞伯拉罕當時真正在想什
麼。
shachah是描寫「恭順下拜、俯伏」的
動詞，通常跪拜的對象是處於高位的神、國
王、首長等。 hishtachah所描繪的是
即
使沒有任何外在儀式，內心仍存着對神的敬
拜態度。
當亞伯拉罕的僕人遇到利百加時，他
當下就對神生出這種敬拜態度(創24:26)；
大衛進入神的殿渴望敬拜神，所抱持的也
是這種態度(詩5:7)；最終人類要向神獻上
的，正是如此謙卑、恭敬、完全降服的敬
拜。(賽66:23)
是的，它是敬拜，但不是只有外在包
裝的敬拜儀式。shachah是將你的靈魂、思
想和力量全部俯服在神面前，以謙卑、完全
委身的心態，降服於宇宙唯一值得敬拜的
神。這就是亞伯拉罕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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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可以同時相信
多個宗教嗎？
平賈拉人
Pinjara People

Photo by sezer ozger on iStock

平賈拉這個名字，意思是「棉織工」。
平賈拉人世代以棉花的種植、加工，以及生
產各式寢具用品為業。在印度、尼泊爾、巴
基斯坦和孟加拉的製棉工廠，皆可找到他們
辛勤勞動的身影。
平賈拉人超過90%是穆斯林。然而，他
們也會慶祝印度教的重大節日，並對印度眾
神祇發誓。在一些虔誠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眼中，平賈拉人這種「多重宗教合一」的行
為是非常令人不齒的。
甚願平賈拉人能轉向耶穌基督，獻上生
命的主權。單單仰望祂，並積極地順從那位
與我們同在的救主。
天父，穆斯林歸信基督的過程何其漫長。今
天，平賈拉人仍然活在渴求獲得真神的喜
悅，卻毫無得救把握的信仰生活裡。願祢垂
聽他們靈裡的渴求，甚願更多平賈拉人來尋
求祢，當他們尋找時就尋見祢，願祢親自向
他們顯現。「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
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們也要為平賈拉
人能免於恐懼祈求，願他們獲得虔敬成熟的
信徒群體的支持，以及得到家人的接納與體
諒，並經歷耶穌總能為他們開出一條新路。
父神，求祢吸引平賈拉人到祢跟前是相信耶
穌，而不是相信「基督教」，且得享屬靈的
更新和喜樂，願主賞賜他們。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你們和驢
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那裡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們這裡來。」創22:5
shachah這 希 伯 來 動 詞 的 希 臘 文 翻 譯
是proskuneo，在新約聖經這字被用來描述
「敬拜、跪在面前」。在聖經中，禱告的一
個變化字正是敬拜；敬拜的一個變化字正是
禱告！
現在，我們應該比較能夠領會聖經對
禱
「人」(有靈的活人nephesh)的定義是
告者。可以這樣說：禱告是讓人成為「人」
的管道。
當人來到萬軍之耶和華的面前，
應該像以賽亞那樣看到神的榮耀而說：
「禍哉！我滅亡了！」沒有跪下，就沒有禱
告，也沒有敬拜。任何人以為自己能站立在
耶和華神面前，他就還不曉得這位神是誰。
我們是時候覺悟，唯有俯伏跪拜，才配
得敬拜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神。聖經中每個
信心之父，都知道要跪拜耶和華。
在這位賜下生命的神面前，如果我們缺
乏謙卑與敬畏的心，只會加劇靈性的虧損。
許多時候經歷不到神，是因為我們沒有從灰
塵中祈求。
當禱告主引導你的生活時，你會發現自
己是充滿恐懼顫兢地跪在地上，而神會溫柔
地注視你，宣告你是祂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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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從芥菜種開始
莫臥兒人
Moghal People

Photo by ryuivst on iStock

莫臥兒人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歲月。他
們是蒙古人的後裔，在阿富汗南下入侵印度
時，建立了南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強大帝國
蒙兀兒王朝。時至今日，昔日的光環猶
在，莫臥兒人在孟加拉中，依然是一個享有
崇高社會地位的族群。
莫臥兒人講烏爾都語，多以務農維生，
或在公務機關任職。他們通常與「自己人」
通婚，跨種族婚姻很罕見。在財產分配上，
兒子和女兒同樣享有公平的繼承權。如果你
走在街頭，看到某些女人的手、鼻、耳朵或
腳趾上戴有飾品，那是已婚婦女的一項明顯
特徵。
莫臥兒人信奉伊斯蘭教，並分為什葉
派和遜尼派。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族群裡有
極少數的福音派基督徒，像一粒小小的芥菜
種。甚願日後，這小小的種子能發芽，被神
使用，長成一棵棵屬天國的大樹。
天父，莫臥兒穆斯林是按祢的形像被造，
又被永活的神愛着，但他們並不知道。崇
高的社會地位和身分，令他們一直驕傲地
站在救恩的大門之外。我們要為那些生
活在莫臥兒人當中的基督徒禱告，他們的
人數極少，又活在「撒但如吼叫的獅子要
吞吃他們」的境況中，願他們因信而蒙神
的能力保守，脫離固有伊斯蘭教誓約的捆
綁，找到屬靈的自由。祈求他們與耶穌的
關係能繼續進深，信徒之間能彼此連結、
扶持、擁有屬靈的深度，以及被聖靈充
滿，過着以聖經為根基的生活，並結出聖
靈的果子。願他們像一粒小小的芥菜種，
能發芽，被神使用，長成一棵棵屬天國的
大樹。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
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 獨 生 的 兒
子，留下不給我。 創22:12
在神面前，所有人都要有適當的敬畏態
度。神透過以撒被獻為祭物的事蹟，給了我
們一個非常實際的敬畏神的定義。
這節經文把敬畏神變得十分清晰，讓我
們看到幾個改變生命的含意。首先，我們必
須問道：「神豈不是已經知道亞伯拉罕是祂
忠心的僕人嗎？」為什麼經文還說「現在神
知道」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深思
什麼是敬畏神的意義。
吳爾夫說：「敬畏神就是順服神，意
即當神提出要求時，即使那是你最寶貴的東
西，也不會留下不給神，因為你堅信神所應
許的一定會實現。」
換句話說，我們不僅要放開心中最寶貴
的人和事，就算我們的未來會因此而永遠改
變，也要放開。敬畏神就是把神所要求的一
切都交託給祂，相信無論未來如何，神的目
的必定成就。
當我們說敬畏神時，表示我們要義無反
顧地相信祂，堅信無論腳下所站之地如何鬆
動，神的應許仍像磐石那樣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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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無法進公家單位工作
納馬西尚德爾印度教徒
Hindu Namassej Chandel
勤奮、活潑、熱情、誠實的納馬西尚德
爾人大多數住在孟加拉國，也有些住在印度
北部省邦。
處於孟加拉這
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
家中，尚德爾人的
自我身分認同是印度
教徒，但其他印度教
徒並不這麼認為。因
為尚德爾人信奉的瑪
圖(Matua)教派，是
Photo by Joshua Project
改革於印度教的新教
派，發源於達利特(
賤民)群體中，不接受印度教的4個種姓階層
說。
尚德爾人雖然工作勤奮，可惜經濟狀況
仍然不佳，也沒有多少人受過高等教育。住
在城市的尚德爾人在各行各業中謀生，住在
農村的人主要是農夫。他們很少能進到公家
單位工作。
尚德爾人的基督徒很少，需要委身的禱
告勇士，不斷地禱告，求主差遣基督工人去
得着他們。
天父，願納馬西尚德爾人知道祢愛他們，
甚至賜下祢的愛子讓他們可以靠着得救，
得稱為神的兒女，願他們投靠在耶和華神
的翅膀蔭下，早早飽得耶和華的慈愛，滿
有盼望。當勤奮、誠實的納馬西尚德爾人
努力工作時，願他們在雇主眼前蒙恩，不
受剝削。禱告孟加拉政府行公義好憐憫，
願意改善他們的生活及教育。禱告更多納
馬西尚德爾人能識字、閱讀聖經，以及擁
有母語的有聲聖經。祝福人數稀少的納馬
西尚德爾信徒，能明白和跟從祢的律例典
章，在基督裡得着赦罪的醫治，為祢作見
證，並靠聖靈帶領族群回轉，認識祢是滿
有慈愛和恩典的父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
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 獨 生 的 兒
子，留下不給我。 創22:12
你認為敬畏神很容易嗎？你準備好只
要神對你提出要求，你就能把自己的一切喜
好、希望和夢想全都交託在祭壇上嗎？你準
備好放棄自己的計畫，和讓你達到成功的
理想和努力，全權讓神把你變成祂要的樣式
嗎？你願意犧牲對你最特別、帶給你喜樂的
人嗎？你真相信神能看顧你的未來嗎？
yada(知道)這希伯來動詞涵蓋很廣的意
義，這節經文指出令人驚訝的含意：敬畏神
帶來親密關係，這親密關係只能出於完全忠
誠。
過去，亞伯拉罕對神的順服像臣民對國
王或下屬對元帥的順服，他只是服從命令。
可是這不是神要的，神要的親密忠誠和勉強
遷就迥然不同。
當關係降低到變成遵守一些規則時，愛
就變成了教條主義。神必須知道的是：「你
對我全心忠誠嗎？」神不要你按規條行事，
祂要你愛祂。
你的信心只是本於原則嗎？還是親密忠
誠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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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應該敬拜哪位神？
派特尼印度教徒
Hindu Patni

Photo by Saikat Bhadra on iStock

派特尼一字的意涵為「乘船、渡輪」。
過去，他們在渡輪上工作，一年半載才回鄉
一次。現在，一些幸運的派特尼人成功轉行
成為自耕農，其他則成為臨時工。
在印度，派特尼人是政府弱勢群體保障
政策中的其中一員。在孟加拉，他們也處於
社會底層，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識字率極
低。
派特尼人是穆斯林，同時也是印度教
徒。只要哪位神明可以賜下任何好處，他們
便會湧去膜拜，並祈求下一世能投胎成為更
高的種姓。
派特尼人需要知道：只有在耶穌基督
裡，才能得着永恆豐盛的人生。或許，福音以
口頭傳講的方式比較適合他們。
天父，祢創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祢守誠實，直到永遠。求祢記念經常在海
上生活的派特尼人，有宣教同工願意和懂
得如何接觸他們，關心他們孤單枯燥的生
活，向他們傳講那無所不在的神，使他們
能呼求倚靠祢，在無邊的大海中經歷祢的
平安和愛。父啊，請引領他們在他鄉靠岸
的日子裡，能遇見基督徒，感受到家的溫
暖、愛和關懷，然後帶着天父的愛繼續航
行。我們也為那些不用出海，可以農耕的
派特尼人禱告，求祢使用福音錄音和有生
命影響力的口述福音員，引領他們來到主
前，成為福音好土，生命和田地都蒙福，
在神的活水澆灌中得着豐盛。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
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 獨 生 的 兒
子，留下不給我。 創22:12
我們並不會很抗拒按原則行事，因為
相信按原則行事可以帶來好處。比如我愛妻
子，做一切身為丈夫該做的事，這是經營美
好婚姻的一個原則，這樣做就會為我帶來益
處；有個快樂的妻子，我就會有快樂的生
活，這也是一個原則。可是一旦我的付出得
不到回報，我會如何待她呢？那就是忠誠的
考驗了。
其實，我的妻子真正需要的是忠誠，但
維持合理的原則，並不能取代忠誠的愛，也
無法建立真誠的關係。只有在我不能得到任
何好處時，才能顯示我是否忠誠。
亞伯拉罕對神的順服向我們發出挑戰，
要我們把自己最寶貴的、獨一無二的珍寶帶
到神面前，讓神透過我們最愛的來測試我們
的忠誠。
如果你真的敬畏神，就必須超越順服
的「原則」。或許現在你明白為什麼聖經說
「要盡心、盡意、盡力愛神」，而不是「盡
心、盡意、盡力服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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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巧奪天工的手藝
洛哈拉印度教徒
Hindu Lohara
構想裡的每一個碎片，都在鐵藝的世界
中成為真實。是誰，給了他們巧奪天工的精
湛手藝？
一踏進門，目光所觸及的鐵製花架是
這家店的靈魂所在。鐵架上精巧細緻的雕刻
紋路，令人驚嘆不已！我按捺不住心底的好
奇，上前詢問老闆，才得知如此匠心獨運的
雕刻，皆出自洛哈拉人之手。
洛哈拉人是一群巧手生花的鐵藝工匠，
身上有着屬於藝術家那種溫文儒雅的氣質。
除了暢遊在精雕細琢的鐵藝樂趣之間，一些
洛哈拉人平時的身分是刻苦耐勞的牧羊人、
養牛者、籃子編織工或紡織工人。除此之
外，在節慶禮俗的場合上，唱作俱佳的洛哈
拉人會身着傳統服裝，以幽默詼諧的歌唱和
舞蹈來表現愁苦無奈的生活。
洛哈拉人崇拜民間信仰，盡其所能地討
好各神明的歡心，期望得到祝福。他們需要
知道：是神給了他們巧奪天工的精湛手藝，
神深愛着他們。他們不需要賣力演出，只需
要信，就能得着那份永恆的救贖恩典。
天父，感謝祢賜給洛哈拉人諸多的才藝天
賦，以及牧羊人刻苦耐勞的本性，與唱作
俱佳的節慶表演能力。求祢赦免他們用這
些來討偶像的歡心，不曉得自己原是祢
手中的傑作，在基督裡造成，為要行神所
預備他們行的善工。求祢祝福洛哈拉人
聽到完整的福音信息，得着神的救恩，離
棄一切偶像假神，倚靠基督的恩典，因
信稱義，在真理上站穩。願祢差派被聖靈
充滿的信徒，尋見親切友善的洛哈拉平安
之子，把主的慈愛傳遍洛哈拉群體，使他
們不僅得着活潑的新生命，也能將自己全
然獻給祢使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至於你和你的臣僕，我知道你們還是
不懼怕耶和華神。出9:30
如果你認為一個人在面對苦難時就會轉
而尋求神，你可以看一看法老，在歷經六大
災難之後，面臨着經濟危機、國家農業根基
摧毀、政治和宗教也岌岌可危，陷於如此大
的困境中，他的反應是尋求神嗎？
法老對摩西說：「這次我犯罪了，耶
和華是公義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惡的。」
這聽起來似乎是懺悔吧？可是摩西卻以這句
話回答他：「我知道你們還是不懼怕耶和華
神。」
當人因為遭遇災難而悔改，並不等於敬
畏神。這時候對神的祈求或認罪，和對神肅
然起敬是不一樣的。
摩西說得對，法老只是想掙脫他的災
難，他並沒有準備要成為神的僕人。在最有
權威的統治者面前，摩西毫不畏懼用強硬無
比的字眼Terem
tirun(直譯是「你還沒有害
怕」)，指出法老並不是真正地敬畏神。
法老只需稍動手指，摩西就人頭落地，但
他卻勇敢地向法老傳達定罪的信息：「神的教
訓還沒結束，因為你的驕傲還沒除掉。」
法老認為只要一個祈求，甚至他的祈求
也是真心的，就能讓神幫他解決難題，挪去
他正面對的困境。法老的心，想着的是自己
的目的，神不會悅納這種勉強的遷就，祂所
要的是憂傷痛悔的心所產生的真正順服。

印尼
西蘇門答臘省
West Sumatra, Indonesia

女性當家的省分
專題文 Keith Carey 編輯 穎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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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米南人，島上的大族群

西蘇門答臘省是印度尼西亞的一個省
分，到處可見富有特色的牛角屋建築。此地
的主要穆斯林群體並不是由丈夫掌權，而是
妻子。 此 外 ， 在 這 裡 和 婆羅州，也能見到
野生人猿(Orangutans)，牠們長有紅紅的毛
髮，目前已瀕臨滅絕。
這是我們第二次為蘇門答臘省祈禱。
上一季，我們的主要代禱對象是楠榜人
(Lampungese)，這一季，則是西蘇門答臘省
的主要族群——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
，簡稱米南人(Minang)。米南人就是上述所
提及由婦女掌權的群體。在這樣的母系社會
中，是由女兒擁有繼承權，而不是兒子。在
過去的年代，米南婦女可以離婚再嫁好幾個
丈夫。

男子出走
由於米南男性在家鄉不能繼承土地和房
子，因此他們紛紛離開蘇門答臘，到印尼其
他地區或馬來西亞謀生，成為該地顯著的少
數民族。米南人以餐飲業米南餐廳而聞名，
這些餐廳以他們家鄉的美食為特色，其中包
括一種以香料與椰絲烹煮、既辛辣又可口的
牛肉/水牛菜，稱為冷當(Redang)。其他米南
人則通過做買賣賺大錢，尤其是珠寶生意。
幾乎所有米南人是堅定的穆斯林。只有
聖靈動工，他們才會願意讓耶穌賜福予他們
的社區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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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需要真光來到
北加人
Pekal People

Photo by Eisenlohr on iStock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約
1:5)
北加人主要居住在世界第六大島
蘇
門答臘島的西南海岸。其西邊是印度洋，東
邊是武吉巴里山山脈(Bukit Barisan)。
雨季時，北加人會從事農業的工作，
如農民和種植園工人；旱季時，則會搖身一
變成為漁夫。他們住在又長又狹窄的高腳屋
裡。
幾乎所有北加人宣稱自己信奉伊斯蘭
教，但他們大多數仍相信其他神靈。在日常
生活中，他們會使用咒語祈雨、驅邪，以及
進行淨化村莊的儀式免於邪惡力量的侵擾。
遺憾的是，目前還沒有北加語的聖經譯
本、《耶穌傳》電影、文字材料，以及基督
教廣播節目。而且在這個迫切需要認識耶穌
基督的群體當中，也沒有已知的基督徒。
天父，我們看到蘇門答臘北加人在努力
尋找平安，伊斯蘭教和各種他們求助的神
靈、儀式，都無法帶給他們真正的安全
感。可惜沒有宣教士來到他們當中，使他
們活出喜樂有盼望的生命，加上他們沒有
任何福音資源，他們當中連一個認識祢的
人都沒有。主啊，幫助眾教會重視宣教的
需要，培訓、差派工人前去向他們宣講
天國近了的信息，好讓他們回轉歸向愛他
們的父神。主啊，催促我們付上更多的禱
告，直到他們當中有人求告祢的名。求祢
預備甘心樂意走遍蘇門答臘各城各鄉、心
中有大憐憫的福音使者，去還福音的債。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至於你和你的臣僕，我知道你們還是
不懼怕耶和華神。出9:30
今天，許多信徒像當年的法老，遇到難
題便求神：「幫我解決這事，我錯了，我犯
罪了，求祢把這可怕的災禍拿走吧！」可是
在這些懊悔的字句背後，是想回到原來「正
常的」生活中，而不是敬畏神。
當年摩西在法老心中看到的，今天在教
會也看得到，我們認為主耶穌是專門為我們
解決難題，好讓我們可以執行自己的計畫。
摩西警告我們：在我們謙卑下來之前，還會
有許多災禍臨到。
敬畏神絕不是只請求神的原諒，而是
要完全順服，就算走另一條路會令人感到不
安。敬畏神會看到人生只有一個計畫，而那
計畫不是你的。
知道(yada)這字含有極深的親密感，至高
無上的神絕對掌管我的一切、包括我的行動
和所渴望的。敬畏神不是求神幫助我達成自
己的心願，而是為了神的目的，犧牲自己的
心願。
很少人真正敬畏神，可是我們正在學習
敬畏神，人生中的災難和痛苦磨練我們成為
順服與謙卑的人。我們需要這種磨練，否則
我們會認為神只是服事我們的工具！
當痛苦幫助我敬畏神時，痛苦就是我的
朋友，讓我看清自己不能掌控一切，也看到
自己對聖潔之神的虧欠。痛苦其實是在幫助
我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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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全體逃往山上
葛林芝人
Kerinci People

Photo by Faisal Hidayat on iStock

葛林芝人居住的地方，有挺拔秀麗的高
山，也有清澈見底的湖泊。這裡是吸引遊客
前來遊玩的理想之地！印尼政府將西蘇門答
臘某個地區列為國家公園，而此國家公園就
在葛林芝人居住地的附近。
葛 林 芝 人 原 本 居 住 在蘇門答臘平原地
區。穆斯林軍隊入侵蘇門答臘時，他們全部
逃跑到山上，以避開穆斯林軍隊的控制，但
最終還是歸信了伊斯蘭教。
葛林芝人的職業主要是稻農，他們也種
植蔬菜、香料和咖啡。由於地處偏僻，早期
很少遊客前來這裡拜訪，但隨着印尼政府在
此建立國家公園後，這情況才有所改變。近
幾年，透過遊客們的到訪，此群體可以與外
界接觸了。
伊瑪目那兒
除了從穆斯林宗教領袖
聽到一點有關古蘭經中耶穌的事跡之外，大
多數葛林芝人對耶穌基督的認識甚少，甚至
一無所知。
天父，印尼的葛林芝人一直生活在偏遠的
地方，我們對他們所知甚少，他們對外界
的認識也不多，因此不知道那道成肉身的
耶穌基督，就是天父的兒子，以為祂只是
個古蘭經先知。求主使用近幾年開放旅遊
的機會，感動基督徒，存着禱告和關注靈
魂的心去拜訪他們，用禱告圍繞葛林芝人
的村舍；又將他們所感受到的需要帶回
國，分享激勵更多人為葛林芝人禱告。求
主預備葛林芝人成為福音好土，正確地認
識耶穌基督是生命之道，除祂以外，別無
拯救；願葛林芝人謙卑悔改，渴慕認識主
耶穌，與神建立愛的關係。懇求主耶穌在
他們的夢中顯現，得着他們。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他哀求我，我就應允，因為我是有恩
惠的。出22:27
我們來到神面前禱告，是因我們相信
神願意施恩。如果你認為神是不願意聽、急
躁、愛鬧脾氣或鐵石心腸，你需要把這希
伯來字chanan(神是有恩惠的)加入你的禱告
中。
chanan還蘊涵了一些你可能不曉得的
意義，就是「恩惠乃是神白白賜給你的，不
是你賺取回來的。」因此，你無法以威迫利
誘、命令、認為自己有權要求、哄騙或與神
做交易「來得到神的恩典」。
禱告不是協商的工具，而是表達人的需
要，並且把需要交在至高神手中。這意味着
禱告之後便是全然接受，絕不會因為失望而
排斥賜恩的神。
當我在禱告中來到神面前時，絕對無法
用任何手段向神爭取。無論神賜下什麼，都
是白白給我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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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從不洗澡的原因
魯布人
Lubu People

Photo by 1185925442 on iStock

西蘇門答臘省有個群體是不洗澡的，你
知道是哪個群體嗎？那就是魯布(Lubu)人。
他們認為水已被汙染，屬不潔之物。魯布人
還有一個特別的習俗，他們只唱歌不跳舞。
他 們 雖 成 為 穆 斯 林 多 年 ，但仍相信善惡之
靈。
蘇門答臘尚有許多還未聽聞耶穌基督真
理的群體，魯布人是其中一個。伊斯蘭教是
西蘇門答臘的主要宗教，儘管印尼有許多耶
穌基督的信徒，但大多數信徒居住在鄰近的
爪哇島上。
早期，魯布人主要在野生叢林生活，但
近年已定居下來，並成為稻農。由於魯布人
曾住在偏遠的地區，因此從沒接觸過任何的
基督教宣教士。目前，這個群體當中還沒有
已知的基督徒。
天父，魯布人仍在神的應許之外，與基督
無關，不是神家中的人。我們祈求祢把為
魯布人禱告的感動放在我們心裡，直到有
福音使者前去把神的應許告訴他們，就是
神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魯布人。他們在神
面前會得着滿足的喜樂，因為主要把永遠
的福樂賜給魯布人。願主按祢豐盛應許賜
下慈愛、憐憫，並赦免他們因迷信而得罪
祢的過犯。魯布人要聽信真道，借着信與
基督一同活過來，不再受制於那天空掌權
者的惡魔。願聖靈把他們的心意奪回，願
他們高舉和呼求祢的聖名，直到主歸來的
日子。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他哀求我，我就應允，因為我是有恩
惠的。出22:27
chanan這個詞語背後包含一個深刻意
義，就是既然恩典是屬於神的，所有祂所賜
的恩惠也都屬於祂。
神不是把禮物的擁有權轉讓給我，我
收到的禮物仍然是屬於神的。這概念從古老
閃族的慣用語：「在耶和華神眼中蒙恩」中
顯示出來，我尋求的恩惠並不是我的，乃是
屬於賜恩惠的那一位。我只是接受善意的受
惠者，若不是賜恩者樂意施恩，我將空手而
回。
我從神得到的恩惠永遠都屬於祂，我
只是暫時借用而已。現在我們曉得為何保羅
會說：「無論是富裕或貧窮，他都知足。
」(腓4:11)因為保羅知道他所得到的一切恩
典，都是屬於神的，不是自己的。
賜恩典的主人是萬王之王，所以無論王
決定要借什麼東西給祂的子民，都是完全公
正，也完全美好的。
當我們真正瞭解chanan的意思，我們
的禱告就會帶來滿足。神永遠垂聽禱告，而
且祂的回應永遠夠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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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地裡藏有寶藏
曼代寧人
Mandaling People

Photo by Faisal Hidayat on iStock

一名酋長怒氣衝衝地走近男人和妻子，
對男人說：「你不能賣掉你的土地。這塊土
地不是分給你拿去賣的！」那個男人看上去
很傷心，但他還是聽從了酋長的話。這男人
來自西蘇門答臘的曼代林群體。對曼代寧人
來說，酋長擁有所有土地權，並由他分配土
地給每個家庭進行耕種。
近年來，在曼代寧人居住地區的地下發
現了大量值錢的礦物。許多部落酋長不相信
那些前來接觸他們的外來人，而拒絕將土地
出售給他們。這些外來者多數是礦業公司的
代表，這個情形在日後也許會給曼代寧人帶
來麻煩。
曼代寧群體幾乎全是穆斯林，即使有人
聽說過耶穌基督的真理，也是極為少數。
天父，盼望曼代寧人能夠早日享受基督馨
香之氣，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經被主耶
穌用生命重價救贖回來，只要接受就可以
得到拯救，進入三一神的家中。主，請
讓印尼爪哇島上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對曼代寧族群永生的需要有負擔，順從主
的呼召，講述神如何把他們從穆斯林的信
仰裡呼召出來，知道神是愛他們的天父。
願曼代寧人把所聽到的存在心裡，反覆思
量，打開心門，接待基督，信祂的名，成
為神的兒女。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
是聖潔的。利19:2
神對人所有的要求，最終的底線是這
個字：qadosh聖潔。主耶穌認為這事無比
重要，所以祂總結對律法的討論時(太5:48)
引用了這節經文。聖父與聖子都同意聖潔是
絕對的要求，對我們的行事為人有什麼影響
呢？
如果你的聖經版本把qadosh翻譯為「
完全」，那是反映希臘的觀念，但希伯來字
qadosh所描述的是「本質上神聖」或「因儀
式而被定為神聖的東西」，其中包括了人、
地方或事物。qadosh是世俗和褻瀆的反義
詞，世俗指沒有特殊性的普通常用品；褻瀆
則是剝掉本應聖潔和神聖性的話語，以普
通、卑俗的方式說出來。同樣，如果我們的
行為剝掉原本該有的神聖性，就成了褻瀆的
人。
所有生命都是神聖的，因為聖潔的神創
造生命；生命映照出祂的聖潔。你看創世記
的記錄，會發現神創造大工的每一步都充滿
神的聖潔，因為神是聖潔的，祂所造的一切
都反映這種聖潔。因此，當我們順服神並承
認生命的真正本質時，神就要求我們刻意地
反映出一模一樣的聖潔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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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婚後住娘家
穆克穆克人
Muko-Muko People
穆克穆克人成親後，一對新人會與新娘
的家人住在一起。穆克穆克人與米南加保人
一樣，奉行母系文化，並且在女性繼承財產
方面的規定，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穆克穆克族起初是從蘇門答臘北部移居
到南部。十九世紀時，他們迫於無奈地接受
荷蘭殖民帝國的統治。荷蘭人經常慫恿或迫
使他們在橡膠園、椰林、丁香園和咖啡種植
園工作。隨着1949年印尼的獨立，蘇門答臘
島成為了這個千島國的領土。從那時起，許
多爪哇人遷移至穆克穆克人的土地，並獲得
政府部門的工作和最好的農地。
穆克穆克人自認是
虔誠的穆斯林，但他們
的伊斯蘭信仰深受萬物
有靈論的影響。他們認
為樹木、岩石、河流、
動物等皆有靈魂，只有
透過祭拜儀式、念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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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護身符，才能避免冒
犯這些邪靈。目前只有
極少數的穆克穆克人是基督徒。

天父，穆克穆克人因懼怕而被惡者擄去，
活在撒但的壓制底下，沒有平安。禱告印
尼信徒紀念穆克穆克人的需要，有策略地
向他們傳福音，願神的靈釋放他們得自
由。穆克穆克人要親眼見到那永遠活着的
救贖主。主啊，祢已勝過死亡，祢已留下
平安給穆克穆克人，讓他們脫離恐懼。我
們為穆克穆克的村莊有平安之子來接待福
音使者禱告，願他們的首領聽見福音、相
信並且順服，帶領村民歸向基督。主啊，
願真理充滿穆克穆克人，他們當中不論老
幼，都要蒙恩成為祢的見證。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
是聖潔的。利19:2
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想
法、每一句話，都是由宇宙的基本結構來判
斷，那結構就是聖潔！
請用聖潔這面鏡子照照你的生活，那
影像是清晰明亮的嗎？你生活的每一部分都
能見證神造的宇宙萬物內在的聖潔本質嗎？
你是在生命神聖的結構中生活、行動和存留
嗎？還是你讓生活中某些東西變得世俗和褻
瀆了？你有哪些行為、思想和態度，跟墮落
的世界沒兩樣，把神聖降為世俗呢？
如果你要成為基督徒，就必須把世俗
的事從生活中除去。聖子在十字架上的犧牲
已把你定規為聖潔子民，你需要活出那崇高
的呼召。
神要的是聖潔；我們要的是赦罪。我
們需要得到赦免，為的是讓我們追求聖潔，
然而真相卻是我們常要求主赦免，只是為了
可以去追求我們自己的計畫。
是時候回到基本上去了，千萬不要褻
瀆神賜下的聖潔。我們要聖潔，因為祂是聖
潔的。

印尼 • 西蘇門答臘省
5日
6 月2
  

星期六

派出公水牛
出來搏鬥吧！
米南加保人
Minangkabau People
一場戰爭，要如
何在沒有人員傷亡和
財產損失的情況下決
定勝負呢？古代的印
尼蘇門答臘人提出了
獨特的解決方案：雙
方派出戰鬥力最強的
公水牛來一較高下，
以決定誰是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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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南加保或米南人是蘇門答臘省最大的
族群，人口近700萬。米南加保的意思是「
得勝的水牛」，他們多數居住在蘇門答臘，
主要的經濟活動為務農、捕魚、編織和貿
易。大多數務農的米南人種植稻米、椰子、
油棕、棉花樹和咖啡；而貿易的米南人則主
要買賣布料、珠寶和香料。此外，米南加保
人的美味佳餚也聲名遠播，他們經營的餐廳
遍布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各地。
幾乎所有米南人是穆斯林，但他們還有
從事民間信仰活動。這個族群裡只有一小部
分是基督徒。
天父，米南加保這個蘇門答臘最大的群
體，真是個有創意和智慧的群體，又有許
多豐盛的農產漁獲和善於貿易。但就如來
見耶穌的那個少年官一樣，他們仍未得到
父神在基督裡要賜給他們天上各樣屬靈的
福氣。但願他們當中少數的信徒，有成熟
的生命，向族人顯明他們所蒙的恩是何等
的豐富和榮耀，因為是神用諸般智慧充
充足足地賞給他們的。禱告他們的村長認
識神，當中的婦女要像馬大和馬利亞那樣
接待服事主耶穌基督，帶領家人跟從主。
祝福他們脫離民間的精靈敬拜和所有基督
以外的信仰，與印尼的信徒，包括華人教
會，在真道上都同歸於一。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不可欺壓你的鄰舍，也不可搶奪他的
物。利19:13  
今天標準的商業運作程序是盡量拖延
付款的時間，用一些承諾來替代支票。今
天光是在美國，就有超過 1,600萬的追討兒
童撫養費案件，拖欠這些款項造成何等嚴
重的後果，也許這是十分關心家庭福利和
社會健康的神，要頒發這命令的原因。
我們通常會從獨裁政權或失職政府的
角度來看欺壓ashaq這個動詞，但這不是
神所想的。神要告訴我們的是，人有自然
傾向，總想扣住或延遲償還所欠別人的東
西，並且合理化這行為。
這字的同義字是「剝削、敲詐、經濟上
占便宜」，這幅較大的圖像把我們每個人都
拖進ashaq這字的範圍。
神命令至少要保護三個容易受到這種罪
傷害的群體，他們是寡婦、孤兒和受不公平
經濟待遇的人。
誰應為這些行為負責？神的指責幾乎
都指向那些宗教正確和生活舒適的人。當
神命令我們要愛鄰舍時，他不是說要對他
們友善地打招呼，而是說當他們有需要時
要挺身幫助他們、為他們爭取公道。想像
神會為他們做什麼，我們就要照着做。
愛是個動詞，不是名詞。

印尼 • 西蘇門答臘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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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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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自己做決定
勒薑人
Reja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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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門答臘勒薑人的語言，為何會與島上
其他族群的語言有如此天壤之別？語言學家
和人類學家認為主因是：勒薑人在一千多年
前帶着自己的語言來到婆羅洲。如今，他們
仍然與其他蘇門答臘人區隔開來，所以語言
依舊與其他族群有所不同。
勒薑人以務農為主，也靠捕魚和狩獵
獲取食物。大多數勒薑人住在一座座由10
～15棟房屋組成的小村莊裡，並由一位長老
管理。他們的文化鼓勵孩子從小為自己做決
定，並讓青少年決定與誰結婚。
勒薑人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文盲。他們
無法閱讀、書寫或說印尼的國語，因此無法
進入印尼現代各經濟領域中工作。
勒薑人雖信奉伊斯蘭教，但仍深受民間
信仰影響，並對居住在大自然中的邪靈感到
恐懼。他們將老虎視為神聖的動物。
天父，求祢差派使者到勒薑人的族群中，將
福音傳給他們，使他們得着主祢的救恩和憐
憫。求祢的靈潔淨這地。「萬軍之耶和華
說：那日，我必從地上除滅偶像的名，不再
被人記念；也必使這地不再有假先知與汙穢
的靈。」願祢的名被高舉，祢的榮光照亮勒
薑人的心，開他們的眼睛，知道祢才是自有
永有的真神。求祢保守一些隱藏在族中的基
督徒，有屬靈的追求和成長。求聖靈大大動
工，幫助信徒用合適的溝通方式領人歸主，
建立勒薑人基督徒可使用的網路，扶持初信
者的靈命成長。基督徒在傳福音時可能有生
命危險，請祢派遣天使保護他們，賜他們智
慧。但願所有勒薑人能成為祢的兒女，將榮
耀、頌讚歸於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摩西在約但河東的摩押地，講律法
說。申1:5
我們今天把十誡看成是道德命令，或
道德生活的規則，認為十誡是道德社會的根
基。雖然這看法沒錯，可是卻是短視的。當
摩西講解神在何烈山所頒布的律法時，他要
以色列人明白神的律法不只是一些道德原則
而已，而是更具體描述神與祂子民之間愛的
關係，也是成功生活的絕對祕訣。
ba’ar這希伯來字的意思是「使之絕對
清楚或容易瞭解」，摩西并非把律法重述一
遍，乃是花時間講解律法如何體現在真實生
活各種情境中。為什麼摩西要如此煞費苦心
地解說呢？畢竟十誡已刻在石板上了，不是
嗎？
摩西的目的是要讓百姓瞭解一個重點：
他們能擁有應許美地，並不是靠自己的軍事
力量或努力，唯一讓他們能占領那地的原
因，就是神已經和他們建立了約的關係，是
神帶給他們成功。除非他們願意臣服在神至
高無上的統治下，否則永遠不會看到神的應
許實現。

孟加拉
邁門辛專區
Mymensingh, Bangladesh

等候基督的使者
專題文 Keith Carey 編輯 穎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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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最少接觸福音的省分
學府林立，作育人才

邁門辛是以穆斯林統治者Momen Shah
命名。十八世紀，此地發生了政治起義、洪
水、饑荒和其他災難。1760年代是邁門辛的
關鍵年分，這一年，它從莫臥兒皇帝那兒落
入臭名昭著的東印度公司手中。這是英國進
一步控制穆斯林土地的開始。1787年，英國
殖民帝國將此地劃分為一個區。過去，邁門
辛一直是印度的領土，直到1947年獨立而成
為東巴基斯坦的領地，最終在1971年成為孟
加拉國的省分。
現今，邁門辛位於孟加拉國的北部邊
緣，與印度東北部較小的省邦接壤，這些省
邦大多數人口為佛教徒和印度教徒。而邁門
辛則與孟加拉國其他地區一樣，以穆斯林為
主體。孟加拉人以熱愛學術而聞名，因此邁
門辛有許多高等教育學府，以及專門的學院
培訓下一代的農業、醫學和軍事科學技能。

印度基督徒能帶來福音嗎？
除了龐大的穆斯林群體，也有幾個印
度教徒群體湧入印度東北部。印度的許多小
邦，如梅加拉亞邦(Meghalaya)、米左拉姆邦
(Mizoram)和那加蘭邦(Nāgāland)，有為數不
少的基督教群體，或許將來他們有可能把福
音傳到邁門辛。
祈求印度信徒將基督的祝福傳揚給邁門
辛。禱告在這十年內，邁門辛會有門徒興起
運動。

孟加拉 • 邁門辛專區
7日
6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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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中留下印記
加齊人
Ghazi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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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加齊人曾是蘇非派教徒

今天，我們開始為孟加拉另一個未得之
邁門辛持續禱告一週。此地區位
民地區
於孟加拉中北部，在1760年代屬於英國殖民
地。從那時到現在，邁門辛一直是個獨特的
地區。
加齊人是此地區的未得族群之一。我
們對他們所知甚少，但他們在孟加拉國中留
下了屬於他們的印記。一位名叫戈拉姆•達
斯塔吉爾•加齊(Golam Dastagir Gazi)的加
齊人，在孟加拉脫離英國獨立一周年之際出
生，長大後以游擊隊員身分參與孟加拉脫離
巴基斯坦的獨立戰爭，日後成為舉足輕重的
政治人物，並有許多卓著成就。最近，孟加
拉出現了一位很出色的板球運動員，也是加
齊人。
加齊人和孟加拉國大多數族群一樣，是
穆斯林。他們認為自己不需要救世主，並相
信只要服從《古蘭經》的教導，便可獲得真
主的恩惠，這種信念束縛了他們。據我們所
知，在加齊人當中沒有基督徒。

天父，祢曾說：「那日，我必從地上除滅
偶像的名，不再被人記念；也必使這地不
再有假先知與汙穢的靈。」願祢的靈潔淨
加齊人的地，破除他們心中那來自仇敵的
謊言。祢的榮光要照亮加齊人的心，除去
他們眼睛的鱗片，認出祢是自有永有的真
神。求祢保守那些隱藏身分的基督徒，賜
他們有屬靈追求和成長的機會。求聖靈在
他們當中大大動工，賜智慧給信徒，以合
適的溝通方法領人歸主，擴展加齊基督徒
可使用的網路與資源，扶持初信者的靈命
成長，在傳福音而遇見凶險時，請祢派遣
天使保護他們，賜他們智慧。主啊，願每
個加齊人都成為祢的兒女，願榮耀、頌讚
歸於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摩西在約但河東的摩押地，講律法
說。申1:5  
律法不是一套規則，而是表示百姓願意
承認神在他們生活每一層面享有祂當有的權
柄，他們享受被神統治。
從聖約而來的特權，同時也承載重大的
義務。神並不是輕率地揀選我們，祂的承諾
是堅定不移的，祂對我們也提出同樣要求。
你不能一邊漠視神的主權，一邊希望得到獎
賞，這就是為什麼聖約同時附帶祝福和咒詛
的原因。
十誡代表頒布的神的性格，所以每個信
徒有責任視之為日常行事為人的基準。
如果你屬於聖約家庭一分子，你就有
責任彰顯服事神的人所過的生活，是不一樣
的。你要向神的律法負責，這是絕不能妥協
的。
神不是用懲罰來牽制你，使你無可奈何
地被迫遵守律法；神要你遵守律法，因為祂
知道會為你帶來好處。這律法是對你好，不
是對神好。
既然遵行律法有好處，問問自己，你對
申命記認真思考了多少？

孟加拉 • 邁門辛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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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街走巷彈奏樂器
阿布杜人
Abdu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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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戒月期間，敲打樂器的樂手

清晨時分，有個阿布杜(Abdul)男人一
面彈奏着達法利(Dafali，一種打擊樂器)，一
面大喊真主的名字，從一個城鎮穿梭到另一
個城鎮，那時正值穆斯林最重視的齋戒月。
這個族群因着這種行為，而獲得了「流浪歌
手」的稱呼。
阿布杜人是孟加拉邁門辛社會基層的
一個小群體，我們對他們的所知不多。他們
有2.7萬人口，主要住在孟加拉。我們也可
在印度邊境發現他們的蹤跡。在西孟加拉和
印度其他一些地區，阿布杜人亦會被人稱為
「達法利」(其樂器的名稱)。除了以音樂娛
人，阿布杜人也在旅途中售賣香水，有時也
會乞求施捨。
阿布杜人全是穆斯林，在他們中間沒有
已知的基督徒，但他們待人親切友善，比起
其他族群更容易接觸。

天父，請在阿布杜人社區中彰顯祢榮耀的大
能，按他們的名召喚他們歸祢，用異夢異象
向他們顯示祢自己，願阿布杜人謙卑敬拜稱
祢為主。祢說：「我的羊認識我的聲音」，
阿布杜人要從死蔭之地出來，要在活人之地
讚美祢。主啊，當阿布杜歌手在城鎮穿梭慶
祝穆斯林齋戒月時，請差派祢的音樂使者遇
見他們。願他們的心靈被天上的樂歌吸引，
如鹿那般渴望稱揚祢的聖名。讓他們在阿布
杜人中見證祢的真實，願主的道在阿布杜人
中大大興旺，而且得勝。願阿布杜人全民信
主，願孟加拉人早日歸主，願祢成就！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審判的時候，不可看人的外貌，聽訟
不可分貴賤，不可懼怕人，因為審判
是屬乎神的。 申1:17
在希伯來思想中，沒有什麼公義的原則
比這個更重要。這節經文定出了人在審判上
的範疇。所有審判都屬於神，由祂定標準和
執行審判，人負責遵守。雖然神會指定人做
法官，可是所有公義最終都落在祂肩上。
為什麼這對我們很重要？在現今社會
中，我們不再認為公義仍然是屬於神的。我
們活在以希臘思想為本的文化中，法治是最
高裁決者。問題是在希臘體系中，法律表達
的是人民的意願，這意味着法律可以改變，
這離十誡和其應用越來越遠了。
在希臘體系下，人民對立法委員施加壓
力，要按照自己的喜好來修改法律。在希伯
來體系下，人不該臣服在這樣的壓力下，因
為審判屬於神。當我臣服在人的意願下，不
持守神的律法，就相當於我不承認神是萬有
的主宰。祂不會容許這事的。

孟加拉 • 邁門辛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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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牧牛童被迫輟學
拉因穆斯林
Muslim Ray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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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孟加拉邁門辛旅行，有很大機
率會遇見拉因人。在孟加拉以及鄰國印度、
尼泊爾、巴基斯坦等地，皆可看到拉因人在
放牛，他們的傳統職業是畜牧和養牛，這也
是他們與其他同業群體建立關係的紐帶。這
種關係為他們彼此創造了可以一起學習和分
享的機會，或許也包括了分享耶穌的機會。
今日，儘管多數拉因人繼續做着牧牛的
工作，但有些已轉去從事農業、園藝，以及
體力勞動的工作。拉因人很重視正規教育，
但許多拉因人的孩子卻因家庭經濟拮据而被
迫輟學。
雖然孟加拉國住着5.8萬名拉因人，但
全世界的拉因人口超過一百萬，相比之下，
此數目顯得微不足道。幾乎所有拉因人是遜
尼派穆斯林，他們嚴格遵守伊斯蘭教律法和
禮儀。
主耶穌，祢是大牧者，祢認識祢的羊，祢
認識拉因族群。「我也必將合我心的牧者
賜給你們。他們必以知識和智慧牧養你
們。」求主讓拉因牧民在放牧時，能像大
衛那樣，從大自然中知道祢的神性和永
能，知道他們是蒙誰的眷顧。天父，許多
拉因人的孩子因經濟拮据而輟學，當他們
在困難中轉眼仰望尋求掌管宇宙真神的幫
助時，請祝福他們的牲口，讓他們的生活
得以改善，孩子可以上學。祝福他們當中
曾接觸真道的人，能結出果子，在主裡剛
強茁壯，滿了神的喜樂。為他們預備牧者
引領他們行在主道中。願聖靈動工，使每
個拉因人都樂意赴羔羊的婚筵，全民歸向
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審判的時候，不可看人的外貌，聽訟不
可分貴賤，不可懼怕人，因為審判是屬
乎神的。申1:17   
在聖經中，mishpat有三百多次被翻譯
為「審判」，也許會誤導我們以為神在執行
類似政府的司法功能。
在古老的部落文化中，每部落的首領
不僅是最高審判官，也監管所有行政層面，
擁有政府部門的民事權力，這是shapat的範
圍，也是「審判」這動詞的字根。
神是祂子民的首領與長老，祂的話統治
着政府的每一層面，祂立法，司法，也在律
法下執行公義，祂是最高與最終的元首。違
反祂的律法，無異於犯下叛國造反罪。
由於我們活在希臘化的司法體系中，
很難想像神不是「民主的」。這真是大錯特
錯！神是大君王，不是總統，祂的子民不能
無視、質疑或找藉口不讓祂治理。

孟加拉 • 邁門辛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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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眼中是寶貝
巴格迪印度教徒
Hindu Bagdi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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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迪人是印度教的賤民(又稱達
利特)。即使是住在孟加拉的巴格迪穆
斯林，也同樣處於社會最低階層。最
大的原因可能是，他們是原住民的後裔
(馬婁尼，南亞人民)，而原住民在古時候就
被列入低種姓階層。然而達利特的另一個詞
是Harijan，意為「神的孩子」。他們在神
的眼中並不是賤民！
大多數巴格迪人住在印度，但是在孟加
拉，此族群的基督徒人數比印度的還多。他
們在孟加拉的人口約有7.9萬人，並且說孟
加拉語。無論他們來自哪裡，99%以上人口
是印度教徒，剩下的1%人口中，只有約四
分之一是各宗派的基督徒。
大多數的巴格迪人務農，但也從事漁
業、工業、建築業等行業。他們說孟加拉
語，目前已有此語言的聖經譯本。
天父，我們為巴格迪人中有基督信徒獻上感
謝，即便他們人數不多，是被歧視的賤民階
層，但他們是祢所看為寶貝的。我們同心合
意祝福他們，在主裡剛強茁壯，滿了神的喜
樂；在跟隨主的誡命和大使命上，結出豐盛
的果子；活出討主喜悅的生命，見證父神的
榮耀。願祢醫治巴格迪人靈裡的蒙蔽，以及
種姓制度帶給他們的傷害。「我看見他所行
的道，也要醫治他；又要引導他，使他和那
一同傷心的人再得安慰」。求祢從工業、建
築、農業、漁業中，興起基督徒來接觸他
們。願巴格迪群體得救，喜樂地活在主愛
中，在輕看他們的人面前，福杯滿溢，享受
主為他們所擺設的宴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耶穌卻睡着了。太8:24
耶穌在暴風雨中仍然能夠安睡，顯示出
祂對神主權的極大信心，正如詩3:5經上所
說的。睡得着也許最能反映我們對神的眷顧
有把握。你看小孩沒有掛慮、知道有人照顧
他，所以睡得香甜。
門徒不明白，為何耶穌能在危急關頭
睡覺？或許耶穌也不明白，有神同在，為什
麼門徒會那麼着急？沒有一個風暴能淹沒我
們，這是視角問題。如果我們忘記神在掌
管，困難臨到時就會驚慌失措。
許多年前，筆者(Skip Moen)面臨離婚
風暴。有一晚我坐在兒子床前，看着他睡得
香甜的臉，他不知道即將發生的大事。而我
的生活則充滿悲哀、害怕、失控，並快要崩
潰了。
那時我最需要知道，耶穌在我搖搖擺
擺的船上睡覺，可是當時的我只看到狂風巨
浪，就決定要自己設法靠岸。為了救自己，
我把孩子般的安眠丟棄了，最終我還是不能
自救。
也許你和我一樣，看見自己被風暴包
圍了，就忘記神在你的船上睡覺！回頭看看
吧，你所需要的安全感就在你顛簸的船上，
而不在岸上。你為何還不閉上眼睛，在慈愛
父神的保護下安穩地休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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