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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未得之民 每日灵修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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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索取 自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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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齋戒，是伊斯蘭教要求的「五功」

之一。每年齋戒月(Ramadan)，當

各地穆斯林克制己心，白 日 禁

食，渴盼藉由禱告與古蘭經尋求

安拉的同時，我們與全球上百萬

基督徒，也參與在「30天為穆斯

林世界禱告」的運動中，祝福這

些穆民能尋見基督！

眾人津津樂道的《愛的迫降》，

發生在地圖的北緯38度線；美蘇

隨手畫下的分界，迫使半島分裂

為朝鮮與南韓這株糾纏的雙生

花。本季禱告者們也將悄悄迫降

在神祕的北朝鮮，並在時光中逆

流而行，看一看古史中安靜微小

的她，如何在列強的撥弄下，披

戴起一身桀驁的芒刺，斬釘截鐵

地將世界拒於門外。

浮世繪畫家筆下的《富嶽三十六景》、川

端康成眼中的新瀉雪景、日本人民心靈故

鄉的熱田神宮⋯⋯這一次，我們不只走訪

日本15座城市，品賞絕景和美食、體驗文

化，了解日本各地的屬靈需要；最後更將

鏡頭瞄準晦暗的社會角落，一起深入網咖

難民、下流老人、孤獨死、校園霸凌、繭

居族、無牧教會等議題，為孤單弱勢的人

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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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民福音使團，除了在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發行《宣教日引》靈修代禱手冊，同

時也致力於開發各種網絡新媒介以吸引新一代年輕基督徒參與為宣教代禱。

2022年事工簡報

《宣教日引》印刷本

2022年，教會逐漸恢復實體主日崇

拜，然而部分使用PDF電子版、語音

版APP或《宣教日引》官方網站的讀

者依然維持以網絡媒介參與為未得之

民代禱與靈修。因此《宣教日引》

印刷本印刷量與往年相差無幾；各

版本發行量為國際繁體版22,800
本、台灣繁體版26,300本、東南亞

簡體版5,220本，全年總發行量為

54,320本。

《宣教日引》语音版APP

《宣教日引》語音版APP於2021年8
月正式上架，此APP最大的特色是包

含每日「未得之民代禱」與「聖經原

文靈修」朗讀，語音版由台灣同工

林憶紜負責策劃並擔任華語朗讀，

馬來西亞的電台DJ沈小嵐則朗讀粵

語版。截至2022年APP下載人數為

4,390人。 2022年語音版全年播放次

數為71,205次，每日平均大約195人

固定播放聆聽，參與為未得之民禱告

與靈修。

《宣教日引》官方网站

《宣教日引》網站2020年4月正式啟

用，為讀者們提供每日在線「未得之

民代禱」與「聖經原文靈修」資料。 

2022全年瀏覽人次為28,517人次，

每日平均大約250人固定瀏覽網頁

代禱靈修。

《宣教日引》PDF电子版

PDF電子版備有電子書及手機格式版，同

時各有簡體與繁體版供選擇，透過網上

或WhatsApp登記，每季以WhatsApp全

球發送，接收存檔後即可離線閱讀。截

至2022年為止，全球登記單位或人數共

673人，全球讀者人數共3 ,830人。

《宣教日引》主题祷告幻灯片

每 月 按 主 題 國 家 區 域 群 體 製 作 的

禱 告 文 幻 燈 片 ， 領 禱 者 可 以 使 用 

PowerPoint Presention (PPTX)內所提供

的附註資料簡單介紹該群體，然後請會

眾按禱告文齊聲禱告。過程需時約8-10
分鐘。2021年開始製作PPT定期上載至

官方網站供下載，邀請教會、團契、小

組一起同心為未得之民開聲禱告。目前

已知有超過50間教會在主日崇拜、團契

或小組實體或線上方式進行。

《宣教日引》30分钟线上祷告会

2022年8月《宣教日引》30分鐘線上禱

告會（東南亞區）正式啟動，持續在每

週四晚上八點半進行。我們的使命是推

動教會為未得之民禱告，在各教會成立

《宣教日引》禱告小組。每個月我們會

有一次與台灣聯合聚會，邀請該月份宣

教工場的宣教工人為我們深入分享未得

之民群體的實地情況，讓我們更貼切的

為該群體及宣教士代禱。目前東南亞區

的參與的人數有15-30人，聯合聚會的

出席人數則在50-80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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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張秀明		

《宣教日引》創刊人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過去幾個月，因為參加了「生命重整

課程」組長訓練，我亦借此回顧生

命中的恩典故事；再次檢視自我認識、處

事做人、內心的陰暗面及其成因，並加深

了對神的慈愛和憐憫的領受。與此同時，

我開始思考：「這些與我現在的服事到

底有什麼關聯呢？」不知不覺間，我把 

「生命重整課程」組長訓練中所學習的

內容，應用到其他服事上。

 有 一 段 時 間 ， 我 每 週 都 會 使 用 

《 懷疑到相信》材料，與一位戒毒弟

兄，一對一地分享福音。然而，我們在

第五課止住了腳步，我帶領該戒毒弟兄

回想自己的生命故事 為什麼他會上癮

一起進入浪子回家，經歷被父親接納

的過程。感謝神，主的釋放臨到，這位

弟兄恢復了他與父親的關係，明白為什

麼他的人生持續不斷地被各種“上癮”

所綑綁 試圖從中尋找連他自己都說不

清的東西，其實就是父親的愛和接納。

 此外，萬民福音使團也幫助那些

因受逼迫而申請來美的阿富汗傳道同工

（正面臨伊斯蘭政府迫害甚至死亡的威

脅）過新生活和服事，有一個家庭已經

順利抵達。然而，發現該同工的妻子患

有嚴重的抑鬱症，心靈非常破碎，是過

去兩年飽經困苦流離所引發的。未得之

民有許多心酸事蹟，懇請大家在日後的

禱告中，除了為他們能得聽福音，也為

他們生命裡的破碎和傷痛能在主裡得醫

治守望。

師母的話

 感謝主！巴基斯坦洪災的籌款，

目前收到七萬多美金，因應他們目前的

需要，資助的項目除了食物包以外，還

加上蚊帳、濾水器及冬季棉被……並成

立了兩個醫療營提供簡單的幫助。這一

切，都為福音進入災區預備人心。我們

期待可以幫助超過500個家庭，尤其是

寡婦家庭。有些人已經開始打寡婦和孩

子的主意，想把他們賣做奴隸。假如一

直有奉獻，我們的救援就會持續地做下

去，奉獻款全用在救援物資上；而當地

同工和義工參與救援服事的開支，則由

萬民福音使團經常費來支付。

 感謝主！除了台灣有公開的每週

為未得之民禱告聚會之外，馬來西亞在

2022年8月也開始了此類禱告會。期待

未來在美國，同樣也有每週30分鐘的

線上禱告聚會、每月一次的專題分享。

求主預備禱告小組組長，我們需要會

說這兩種語言的組長 廣東話與普通

話。不僅如此，《宣教日引》同工們希

望能把未得之民禱告以動畫的方式，推

廣到青少年當中，一切都求主供應。請

大家在禱告中紀念《宣教日引》日後的

發展，因為主來的日子很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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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語中，都是用We來表述「我們」，「我們的」就

是Ours。劍橋辭典的解釋是「used as the subject of a 
verb to refer to a group including the speaker and at least one 
other person」 除了講話的那個人之外，還包括至少另外

一位。「我們」是複數，卻無特別表明是否包括聽者。

 在閩南話中，則有兩個不同的字代表了「我們」

其中一個是「阮」(發音：guan)，另外一個是「咱」(發

音：lan)；「阮」不包括聽者，「咱」才有包括聽者。呂泉

生作曲、王昶雄譜詞的台語民謠《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發

音：Guán nā phah-khui sim-lāi ê mn̂g-thang)，大概許多人耳熟

能詳，歌詞旋律和意境都很優美。但你是否想過，若換成使

用「咱」，歌詞的意境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嗎？

 許多時候，我們所說的「我們」，並沒有包括聽者。教

會弟兄姊妹強調，我們是浸信會、我們是長老會、我們是信

義宗、我們是聚會所、我們是靈糧堂 是「阮」的概念。但

若是想想，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女，是主耶穌基督的寶血重價

買贖回來的，我們要一起完成祂所託付的使命 那就是對於

「咱」的責任有更深刻的認知，去找尋最能夠一起同工、同

行的公約數。

 保羅在許多的書信中，都會提到同心合意的鼓勵和期

待。例如《哥林多後書》結尾的問候：「願弟兄們都喜樂。

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

從阮到咱的旅程
在根本的事上合一；在非根本的事上自由；在所有的事上愛心。註

 (摩拉維亞弟兄會格言)

差传换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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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書睿

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前理事長

《宣教日引》全球推廣義工

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林

後13:11)歷史上，摩拉維亞弟兄會顛

沛流離，最終到了德國、捷克與波蘭

的邊境之處，成立主護城(Herrnhut)
。原本像一盤散沙的群體，在欽岑多

夫伯爵(Count von Zinzendorf)的帶領

下，透過讀經和禱告，產生彼此和好

的 渴 望 ， 爾 後 帶 來 靈 性 的 復 興 。

「在根本的事上合一；在非根本的事

上自由；在所有的事上有愛心。」摩

拉維亞弟兄會秉持着彼此包容和弟兄

相愛的精神，開始了一波又一波自發

性的跨文化宣教運動與禱告運動，長

達百年。

 「在我們教會(或是一個基督教

機構)，什麼是根本之事？」有幾次，

我坐在「熱鬧」的會議當中，望着天

花板嘆氣，心想：「為什麼要吵這些

枝微末節的事情呢？與福音的推進有

關係嗎？」大家是不是一邊說着「合

一」，一邊心裡惦記着「千萬要來合

我的一」，只有我的原則才是根本之

事？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

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

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

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

在眾人之內。」(弗4:4-6)保羅提醒我

們，我們終歸是屬於祂的「一」。

 想想看，當你聽到有人說「我

們」一起來參與宣教吧，其中的「我

們」有包括你嗎？

 本期的禱告對象，都是住在福音

最不容易傳播的地區，在撒種的比喻

中可被歸類為硬土與荊棘中的處境。

不論是日本、朝鮮或是穆斯林地區，

期待你我都願意做這樣的禱告：「阮

佇天裡的父，願你的名為聖。」

 「咱」一起努力吧！

註：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and in all things, love.



6

	

在我的低沉中，神一直對我說話

每個星期三，《宣教日引》各地

同工會固定在線上相聚，一起

為未得之民禱告；也會彼此分享和

代禱，已持續快十年了。我們相互陪

伴，走過許多高低起落的人生旅程，

一起見證神垂聽我們為事工和同工的

禱告。我很少缺席這個禱告會，它一

直滋養着我的屬靈生命，我常說這是

個「神奇」禱告會。

 今年(2022)下半年，我因為被一

些事壓得喘不過氣來，屬靈生命陷入

低潮中。這些事與《宣教日引》無

關，但我卻莫明地無法投入星期三的

禱告會，開始是感到不耐煩，後來甚

至到了厭倦不想參加的情況。

 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自己到

底發生了什麼事？甚至想過神是不是

要告訴我，我的下一站服事不是在宣

教文字事工？但聖靈很快讓我想到：

「神沒有理由用無力為宣教禱告來告

訴我啊！」這是惡者的謊言！於是我

警醒起來。那段時間，就算我的心軟

弱無力，仍繼續堅持出席每一次禱告

會，我想神在禱告會吧？

 在我對禱告不耐煩時，《宣教日

引》同工們卻進入火熱時期，神把對

宣教很熱情的梅蘭牧師帶進馬來西亞

團隊中；臺灣同工Isa自動組織線上禱

告會；榮秀和淑玲積極投入難民關懷

事工。

 有一天早上靈修時，我想到自己

像以利亞那樣疲憊，神卻預備了「以

利沙」續續工作，讓我稍稍得安慰。

靈修之後，我如常參加禱告會，那天

魏牧師竟然在禱告中提到以利亞的疲

憊，彷彿神給我的一個記號，告訴

我：祂聽見我的呼求。那天之後，我

的狀態有了些許改善。

 同一段時間，是我教會一年一

度的差傳年會，我從來沒有感覺過

自己離宣教那麼遠，完全不知該如

何預備心，只能在出席年會之前讀

一讀差傳手冊。我讀到一篇文章，

提到作者長久參與一個禱告團契，

他們一起經歷神垂聽禱告，改變了

馬來西亞兩項重要政治決策。我感

到聖靈輕輕對我說：「有一個固定

的禱告小組很重要，也很幸福。」

 那天宣教士分享他們在創啟地區

宣教，面臨極大黑暗勢力在搶人時，

她說：「我們的責任是專注地禱告，

爭戰是天使的事。」

 神也透過她，對導致我內心沉重

的擔子給出具體方向，讓我曉得如何

面對。這一段出現得有點唐突，也不

是一般的「宣教」信息，我當時敏感

這段話是神對我說的。神竟如此奇妙

地在一個公開聚會中，好像只對我一

個人說話！

 經過這兩次神明顯給我的「記

號」，我的情況漸入佳境。

 有一天禱告會之後，同工們聊

起當年GPD考慮停刊的事，當時只有

我一個人負責編務工作，我的經驗和

能力完全無法應付在缺稿情況中的出

編者心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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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穎穎

《宣教日引》主編

版，後來GPD為了中文版又持續了好

幾年。他們終於退下時，發生在我接

受神學裝備，Isa和Joan加入了《宣教

日引》時期。她倆在沒有固定稿源，

只靠約書亞計畫提供的有限資料，自

己去找其他資料，撰寫了一篇又一篇

生動的代禱短文；又聯絡宣教機構和

宣教士，取得第一手代禱需要。結果

《宣教日引》在沒有稿源時，反而在

內容上更豐富。我在想如果不是唸神

學，就是我負責做這事，我可做不來

啊！神的策画毫無誤差，每一步發生

什麼事，把什麼人放在什麼位置，全

部都是最適合的。

 我們又回顧起當年師母因手術退

下，由我接上，結果成為我生命的轉

捩點；《宣教日引》也進入同工增多

時期，其中更有成熟穩重的魏牧師成

為我們的領袖。

 三年前，我進入神學裝備，神預

備更有編輯和寫作能力的 Isa和Joan
接上；同期，馬來西亞的發行單位

退下，榮秀和淑玲接上，成立了萬

民使團東南亞辦公室，並且發展網

頁、APP和語音等事工，並把專業

的DJ小嵐和憶紜帶來；新同工接手

網頁等管理工作，榮秀得以開展其

他事工；新冠疫情期間，神給范師

母異象，動員每個華人教會皆能成

立為未得之民禱告的小組，梅蘭牧

師就主動找上我們，她獻身時就已

對宣教禱告有負擔，如今退下牧養

服事，終於可以專注地禱告，神的

預備多麼精準！還有很多很多，同

工們都可以見證神總是適時預備我

們需要的同工、配搭機構和奉獻， 

《宣教日引》從來沒有缺乏。

 那天早上，當我們數算神在機構

中明顯的作為時，我感到振作起來的

力氣一點一點覆蓋着我。

 這就是我的神，在我低沉時，祂

會不停地對我說話。讓我再分享一個

見證吧！

 有一天崇拜的信息，講員分享她

的同工在工場被軟禁了，無比焦慮的

她發起了24小時禱告網，晝夜記念

同工的需要，那是一個十分煎熬的過

程。40天後，其同工終於被放出來

了，回國時她還去機場接他們。

 兩天後，她自己卻遇上嚴重車

禍。治療過程很漫長，也很困難，因

為她的身體十分疼痛，至今仍留下永

久傷害。然而，她卻說：「每次想起

那段治療時期，我都很感恩，因為可

以分享到同工的一點苦。」這場車禍

彷彿是她40天禱告的延續。她也感恩

因為可以體會主耶穌的痛多一點，她

說：「耶穌是痛到死，我痛了卻可以

康復。」

 最後，她說：「我們禱告不用到

流血的地步。」

 神用她的禱告生命，重新恢復我

為宣教禱告的熱忱。我們只是禱告，

不用流血，難道都不願意嗎？



萬民福音使團感謝教會、宣教部、牧者、宣教同工以及弟兄姐妹們的關心與代

禱，以及給予《宣教日引》出版及運作費的支持，願神祝福你們。

萬民福音使團東南亞辦事處

財務報告與預算

2 0 2 2 年 《 宣 教 日 引 》 的 奉 獻 實 收

為馬幣 177,761.75，全年總開支為馬

幣 1 7 4 , 8 7 1 . 3 4。 出 版 費 支 出 共 馬 幣

88 ,737 .50，營運費支出共86,133.84，

全年盈余馬幣2,890.41，詳細資料可參閱 

《宣教日引》每一季的收支表。

推廣宣教禱告

感謝神，2022年7月陳梅蘭牧師加入萬

民福音使團成為《宣教日引》推廣人，

陳牧師畢業於新加坡神學院之神學學士

及教牧學博士，以及台灣中華福音神學

院之道學碩士。三十多年來, 參與服事包

括：牧養、教導與禱告，而且積極推動

宣教、植堂、佈道與門徒訓練。同時，

她也應邀在主日講台上分享信息及介紹 

《宣教日引》推動宣教禱告。

宣教禱告小組

陳牧師也是《宣教日引》30分鐘線上禱

告會（東南亞區）的主領人。我們希望

透過線上禱告會可以陪伴弟兄姐妹們委

身成為宣教的代禱勇士及裝備他們成為

宣教禱告小組的帶領人，往後在各自教

會成立《宣教日引》禱告小組。同時祈

求在全球各地可以達到100個禱告小組，

每週在線上或實體聚集一起為未得之民

禱告。誠邀你加入宣教禱告的行列，並

鼓勵身邊的人一同參與，以禱告在福音

未及之地為神預備道路。

財務簡報與2023年事工分享

少兒宣教禱告

萬民福音使團計劃於2023年籌備製

作《宣教日引》少兒版手冊和《宣

教日引》影音短片以介紹未得之民

群體與區域。少兒版手冊配合短片

在教會少年團或兒童主日學使用，

借文字、影音及遊戲活動在少年及

兒童的心中開啟宣教之門，認識未

得之民群體的文化與需要，為未得

之民群體禱告。

憐憫關懷事工

除了推動宣教禱告，萬民福音使團

在過去的三年也使用憐憫關懷基金

幫助了緬甸牧者家庭及難民、阿富

汗傳道人，巴基斯坦洪水災民以及

流落在馬來西亞的各國難民。「憐

憫關懷事工」是透過與當地的前線

同工配搭，給予難民在生活上遭遇

急難、意外或醫藥經費上的需要。

除此，我們也關注難民心靈的需

要，過去馬來西亞的關懷同工曾經

以和難民家庭一起露營、郊遊野

餐、家庭聚餐、咖啡糕點品嚐等方

式陪伴了許多來自阿富汗、也門、

索馬里、緬甸等國家的難民朋友， 

與他們建立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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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胡瘋(香港學園傳道會宣教士)

30天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阿拉伯半島上
的伊斯蘭文化

9Photo by Mehmet Subaşı on Unsplash

為保持企劃主題之完整性，本期「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從4/1開始(今年穆斯林的入齋時間為3/23)。
特此說明，造成讀者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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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位朋友對我太太說：「你

是仰睡的嗎？這對身體不好！伊

斯蘭教導我們睡覺時要向右側睡，那

才是最好的！」對很多穆斯林來說，

伊斯蘭不單是一個宗教，而且是涵蓋

整個人生的一套系統，它影響的範圍

很廣，涉及個人生活各個細節。

 聖訓(穆罕默德的言行)記載，安

拉的使者上床睡覺時，側右而睡，然

後唸：「主啊！我將我的身體交給

你，將我的面容迎向你，把我的事情

委託你；我依靠你，嚮往你，畏懼

你，離開你我無處逃身，只能歸於

你。我歸信你降示的經典和你派遣的

先知。」

統一行為達至「理想人生」

 安拉(Allah)的使者就是指穆罕默

德，其言行被穆斯林視為最佳的典

範。所以，對穆斯林來說，向右側臥

而睡是最好的，而且睡前還要背誦上

述禱文。這行為實在與健康完全無

關，即使穆罕默德當年有些行為有礙

健康，穆斯林仍會照樣模仿。

 聖訓還記載很多有關穆罕默德生

活的各種細節，例如男性的鬍子應該

留多長、兩人碰面時應該誰先問安、

進門時哪隻腳應該先跨進去，甚至如

廁時要如何做等等。因此，很多穆斯

林會驕傲地說，伊斯蘭的教導巨細無

遺。

 不過，這樣縝密的教規卻帶來

很嚴重的後果，就是在穆斯林心中塑

造了一個極其細緻的「理想人生」。

誰不跟隨這「理想」中的行為細節，

就不是一個虔誠或純正的穆斯林。因

此，他們大多數的理想只有一個，標

準只得一個，正路也只有一條，甚至

服飾、談吐、一言一行都要統一，非

黑即白，絕無灰色地帶！

 這種心態令一部分人的思想變

得狹窄和封閉，較難接受新思維和不

同的意見，也使他們願意接受福音的

程度大打折扣。他們從小就聽聞一些

有關基督教的謠傳，因而他們的回應

差不多口徑一致，例如：「耶穌沒有

釘死在十字架上，死的是猶大」、 

Photo by Reiner Knudse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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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基督徒信三位神」、「耶穌

是先知，不是神的兒子」、「聖經已

經被竄改，不可信了」等。這樣的回

應、如此相信，他們才覺得是正路。

但只要細心地問下去，便會發現他們

其實只是道聽途說，對福音基本上是

完全誤解了。

 即使能消除以上這些誤解，但

要一個人去反省甚或質疑自己從小所

接觸的信仰及文化，也絕非易事，更

遑論他是穆斯林呢！他們的「理想人

生」中並不包括對傳統的質疑，因為

這往往會被視為叛逆的表現。

聖靈的幫助與指引

 雖然基督教和伊斯蘭都是一神

信仰，而且各有一本經書作為最終權

威，但基督教的思想比後者更加百花

齊放。導致兩者有所差別的原因很

多，包括教育水平、文化視野、東西

文化及歷史觀之差異，但其中一個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相信聖靈。

 聖靈幫助我們明白並應用聖經

的真理，也給我們實際的指引和力量

去實踐真理。基督徒的祈禱生活沒有

跟隨猶太教的模式，沒有固定的時間

和次數，也沒有規定的禱告動作或姿

勢，因為「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

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

替我們禱告。」(羅8:26）基督教在敬

拜形式上也相當多元化，有莊嚴的禮

儀，有平民化的聚會，更有搖滾樂形

式的敬拜！因為「神是靈，敬拜他的

必須靠着聖靈按着真理敬拜他。」(約

4:24，新譯本)

 此外，基督徒不用想耶穌當年

怎樣睡覺、如廁或吃喝，因為「只等

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

一切的真理。」(約16:13）我們不用

遵從一套教規，或跟隨一個無比仔細

的「理想人生」模式，因為「我們大

家就像鏡子返照出主的榮光，正在被

改變成與主同樣的形像，從榮耀歸入

榮耀，這正是出於主 聖靈。」(林

後3:18，中文標準譯本）因着聖靈，

基督教不追求統一，而是強調合一、

團結而多元(Unity in diversity)。在基

督徒的信仰生活中，聖靈成了神學基

礎，一個有動力、活躍、不死板的因

素，為基督徒的生活帶來多元，帶來

活力！

穆斯林難以信主

 我們一家在伊斯蘭世界不知不

覺已服事超過十個年頭。初時，我們

因着他們封閉的思想而感到無奈，甚

至近乎絕望，認為要他們接受福音就

算並非絕無可能，也是相當困難。於

是，我們漸漸變成了在理論上認同而

實際上卻不相信聖靈工作的人！

 聖靈其中一個工作是要令世人知

罪，繼而悔改歸主。「他來了，就要

在罪、在義、在審判各方面指證世人

的罪。」(約16:8，新譯本)但當我每

次跟穆斯林分享福音，心裡卻對自己

說：「降低期望吧！他們是不會這麼

容易相信的！」其實我是在想：「即

使聖靈親自出馬，也難以令他們知罪

和悔改！」這就是赤裸裸的不信！因

為「信就是對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

看不見之事的明證。」(來11:1，新譯

本）

 讓我們重新檢視目前的事奉。

不錯，阿拉伯半島大部分人都對現況

滿意，又從未聽過福音，信主後更困

難重重，因此歸信的人寥寥可數。這

是眼見的事實，但並不代表聖靈沒有

工作，或祂的工作沒有果效。只是我

們不知道在何時、何地，誰被聖靈感



動，而在這些人中又有誰願意回應聖

靈的呼召。

 最後，我們決定唯有廣泛接觸、

廣泛撒種，才能讓我們有機會遇到聖

靈所預備好的人。我們改變事工模式

後，立即發現不少個案，他/她有一

天突然想要尋找真理，或突然對傳統

感到迷惘，甚至是反感。若沒有人向

他們傳福音作見證，他們有些就會在

自己的宗教傳統上加倍努力，希望能

以功德取悅安拉。有些可能會走向無

神論或世俗化的道路，期望物質能填

補心靈的虛空。有不少人改信民間信

仰，希望借各方靈力趨吉避凶。筆者

認識有些朋友甚至走向新紀元思潮，

他們向我詢問中國人如何打坐冥想，

如何看風水！

以上文章經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允准，節錄自《往普天下去》2017年1-3月號。

 其實在香港以至世界各地，領人

歸主的通常都不是倚仗護教辯論，也

不是憑借傳福音者的高言大智。真正

領人歸主的是聖靈，是祂在背後掌控

人的際遇，在人生道路上樹立不同的

路標，引導人歸向上帝。當聖靈工作

時，也許願意回應聖靈的穆斯林會較

少，或是不明顯，因此我們需要更多

基督徒採取主動，走到他們面前。唯

有我們以愛和耐心分享福音，才有機

會發現，原來遇到了聖靈已經預備好

的人！

Photo by mostafa meraji on Unsplash

親愛的《宣教日引》讀者們，借着

《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讓我們
一起為過往忠心禱告所結出的美好果

實感謝神，並繼續向前邁步，為世界

各地的穆斯林代求，願他們早日飽嘗

神豐盛的救贖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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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	天
4 月 0 1 日  星期六30年來的禱告：

1990年代
30 Years of Prayer

 2010年，一部名為《人神之間》

(Of Gods and Men)的法國電影上映，

這部電影講述1990年代一群生活在阿

爾及利亞修道士的故事。他們處在兩

難之間，一方面要面對暴力的伊斯蘭

激進組織，另一方面他們卻被呼召去

愛和服事穆斯林群體。當一位伊斯蘭

首領來到修道院中，為受傷的戰友索

求醫療用品時，發生了令人感動的故

事：因為當地村民有需要，神父只能

婉拒這位伊斯蘭首領的要求，但是神

父引用《可蘭經》為他禱告，並與他

一起祈求。後來，在他有生之年，這

位伊斯蘭首領一直都在盡力保護這間

修道院和其中的修士。

 90年代，許多基督徒使用《30
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手冊，禱告

求主耶穌賜給穆斯林異象和異夢，

得見爾撒‧麥西哈(耶穌的阿拉伯語

名)；而禱告得蒙應允的見證在全世

界時有所聞。「國際協助宣道團」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Mission)的共

同創辦人克里斯蒂‧威爾遜(J. Christy 
Wilson)有個習慣，每當她到穆斯林家

中探訪或與穆斯林朋友交談時，結束

離別之前她總會說：「在我們離開之

前，你願意跟我一起禱告嗎？」威爾

遜認為，與穆斯林朋友一起禱告，是

進入上帝同在的最佳途徑，遠遠超越

受限於言辭的信仰對話。

親愛的天父：

感謝祢，有越來越多人關注穆宣、為穆

斯林得救來禱告或參與差派。讚美祢的

神蹟奇事不斷地在穆斯林群體中發生，

謝謝祢樂意向世人啟示祢自己。

願穆斯林世界有更多福音大門被打開，

讓他們能認識祢是真正昔在、今在、以

後永在的獨一真神！願更多的基督徒願

意加入為穆斯林禱告的行列。

為投稿撰寫《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的基督禾場工人禱告，求祢看顧他們的

事奉，使他們滿有聖靈的能力，在伊斯

蘭世界中領人歸主，開拓神國疆土。

我們祈求每年這三十天的聚焦禱告，能

祝福穆斯林在齋戒月期間，以新的方式

經歷上帝的同在。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Igor Rodrigues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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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	天
4 月 0 2 日  星期日

親愛的天父：

在這片被人視為伊甸園的土地上，人們

還不知道聖經中真正伊甸園的故事，萬

物一切的和諧、美好、喜樂和平安是

因為祢的同在，而且人神之間沒有罪的

隔閡。我們祈求有許多福音使者能來告

訴這群追求「樂園」、渴望樂土的沼澤

阿拉伯人，關乎祢的故事。願他們渴慕

與祢恢復關係，得着耶穌基督寶貴的救

贖，享受屬神子民的平安與喜樂。

許多沼澤阿拉伯家庭因戰爭而流離失

所，正努力地重建生活，求祢興起基督

徒幫助他們，並陪伴及引導他們在恢復

重建的過程中經歷祢的恩典，向祢敞開

心門，與祢同工。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阿卜杜勒用一根長竿撐船穿過沼
澤中的運河，來到一間在水上用蘆葦
建造的僻靜小屋，家人們以他剛捕獲
的魚為食物。阿卜杜勒是一名沼澤阿
拉伯人，居住在伊拉克南部的沙漠濕
地，當地是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
匯流處，人們傍水而居。

 伊斯蘭有兩大支派：遜尼派和什
葉派。全球絕大多數穆斯林屬於遜尼
派，但在伊拉克則是什葉派占多數。
宗派分裂長期以來一直是衝突的根
源：80～90年代，遜尼派執政當局把
水引離濕地，意圖破壞什葉派沼澤阿
拉伯人的生計。經過長期的努力，大
約一半的沼澤目前已經恢復了。2016
年，這個擁有獨特野生動物的稀有生
態系統被指定為世界遺產。

 沼澤阿拉伯人是一個處於轉型期
的民族。1970年代，這裏約有50萬人
口，但許多人在沼澤地干涸後紛紛逃
離，今日僅約4.8萬人居住於此。他
們捕魚、飼養水牛，並重建穆德希夫
(Ｍudhifs，一種由捆紮成束的蘆葦製

伊拉克的
沼澤阿拉伯人
Marsh Arabs of Iraq

成的傳統聚會場所)。有些人則搬到國
內或國外的城市定居，失去了在沼澤
中生活的技能。一些沼澤阿拉伯人正
在回歸，希望在這片傳說曾是伊甸園
的土地上，創建一個生態旅遊地。

Photo by James Gordon from Los Ang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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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	天
4 月 0 3 日  星期一

 伊斯瑪儀派(Ismaili)是伊斯蘭什葉

派中的一個支派。他們追隨穆罕默德

的堂兄和女婿阿里，以他們在世的後

裔為伊瑪目(屬靈領袖)。伊斯瑪儀派

穆斯林相信這些世襲的伊瑪目，能為

他們的社群提供道德和屬靈指導。西

元七世紀時，什葉派內部對真正的穆

罕默德繼任者存有歧見。伊斯瑪儀派

的成立是為了追隨穆罕默德的世襲家

族，伊斯瑪儀派目前由阿迦汗四世(His 
Highness the Aga Khan IV)領導。

 全球共有1,500萬伊斯瑪儀派穆

斯林，主要生活在中南亞、非洲、中

東、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他們高

度重視教育，相信探索知識對於自身

和社會都有益處。他們也期望與人和

平共處，並為所居住的社區建設更美

好的生活。世人經常可以看到他們致

力於與人合作及幫助他人，例如2020
年在加拿大埃德蒙頓市，伊斯瑪儀社

區與市政府、原住民領袖，以及提供

無家可歸者住宿的基督教收容所一起

合作，在國慶日舉辦了煎餅早餐暨新

冠疫苗接種門診。

伊斯瑪儀派
Ismailis

 很少有基督工人關注伊斯瑪儀

派穆斯林。其實與他們談論信仰很容

易，因為他們對學習深感興趣，甚至

願意參與聖經學習。他們認同基督徒

的信仰，只是他們本身不願接受。 

親愛的天父：

我們禱告伊斯瑪儀派穆斯林們，能持續

對知識和真理抱持願意探索的好奇心，

並且不限制自己來認識耶穌基督、參與

聖經學習。

願真理的聖靈在伊斯瑪儀派穆斯林閱讀

或聆聽聖經及福音信息時，打開他們的心

眼，認識耶穌(爾撒)是救主。求祢使伊斯

瑪儀派穆斯林意識到世人皆無法靠自己的

善行得救，而謙卑地仰望十架的主，領受

赦罪之恩、重生的洗與聖靈的更新。

願更多適合參與穆宣的工人被裝備，並接

觸不同文化處境的伊斯瑪儀派穆斯林，有

果效地將他們引導至三一真神的面前。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Levi Meir Clancy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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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	天
4 月 0 4 日  星期二

沙特阿拉伯的什葉派
Shia of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的遜尼派和什葉派穆
斯林之間是涇渭分明的。這兩個教派
之間有許多相同之處，但也有許多不
同之處，以至於衝突不斷。

 遜尼派是「聖行之民」(Ahl al-
Sunnah)或「傳統之民」，他們認為
必須按照聖行所記載的，與先知穆
罕默德相同的方式實踐伊斯蘭；然
而，什葉派卻認為他們也可以跟從穆
罕默德女婿和堂兄阿里的後代，效法
他們的教導和榜樣。「阿里什葉派」
(Shiat Ali)或「阿里黨」認為，在穆罕
默德死後，阿里應該擔任穆斯林領袖 
(伊瑪目)。在實務上，什葉派更依賴
他們宗教領袖(阿亞圖拉)的教導，而
遜尼派則是依賴聖行。

 沙特阿拉伯王室遵循伊斯蘭的原
教旨主義，認定什葉派不是真正的穆
斯林。大約有271.5萬什葉派穆斯林生
活在沙特阿拉伯，主要分布在東部省
分，他們常在工作中受到歧視，參政

親愛的天父：

沙特阿拉伯的什葉派社群中仍沒有基督

徒，也還沒有教會。我們祈禱全能的上

帝，用各種方式向他們顯明啟示祢自己，

如同祢當初引導亞伯拉罕認識祢、與祢立

約，又引導他的後裔跟從祢。

願充滿萬有者的聖靈打破伊斯蘭宗教與

傳統文化的枷鎖，使穆斯林有機會遇見

生命活水的源頭、蒙永恆真光的照耀，

在基督裡向真神回轉，得着真自由。

沙特有很多外籍工作者，盼望當中的基

督徒所散發的基督馨香之氣、與主親密

活潑的關係，能吸引沙特阿拉伯什葉派

穆斯林親近主，並經歷主的真實。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機會也有限，而且與當局掌權者關係
不睦；正因如此，他們的生活相較貧
困，且常因其宗教生活而遭到他人的
騷擾與暴力攻擊，以及公民權利被剝
奪。有些社群會成立團體以爭取平等
地位，但這反而引起更深的逼迫，因
為這些團體被懷疑是出於政治目的，
與鄰國伊拉克的什葉派社群合謀。

Photo by Levi Meir Clancy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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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5	天
4 月 0 5 日  星期三

 伊斯蘭什葉派中有幾個支派，十
二伊瑪目教派(Ithna Asharis)是其中之
一；Ithna Ashari的意思是「十二」，
指穆罕默德後裔中的12位男性，被上
天選為宗教和政治領袖。默罕默德‧
本‧哈桑‧馬赫迪是第十二任伊瑪目，
也是最後一位。他被賦予彌賽亞的角
色，據說有一天將與爾撒(主耶穌)一
同再臨，帶給世人和平與公義。

 十二伊瑪目派的霍賈人(Khoja)，
在全球約有12.5萬人。他們源自印度
古吉拉特邦的卡奇地區，之後分散到
南亞大陸建立生活社區，南亞以西大
部分地區都可見到他們的蹤影。大多
數十二伊瑪目派的霍賈人，於十九、
二十世紀間抵達東非，他們原屬於伊
斯瑪儀(Ismailis)教派。然而，1866年
伊斯瑪儀信徒對於誰是第一位合法的
阿迦汗註產生劇烈爭執，導致一些伊
斯瑪儀教徒自願或被迫離開該教派。
迪尤‧賈馬爾是一位印度富商，曾是
桑給巴爾社區的伊斯瑪儀教派領袖，
他轉為十二伊瑪目教派信徒，並建造
了該教派在東非的第一座清真寺。

 蒙巴薩(Mombasa)是目前十二伊
瑪目派霍賈人在非洲的最高聯會所在

親愛的天父：

祈求祢興起東非基督徒為霍賈人大發熱

心，積極地為福音的緣故接觸霍賈人。

我們祝福霍賈人對福音有開放的態度跟好

奇心，能擁有完整傾聽、了解福音信息的

機會。愿真理的聖靈引導他們跳脫伊斯蘭

傳統的思想禁錮，有柔軟謙卑的心，來認

識耶穌是唯一的救主、再來的君王，並祂
所釘的十字架及復活的大能。

父啊，幫助霍賈人有得救的智慧悟性，

樂於在聖經中探索真理，借着祢愛子耶

穌基督脫去舊人，穿上新人；這新人是

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

潔。

禱告霍賈社群興起歸主浪潮及門徒運

動，帶動穆斯林群體來尋求三一真神。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東非的
十二伊瑪目派
霍賈人
Khoja of East Africa

地，在那裡有1.7萬名信徒，他們是活
躍的傳教者，正積極地把他們的信仰
傳遍加勒比地區和拉丁美洲。

編註：伊斯瑪儀教派領袖的頭銜。

Photo by Riccardo Maria Mantero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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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	天
4 月 0 6 日  星期四

 《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于

1994年出版創刊號，其中為沙特阿

拉伯禱告的內容提到：「沙特阿拉伯

王國是世界上福音最難觸及的國家之

一，那裡幾乎沒有基督徒，也沒有本

土教會，並且不允許基督徒宣教士入

境。」基本上，這個狀況直到如今依

然如此。

 在沙特阿拉伯的什葉派穆斯林當

中，至今仍未聽聞有基督徒出現。然

而，根據近期的調查，在遜尼派穆斯

林當中已有人受洗成為基督門徒，並

在家中聚會。

 過去幾年間，沙特有很多新歸主

的信徒，當地同工都將全部精力集中

在門徒訓練上。這些門徒自己也在傳

福音，一位2020年8月才剛信主的沙特

婦女，在2021年復活節前夕，已帶領

了三十多位家人和朋友信主。沙特的

每個城市都有穆斯林歸主者(MBBs)，

他們不但積極地傳講基督信仰，也在

社群媒體上教導聖經。

為沙特阿拉伯禱告時
Pray for Saudi Arabia

 某些沙特王室成員一直在推動改

革，希望他們的國家變得更加開放、

包容，這是很大的祝福。雖然不清楚

究竟有多少沙特基督徒，但我們知道

目前新信徒的人數比1994年增多了千

人以上。讓我們持續地禱告，願歸主

運動在沙特蓬勃發展。 

親愛的天父：

這些新信徒群體的力量起初很微小，但

我們相信神的國如同不起眼的芥菜種

子，在百種裡是最小的，卻能在沙特長

成驚人的大樹，蔭蔽萬物；神的真理如

同麵酵，藏在三斗麵內就能使全團發起

來。願福音穩固地在沙特扎根成長，並

帶着活躍的滲透力及感染力，在沙特群

體中產生連鎖歸主效應。

我們禱告這國家的掌權者能對福音放寬

限制，求主引領他們的改革政策。更盼

望這些執政掌權者們的心早日歸向神！

禱告在沙特阿拉伯的外籍基督徒能為當地

福音及門徒訓練帶來祝福。求主為基督徒

打開福音及作見證之門，並保護神子民的

安全，賜下能自由傳福音的恩典。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Artur Aldyrkhanov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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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	天
4 月 0 7 日  星期五

 瓦汗走廊(The Wakhan Corridor)是
一條崎嶇狹窄的陸地，從阿富汗北部
邊境橫出至中國，隔開了塔吉克斯坦
和巴基斯坦。幾世紀以來，它一直是
一條貿易路線，然而1893年大英帝國
和阿富汗協定，將其劃為邊界。這條
邊界跨越了生活在那裡的不同族群。

 阿 富 汗 東 北 部 的 瓦 希人( T h e   
Wakhipeople)是稱為尼扎里派(Nizaris)
的穆斯林，屬於什葉派的伊斯瑪儀支
派(Shia Ismaili)。他們不被其他阿富
汗人視為真穆斯林，經常受到歧視，
有時甚至遭受迫害；值得注意的是，
塔利班對他們非常敵視。瓦希人約有
5萬人，其中約1.7萬人居住在瓦汗走
廊，其他人則居住在塔吉克斯坦、中
國和巴基斯坦的鄰近地區。當邊境建
立時，阿富汗這裡還有大約1,500名吉
爾吉斯游牧民族的後裔，他們都是嚴
謹的遜尼派穆斯林。

 瓦汗走廊的位置偏遠，妨礙了基
礎設施的建立。醫療、淨水、電力、
通訊或網路及教育機會皆非常受限。
吉爾吉斯人的情況更糟，他們的日常

親愛的天父：

謝謝祢過去曾感動一群基督徒前往瓦汗

走廊分享福音，我們祈求有更多工人加

入這個行列，或透過慈惠、教育、基礎

建設等專業事工，與當地百姓建立關

係。盼望基督門徒有機會居住在瓦希人

和吉爾吉斯人中間，與他們分享祢的愛

和救恩，或開展長宣事工，使福音深入

瓦汗走廊各個群體。

我們為瓦汗走廊的和平禱告，也祝福此

地有更寬鬆的信仰自由。

求聖靈讓百姓看見上帝不震動的國，眼光

不只是停留在今生與可見之事，而是能擁

有屬天的眼光切慕地追求永恆之主。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阿富汗的瓦汗走廊
Wakhan Corridor, Afghanistan

生活已陷入淒慘的景象。儘管那裡沒
有教會，但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仍有
一群基督徒一有機會便前往瓦汗走廊
分享福音。2021年西方軍隊撤退後，
塔利班迅速地占領了瓦汗走廊，為此
地的百姓帶來了無法預期、甚至是災
難性的後果。

Photo by Ninara on flickr



20

第	08	天
4 月 0 8 日  星期六

 多數人一生都不可能認識像卡

西姆這樣的人。卡西姆來自阿富汗的

偏遠地區，一個被忽略的福音未及族

群，而且他是一個吸毒者。年輕時，

卡西姆曾越境前往毗鄰的伊斯蘭國家

謀生。那裡的雇主對他施打藥物，目

的是要提高他的工作效率、延長他的

工時。然而，卡西姆卻因此染上了毒

癮，不久之後藥物反而使他的工作效

率降低，以致他的工作被另一名工人

取代，而那人可能也被雇主以同樣的

方式剝削。當卡西姆回到家鄉，他的

毒癮給家人帶來了極大的恥辱，因此

被家人拒之門外。在24年的吸毒生涯

裡，多數時間他和大約兩千五百名吸

毒者一起生活，住在一個緊靠汙水排

放口的橋下。

 這就是阿富汗以及周邊國家許多百

姓的現況：吸毒成癮者被家人排斥，讓

社區感到羞恥。幸好，治療中心的同工

找到了卡西姆，幫助他並帶給他希望。

如今，他已經成功戒毒四年多了，並在

一所治療中心擔任警衛。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鴉片生產

國，吸毒成癮的問題日趨嚴重。越來

越多生活在貧困、衝突和絕望中的婦

女和兒童成為毒癮者。

阿富汗的毒癮問題
Addicts in Afghanistan

親愛的天父：

謝謝祢已為全人類賜下了救主！耶穌基督

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借着死敗壞那掌

死權的，就是魔鬼。主既然曾被試探而受

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求祢使阿富汗

吸毒者知道自己迫切地需要主！

為阿富汗被毒癮枷鎖捆綁的人禱告，求

父神救拔他們的全人及家庭脫離魔鬼的

網羅、在基督福音的大能中得勝。因主

的鞭傷他們得醫治；因主寶血的重價買

贖，讓被擄者得釋放！使他們的舊人與

基督同埋葬，又與基督同復活，蒙聖靈

與真理重新建造，成為新造的人。

願有敬虔的基督徒參與戒治工作，倚靠

聖靈的大能服事失喪者，爭戰得勝！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Ehteshamul Haque Adit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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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	天
4 月 0 9 日  星期日

 2000～2010年這十年間，《30
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運動持續地
壯大。在這個大環境下，各宗教間的
關係不斷惡化，暴力衝突形成惡性循
環，使得怨恨和無止息的報復欲望在
中東、歐洲、亞洲、非洲和北美洲的
各團體中日益增長。然而，當基督徒
為全世界各地、遠處近處的穆斯林禱
告時，他們的心真的有變得柔軟和轉
化，而充滿更多的愛嗎？哪怕，只是
極其微小的改變。

 1940年11月14日，納粹轟炸機空
襲倫敦和考文垂(Coventry)幾個英國城
市。11個小時的轟炸之後，考文垂聖
米迦勒座堂(St. Michael’s Cathedral)
幾乎被炸成廢墟，空襲中至少有六百
人被炸死。此外，還有四百人在後
續的火災中喪生。隔天早上，管會堂
的迪克‧霍華德無語地走過廢墟，在
祭壇後面殘存的牆壁上用粉筆寫下： 
「求天父寬恕！」霍華德並沒有寫下

30年來的禱告：
2000年代
30 Years of Prayer

「納粹」二字，此舉提醒我們：所有
人都是罪人，都需要被饒恕。

 2000年代，從911紐約恐攻開
始，全球衝突接續不斷。然而，這些
事件促使基督徒反思主耶穌的教導，
竭力尋求和解、為福音作見證，而參
與《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運動的
人數也顯著提高。

親愛的天父：

耶穌已經提到，這世界的戰爭無可避免

地會來到，國會攻打國，民會攻打民，

但我們祈求聖靈使人們可以及時聽聞福

音，在紛亂、驚慌、無助時，想起主的

名可以呼求、可以倚靠，經歷到耶穌是

唯一能賜下真平安的主，並有超越環境

的眼光與信心，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

掌權，祢的國直到萬代，祢的義存到永

遠，而有永遠的盼望。

願眾人的祈禱並聖靈的大能，推動穆宣

工作大有進展和果效；眾多穆斯林因着

與三一真神和好，也與眾人和好，享受

真正的和平！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Centre for Ageing Bett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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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天
4 月 1 0 日  星期一

親愛的天父：

邁赫拉語沒有文字，沒有口語聖經，部

落又地處偏遠。祢說，無人傳道豈能聽

見呢？所以我們迫切地禱告，普世教會

及宣教機構為這個失喪群體，預備福音

工人的差派，找到與他們接觸並建立關

係的方式。求祢預備邁赫拉人的心，成

為柔軟的好土，使他們有謙卑受教的

心，向神回轉。

我們祈求有精通阿語的基督徒，將福音

傳給部落中懂阿語的邁赫拉人，幫助他

們建立強壯的本地教會，訓練出邁赫拉

門徒和傳道人，使邁赫拉社群興起本土

的福音運動。

盼望能有團隊為邁赫拉人製作合適語種

的有聲聖經及福音資源。求祢親自為邁

赫拉人的得救預備道路，好叫他們歡喜

知道上帝不曾遺忘他們。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沙漠中夕陽西下，夜幕低垂，阿

曼(Oman)西南角靠近也門邊境，有幾

位老人聚在一起邊喝咖啡邊聊着當天

的新聞。待這群老人過世后，他們所

說的語言可能也將隨之消逝。

 歷史悠久的邁赫拉(Mehri)部落

位於也門、阿曼和沙特阿拉伯的邊

界之間，邁赫拉語是這個部落獨有的

一種閃族語言，他們沒有文字。邁赫

拉語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語言

地圖中被標註為「絕對瀕臨滅絕」的

語言，阿拉伯語系的人聽不懂邁赫拉

語，以致其實用性偏低，而且為保存

邁赫拉部落
Mehri Tribe

邁赫拉語的努力極為有限，因此這種

語言正面臨着即將消失的危險。

 估計約有10萬名邁赫拉族人分布

在三個海灣國家之間，但由於缺乏具

體資訊，且部落地處偏鄉，不同的人

口統計落差很大。1980年代中期之

前，身為傳統貝都因游牧民族的邁赫

拉人，在阿曼、也門和沙特阿拉伯的

邊界上自由漫遊而不受限制；但那之

後，三國政府均鼓勵貝都因人遷徙到

村莊中定居。從此，邁赫拉人被分散

在三國之中，倍加孤立，且導致邁赫

拉語進一步被遺忘。

Photo by Mark Fischer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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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
4 月 1 1 日  星期二

 很難想像還有比生活在也門北部

的北也門人註(Northern Yemeni)更絕

望的族群了，他們是什葉派穆斯林，

人口超過1,300萬，講薩那阿拉伯語

(San ani Arabic)，是目前已知全球最

大沒有基督徒在其中的族群之一。基

督信仰在四世紀傳進也門，但是伊斯

蘭很快占据主導地位。在穆斯林世界

的福音未得族群名單上，會看到有些

不同的也門群體重複出現，北也門人

就是其中最大的一群。

 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後，

此地衝突不斷，在此之前，也門已

是中東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十年殘酷

的戰爭摧毀了經濟，至今人民仍生活

貧困，普遍營養不良，數百萬人需靠

外援生存，但是禍不單行，新冠疫情

導致外國政府自顧不暇，外援預算下

降，而民生用品和燃料的運輸供給也

被當地持續不斷的衝突干擾影響。多

北也門人
Northern Yemeni

數糧食仰賴進口，但北也門人買不起，

也無法負擔營養不良所引致疾病的醫療

費用。除非停戰，否則這樣的惡性循環

無從終止，但是要改善這種情況的希望

很渺茫。這裡已被稱為「世界上最嚴重

的人道主義危機地區」之一。

譯註：西元1918～1990年，北也門是一個獨立
的國家。

親愛的天父：

我們仰望統管萬有的救主，呼求祢的憐

憫和能力介入北也門，向困苦流離的北

也門人顯明祢浩大的救恩。願聖靈的風

吹進荒蕪之地，向靈裡枯干的骸骨吹

氣，使他們認識祢，仰望基督十架的救

贖 基督本是富足，卻為世人成了貧

窮，好叫北也門人能以自己的破碎，交

換基督一切的豐盛富足！

求祢醫治人們被戰火破壞擄掠的生命！

「看哪！我要使這城得以痊癒安舒，使

城中的人得醫治，又將豐盛的平安和誠

實顯明於他們。」

求聖靈在北也門敞開福音大門，讓參與

人道救援的基督徒有機會使人領受救主

之愛。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EU Civil Protection and Humanitarian Aid收容葉門人的難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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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天
4 月 1 2 日  星期三

 艾莎住在也門的城市貧民窟中，
以撿垃圾為生。多年前，當也門爆
發戰爭之後，被邊緣化的阿哈丹人
(Akhdam，又譯阿克丹人)的生活條件
就一直不斷惡化。儘管如此，艾莎依
然努力地求生存，和這裡許多赤貧階
層一樣，她每天都在垃圾場裡徘徊，
試圖找到一些水、食物和其他可以使
用或販賣的東西。艾莎去年感染新冠
肺炎差點喪命，像她這些住在狹小貧
民窟裡的窮人，沒人能負擔得起住院
的醫療費用。情況雖惡劣，艾莎仍心
存盼望，希望自己和國家人民的情況
會有所好轉。 

 官方估計也門有50萬名阿哈丹
人，有的資料則顯示有近300萬人。
阿哈丹人的原生地不詳，但他們確實
是非洲人的後裔。他們一直遭到社會
的不公平對待，在很多方面受到歧
視。生活在也門大城市貧民窟中的阿
哈丹人仿佛與世隔絕，他們以阿姆哈
拉語(Amharic)、索馬里語和阿拉伯語
溝通，平時只能賺取維持基本生活的
收入，住處沒有衛生設施和電力，幾
乎沒有一個孩子能夠上學，嬰兒死亡
率更高得嚇人。許多人患有遺傳性疾
病，即使是一般可預防的疾病也令他
們很受苦。

親愛的天父：

「謙卑人必因耶和華增添歡喜，人間貧

窮的必因以色列的聖者快樂。」阿哈丹

人有福了！天國是他們的！求祢使他們

聽見耶穌宣告的八福，歡喜明白他們雖

然貧窮，卻要加倍得主疼愛，領受基督

所賜的富足生命。主的能力是在他們的

軟弱上顯得完全。

當福音使者來到他們當中，報神悅納的

好消息時，願聖靈激動阿哈丹人的心把

握悅納的時刻，向三一真神回轉。他們

身上汙名化的標籤要脫落，進到父子聖

靈的愛中領受兒女的身分及天父的愛。

求神使用有力的團體，為阿哈丹人爭取

平等的待遇和福利，倡導社會消除歧

視。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也門的阿哈丹人
Akhdam of Yemen

 許多也門阿拉伯人看到阿哈丹人
的生活，就認定他們是很糟糕的穆斯
林，但是人們沒有考慮到他們所受到
的待遇有多麼不公啊！

Photo by Mathieu Génon from Paris / just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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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天
4 月 1 3 日  星期四

為中亞禱告時
Pray for Central Asia

領導的基督徒社群，在穆斯林和世俗反

對派的持續迫害中努力地生存並蓬勃發

展。中亞基督徒領袖正參與普世宣教，

並開發國內的福音資源，以及創作民

族敬拜歌曲。為中亞禱告的眾民，在有

生之年看到禱告能如此快速地蒙上帝垂

聽，一定會振奮不已！

 當《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手

冊剛開始發行時，中亞還是福音未及

之地，當地的宗教還有其他自由都被

嚴格限制。幾乎在每一年的禱告手冊

中，我們都放了為中亞禱告的內容。

 自 西 元 八 世 紀 阿 拉 伯 人 征 服

中亞以來，伊斯蘭一直居於主導地

位。1800年代中期開始，俄羅斯帝國

為建立世俗國家而限制宗教活動；蘇

聯解體之後，鬆綁了這些限制，伊斯

蘭得以重返這地，沙特阿拉伯等伊斯

蘭國家支持這種改變，為該地區提供

了古蘭經並資助清真寺。

 1994年，《30天為穆斯林世界

禱告》為當時尚稱為「獨立國家聯合

體」的國家禱告，這些國家初次與外

界接觸，我們禱告基督徒能到該地區

提供實際的幫助，建立醫療、教育和

商業體系，並求上帝賜下分享福音的

資源。

 這些禱告上帝都已垂聽！過去的

30年中，該地區信主的穆斯林人數比

以往任何年代都多，某些國家有成千

上萬的穆斯林信主。穆斯林背景信徒

親愛的天父：

我們為中亞群體所經歷的恩典而向祢

感恩！祢無所不能，祢的旨意不能攔

阻！求祢繼續在中亞穆斯林中顯明

祢的救恩，天天將得救的人數加給教

會，使歸主者在真道中成熟長進，連

結合一，共同興旺福音。

願中亞各國因着逐日開放的經濟與觀

光需求，而不再限制宗教自由，並讓

更多醫療、教育、商業等基督徒專業

人士和宣教資源可以入境，建立符合

祢公義的社會制度。願祢的旨意能行

在這些國家的各個層面中。

求神用愛激勵普世教會獻上更多禱

告、差遣更多工人接觸中亞穆斯林未

得群體，找到傳福音的突破路徑。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Joel Heard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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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天
4 月 1 4 日  星期五

 太陽從雄偉的北高加索山脈升

起，照耀着居住在黑海和裡海之間近

七百萬的居民。這裡居住着全球最少

聽聞福音的其中一群人，他們使用的

語言多達45種，是世界上最複雜的語

系之一，當中只有少數語言有翻譯的

聖經。

 北高加索地區的人對族群的忠

誠度極為看重，他們對外來者和陌生

人懷有很深的不信任感，外人需要突

破這種排外情結，才能與他們發展出 

「庫納赫(Kunakh)」的關係，那是一

種堅固連結、彼此忠誠且互相保護的友

誼。

 1944年，尤拉的祖先被流放到

中亞後，尤拉在中亞歸主。之後，他

回到北高加索的故鄉向人們傳講主耶

穌。如今，他已經在此地生活了30
多年，是族人中唯一的信徒。多年

來，尤拉不斷地祈求上帝打開福音的

大門，使用他在北高加索地區與族人

建立庫納赫的關係。他對一個「鷹族

人」的偏遠部落特別有負擔，為了去

到那裡，尤拉必須提早90天申請許可

北高加索人
the Caucasus

證，並開好幾個小時山路的車，通過

好幾個檢查站，而且只有等他到達目

的地后，才能得知當地人是否允許他

進入部落。儘管其他地區比較容易抵

達，但依舊要有庫納赫的關係才能進

得去。

 由於地形、語言和文化的挑戰，

使得北高加索成為歐亞區域中傳福音

最艱困的地區之一。 

親愛的天父：

祢與神子民的關係，也是「庫納赫」的

極致展現。我們禱告最宏偉的高加索山

脈與最厚的心牆，都不能阻擋祢無所不

在的聖靈以及長闊高深的愛，穿透抵達

北高加索山民的靈魂深處。祢的愛永不

失敗，也永不放棄！

祢能夠賜下超然的啟示，用很多方式來

彰顯祢自己，使北高加索的山民看見祢

的神性與永能是如此真實，無可推諉；

並耶穌基督為他們捨命毫無保留的愛；

以及祢向聖民守約的信實！

求引導高加索人與祢發展出堅定不移的

「庫納赫」關係，認定祢是唯一的主。

也願祢賜下敞開無人能關的福音大門，

以及不辭勞苦的忠心傳道者，來服事北

高加索人、得着社群的信任與接納。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PanaTomix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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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天
4 月 1 5 日  星期六

 哈桑在土耳其東部一個貧窮的阿
列維(Alevi)村莊長大，當地的母語是
扎扎語(Zaza)。他從小學開始學習土
耳其語，後來成為一名老師，現在退
休了。哈桑很擔憂幾個兒子酗酒的問
題，哈桑的哥哥也有很嚴重的酒癮，
他怕自己的家族詛咒很深。為了尋求
幫助，哈桑開始觀看基督教衛星電
視，他感覺到主耶穌可能就是他家人
的幫助。哈桑開始閱讀聖經並順服上
帝的話語，當他做了接受基督成為個
人救主的禱告之後，哈桑寫了封信給
電台，電台馬上派人去探望他並與他
一起為家人禱告。

 安納托利亞大約有2000萬名阿列
維人，由3個民族語系(土耳其人、庫
爾德人和扎扎人)組成，他們源自中亞
的土庫曼，是土耳其最大的宗教少數
族群。阿列維人遵循伊斯蘭的神祕教
旨，被視為伊斯蘭的一個教派。齋戒
月期間他們不禁食，但在穆哈蘭姆月
(Muharram)，什葉派穆斯林紀念伊瑪
目侯賽因殉難節期，阿列維人會禁食
10天。他們不在清真寺裡做禮拜，禮
拜時也不俯身，而是在一個名為塞米
維斯(Cemevis)的小場所聚會。他們
不像傳統伊斯蘭所要求的那樣對人施
捨，但認為愛神和愛人比遵從伊斯蘭
教法更重要。他們的神學和信仰不是
來自於文獻記載，而是通過詩歌和樂
曲代代相傳。

親愛的天父：

為着福音媒體事工向祢獻上感恩，祈求

有更多人因此接觸福音，在他們持續觀

看聆聽的過程中，生命被真道更新，向

着基督也越發敞開柔軟！

求神祝福這些事工發展出有果效的跟進

方式，及組織慕道友團契的網絡；所需

的同工和資源求主賜下，並看顧每位服

事者常在祢的恩典保守之中。

我們祝福安納托利亞的阿列維群體像文中

的哈桑這樣，突破傳統伊斯蘭教與社會文

化的限制，帶着渴慕來聆聽基督生命之

道，開始影響家庭、親友的社群歸主。

願祢差派委身的基督工人、專業人士到

阿列維人所在地區，向他們活出基督信

仰的見證。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在土耳其，阿列維人常遭到政治
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偏見及騷擾。在教
育上，他們不能用庫爾德語或母語扎扎
語學習，只能接受土耳其語的教育。儘
管如此，阿列維人還是相當重視教育，
尤其是女孩和婦女的教育。透過努力
學習，許多女孩和婦女都上了大學。

安納托利亞
的阿列維人
Anatolian Alevis of Turkey

Photo by 30 Days of Prayer for the Muslim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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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天
4 月 1 6 日  星期日

 2016年的土耳其，伊斯蘭神職

人員費圖拉‧葛蘭(Fethullah Gulen)

的追隨者發動軍事政變，震撼了全

國。葛蘭否認煽動暴力，但他的確是

一位魅力型的領袖，興起了一個在土

耳其及其他地區都極具影響力的運

動，該運動的成員稱自己為希茲米特

(Hizmet)，意思是「服務」。

 葛蘭運動堅持正統的遜尼派教

義，帶有強烈的蘇菲色彩，他們特

別關注對伊斯蘭的現代解釋，因此

他們非常重視科學、教育和與其他

宗教的對話。他們透過青年旅社、

學校和大學傳播發揮影響力，許多

希茲米特在軍事、司法、媒體和商

界中擔任要職。據估計，葛蘭運動

參與者曾多達四百萬人。

葛蘭運動
Gülen Movement

 那場未能成功的政變，導致土耳

其政府發起嚴厲的迫害和監禁。首先

針對葛蘭運動的同情者，然後針對所

有的反對派，約有七萬人遭到監禁，

超過十五萬名公務員被革職。許多人

被迫逃往西方，也有極少數人成為基

督的追隨者。

 艾什曾就讀希茲米特學校，並參

加學校的祈禱活動。當她讀到古蘭經

中暴力的命令經文時，她的想法完全

改變，陷入了信仰危機。她開始每晚

祈禱，希望能借祈禱解決她的危機。

在那段期間裡，她收到了一本新約

聖經，當她打開聖經，讀到馬太福音

5:44，耶穌教導說：「要愛你們的仇

敵。」這個啟示讓她成為真正和平君

王的追隨者。

親愛的天父：

謝謝祢讓身在伊斯蘭環境中的艾什能透

過聖經與主相遇。相信祢也在希茲米特

成員身邊放下許多機會，引領他們走向

祢。祝福他們對基督徒及福音事物抱持

敞開的好奇心。

但願希茲米特成員在探尋伊斯蘭的現代

解釋過程中，蒙聖靈光照發現伊斯蘭古

法中的衝突與矛盾，更有機會透過聖經

認識祢就是愛與和平的源頭。

求祢使希茲米特成員明白，伊斯蘭並不

能解決人類罪性的問題，唯有信靠那位

真正以生命來服事人的耶穌，才能經歷

真實的平安、自由與和平。

懇求祢差派基督徒的科學家、學者成為

希茲米特成員的朋友，以謙卑服事的行

動與基督的生命樣式，向他們展現基督

的愛與福音。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Photo by Rachid Ouchari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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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天
4 月 1 7 日  星期一

 安 華 一 邊 嘆 氣 一 邊 吃 完 了

手 中 最 後 一 口 當 地 傳 統 烤 肉 料 理

「Khaddi Kabab」，這是一道俾路支

傳統美食，整隻羊塞滿米，然後放進

地上所挖的火坑裡烤熟。

 夕陽照在山崗上，安華正預備

晚間的祈禱，希望借此平撫煩惱的思

緒。他正為鄰近村莊所發生的軍事襲

擊憂心，而且他的妻子有孕在身，他

也為着她的分娩和孩子的前途憂慮。

如果孩子活下來，沒有學校可以上

學，不斷的衝突又讓生活雪上加霜，

他們能有什麼出路呢？

 俾路支人主要生活在巴基斯坦南

部的山區和沙漠中，他們過去是游牧

民族，但現在大多數已半定居在山上

的泥屋或石屋中，種植小麥，飼養駱

駝、牛羊和山羊，冬季則會帶着牲畜

逐水草而居。他們是巴基斯坦最貧窮

和教育程度最低的族群之一。

 在不發達的地區生活是很艱難

的，過去二十年來，追求獨立的俾路

支民族主義團體與巴基斯坦當局之間

的衝突不斷升級。事實上，大多數俾

路支人只希望對家鄉的天然資源(煤

炭、天然氣、石油和黃金)有更多的

支配權，並不是真的要從巴基斯坦獨

立出來。但巴基斯坦政府在鎮壓叛亂

組織方面一直很嚴苛，因此與人民之

間的衝突仍在持續，暴力事件時常發

生，和解的希望非常渺茫。

親愛的天父：

俾路支人所生活的地方非常貧瘠，外人

也難以抵達他們的部落，國家更是拒絕

宣教士。但我們祈求大有能力的神，轉

變他們在地理與心靈上封閉的光景，在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為宣教士、福音使者

開拓無人能擋的道路；祢不斷地預備和

差遣許多的福音工人、福音資源，為俾

路支人的得救效力。

但願有基督徒能在俾路支人需要之處給

予實際支援，透過教育、醫療、基礎建

設等方式住在他們當中。

願俾路支人看見祢將最寶貴的獨生兒子

賜給他們，又差派許多人來愛他們，使

他們知道自己並沒有被忽略遺忘，他們

是神所寶貝的。俾路支人不再稱為被撇

棄的，地也不再稱為「荒涼的」，他們

要被稱為「上主所喜悅的」；新郎怎樣

喜悅新婦，神也要照樣喜悅俾路支人。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巴基斯坦東部
的俾路支人
Baloch of Pakistan

Photo by Mostafamer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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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天
4 月 1 8 日  星期二

 哈森邀請朋友一起享用甜餅和

甜茶，但是聚會的氣氛有點緊張，他

問：「阿拉伯人驅逐我們，庫爾德人

也撇棄我們，我們還能信任誰呢？」

哈森是個政治活動家，他是伊拉克的

沙巴克族人(The Shabak)。

 將近30萬名沙巴克人居住在伊拉

克北部一個名為尼尼微平原的地方，

此處正是2,700年前先知約拿呼召尼

尼微人悔改的地方。如今，這個地區

衝突不斷；幾年前伊斯蘭國(ISIS)就在

該地區肆虐，聖戰分子殺害了許多少

數族群的成員，包括基督徒、雅茲迪

人、土庫曼人和沙巴克人。

 大多數沙巴克人信奉伊斯蘭什葉

派，但他們的信仰也加入了伊斯蘭蘇

菲派神祕主義的元素。他們有自己的

屬靈領袖，稱為皮爾(Pirs)。從伊斯

蘭正統遜尼派的角度來看，沙巴克人

可說是異教徒。伊拉克的兩個主要族

群：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也經常對

沙巴克人不屑一顧。沙巴克人主要以

簡單的農耕或以開卡車為生。

 長久以來，人口不到30萬的沙巴

克人在伊拉克以外的地區幾乎不為人

伊拉克沙巴克人
Shabak of Iraq

知。由於被伊斯蘭國迫害，他們突然

變為頭條新聞，但這並沒有改變他們

的困境。他們的失業率仍然很高，尤

其是年輕人，其中有許多人為自己少

數民族的身分而感到非常掙扎。

親愛的天父：

這份不被認同，被排擠的心情，聖經中

稅吏撒該、井旁婦人、有罪的女人都

經歷過。我們祈禱沙巴克人看見祢愛子

耶穌基督，主動造訪他們的生命，欣賞

他們的特別，接納他們的不完美，甚至

代替他們承擔罪孽的苦果，在十字架上

捨命。願有基督徒能將上主長闊高深的

愛，訴說給沙巴克人聽。

兩千多年前，祢如何發憐憫差遣使者

呼召尼尼微城悔改，願現代的沙巴克

人也有可聽的耳，把握上帝悅納人的

時刻，將心向神回轉，走上祢為他們

預備的義路。

但願歸主的沙巴克信徒在真道上成

長，向身邊的人宣揚基督的愛。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Global Panorama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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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天
4 月 1 9 日  星期三

 2010年代，「30天為穆斯林世界
禱告」運動持續成長，更加強化了福
音中愛穆斯林，並與穆斯林和解的信
息。來自達拉斯53歲的賈斯汀‧諾曼
德便是這愛的化身。

 2016年，仇恨穆斯林犯罪行為
的人越來越多；諾曼德來到離他家
最近的清真寺，舉起一個牌子，上面
寫着：「你屬於此，保持堅強。祝福
你，我們是一個美國。」對於一個變
化中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反文化信
息，當時有些人很害怕穆斯林，並希
望他們離開。當被問到為什麼這樣做
時，諾曼德回答說：「我想與我的鄰
居分享和平。我的這些穆斯林鄰居被
邊緣化、心存恐懼，他們溫文爾雅卻
被人敵視。」他繼續說：「我這樣做
是為了纏裹傷口。在我們中間受到傷
害和感到懼怕的人，我們該表達的是
同情和惻隱之心；或者，在某些基督
教傳統中，如此做就好比是給我的弟
兄洗腳。我這樣做完全是因為我的信
仰，與他們的宗教無關。」

 2010年代，有更多願與穆斯林分
享平安的福音夥伴關係被堅立，鼓勵

30年來的禱告：
2010年代
30 Years of Prayer

了許多國家的穆斯林背景歸主者更多
地聚集。當然，這也是因着全球禱告
增長的緣故。各樣尋求和解的事工都
以愛與美善搭建跨信仰的橋梁，且更
多聚焦在福音的實踐上。

親愛的天父：

我們為着基督徒做出傷害穆斯林的行為

向祢認罪，懇求祢化解基督徒與穆斯林

之間的防衛與仇恨，賜下愛與饒恕的新

關係在兩造之間。

祈求天父指教我們如何做一個好的和平

使者，幫助我們結出豐盛的屬靈果子，

向穆斯林活出美好的信仰生活。盼望我

們與祢之間的親密關係，使穆斯林想進

一步認識我們所敬拜的主，開始思想真

理。

我們為歸主的穆斯林獻上感謝，他們是

祢所栽植的公義樹，為要彰顯祢的榮

耀！求祢使這些歸主者有智慧，知道如

何在自身的文化處境中，向同胞傳講耶

穌的身分與福音信息，好翻過伊斯蘭宗

教的高牆，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人

順服基督。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hossein azarbad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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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天
4 月 2 0 日  星期四

 人數不到70萬的卡努里曼加人

(KanuriManga)居住在尼日爾東部和奈

及利亞東北部，他們是卡努里部落的

一個子群體，在被殖民之前，他們是

一個強大的帝國。

 卡努里曼加人大多是農民，在惡

劣的環境中以種植農作物為主，同時

飼養綿羊、山羊和馬。馬對卡努里曼

加人來說，是威望的象徵。卡努里曼

加人是遜尼派穆斯林，他們當中沒有

已知的基督徒。卡努里人喜歡使用諺語

和簡單的短語來教導人生道理。例如： 

 「忍耐底下有天堂。」

 「一個人不接受另一個人的任何

東西，就是不愛他。」

 「不認得路的，會攔阻認得路

的。」

 今天，卡努里曼 加人面臨着巨

大的身體和精神上的需要。當地惡

劣 的 氣候 導 致 每 年 季 節 性 飢 荒 常

態 地 發 生，而 恐 怖 組 織 博 科 聖 地

(Boko Haram)在他們中間募兵，並且

殺害他們的族人，導致許多人逃往難

民營。這讓人想起了卡努里的一句箴

言：「一隻老鼠逃進火中，牠逃離的地

方比火還熱。」

親愛的天父：

卡努里曼加人有許多充滿哲思的諺語，

我們祝福福音使者們滿有智慧，曉得運

用他們熟悉的處境、話語，例如「路」、

「天堂」、「愛與接受」、「盲目擇路」等話

題切入福音信息，使他們接觸來自真理

的刺激與思考。讓他們清楚醒悟人生的

方向與道路錯了，即便再努力也不會抵

達正確的目的地，而耶穌才是通往正確

方向的唯一途徑！

盼望卡努里曼加人有柔軟敞開的心，試

着去了解、愛耶穌這位新朋友，也接

受從天父上帝而來的這份最美的救恩禮

物。

我們祈求許許多多的宣教隊伍能來到他

們當中，為他們身心靈的需要帶來祝

福。願卡努里曼加人看見這樣的愛心，

就多多地感謝我們的神。

求掌管萬有的神發憐憫，使雨水適時降

下，並賜下有效的蓄水方式，改善農作

環境；也讓卡努里曼加人有治理農業的

智慧、得着專業人士的協助。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尼日爾的卡努里曼加人
Kanuri Manga of Niger

Photo by hdptcar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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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天
4 月 2 1 日  星期五

 莫桑比克是一個美麗的熱帶國

家，位於坦桑尼亞及南非的海岸線

上。經過葡萄牙殖民統治數百年，莫

桑比克於1975年宣告獨立，隨後陷入

內戰，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告結束。

 莫桑比克的北部被外來的伊斯蘭

族群所覬覦。12世紀時，伊斯蘭隨着

阿拉伯商人進入這個區域，對北方沿

海一帶的人民影響直到如今。在當地

的語言中常出現阿拉伯用語，而伊斯

蘭與傳統信仰也經常混為一體。在許

多地區，清真寺的教長與當地巫醫往

往同為一人。

 莫桑比克北方的居民大多住在

漁村，幾世紀來都是靠捕魚及打獵維

生。他們生活貧困，由貧窮引起的疾

病如瘧疾、霍亂及營養不良，造成兒

童的死亡率升高。2017年開始，北

方的卡波德爾加多省被武裝的伊斯蘭

極端分子脅迫，恐怖組織青年黨(Al-
Shabab)強迫年青人及兒童參軍，數

千人遭到殺害，百萬人流離失所。半

數的莫桑比克人是基督徒，雖然面臨

諸多危險，但仍有許多信徒選擇留在

北方服事。

親愛的天父：

在這個美麗的國家，莫桑比克人卻因為

罪性所帶來的惡、恐攻、貧窮而活在

不平安中，看不見未來的盼望。祈求祢

使他們清醒，不再從徒勞無功的傳統宗

教，或自救的習慣中找尋平安或答案。

求祢差遣福音使者為他們帶來新的看見

與盼望 救主基督已為他們降生！使

他們不甘再被仇敵破壞擄掠，不甘困在

原地，而開始向造天地的主宰發出呼

求，經歷祢的拯救！

求祢做莫桑比克孩童與青年的盾牌和山

寨，保護他們不被青年黨的暴力和恐怖

攻擊所利用和毀壞，願他們重新擁有成

長與學習的自由和權利。

求祢做莫桑比克人生命的糧，使他們不

被巫術等錯誤信念或謊言控制！祢時刻

以公義的右手扶持莫桑比克北部的基督

徒，使他們為祢的真理打美好的仗，帶

領更多同胞歸向祢，成為有影響力的愛

的社群。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莫桑比克北部
Mozambique

Photo by F Mira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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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天
4 月 2 2 日  星期六

 法蒂瑪聽說附近發生衝突，整個

難民營已陷入恐慌。她趕緊衝進她的

小泥屋，匆忙地收拾了幾樣東西，準

備帶着孩子逃生。

 法蒂瑪和家人對戰爭已毫不陌

生。十幾年前，法蒂瑪還處於青少年

時期，她和家人首度逃離家鄉——蘇

丹青尼羅州 (the Blue Nile state)。

那時，她還不太瞭解戰爭的衝擊，把

逃難當成是冒險之旅。現在，她已身

為人母，對逃難的體會更深。

 法蒂瑪的家庭來自布隆族(Burun)

的一個分支。布隆族與其他許多部落

及其分支的難民總數超過13萬人，一

起居住在同樣被戰火蹂躪的南蘇丹一

個偏遠的部落，他們的生活依靠聯合

國有限的配給。新冠疫情爆發之後，

國外的援助減少，他們的生活更加困

難。法蒂瑪經常需要步行3小時到叢林

中砍柴。因此，保護兒女的健康對她

來說是個極大的挑戰。

 多年來，青尼羅州形同封鎖，外

界對居住在此地的各部落所知極少。

儘管青尼羅難民現居的難民營也地處

偏遠，但至少那裡還算是可自由聽聞

福音的地方。

青尼羅的難民
Blue Nile Refugees

親愛的天父：

青尼羅難民在地上的家雖被戰爭摧毀，

但我們禱告祢的恩典加倍臨到他們，使

他們認識基督與祢平安的國，知道自己

歸屬於祢，在天上他們有一個更美的家

鄉！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

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坐

寶座的要將一切都更新！

求祢賜給青尼羅難民永生的盼望，以得

着耶穌基督為喜樂，就輕看地上的羞辱

和患難；在患難中，成為一群有寶貝在

內裡發光的瓦器。神的光與愛要透過瓦

器破碎的隙縫發出，向同受患難的人證

明這超越環境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而

不是出於人。

求祢賜給青尼羅歸主難民在患難中大喜

樂的堅韌，雖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願他們明白祢

對他們有獨特的託付；上帝的國度要借

着他們在各部落中興起，建立剛強忠心

的教會；因所受的患難，而能用神所賜

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Viktor Pesenti/Enough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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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天
4 月 2 3 日  星期日

35

蘇丹嘉年人
Jaaliin of Sudan

 蘇丹嘉年人(Jaaliin)的祖先是開創
了人類所知最早的古文明之一的努比
亞人，後來被阿拉伯同化。他們的血
統可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是目前蘇
丹最大的阿拉伯人族群。

 嘉年人約有四百萬人口，世世代
代在蘇丹北部尼羅河流域干熱的河谷盆
地定居耕種。現今，很多族人已移居到
城市，但仍與家鄉的居民保持着緊密連
結，他們多數與同族通婚並聚居。身分
認同對嘉年人來說十分重要，他們強調
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後裔，這比他們的阿
拉伯血統更為重要。身為阿拉伯人，他
們吸收了阿拉伯的語言、文化以及伊斯
蘭遜尼派的信仰。

 在蘇丹以外，嘉年人通常被視為
非洲人，不同家庭對這些身分的認同
可能不太一致，尤其是在移民家庭當
中。基於嘉年人的影響力及人數，他
們對蘇丹的福音傳播極為重要。

 嘉年人被列為世界上最大的福音
未及族群之一，他們當中沒有已知的信
徒，也沒有已知的門徒訓練。目前雖然
有些當地語言的福音資訊，但是他們居
住在極端貧窮及動亂的地區，要在那裏
建立宣教事工是極大的挑戰。

親愛的天父：

蘇丹嘉年人以身為穆罕默德的後裔為

豪，看重承傳的伊斯蘭信仰。我們對抗

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並且我們所傳的

福音若沒有聖靈大能的啟示，人心也無

法明白；所以我們懇求聖靈，澆灌在龐

大的嘉年人群體中，也教導為他們禱

告、向他們傳福音的基督徒如何「打

仗」！

在嘉年人看似緊密的集體力量中，一定

有祢所預備的平安之子，或福音好土，

求祢把宣教士和福音信息帶到他們的生

活中，讓福音種子在平安之子心中茁

壯。祝福這些被聖靈更新的新造族類，

能用嘉年人最好懂的方式，來傳遞福

音。

求祢憐憫此地的百姓，使各武裝勢力的

領袖看見殘破不堪的國家與貧窮困苦的

人民而痛悔，竭力謀求和平，不以武力

為解方，好讓人民能休養生息，國家有

發展建設的機會。願基督徒透過人道救

助或支援建設等方式，有服事蘇丹人、

向他們彰顯主愛的機會。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anmede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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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天
4 月 2 4 日  星期一

儅為印度禱告時
Pray for India

 《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創刊

號於1992年在印度出版。從那時起，

據官方估計，印度基督徒人口穩定保

持在2.5%左右；但據非官方調查，基

督徒人口實際上有大幅度的增長，這

主要歸功於印度當地教會。

 由於政府不斷地加強對外來宣教

勢力的管控，部分研究人員認為基督

徒已接近人口總數的4%，雖然只是很

小的數字，但因印度人口眾多，竟使

得印度擠進全球基督徒人數排名前25
名的國家之中。

 伊斯蘭是印度第二大宗教，占人

口總數的15%，也就是2億的穆斯林，

使得印度成為僅次於印尼的第二大穆

斯林人口國。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印度基

督徒面臨巨大的挑戰和損失。一位在

印度東北部的牧師在疫情期間，帶領

他的團隊尋求新的方法服事周遭的孟

加拉語穆斯林社區。當他們日常的事

工遭到封鎖影響時，他們轉而為那些

逃回家鄉的人提供食物、住宿以及援

助。因着他們委身的服事，在這些極

具挑戰的群體中，興起了新的團契，

有新信徒受洗，以前未曾接觸的社區

也變得前所未有地敞開。

親愛的天父：

聖經說：「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

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

各樣善事。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

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我們

為着眾聖徒的捐獻、在患難中愛的行動

向祢獻上感恩。願這些預工使人看見我

們神的愛，以及對他們的供應，而叫人

們的心更加敞開，越發感謝神。

求祢裝備許多工人來撒種、澆灌與收

割。祢的愛及活潑的靈充滿服事穆斯林

的福音工人，好面對每天龐大的需要。

將他們栽在祢的溪水旁，按時候結果

子，葉子也不枯干。使他們常常經歷人

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主的能力與

恩典夠用！

祝福印度穆斯林社群能向福音更加敞

開、渴慕真理、跟隨三一真神。願他們

的生命被聖靈與真道更新，向同胞們見

證福音的大能！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Akash Yadav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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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天
4 月 2 5 日  星期二

英國米爾布爾區
的帕哈里人
Mirpuri people in Britain

 帕哈里人來自巴基斯坦管轄下克
什米爾的米爾布爾區(Mirpur District 
in Pakistanadministered Azad Jammu 
and Kashmir)，這群人很有航海天
分，由此建立了與大英帝國最早期的
聯繫。

 1960年，米爾布爾區的曼格拉水
壩完工，農田卻被淹沒，十萬名居民
被迫遷移。其中有許多人以所得的補
貼，遷徙到當時勞力短缺的英國。大
部分移民原本只打算呆幾年，然而由
於大量移民的接連遷入，導致英國目
前的巴基斯坦人口中，有70%來自米
爾布爾區，米爾布爾帕哈里語也因此
成為英國的第二大語言。

 米爾布爾帕哈里語是一個低階且
無文字的語言，但出乎意外地在英國
世代留傳，甚至比其發源地保留得更
完整。

 帕哈里人是遜尼派穆斯林，但摻
雜許多民間伊斯蘭信仰，包括懼怕邪
靈(精靈)、使用辟邪物和尊崇稱為「
皮爾」(Pirs)的巫師。 

 過去五十年，在英國九十萬名
帕哈里人中，大約只有三十人接受基
督，他們大部分隱藏自己基督徒的身
分，因害怕被社區孤立；而在阿扎德

親愛的天父：

除了在神裡頭的靈，誰能認識神的事

呢？祈求聖靈將認識神的智慧及渴慕，

澆灌在英國米爾布爾區的帕哈里人身

上；並感動英國的教會，看見還在羊圈

外流浪的帕哈里人，以祢不放棄的愛，

找到進入這個社群的方式。

求祢讓米爾布爾帕哈里人在自認一無所

缺的生活中，意識到這樣的生命與傳

統宗教仍不能帶來滿足。願他們在積極

向外探索的過程中，遇見愛他們的好基

督徒，或被福音資源打動，吸引他們來

靠近耶穌基督。但願他們聽見真理的話

語，平安就進到他們心中，靈裡就火

熱，如同祢的羊認出牧人的聲音，快跑

跟隨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克什米爾也只有極少數的基督徒，所
以對帕哈里人來說，他們當中有人成
為基督徒是件很不可思議的事。 

 米爾布爾帕哈里人自給自足，其
緊密團結的社區一直對福音很抵擋，
導致他們被英國教會所忽視。雖然他
們在教會的視野底下，卻被隱藏而不
受注目，不如其他對福音積極回應的
群體受到許多的關注。

Photo by Ifrah Akht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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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天
4 月 2 6 日  星期三

38

能力之夜
Night of Power

 「Laylat-al-Qadr」通常被翻譯

為「命運之夜」或「能力之夜」，是

伊斯蘭曆法中最神聖的夜晚之一。其

發生在齋戒月的最後十天，是紀念古

蘭經被啟示給先知穆罕默德的那個夜

晚。穆斯林認為這是真主賜下極大憐

憫，並決定來年命運的夜晚。

 虔誠的穆斯林會整夜祈禱赦罪、

背誦古蘭經，並獻上特別祈禱，他們

相信在這個晚上所進行的祈禱和崇拜

的價值將會加倍。許多穆斯林選擇在

齋戒月的最後十天「坐靜(i’tikaf)」，

專注於崇拜和祈禱，避免捲入世俗事

務。

 坐靜是反思、敬拜、學習古蘭經

和尋求親近真主的時候，是伊斯蘭教

修功之一，並為來年尋求祝福。坐靜

最理想的地方是在清真寺，去年由於

新冠疫情的限制，許多人改為在自己

的家中進行。

 在能力之夜的善行被認為相當於

一千個月的善行。因此，許多人在此

期間向伊斯蘭慈善機構和其他機構慷

慨捐贈。

親愛的天父：

穆斯林相信獨一的神，但並不知道宇宙

中唯一的真神是祢，求祢將他們帶回

到得救的唯一路徑 耶穌基督的十字

架。求祢讓穆斯林的靈魂甦醒，明白再

多的善行都無法使人沒有瑕疵，但父已

為他們預備白白的救恩，借着耶穌基

督，要將一切的豐盛和福分賜給他們。

求祢使穆斯林有開放的心聆聽與接受福

音，不讓「叛教」思想和群體壓力阻礙

他們向真理敞開心門。

禱告穆斯林在「能力之夜」的竭力尋求

中，能遇見能力的真正源頭 耶穌基

督。使人知罪的聖靈揭去蒙蔽人心的謊

言與帕子，使他們悔改並承認耶穌基督

是主。

願穆斯林歸主者的生命見證，能觸動及

吸引在同樣文化處境中成長的穆斯林，

進而放下傳統包袱，勇於認識真理，並

成為耶穌基督的跟隨者。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38

Photo by Faseeh Fawaz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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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天
4 月 2 7 日  星期四緬甸的潘泰人

Panthay Muslims of Myanmar

 曼德勒是緬甸古都，在遍布全城
的宮殿、金塔和佛寺之間，竟有個值
得一看的特別風景：一座中國風格的
清真寺。這座清真寺是1868年由來自
中國雲南的回族穆斯林所建造，回族
人(The Panthay；緬甸語稱為潘泰人)
當年來到此地做生意、定居，並獲准
在當地建造這座清真寺。

 近幾年來，有成千上萬的潘泰
人為了躲避雲南的暴力衝突而來到緬
甸。目前大約有3～5萬名潘泰人居住
在緬甸的北部，驃瑪就是其中一員，
她是一名年輕、單身的知識分子，信
奉伊斯蘭中相對溫和的教派。按照傳
統，她的父母正幫她物色合適的對
象，但是潘泰人的圈子很小，她無法
找到年齡、教育和社會地位合適的
人。當有人問驃瑪的父親是否可以接
受一個不同種族背景的穆斯林，例如
緬甸人或印度人成為女兒的新郎，她
的爸爸堅定地回答：「絕不可能！我

寧願她嫁給中國佛教徒！」中國文化
和語言深深扎根於潘泰人生命中。

 與當地的羅興亞人或其他穆斯林
相比，潘泰人較少被緬人歧視。截至
目前為止，潘泰人當中還沒有福音工
作。2021年2月緬甸的軍事政變和新
冠疫情，使得福音的進入更受限。 

親愛的天父：

在緬甸大環境的動盪不安中，祢的光在

黑暗中卻顯得格外明亮，引導人往祢的

方向走去。願祢興起，行那超越環境的

神蹟奇事，持續在這地方敞開使人得救

的福音大門。祝福本地教會和信徒剛強

茁壯，把握機會積極地向鄰舍與其他族

群(包括潘泰人)建立關係、傳福音。

求天父呼召工人來服事潘泰人，特別是

中國的基督徒。願福音使者、宣教士找

到進入潘泰人社群的途徑，並得到平安

之子、關鍵領袖的支持與保護。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imb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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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天
4 月 2 8 日  星期五 蘇魯克人

The Suluk

 被譽為「馬來西亞之虎」的桑德
坎(Sandokan)，是小說家艾米理奧‧
薩格力(Emilio Salgari)筆下的一名傳
奇海盜，他是一個失去王國的王子，
為了對抗外國的侵略而淪為海盜。故
事背景發生在北婆羅洲，其靈感來自
于19世紀被英國殖民統治的蘇魯克人
和其他土著民族。

 蘇魯克人生活在蘇魯海上，是改
信伊斯蘭的海上游民。蘇魯海位於北
婆羅洲和南菲律賓之間，與英國面積
相近。在歐洲列強殖民統治期間，自
豪而團結的蘇魯克蘇丹國被迫瓦解。

 正 如 桑 德 坎 一 樣 ， 蘇 魯 克
蘇 丹 的 貴 族 後 裔 為 着 他 們 的 王 國
能 從 外 國 勢 力 手 中 解 放 而 奮 鬥 。
蘇 魯 克 的 領 導 人 慕 斯 達 化 ( T u n 
Mustapha，1918–1995)，帶領英國
皇家殖民地北婆羅洲獨立，并於1963
年成立沙巴州。身為首席部長和激進
穆斯林的慕斯達化，終身致力於使該
地區伊斯蘭化，並驅逐基督徒宣教
士，禁止他們傳教。然而，透過禱告
和分發聖經，一些慕斯達化的後人和
其他蘇魯克人開始相信基督。今天，

他們當中有些人正積極地在蘇魯克人
中間分享福音。可惜直到今日，蘇魯
克仍然是福音未得群體，基督徒人數
不到2%，許多地區甚至完全沒有基督
徒。

 近幾年，在伊斯蘭極端組織阿布
沙耶夫(Abu Syyaf)的支持下，蘇魯克
人激進地捍衛伊斯蘭信仰，導致數以
百計的當地基督徒和遊客陸續被綁架
和殺害。

親愛的天父：

在限制福音傳播的環境中，我們為着仍

有歸主的慕斯達化後人及蘇魯克人向祢

獻上感恩。祈求祢祝福及堅固這些基督

徒與他們的家庭、後裔，在這個群體中彰

顯神國度的榮耀、美好與盼望，使其他蘇

魯克人能認識和平之君，渴慕擁有神國

子民的身分。

祝福宣教士能進入這個社群，與當地

人建立友好關係，並有機會影響本地

領袖歸主。

光照人心的聖靈，求祢照明極端分子心

中的黑暗，打破轄制他們的錯謬思想或

傷痛，轉而喜愛祢國度的仁愛、公平、

聖潔和喜樂，悔改歸向基督。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johnjodeery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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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天
4 月 2 9 日  星期六索馬里的拉漢溫族

Rahanwyn of Somalia

 美國的索馬里移民相互見面時，

通常會彼此問安：「你來自哪個部

落？」索馬里宗族與部落間的連結既

重要且相當複雜，他們認為通婚(一夫

多妻制)能帶出新的連結與忠誠度。

 拉漢溫族(Rahanweyn)是由兩個

主要的分支部落 迪吉日族(Digil)
和米菲爾族(Mirifle)組成，在索馬里是

一個重要且具影響力的氏族。他們由

許多子部族組成，並有自己獨特的語

言，叫瑪伊語(Maay)。雖然在索馬里

他們被稱為少數族裔，但當地的「少

數族裔」是指四個「貴族」世家以外

的任何氏族。這四個「貴族」世家被

認為系出同源，來自同一個索馬里祖

先。儘管如此，拉漢溫人曾經抵抗殖

民國，並組建了一個政黨。該政黨是

索馬里最早呼籲聯邦制並代表人民利

益的政黨之一，並在1990年初成立了

一個激進組織(拉漢溫抵抗軍)來捍衛

他們的自主權。 

 拉漢溫人也是虔誠的遜尼派穆斯

林，索馬里在15世紀左右接受伊斯

蘭，但家庭和宗族身分依然比伊斯蘭

教法的主張更為重要。蘇菲神祕主義

曾經在拉漢溫族中非常盛行，但近幾

十年來原教旨主義穩步增長。原教旨

主義團體雖然為貧困社區提供經濟援

助，但也為青年黨(Al-Shabab)等恐怖

組織招募人員。

親愛的天父，

為着將近兩百萬的拉漢溫人禱告，因內

戰頻仍，外來宣教士無法進到當地，但

我們祈求那些逃亡的難民，有機會在其

他國家接觸到充滿愛的宣教士及福音使

者。願散居海外的拉漢溫人能看見上帝

國民的生命及生活方式。這些福音見證

人散發的基督馨香之氣，能攪動他們被

傳統宗教限制的思想，而渴望在基督裡

擁有新造的生命，成為新人。

為索馬里的和平與繁榮禱告，盼望基督

徒有機會以安全的方式，進到索馬里進

行慈惠、基礎建設、教育等事奉，為祢

纏裹該國人民的傷口，帶來祢愛的醫

治。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johnjodeery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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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天
4 月 3 0 日  星期日

為穆斯林背景歸主者禱告
Pray for 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s

 阿布是一名從小在北非長大的穆

斯林，當他決定跟隨主耶穌時，他的

家人和他斷絕了所有關係，所有認識

他的人都認定他是「叛徒」，在他所

處的社群中，他失去了所有的身份。

阿布渴望有歸屬感，但即便是在目前

聚會的教會裡，也有基督徒懷疑他，

因為他曾經是穆斯林。教會領袖畏懼

政府，不敢為阿布施洗，也不敢接受

他成為教會的正式會友。即使阿布想

參與服事，他也無法參加神學培訓或

擔任教會領袖。

 阿布是過去三十多年來尋見主耶

穌的眾多穆斯林之一。然而，在許多

伊斯蘭國家中，歸主者很難在新的信

仰中成長。他們難以融入團契生活，

有時是因為恐懼，有時是因為附近沒

有基督徒的團契；不過有些穆斯林背景

歸主者得到了來自遠方基督徒的鼓勵，

已經形成自己的團契和社交網絡，而有

些則仍依賴網絡上的連接和資源親近

神。

 成為主耶穌的門徒需要成為團契

的一部分，彼此相愛、彼此鼓勵，按

照主耶穌的教導生活。但是當居於主

導地位的宗教對基督教懷有敵意時，

實行起來將非常有挑戰性。在教會

剛興起時，組織門徒訓練和挑選領袖

的過程可能很困難，就像初代教會一

樣。

親愛的天父：

祝福穆斯林歸主者都能順利地找到合適

的團契、小組或屬靈夥伴，有健康的肢

體連結。求祢興起恩典，為他們挪去不

能聚會的障礙，以及跨越適應的困難。

祝福在各穆斯林國家的培訓者，有屬神

的聰明智慧，針對各地處境發展出合適

的門訓工具及方法。求神賜給培訓者教

導的恩賜，建造新信者穩固的屬靈生

命，栽培出效法基督的門徒。

為正在學習如何建立教會、團契的歸主

者禱告。他們所做的是從前未有的新

事，願他們經歷到祢是在曠野開道路、

沙漠開江河的神，把得救的人與能力不

斷地加給他們，使信徒團體和牧養工人

倍增。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jIsmail Salad Osman Hajji diri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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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潟縣	•	雪景

「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車在信

號所前停了下來。」這是知名作

家川端康成眼中的新潟風景。

(速翻P.54)

靜岡縣	•	富士山

若看過日本浮世繪畫家葛飾北

齋的《富嶽三十六景》，不妨

來靜岡走一趟，享受真正的富

士山美景吧！

(速翻P.55)

愛知縣還有北野山真
福寺寶生院，是人們的
佛教信仰中心。

新潟縣面向日本海，
一年中有五個月都
被大雪覆蓋着～～

15座城市
走訪
日本

走訪
日本

走
訪日本

品味美食、觀賞絕景、閱讀歷史、體驗文化，

並帶着天國的眼光，去感受日本各地的屬靈需要。

這一次，《宣教日引》將帶您走訪日本15座城市，

從北到南，來一趟深度「禱告之旅」！

愛知縣	•	熱田神宮

熱田神宮被稱為全日本人民的「

心靈故鄉」，這裡保管着歷代武

將都相當景仰的草薙神劍。

(速翻P.53)

北海道 東北地方
中部地方

關東地方

Photo by 
nikoniko_happy on Canva

Photo by Victoriano 
Izquierdo on Unsplash

Photo by Qurren on Wikipedia

Photo by jun560 on flickr

Photo by manabu on Unsplash

Photo by Tunafish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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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市	•	北海道神宮

十九世紀，大量日本人從本

州移居至北海道進行農業開

墾，並在札幌市建立北海道

神宮。

(速翻P.48)

群馬縣	•	白衣觀音

慈眼院的白衣觀音像不僅僅

是個著名地標，它也被當成

高崎市的守護神。

(速翻P.51)

東京都	•	澀谷路口

若你想感受一下東京的都市

風景，澀谷路口是一處很具

代表性的地方。

(速翻P.52)

岩手縣	•	橋野鐵礦山遺
址

十九世紀中期，日本於釜石

市建造第一座西式高爐，就

是今日的橋野鐵礦山遺址。

(速翻P.49)

宮城縣	•	定禪寺通

想同時擁抱綠意，又享受都

市便利嗎？讓我們一起在	

「定禪寺通」下車吧！

(速翻P.50)

歡迎大家來高崎市，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達
摩不倒翁！

十九世紀的日本，成功研

製出西式武器，加入世界

軍備競賽的行列～

為了得到白衣觀音的保佑，人們會在小指上綁紅線 ～ ～

Photo by annintofu on flickr

Photo by のりまき on Wikipedia

Photo by Atsuki Ono on flickr

Photo by JohnnyGreig on Canva

Photo by Mai Kana Chan on Wikipedia

Photo by Jezael Melgoz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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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縣	•	岡山城

這座城堡因黑色外牆而被稱

為「烏城」，曾在戰火中被燒

毀，如今看到的是重建後的

岡山城。

(速翻P.59)

岡山的氣候溫暖宜
人，沒颱風，也沒
地震，是日本適合
居住的地方唷！

近畿地方
中國地方

九州地方

鹿兒島縣	•	櫻島火山

鹿兒島是世界上少數緊鄰活火山

的城市，隔着海灣的櫻島火山至

今仍然持續小規模地噴發。

(速翻P.60)

熊本縣	•	熊本城

熊本人的個性相當頑固，就像熊

本城陡峭到近乎垂直的「武士

返」。

(速翻P.61)

大分縣	•	別府溫泉

別府八大地獄溫泉巡禮是來九

州不可錯過的五感體驗！

(速翻P.62)

Photo by Laurent de Walick on flickr

Photo by Marek Piwnicki on Unsplash

Photo by Nicolas R. on flickr

Photo by hans-johnson on flickr

Photo by miya227 on Canva

Photo by Satoshi-k on Can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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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5禱告內文資料，主要參考imb出版的《15座日本城市的屬靈需要》(15 Spiritually Needy Cities of Japan)。

兵庫縣	•	神戶港

神戶，顧名思義為「神之門」。

二十一世紀，神戶有着意想不

到的福音回應數量。

(速翻P.56)

京都府	•	二年坂

京都是一座擁有1,200年歷史的

古都，這裡保留了許多日本人

引以為傲的傳統文化。

(速翻P.57)

大阪府	•	道頓堀

大阪昔日被稱為「八百八橋」，

擁有無以計數的橋梁。「808」

在日語中含有「極多、無數」的

意思。

(速翻P.58)

Photo by note thanun on Unsplash

Photo by Sen Lee on Unsplash

Photo by Juliana Barquero on Unsplash

Photo by No longer 
here on pixabay

Photo by Sofia Monteiro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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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下一頁，開
始你的禱告之旅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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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	•	札幌市

 札幌是一座擁有190多萬人口的

城市，位於日本北海道。許多世紀以

前，這裡住着土著阿伊努人(Ainu)。

明治時期，日本政府對阿伊努族實施

各種同化政策，純阿伊努人已不復存

在。

 「札幌」這一地名取自阿伊努

語Sat poro petsu，意即「干涸的大

江」。它是世界上降雪最多的城市

之一，全年平均降雪量約600公分以

上。

 冬季時節，一望無際的茫茫雪

海，札幌雪景美得令人心醉！每年2
月上旬的札幌冰雪節，都會吸引超過

200萬的海內外遊客共襄盛舉，來此

觀看精美絕倫的冰雕作品。

 十九世紀，大量日本人從本州移

居至北海道進行農業開墾，同時帶來

了神道教和佛教，在札幌市建立北海

道神宮。今日，這裡只有不到0.5%的

人是基督徒。祈求神，用福音洗淨札

幌人，使他們的心比雪更白。

天父，願祢掩面不看札幌人所犯的罪，因為祢也掩面不看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我們祈求神，差派福音工人帶着主的心腸，來到北海道札幌市生活，深入當地，與札

幌人建立美好的人際關係，使他們淺嘗到神的憐憫與慈愛。禱告聖靈動工，救恩的福

音穿透神道教、佛教對札幌人的轄制，讓他們得以聽見主的呼喚，接受耶穌基督所成

就的赦罪之恩，滿身的罪汙就被洗淨，潔白如初雪。願重生得救的札幌人，心裡滿溢

救恩的喜樂，勇敢地向親朋好友分享基督信仰，成為恩典流通的管道。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你素來倚仗自己的惡行，說：
無人看見我。你的智慧聰明使
你偏邪，並且你心裡說：惟有
我，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	
(賽47:10)

 「 偏 邪 」 的 希 伯 來 原 文 是

thovevatach，與「轉離」是同一字。

 在聖經中，神最常向子民呼喚：

「歸回吧！」他期盼我們回到他的恩

典和慈愛中，但自以為是之人不記念

神的好處，走偏離開了神，隨便用其

他事物代替神。

 「你的智慧聰明使你偏邪」，字

面直譯是：「你的智慧和你的知識，

它們帶領你。」哪一種智慧和知識會

帶領人偏離耶和華？當然不是從神來

的，是從自己造的假神而來。

 這種從假神而來的智慧，拙劣

地模仿真智慧。乍看之下似乎充滿洞

見，實質上是欺騙和毀壞，將人導向

死亡。

 怎樣的假智慧會領人轉離真神？

就是那古蛇所訴求的：「自己決定善

惡」，我來決定什麼才是對自己好

的。

 只有神能夠決定何為善！我的善

惡標準若與神不一致，就無法按祂的

良善而活。或許，我們只需問自己一

個問題：誰決定善惡？

0 1

比雪更白

Photo by Piqsels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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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釜石市位於東北部岩手縣，是日
本近代製鐵工業的發源地。1857年，
為了研製西式武器，日本在製鐵之父
大島高任的技術指導下，於釜石市建
造第一座西式高爐(今橋野鐵礦山遺
址)。幾年後的明治維新，讓日本一躍
成為世界唯一的非白人強國，加入軍
備競賽的行列。

 除了製鐵工業，釜石市面向三
陸海域，擁有多樣且豐富的漁獲。這
裡聚集了數家水產加工企業，生產和
銷售各式各樣的水產加工品。不僅如
此，釜石市沿海地區布滿岩礁、沙灘
以及海蝕柱，多樣化的地形景觀深具
觀光、遊憩、生態保育的價值。

 然而，2011年3月11日的東北大
地震引發海嘯，摧毀了繁榮又美麗的
釜石市。當地居民努力地重建自己的
家園，積極發展生態旅遊。如今，十
個年頭過去了，災難雖已過，但心中
的傷痕仍在。

 釜石全市共計3.26萬人，市內有
兩間教會，每週約有40人參加主日。

約書亞對百姓說：「你們選定
耶和華，要事奉他，你們自己
作見證吧！」他們說：「我們
願意作見證。」(書24:22)

 「你們選定」的希伯來原文是

bahar，是一個動詞，用來描述人民選

擇要服從與跟隨耶和華神。

 「你們為自己選定」，包含神期

望你做出對自己有益的選擇。同時，

它奠基於理性，是經過審慎考慮之後

才做出的行動。

 信仰，不只是關於我如何感覺，

還包括我如何思想。信仰，是從你的

心意更新變化開始，經過一段時間的

權衡輕重，然後再做選擇。當你選擇

順服神時，你就做了一生的委身

站在天堂的法庭上，宣告你永遠會忠

誠。

 因此，你需要確定自己的心，是

否清楚曉得自己在做什麼。沒什麼比

bahar這動詞所蘊涵的意義，更強烈地

推動人去好好查考神的話語。理性的

選擇，要求人去審查；神期望我們這

麼做，也要我們為此負責。你對你所

做的選擇滿意嗎？

0 2
東北	•	岩手縣	•	釜石市

難以撫平的傷痕

天父，願地震所留下的傷痕，成為釜石全市福音化的契機。我們祈求聖靈動工，

使釜石人傷痕累累的心向神敞開，並驚奇地發現：無論是遇到久治不愈的疾病，

或是可怕的天災人禍，神早已透過耶穌基督救贖我們脫離死亡，保守祂所愛之人
的生命，直到永遠。「我幾次流離，祢都記數；求祢把我眼淚裝在祢的皮袋裡。

這不都記在祢冊子上嗎？」願釜石人深刻地認識大衛所描述的這位神 因為愛，

祂細細記存每一滴眼淚，眼目便被神所吸引，心得醫治和釋放。為釜石教會禱
告，願神賜下足夠的恩典與信心，使他們有能力忠心傳講神的道，餵養眾人，無

愧於主的託付。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Master Sgt. Jeremy Lock (DVIDSHUB)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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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	•	宮城縣	•	仙台市

 仙台市是一座與大自然融為一

體的現代化都市。清澈見底的廣瀨川

流經市中心，成排的樹林蔭道鬱鬱蔥

蔥，它素有「樹之城」的美稱。

 此外，仙台市有各類大學及研究

所，推動着尖端技術產業的發展，享

有盛譽的東北大學便座落於此地。

 2011年3月11日，地震和海嘯對

仙台市沿海地區造成重大破壞；萬幸

的是，人口密集的仙台市中心，受災

情形輕微。

 與日本其他知名城市不同，仙

台市在經濟上極度依賴零售業和服務

業，這兩個行業提供全市大約三分之

二的就業機會和幾近一半的貿易活

動。

 仙台市一直是日本宣教的工作據

點，許多宣教資源集中在此。

天父，感謝祢樂意使用仙台市，成為日本宣教資源的聚集地。為此地各個宣教團

隊禱告，祈求神保守他們的心，自始至終懷着同一個心志，不膽怯懼怕，為所

信的福音齊心努力。祈求神供應外籍宣教團隊的需要，並在信心和恩賜上越發增

長，結出榮神益人的美好果子。祈求神賜給他們機會，正確地解讀日本文化，並

平衡地轉化成合適的福音策略，在日本各地(包括仙台市)開展福音事工。為仙台市
民禱告，願神的光照進他們幽暗的心，使他們枯干的靈得着滋潤，像一棵樹栽種

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以色列人受了他們些食物，並
沒有求問耶和華。(書9:14)

一群看似正派的人遠道而來，
與以色列人做交易。以色列人看着眼
前的利益，便簽下了合約。他們忘了
一件重要的事 自己看不清事物真
相，需要求問神。

 希伯來文sha’al，用來描寫「求
問神的人」，顯然也可用來描寫不求
問神的情況。許多時候，我們與此處
的以色列人一樣，忘了在做決定之前
先求問神，而是讓生活經驗、個人意
願主導我們的行為。

 唯有神的智慧才是真智慧，不是
嗎？那為什麼我們不在每件事上都求
問祂呢？

 答案，把人心深處的罪揭露出來
每個人都想要自己當神，自己做

選擇。我們想要神的意見，但不要祂
的命令；我們相信，按自己的方式就
不會出問題；只要不與神的話語有所
衝突，那就等於是神的旨意。「我們
要照自己的方式行事。」這是人類生
命中的悖逆本性。

 今天，你求問神了嗎？

0 3

宣教資源地

Photo by Toomore Chiang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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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崎市距離東京僅100公里，人

口約37萬。高崎車站是群馬縣最大

的車站，集合東南西北方高速鐵路幹

線，是日本國內數一數二的重要交通

樞紐。除此之外，高崎市還有什麼特

別之處呢？

 「手持經書，垂目俯看」，在

當地市民的眼中，慈眼院的白衣觀音

像不僅僅是著名地標，它更是高崎市

的守護神。每年的二、三月，慈眼院

會舉辦「紅線祈願祭」，據說只要將

綁在觀音像小指上的紅線和自己的小

指纏在一起，便可得着白衣觀音的保

佑，廣結良緣。

 高崎又被稱為「達摩之鄉」，是

日本生產最多達摩不倒翁的地方。高

崎達摩有兩種；一種是有眼睛的，一

種是沒有眼睛的。有眼睛的達摩是日

本每戶人家的必備擺飾，當作消災解

厄、招福氣的幸運物。沒有眼睛的是

許願達摩；許願時，先畫上達摩的左

邊黑色眼珠子，等到願望實現之後再

將「右眼」畫上，慶祝心願達成。許

願達摩在選舉的場合很常見，候選人

會在確定當選之後畫上眼珠子，考生

也常用它來加持考運。

天父，祢說：「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銀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卻不能言，有眼卻

不能看……造他的要和他一樣，凡靠他的也要如此。」祈求神打開高崎市民的屬靈眼

睛，使他們明白人手所造的終將讓人失望，只有上帝才能給予他們生命真正的安全

感。願聖靈賜給高崎市民悟性，使他們真知道神，就一心遵守神的律法。祝福重生

得救的高崎市民，生命繼續被神的話語所塑造，開闊生命的廣度，在彎曲悖逆的世

代，帶着屬靈異象，將神所賜的才能、時間和體力用來榮耀神。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
華 你的神。(申6:5)

 「盡」的原文是Kol-levavka。神
語氣強烈地要求我們，要毫無保留地
愛祂。

 專 心 一 致 地 愛 神 實 在 是 太 難
了，似乎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在干擾
着我們。

 然而，神不會要求我們去做無法
達成之事，如果祂要求的是全部，一
定是知道我們能夠給予全部。讓我們
先來搞清楚kol的意思吧！

 kol意即「每一個、整體的、全部
的」，其字母圖形是一幅「張開的權
柄」或「允許掌控」的圖畫。換句話
說，「全部的」是指倒空心中所有計
畫和目標，讓神來盛滿這個空容器。

 在希伯來思想中，「心」是人
的意志、情感和行動的中心。神要我
們把決定、感受、言行和想法都交給
祂。著名的赫舍爾拉比說，這叫「與
神分享生命」。

0 4
關東	•	群馬縣	•	高崎市

一指紅線，一手達摩

Photo by Tanaka Juuyoh on Px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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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	•	東京都	•	東京市

 若你想感受一下東京的都市風

景，澀谷路口是一處很具代表性的地

方。綠燈亮起的剎那，人海穿流而過

的場面相當壯觀。據統計，在尖峰時

刻，每次交通信號燈切換時，過馬路

的行人可達2,500人，每天累計則高達

200萬人。

 東京曾經是一個名為江戶的小漁

村，但自十七世紀德川家康以江戶城

為據點起，江戶慢慢發展成為今日日

本最大的城市，擁有3,500萬人口，

是國內金融、交通、出版和廣播業的

中心，同時也是許多學術機構的所在

地。另外，它還是國家的文化產業

中心，歌舞伎戲劇、交響樂、流行音

樂……集結傳統與現代藝術。

 神道教和佛教是日本人信奉的傳

統宗教。然而NHK曾於2018年針對

「日本人的宗教意識與行為」進行調

查，結果顯示：佛教占31%、神道教

占3%、基督教占1%，沒有宗教信仰

者占62%。

天父，許多日本人正把信仰建立在成就、金錢、真愛、別人的肯定、父母的期待……

以為這些才是快樂的泉源。然而，求而不得的結果，讓日本一直是自殺率相對較高的

國家。我們禱告，祈求神親自打開日本人的屬靈眼睛，放下一心想努力擁有的人生，

看見唯獨祢才是那位能完全滿足他們各種渴望的神。禱告聖靈主動施行救恩，使日本

人看見遭眾人背叛、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便心被恩感，轉而將自己的一切，交付在上

帝的手中。祝福在東京的日本人，因着認識耶穌，就歡喜快樂地踏上截然不同的人生

旅途，並把福音分享給周遭的親朋好友。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

心上……(申6:6)

 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網絡的

即時搜尋功能非常方便，我們不再需

要靠頭腦記住那麼多的事情，包括背

誦神的話。

 hayah的意思是「是、成為、顯

出來」，中文翻譯成「要」。當耶

和華的話臨到何西阿時，就是使用了

hayah一字，意即「神的信息在何西

阿的心裡顯明出來」。同樣的，在此

處，摩西說：神所頒布的誡命要顯明

在百姓心裡。背誦經文不是功課，而

是當你重複把經文刻在心裡，神的指

示就會進入你生活中每個層面。

 若想讓神的指示轉化為我們的思

想和行為，那麼必須使其成為我們人

格的一部分。

 是時候放下你對網路的依賴了！

學習按經上所指示的去操練，把神的

話刻在心裡吧！

0 5

東京的前世今生

Photo by imb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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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古屋位於愛知縣西部，人口約
230萬，僅次於東京、橫濱及大阪。

 名古屋的港口貿易約占日本總貿
易額的10%，部分原因是豐田汽車公
司(Toyota Motor Corporation)的全球
總部設在愛知縣內，光是與汽車相關
的貨物就占貿易出口量一半以上。

 名列日本三大觀音之一的北野山
真福寺寶生院(又名大須觀音)是名古
屋人的佛教信仰中心。另外，這裡還
有歷史悠久、規模廣大且深受日本各
地崇敬的神社 熱田神宮。

 十七世紀，德川幕府統一日本，
並實行鎖國政策，嚴令禁止基督教、
天主教，並驅逐所有外國人。今日，
雖然名古屋市各處散布着若干小教
會，外展工作卻成效低微，只有不到
0.5%的名古屋人是基督徒。

 名古屋人為自己繁榮發展的城
市感到相當自豪，對三一真神毫無渴
求。下次，當你走在路上看到豐田汽
車時，請為名古屋人禱告吧！

天父，從世人的眼光來看，名古屋絕對

是一座成功富裕、令人嚮往的地方。祢

卻說：「我是耶和華，我是首先的，也

是末後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

鋪張諸天。」今天，讓我們一起為名古

屋人代求。主啊！願祢的憐憫臨到，使

他們不硬着頸項說話，謙卑承認：立了

柱子的是祢，將萬有托住的也是祢，所

有人類的智慧、創造和成功皆來自於

祢。願名古屋人喜樂地安息在神的裡

面，享受神所預備的一切，並慷慨地與

鄰舍分享神所賜的恩典。願神興盛名古

屋市各處的小教會，讓他們有能力在神

的道上茁壯起來。願我們的神得着一切

榮耀，直到永遠！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不可貪戀人的妻子；也不可貪
圖人的房屋、田地、僕婢、
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申5:21)

 神按照祂的美意把東西賜給不
同的人，不管是妻子、房屋、田產、
雇工、車子……我都無權據為己有。 
「貪圖」的希伯來原文是hamad。前
九條誡命，大部分是禁止人做出一些
行動；犯罪的行動若被查出，可引致
訴及其他法律程序。第十誡則禁止人
的一些欲望，或貪婪的心理。

 一個人想對他的鄰居發怒，他
就等於犯下殺人罪；一個人想與別人
的妻子發生性關係，他就是犯下姦淫
罪。

 主耶穌把全部律法總結為兩條：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 你的
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

 我們觸犯第十誡多少次呢？但感
謝主，祂是滿有憐憫的神！

0 6
中部	•	愛知縣	•	名古屋市

因TOYOTA而繁榮的城市

Photo by Serena Naclerio on Unsplash

北野山真福寺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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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新潟縣	•	新潟市

 「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

國。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車在信號

所前停了下來。」(出自《雪國》)這

是世界知名的日本作家 川端康成

眼中的新潟風景。

 新潟縣位於本州北陸地方，背靠

大山，面向日本海，一年中有五個月

被大雪覆蓋。新潟市是新潟縣首府，

同時也是一座港口城市，早在江戶時

代，就已是日本沿海的重要港口。

 新潟是日本著名的米鄉，由於地

形平坦，又有雪水灌溉，土壤肥沃，

種出的米黏性強、口感佳。除了稻

米，新潟市的鬱金香、盆花、毛豆產

量也屬日本前列。

 相傳，鯉魚旗起源於新潟的武士

家族。在5月5日兒童節這天，有男童

的家庭，都會在門外高掛鯉魚旗。他

們相信隨風飄揚的鯉魚旗，將會帶來

好運，保佑孩子們平安健康地長大。

愛耶和華 你們的神，行
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誡命，
專靠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書22:5)

 若想知道約書亞如何服事神，那

這節經文是最好的表達。

 「愛」的希伯來文是ahav，表示

「熱切渴望」。不論是內心或外表，

都與另一個人完全合一，以致它會產

生情緒與行為上的熱切渴望。因為

ahav是如此獨特，當翻譯員把舊約聖

經譯成希臘文時，選擇用agape來表

現ahav的完整意義。

 ahav要求我們用全部的力量，它

是個只用在人際關係上的動詞。它的

方向永遠是對外，不只是感覺，還包

括用行動表達出來。

 當約書亞勸勉他的聽眾要愛耶

和華時，他不是鼓勵他們只停留在個

人內在的感情，他知道ahav意味着行 

動 對神，以及對神的子民。這對

你和我具有什麼意義呢？

 ahav指出，如果我們不行出恩

惠、憐憫、仁慈、饒恕……與人和好

的舉動，就必須停止宣告我們愛神。

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審查自己生活中

的假冒為善。

 讓我們應用ahav吧！這是神所喜

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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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雪國的米香誘惑

天父，當新潟市民對未來感到迷茫、對孩子感到擔憂時，祈求祢幫助他們，不是依

靠鯉魚旗，或是自己的聰明才智，而是唯獨倚靠祢。願聖靈在新潟市民的生命中工

作，使他們得以清楚認識耶穌基督，並以祂為至寶。「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禱告新潟市民在教會得到好的牧養，年復一

年，將自己的生命栽種在上帝的話語裡，並在禱告中持續學習信靠主，尋求祂每一
步的帶領。祝福新潟市民擁有興旺的屬靈活力，即使年紀漸長，還是結果豐碩，汁

漿飽滿，內心一天新似一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はしぞうはしぞうon photo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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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拔3,775公尺高的日本第一高

峰 富士山，向來被日本人視為民

族聖山。位於富士山腳下的靜岡縣，

長年受雪水滋養，加上富有礦物質的

肥沃土壤，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讓

靜岡茶葉坐擁日本第一，山葵種植面

積亦居國內之冠。不僅如此，冷暖流

的相遇，為靜岡縣駿河灣帶來豐饒

的海 產 ， 連 歷 史 上 赫 赫 有 名 的 幕

府將軍 德川家康都抵擋不了魅力

四射的靜岡，臨終之前特意囑咐家

臣：「將我的遺骸埋葬於久能山。」

久能山東照宮，就是德川家康最初安

葬的地方(後移至日光東照宮)。

 靜岡市，人口約為70萬，是靜

岡縣的首府。大道藝世界盃(Daidogei 
World Cup)是靜岡市一年一度的盛大

活動，上百組的世界街頭表演者會在

市內多處公園大顯身手，表演魔術、

雜技、高空舞蹈和默劇。

 日本人有句諺語：「條條大路通

富士山」，意思是所有的宗教都通向

天堂。街道兩旁保存完好的寺廟，以

及山頂上歷史悠久的神社，都顯示出

靜岡人內心渴望找到通往神的道路。

天父，地的深處在祢手中，山的高峰也屬祢。海洋屬祢，是祢造的；旱地也是祢手

造成的。今天，我們一起為靜岡市民禱告。神啊！求祢使靜岡市民清楚地明白：祢

是那位聖潔無瑕、全然公義、良善榮耀……超乎萬神之上的創造主。富士山屬祢，

茶葉、山葵屬祢，駿河灣和豐富的海洋生物也是祢手所造。求聖靈使靜岡市民謙卑

地俯伏在主的面前，承認自己需要神所賜的救贖恩典，便歡喜快樂地回到神的羊圈

中。我們盼望，在每年的大道藝世界盃中有基督徒的身影，為主作光作鹽，讓世人

看見上帝的公義、創造、榮耀和慈愛。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

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

起來，都要談論。(申6:7)

 「殷勤教訓」shanan，是一個希

伯來動詞，意即「深刻地教導」。在

這裡，神要表達的是，我們必須把神

的話深深刻在兒女的心版上，使他們

在意志、感情、認知和行動上都牢牢

記住。

 shanan本來的字面意思是「用石

頭磨的尖銳箭頭，一般是預備打仗用

的」。字母拼寫SH-N-N所提供的圖畫

是「雙重生命牙齒」，也就是說「

磨掉或毀滅兩次」。

 當你教導兒女有關耶和華的話

時，要很殷勤地多次磨練兒女的生

命，過程中可能會磨出血、磨掉稜

角，好讓箭頭更鋒利。再者，生活中

的每個層面都不能逃避磨練 無論

坐下、走路、躺臥、起來，兒女一整

天的所有行動都在父母的教訓之中。

 父母要先以身作則，才能教導兒

女學習按神的話而活。因此，我們必

須先磨掉自己生命中的某些東西，才

好磨練兒女的生命。

0 8
中部	•	靜岡縣	•	靜岡市

條條大路通富士山

Photo by Tomáš Malík on Pexels



56

 5 月   日  星期二

56

天父，感謝祢在創世之前，就揀選了我們，使我們早早明白：人生最重要的事，便

是恢復與祢的關係。今天，我們向祢呼求，願住在神戶的人們，敞開心門，接受

耶穌基督赦罪的恩典，成為神的兒女。願住在神戶的人們，停下毫無意義的人生追

求，默想傳道書所說：「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求聖靈

帶領他們，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命。為神戶福音團隊禱告，有充足的人力來牧

養神戶市民，並有智慧地將福音處境化，不僅領人歸主，更是培育出靈命成熟的門

徒。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近畿	•	兵庫縣	•	神戶市

 依山傍海的神戶市，人口超過

150萬，是日本人口第七多的都市。

雖歷經兩世紀長的鎖國政策，但如今

神戶已搖身一變，成為著名的國際化

港口都市。

 神戶市與大阪市、京都市並稱

為京阪神都會區，占日本經濟總量的

1.3%。毫無疑問，神戶相當繁華且富

裕。不過，311地震造成的日本經濟

衰退，讓許多神戶人不禁心中產生疑

問：「什麼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雖然給神戶

帶來巨大的打擊，但也讓神戶的基督

徒在2011年，義無反顧地前往東北地

區參與賑災工作。

 為 了 在 神 戶 傳 揚 基 督 ， 宣 教

士、美國志願工作者與當地的福音

夥伴，一起透過各種不同的外展活

動，將福音種子灑在街頭，例如向

神戶數千戶家庭分發《希望小冊》。

若市民把《希望小冊》裡的明信片

寄回給神戶福音團隊，就可免費獲得 

《希望》DVD，其內容是有關神的創

造到基督的救贖。神戶福音團隊已

經收到30多個索取DVD的請求，在

這個基督徒比例不到1%的城市，如

此的回應數量是非常難得的。

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 你們
的神，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探
他。(申6:16)

 「 試 探 」 的 希 伯 來 文 動 詞 是
nasah，它不一定是個負面字眼。當
神試驗亞伯拉罕時，也是使用同一個
字。

 要理解何謂「不試探神」，就
要先明白瑪撒事件。當時，百姓向摩
西發怨言：「神為什麼不供應他們水
喝，與其渴死，不如回埃及去吧！」
他們甚至要求摩西，立即證明神是眷
顧他們的。

 儘管神曾向百姓彰顯種種大能作
為，他們仍舊質疑神的能力、挑戰神
的仁慈。換句話說，百姓覺得神應該
照着他們的意願行動，否則等於是沒
有眷顧他們。難道，神需要讓人來告
訴祂「何為善」嗎？

 瑪撒事件是個悖逆的記號，顯示
人拒絕順服神。聖經記載了大量神良
善的證據；然而，在這些證據面前，
人仍然選擇悖逆，這就是試探神。

 我們務要提醒自己：神兒女的責
任是服事神，而不是指揮神。

0 9

令人大感意外的
回應數量

Photo by Lan Pham on Unsplash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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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是一座擁有1,200年歷史的古
都，這裡保留了許多日本人引以為傲
的傳統文化，部分歷史建築在1994年
以「古都京都的文化財」的名義，列
入世界文化遺產。同時，京都也是日
本重要的工業都市之一，多家世界知
名企業的總部皆設於此，如島津製作
所、京瓷、歐姆龍、日本電產、村田
製作所、任天堂等等。簡單來說，古
今色彩相輝映，是京都的魅力所在。

 「春色粉櫻，秋色楓紅」，京都
更是全國著名的賞櫻、賞楓勝地，如
此美麗獨特的大自然景緻，吸引許多
來自日本各地及國外遊客的到訪。

 京都人的靈性狀況，與京都的自
然之美形成強烈對比。大大小小的寺
廟和神社林立，宗教氛圍濃厚。他們
需要明白，通往神的道路，不是借着
鳥居，而是耶穌基督。

天父，為着京都的屬靈氛圍，我們向祢禱告。京都人凡事敬畏神明，卻不知道祢才

是創造世界和其中一切的主。父神！祈求祢的大光照耀京都，使人們能清楚地明

白：神並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且根本不需要人來服事。父神！祈求聖靈賜給京

都人悟性，使他們從罪中悔改，敞開心扉，渴望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因為祂才
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為在京都事奉的神兒女禱告，願他們時刻敏銳於聖靈

的帶領，不僅抓住機會與京都人分享福音，在工作上更是作基督的見證人，盡善管

理及看守世界的責任，使京都人透過神兒女的言行，認識我們所信的主。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愛耶和華 你們的神，行他

一切的道，守他的誡命，專靠

他，盡心盡性事奉他。(書22:5)

 你注意到了嗎？服事是「愛神

清單」上的最後一項。在約書亞的眼

中，服事不是最優先的，它是在愛、

行道、遵守及專靠之後。是的！如果

我們不先與神之間產生一段獨特的關

係，我們是絕對無法服事的。

 「 事 奉 」 的 希 伯 來 原 文 是

avadh，它也可指工作、崇拜。或

許，我們需要對avadh有個新認知

在教會服事、在公司上班、週日的主

日崇拜，是屬同一件事！這就是希伯

來觀念，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都包含

在與以色列聖者所立的婚約中。

 根據研究報告顯示，美國幾乎有

百分之七十的在職人員討厭自己的工

作，每天都等不及想快點下班，離開

辦公室。他們大概還不了解，工作是

服事，也是崇拜。

 生 活 的 每 時 每 刻 ， 你 有 感 受

到神與你同在嗎？你明白約書亞所

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

事奉耶和華」是什麼意思嗎？

1 0
近畿	•	京都府	•	京都市

走錯路

Photo by Christiano Sinisterra on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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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是祢親自設立耶穌基督作挽回祭，讓我們今天得以坦然無懼地來到祢的面前。

因着體會到祢的豐盛慈愛，我們向祢祈求，求祢同樣以無限的寬容，款待大阪人，打

開他們的雙眼，使他們看見：耶穌基督借着自己的死，打通一條嶄新、賜生命的道

路，讓他們得以穿過幔子，領受救恩，回到上帝的家中。無論大阪人擁有怎樣的性

格，甚願他們都能因順服神而被聖化。在日本社會壓抑的氛圍中，懇求聖靈的幫助，

讓大阪人堅定不移地持守神所賜下的應許，並竭力多作主工，願意開口向身旁的親朋

好友講明福音的奧祕，成為「為基督造橋的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SHANGCHIEH on Flickr

近畿	•	大阪府	•	大阪市

 江戶時代的大阪之所以被稱為 

「八百八橋」，是因為流經大阪市的

淀川支流眾多。「808」在日語中含

有「極多、無數」的意思。換句話

說，大阪擁有無以計數的橋梁。據統

計，十九世紀二〇年代，大阪一共有

1,600多座橋。憑借水運之便，淀川

沿線的集市相當活躍，造就大阪的商

業繁榮。直至今日，它仍然是西日本

最大的經濟中心，與東京並列為日本

最具代表性的大都市。

 大阪市約有270萬人口，是日本

人口第三多的城市。然而，僅不到

1%的大阪人是基督徒。

 直來直往的大阪人，喜歡展現真

性情。期盼某天，他們能被神使用，

大膽地在眾人面前分享福音，成為

「為基督造橋的人」。

至於我，斷不停止為你們
禱告，以致得罪耶和華。	
(撒上12:23)

 「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的希伯

來原文是me’khadol le hit’palel。

 以色列人想要立一個王，因為他

們認為：如果有一位君王，就能獲得

權力、國威與保護。可是，撒母耳知

道事實並非如此。他指出：耶和華神

一直都是他們的王，可惜百姓沒聽進

去。神讓他們如願以償，卻遭致可怕

的後果 成為人的臣民 他們活在

有缺陷之人的統治之下，且權力會腐

化人。 

 撒母耳責備完百姓後，他立志

要為他們禱告 百姓雖然不順服

神，可是他不會停止禱告，因為停

止禱告就是得罪神。有些時候，明

明曉得別人所作的選擇會導致他們

經歷可怕的後果；但我若停止為他

們禱告，我自己就犯了罪。禱告不

是要完成願望，而是尊重父神渴望

與我們溝通的美意。

 神要求我們禱告，若把禱告本身

看作是你對神的奉獻，你就不會因為

不遵守祂的命令，而得罪祂。

1 1

為基督造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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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家喻戶曉的桃太郎民間傳
說，其故事原型便是來自盛產白桃的
岡山縣。

 岡山車站前的桃太郎雕像，是每
位初訪遊客的打卡地標。此外，因漆
黑的外觀而擁有「烏城」之別名的岡
山城，以及日本三大名園之一的後樂
園，都是岡山市的代表名景。

 重建於1425年的吉備津神社，是
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鳴釜神事」
占卜，是吉備津神社的一大特色。在
宮司註1的祝禱中，阿曾女註2用大釜燒
水蒸米。隨着蒸氣冒出，奇異的鳴聲
響起；大鳴代表吉兆，無聲響則是凶
兆。任何懷有煩惱之人，都可以借此
儀式尋找答案。

 岡山是全日本年均雨量最少的
縣，氣候溫暖宜人，沒什麼颱風，也
幾乎沒有地震。若你問岡山人：「岡
山哪裡好？」岡山人便會自豪地向你
介紹：「這裡是全日本最安全、最宜
居的地方。」

註1：神社的高級神職人員。
註2：專唸祈福文的年長女性。

天父，岡山人在自己的舒適圈裡自得其樂，苦難似乎離他們非常遙遠。我們懇求聖靈

動工，喚醒岡山人沉睡的靈，使他們看見自己的生命需要神的救贖、同在與看顧。父

神！求祢帶領岡山人脫離鬼神占卜，摒棄物質主義，不隨從今世的風俗，一心尋求

神。「行為完全、遵行耶和華律法的，這人便為有福！」願聖靈引領岡山人專心地行

在神的道上，終日不住地默想，以致堅決不走邪惡的道路，成為真正的通達之人。期

盼某天，岡山人以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為人生最大的滿足。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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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的原文machashavah，是

從希伯來字根chashav而來。Chashav
的意思是「做計畫、歸算、認定」； 

machashavah則有「思想、計畫或發

明」之意，這兩個字都比較常用在新

的事物上。

 我們總以為神為我們定下一個專

屬於個人的完美人生計畫，若一不小

心走錯，我們就會破壞了神美好的安

排。

 事實上，神不受我們的想像所限

制，祂對我們有個終極目標 在生

活中，塑造我們越來越像基督。這項

終極目標不會改變，但神的計畫每天

都是新的意念。神常常讓我們驚奇，

祂永遠都在創新。

 一起尋找吧！尋找神當下的行

動，認出祂獨特的作為，讓神在我們

的生活中自由發揮，引導我們翻轉這

個世界。

1 2
中國	•	岡山縣	•	岡山市

最宜居的地方

Photo by Kit Ko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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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盼望緊鄰活火山的鹿兒島人，有機會去思考有關死亡的問題。求聖靈在鹿兒島

人的心中動工，使他們不將死亡浪漫化 死不是生的延續，死乃是與人的罪有關；	

罪不僅腐蝕了我們的身體，更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懇求聖靈讓鹿兒島人真知道

神 因為愛，捨下獨生兒子，親付罪債，救他們脫離死亡的毒鉤，並賜下復活的盼

望。「求祢使我們早早飽得祢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願鹿兒島人將

生命連結於上帝，如摩西的祈禱：每天清晨，都飽享那永不止息的慈愛，並甘心獻上

自己，為主所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九州	•	鹿兒島縣	•	鹿兒島市

 鹿兒島，位於日本南端，是九

州地方人口第四多的城市，僅次於福

岡市、北九州市和熊本市。隔着海灣

的櫻島火山至今仍然持續小規模地噴

發，最近一次的噴發時間是2013年，

煙霧高達4.8公里，將整座城市覆蓋於

灰燼之中。這使得鹿兒島成為世界上

少數緊鄰活火山的城市，被稱為「東

方的那不勒斯」。

 鹿兒島市內有許多觀光景點，並

保有路面電車作為觀光用途。醇香的

鹿兒島地雞、讓人念念不忘的黑毛和

牛，以及酥脆可口的黑豚豬排和薩摩

炸魚餅，都是來鹿兒島必吃的美食清

單。

 在鹿兒島沙勿略主教座堂中，紀

念了第一批於1549年踏上日本國土的

天主教傳教士。然而，直至今日，這座

城市僅不到0.5%的人自稱是基督徒。

過了許久，到第三年，耶和華

的話臨到以利亞……(王上18:1)

以利亞的服事從一鳴驚人開始，

他高聲宣告：如果他不禱告，天不下

雨，土地龜裂。王派出士兵到處找

他，他成為頭號通緝犯。於是，神把

他送去撒勒法，以色列境外一個偏僻

小村，在寡婦家中一待就是三年。

 「許久」的希伯來原文是 Yamim 

rabim，值得把它記下來，它還可翻譯

成「漫長的日子」、「越來越長的日

子」。「神啊！你為什麼把我放在這

裡，在這鳥不生蛋的地方？神啊！我

已準備好，只要祢指出方向，我就向

前衝。」然而，一天天過去，神一言

不發 長期的等待，是我們與以利

亞共有的經驗。

 以利亞經歷到神使人成熟的過

程，在冷板凳上坐三年；摩西在曠野

待了四十年；就連主耶穌在出來服事

之前，也等候了幾十年 若操之過

急，好事就會變成壞事。

 你所服事的是掌管時間與空間

的神，耐心等候吧！神曉得祂在做什

麼。

1 3

東方的那不勒斯

Photo by MaedaAkihiko on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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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書上所寫律法的一切話
是叫你敬畏耶和華 你神可
榮可畏的名。你若不謹守遵
行，耶和華就必將奇災……」	
(申28:58)

 「你若不謹守遵行」的原文為

imlo tishmor，這句話直譯是：「不監

視、遵守、保護、照顧」。古老的舊

約律法，對今日的我們還有什麼意義

呢？

 許多基督徒認為，保羅所說的

「活在恩典之下」，等於是與舊約的

律法切斷。他們忘了耶穌曾說：「莫

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

要廢掉，乃是要成全。」

 如果律法不再適用，你準備先廢

掉十誡中的哪一誡？不是的！主耶穌

死了，不等於律法死了。保羅的意思

是，神接受了主耶穌替代我們所做的

犧牲，在律法之下我們所該受的刑罰

已被除去。

 沒人能賺取救恩，遵行律法絕不

能讓人賺到神的恩寵。現在，因着神

的恩典，我們與神恢復團契之後，律

法就成為我們的生活指南。

 神從未改變心意，祂在舊約裡所

說的話，從前是完美的，如今也是完

美的。

1 4
九州	•	熊本縣	•	熊本市

攀爬「武士返」

 熊本市位於九州中部，人口約73
萬餘。熊本城是該市最出名的地標，

但2016年的熊本地震讓這座歷史名

城嚴重損傷，粗估修復工程需花費20
年。2021年6月，該市完成天守閣的

修復，並對外開放。

 當地的一名教育工作者表示，熊

本市的特點可以「RGB」來形容：紅

色(Red)代表該市附近的阿蘇活火山；

綠色(Green)代表與自然共存的都市營

造；藍色(Blue)則是說明了熊本市擁有

多條河流及豐富的地下水資源。

 熊本人的個性相當頑固，就像熊

本城陡峭到近乎垂直的「武士返」(熊

本城石垣的別稱，意即連武士也無法

成功攀登，只能徒勞歸返)。熊本人的

靈魂，被撒但束縛在黑暗之中。讓我

們一起祈求神的憐憫，並放膽宣講福

音，努力地攀爬這座「武士返」吧！

天父，熊本市看似擁有許多水資源，實則是一塊屬靈干旱之地。懇求祢打開福音的大

門，差派工人進入熊本市，帶着一顆主的心腸，與當地人一起生活，並憑着神所賜的

勇氣，放膽宣講福音，努力地攀爬這座「武士返」，奪回人的心意。我們祈求神主動

憐憫熊本人，當他們聽見福音的時候，不是敵對真理，而是謙卑俯伏，承認自己需要

神的救贖恩典。「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

直湧到永生。」願熊本人接受神所賜的活水，枯竭的靈魂得到澆灌，再也不覺得渴。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Christian Che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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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	•	大分縣	•	大分市

 大分縣位於九州東部，全年氣候
溫暖少雨。這裡所出產的柑橘、葡萄
和水梨，皆是水分飽滿，富有甜香的
上品。此外，大分縣的豐後牛、酸橘
鰤魚及別府溫泉也相當出名。

 大分市是大分縣的首府，擁有
近48萬的人口。自古，大分就是一
處佛教文化盛行的地方。然而，十
六世紀，耶穌會傳教士方濟．沙勿略
(Franciscus Xaverius，1506-1552)跟
隨商人來到日本，以鹿兒島為起點，
開始在九州、中國、近畿等地傳教，
結識了當時的戰國大名註大友義鎮。相
傳，大友義鎮是最早一批歸信天主教
的日本人。在傳教士的努力之下，數
十位大名受洗成為天主教徒，還有幾
十萬的平民信徒。然而，如此的福音
盛況，終招致日本武家政權的反感，
下令全面禁教。

 幾百年後的今天，隨處可見的石
佛，是大分縣的限定風景，福音似乎
沒有在這裡留下一絲痕跡。

註：日本戰國時代對封建領主的稱呼。

「有人製造耶和華所憎惡的偶

像，或雕刻，或鑄造，就是工

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設立，那

人必受咒詛！」(申27:15)

 「 暗 中 」 的 希 伯 來 原 文 是

satsar。神是輕慢不得的！在古老的

以色列，摩西嚴厲地警告百姓，不可

在暗中有別的神明，此事所帶來的咒

詛，不只落在那位欺騙者身上，還包

括整個社群。換言之，若有人效忠耶

和華神之外的神明，那將會使整個以

色列民陷入危機。

 多少標榜信基督之人，實際上在

暗處跪拜偶像呢？從商的教會會友，

從不奉獻金錢用在神國的擴展上，卻

積極服事個人利益上；法官為了讓人

視他為有道德之人，每週上教會，但

他並不在乎神話語的純正。人心是一

座偶像工廠，成就、金錢、真愛、穩

妥的人生計畫……都可以成為人心服

事的對象。

 若容許那些標榜信基督之人在

暗中去拜別神，那將會危害到整個社

群。或許在適當的時機，我們需要表

明立場。

1 5

沒有留下一絲痕跡

天父，大分市看似土壤肥沃，人的屬靈光景卻有如硬土。我們祈求神，用臉光照大分

市，差派神兒女來到此地，開展鬆土、播種和灌溉的福音工作。願聖靈讓大分市民看

見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 早在十六世紀，便渴望大分人歸向祂。「你們要嘗嘗主恩
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們當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無所

缺。」禱告大分市民早日與神相遇，品嘗到主恩的美好，便將自己的人生價值建立在

耶穌基督這塊磐石之上，並存敬畏之心，行出神的旨意，享受祂愛裡的一切豐盛。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Michel Catalisano on Unsplash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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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富裕的日本，你大概很難
想像：許多單親媽媽家庭，連飯都吃
不飽，生活十分艱辛。

 因着丈夫去世、離婚，或未婚
懷孕，單親媽媽的人數逐年增加。
根據厚生勞動省《平成28年全國單
親家庭調查結果報告》註顯示，由單
親媽媽獨力扶養孩子的家庭數量為
123.2萬戶，相較於1998年的95.5萬
戶，大約增加了30%。

 日本職場結構僵化，讓單親媽
媽就業困難，不得不接受「非典型僱
用」，成為不穩定的日領族或派遣
工。另外，在生活費昂貴、城市幼兒
園不足、政府補助難申請、沒有親戚
家人協助等情況下，一些單親媽媽走
上賣春之路。

 「歡迎單親媽媽」、「宿舍與
幼兒園設施齊全」等幾個醒目大字，
是日本風俗店的招聘廣告。與政府的
社會保障體系落後相比，風俗店備有
即刻托育的幼兒園和幾十間宿舍。對
於單親媽媽們來說，工作、育兒和居
所是生活中的急迫需要，若指望政府
單位的帮助，她們得同時跑好幾個部
門，辦理各項繁雜的手續；但是在風
俗店，她們的生活所需一次性得到解
決。

註：《平成28年全國單親家庭調查結果報告》，詳
見厚生勞動省官網www.mhlw.go.jp/index.html。

天父，祢是那位造天、地、海和其中萬

物的主。祢為受壓迫的人伸冤，賜食物

給飢餓的人。祢開瞎子的眼睛，扶起被

壓倒的人。我們向神呼求，願神顧念這

群貧窮、飢餓、靈裡疲憊的日本單親媽

媽，透過政府的社會保障體系，非營

利組織的幫助，或是屬神子民的供應，

賜給他們足夠的物質所需 居所、工

作，以及育兒的急迫需要，使單親媽媽

們走出危險的性產業。禱告神打開福音

之門，帶領單親媽媽們遇見耶穌基督，

經歷祂的豐富恩典 祂本是富足的，
卻因為愛，變得貧窮，好使我們成為富

足。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凶惡的見證人起來，盤問我所
不知道的事。(詩35:11)

 在希伯來文化中，讓一個人損失

社會名譽是極其嚴重的事，這比死亡

還可怕。

 「凶惡的見證人」的原文是edei 
chamas。詩人受到凶惡的見證人的言

語攻擊，名譽遭受毀壞，這與攜帶背

包炸彈出去害人的殺傷力差不多。

 言語的傷害不只損害一個人的誠

信，還會剝奪他的尊嚴，使他被眾人

討厭和排斥。難怪聖經常提醒我們，

要小心舌頭。

 請注意，這些凶惡的見證人並

不是語氣惡劣地控告他人，而是要他

回答一些無法回答的問題。對他們來

說，受害者如何回答並不重要，他們

只是想借惡意的盤問，蓄意中傷他

人。

 你是「凶惡的見證人」嗎？請停

止你的行為，若有人對不起你，讓我

們一起學習饒恕的功課吧！

1 6
日本社會議題

在貧困中奮鬥
單親媽媽

Photo by tokyoform on Flickr

東京歌舞伎町街景(日本大型紅燈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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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會議題

1 7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
我們神是獨一的主。(申6:4)

 如果我們聽了，並決定要以行動

回應神，那麼就應該知道：神要我們

做什麼。這可是我們人生最重要的課

題。

 「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的原文

是Shema yisrael, YHWH Eloheinu. 
YHWH echad。這句話，告訴我們聽

了就必順從的理由：有一位神，祂的

名是耶和華，祂是獨一的神。

 聽了就必順從的理由，如此簡

單。當我們讀了神的話，卻不下定決

心照着祂的話去行，那就等於是：祂

的話對我們毫無益處，同時也是褻

瀆、悖逆和犯罪。

 神要求我們聽，但別只停留在那

裡。不要打開信封，卻不閱讀信件上

的文字。仔細閱讀之後，就是跟從行

動的時候了。

 「網咖難民」是日本媒體創造
的名詞，意指沒有固定住所，長期
寄居在24小時
營業網咖的人
們。位于東京
JR新宿站附近
的一幢鬧區大
樓裡的網咖，
近年來愈來愈
多長期居住的
顧 客 ， 約 有
70%是女性，
且年齡分布廣
泛，18到59歲都有。

 在日本，第一次租屋除了需要支
付房租之外，還要付敷金註1、禮金註2、 
仲 介 費 、 保 險 費 、 換 鎖 費 、 清 潔
費等等，林林總總加起來，相當於 
4～6個月的房租費用。半坪大小的
網咖空間雖然不比住家寬敞舒適，
但 有 插 座 、 網 路 和 微 波 爐 可 供 使
用，再多付一些錢還能使用淋浴間
和洗衣機。一天只要1,900日圓，對
於那些月收入介於11萬～15萬日圓
的人們來說，是個合適的選擇。

 為了償還幾百萬學貸的大學生；
父親失業，以援交謀生的國中女孩；
經商失敗而破產的中年大叔；做派遣
工作的單親媽媽與在便利商店打工的
女兒……為了掙脫生活的窘境，這些
網咖難民盡十二分努力，每天馬不停
蹄地忙碌工作。

 貧困，是因個人不夠努力嗎？
不，這些網咖難民非常努力地生活
着。

註1：俗稱押金，為避免房客任意破壞屋內配
件，金額約房租一到兩個月。

註2：禮金制度，即包紅包感謝房東，是日本從
二戰時期開始流傳下來的習俗，金額通常是一
到兩個月的房租。

租不起房
網咖難民

東京的一家網咖隔間

Photo by Teo Romera on Flickr

天父，貧富差距是日本的社會問題之

一。今天，讓我們一起先為日本富有者

禱告。祈求神，轉化富有者的自我認識

所擁有的金錢、知識、地位並不是

靠自己所賺得，乃是神的賞賜，目的是

要用來服事貧困之人，將來有一天必須

向神交賬。禱告富有者因着認識耶穌基

督，渴望回應神的愛 勇敢地實踐信

仰，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及影響力，投

入扶貧工作，努力改善社會的不公義。

為貧窮的網咖難民禱告，甚願他們能經

歷神的醫治，恢復起初神所造的樣子，

有機會受良好教育和職業訓練，以致有

能力養活自己與家人，並在工作中找到

榮耀神的方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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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春季，在日本地鐵上，你會
看見許多清一色穿着黑色套裝的大學
生，正低着頭認真地閱讀面試資料。
這是日本特有的就業制度 應屆畢
業是成為正式員工的最佳機會。

 然而，在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
世紀初，日本曾陷入嚴重的經濟不景
氣。這一時期的畢業生，就算拼命求
職，也拿不到一家公司的內定資格，
他們被稱作「就業冰河期一代」。

 如今，那些「就業冰河期一代」
已從年輕人變成了中年人，年齡介於
35～54歲，以「非典型僱用」身分工
作的人數約有273萬人(不含已婚女性)
。「非典型僱用」時間越長，就越難
找到正職工作 這些「中年打工族」
漸漸地對自己失去自信、對工作不再
懷抱熱情、有伴侶也不敢組建家庭、
看不見未來的展望。

 日本政府曾制定相關法令試圖改
善「中年打工族」的困境，但漏洞百
出。厚生勞動省的「三年規則」註1，
讓企業能更加輕易地選擇終止打工族
的派遣合約，而不是將他們轉為正職
員工。2013年起實行的勞動契約法修
正註2，導致產生大量「無限期僱用」
的非正職員工。另外，2017年的補助
金制度註3，至今仍不見成效。

 在罪惡之下，全球化讓競爭越演
越烈，企業削減人事費用，以維持獲
利成長，「中年打工族」成了不受重
視、用完即丟的免洗世代。

註1：派遣勞工期間限制為3年。3年之後，公司
就必須以正職員工的形式直接僱用。

註2：不論計時、臨時、派遣或約聘員工，同一
合約若超過5年，就可轉換為「無限期勞動契
約」。

註3：針對將「就業冰河期一代」僱用為正職的
企業，設立補助金制度。

天父，我們向祢祈求，將權柄賜給公

平、公正並富有憐憫的日本政治領袖，

建立良好的法令制度，解決「中年打工

族」的就業困境。禱告企業家停止一味

地追求眼前利益，而是以正式員工的身

分來聘用中年人。禱告非營利組織能看

見「中年打工族」的需要，提供實質的

幫助 職業訓練課程與就業咨詢。同

時，願神兒女有機會參與在其中，以基

督之愛來陪伴「中年打工族」，與他們建

立美好的人際關係，並把耶穌介紹給他們

認識。願這群看似遭人遺忘的中年人，被

神的愛所充滿，在基督信仰裡找到人生的

盼望。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
為經文……(申6:8)

「記號」的希伯來原文是tefillin，
與「神蹟」是同一字。你大概會好奇，
「神蹟」和摩西吩咐繫在手上和戴在額
上的「記號」，兩者有什麼關聯？

 經匣是聖經中唯一提到的有形象
徵性符號。當時，猶太人會將經文放
入小皮匣中，戴在額頭上也繫在左臂
上，目的是要提醒人：時刻記住神偉
大的作為、神蹟，不要忘記神曾經的
拯救。

 猶太人沒有用太多藝術品來描繪
神，他們只用經匣來記念神的拯救。
今天，我們也應該更多地思考經文，
承襲猶太人這一傳統，以免用其他有
形的東西代替永生神。

1 8
日本社會議題

用完即丟的免洗世代
中年打工族

Photo by Jérémy Stenuit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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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陽光從窗外照進這充滿灰
塵、衣服和雜物的5坪大和室內。他
花了15分鐘，動作緩慢地從棉被中起
身，刷牙洗臉，然後從冰箱裏拿出昨
天的剩飯，熱一熱當早餐。因為有痼
疾，他必須吃藥，但看病費用很貴，
所以把藥分成一半來吃。

 吃完早餐、換好衣服後，他慢
慢移步到附近的公園，坐在長椅上
度過白天。傍晚，他煮了一鍋白飯，
配上超市賣的廉價小菜打發晚餐。洗
好澡後，晚上八點半，他早早鑽進棉
被裡，安靜的房間只剩下秒針發出的
噠噠聲，此刻腦袋在想：「從上個月
起，存款低於50萬日圓，雖然有年金
可拿，但並不夠用。再過幾個月，存
款就會全部花光，該怎麼辦？」

 以上所述並非虛構的故事。事實
上，在日本有許多高齡者過着這樣窘
迫的生活，他們被稱作「下流老人」 
(即貧窮老人)。

 由 於 現 代 社 會 的 「 家 庭 核 心
化」，獨居的高齡者不斷地增加。
當生活出現困難或需要幫助時，沒
有家人在身邊是一件理所當然之事。

 當然，「下流老人」不單指貧窮
的獨居高齡者。明天，我們將繼續了
解他們的生活實況。

天父，經上說：「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

屈。」懇求神帶領更多基督徒，投身於日本高齡化社會的改造 抱持謙卑，與非信

徒合作；同時，以合宜的態度，向眾人傳遞基督信仰的價值。懇求神，差派更多基督

跟隨者，在日本各地建立教會，使屬基督的群體成為獨居高齡者的新社群，並在其中

經歷神的美善、豐富與慷慨。願獨居的日本高齡者，借着相信耶穌，生命得以脫離

貧窮。祝福他們，在年老的時候仍結滿了汁漿的果子 擁有發旺的信心、屬靈的活

力。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
華 你的神。(申6:5)

 在我們的文化中，如果你要求
某人愛你時，得到的回應會是：「你
可以要求我尊敬你，但不能要求我愛
你，因為愛是不能強迫的。」

 然而，在希伯來文化中，有一句
話是veahavta et YHWH eloheikha，意
即「神要求我們愛祂」。

 愛不僅僅關乎感覺，還關乎到回
應和行動。當我們說愛神，意味着要
按神的指示去行動。感覺如何不是第
一決定要素，知道了就去實際行動才
是重點，這與我們的文化正好相反。

 神知道我們的感覺浮躁又易變，
所以祂要我們先行動，然後等候情
緒、感覺追上來。

 按照聖經的方向，愛不是情不自
禁地墜入愛河，乃是根據愛的要求來
行動；愛不是被動接受情緒的衝擊，
而是主動去做正確之事。當我們說愛
神，那麼就要遵守神的吩咐，並用同
樣的方式去愛其他人 愛神與愛配
偶、朋友和敵人是沒有分別的。

 哥林多前書裡，關於愛的特質：
要忍耐、要仁慈、不嫉妒、不自誇、
不張狂、不做不合宜的事、不求自
己的利益。全部都是行動，你是否有
將以上這些行動用在你的人際關係之
中？

1 9

又老又窮又孤獨
下流老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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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想過自己的老年生活是什麼
模樣嗎？

 金錢至上的二十一世紀，貧富差
距迅速擴大；社會制度的不健全，造
成 高 齡 者 無 法 領 取 足 夠 的 年 金 生
活 為了不讓自己下流化(即貧窮化)
，在日本，已步入高齡期(65歲以上)
仍持續工作的人數年年攀升。

 然而，在「一旦離開崗位，職位
就被迫下降」、「企業愛僱用應屆畢
業生」的日本就業環境，高齡者大都
只能以非典型僱用的身分工作。由於
年輕世代的工作貧窮，許多高齡者還
肩負「子女的經濟依賴」 照顧罹
患精神疾病的兒女、單親媽媽帶着孩
子回老家等案例多不勝數。

 根據日本著名學者藤田孝典估
計，目前至少有六至七百萬的下流老
人。以日本年年創下超低生育率的速
度，不久將達到「總計一億人的高齡者
貧窮化」。屆時，日本的社會福利制度
足以支撐這麼龐大的高齡者人數嗎？

 照護、醫療和教育，該是所有國
民的生存權利。當「老人照護服務」
被過度商品化，經濟不寬裕的高齡者
便無法接受照護 是否有錢，不只
對老後生活，也對生死造成極大影
響。

天父，保羅在羅馬書提到：「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我們要為日本政府禱告，願

神的公平、慷慨與誠實彰顯在政府各部門，使政府官員們忠心行使來自於神的權柄

提供完善的人民經濟與社會福利，包括高齡者的就業機會、急難生活救助、老人

照護服務等等。「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為日本的納稅狀

況禱告，無論是中央稅或是地方稅，願日本人民誠實納稅，並視之為義務，使政府有

資金因應日益擴大的高齡者貧窮化。我們禱告，有更多的基督徒積極與政府齊心探討

相關課題，攜手追求社會公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
華 你的神。(申6:5)

 神要求我們用「全部」(kol)來愛

祂，所以祂給了我們三個方向 盡

心、盡性、盡力。

 用心、性、力等三個字來描述，

不是說這三個部分可以分開，而是要

我們特別注意：能用這三種方式來表

現對神的愛。

 第一種方式 全心，原文是

lev，意即「包括所有一切」。換句話

說，就是讓神的觀點和屬性，成為我

們對待世界的方式，使神成為我們每

個選擇、情緒、想法和行動的指南。

 第二種方式 全性。在希伯來

觀點中，「人」是一個動詞，作為人

就是要透過言行，與造物主和其他人

交通。我們是否愛神，可以從與神、

與人的相處上看出來。

 最後一種方式 「全力」，原

文是me’od，翻譯成「大大的、很、超

級的」更為貼切。這個字是在表達，

神交給我們管理所有資源，全部都要

用來服事神。

 神所要求的愛之行動，就是在

一切事上效法祂，按祂的標準行事為

人，使神的思想成為我們的思想；神

的作為成為我們的作為；神的關注成

為我們的關注。

2 0
日本社會議題

工作到臨死之前
下流老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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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繭居族」一詞源自日文，指的
是一種從社會中退縮(Social withdraw)
的生活狀態。過去，多數學者認為繭
居狀態的好發時間是在30歲以下的
青年，為青春期特有的內在衝突。然
而，據2019年內閣府首度針對日本
的高齡人口進行繭居調查，結果發
現：40歲至64歲處於繭居狀態的人口
高達61.3萬人。換句話說，繭居狀態
的年齡層已擴大。若再加上15歲至39
歲青壯年的54.1萬繭居人口，現今全
日本的繭居人口估計超過100萬人。

 進入繭居狀態的原因繁多，其中
包括遭受霸凌、拒絕上學、考試或求
職失敗、人際關係發生問題、工作數
十年遭到裁員、罹患疾病等等。當子
女開始進入繭居狀態，父母通常是抱
持着怎樣的心情呢？

 一 些 繭 居 族 擁 有 暴 力 傾 向 ，
同 住 的 家 人 無 法 忘 懷 過 去 所 承 受
的陰影，多半會極力避免刺激到本
人，並抱持逃避心態搬出原本的住
處。另外，部分父母會因子女繭居
而感到羞愧，主動縮小社交範圍，
與 外 人 避 談 此 事 。 還 有 一 些 家 長
好 不 容 易 跨 越 心 理 障 礙 ， 向 相 關
窗 口 求 助 ， 卻 得 到 痛 苦 的 咨 詢 經 
驗 被社工說教，或是負責窗口更
換頻繁而中斷。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
勸勉人。(提後4:2)

 Kerusso的意思是「傳道、報好

消息、宣告」。提及傳道，我們很直

覺性地聯想到在街上發福音單張、辦

布道會領人歸主等畫面，不過kerusso
未必只是如此。

 這是保羅寫給提摩太的信。提摩

太正在牧養猶太人及外邦人信徒，所

以不可能是向這些人傳福音(他們已經

接受了)。

 讓我們先一起看看《使徒行傳》

中，雅各所說的話吧！

 「從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有

人傳講(kerusso)，每逢安息日，在會

堂裡誦讀。」雅各所說的kerusso， 

不是出去傳福音，而是教導經上關於

神的道。

 回到這句經文。儘管這群人中

有非常熟悉妥拉的猶太人，但保羅仍

舊提醒提摩太，無論得時不得時，都

要熱切地傳道，幫助信徒更深入了解

聖經教導，以便能更穩健地走成聖之

路。

 傳道，不僅僅只是傳福音，還包

括教導神的道。神的道，是要花一輩

子去追求的。

2 1
日本社會議題

天父，願聖靈在繭居族的家人身上動工，使他們不再視「繭居」為家醜，並拋開「怕

給他人添麻煩」的思維，願意向外求助。「凡跌倒的，耶和華將他們扶持；凡被壓下

的，將他們扶起。」祈求神，親自扶起因遭受霸凌、考試或求職失敗、人際關係發生

問題、工作數十年遭到裁員、罹患疾病而跌倒的繭居族。願神主動向繭居族顯現祢自

己，使他們在生命低谷中遇見祢，從此得着真自由 不再渴求人的認同，不再害怕

被拒絕，有勇氣破繭而出，再次進入社會，並向眾人見證福音的大能。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把自己藏起來
繭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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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貫、住址、姓名不詳，約60
歲，女性，身高約154公分，隨身物

品有現金37萬日元。於2020年12月

1日下午6點23分，被發現死于兵庫

縣尼崎市西難波町1-32-6的一個房間

內。死亡時間約在2020年9月期間。

尼崎市南部保健福利中心留。」

 這是一則「行旅死亡人」 註公

告。廖廖幾行，記述了她生命最後一

刻的樣貌，刊登在日本政府公報上，

期待其親屬前來認領骨灰。

 根據讀賣新聞的推算，日本每

年孤獨死的人數最少為4.6萬人。在

經濟效益掛帥的時代，人們忙於提高

生產、比較競爭與積攢成就，導致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益發淡薄，孤獨死現

象正悄悄地蔓延開來。與此同時，市

場上誕生了新型態的職業類別 遺

物整理師，他們是受地方行政機關委

託，代替家屬整理死者遺物的專門

業者；以及新型態的喪葬方式 直

葬，不舉行儀式，直接將遺體從自家

或醫院送到火葬場火化，並由殯儀館

員工代替家屬上香和撿骨。面對這樣

的社會劇變，基督徒該如何採取行動

呢？

 白濱浸信會牧師藤藪庸一於2006
年成立NGO白濱救援網，為企圖自殺

者提供庇護，並協助他們參與團體生

活，與人締造新的連結。讓我們一起

禱告，甚願他們也能在此處遇見耶穌

基督。

註：「行旅死亡人」為日本法律用語，意即死
在路邊，身分不明的人。更多行旅死亡人公告
可見twitter.com/P_Unknown_Bot或kanpou.npb.
go.jp

全能者就必為你的珍寶，作你
的寶銀。(伯22:25)

 不論處在古代或現在，許多人心

中所掛慮的無非是 財富。

 以利法建議約伯把金子丟到塵

土中，把銀子丟入河流的石頭間，那

麼他就會看到生命真正的財寶 El 
Shaddai(全能的神)。

 如果我們能夠向世界表明，全能

主有能力供應我們一切所需，我們就

不必依附金錢的勢力 花大把時間

努力積攢財富。

 耶穌多次教導我們關於金錢的問

題，祂深知金子和銀子會對我們的生

命造成很大的影響。

 貪婪與金錢往往聯繫在一起。要

如何除掉金錢在我們心中的勢力呢？

試試看，用具體的行動來宣告吧！

2 2
日本社會議題

天父，我們讚美祢，祢用祢的形象創造

了我們 叫我們只有在深切之愛的關

係中，才能健康地活着。為日本失去人

際連結的人們禱告，「神在他的聖所作

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神啊！

請祢親自作那些沒有配偶、父母或兒

女之人的父，並賜下教會，成為他們

的家。願在屬基督的群體中，弟兄姊妹

能以捨己之愛，悉心呵護這些孤苦無依

者，好使他們恢復神起初創造的樣貌。

我們禱告，願神興起更多基督跟隨者，

投入關懷孤苦無依者的事工，使他們的

生命有機會認識耶穌，並為榮耀神而

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一個人默默地死去
孤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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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歲女童獨留在家8天，因飢餓
與嚴重脫水而死。」這是夾在2020年
新冠疫情與東京奧運報導中，格外令
人錐心刺骨的一條新聞。

 24歲的梯沙希是一位離婚的單
親媽媽，帶着3歲女兒梯稀華住在東
京的某間公寓裡。根據日媒報導，她
曾努力想要維持兩人的生活，但在其
學歷低、沒有家人援助的情況下，梯
沙希終究敗給現實困境，而放棄育兒
責任。現代社會的疏離，導致鄰里無
人發現任何異狀，公部門從未收到通
報，讓這母女倆落單在社會保護網之
外。

 位於熊本的天主教慈惠醫院，於
2007年設立「送子鳥的搖籃」這項設
施，父母可匿名將孩子送來，院方會
為其媒合寄/收養家庭、兒童安置機
構。十多年來，一共接收了155個孩
子，其中絕大多數是新生兒，以及6
歲以下的幼兒。儘管此設施自成立以
來，便飽受「助長棄子風潮」、「剝
奪兒童知其父母的權利」、「虐待致
死的孩童不減」等批評；但不可否認
的是，「送子鳥的搖籃」能立即幫助
走投無路的父母，成為拯救孩子的最
後一道防線。

 日本的受虐兒人數年年創下新紀
錄註 受虐致死的案件層出不窮，新
生兒犧牲也有增加的趨勢。過去，日
本受虐兒有六成以上是由安置機構收
容，此作法卻遭歐美國家指責「安置
機構不利於孩子成長」、「政府忽視
兒童權益」。自2017年起，日本政府
開始積極推動家庭寄養與收養。

註 ： 詳 細 數 據 統 計 可 上 厚 生 勞 動 省 官 網 查
詢：www.mhlw.go.jp/index.html。

天父，我們謙卑地承認，兒童棄養是個

複雜的社會議題，其中包含破碎的個人

價值觀，以及破碎的國家法令制度。遭

受性暴力而懷孕的少女、離婚而獨自帶

孩子的單親媽媽、外遇而意外懷孕的第

三者、生活拮据而無力扶養孩子的家

庭……願這些流離飄蕩的人們，遇見救

主耶穌基督，恢復神原本創造他們的樣

子 與神、與他人、與自己、與其他

受造物，活在和好的關係中。我們禱

告，願神興起更多基督徒齊心修復破碎

的日本，促進政府、非營利機構與醫療

單位合作，降低兒童棄養及受虐兒人

數。我們祈求神，成為棄兒的阿爸父，

讓他們在主的懷抱裡，平安健康地長

大。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
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嫉妒。	
(詩37:1)

 「 心 懷 不 平 」 的 希 伯 來 文 是

charah，字面直譯為「發怒燃燒」；

「嫉妒」qana’，則是「熱衷」之意。

 被惡人激怒而引起嫉妒的心，

是我們最自然的反應。然而，聖經要

我們從怒火中退出，因為我們的神是

erech apayim(不輕易發怒的)。

 如果神能夠暫時忍受不義之人昌

盛，我們為什麼要發怒呢？祂是全人

類的公義審判官，時間到了，神自會

行使祂的主權。

 說穿了，是我們對神的工作方式

不滿意，覺得神應該要立即行動。試

想，我們難道比神更公義嗎？

2 3
日本社會議題

落單在社會保護網之外
兒童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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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日本當代文化

 對日本人而言，結婚不單純只是
代表戀愛關係合法性延續，更多是為
了滿足社會價值的期待。

 日本女性一方面尋求生活的安
定，同時心裡害怕被貼上「敗犬」標
籤 30歲之前，她們會積極尋找經
濟條件好的結婚對象。俗話說：「沒
有結婚的男人，是個半吊子，無法擔
當大任。」日本男性結婚的理由，除
了可以與自己喜歡的人組建家庭、生
兒育女之外，也是為了證明自己是一
位「獨當一面」的成人。

 然而，日本「不倫」文化的社會
風氣相當盛行。「不倫」(ふりん)，
意即外遇、出軌、婚外情。在日本人
眼中，男女出軌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
事，只要還能維繫家庭，出軌就不影
響夫妻關係。

 近 些 年 ， 不 少 日 本 夫 妻 選 擇 
「分居婚」或「卒婚」。所謂「分居
婚」，就是夫妻各自住在不同地方，
有空才會到對方的家裡與另一半相
處，婚後仍保有個人的生活空間；而
「卒婚」的意思則是自長期的婚姻中
畢業 年老後，夫妻不再勉強維持
婚姻生活，他們選擇不解除婚姻關
係，但各自享受自己的後半生。

 有一本古老的婚姻手冊，能幫助
日本人看見隱藏在其中的奧祕，那就
是 聖經。

因為你歸耶和華 你神為聖潔
的民；耶和華 你神從地上的
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
民。(申7:6)

 希伯來動詞bachar是一個仔細挑

選的動作 不是一時衝動的行為，

而是一輩子的慎重決定。我們需要知

道神和以色列立約之後，永遠都不會

更改。

 「揀選」，意味着立約的關係

不是隨便什麼人都有的，只有與神之

間有一份獨特關係之人，才是被揀選

的。在這立約的關係中，耶和華好像

丈夫，被揀選之人應該要對祂忠貞。

 這項獨特的盟約帶來一定的結

果。首先，雙方的角色是無可取代

的，以色列的不忠會受到懲罰，但神

永遠不會離棄以色列，這一點眾先知

說得非常清楚。

 其次，這份盟約會帶來義務，包

括以色列人需按照婚姻生活的規範，

只能忠貞地敬拜這一位神，禁止拜別

神、偶像。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

神。」我們對神忠貞，純粹是因為祂

親自揀選了我們。

 神是以色列的「丈夫」，所有願

意履行以色列聖約義務之人，都在這

約中有分，你明白嗎？

結婚，是為了……？
婚姻觀

天父，罪使人們不再透過捨己、放棄自由、堅持婚姻和家庭責任來找到婚姻的意義；

相反地，婚姻成為了實現自我價值的工具。為日本的未婚及已婚者禱告，甚願他們在

聖靈的幫助下，透過認識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捨己與順服，明白設計者上帝深

藏在婚姻中的奧祕 彼此犧牲而相互成全。我們禱告，日本的未婚者，因着上帝在

基督裡對他們的救贖之愛，讓他們有自信面對來自家庭及社會的壓力，就不再以「敗

犬」、「無法獨當一面」看低自己。我們禱告，已婚者在蒙召的婚姻關係中，活出上

帝設立婚姻的心意，向世界作美好的見證。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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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趁着老師還沒開始講課，

我問了隔壁來自九州的日本同學：

「你信什麼教？」

 健太郎不假思索地說：「沒有特

別信教。」

 我心裡感到些許疑惑。昨天晚

上，我與健太郎才在寢室裡熱烈討論

着他筆盒裡的御守是在哪間神社求的

呢！於是，我不放棄地問：「你信

佛，還是信神明？」

 健太郎斟酌地開口：「那……大

概是信佛吧！」

 若你仔細地去了解一位日本人的

信仰生活，那麼你會驚奇地發現：他

們的宗教觀是相當混雜的 多數日

本人擁有神道教的出生儀式、基督教

式的婚禮及佛教式的喪葬習俗。

 在日本，宗教不是「絕對正確

的信仰原則」，它是一種「與自己所

屬群體密不可分，因而要去實踐的行

為」。簡言之，日本人不在乎教義真

理，所以不會特別去強調自己到底信

仰什麼宗教，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們否

認神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NHK曾於2018
年針對「日本人的宗教意識與行為」

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約半數日本人

認為，宗教帶來的衝突多於和平，且

宗教人士往往不能容忍他人。日本人

普遍對宗教反感，這與1995年發生

的奧姆真理教地鐵毒氣事件有極大關

聯。2022年，日本政要安倍晉三遇刺

身亡，這事件恐怕將導致日本人更怕

談論宗教。

天父，求祢幫助我們明白，傳福音的關

鍵不在於 以道理論證他人宗教的虛

假性，而是先行帶着溫柔謙卑的心腸，

去理解他人所處的世界觀。為在日本的

基督跟隨者代求，愿他們有從神而來的

智慧，按日本人的思維方式，為他們搭

造福音橋。祈求聖靈動工，帶領日本人

看見：與神之間的破碎關係，可以借着

中保耶穌基督與神和好。「耶和華是我

四圍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抬

起頭來的。」求聖靈堅固日本基督徒的

心，即使受人群譏笑、輕視或排斥，也

不致懼怕，因為神已將他們從羞辱提升

至榮耀的地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你素來倚仗自己的惡行，說：
無人看見我。你的智慧聰明使
你偏邪，並且你心裡說：惟有
我，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	
(賽47:10)

 「惡行」的希伯來原文是ra’a’。
人怎能依靠自己的惡行呢？經文告訴
了我們答案：因為倚靠ra’a’的人，假
定無人看見。簡單來說，他並非不知
道這是惡行，而是以為沒人知道他做
了這事。

 這樣的假設，否定了神主權的掌
管。神永遠看見一切！以為做惡事不
會有後果的人，不僅在行為上觸犯了
道德律，還把自己放在神的地位。

 或許我們不會如此愚蠢，但恐怕
我們也不是每個行為都經得起光照；
我們也會在犯錯時，設法不引起別人
的注意。然而，無論多麼小的過犯，
都等於是沒把神放在眼裡。

 以賽亞提出一個老問題：你倚靠
誰？倚靠自己的小聰明？這樣的心態
背後，是自詡為神。別忘了，我們的
神能看見我們一切的作為！

2 5
日本當代文化

你信佛，還是信神明？
宗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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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20日，一則駭人消息

登上日本各大新聞版面：「伊斯蘭國

(IS)武裝組織在網路上傳影片，要求日

本在72小時內付2億美元贖金，贖回2
名日本人質 民間軍事公司社長湯

川遙菜，以及戰地記者後藤健二註。

」然而，在這兩名人質被殺害之前，

多數日本民眾譴責他倆的魯莽、自私

與不負責任的行為給國家帶來麻煩。

 「對日本公眾和政府深感抱歉，

健二給大家添麻煩了。」後藤母親哽

咽道。

 「道歉」似乎是比求援更優先更

合理的反應。從綁架證實後，後藤母

親公開道歉，到湯川被殺害，湯川父

親向公眾鞠躬謝罪，每一幕都讓人不

忍直視。

 彬彬有禮的面容底下，「自我責

任論」是普遍日本人的思維方式

在自我過失或選擇之下，做出罔顧危

險的行為，其後果應由自己承擔。

 自我責任論來自於日本人根深蒂

固的「集體意識」，他們重視群體間

的和諧關係，個人的行事準則往往是

配合大環境的要求，鮮少有獨樹一幟

的突兀行為。

 明天，我們將繼續討論「集體

意識」究竟是如何在日本歷史中被建

構，又是如何形塑人們的生活各層

面。

註：據悉，後藤健二是一位基督徒，生前與妻
子一同在東京田園調布教會聚會。願神紀念後
藤至死忠於主的呼召，祈求神安慰他的家人並
親自看顧三位孩子平安長大。

天父，祈求祢賜下聖靈，使日本人真認

識祢 祢是愛，祢主動差遣耶穌來到

世上，親自承擔他們的罪債，洗淨他

們的汙穢，好使他們回到祢的羊圈中，

享受祢豐富的恩典。禱告蒙受拯救的日

本人，「自我責任論」的思維被福音轉

化，拆毀一切世界的價值觀，願意效法

基督，以憐憫、慈愛及慷慨來對待左鄰

右舍，勇敢地向眾人傳達：「我們愛，

是因為神先愛我們。」懇求神，聚集屬

祢的日本人，成為彼此的屬靈伙伴，在

天路上互相扶持，並在真道上一起健康

地成長，結出豐碩的聖靈果子。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願那喜歡我遭難的一同抱愧蒙
羞！願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慚
愧，蒙羞辱！(詩35:26)

 希伯來人認為，最嚴厲的懲罰，
莫過於讓一個人公開受辱，失去親
朋好友的尊敬。當一個人失去他的名
譽，他的人生就徹底完了。

 西方社會崇尚追求個人主義，
可能無法體會這種懲罰的嚴重性。對
於西方人來說，最大的懲罰便是失去
自由，像是把罪犯關押，剝奪他的行
動自由。然而，聖經的世界觀正好相
反，每個人的生活都關乎所屬群體，
將人從群體中移除，等於是治死他。

 這是一篇喊冤之詩，大衛受到不
公平對待，於是呼求神主持公義，報
復他的敵人，使他的敵人「蒙羞」。
請注意，大衛並不是求神除滅他們，
而是求神公開羞辱惡人，使眾人看見
他們的惡行。

 對付道德失敗的人，集體輿論的
力量遠比關進監獄還可怕，意味着人
要承受孤單、被排拒。或許，大衛在
此的呼求，提醒我們：人是多麼需要
群體，彼此依賴和支持！

2 6
日本式的集體意識

彬彬有禮，還是人情冷漠
自我責任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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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西元前，便不斷地有移民進

入日本，為躲避戰亂和高壓統治。鑑

於權力興替頻仍，四至七世紀的大和

王權刻意採取儒家思想中的「忠」、

「義」，以穩固政權。爾後，十二至

十九世紀的幕府時代，武士為主君效

命既是「忠」、「義」的展現，更是

報恩的道德實踐 這種以報恩為紐

帶的封建制度，讓每一個人在社會中

各安其分。

 受過去的封建制度影響，效忠、

盡職、自我約束、自我犧牲等精神，

至今仍是形成日本人性格的因素，同

時也構成其日常的生活規範 在合

宜的位置做出適當的反應，這是日本

社會對每一個人的期待。

 舉凡生活中的穿着打扮、言行舉

止，甚至是在思想上，日本人都須符

合集體的準則，自然會產生「內」、

「外」之分的意識，那便不難想像：

社會中存在着對「異己」的排斥。

 校園霸凌是日本近年嚴重的社會

問題之一，且屬集體現象。當霸凌事

件發生時，同儕多選擇旁觀或視而不

見。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註《令和3
年全國國小至高中、特教學校霸凌調

查》統計，校園霸凌總案件約為51.7
萬宗。其中，最常見的霸凌方式是

「戲弄、咒罵、恐嚇威脅」、「假嬉

鬧實借機毆打踹踢」與「刻意排擠、

集體坐視遭霸凌之發生」。

註：簡稱文科省（MEXT），是日本中央省廳之
一，負責統籌日本的教育、科學、學術、文化
與體育事務。

天父，壓傷的蘆葦，祢不折斷；將殘的

燈火，祢不吹滅。我們相信神會為所有

受屈之人帶來公義。為日本的學生禱

告，願遭受霸凌的痛苦記憶，反倒成為

他們歸向耶穌基督的契機，並被祂的十
架之愛所充滿，得到完全的醫治，甚

至打從心底原諒那些苛待他們的人。祈

求神，開啟霸凌加害者的眼睛，使他們

可以看見真理、認識上帝的名，生命得

着更新，擁有行善的力量。為日本的基

督跟隨者禱告；信心必然帶來行為，蒙

恩必然使人行義，願他們在所處的環境

中，切切尋求上帝的公義 在他人遭

遇霸凌時，選擇挺身而出。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愛耶和華 你們的神，行他
一切的道，守他的誡命，專靠
他，盡心盡性事奉他。(書22:5)

 「 遵 守 」 的 希 伯 來 原 文 是
shamar，這一字是從「注意看」衍生
而來，shamar也可翻譯為「保存、護
衛、小心照顧、重視」。

 你認為與神有關係只是指遵守規
則嗎？你認為神喜歡不時檢查你的行
為嗎？絕對不是！神賜下誡命，為的
是讓我們發現祂的觀點 有關人生
的真理 讓我們更認識祂，祂在這
些要求中顯明祂自己。

 當我們與神同行時，祂就讓我們
與祂團契。shamar像職能治療，是門
徒訓練的過程。

 在人生路途的每個轉彎處，讓我
們一起學習遵行神的道吧！

2 7
日本式的集體意識

Photo by Chris Gladis on Flickr

在合宜的位置，	
做出適當的反應
校園霸凌

2007年，京都市立成德中學的反霸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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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人口自2008年攀上高峰
后，便開始快速衰退，2009年基督
徒人數增長至68萬的頂峰後，也與總
人口一起急速滑坡。教會數量雖未減
少，卻變得迷你且高齡化，鄉村的小教
會有時只有三五位爺爺奶奶來聚會。

 日本教會缺少服事的年輕同工，
神學院也因少子化而招生不足，無人
遞補牧職。許多教會缺乏全時間牧
者，一個牧師往往要兼顧數個教會，
十分辛勞；加之鄉村教會距離遙遠，
弟兄姊妹遇到困難，未必能得到及時
的關懷與牧養。有牧者更因為教會人

口稀少，奉獻不足，必須「 兼差打

工」才能繼續事奉。

 不 得 已 時 ，
教會只能關閉或
合併，但教會合
并後許多人卻因
距離遙遠、適應
不良而流失，特
別是無法長途跋涉的鄉下老人家。

 另外，我們也要為信徒能接受裝
備、投入服事禱告。一般信徒生活忙
碌，維持信仰已不易，加上民族的慎
重性 許多人認為要有足夠的裝備與
能力才能牧養服事，所以關懷及服事
工作皆落在牧師一人身上。

天父，為日本的教會禱告，能向世人彰顯祢的榮美，傳揚真理。祝福眾教會發旺如棕

樹，生長如黎巴嫩的香柏樹。求祢來促成各教團與教會間有更多連結與支援合作，彼

此扶持，興旺福音；並呼召更多人委身事奉祢，來餵養祢的羊。因基督的愛激勵眾

人，叫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願日本教會被更新活

化，人人都樂意將自己獻上被祢使用。求祢祝福教會的門徒栽培訓練，讓信徒在真道

上穩定地成長，並成為基督的福音精兵，為祢在各場域作光作鹽，得人如得魚。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只怕你與那地的居民立約，百
姓隨從他們的神，就行邪淫，
祭祀他們的神，有人叫你，你
便吃他的祭物……(出34:15)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時，當地正盛

行推崇性行為的偶像崇拜，各種性行

為都屬於宗教的範疇，不只是合理，

還被大力鼓吹。難怪耶和華明確地指

示以色列人不可參與；但別以為這只

是一段歷史，與我們無關。

 希伯來字Zanu，中文翻譯為「發

生性關係、行淫」。其實中文的翻譯太

儒雅了，應譯成「去嫖妓」更為直白貼

切。

 在《出埃及記》中，神所警告

的「行淫」範圍極廣；不只是肉體上

的情欲，還包括破壞與神之間的立約

「性忠貞」和「單單委身於神」

是有關連的。Zanu不僅是廟妓文化，

更是關於偶像崇拜和對神不忠。換句

話說，拜偶像不單是「拜」假神，更

有力的描述是「和一個我自己造出來

的神有親密關係」。

 當我們從耶和華以外尋找滿足，

那它就變成支配我們生命目標的神

了。你若發現自己迷戀某人或某物，

到非要擁有不可的地步，你就是在與

偶像「行淫」。

2 8
日本福音挑戰

當教會只剩	
歐吉桑與歐巴桑
無牧教會

Photo by Joey Huang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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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我們社區的一分子
了，所以你必須與我們一起去抬神
轎，確保神明給我們祝福和庇護，會
很有趣的！」

 那是個晴朗的日子，我們一家去
參加社區健走，這是個更認識鄰居的
好方式。

 午餐時分，我被邀請加入男人
們的閒聊。大家坐在一名長者家裡的
緣廊。感覺大家似乎都很敬重這位叫 
「老爹」的長者。

 對話開始很順利。他們可以接受
我是個基督徒，聽我講聖經故事。但
是，當說到對當地神社的效忠 關
於我是否在新年時去參拜或幫忙抬神 
轎，氣氛就開始變得緊張了。

 我向他們表達，祈求神的祝福與
庇護是好的，因為我每天都為此向創
造萬物、保佑我們的神禱告。我表示
很樂意和他們一起去，成為他們的一
分子，但我不能與他們一起抬神轎，
也不能參拜當地的神明。

 現場氣氛頓時陷入尷尬，每個人
都沉默地盯着地板。老爹緩緩開口：
「這就是問題所在，這些基督徒總是
在破壞和睦……他們的神沒有日本的
神明好，日本的神明不會這麼嫉妒和
固執。」他繼續說：「你現在住在這
裡，就必須盡所能地融入群體。如果
你試着做了，才有可能融入大家。」
沒多久，大家便一一離開了。(故事來

源：中華基督教內地會／作者：JP)

 這件事真實反映出，多數日本人
看重人際的和諧跟群體的一致性。
宣教士在走進日本文化、尋求群體認
同的過程中，有許多無形的高牆與挑
戰。

天父，透過故事，我們似乎能夠理解基

督徒和宣教士在傳福音和持守真理時，

會面對很多群體的壓力。當祢的兒女們

處在抵觸真理的處境時，我們祈求祢賜

下分別為聖的勇氣和屬神的智慧，幫助

他們回應各樣衝突，化危機為福音轉

機，引導人超越文化及內心的框架，認

識真理與神國的美好。求祢把認識神的

智慧賜給日本群體，引導他們走義路，

幫助他們不茫然從眾而活，而是將目光

對焦尋求祢，專心跟從大牧人耶穌基督

的腳步。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愛上主你們的上帝，事事行在
他的道上，遵守他的命令，緊
緊地依靠他，盡心盡性事奉
他。(書22:5，新普及譯本)

 「 緊 緊 地 」 ， 希 伯 來 原 文 是

davaq，這一字曾出現在創2:24 與

配偶「連合」。在此處，約書亞使用

davaq來描述我們與神之間必要的連

合力。

 神始終是忠心不二的，祂渴望

與祂所創造的人產生如膠似漆的關 

係 無論順境或逆境、健康或病

痛、富裕或貧窮，至死都不分離。

神從不動搖，祂完全委身於這段關係

中；儘管我們有許多掙扎，祂依然是

忠實的伴侶，像一條強力膠。

 如果你想讓強力膠對你產生功

效，我建議你先看看使用手冊 扎

根在神的道上。

2 9
日本福音挑戰

神轎抬不抬？
群體認同

Photo by Julie Fad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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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基督教在日本一直有「水土
不服」的狀況，但根據統計，在海外
得救信主的日本人，比日本國內信主
人數高出30倍之多！

 由於在海外留學或就業，生活
上的不便與孤單，讓人們有機會省察
內心和靈性的需要；或者接觸了基督
徒，而對基督信仰產生好奇。在國
外，他們遠離了日本社會環境的束
縛，往往會生發更多探索的自由和勇
氣。加上「集體意識」的習慣，有些
人會在海外規模較大的教會中，受周
邊信仰追求的氛圍影響而歸主。

 然而，海外歸主的日本基督徒
一旦返回故土生活，信仰的折損率高
達80%，原因依然與「集體意識」有
關係。海外與日本教會的文化及環境
不同，日本教會的規模和集體力量較
小，歸國后的信徒面對社會大環境的
衝擊和影響，容易再次迷失。

 很 多 日
本 人 旅 居 巴
西 、 美 國 、
中國(特別是
上海)。鄰近
的 台 灣 也 有
兩 萬 多 名 的
日本人因工作、留學、結婚等原因定
居在此。盼望當地教會能看見福音契
機，主動關懷、服事旅外的日本人。

天父，求祢差遣使者借由日僑學校、學生事工、留學生會、日系企業工商會或語言

中心等組織和機會，走進旅外日本人的生活中，陪伴與服事他們，向他們傳揚福

音。祝福海外教會看見本地跨文化福音的契機，願意跨越隔閡主動關懷、接待旅外

日本人。求聖靈在旅外日本人的心中動工，吸引他們對神長闊高深的愛有更多的認

識和體驗，在真理的靈引領中，借由基督與父神和好，並領受「使同胞與神和好」

的使命。願歸主的日本人將生命根基建造在基督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總不

倒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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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8:31)

 在福音書中，「門徒」一般會用

mathetes一字，但希臘人慣常使用的

是manthano，兩個字都是「學生」，

有什麼區別呢？

 Mathetes強調的是學習師傅的

生活方式，包括效法師傅的言行舉

止；manthano則是注重於傳遞知識。

 儘管福音書有許多關於教導的描

述，卻很少用manthano，幾乎都用

mathetes。當耶穌邀請門徒來跟隨祂

時，祂是要他們學習祂的樣式。只在

課堂學習知識的，不是門徒。

 這對我們來說，有兩項提醒：

一、若想成為耶穌的門徒，就要在行

動上跟隨祂的生活方式，包括思想和

人生態度，目標是越來越像祂。二、

今天，多數「門徒課程」恐怕只在培

訓manthano，而不是mathetes。門徒

培訓的重點， 必須放在教導如何學習

耶穌的生活方式，包括在行為、態度

和思想上，積極順從主。

 單單熟讀聖經不能算是門徒培

訓，因為在希伯來觀點中，並沒有純

粹知識上的學習。

 簇擁在基督身邊聽道理的人很

多，但真正的門徒，會在生活中效法

基督，落實在言行。

3 0
日本福音契機

在國外更容易歸主？
旅居海外的日本人

Photo by NEXT Academy on Unsplash

跨國就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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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如今我們對着鏡子觀看，模
糊不清，但那時候就要面對
面了；如今我所知道的有限，
但那時候就要完全知道了，就
像我已經被完全知道那樣。	
(林前13:12，中文標準譯本)

 希臘動詞epig inosko，意思是

「對一件事物的明白了解」，強調對

事物的理解，不單看表面。保羅要表

達的是，到了那天，他要面對神，親

眼看見神的屬性，明白神一切愛的行

動。

 保羅將要完全知道什麼呢？是

宇宙的奧祕？還是解開神學謎團？都

不是！他將要知道的是，神是如何看

他。

 這是多麼奇妙的事！有一天，我

們能夠從神的眼中了解和明白自己的

一切，內疚、後悔、自卑或羞愧全都

會消失！因為神看我們，不同於我們

看自己 祂看我們是耶穌基督所救

贖的人，是祂一看見就愛上的人，是

祂全然接納的人。

 不過，神明明徹底認識我，知

道我所有的失敗、掙扎、偽善、失

信……我不希望讓別人知道的一切。

我這麼多缺點，怎麼可能還盼望神的

光照向我呢？

 經文的前後段讓我們知道，重點

不在於我們的罪過，而是「即使我們

如此不堪，神仍用祂的愛包圍我們」

。

 是的，在這地上，我的缺點和

過犯仍存在，但我明白神是何等地愛

我，以及我對祂何等地重要。然後，

到了主再來的那一天，我終將會與祂

面對面，清楚地認識神眼中的自己，

這是多麼令人翹首期盼啊！

3 1

這一天，請按着聖靈感動，

寫下你為日本的禱告。

Photo by Justin Lim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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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刀與十字架
內村鑑三的傳奇人生

	 一個沒有「上帝觀」的東方國

家，日本在漫長的歷史中，發展出「

日本國」、「天皇」與「神道」的三合

一信仰。明治23年(1890)《教育敕
語》註1的頒布，讓這套信仰透過國

家與教育的力量，變成無懈可擊的

意識形態，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對

當時代的基督徒而言，基督信仰與

神道(天皇神格化)之間，產生了不可

避免的嚴重衝突。

	 然而，有一位日本人自始至終

堅持只敬拜上帝，公然拒絕向《教

育敕語》行禮，引起各界謾罵，被

扣上「叛國賊」的帽子 他是內

村鑑三(1861-1930)，明治及大正
時代的基督新教徒。內村的傳奇人

生，為黑暗的日本宣教史，添上一

抹豔麗的重彩。



如何成為基督徒

 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全盤繼承德

川幕府的禁教政策，後來卻在西方列

強的壓力之下打開門戶，於1873年廢

除禁教令，舉國推行「歐化主義」，

朝向模仿西方先進觀念與文化前進。

儅時，聖公會、歸正教會、浸信會、

衛理公會、長老教會等基督新教宗

派，紛紛差派宣教士來到日本。

 內 村 鑑 三 出 生 於 江 戶 的 一 個

武 士 家 庭 ， 從 小 接 受 武 士 精 神 訓

練。1877年，由於家境清寒，內村

決意以公費生的身分進入北海道札

幌農校註2學習。該校是一所剛成立不

久的官立學校，聘請美國清教徒威

廉．史密斯．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1826-1886)執教。

 「傳遞基督信仰並傳授先進的科

學文化知識給日本學生」是克拉克博

士的教育理念。他一邊教導學生們要

愛慕基督、切實地研讀聖經，一邊帶

着他們探究自然科學，認識神所創造

的天地之美。內村鑑三深受克拉克博

士的啟迪，受洗成為基督徒，並與同

窗的屬靈摯友 宮部金吾註3、新渡戶

稻造註4一同立志「將生命獻給耶穌和

日本」。

 1881年，內村鑑三以榜首之姿

踏出校門，任職於北海道政府機關。

隔年，有感於外籍宣教士之間的宗派

競爭，內村與幾位主內弟兄齊心建立

「札幌基督教會」，在獨立宣言中強

調「肢體間不可因教派主義而產生裂

痕」、「嚴格的教條、繁瑣的儀式應

該加以排除」，以及「福音的宣揚應

由國人承擔，不該仰賴國外之人」，

借此維護信仰上的自由。在此期間，

內村鑑三不斷地寄送福音小冊和信仰

書籍給父親，寫信懇求他來到耶穌基

督面前領受救恩。直到某天，內村父

親翻開《馬可福音註解》，剛硬之心

受其折服，從此踏上跟隨耶穌的道

路。往後幾年，內村全家人皆一一信

主，成為神的兒女。

 雖然內村鑑三持續殷勤地追求

服事主，但有個信仰疑問始終揮之不

去 「你罪已赦免」無法成為蒙主

所愛的確據，他的心裡時常受到控

告。1884年，受罪咎所苦的內村，

決定自費留美，一睹基督教國家的芳

容。

真實經歷神的救恩

 內村鑑三先在賓州智障兒教養

院擔任看護，但越發察覺自我內心

光景 企圖借着慈善行為，獲准進

入上帝的國；表面上是愛鄰舍，實

際上卻是愛自己。於是，經友人新

島襄註5的介紹，在1885年進入阿默

斯特大學註6就讀。

內村鑑三

1861-1930

威廉．史密斯．克拉克

1826-1886

宮部金吾

1860-1951

人
物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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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村君，為什麼不停止內省，

轉而抬頭瞻仰十字架上救贖你罪的耶

穌呢？」在這段貧苦的留學日子裡，

校長朱利葉斯．霍利．席理(Juslius 
Hawley Seelye，1824-1895)一席之

言，點亮內村鑑三的靈魂，使之明白

十字架的真諦 因信稱義的救贖恩

典。1886年3月8日，內村在日記裡寫

道：

 「這是我生涯中極為重大的日

子。基督贖罪的能力從來沒有像今天

這樣明確地啟示過我。就在上帝兒子

被釘於十字架上這一件事當中，足

以解決直到今天仍然折磨我的一切難

題。基督代我償還了一切債務，同時

使我拾回人類始祖在墮落以前所擁有

的清淨和純潔。如今我已變成上帝的

兒子，相信耶穌乃是我所當盡的義

務。因着基督的緣故，凡我所需要

的，上帝都會賜給我。為了榮耀祂自

己，上帝要使用我這一個人，並且最

後還要把我救進天國。」

 內村脫去因行為稱義的傲慢，

成為一個真正得救重生之人。這一轉

變，讓內村的後半生在真光的照耀

下，更顯得熠熠生輝。

晴天裡的巨大雷聲

 1888年，剛滿28歲的內村鑑三返

國後便投入教育界，在新潟縣北越學

館執掌校務。不過，因看不慣執教的

外國宣教士不尊重日本文化，以優越

民族的姿態輕視日本學生，或以增加

會友壯大宗派勢力為教學動機，內村

幾度與校方起衝突，以致只待了四個

月就辭職回到東京。1890年，內村鑑

三任教於聞名天下的第一高等學校，

負責講授英文、地理和歷史科目。為

了讓這群充滿才氣的學生早日接受福

音，內村甚至攜妻子在學校附近租

屋，以方便接待他們。

 此時，過熱的歐化主義開始出現

反彈聲浪，日本國內瀰漫着一股國家

至上的氛圍 《大日本帝國憲法》註7

的頒布，加上《教育敕語》、《小學

校祝日大祭日儀式規程》註8等配套措

施，定調「天皇與神道的神聖性」，

徹底剝奪人民實質上的宗教自由。

 對相信獨一真神的內村鑑三來

說，明治政府所設計的「天皇神格

化」，無疑是敬拜偶像的行為。於

是，他在倫理課上公然拒絕禮拜《教

育敕語》，僅以點頭致意，引起各界

撻伐，最終校方以解聘內村收場。

新渡戶稻造

1862-1933

朱利葉斯．霍利．席理

1824-1895

內村路得子

1894-1912

中田重治

1870-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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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轟動全國的「大不敬事件」，

如晴天裡的巨大雷聲，為內村鑑三帶來

一連串的禍事。隨着身染重病、愛妻

加壽子過世、朋友們的不理解、教會

的拒絕及國人的指斥，他深刻體會到

在家鄉卻無枕頭之處的苦楚。1893
年，內村轉身離開教育界，遷居京

都，走上寫作之路。

曠野裡的吶喊

 1893年，內村鑑三先後出版了感

人肺腑的不朽名著《基督徒的安慰》

講述上帝如何在苦難中與他同

在，在最深的不幸中將他分別為聖，

以及《求安錄》 以人的罪性與基

督的贖罪為旨，幫助人從諸般的綑綁

中得釋放。翌年，《我如何成為基督

徒》以英文問世，相繼被翻譯成多國

語言，內村鑑三之名遂為全世界所

知。

 內村鑑三的愛國心，一方面使

他反對洋化基督教，企圖將福音本色

化；另一方面，他猛烈反對國家至上

主義，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這讓札幌基督教會與東京組合教會註9

都不接受他，內村鑑三徹底成為一位

「無教會」之人。這段特別的經歷，

啟發內村去思考「教會是什麼」，進

而發展出「無教會主義」。

無教會主義與日本式基督教

 內村鑑三的「無教會主義」奠

基於「大不敬事件」後被人離棄的經

驗，並不是否定教會的存在意義，或

反對既有的宗教儀式。他主張：回歸

純正的信仰，將人管理教會所擁有的

權威歸還給神，且鼓勵信徒獨立宣揚

十字架的福音，得救不必具備任何條

件，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

 「有兩個J是我所愛的：一個是

耶穌，另一個是日本。我這輩子的目

標就是事奉這兩個J。」苦難，讓內

村鑑三更認識上帝之所是，生發出一

顆溫柔之心去服事自己的國家和同

Photo by AWBridges on Wikimedia Commons Photo by on Wikimedia Commons

Photo by Masao Sekine on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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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1926年，他曾如此追憶道：「我

的愛國心志絕對不是以軍國主義的姿

態出現……為了以實際行動表現我的

愛國心志，我願意從事傳道救靈的工

作。」內村鑑三一生倡導「日本式基

督教」，本色化地將武士道精神與基

督教接上 若日本武士的正直、廉

潔、勇敢、扶貧濟弱及忠君愛國的精

神被聖化用以追求主，那必然是忠貞

不移的基督徒，為了真理不顧一切。

逆風而行，委身反戰

 198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日

本舉國上下支持這場侵略戰爭，包括

基督教界領袖都因接踵而至的捷報陷

入狂熱。對時局深感憤怒的內村鑑三

選擇逆風而行，發表《時事觀察》、

《義戰的迷信》、《猛省》等數篇文

章，公開批評當局官僚的侵略野心，

以及惡意煽動國民的新聞媒體與知識

分子。

 1903年，當日俄兩國為爭利而劍

拔弩張之際，內村鑑三力排眾議，在

《萬朝報》上發表《戰爭廢止論》，向

眾人告白自己委身於反戰：「戰爭殺

人，殺人是大罪。犯了大罪後，無論個

人或國家都無法得到真正的利益。」

 不僅如此，內村鑑三在《和平的

福音》一文中高喊道：「追求和平者

得福，因為他是上帝的子民(太5:9)。

我們不該盲目聽從亂世之聲，而應

在聖經的指引下行事。不管世界多麼

混亂，聖經給我們傳達的信息只有一

個，那就是實現絕對的和平。」他呼

籲基督教領袖不該淪為政治工具註10；

反之，應積極回應促進和平的呼召。

 然而，時局並非按照內村所希望

的方向發展。日俄戰爭給中國和朝鮮

帶來沉重的災難，卻讓戰勝國日本成

功擠進世界列強，主戰陣營猖狂歌頌

偉大的勝利，使得日本大帝國主義像

一台失速列車，狂暴地向前奔去。

1.	 現在的阿默斯特大學

2.	 1880年，北海道札幌農校校舍

3.	 1883年，札幌基督教會

4.	 1924年，內村的聖經演講會

5.	 1921年，在自家書房進行聖經研究的內村鑑三

1
2

3
4

5

Photo by 關根正雄on Wikimedia Commons

Photo by 鈴木範久on Wikimedia Commons



獨樹一幟的傳道型態

 或許是對國事時局的失望，正值

不惑之年的內村鑑三放下社論之筆，

全心投入聖經講解 發行傳道雜誌

《聖書之研究》。

 每月發行《聖書之研究》、定

期舉辦聖經講座，並開放住所供研經

小組使用、牧養會員 逐漸形成內

村鑑三獨樹一幟的傳道型態。《聖書

之研究》的讀者遍布社會各階層，自

1900年創刊號面世以來，其發行量逐

年增加。雖然中途曾有停刊的念頭，

但上帝的大能膀臂扶持了他，這寶貴

的刊物持續到1930年3月結束，也就

是內村逝世的那一年。晚年，內村鑑

三公開宣稱，《聖書之研究》真正的

主筆是耶穌，而不是他自己。由於聖

靈不斷地加恩加力，向他啟示真理，

所以一切榮耀都該歸給上帝。

宣揚對終末的盼望

 「我要走了！」路得子毫無恐懼

地對父親說。

 1912年，內村鑑三的女兒路得子

在如花兒般鮮亮的年紀，因病黯然離

世。雖然愛女的死別給內村帶來莫大

的愁容，但是有關耶穌基督的死而復

活、永生的應許及終末的盼望，在他

的心中，慢慢從抽象的知識化為實際

的理解。

 1917年，美國介入第一次世界

大戰，讓一向把美國視作信仰故鄉的

內村鑑三深受打擊。與此同時，他深

感世界正走向毀滅，唯有基督的再臨

才能建立永遠的和平國度。隔年，內

村連同聖教會的中田重治、日本基督

教團的木村清松，開展「基督再臨運

動」，在全國各地舉辦講座。講題內

容包括：上帝的終極國度如何臨到世

界、最後的審判、身體與靈魂一同得

贖、親人逝去的悲痛得醫治、萬物在

呻吟中等待未來應許的實現，以及耶

穌基督此時此刻借着赦罪的恩典與基

督徒同在。儘管「基督再臨運動」只

持續一年有餘，但其影響擴及後世許

多代傳道人。

內村鑑三的墓碑，位於日本東京多摩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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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村鑑三紀念堂，又稱為石之教堂

註1：《教育敕語》是以一張詔書的形式
發布至全國各教育機構，言明敬皇盡忠為
臣民之義務。

註2：北海道札幌農校為今北海道大學的
前身。

註3：宮部金吾(1860-1951)，為日本著名
的植物學家。

註4：新渡戶稻造(1862-1933)，為日本國
際政治活動家、農學家及教育家。

註5：新島襄(1843-1890)，為同志社大學
的創辦者，致力於發展日本高等教育。

註6：為今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阿默斯
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內村鑑三的啟
蒙老師克拉克博士也畢業於此。

註7：《大日本帝國憲法》之開首，明治
天皇上告神明自己是「循天壤無窮之宏
謨，惟繼承神之寶祚」，無疑是在向天下
宣示日本帝國的政權乃是來自於神的指
定。

註8：《教育敕語》後，隔年緊接着頒布
《小學校祝日大祭日儀式規程》，針對教
育現場之具體實施之相關儀式，如在學校
高喊陛下萬歲、奉讀《教育敕語》、高唱
忠君愛國之歌曲等等。

註9：東京組合教會為當時的改革派、長
老會合併的教會，帶有強烈加爾文主義的
色彩。

註10：海老名彈正為主戰陣營的基督教領
袖之一，他以動人的演說說服當時許多日
本基督徒支持日本為義而戰，並為日本的
戰勝禱告，淪為政府利用的工具。

註11：捐款給史懷哲醫師與中國、台灣、
南洋群島等地的宣教士。

註12：摘自《十字架與日本武士：東方先
知內村鑑三的信仰與思想》一書。

猶如日本武士戰死沙場

 「基督再臨運動」告一段落後，

內村鑑三繼續舉辦聖經講座。其中，

最著名的莫過於1921到1922年間，總

數近60場的羅馬書聖經講座 不僅

場場爆滿，連僧侶都願意遠道而來列

席聆聽。這一次的羅馬書系列精彩演

講，後被內村的學生編輯成冊，至今

仍有人因閱讀它而悔改信主。

 在傳道的事上，內村鑑三從未想

過退休。他常說：「手執福音之筆離

開人世，猶如日本武士戰死沙場。」 

晚年，內村不但熱心援助外國傳道

事工註11，還差派學生進入日本山形

縣、岩手縣的深山部落宣道。1930年

3月，內村鑑三因心臟問題病逝，享

年69歲。在一本陳舊的英文聖經扉頁

上，內村的學生發現他親筆所寫的幾

行字：

 「To be inscribed upon my tomb: 

I for Japan; Japan for the World; The 
World for Christ; And All for God. 」

 在日本近代史上，內村鑑三揮舞

着手中的武士刀，在屬靈戰場上奮勇

殺敵，決心不負救他脫離死亡的耶穌

基督。如今，他以墓誌銘繼續向世人

傳遞：「個人得為其祖國而活，把福

音傳給同胞，使屬神的祖國為世界而

活，以期待整個世界歸附基督，使上

帝之聖名得到普世的尊崇。註12」

Photo by Dal Lu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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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
半島刺蝟
專題文　Isa

參考資料・《北韓一百問》(土緒文化出版)、
《北韓，下一步？！》(商周出版)

North Korea

6月1日至6月31日代禱資料，轉載自海外基督使團OMF出版之《一扇打開的門─31天為朝鮮禱告指
南》，蒙允許使用，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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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鮮半島自古飽受外敵交侵，
中國、契丹、女真、蒙古、日本、清
國、俄國、美國都曾在此地爭奪或博
弈。她時而強悍反擊，但更多時候，
她在別人的史頁中，只是個安靜低
眉、襯托霸業光環的臣屬國，無人聞
問她的意願。

 朝鮮半島深受外敵侵略的特殊敘
史觀，影響着兩韓人民的自我認同。
其中帶來最深創痛與蛻變的，莫過於
日本的殖民。

 甫從明治維新脫胎換骨的日本，
急欲劍指朝鮮，借《馬關條約》使她
脫離清國藩屬，成為孤島。隨後，一
隊日本浪人借夜黑風高，闖進朝鮮王
宮殺害了閔妃(明成皇后)註1，掀起舉
國譁然，王室的尊嚴和權柄蕩然無
存。

 一輩子在妻子背後溫弱無聲的
高宗李熙，目睹妻子在眼前慘死、又
被日俄輪番掐於掌心，他做出了眾人
都意想不到的叛逆決定 稱帝成立
大韓帝國，爭取與列國平等對話的機
會。

 1907年，李熙派出三位特使前往
荷蘭海牙的萬國和平會議，呼籲國際
對日本侵朝進行干預。這是第一次，
朝鮮開始發聲，不願任人宰割，可惜
換來的卻是一片沉默。列強不承認朝
鮮的地位，特使也無法列席會議。

 向人乞援和身不由己的事，在歲
月中反覆上演。數年後，日英簽訂同
盟條約交換利益，大韓帝國依舊無從
置喙，只能走上被日併吞的命運。

歷史磨難，將他們帶到何處？

 「人是一切的主宰，人決定一
切，這是主體思想的原理。」這句金
日成的名言，被刻在平壤主體思想塔
的塔身，現今高高地豎立在大同江
邊，是對過去無助的反抗。

 明白了歷史，就不難理解朝鮮
為何追求經濟、軍事、政治的自主、
自立、自衛，渴望擺脫依附外國強
權的「主體思想」；以及寧可挨餓
也要優先發展軍武的「先軍政治」 
(선군정치 )，為人民帶來憧憬和希
望。其實都憑借着朝鮮過去不由自己
的悲憤，以及集體防禦機制。

 朝鮮民族強烈的國族意識及自
我認同，在長達35年的日本殖民統治
中覺醒。面對文化與自主被抹滅的危
機，抗日活動方興未艾。此時，人們開
始找尋自我的獨特與集體認同。為了
對抗「內鮮一體」(內地日本與朝鮮是
一體)的同化政策，檀君的傳說開始被
朝鮮知識分子們挖掘及建構：一位修
練成人的熊女與神的王子所孕育的檀
君，成為朝鮮民族的始祖註2。這與日
本誕生於天照大神的傳說互別苗頭。

北緯38度線，雙子誕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
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後，朝鮮半
島上的人民歡聲雷動，卻沒想到恢復
民族統一的美夢頃刻碎裂，命運依舊
不由自主……

 美國與蘇聯都擔憂朝鮮統一後會
投到對方陣營，便商議沿着北緯38度
線將半島一分為二，各自管控，負責
接受日軍投降。

 大國為了自身利益考量，而隨手
畫下的這一條分界線，從此將朝鮮民
族分裂為二，走上截然不同的命運。
蘇聯共產主義扶植的「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簡稱朝鮮，俗稱北韓)
，在半島北部誕生，年輕的抗日志士
金日成被推選為領導人。美國則在南
邊扶持「大韓民國」(簡稱韓國，俗稱
南韓)，推舉曾僑居美國的反共者李承
晚做總統。

 如今的兩韓，是當年兩強對壘的

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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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斷臍帶，還能存活嗎？

 兩韓成立之初，朝鮮遠比韓國

富裕註3。當時半島北部多山地，礦產

資源豐富，提供工業化絕佳環境；南

部多平地，則以農業為主。初生的

朝鮮不只完全承襲蘇聯制度，蘇聯的

糧食、武器、農具、機械、技術專家

等，也源源不絕地輸入，為她供給養

分。一度被視作毛頭小子的金日成，

效法史達林建立個人崇拜，搖身一變

成了獨攬黨政軍權和人民愛戴於一身

的領導人。

 「偉大的金日成元帥萬歲！偉大

的首領是革命的太陽，找回了我的祖

國。解放的恩人，給人民帶來幸福，

慈父般的首領！」孩子從幼稚園開

始，便學會歌頌金日成的事蹟，將他

當作慈父一樣地景仰崇拜。

 金日成的母親與母家，是虔誠的

基督徒。如果仔細地觀察他塑造的個

人崇拜方式，可以從一些圖像及象徵

元素找到模仿痕跡。他將自己打造成

拯救者與完美無瑕的父親，能保護、

供應、滿足人民一切的需要。註4

 朝鮮人民為着政府免費提供住

房、看病與上學以及不用繳稅而感到

驕傲。提起金日成，人們就微笑，想

起開國前十年一切都蒸蒸日上，是充

滿盼望的黃金時期。這也是金正恩上

台後，竭力在裝扮和行為上模仿祖父

金日成，而淡化切割父親金正日形象

的原因。因為看到金正日，人民就會

想起那場被稱為「苦難行軍」的大饑

荒。

 但任誰換作金正日，恐怕都有

生不逢時的無奈。1991年（金日成

晚年），蘇聯解體。不只東歐國家隨

之土崩瓦解，朝鮮過去自給自足的表

象，開始露出真實的空洞。朝鮮的可

耕地本就不足，向來靠着天然礦產

與蘇聯交換糧食、能源、肥料、機械

等。一切看似供需平衡，沒想到老大

哥一倒下，沒石油沒電力，一切都動

彈不得。短了蘇聯的糧食，又遭逢連

年天災，國家很快就陷入「無樹皮可

啃、無草可食」的嚴重大饑荒，兩三

百萬人喪命，無數人鋌而走險穿越中

朝邊境，逃離家鄉。

顛撲刻板，轉型中的朝鮮

 飢荒、貧困成為朝鮮深植人心

的印象。但這二十多年來，朝鮮社會

已悄然翻過新頁。雖然鄉下仍保有樸

質，但國家展示櫥窗 平壤早已顛

覆世界的刻板印象。城裡遍佈綠地、

公園、娛樂設施，一棟棟改變天際線

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屋頂裝載着太

陽能面板。

 過往馬路上不見汽車，人們總是

服裝單調，拘謹安靜地走在街道上，

架子上堆滿的貨物永遠只是空殼裝

飾；現今中國汽車在平壤滿街奔跑，

人們的衣着更顯活潑，百貨公司與市

場能買到各種中韓品牌。到處都可以

看到人們低頭滑着手機或平板，使用

着國家打造的封閉網路系統。

 金正恩甚至打破過去父親執政的

神祕，常常透過媒體公開講話，更改

變第一夫人從未亮相的傳統，頻頻帶

着夫人李雪主出行。他們在遊樂園的

開幕儀式中，像平凡夫妻一樣地挽臂

同行。金正恩試圖向世人展示一個不

一樣、「正常化」的朝鮮。

 揮別了大饑荒的痛苦，2012年

金正恩一上台，就提出「提高人民

生活水準」的口號，確立經濟改革與

核武並行的路線，為百姓描繪出新的

遠景。儘管受到嚴重的核武制裁，但

2016年朝鮮的GDP增長了3.9%，不僅

由負轉正，還創下17年來的新高。過

去朝鮮與南韓合營的開城經濟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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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被迫中止關閉，但中俄企業都對

投資開城經濟特區展現勃勃興致。

 現在，朝鮮社會已興起了一群

「錢主」階級。他們因為大饑荒時期

政府放任私經濟(黑市交易)，或是有

家族成員在日本或中國註5，而獲得資

本，也敢於消費。許多外國觀察家與

商人都引頸觀望，好奇朝鮮是否會走

向中國「社會主義並軌資本主義市場

經濟」的模式。

 一切看似揚帆待發，但愜意的浪

面下，先天不良的糧食自給率，以及

遭受國際制裁的窘境，仍讓這個國家

布滿暗礁。

刺蝟柔軟的肚腹深藏什麼？

 從韓戰對美國生出的威脅感開

始，金日成義無反顧地開啟了核武計

畫。因着軍備老舊、能源與資源缺乏

的硬傷，核武是她孤注一擲、唯一的

保命王牌，並成為勒索國際援助的談

判籌碼。金氏家族嫻熟地操作「有糧

食援助才有對話」這一戲碼，多次以

答應關閉寧邊核廠作為外援交換。

 儘管西方媒體與漫畫，總將金氏

父子畫成隨時會啟動飛彈毀滅世界的

小丑與狂人。但容我們平心一看，張

牙舞爪的孩子，耍流氓的動機為何？

 朝鮮擁核旨在確保國家不會被毀

滅，恫嚇他人不得侵門踏戶(特別是美

國)，她的企圖跟所有擁核國家並無兩

樣。讓我們更進一步地從二十多年來

固執不變的訴求中，窺看端倪：

 一、希望與美國開啟一對一雙邊

對話；二、美朝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三、與美建立關係(互設大使館，承認

彼此國家主權地位)，被認可為擁核

大國，聯合國取消制裁；四、簽訂朝

鮮半島和平條約(韓戰後只簽了停戰協

定)。

 她多刺的外衣下，究竟深藏着什

麼？希望變強，足以保護自己不受傷

害；希望保有尊嚴和自主選擇權，不

必再讓大國來左右命運。她不斷追逐

美國的認可，無非想獲得國際正視，

與列國能正常化的交往。可惜，她

一開始所選擇使用的方式，就把自己

孤立了起來，使人恐懼撻伐或敬而遠

之。

 其實，藏在盔甲裡的巨人，只是

一個拼命想生存下來，並缺乏安全感

的孩子。

在這地上沒有一個絕對正確與完美的

政體及領袖。願我們放下定見，摘下

獵奇、黑色的眼鏡，來看朝鮮獨特的

體制與文化。了解哪些事件和經驗，

為他們帶來深遠的影響與養成；明白

他們如何看待世界、回應世界。盼望

這三十天的禱告，我們一起祝福朝鮮

朝向更美好、更健康的道路前進，也

更靠近主的心意。

註1：朝鮮高宗之王妃。閔妃因主導聯俄拒日，
遭日本軍方刺殺，代號「狩狐計畫」。

註2：後來，金日成為了強化這個歷史溯源，下
令找尋檀君的墓。考古學家也不負所望地達成
了領袖的心願，就在平壤發現了檀君的遺骨。
直至今日，紀念檀君的「開天節」，仍是兩韓
極為重要的節日。

註3：葉永烈《解密朝鮮》：朝鮮的人均GDP在
1960年是253美元(南韓為82美元)；1970年是
400美元(南韓是410美元)。

註4：他的兒子金正日被塑造成出生時天空出現
彩虹跟一顆明亮星星。他的孫子金正恩稱自己
為「晨星之王」。

註5：在日朝鮮人或中國延邊族。

願妳有朝一日

被愛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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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耶和華你們的神的聖
日，你們不要悲哀哭泣」。因
為眾人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
哭了。(尼8:9)

 尼希米回來重建耶路撒冷，百姓
曉得他們需要恢復那失落的基業，就
是神的律法。沒有了律法，以色列什
麼也不是，充其量只是曾經輝煌一時
的民族罷了。因此，當律法得以再次
在百姓面前被朗誦、當以色列的文化
原則得以被重申和理解、人們再次接
受神所喜悅的生活方式時，百姓都痛
哭流涕了。為什麼呢？因為被擄到異
邦那巨大的悲劇依然歷歷在目，他們
知道崇拜偶像就是肇禍的罪魁。

 他們是為自己的罪過哀哭，也是
為神使他們復興而哭泣。現在他們知
道以色列的聖者並沒有離棄他們。他
們過去受到的極大煎熬，終於迎來了
復興。然而，這件事的代價是經歷一
場徹底的毀滅，這教訓的代價實在太
大了。

 我們在哪個方面漸漸走遠了？回
來吧，回到神的面前，祈求聖靈將真
實痛悔的心腸放在我們的裡面、校正
我們的心思意念！

朝鮮半島的宣教足印

朝鮮

0 1

 朝鮮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多

年前。朝鮮王朝是一個夾在中國、

日本和俄羅斯之間的國家。它在十

九世紀被稱為「隱蔽王國」(Hermit 
Kingdom)，因為她禁止外國人進入，

也不從事國際貿易。

 1 8 6 6年 ， 首 位 新 教 宣 教 士 羅

伯特‧湯瑪斯(Robert Thomas)試

圖將福音帶進朝鮮，但在平壤附近

殉道。1878年，在中國得聞福音的

朝鮮人率先將《聖經》翻譯成朝鮮

文。1884年，第一批新教宣教士獲准

進入朝鮮。

 起初，在朝鮮傳揚福音很困難，

但1903年在元山、1907年在平壤分別

出現了復興。上帝也許借此來堅固朝

鮮教會，使他們能夠在日本占領下倖

存。許多朝鮮基督徒堅忍不拔，持守

着信仰。

 1910～1945年，日本占領朝鮮

半島，迫使他們歸化為日本人。二

戰結束，半島自日本手中解放後，基

於各自的利益，蘇俄幫助半島北部復

原，美國和其他聯合國成員則扶助南

部。雖然他們的目標是統一朝鮮，但

大韓民國/韓國(Republic of Korea)

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朝鮮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在1948年分別成立。

天父，「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願

祢的光發現、照耀着朝鮮百姓。感謝祢不斷差派宣教士來，要把救恩的途徑向朝鮮

百姓顯明，因祢愛世人，不願見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我們禱告朝鮮百姓有

得救的智慧，在祢悅納人的時候，尋求祢的面。願祢繼續打發普世教會，差遣宣教

工人借各樣合適的途徑，去向他們報好消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piqsels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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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che」(讀作 j oo -chay )即 

「主體」，是一種無神論的意識形

態，認定「人是一切事物的主宰，決

定一切。」這是朝鮮第一任領導人

金日成(Kim Il-sung)所構建的一種哲

學，並且成為朝鮮官方的意識形態，

及所有政策的基礎。

 「主體思想」強調朝鮮在政治、

經濟和國防方面的獨立，不應依賴或

受任何國家的影響。因此，朝鮮嚴格

控制外國影響，如互聯網(網際網路)

或外國出版物。他們希望擁有一支強

大的軍隊，以保護自己不受強國實際

上或感知上的侵略；「主體思想」也

是他們不喜歡美國對韓國在軍事、經

濟和文化上影響的原因。相反地，朝

鮮希望在其「主體思想」的體制下，

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

 為了保持朝鮮的實力，「主體

思想」強調人民要團結，並追隨朝鮮

革命的締造者金日成，以及他的繼任

者金正日(Kim Jong-Il)和金正恩(Kim 

Jong-Un)。金日成非常受人民尊崇，

因為在他之前，朝鮮王朝常常受制於

中國或日本等強國，但現在朝鮮的內

政已不再受到干預。因此，人民非常崇

敬金日成和他的繼任者；然而，從基督

徒的觀點而言，這些領導者已經被提升

到只有上帝才應該擁有的地位。

「今天是耶和華你們的神的聖
日，你們不要悲哀哭泣。」因
為眾人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
哭了。(尼8:9)

 希伯來文動詞「bakah」，意思

是「因憂傷、痛苦、受辱或喜樂而發

出的哭泣或哭號聲」。百姓正哭號，

但是尼希米卻指示他們停止哭泣。

 是的，你的痛苦是真實的；你的

喜樂也是真實的。不過，今天神卻因

為你歸向了祂，而得着尊崇。這是一

個真正復興的日子，當我們再次願意

委身成為神的百姓，再次立志為祂而

活，這是何等喜樂的事啊！向着神的

過程中，我們的生命好似那毀壞的城

牆被修復了！

 尼希米記的信息，也是今天我們

必須留意的信息。真正的復興，需要

言行與神的律法看齊。否則，靈性城

牆乃至於生活的傾頹，不過是遲早的

事罷了。

0 2
朝鮮

主體思想：	
全憑己力的原則

天父，「主體思想」或許讓朝鮮百姓擁有堅強獨立，自強不息的心志，但甚願他們

曉得人無法靠自己稱義得救，而願意以謙卑的心來領受基督白白的救贖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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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他們知道神

是信實可靠的那位；明白祢至高的權柄，祢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使他們有專心仰

賴耶和華的心，在凡事上不倚靠自己的聰明。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Roman Harak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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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食對每個人都很重要，對朝鮮
人民亦然。對孩童們來說，足夠的食
物供應尤為重要，好讓他們的身體和
智能都發展良好。當地人主要的農作
物是稻米、大豆、馬鈴薯和小麥。

 朝鮮半島歷史上的「產糧區」
(Bread Basket)位於半島南部，即現
今韓國境內。分裂之後，北方的朝鮮
很難生產足夠的糧食。朝鮮境內有許
多山脈，只有20%的土地適合耕種。
加上缺少足夠的農耕設備；因氣候異
變，連年的大旱或颱風造成的洪災等
問題，朝鮮長期的糧荒危機惡化。据
2021年聯合國的估計，朝鮮糧食短缺
量約2～3個月。

 據其他研究人員統計了非正式
的糧食供應，他們認為朝鮮60%的糧
食來自私人市場，14%由家庭自己種
植，22%來自公共分配系統。

 不僅我們的身體需要糧食，我們
的靈魂也需要。為朝鮮的人民禱告，

求主供應他們足夠的糧食 身體上
和靈魂上的糧食。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
華唱了以下這首歌。(出15:1)

 shiyr是希伯來動詞，即「歌唱」

的意思，大多數時候這個字與敬拜

有關。其字形告訴我們，這字關乎那

人的行為或努力。意思是唱歌把你「

吃」掉，除去你的感受，把你推入另

一種體驗。因此，在希伯來人的世界

中，歌唱被看成是在禱告。

 「人會以三種層次表達他內心深

刻的悲哀：第一層次是哭泣；第二層

次是靜默；最高層次則是唱出他的哀

傷。」 

 拉比赫舍爾(Heschel)說：「真正

的禱告是一首歌。」 

 有許許多多的日子，我不曉得要

怎樣禱告，我能夠做的就是在神面前

放聲大哭。還有些時候，我在神面前

是沉靜不語的，我希望可以哭一場，

希望可以表達內心深切的悲哀和渴

求，卻辦不到。沒有什麼言語能夠把

我帶回到神的恩典那裡，那時我需要

找到從天上來的音符，並把我帶回神

那裡；那時我就需要歌唱，才感覺到

自己再次與神貼近。

0 3

體制外糧食供應來源

天父，朝鮮人民日用的飲食，願祢供應與賞賜他們。祝福他們不只倚賴外援與購

買，也在農業改革上得到實際的幫助，與國際有發展耕作技術的合作，從根本改善

糧食自給率不足的問題。也祝福朝鮮政府有智慧來改善糧食分配的體制，使廣大人

民都有充足的糧食可吃，特別是成長中的孩童。求神祝福目前被朝鮮政府認可與私

下進行的各樣食物救援計畫和福音機構，為朝鮮人民開啟物質和屬靈的糧食之門，

使朝鮮百姓可以認識祢，經歷祢所應許的：「我是生命的糧，信我的，必定不餓、

也永遠不渴。」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stephan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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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種人道救援組織的幫助下，

朝鮮的公共衛生狀況近年來有所改

善：嬰幼兒死亡率明顯下降、現在

95%以上的兒童都接種了疫苗。然

而，衛生需求仍舊很大，腹瀉和肺炎

依然是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兩大主因。

 2018年，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表

示朝鮮的公共衛生領域沒有什麼可誇

的。這暗示朝鮮國內約九百萬人，仍

然需要人道援助來維持健康和用水、

環境衛生及個人衛生。這些服務包括

婦幼保健、基本藥物、傳染病和非傳

染病診斷，以及醫療服務、為身障人

士提供早期療育、改善對弱勢群體的

疾病監測等等。已有一些研究幫助朝

鮮衛生部查明公共衛生差距、發展策

略性領域並確定衛生優先事項，這也

有助提供全國人民平等的醫療保健。

 衛生保健尋求運用科學，並要

求以高標準來維持對人類生命的最大

尊重。我們相信主將通過教育、研究

和優良的臨床測試來改善朝鮮的衛生

保健服務。禱告那些有志一同的衛生

保健工作者，持續投入於朝鮮的人道

救援，特別是對貧困和弱勢群體的援

助。

因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設計所建造的。	
(來11:10)

 你大可說亞伯拉罕是個沒有方

向感的人，他花上大部分時間跟隨一

位神，朝向一個從未抵達過的地方前

進，手中也沒有地圖，只憑着一顆對

神順服的心，和對神的信心，學會了

按照神的指示來行動。這節經文的要

點是 亞伯拉罕沒有停止過尋找。

雖然他在地上始終沒有到達神建立的

那座城，但他一直朝那方向走去。

 希臘文動詞「oregomai」意思是

「朝向」或「為之奮鬥」。但它真正的

用法，卻不是古希臘人的概念。

 對希臘人而言，「oregomai」是

個驅使人通過理智得到啟發(奮力追

求真善美)，或由於熱情(欲望)而令一

個人腐敗的關鍵態度。若一個人奉行

理性至上，就能漸次上進以達神境，

這與今天的新紀元思想很相似，不是

嗎？另一方面，一個任由情欲來驅動

的人，就會下沉墜落，進入情欲、貪

婪之中。對希臘人來說，努力方向或

許不同，但關鍵在於以理智為驅動。

 不過，希伯來書的作者有非常

不同的看法！希伯來人認為，奮力進

取是源於信心的功能，而非純理性。

信心是還沒有看見，已經如同活在當

中。

0 4
朝鮮

衛生保健的新機遇

天父，在朝鮮衛生保健的缺乏中，我們看見了宣教的契機。祈求祢興起並差派基督徒

專業人士，以整全宣教的方式帶給朝鮮更豐盛與健全的制度、醫療與人才教育，且因

着效法基督道成肉身、活在眾人當中的榜樣，而帶出思想、文化及制度的轉化。禱告

政府無法攔阻帶着基督馨香之氣和使命的專業人士進入朝鮮！也懇求祢為朝鮮百姓預

備更多人道救援的管道。有病的人需要醫生，願耶和華拉法 我們的醫治者親自造

訪朝鮮，使這片土地與人心得着祢的醫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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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觀是「一個人看待和理解世

界事物的方式，尤其是與他們的宗教

或政治信仰和思想相關的事情」。世

界觀很難被察覺，因為世界觀存在思

想領域，而不是明確的陳述；但是當

人們或文化間出現歧異時，通常是因

為世界觀的不同。對於為朝鮮禱告的

基督徒來說，了解他們與我們世界觀

的異同是很重要的。

 朝鮮的世界觀是建立在「主體思

想」的意識形態上(見6月2日)，故此

他們對外界抱持懷疑態度。朝鮮長期

被其他國家剝削和控制，這使得他們

對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超級大國非

常警惕。他們把基督教看作是西方帝

國主義用來削弱其他國家，並加以統

治的工具。他們以同樣的方式看待資

本主義和全球化。為了避免被利用，

他們嚴格控制進入該國的信息。

 他們的世界觀也有可以引起基

督徒共鳴的地方。他們對社會抱有崇

高的理想：把別人看得比自己重要，

所有人都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利益而合

作，與他們在資本主義中所看到的個

人主義和相互爭競形成鮮明對比。基

督徒也可以贊同這種有愛的社會價

值。

天父，求聖靈超越朝鮮封閉的國界，在歷史的憎恨之處播下祢的寬恕，在傷痕之處放

下祢的醫治，在憂傷之處種下祢的喜樂。求祢赦免人類罪性和資本主義對朝鮮帶來的

傷害，願耶穌所受的鞭傷使朝鮮人民得醫治，因祂受的刑罰帶給朝鮮與世界關係的平
安。主啊！求祢攻破朝鮮群體對祢錯謬的認知和抵擋；求祢開他們的眼目，好看見祢

就是愛的源頭，是充滿恩典與真理的主。願祢的名在朝鮮被認識、尊崇、敬畏與順

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設計所建造的。	
(來11:10)

 承前一日，我們學習到兩個非常
重要的功課：

 第一、信心不是由情緒生發的興
奮或激情；不是靠多唱幾遍「我神真
偉大」就能堆砌信心。音樂、用詞或
熱烈的氣氛都不是信心。信心是奮力
求取一些還沒有成為現實的東西。換
句話說，信心是工作。可能是令人喜
悅的(或不然)，卻不是受情緒高低起
伏來主宰。

 第二、信心是以順服為生命的導
向。換句話說，是我人生方向的特點，
而不是我人生經驗的一部分，是我全部

生命的完整表達 是我如何看待萬事，
而不只僅存在我與宗教之間。我不能在
教會展露信心，卻在世界行事不忠。

 信心是我全部生命方向的總結，
即使我還沒有抵達神所造的城。如同
尤金‧畢德生牧師(Eugene Peterson)
說的：是「對神和祂道路的那種恆久
順服」。

0 5

朝鮮獨特的世界觀

Photo by stephan on flickr

小學裡的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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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國家的教育體系可能是塑造

人們世界觀的最重要因素。朝鮮提供

12年強制教育(5～16歲)，但約70%
的人較早接受教育(於幼兒園)，約有

10～15%的人會繼續升學進入學院或

大學。大多數人在17歲時服兵役，但

對於那些在大學就讀的人來說，升學

就是他們的「兵役」。或許這就是他

們進入大學的原因：為了幫助國家繁

榮，而非為了個人的興趣或志向。

 偉大領袖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畫

像俯視着每一間教室。因此，教育是

在領袖的注視下進行。學生們被教導

要尊重這些畫像，並根據領導人的教

導來定位自己的生活。各級學校都花

上大部分時間(也許多達三分之一)，

進行社會研究和思想教育。朝鮮公民

定期閱讀黨報《勞動新聞》，甚至連

小孩子也學習閱讀專為他們編寫的黨

報。即使在數學、語言、歷史和地理

等其他學科中，所涉及的內容和考

題，往往也包含着思想教育。

 《聖經》告訴父母應該教導他們

的孩子，就是成年人也要謹記小時候

學過的東西。當朝鮮的孩子們學習如

何成為有責任心的成年人時，願上帝

賜福他們。

天父，盼望有一天，朝鮮的家庭教育、

社會教育及環境氛圍，能引人走向主的

道路、真理和生命中。願福音早日得着

這個群體，使他們發自真誠地效忠於天

國大君王。求祢憐憫朝鮮人民少有聽聞福

音的自由，我們呼求祢介入教育體系及學

生的求學生涯中，使他們有機會接受福音

思想的啟發。願去到國外求學、進修或參

訪的朝鮮人，不只開闊視野，也得着思想

被福音真理挑戰與更新的機會，因此歸信

基督。我們也祝福在朝鮮的外國基督徒在

這國土作光作鹽，引領朝鮮人認識祢！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因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設計所建造的。	
(來11:10)

 現在我們明白了亞伯拉罕為什
麼成為信心之父，因為信心描繪了他
整個生命導向的特質，即使跌倒，他
依然一直走在朝向神的城的道上。他
的信心不是倚靠個人感覺，而是基於
他對神的順服。他一遍又一遍地示範
了他的生命導向，因此他是我們的模
範。雖然他在地上沒有抵達神的城，
卻始終知道自己的方向，並按之而
行。

 請不要將這想像成任何形式的
律法主義（以工作賺取功績或賺取救
恩）。我們說的是人信心的示範，而
非神向我們示範祂的信實。恩賜是神
信實的結果；我的信心是回應神的恩
典，而我們表白信心的途徑，就是為
神所造的城付出努力。

 我們在工作、行為、思想、行事、
言語和生活上，都要心懷祂的國度，那
就是信心了！雖然我們還沒有看見，但
我們曉得那是真實的；在我們還沒看見
它完全實現時，就已經活在「當中」。

 所以，今天的問題是：追求神的
國是你生命的方向嗎？

0 6
朝鮮

世界觀形塑的教育

Photo by Thomas Evans on Unsplash

平壤的一群孩子在壁畫前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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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準備吃午飯時，周圍一

切都靜了下來。街上的嘈雜聲突然消

失了。我們向外望去，看到當地的朝

鮮人民正低着頭、排着隊，面向着國

旗。大約有幾分鐘之久，整座城市沒

有發出一點聲音。」

 12月17日是前任領導人金正日的

逝世紀念日(1994～2011年在位)。多

年來，朝鮮人民仍然向這位領導人表

達敬意。另一個盛大的慶祝活動則是

在4月15日，這天是朝鮮開國元勛金

日成的生日(1948～1994年在位)。

 許多朝鮮人民仍然對前領導者充

滿着愛和忠誠。儘管他們被這些領導

人的照片、雕像、別針，以及各樣不

間斷的提醒所包圍，但他們的內心仍

然有一處空白，唯有至高神才能夠填

滿。

天父，祢是萬民的創造主，即使是死亡，都不能叫朝鮮人民與祢在基督耶穌裡的

愛隔絕。我們祈求朝鮮人民透過神兒子耶穌基督的信仰，知道祢的存在並明白祢的

愛。禱告朝鮮人民能夠認識永活的三一真神，脫離偶像崇拜的虛妄，而尊崇基督為

萬王之王。祈願朝鮮基督徒們能夠成為國家的好公民，為國家和執政掌權者守望禱

告。願耶穌的跟隨者，作為燈臺上的光，照亮許多人家，使人渴慕得着神國度子民

的身分。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們中間最大的，必作你們的
僕人。(太23:11)

 耶穌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拉比，

但祂沒有顯赫的名聲。認識這一點，

將有助我們明白自己在神國度裡如何

服事。

 神呼召那些認為自己沒有資格，

寧可不要當領袖的人(例如曠野的摩

西)。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唯

一的用處，就是徹底仰賴神的恩典。

至於那些充滿當領袖欲望的人，要小

心「自我」會把所有都埋葬掉。

 拉比教導：「那些以為得着權柄

的，就被權柄埋葬了。」爭奪權力來

控制別人是不敬虔的記號，會嚴重危

害屬靈的敏感度。

 耶穌以簡單的一句話來擴充拉比

們的教導：「『最大的』將要成為眾

人的僕人。」希臘文是megas。神國

度裡的那些巨人和超級英雄，在我們

當中是最小的 他甘願位於低處來

抬高別人。

 然 而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 我 們 不

斷 承 受 着 「 想讓自己被看見」的誘

惑，希望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有時

我們想起這是不對的，轉而把榮耀歸

給神，承認是神幫助了我們；然而內

心深處還是留戀着被人看見、稱讚的

美好感覺。小心吶！不要讓這些成為

我們工作、服事的驅動力！

0 7

懷念前任的領導人

Photo by J.A. de Roo on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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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鮮第三任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元
帥(Marshal Kim Jong-Un)於2011年
12月（父親金正日逝世後）接掌朝
鮮。當時他只有28歲左右。他已婚，
據信有3個孩子。

 國家媒體熱衷地強調他和他祖
父金日成之間的相似之處。他被描繪
成一個平易近人的領袖，經常被拍到
在不同地方與老百姓談笑風生。他的
妻子有時會和他一起公開露面。金正
恩與從未公開發表演講的父親不同，
他經常直接向民眾發表致辭，最引人
注目的是他在電視上所發表的新年致
辭，他總結了前一年的成就，並為新
的一年定下展望。

 起初，金正恩專注於確保自己的
地位和國家的穩定，而發展核子武器
和導彈技術。當他感覺國家借着這些
方式獲得保障後，便開始參與國際事
務。2018年，他多次出訪海外，實現
了長期以來的目標──與美國總統舉
行峰會，也達成了幾次南北峰會。他
現在的願望是借着科學和教育，改善
國家的經濟狀況。

天父，聖經教導我們「首先要為人人祈求、禱告、代求、感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

的，也要如此，使我們能夠敬虔端正地過平穩寧靜的生活」。我們為朝鮮領袖金正

恩與其幕僚顧問禱告，相信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求主使

他們有智慧做出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福祉的決策；即便他們還不認識祢，但求祢以慈

愛純全的心意，來感動領袖們的決定能對齊祢的旨意。讓金正恩明白，敬畏耶和華

是智慧的開端、祢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而謙卑地承認祢才是萬主之主，甘願成為

祢忠心的僕人來服事朝鮮百姓。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你們中間最大的，必作你們的
僕人。(太23:11)

 耶穌的教導很清楚，僕人是退居

幕後的人，他們不求明燈照耀，願意

隱姓埋名、安靜地處理神國的工作，

因為他們知道神的恩典是他們唯一的

能力來源。如同神的手隱密地在人類

歷史中工作，以成就祂的旨意；祂的

子女也保持隱藏，替祂傳達權能。

 偶爾，神把一位不願意當領袖的

人提升到顯著的領導位置，那領袖還

是繼續保持僕人的心態，因為他已經

花了四十年的歲月在曠野照料那些笨

笨的羊群。神使用人，靠的不是那人

的履歷表，而是揀選那些謙卑，看起

來毫不起眼的人。

 保羅懇求我們避開世界的其中

一個系統，就是對名聲的欲求。耶穌

也抵擋了魔鬼提出的交換條件和好

處 「事奉我，我就把這些國度給

你。」今天，牠也給每個跟隨耶穌的

人相似的承諾及成功捷徑。

 我們不妨靜下來檢視內心：我

渴望名聲嗎？我願在無人看見之處默

默耕耘嗎？記得，通往偉人的途徑，

就是在不為人知時仍謙卑、忠心地服

事，你正在朝這方向前進嗎？

0 8

現任的領導人

Photo by 李季霖 on flickr



100

 6 月   日  星期五

100

天父，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

人。」相信祢也盼望朝鮮孩子們能夠圍繞在祢身邊。祈求祢保守孩子們不受到攔阻，

可以來到主面前，在父、子、聖靈豐沛的愛中成長，並聆聽、思想祢的話語和教訓，

讓你的話語成為他們行事為人、所思所想的根基。求祢在朝鮮孩子們的成長及學習

中，向他們打開一扇人們不能禁止的真理之門，使他們接觸福音故事、真理的話語。

祝福基督徒家長殷勤不倦地將信仰教導給孩子們，使孩子在真道中成長，在同儕中成

為福音使者。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0 9
朝鮮

殷勤訓練孩童

 在 朝 鮮 ， 孩 子 一 出 生 ， 就 得

到他們的社會地位或「出身成分」

(Songbun，或稱階級成分)。他們從

父親那裡繼承了這種「出身成分」，

決定了他們是屬於「忠誠派、搖擺

派，還是懷有敵意的」。這也決定了

他們長大後會有什麼機遇，如上什麼

大學、從事什麼職業，以及能否成為

勞動黨黨員等。

 朝鮮孩子們從5歲開始上學，接

受12年的免費教育，並且從小就學

習國家的「意識形態」。除了普通科

目，如數學和文學，孩子們還必須學

習有關金氏家族的生活和歷史、朝鮮

半島戰爭，以及美國、日本、韓國這

些國家敵人。(註：他們視韓國是走錯

路的弟兄，並非完全是敵人。)

 孩子們從10歲起就會加入朝鮮少

年團(Korean Chil drens Union)，該

會主要舉辦志工活動和政治會議等課

外活動。他們通常將課餘時間花在興

趣社團上，在那裡進行運動或音樂演

練，這也促成了他們美好的音樂表演

或優秀的體育成就。

 與此同時，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

的孩子一樣，朝鮮孩子有時會和父母

去遊樂園，或和朋友玩耍，父母也會

給他們買玩具。

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人，也
不是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穌基
督和那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父
神)。(加1:1)

 當我們曉得不把「使徒」看成
是猶太成年男人獨有的分類，就能幫
助我們看見，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是使
者，是被耶穌選為祂在世上的代表。
我們可能不是列在那群稱為「使徒」
的人當中，但我們仍然是「被差派出
去的那些人」。

 耶穌早期的事工，我們沒有在
現場，我們像保羅一樣是後來的人；
當然，保羅有遇見復活的基督，他就
有資格成為被選中的一群。然而，我
想正如彼得、雅各和約翰般，保羅有
他扮演的角色，我們也和他們一樣，
都同樣奉差遣、受召、被差派出去。
巴拿巴也沒有具備那十二位使徒的
條件，但他也被差派出去。基督徒未
必都被稱為使徒，但在生活中，你我
都是奉差遣的使者。了解這個身分，
你將如何對待身邊的人？看待周遭的
關係？你的責任與使命是什麼呢？今
天，記錄下你的期許、你想要展開的
行動，並開始在生活中提醒自己活在
地上的身分 奉差遣的人。

Photo by Roman Harak on flickr

孩童在小學就會加入朝鮮少年團，組織成員約7～13歲，以紅領
巾作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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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是明天的希望。正如其

他國家一樣，朝鮮年輕一代的成長環

境，與他們的父母非常不同。出生在

二十一世紀的兒童和大部分年輕人，

他們的願景和抱負深受近代科技和世

界局勢的影響。朝鮮和韓國的領導人

分別於2000年、2007年、2018年進

行過會晤，期待雙方的會談能對兩國

的未來產生正面影響。

 為了朝鮮文化的承傳，教育仍

然受到高度重視，學生們努力做到最

好。最優秀的學生志在考上該國的頂

尖大學 金日成大學；其他具有長

才的學生也可以進入專業大學，如外

國語言大學或平壤科技大學(該大學使

用英語授課，並有許多國際講師)。一

些學生甚至有機會到海外攻讀碩士或

博士學位。學生們都希望能學習到有

助於朝鮮在二十一世紀發展的技能。

天父，祢吸引朝鮮的年輕世代被祢的聖言，或被屬神兒女的見證所觸摸，使他們在

追求人生的目標中，看見一扇不一樣的天國之門 充滿盼望、真理、喜樂、平安和

愛。祢吸引他們的心得真理的啟發，切慕來跟隨基督。願他們生命被更新，在主裡成

為新造的人，將年輕的生命獻給主，預備自己成為合用的器皿，尋求主的心意來祝褔

及服事朝鮮百姓。祈求祢為在海外學習的朝鮮學生，打開福音的門，差派許多基督徒

來得着他們的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人，也
不是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穌基
督和那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父
神)。(加1:1)

 我們的主和救主看見我們內在

那些自己無法看見的部分。祂在逼迫

基督徒的掃羅身上，看見了偉大的宣

教士保羅；祂從性急而狂妄的西門身

上，看見了偉大的教會領袖彼得；同

樣的，祂也從這破碎而卑微的你我身

上，看見了一些東西 神看見了你

和我將會為祂成就的一切！

 現在我們可能窺見少許，但當

我們越學習順服，並讓神來使用，就

會越來越清晰。如今我們通過模糊的

鏡子看見模糊的自己 尚需很多修

煉。儘管現在我們看來似乎不濟，但

主卻發現了我們內在珍貴之處，所以

祂願意賜給我們新生命，好讓我們得

着這一切。

 認識這一點是很美妙的事。有

一天，我們每個人都需要認識自己靈

魂的深處。那些我們自覺無法成就召

命的日子；看見自己的路途還很遙遠

的日子；身為神的代表，卻被排山倒

海的責任壓倒的日子……就在那些日

子，我們當記得，召我們的神曉得要

把我們帶到哪裡。讚美神，頌揚祂的

聖名！

1 0

新世代新機會

Photo by 李季霖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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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朝鮮是個十分敬重長者的民族，箴言說：「在白髮的人面前，你要站起來；要

尊敬老人，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華。」求主耶穌也讓我們的生活實踐聖經中尊

榮長者的吩咐。祈求祢使基督徒們看見朝鮮老年人的需要，愛他們的靈魂，為他們禱

告，也透過長者健康服務，打開福音的門。甚願每位朝鮮長者在離開地上的帳棚之

前，能夠聽到基督的話語、知道耶穌為他們預備了永恆的居所，便借着耶穌這個道

路、真理、生命，到父那裡去，也引領他們的子孫來敬畏祢。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白髮象徵着智慧和經驗。如果

我們有機會與一位80歲的朝鮮女士交

談，她將娓娓道來朝鮮的歷史以及社

會、經濟、政治的各種變化。她甚至曾

聽過基督充滿愛和憐憫的救恩信息。

 尊敬老年人早已根植於朝鮮的文

化中。孝道與朝鮮家庭緊密相連。有個

朝鮮人被問到：「你如何看待你們國家

的老年人？」這人回答說：「我們國家

會邀請百歲長者參加在白頭山(Paektu 

Mountain)舉行的國宴。」變老似乎是

全家人的榮耀。事實上，大部分受訪

者的祖父母都活到七十歲左右。

 在朝鮮，人口老齡化在過去十

年間加速。平均壽命從64歲增加到

71.9歲(世衛組織數據，2018)。報導

稱，2014年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

14%。然而，人口老齡化對朝鮮來說

似乎是一個負擔，因為該國持續缺乏糧

食和基本服務(聯合國報告，2018)。大

多數的公共衛生機構缺乏為老年人，

特別是慢性病患者和身障人士提供特

殊的護理支援。

 在服務這群不斷擴大的老年群體

的同時，向他們表達耶穌的愛是件更

為迫切的事。他們很快就要離開地上

的家了，他們能得到上帝所應許並為

我們預備的「天家」嗎？

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人，也
不是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穌基
督和那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父
神)。(加1:1)

 這字暗示我們，每個人在基督

的身體都有當扮演的角色。我們為了

彼此而存在 我無法辦你辦得到的

事；你也無法做我該做的事。然而我

們一起，就能夠成就耶穌在我們裡面

所看見的東西。

 在被造和奉差遣的群體中，沒

有次等的公民，我們地位平等，都是

主的大使。這樣，我們就如同保羅或

任何其他偉大的使徒，存在我們之間

唯一的差別，是工作，而不是地位。

在神的國度中沒有高低的階位，只有

順服於君王的同胞和公民。我們能夠

享受於彼此欣賞、互相鼓勵、讚美對

方，因為我們需要同舟共濟。

 Apostolos(使者)，聽起來不錯

吧？受召、奉命、被差派出去，是

我，也是你！耶穌呼召和委任，教會

就通過差派人出去與神同工。

 一個健康的教會不會只把人聚集

起來，而是不斷將那些裝備好的人差

遣出去。而且軍人忍受艱難的訓練，

是為了奉差遣上陣，如果沒有被差遣

的目標，很快就會失去操兵練槍的意

義和動力，而成為一灘封閉的死水。

1 1
朝鮮

老人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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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保羅說：「你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就如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

年，叫人們飲食飽足、滿心喜樂。」願朝鮮農民在氣候災害、農作物歉收的處境中，

知道祢掌管萬有的權能，能夠尋求祢這位創造土地和菜蔬的上帝，並謹守遵行祢的教

導，經歷祢春雨秋雨的賜福；願「耕種的要存着指望去耕種；收割的也要存着分享穀

物的指望去收割。」我們也感謝父神，農民被允許保留更多的農作物，並親自監督其

中的一些分配，祈禱新制度能在全國推行，激勵許多辛苦耕耘的農戶家庭。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1 2

共享收成制度起步中 耶穌就對他們說：「來跟從
我……	」(太4:19)

 雖然這段得人漁夫的經文章節常

被引用，但裡面卻隱含了幾個一般沒

有被發現的寶藏。只要仔細地查看，

就能看出神的傳福音遊戲了。

 首先，這裡使用的希臘文是兩個

字：deute opiso。按字面就是「來

跟從我」。所以，神傳福音的第一個

遊戲是 跟從領袖。你的腳步跟在

我走過的地方；你要走出生活的思維

地雷區，要踩我的軌跡；你要體驗到

神所計畫的祝福，就要走我跋涉的路

徑。

 要留意，神玩的不是抓人遊戲。

那種遊戲是我奔向你、一碰你就跑

開，並且喊着說：「你中了！」目的

就是把「角色責任」丟給你，讓你負

責，然後我就跑開，遠遠地甩開你。

這遊戲讓我想起某種傳福音的方式，

就是把福音傳給人，要他們為自己的

生活負責，卻沒有給他們一步一步的

指南。

 然而，邀請某人跟在我後面，那

是多麼不同呀！我必須要願意走在前

面，然後我必須標明該走的路，使人

能夠跟上。耶穌就是用這種方式召祂

的門徒，門訓他們的。

 農民是朝鮮的一個重要群體。

農民和從事農業的人約占朝鮮人口的

35%。他們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因為他們養活了這個國家的大部分人

民。

 2014年至2017年間，政府開始在

農業上實施不同的制度。以前，所有

生產出來的農作物都必須交給國家，

然後由國家分配給人民。現在，在一

些地區，政府已經開始實行「農田責

任制」(Fie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工作小組由15～20人組成，比過往

的組還要小。他們將所得的7成交給國

家，餘下的3成按着工人的工作日數，

在小組中自由分配。這促進了組長

的作用，也對農民帶來激勵(《NK新 

聞》，2018)。

 有了這個制度，農民在田間自然

加倍努力工作，因為他們知道可以掌

握部分農產品的自由分配。這個制度

並不是全國通行，並且仍具有它自身

的問題；但卻可以鼓勵農民，增加農

作物產量。在鼓勵農業團體合作的同

時，朝鮮似乎也致力保持社會主義的

農業經營方式。

 聖經認同農民需要分享收成。願

主鼓勵朝鮮的農民，使他們對自己的

工作感到自豪，並把工作做好，造福

他們國家的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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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營商開放

 世界各地商業活動頻繁，在朝鮮

也不例外。上帝可以使用商業活動來

打開這個看似封閉的國家，並引導其

與國際社會接軌。

 朝鮮領導人看到前共產主義國

家，如中國、越南及東歐國家等，向

外國企業開放經濟。這些國家成功的

經濟發展，遠遠超過了朝鮮僅憑己力

所能夠取得的成就。因此，為了促進

朝鮮的經濟發展，政府於1991年建立

了與中俄接壤的羅先經濟特區(Rason 

Special Economic Zone)，並於2004
年建立了靠近非軍事區的開城工業園

區(Kaesong Industrial Complex)。然

而，在吸引外企投資的同時，朝鮮卻

又嚴密地監管和施行約束性的政策，

兩者間的張力導致未能發揮彼此合作

的效果。另外，地緣政治因素和其他

非商業困難，也嚴重阻礙了成效。

 在朝鮮，外國公司可以採取合

資經營模式（通常是與政府合資）或

是獨資經營模式。前者的所有權、管

理決策權和損益，都必須由合資夥伴

共同承擔；而後者則由外國投資者承

擔全部的所有權、管理和損益責任。

在朝鮮境內經營，無論是合資還是獨

資，都必須在朝鮮制度的嚴格框架下

運作。

天父，讚美祢能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讓朝鮮獨裁領導人終願意適度開放外

國企業進駐。求神感動有營商宣教使命的外國商人，來敲朝鮮福音的門，願他們的公

司，得以向朝鮮員工傳揚合乎聖經真理的價值；也祈求祢賜福營商宣教士在朝鮮領導

人面前有恩寵美名，使他們獲得信任，贏得更多發展的自由。父啊！雖然近年因着疫

情與俄烏戰爭，攔阻了朝鮮邊境的開放，我們依然等候祢以大能開展新的機會，使外

企能為朝鮮製造更多就業機會，與福音接觸的管道！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穌就對他們說：「來跟從
我……	」(太4:19)

 deute opiso還藏着一個非常希伯
來的遊戲，稱為「西門說」註。這遊
戲的目的是讓每個跟隨者聽到領袖的
指示，便照着去做。「西門說觸碰你
的鼻子。」你就觸碰你的鼻子。若一
道指令沒有冠上「西門說」，大家就
不能做出該指令。

 這個遊戲讓人學習單單聆聽和遵
從領袖的指示，是何等美好的傳福音
「遊戲」 我不單要跟隨領袖的腳
步，還要聽他的聲音，單單行他所命

令的。希伯來文化稱之為 門徒栽
培。  

 兩種遊戲都有共通處，那就是
在領袖和跟隨者之間存在着直接、立
即和持續的關係。我們期待跟隨者仔
細地查看領袖的每個行動、仔細地聆
聽領袖的每一句話，並且跟隨到底。
換句話說，符合聖經真理的傳福音，
是採取「效法我」的生活原則。我效
法你、你效法提摩太、提摩太效法保
羅、保羅效法耶穌。我們走一樣的道
路、做同樣的事。我們都是跟隨者，
而我們最大的榜樣和老師就是耶穌。
但祂已復活升天了，我如何像門徒那
樣看見祂、效法祂？去聖經裡頭找
吧！如剛剛所說的，仔細地查看祂的
每個行動、仔細地聆聽/了解祂每一句
話，並且跟隨到底。

編註：華人也有相似的遊戲，稱「老師說」。

1 3
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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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

 朝鮮政府只有一位中央領導人，

然而這個國家還有其他許多重要的領

導人，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金正恩

的妹妹金與正(Kim Yo-Jong)。她被民

眾正式選為最高人民會議代表，並在

朝鮮勞動黨擔任職務，經常非正式地

在許多方面幫助她的哥哥。

 李英浩(Ri Yong-Ho)是外交部

長。金英哲(Kim Yong-Chol)則是一

名與勞動黨並軍方有聯繫的領導人，

與金正恩及其家人有着長期關係。另

一位重要的領導人是黃炳誓(Hwang 

Pyong-So)，曾在金正恩接班過程中

發揮重要作用，在2018年間有3個月

未曾公開露面，現在又回到了公共領

導層。崔龍海(Choe Ryong-Hae)是金

正恩的得力助手，在黨內、政界和軍

方都有巨大影響力。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政

府領導人，但他們都有可能很快被換

掉，包括以上所提到的人也可能被更

替。留意國際新聞，是知悉朝鮮領導

層人事變動的最好方法。

 所有政府領導人都是朝鮮政府和

國家的一員，他們的一舉一動直接影響

所在的領域和地區。禱告他們能做出明

智而正確的選擇，並為人民服務。

註：以上資料更新于2020年7月，如有變動請依
朝鮮政府人事命令為準。

天父，祝福朝鮮的這些領導人能做出明智而正確的決定，為朝鮮的人民服務，求祢

使用他們，成為使祢的旨意行在朝鮮如同行在天上的器皿。我們同心為朝鮮領導人

的得救懇求，無論是金與正、黃炳誓、崔龍海，還是其他政府領導人，願聖靈柔軟

他們的心，除去他們長年被主體思想與自身利益和恐懼控制的捆綁，願他們領受救

恩、尊祢為大。這些掌權者是祢所立的，祢的權柄高過他們，願祢賜下敬畏神的謙

卑之心，使他們可以得着救恩之樂；即或不然，願祢的權柄也按公義和慈愛管教他

們，好恩待朝鮮百姓！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1 4

其他政府領導人

耶穌就對他們說：「來跟從
我……	」(太4:19)

 承前一日，還有一樣東西藏在這

節經文的翻譯背後。真正的希臘原文

沒有用「……他曾對他們說過」，而

是用「……他對他們說」。這節經文

使用現在時態的動詞，是語言上強調 

「當前」的手法，表達這場面現在正

在發生，就在你的面前！

 這是你傳福音的風格嗎？你在跟

隨着某個人，同時也在帶領着某個人

嗎？你是否邀請某個人注意你的一舉

一動，然後效法你呢？我們的生命是

否是值得別人效法的榜樣呢？還是你

傳福音不過像昨天提到的「西門說」

遊戲，只是為了要成功得到一個人而

已？

 教會有時抱怨會眾的生命缺乏轉

變，但也許會眾不過是在效法他們眼

睛實際所看見的一切。

Photo by 李季霖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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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的教會

 十九世紀80年代，福音傳到了朝
鮮，教會被建立。朝鮮政府聲稱該國
憲法規定人民有宗教自由，允許建宗
教建築和進行宗教儀式。然而，事實
上朝鮮人民並沒有宗教自由。

 平壤有 4間教堂：兩間新教教
堂，一間天主教堂，還有一間東正教
教堂。金日成的父母是長老會信徒，
其中一間新教教堂，是金日成為了紀
念他的母親而建造的。

 由於朝鮮是獨立的，因此不受任
何外部勢力控制，他們的天主教堂不
會正式成為羅馬天主教的一分子。朝
鮮的東正教堂始建於2006年，與俄羅
斯東正教會有關連，是在金正日的領
導下建成的。在新教教堂裡，禮拜者
被允許可以在禮拜期間使用聖經，但
不能把它帶走，必須留在教堂內。

 2018年12月韓國和朝鮮會談後，
韓國基督教聯合會(Korean Christian 
Federation)領袖之一，也是平壤的新
教肢體說：「我們祈禱和平之星引導
每一步，在朝鮮半島形成和解的情
緒，不被撒但的追隨者攪亂。」(《韓
國時報》，2018年12月31日)

 上帝的道和耶穌基督的福音有在
這些教會中傳揚嗎？牧師和會眾都擁
有聖經嗎？祈願上帝的話語能在這些
地方被教導，吸引慕道朋友以及所有
參加聚會的人，來到永生神的面前。

天父，讚美祢在地上設立教會，使教會做祢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我們

深信祢也能充滿朝鮮的每間教會，無論是官方認證的，或是隱藏的地下教會，祢必與

誠心求告祢的人相近。主啊！也請記念金日成父母、祖輩與祢所立的約，帶領金氏家

族重返祢的約中，挽回他們的心。求祢保護朝鮮所有奉祢名聚集的真心敬拜者，在家

中、職場、學校、城鄉，甚至在監獄及勞改所，願認識耶和華的知識充滿朝鮮的每個

角落；願祢保守實體/口語聖經、福音廣播得以借着特殊管道被朝鮮人取得。願祢可

稱頌的名仍在此地被記念與傳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照樣，聖靈也在我們的軟弱上
幫助我們。原來我們不曉得
應當怎樣禱告，但聖靈親自用
不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
求。(羅8:26)

 經文的希臘片語沒有使用pos 
(how，如何)這字。按字面，保羅是

說：「原來我們本不曉得當禱告些什 

麼。」故此，應當翻譯作「當祈求 

什麼」。

 澳洲神學家利昂‧莫里斯(Leon 

Morris)的註釋是：「然而我們不能
躱在無知這個借口的背後，而放棄禱

告。禱告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既

然我們無法正確地禱告，聖靈就前來

協助我們。」

 我們的有限，不能成為因此就不

禱告的借口。

 希臘文動詞「proseuchomai」，

是新約中禱告所使用的標準用詞，概

括一切禱告的成分。保羅說的不是我

們進入代禱或懇求時缺乏見識，而是

說人的狀況讓我們在禱告的一切層面

中，顯得有心無力。

 若你曾為了與神對話而感覺掙

扎，就知道保羅說的是事實。禱告是

非常困難的。我們不難從經驗中察

覺，沒有了聖靈，自己是何等不足。

1 5
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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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

 在北部，還有一間安靜的教會。

雖然朝鮮信徒不能公開地談論自己

的信仰，但仍有信徒悄悄地跟隨耶穌

基督。一些家庭教會默默地在家敬拜

主，低聲地唱着聖詩；也有一些信徒

在監獄中安靜地敬拜主。

 據 估 計 ， 朝 鮮 有 3 5 萬 名 基 督

徒。一位消息人士稱，當地一名信

徒如此說：「不要為我們禱告，而

是要和我們一起禱告。」

 雖然安靜的教會不顯眼，但我

們憑信心相信它會繼續存在。正如耶

穌教導祂的門徒，信徒需要通過他們

的善行，以及如何對待彼此和周圍的

人，來表明他們對上主的信心(太5:14-

16)。有一天，當城牆倒塌的時候，我

們會驚訝地發現當地門徒對主完全的

信心和委身。

天父，我們憑信心為朝鮮低調的教會禱告，期盼它們能被聖靈和真理堅固，成長為更

具深度、更有生命力、更有影響力的教會。願基督徒們的善行和關懷行動，叫眾人看

見與眾不同的屬靈好果子，把榮耀歸給在天上的父；因為祢說我們是世上的光，城造

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祈求主保護朝鮮信徒，賜下信心、勇氣、智慧，給他們適切機

會向鄰舍見證福音好消息。也祝福宣教士或教牧領袖，為朝鮮發展適合本地處境的門

訓材料及課程，培訓本地福音工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1 6

安靜的教會 照樣，聖靈也在我們的軟弱上
幫助我們。原來我們不曉得
應當怎樣禱告，但聖靈親自用
不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
求。(羅8:26)

 我們確實不曉得當祈求什麼，
因為破碎的我們，又處在破碎的世界
中，是無從知道該禱告些什麼的，除
非神在我們的禱告中顯現，否則我們
只是徒然猜測而已。該怎麼辦呢？也
許認識希伯來人的禱告，對我們會有
所幫助。

 希伯來人的禱告幾乎都以讚美
和頌揚神為焦點。在他們的禱告手冊
《Siddur》中，絕大部分的禱告充滿
着對神的名、神的工作、神的信實的
讚美，全是關於神的偉大、君尊和威
嚴，似乎沒有太過在意人的需要和懇
求。

 他們的禱告一開始便承認自己與
神之間有那不可逾越的巨大鴻溝；對
人無能的這個問題沒有太大的掙扎。

 還有，《Siddur》中記載的祈
求，是把人的需要帶到宇宙的君王面
前，其態度往往集中在求告者內心的
轉變，以便能滿足神至高的旨意。換
句話說，他們祈求的不是人想要神做
的事，而是把自己轉變成能接納神旨
意的人，使自己的心意與主一致！

 明白這點後，我們是否該改變自
己禱告的態度了呢？

Photo by Roman Harak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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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的教會

 在朝鮮，有許多基督的門徒因信
仰而受苦。有消息指出，可能有5萬
名信徒被關押在監獄或勞改營中。有
時他們可以在監獄裡互相鼓勵，但有
些人被隔離，不能與任何人交流。

 朝鮮的基督徒認識到他們必須為
着與基督同行而受苦，有些人寫下了
以下的信仰告白：

基督勇士的行為準則

1. 相信耶穌的人會受到他人的輕視。

2. 相信耶穌的人會經歷苦難。

3. 在你學會接受讚美之前，先學會接
受侮辱！

4. 相信耶穌的人會抹去人的眼淚，也
會抹去彼此的眼淚，他們必須成為
所有受苦之人的安慰者。

5. 愛能培育他人的愛，我們必須用耶
穌的愛去愛其他人，然後他們就會
成為耶穌的跟隨者。

6. 首先，我們必須按照聖經來生活，
以此作為我們的量尺(《詩歌集》， 
2007)。

 一些當地的信徒請求外面的基督
徒和他們一起禱告，祈求他們能夠得
到保護、力量和堅忍。當他們知道在
開放世界有門徒為他們禱告，會使他
們得到鼓勵。

天父，朝鮮長期列在信徒受逼迫的排行榜

上；祢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願朝鮮

信徒們常常從聖經的話語得着安慰和力

量，並知道基督與朝鮮受苦的門徒同在。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

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

盼望，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上帝的愛，

已借着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在我們

心裡。」但願祢給獄中的基督徒恩典，如

同約瑟在獄長面前蒙恩，又像保羅和西拉

在監禁中仍讚美敬拜神，無論在哪裡都能

領人歸主，成為照明黑暗的光。也願朝鮮

政府對基督教改觀，更多地開放信任基督

徒，給予他們信仰的自由。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照樣，聖靈也在我們的軟弱上
幫助我們。原來我們不曉得
應當怎樣禱告，但聖靈親自用
不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
求。(羅8:26)

 我要坦白承認，自已並不曉得
當禱告些什麼。我常常會因為沒法在
所面對的情況中，看到有什麼出路，
就索性不禱告；當我不曉得要做什麼
時，也就不懂得要求什麼，這時就干
脆什麼也不求。但是，這是一個可怕
的、破壞性的錯誤，而且顯出我的狂
妄 我是誰？我怎麼知道問題不能
透過禱告得到解決呢？

 當然，解決的方法不可能是求
神用我的方法來幫助我，因為我就是
沒有解決的方案啊！所以，在毫無答
案和出路的情況下，我唯有向神傾訴
我的感受和掙扎。當我這樣做時，就
是向聖靈敞開了大門，來到天父面前
說：「父啊，我不曉得應當禱告些什
麼，但我曉得祢是誰。求祢按祢的旨
意來塑造我的心，這就夠了。」

1 7
朝鮮

Photo by Roman Harak on flickr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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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先生是朝鮮的一名工人，週一

一早就到公司向老闆求情，他需要保

住他的工作。前一週，他犯了職業生

涯中最大的錯誤，任何一間公司都會

因為這個錯誤把他解雇。

 耶穌遇見許多需要寬恕的人，

祂沒有迴避罪人，也沒有以接觸他們

為恥。祂和他們一起生活、吃飯、喝

酒。祂住在他們中間並服事他們。有

一次，耶穌和好些受人尊敬的人同席

吃飯，有一位婦人前來，用眼淚洗祂

的腳，用嘴連連親祂的腳，並把香膏

抹在祂的腳上。耶穌對那女人說： 

「妳的罪赦了，妳的信救了妳，平平

安安地去吧。」

 最終，C先生得到了老闆的寬

恕，就像那個女人得到了耶穌的寬恕

一樣。

天父，祢獨生兒子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願祢為宣教

士、生活在朝鮮人民當中的基督徒打開福音的門；請給他們機會向朝鮮百姓或C先生
這樣的人，活出祢的寬恕、謙卑，和對祢的信靠。懇求聖靈在基督跟隨者心中，加添

對人的愛心、關心，在行動上向周邊的人彰顯神的憐憫。感謝主，有一些基督徒到朝

鮮設立公司，願這些基督徒雇主在適當時候，彰顯出上帝的愛，讓本地雇員感受到這

些公司的不同，而被他們所事奉的上帝吸引。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1 8

活出好見證的追隨者 照樣，聖靈也在我們的軟弱上
幫助我們。原來我們不曉得
應當怎樣禱告，但聖靈親自用
不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
求。(羅8:26)	

 神囑咐我們要禱告，意思就是不
管我們情況或感覺如何，都必須要禱
告。

 當我們沮喪、低落時，禱告生
活就很容易變得毫無紀律；當我們心
情糟的時候，很自然地就會不想禱
告、停止禱告。然而，禱告不是跟着
自我感覺走，不是取決於有沒有想要
禱告的心情，而是要把事情帶到神的
面前，向祂傾心吐意。如果我們平常
沒有建立禱告的習慣，當心情受影響
時，「不想禱告」的情緒，常讓我們
遲遲不想來到神的面前。

 然 而 ， 希 伯 來 人 的 禱 告 手 冊
《Siddur》所記載的禱詞，說明了
我們需要有紀律的禱告生活！它教導
人要為一天中每個事件來禱告。也許
是因為拉比曉得，我們很快會因為生
命的喧囂和嘈雜而看不見神，所以他
們就立下這訓練的過程，提醒我們要
不停地與造物主談天。

 連使徒保羅也說：「要不住地禱
告。」把禱告看為一份責任，而非只
是單單一份渴望，可能會對我們的禱
告生活有所幫助。為了養成來到神面
前禱告的習慣，我們應該做出什麼努
力或改變呢？

Photo by Social Income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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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樣，聖靈也在我們的軟弱上
幫助我們。原來我們不曉得
應當怎樣禱告，但聖靈親自用
不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
求。(羅8:26)	

 有些時候，禱告不過就是「沉默
的痛苦」；有時候，心疼難言；有時
候，只有淚水。然而，神依然聽見了
我們心碎和流淚的聲音。

 當我們的禱告深入靈魂深處，就
會發現自己進入了荒蕪之地，在這地
方只有情緒的號叫和哀哼。也許這真
是身處破碎世界中的受造物，所能夠
有的禱告內容。

 曾經，人和神在伊甸園內談天，
那時的禱告是甜美、開放的；然而，
世界變了。

 很多時候，「atsav」這份心靈的
苦楚沒有其他字眼能形容。這字不只
表示我們耕種土地的勞苦，以及生兒
育女的試煉，也成了我們與靈魂最偉
大的愛人談天的特質。

 知道神明白我們的感受，對我們
是否有幫助？有時候，是的。但有時
那些深刻的孤單經歷，讓我們即使在
神滿有恩慈的寵愛中，知道祂關愛我
們，我們不會被祂的愛拒絕，但還是
會處在瀕臨失落的邊緣，會被孤單壓
得透不過氣來。在那種時刻，我們可
能就只剩下靈裡的呻吟了。

 但你要知道，神都聽見，並感
受到我們的心情。我們在祂面前的靜
默、聆聽，依然是聖靈動工的領域。

非政府組織：	
屬上帝的人道主義者

 老人舉起杯子，喝下涼水，心滿

意足地說：「啊！」他興奮地告訴鑽

井隊，這是他們第一次在村裡有干淨

的飲用水。打從他年輕的時候，他們

就需要上山帶回飲用水。現在有人來

幫他們鉆井，以後各家庭和當地學校

可以更容易獲得干淨的用水了。

 提供服務的人道主義者，有機

會在朝鮮境內分享基督的愛。非政府

組織獲准進入朝鮮偏遠地區，為人民

提供各種服務和物資。基督徒們正在

贈送食物、干淨用水、衣服、鞋子和

藥品給有需要的人。許多人道主義工

作是由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所進行

的，他們希望透過滿足人們的基本需

求，來與人分享上帝的愛。

天父，感謝祢讓朝鮮政府允許這些人道主義工作在境內開展，其中許多是基督教團

體，祈求祢繼續打開這友好的門，祝福基督徒們透過愛的行動或溫暖言語，持續向人

述說祢的同在。我們求祢為祢的子民打開進入朝鮮的道路，開通更多城市的服務機

會，幫助他們照顧那些有需要的人，借此活在他們當中，成為基督生命的見證人。我

們祈求朝鮮人民知道祢愛他們，就像他們看到祢子民愛的行動一樣。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1 9
朝鮮

Photo by Roman Harak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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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廣播是福音進入朝鮮的其

中一種方式。遠東廣播公司(FEBC)已

經向朝鮮民眾廣播超過六十年。他們

每天在特定的低調時間工作4個小時，

播放解經講道、敬拜和讚美的節目。

 他們有一部關於耶穌基督的「韓

流」戲劇。韓流，字面意思是來自韓

國流行音樂和戲劇的浪潮，已在世界

各地的年輕人當中流行起來。許多朝

鮮的年輕人透過從中國來的USB，非

正式地收聽過這種廣播。

 其中一個節目，由一位來自朝鮮

的主持人慢慢地誦讀經文，讓聽眾能

把它寫下來。由於那是聽眾們所熟悉

的口音，因此該節目非常受歡迎。在

過去的十年裡，遠東廣播公司進行了

一些興建辦公室的計畫。令人驚訝的

是，朝鮮的聽眾知道了這件事后，慎

重地寄來捐款。這是奇蹟！這說明聽

眾十分重視廣播。

 福音電臺節目在信仰上鼓勵安靜

的教會，並幫助聽眾了解真理。

2 0

廣播	 照樣，聖靈也在我們的軟弱上
幫助我們。原來我們不曉得應
當怎樣禱告，但聖靈親自用
不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
求。(羅8:26)	

 保 羅 用 了 兩 個 希 臘 文 用 詞
「stenagmos」和「alaletos」，來表
達情緒上無法言喻的負荷。在破碎的
世界中，真正的禱告舞臺是在一處我
們說不出話的地方。所以，拉比才把
哈拿無聲的禱告，視為禱告的經典。
當我們深深地與內在的不足接上時，
就可能觸碰到神了。神在atsav的世界
中，安靜地運行着祂的旨意。  

 我為以上的想法感到掙扎。雖然
我讀了經文，也明白其道理，卻很難
身歷其境。因為每次當我們靠近軟弱
之處，自然就想往後退縮，回到那個
我們可以自己掌握的地方，那個一切
都可以按我渴望的方式來行的地方。

 「軟弱」是一處我完全無法控
制的地方，周圍的風景盡是冷漠的曠
野，讓人害怕。我是那麼迫切地想要
控制我的生命和情緒。

 多少人因為害怕進入那難以預測
之處，或身處其中慌不擇路、被恐懼
追趕，而無法發現神愛我們，是遠超
越我們所能想像的。

 也許我正處於極大的軟弱或害
怕中，但神啊！求祢幫助我看見，在
曠野無路之處我們將與祢有深刻的相
遇。求祢吸引我向祢靠近，因祢正朝
向我走來。

天父，感謝祢用廣播這個有效的方法，把祢的道傳給朝鮮的門徒和尋求福音的人；求

主使用廣播繼續餵養祢的羊兒、激勵祢的教會。我們相信「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

回，卻要滋潤土地，使地面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吃的有糧」，祢口所出的

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在朝鮮成就祢的旨意，達成祢差它的目的！求祢為

這些廣播節目的策畫及製作，帶來人才與經費的資源、創意和聖靈的感動。祈願更多

人能聽到廣播節目，持續被吸引來尋求祢。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Photo by PxHere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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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樣，聖靈也在我們的軟弱上
幫助我們。原來我們不曉得應
當怎樣禱告，但聖靈親自用
不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
求。(羅8:26)

 沒 有 一 個 禱 告 用 詞 比 這 個

字：alla(但)更為重要。我們雖身處曠

野，但是，神曉得！

 當我們在曠野迷失，感到孤單害

怕時，如同夏甲說的：「我只知道身

在何處，卻不曉得何去何從。」我們

的痛苦把我們放逐到曠野。待在那裡

就只有死路一條，生命會因為缺少靈

裡的更新而枯竭；身體會因為缺乏營

養而衰敗，如同行屍走肉般活着。

 曠野是一個深邃難以信賴的世

界。我們多麼需要聽見神的聲音，而

這簡單的一個字：「但」(alla)，使我

們擁有了盼望。要知道，即便我們舉

目找不到方向，「但」神知道那路，

祂呼喚我們與祂同行。

 不要任憑恐懼驅趕你的腳步，要

靜下心來尋求祂；在這個沒有人可以

住的地方，祂的同在是最奇妙的。

 我們總會行到水窮之處，但曠野

也是恩典臨到的水深之處，我們經歷

與基督同死，也必與基督同復活，得

着唯有神才能賜下的生命。(續)

發展南北對話

 2018年以來，朝鮮和韓國的關係

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同年2月，

韓國總統文在寅邀請了朝鮮運動員參

加冬季奧運會，很多朝鮮運動員都

應邀參加了。朝鮮委員長金正恩的妹

妹也出席了。同年4月，兩國領導人

金正恩與文在寅在非軍事區南側舉行

會晤。9月，還舉行了另一次公開峰

會，由韓國總統訪問平壤。文在寅總

統對朝鮮民眾說：「我們在一起生活

了五千年，分開生活只有七十年。我

鼓勵大家結束敵視，大步邁向統一。

」註1他們聲明將採取具體步驟，減少

軍事衝突。金正恩在2019年的新年

演說中表示，朝鮮和韓國已經開始採

取措施，促進兩國的和平與繁榮。後

來，他提議建立一個統一的朝鮮，允

許南北兩國的兩種制度同時發揮作

用。

 一位平壤市民說，金正恩說的統

一可能會到來。他還表示，如果兩國

政府領導人能更頻繁地會晤，那就太

好了，因為屆時朝鮮的一般民眾可以

訪問韓國。註2

 上帝希望朝鮮和韓國雙方至少能

和平相處。讓我們為朝鮮半島的和平

禱告。

註1：《韓國時報》2018年9月20日
註2：《朝鮮日報》2019年1月11日

天父，以弗所書說：「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借着自己造成

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我們不只禱告朝鮮與韓國兩國和平、和好，我們

更祈禱祢帶領兩國百姓認識祢，與神和好，使遠離神的人，在基督耶穌裡，靠着祂
的血得親近，而在基督的愛中彼此饒恕、彼此相愛、彼此聯絡。禱告奉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2 1
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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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耶和華！2018年以來，朝鮮

和韓國關係取得長足發展。兩國在各

種項目上進行了合作，並就今後的合

作項目進行了討論。2018年，兩國進

行了一些家庭交流，也舉行了一些足

球比賽和跆拳道表演。此外，他們也

打算聯合編纂一本朝鮮語/韓國語字

典，因兩國語言的發展並不相同。一

些衛生保健官員還討論了如何防止傳

染病進入朝鮮半島。2018年末，兩國

的官員一起視察了朝鮮的鐵路，希望

改善朝鮮的公路和鐵路設施。他們還

計畫在2019年初進行一些民間交流。

領導人甚至探討了舉辦傳統朝鮮摔角

比賽的可能性。2019年初，韓國計畫

向朝鮮運送一些藥物。

 我們為這些合作項目感謝上帝。

每當朝鮮和韓國的人民能以和平的

方式聯繫在一起，無論是透過體育、

醫療還是旅遊，他們能看到另一國度

的人民與自己相似。上帝希望人們，

尤其是來自同一民族的人們能和睦相

處。求主幫助兩國的人民也如此行。

天父，感謝祢讓朝鮮與韓國有合作的機會，願這樣的關係促進和平，也使兩國對

彼此有更多認識與尊重。祈願朝鮮和韓國兩邊的人民相遇時，能夠除去心中的

偏見，有更多真誠及敞開心胸的對話。我們祈禱南韓的基督徒能散發出基督的香

氣，在雙方領導人或民間的交流中，行事有主的愛和智慧，傳揚那認識祢而有的

香氣，並成為兩方之間和神與人之間的橋梁，而非築牆者。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2 2

進行南北合作項目 照樣，聖靈也在我們的軟弱上
幫助我們。原來我們不曉得應
當怎樣禱告，但聖靈親自用
不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
求。(羅8:26)

 承前一日，耶穌熟悉曠野，祂花
上極大部分時間在曠野，祂知道神在
那裡，祂願意帶我們到神那裡。耶穌
想要用一些特別好的東西，來取代
我們生命中已經麻痹了的空虛，我
們願意讓祂這麼做嗎？

 曠野是福音故事中非常重要的
部分。我們都想聽得勝、凱旋、醫
治和豐盛的故事，卻不想聽曠野的
教導，因為我們抗拒曠野。

 首先，曠野是野獸出沒的地方，
人不再是世界的主宰；在這裡，人將
誠實面對自身的不足、無法預測及失
去控制的現實。

 其次，曠野是鬼魔之地，魔鬼
會 毫 不 留 情 地 指 出 你 生 命 中 的 脆
弱，使你羞愧，並以此折磨、誘惑
你屈從軟弱或自棄。

 第三、曠野是可悲的悖逆之地，
多少人在其中迷失了方向；多少人離開
神；多少人如同該隱，背負着羞辱永遠
流放自己，或在四圍築牆，忙於自我保
護，卻也把神的光抵擋在硬殼之外。

 最後的光景是，沒有了神的恩
典，漸漸枯竭及死亡，並且不是快速
無痛的死亡，乃是在道德與靈性上
慢慢饑渴而死。

 走在曠野的人一定要知道，若沒
有了嗎哪，沒有了磐石流出的水，任
何人都毫無盼望。

Photo by Micha Brändli on Unsplash 

平壤的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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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和平條約

 2018年，韓國和朝鮮領導人舉

行了兩次公開會晤。該年9月，韓國

總統文在寅在平壤會見了金正恩委員

長。他們制定了一份「平壤宣言」

(Pyongyang Declaration)，其中包括

未來的一些目標。他們討論了各領域

的合作項目，並為兩國的和平、共同

繁榮和最終統一而努力。他們的目標

包括了朝鮮半島的和平條約。

 1953年朝鮮戰爭(又稱韓戰)結束

時，雙方只簽署了停戰協議，是一

份臨時停火協議，戰爭並沒有正式結

束。朝鮮認為美國「帝國主義者」想

要摧毀她，因此非常希望簽署和平條

約，而韓國方面也支持她這一夢想。

中國也表示支持朝鮮半島的和平條

約。2019年1月，美國一位高級官員

表示：「我們不會入侵朝鮮。」註如

果參與朝鮮戰爭的列強都簽署和平條

約，朝鮮便可以緩和對自身安全的擔

憂。

 我們的主是賜平安的上帝，願交

戰的人們得平安。雖然人們渴望政局

平靜，但信徒們更希望看到個人內心

的平安，以及韓國和朝鮮兩國實現和

平。讓我們為朝鮮半島的和平禱告。

註：英國廣播公司，2019年2月1日

天父，聖經說：「看哪，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們也如此為朝

鮮與韓國禱告，雖然他們彼此如此不同，但祈求他們能尊重、接納各自的差異，又能

彼此幫補不足。求主保守國際談判的推動，使相關國家能盡快締結和平條約，堅守和

平的目標，不容惡者或人的血氣、私心，來分裂破壞彼此的關係。祈願南北雙方的百

姓借着耶穌找到平安，並以基督愛的真諦，追求和睦，因着成為與主連結的枝子，在

基督元首的領導下合一。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照樣，聖靈也在我們的軟弱上
幫助我們。原來我們不曉得應
當怎樣禱告，但聖靈親自用
不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
求。(羅8:26)

 神鑑察那些向祂呼求者的內心；
祂找着那些知道自己已絕望透頂的
人；祂聆聽那些將自己交託給祂的人
的禱告。在軟弱和曠野中，我們與世
間的人事物隔絕了，再不會有誘使我
們分心的事，那麼我們就可看見神的
榮耀了。

 以色列人為了免於滅亡而進入
曠野，但在曠野中他們遇見了救恩的
神；耶穌進入曠野與仇敵對峙，但在
曠野祂與天父說話，祂重奪那地賜給
我們。我們可以在曠野中行走，最重
要的力量是倚靠祂的同在與話語。

 我們的禱告也會把我領到曠野，
在曠野的熬煉中，剝去我們虛假的安
全感或表象，正視自己的軟弱不安，
和武裝自我的掌控力；曠野不讓我逃
開自己的羞辱或悖逆，而是逼我到水
窮之處，方能直面生命的問題，看見
自己的缺乏、極限，以及內在的真實
渴求。

 儘管我們知道曠野是能經歷神的地
方，卻仍感到心有餘悸，但求神鑑察我
的心，透過聖靈引領我到祂可安歇的水
邊。我什麼也不能做，只能隨着聖靈亦
步亦趨，信靠祂不致失去盼望。

2 3
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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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

 許多人把中國看作朝鮮的「老大

哥」，因為他們倆都支持社會主義。

朝鮮戰爭期間，中國曾幫助過朝鮮。

然而，自2006年10月平壤進行核子武

器試驗以來，兩國關係便一直處於緊

張狀態。北京甚至支持聯合國安理會

對平壤實施制裁的1718號決議。

 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北京與平壤

雙方仍保持着相當密切的經濟聯繫。

中國雖支持部分針對平壤的國際制

裁，但另一方面，一些沿着兩國共同

邊界的非正式貿易似乎仍在進行中，

包括燃料、海鮮、桑蠶和手機，這表

明中國可能正在放寬限制。

 中國在朝鮮半島的首要利益，

是朝鮮半島的穩定。中國對朝鮮的支

持，確保了中韓之間的緩衝地帶，因

為韓國駐紮了大批美國士兵和海軍陸

戰隊員。中方最擔心的是朝鮮政權垮

臺，可能導致大批朝鮮難民湧入中

國。

 兩國領導金正恩與習近平，在

2018和2019年曾多次會晤，都是在與

韓國或美國舉行峰會前。金習會晤有

助於增強平壤與首爾或華盛頓之間的

談判籌碼；而對於習近平而言，加強

與朝鮮關係的表象，也有助中國處理

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顯示出北京有助

於「廢核協定」中的斡旋。

天父，祢在朝鮮與周邊國家的外交往來

上掌權，因為祢是全地的主。帶領朝鮮

人認識祢這位最可靠的盟友；教導朝鮮

人，從倚靠地上看得見的事物，轉而倚

靠主祢的信實，因為「以雅各的上帝為

幫助、仰望耶和華 他上帝的，這人

有福了！」我們為與朝鮮有業務往來的

中國基督徒禱告，願他們成為好見證，

祝福朝鮮人民。禱告中國和朝鮮雙方都

能對福音更加開放，減少對敬拜、傳福

音等教會活動的限制。禱告奉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2 4

中國和朝鮮的外交關係

不可自以為聰明。(羅12:16)

 如果你是以希臘式的想法來了

解聖經，這節經文或許讓你感到掙

扎 難道這意思是說：「我需要停

止思想、學習、發問和反省嗎？」還

是說，我必須力求保持「簡單」的信

心，對所有的教導都照單全收呢？

 許多人不認同以上的解譯，但不

代表並未受希臘人的思考方式影響，

他們還是會斷定該經文針對的是驕

傲，認為保羅是在警告我們有關狂妄

和自滿的態度。

 如果「不要驕傲」真是保羅想要

表達的，他大可用一個非常好的希臘

用詞「hubris」。然而，保羅在此處

使用的字詞卻是「phronimos」，一個

關於「我們如何思想」的字眼，與能

夠切合實際、實事求是的理智有關，

不是表達你有很強的理解力、智力的

那種聰明。換言之，即「你以為自己

有了一切的答案」。

 我們常常都自以為有見識，認為

自己的見解是對的，按着自己的心意

去判斷別人、做選擇。然而我們對人

與事物的理解洞察，真的如主一樣全

面透徹嗎？
Photo by Roman Harak on flickr

圈河口岸現為中朝國際客貨公路運輸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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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朝鮮脆弱的關係

天父，願真理與祢平安的國降臨在朝鮮，天國的麵酵在領導者與人心思想中發起來，

願意從倚靠人的勢力、聰明與核武，轉而謙卑地尋求神的心意。祈求祢保守國與國之

間的和平，使朝鮮與美國領導人在外交上有智慧，不做危害雙方關係的事。祈求神差

派更多的和平使者，來協助建立兩國的信任和關係，使他們在和平的路上持續前進。

也願那一切與祢旨意為敵的計謀都必歸於無有。願美國人赴朝鮮旅遊的禁令得到解

除，讓更多美籍工作者可以返回朝鮮服務及服事。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2 5
朝鮮

 自從朝鮮戰爭以來，美國和朝鮮

一直是敵對關係。近年來，由於朝鮮

的核計畫 包括6次核子武器試驗，

以及不顧國際反對和制裁而執意發展

洲際導彈，導致局勢更加惡化。專家

表示，朝鮮是因為擔心美國使用軍事

力量推翻任何與它敵對的政權，就像

對待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樣。因此，儘

管受到嚴厲制裁，朝鮮仍決心發展核

武以自保。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大國也

對朝鮮實施了制裁，以懲罰朝鮮的網

路攻擊、洗黑錢和侵犯人權等行為。

朝鮮以拘留美國公民作為回應。2017
年，美國發布旅行禁令，禁止美國公

民進入朝鮮。

 2018年6月，美國總統特川普

(Donald Trump，或譯特朗普)和朝鮮

總統金正恩在新加坡會晤後，局勢有

所緩和。在這次峰會之後，兩國建立

了一些正式的外交關係，但這種緩和

關係是短暫的。儘管朝鮮摧毀了核設

施和導彈發射場，但美國沒有對朝鮮

放鬆任何制裁，依然堅持全面廢核。

因此，川普和金正恩於2019年在河內

(Hanoi)舉行的第二次會談提前結束。

 目前，兩國關係依然脆弱。禱告

兩位領導人能建立互信，以外交方式

解決問題，緩和敵對的緊張局勢。

不可自以為聰明。(羅12:16)

 保羅是希伯來人，當我們從希伯

來人的觀念來思考他的用詞時，可以

發掘出更多的內涵。今天我們回到創

世記3:6的伊甸園，從聖經的角度，

就是從希伯來人的觀點來看，智慧是

「決策」(decision-making)。智慧的

希伯來文為sakal，是一個道德詞彙，

它與一個人的智商或學術程度完全無

關，而是與神的觀點調和，與對的、

公義的、美好的、聖潔的事物有關。

 智慧，是你讓誰來決定生命中的

美善和邪惡。保羅說得非常簡單，就

是不要以自己為好行為的標準。每個

人都行他自己眼中看為對的事，這就

是聖經看為的愚昧。唯有神曉得什麼

是對、什麼是錯。我可以選擇聆聽和

順從，或者我可以像夏娃，自己決定

吃那使我像神一樣有智慧的果子。

 你有沒有自行斷定什麼是美好的

事呢？我們先放下自己的定見，來尋

求什麼是神眼中看為好的吧！

Photo by Micha Brändli on Unsplash

朝鮮建國每逢五或十週年，都會舉行閱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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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是什麼樣子？你的父母是

做什麼的？你的房子是什麼樣子？房

子貴嗎？人們喜歡做什麼？家人都住

在一起嗎？」這是朝鮮人民與人見面

時通常會問的問題。這個國家經常被

稱為「隱蔽王國」，暗指她的一些國

際政策。其實，朝鮮人民也對世界其

他地方充滿好奇。

 朝鮮人民的情況，與國際新聞中

對這個國家常見的描述有所不同。很

多朝鮮人民非常好客，歡迎來自世界

各地的人，甚至對那些來自「敵國」

的客人，他們亦友好和熱情地相待。

他們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並熱情地

向他人介紹自己家鄉的美好事物。

天父，是祢的愛超越了人們國籍與地理

的限制，打破族群之間的牆，呼召來自

世界各地的耶穌跟隨者來到朝鮮；祝福

這些信徒與朝鮮人民在生活上來往時，

能夠展現出基督耶穌與眾不同的愛，和

榮神益人的屬靈果子，好叫朝鮮百姓對

主生發好奇與屬靈的渴慕。也求祢使用

朝鮮百姓的好奇心，使基督徒有很多機

會向他們分享聖經故事、交流信仰話

題，願朝鮮百姓的心向着祢敞開，也看

見基督是萬國之主，萬王之王，而敬畏

順服主。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你只要自己謹慎，又要謹守你

的心思，免得你忘了你親眼看

見的事，又免得這些事在你有

生之日離開你的心；總要把

這些事傳給你的子子孫孫。	

(申4:9)

 猶 太 拉 比 赫 舍 爾 ( A b r a h a m 

Herschel)說：「猶太宗教思想之精

髓，不在於他們把神的概念引介出

來，而是他們能夠把神臨在時蒙光照

的回憶，清晰地表達出來。以色列人

不是一群為神下定義的人，他們是一

群見證神的百姓。」這個見解可一窺

希臘式的西方世界觀，和希伯來式的

猶太人世界觀之間的差別。

 西方是思想的世界。神學是系

統化的，理智性地嘗試要將神編排、

分類和定義在我們的思維範疇內。我

們是「書」的百姓，以這說法最壞的

意義來說，就是企圖借着越來越多的

資料，來等候合情合理的解釋。希臘

人的世界知道宇宙只有一個無限的實

體，那就是 思維。以為只有我們

最終能夠理解的東西，才是存在的。

 但神沒有帶着完整的定義、解

釋得合理的概念，和仔細的分類來到

我們當中；祂不會迎合我們的神學

書籍。希伯來人的神粉碎了規則。祂

在近處，也遠在天邊；祂穿戴人的樣

式，卻全然聖潔；祂既是難以想像的

可畏，又滿有憐憫；祂是不可見的，

卻是顯露出來的；祂審判人，卻滿有

恩慈；祂至高，卻謙卑。

 不管你怎樣看，神都在打破傳

統。「道成肉身」是這位難以言傳之

神的破框範例。

2 6
朝鮮

對世界的好奇心

Photo by Roman Harak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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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

天父，我們看見在歷史與個人的許多苦難中，祢埋下了仁慈的伏筆。謝謝祢讓逃到

中國的朝鮮族能像約瑟一樣，在荒年時保全了弟兄的性命(創45:7)；我們讚美祢，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們祈禱祢使用朝鮮族基督徒的特殊背景，以及本色化的天

賦，成為國際同工與當地人民之間的和平橋梁，將基督的救恩傳給福音未及的朝鮮

人民。願上帝呼召更多朝鮮族基督徒，特別是年輕人，成為為朝鮮弟兄姊妹代禱的

勇士和福音工人。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2 7

在中國的血親同胞

 自十九世紀以來，已有兩百多萬

朝鮮人居住在中國。在日本占領朝鮮

期間(1910～1945)，成千上萬的朝鮮

人逃到中國東北，人數占今日吉林省

少數民族人口的46%。據說這些朝鮮

人將基督信仰帶入了中國吉林的延邊

地區。宗教是他們民族認同的一個關

鍵因素，信奉基督教的朝鮮人移居中

國，可能具有神聖的意義。

 作為「血濃於水」的朝鮮同胞，在

日本占領朝鮮期間，中國的朝鮮族為兄

弟們提供了各種關鍵的支持。在二十世

紀90年代，朝鮮發生了一場大饑荒，導

致許多難民遷往延邊地區。作為樂善好

施的「撒瑪利亞人」，朝鮮族基督徒養

活和庇護了成千上萬的人，帶領數以百

計的同胞歸信了基督教。

 現在大約有六十萬朝鮮族基督徒

居住在中國東北，他們真誠地為朝鮮

人民禱告。一些年輕的基督徒已經承

諾要為朝鮮人禱告，甚至服事他們。

他們認識到上帝為何賜予他們與朝鮮

人民相同的語言、共同的祖先和相似

的文化，是讓他們能以本色化的方式

向自己的同胞解釋介紹福音。有位弟

兄說道，或許因為有相同的血統，他

們可以與朝鮮人建立起深厚，並如兄

弟一般的信賴關係。

你只要自己謹慎，又要謹守你
的心思，免得你忘了你親眼看
見的事，又免得這些事在你有
生之日離開你的心；總要把
這些事傳給你的子子孫孫。	
(申4:9)

 猶太人是「見證的百姓」(People 
of Witnesses)。神揀選他們的歷史，

通過漫長的神人相遇故事，神使用

以色列人來成就祂的旨意。猶太人

的神學是一則故事，不是一個定義

(Definitions)。是神向一個蒙揀選的

百姓彰顯自己的故事。故事中最重要

的，就是他們能一代接一代地準確傳

述那故事，因為這是有關「神是誰」

的史詩。

 作為基督徒，我們與這則故事

有份。我們被移植進入以色列人的團

體，和接續他們成為選民。這是極為

重要的，因為這意味着，當神與以色

列人同在時，所給他們的個人光照，

也同樣是給我們的個人光照。這則故

事屬於我們。因此，我們也需要準確

地記得，並將這獨特的經歷傳遞給下

一代。

 神與以色列人的相遇，概括了舊

約和新約。當彼得宣稱約珥的預言已

經實現時，他把我們拉進講故事者的

圈子內。我們也是「見證的百姓」，

在神的史詩裡經歷祂、向後代述說祂

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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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北者，	
在韓國的朝鮮人

天父，當以色列民行走在曠野時，祢親

自在雲柱火柱中與他們同在，我們祈求

處在曠野道路上的脫北者們，也能認識

祢、信靠祢，經歷神的同在、供應和帶

領，並滿心感謝祢。禱告韓國人能以謙

卑、仁慈、耐心來對待脫北者。保羅

說：「要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

體，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

相顧。」我們祈求天國大家庭的愛，能

使南韓肢體與脫北者，跨越文化、世界

觀等等差異，在祢的愛中被聯絡，不分

你我，彼此幫補合作，成為彰顯基督榮

美的肢體，見證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好。

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就是照着父神的預知蒙揀選，
借着聖靈得成聖潔，因而順
服，並且被耶穌基督的血灑過
的人。願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給
你們。(彼前1:2)

 彼得以「照」開始這個想法，意思為
「一樣東西與另一樣東西相關而存」。 
介入這段關係中的是哪兩樣東西呢？
一個是蒙召被選的陌生人；一個是神
所認識的。兩者之間存在重大關係。

 「預知」這個詞，出自兩個希臘
字「pro」(預先)和「ginosko」(知
道)。在古典希臘文中，「ginosko」被
用在智慧的理解上，強調的是認知的
舉動。希臘文中有三個關於知識的用
詞，其中一個是強調通過感官而得的
「aisthanesthai」；另一個是強調知識
是意見的「dokein」。但「ginosko」
是經由經驗被證實為真正的知識；這
用詞若與「pro」結合，其意思便是 
「先前的認知」或「預先知道」。

 「prognosin」被用在此處，以及
使徒行傳2:23、羅馬書8:29與11:2、
彼得前書1:20。這用詞的含義是帶有
「承認」或「預告」的意思。

2 8
朝鮮

 一些朝鮮人遷居韓國，他們被稱

為「脫北者」(或脫北民，Talbukmin)

。然而，他們發現要適應韓國的生活

很困難，因為在過去的七十年間，

兩國在許多領域都有不同的發展。

韓語較常使用英語和「韓式英語」

(Konglish，韓語和英語混合使用)。一

些韓語單詞在兩國的含義不同。學校

更多使用英語，所以朝鮮學生很難適

應。在韓國，許多父母把孩子送到昂

貴的私立學校就讀，來自朝鮮的學生

通常讀不起那些學校。

 兩國在其他層面也有不少文化

差異。朝鮮較受儒家價值觀影響，韓

國則不然。朝鮮有着較強的群體和社

區認同，韓國則是個人主義盛行。然

而，許多脫北者失去了家庭系統的支

持。朝鮮人多半會認識他們的鄰居，

但韓國人則相反。

 此外，脫北者在韓國的失業率也

很高。朝鮮人在韓國經常受到歧視，

他們常常因為想起在朝鮮的家人而感

到內疚和思鄉。由於許多原因，朝鮮

人很難適應韓國的生活方式。禱告韓

國人，特別是基督徒，能善待他們來

自朝鮮的兄弟姐妹。

Photo by Steve Jurvetson on flickr

參與南韓節目的脫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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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

脫北者事工

 讚美上帝，許多韓國基督徒正伸

出雙手來服事居住在韓國的脫北者。

但韓國人需要記住，雙方存在着許多

文化差異。

 韓國政府的統一部是為朝鮮相

關事務而設。

該 部 為 這 些

新 移 民 設 有

「 統 一 院 」

(Hanawon，

全名為「北韓

離 脫 住 民 定

着 支 援 事 務

所 」 ) ， 有 超

過二十個安置

中心，幫助脫

北者適應和解

決生活上的各樣實際問題。有許多

基督徒社工人員和輔導員在這些中

心工作。

 韓國有許多大型教會亦向脫北者

伸出援手，其中有個教會還設有脫北

者小組。他們稱從朝鮮來的同胞為

「上邊鄰舍」(Upper Neighborhood)

， 稱 韓 國 的 同 胞 為 「 下 邊 鄰 舍 」

(Lower Neighborhood)。

 一些歸主的脫北者也進入神學院

接受訓練，並為其他脫北者開辦教會

(通常是小組)。由於儒家價值觀在朝

鮮根深蒂固，大部分的決策都是由領

袖來決斷，因此教會發展受到影響。

請為這些教會禱告，儘管遭遇許多問

題，但主仍在脫北者當中發展祂的教

會。願脫北者可以教導韓國的基督徒

更認識朝鮮，並做好準備，在機會來

臨時，將上帝的道和耶穌基督的福音

帶到朝鮮。我們相信上帝，這一切都

會成就！

不可自以為聰明。(羅12:16)

 這世界充斥着許多自以為聰明

有「智慧」的人，他們已經停止聆

聽從上而來的情理和公義之聲音。

他們已經不聽神的話了，好像亞當夏

娃一樣，選擇跟隨蛇的道路，或只聽

自己內在的聲音。

 你是否發現，世界正在脫軌，而

非隨真道發展：人們愈發趨向動物性

的順從感官需求。然而一個與造物主

調和一致，並且與祂溝通的人，才能

恢復按神形象受造的光彩。

 我們生來是做一個人。但要做人

是一份選擇，與夏娃很久以前做的是

同樣的選擇。要做對的選擇，需要的

是智慧而不是智商。

 智慧，是察覺自己的不足，選擇

不做自己眼中看以為智的事，而曉得

仰賴神，並且尋求和順服神的選擇。

智慧，是選擇與上帝站在同一邊，擇

祂所愛。

2 9

Photo by rawkkim on Unsplash

天父，讚美祢，讓一些教會和基督徒輔

導員開始關顧脫北者的需要，成為他們

在陌生異鄉的好撒馬利亞人。願祢的兒

女有陪伴及牧養脫北者的愛心與智慧，

扶持他們適應及面對生活在南韓的衝擊

與挑戰，並給予適切的幫助和屬靈教

導。祝福歸主的脫北者們持守在基督

裡，在神的餵養、照料下，屬靈生命長

大成熟，「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

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強壯。

你必像澆灌的園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

源。」願他們生命的經歷，可以祝福、

激勵同胞緊緊抓住神！禱告奉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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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着聖經

 對基督的門徒和尋求上帝的人

來說，聖經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在

朝鮮還不能公開提供聖經，只有參加

註冊教會的人才可以讀到聖經。那是

1977年在韓國完成的一本《普通聖經

譯本》(Common Translation Bible)。

這是為非教會人士編寫的聖經，人們

較容易理解其中的詞語。在二十世紀

80和90年代，平壤也印刷了這本聖經

供註冊教會使用。後來，朝鮮境外的

一個基督教團體將其大量印刷，供朝

鮮人閱讀。

 一位教授離開朝鮮后並成為基

督徒，他開始致力編纂一本由朝鮮人

自己翻譯的聖經。他已完成新約的翻

譯，可以在韓國取得。現今這位教授

已近九十歲，身體不好。在翻譯的過

程中，他訓練其他來自朝鮮的人繼續

從事這個項目。我們禱告能有一些信

徒繼續這個重要的異象。此外，基督

教廣播電台在廣播中緩緩朗讀聖經，

也是一種分享聖經的方式(參見6月20
日)。

天父，聖經對門徒和慕道者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神的話語之於靈魂，就像食物之

於身體。祈求神的話以各種創意的方式，如透過廣播、文字、影像等，讓朝鮮的基

督徒和慕道者聽見看見，使朝鮮百姓吃到祢生命的糧，被祢的話語餵養，屬靈生命

與渴慕的心茁壯。求祢祝福正在進行的朝鮮語聖經翻譯，呼召合適的人參與其中、

供應所需資源，願聖靈幫助譯經員使用朝鮮人最熟悉的語境和字詞，正確、流暢地

翻譯出新舊約內容。願聖經能安全分發到朝鮮人民手中，使人被真道更新。禱告奉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成人
形，把生氣吹進他的鼻孔裏，
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
叫亞當。(創2:7)

 若你要了解生命，了解你在生
命中所處的位置，了解神對生命的設
計，以及如何活出你的生命，就要好
好研究《創世記》一至三章。

 聖經說人的身體是從塵土所造。
人的用詞「adam」(亞當)，直接出自
希伯來文「adamah」(土地或泥土)；
神用地上的泥土(adamah)造人(adam)
。創2:19記載，神也用泥土造各樣野
獸。然而，這兩個希伯來經文間有
個重大差別。「造」(ya-tsar)，用在
「造人」時，與兩個希伯來文字母
「yud」一起拼音。但當用在造動物
時，「ya-tsar」僅與一個「yud」一起
拼音。每卷《妥拉》都這樣記載。

 「yud」是神外在名字的縮寫，
最好的翻譯為「永恆」。古代五經
註釋家指出，「yud」用在人類身上
時，重複了兩次。就文法或語言上，
「ya-tsar」都沒有理由要以雙重子音
來拼音，而拉比們相信每個字母都是
神所激發的，絕非一個錯漏。

 聖經等於是在告訴我們，雖然人
和動物可能擁有共同的身體成分，但
人與獸是不同的。Neshama指人類
的靈魂，是將人與獸類區分出來的因
素，使人裡面有額外的內涵。

3 0

Photo by PxHere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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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婚姻觀，可別以為日本台灣
很近，觀念想法其實很不一樣喔！》， 
2019/12/31，Beauty Upgrade

河野共喜，《關於日本的基督教》，2022， 
新使者雜誌第185期

北韓專題文：東北亞的刺蝟

中文書目：

茱麗葉．莫莉耶、多里安．馬洛維克著，
《北韓一百問》，2019，新北市：立緒出
版

陸迪格．法蘭克著，《北韓，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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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台北市：商周出版

特別收錄：武士刀與十字架

中文書目：

新渡戶稻造著，《武士道：讓日本人成
為今日的日本人的思想集》，2019，新北
市：不二家

簡曉花著，《當天皇vs上帝時：近代日本
基督徒如何避免信仰衝突？》，2021，台
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吳得榮著，《十字架與日本武士：東方先
知內村鑑三的信仰與思想》，1995，台北
市：中國信徒佈道會臺灣分會

內村鑑三原著、山本泰次郎編譯，《筆耕
戰士：文字傳道使徒內村鑑三》，1994，
台北市：橄欖基金會

內村鑑三原著、山本泰次郎編譯，《基督
徒的安慰》，1995，台北市：橄欖基金會

古屋安雄著，《日本神學史》，2002，上
海市：上海三聯書店

內村鑑三著，《求安錄》，1995，台北
市：橄欖基金會

矢內原忠雄著，《內村鑑三先生與我》(上、
下冊)，2009，台北市：永望文化事業

遠藤周作著、佐藤洋司編譯，《基督教手
冊修訂版》(キリスト教ハンドブック改訂
版)，2009，日本東京：三省堂

內村鑑三著，《代表的日本人》，2013，
新北市：遠足文化

期刊論文：

陳智為，《內村鑑三與基督新教：日清、
日俄戰爭之間》，1998，國立台灣大學歷
史研究所

張秀羽，《日本受容基督教之研究 以
無教會主義為中心》，2012，台灣輔仁大
學日本語文研究所

王楓，《內村鑑三的和平主義思想 世
界和平與愛國主義的交錯》，2013，東北
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黑田知文，《日本基督教宣教的歷史考
量》(日本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宣教の歷史
的考察)，2002，愛知教育大學研究報告

徐雄斌，《從義戰論到非戰論 內村鑑
三戰爭觀之變遷》，2018，日本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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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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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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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4月1日至4月30日代禱資料，轉載自台灣校園書
房出版之《2020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蒙
允許使用，特此致謝。

5月1日至5月15日代禱資料主要參考imb

出版之《15座日本城市的屬靈需要》，蒙允許使
用，特此致謝。

6月1日至6月31日代禱資料，轉載自海外基督使
團OMF出版之《一扇打開的門─31天為朝鮮禱
告指南》，蒙允許使用，特此致謝。

每日讀經靈修，內容採用自TODAY’S WORD A 
Devotional based on the Greek and Hebrew 
texts Written by A. J. Moen, Ph. D
可上網訂閱www.atgodstab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