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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傳澳洲通訊  宣教從你的禱告開始 

 

 

 

我們所擔負最重要且最優先的責任之一就是迫切並合一的禱告。—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 

在使徒行傳，「禱告」、「祈禱」或「祈求」的用詞出現 30 次之多。可見禱告與宣教是不可分割

的。沒有禱告就沒有宣教，宣教又需要禱告托住。安提阿教會在差派巴拿巴和掃羅之前，先有禁食

禱告（使徒行傳 13:1-3）。所以其一祈禱產生了宣教的行動；禱告是宣教的第一步。 

當教會或信徒看見禾場福音的需要，我們容易傾向開始計算我們的

資源是否足夠。就像門徒面對五千人時，第一時間他們計算五個餅

二條魚無法足夠。不是說不需要計劃，而是有些時候，我們卻把最

重要，最首要的事情忽略了。宣教是從禱告開始的。縱觀教會歷史

的每一次的宣教復興運動，無不都從禱告開始。 

其二，宣教的事工和工人離不開教會切切的禱告。使徒們同心合意

的恒切禱告，等候五旬節聖靈的降臨，得著從上頭而來的能力，為

主來做見證（使徒行傳 1:13-14）。初期信徒同心恒切的聚集和禱

告，「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使徒行傳 2:46-47）。當彼

得被囚在監裏，教會為他切切地禱告神 （使徒行傳 12:5）。當保羅

離別以弗所的信徒，要上耶路撒冷，信徒辭別保羅，也擔心保羅的安危，他們協同妻子兒女跪下為

辭別保羅禱告（使徒行傳 20:36；21:5）。 

當教會在支持宣教和宣教士時，普遍會傾向那看得見的在金錢上的奉獻。當然宣教工場和宣教士一

定有金錢上的需要，但我們多少時候把最重要，最首要的事情忽略了。教會和信徒貼心的禱告是宣

教士們得力的泉源，也是普世信徒參與在主耶穌基督大使命的責任和管道。 

宣教士需要代禱的後盾，在宣教歷史中，宣教士們都不能離開背後禱告的支持。在中國僳僳族當中

的宣教士富能仁在開拓福音艱難不順時，就寫信給家鄉的信徒，「如果你們停止禱告，我就只好停

止在僳僳族的工作。我相信，如果有人在後方固定的以禱告托住我，我就必得到很大的力量。」

（陳方著，《可有可無》，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教會應定期舉行宣教禱告會，為教會所在社區神所帶來門口等福音未得之民禱告，求主開路在本地

參與宣教；也更當為其他福音未得的群體禱告，運用一些差會所提供的資源，了解不同的群體，並

在禱告中求主做工，祈求莊稼的主差派祂的工人。 

為了讓更多的教會信徒認識了解宣教士，比較可行

的辦法是鼓勵教會各團契小組以認領的方式支持宣

教士，不僅為他們禱告，也成為他們在海外的家

人，在生活上關心他們，與他們建立親密的關係。

並由認領的團契或小組代表定期報告宣教士的最新

動態和需要，讓全教會一同為他們禱告。對宣教士

而言，教會經常有人關心跟進，是他們最穩固可靠

的禱告夥伴。 

華傳(澳洲)宣教動員。鄧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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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傳澳洲通訊  青年委身日營重燃愛火心聲。剪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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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很多同行人。Grateful! 

看見神在每個人身上的工作，Grateful!” 

Winnie He 。Lidcombe 天恩華人長老會 

“Know more people as my age, who have same vision with me; have fun; 

has a new idea about relationship with God.”Jessica Ren 。 New Life Church Inc 

“更確定了神對我的 

呼召，明白宣教的 

工場和華傳的培 

訓。”James  

Yang 。West  

Ryde 華澳浸信會展愛堂 

“收獲很多同路人，很多信心繼續走服事

神的道路。”Rita Chen 。West Ryde 華澳浸信

會展愛堂 

 

“通過信息，幫助

自己省察自己與神

的關係；通過

theme game, 幫助

大家對於大使命與

同工有更多的體會

和了解。” 

James Liu 。 Minto     

      Anglican Church 

“敬拜，遊戲與最後的交

通標誌的分享讓人非常容

易投入，思考與主的關

係，同路人的扶持的重要

性。”Mary Ma。West Ryde 

華澳浸信會展愛堂 

“看到有很多一樣在澳洲（悉尼） 

在不同教會的弟兄姐妹們， 

經歷同路人的 

扶持和 

鼓勵” 

Stacy Yu 。 

Padstow  

華人公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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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傳澳洲通訊  舉起祈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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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的 比爾人 

國家 : 印度 

民族 : Bhil 

人口 : 17,225,000 

世界人口數 : 17,641,000 

主體語言 : Hindi 

主要的信仰 : 印度教 

聖經 : 完整 

受狀況 : 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 : 少於 2％ 

 

 

 
印度 的 婆羅門人 

國家 : 印度 

民族 : Brahmin 

人口 : 60,683,000 

世界人口數 : 64,714,000 

主體語言 : Hindi 

主要的信仰 : 印度教 

聖經 : 完整 

受狀況 : 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 : 少於 2％ 

 

 

 
印度 的 恰馬爾人 

國家 : 印度 

民族 : Chamar 

(Hindu traditions) 

人口 : 52,056,000 

世界人口數 : 52,484,000 

主體語言 : Hindi 

主要的信仰 : 印度教 

聖經 : 完整 

受狀況 : 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 : 少於 2％ 
 

 

 
印度 的 謝赫人 

國家 : 印度 

民族 : Shaikh 

人口 : 83,740,000 

世界人口數 : 233,824,000 

主體語言 : Urdu 

主要的信仰 : 伊斯蘭教 

聖經 : 完整 

受狀況 : 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 : 少於 2％ 

 

 
印度 的 特利族 

國家 : 印度 

民族 : Koli 

人口 : 13,241,000 

世界人口數 : 13,283,000 

主體語言 : Gujarati 

主要的信仰 : 印度教 

聖經 : 完整 

受狀況 : 福音荒涼的族類 

信主的人: 少於 2％ 

 

 
 
 

為在 C 國的創意宣教

護老事工的進展禱

告，11 月初主任劉德

福牧師前往工場實地

與宣教士一同在本地

做連接，預備的工

作，求主為這個事工

的開展繼續開路，求

主保守宣教士有神的

帶領，有智慧，有策

略的更多了解本地的

實際狀況。 

為 10 月初舉辦的青

年委身日營感謝主，

參加者都很有得著，

求主繼續帶領之後的

跟進陪伴的工作，好

叫這些青年人在學習

事奉的路上成為彼此

的陪伴，為 11 月底

的重聚日禱告。為辦

事處所需人力資源來

繼續跟進這一個事工

的發展禱告。 

為繼續推動本地跨文

化宣教服事禱告，目

前已經在悉尼成立本

地普世宣教團契，求

神幫助建立團隊事

奉，使用團契能更好

裝備本地華人信徒學

習服事來澳洲的穆斯

林群體。為在籌備中

的墨爾本本地普世宣

教團契禱告，求神帶

領核心小組成員。 

為計劃明年在澳洲各

城市推動宣教教育禱

告，求主開路祝福，

讓華傳在澳洲更有效

地幫助教會、建立信

徒對宣教的認識和熱

忱。華傳國際總部正

在編訂全新的宣教課

程，求神賜下智慧，

讓課程團隊在預計的

時間內有效並全面地

完成。 

為 2018 年的訪宣安

排禱告，初步計劃前

往非洲烏干達及亞聯

酋廸拜。求主賜辦事

處同工與教會和工場

有好的溝通，求主開

路，也開弟兄姊妹願

意參與的心，藉著不

同的訪宣平臺，打開

教會弟兄姊妹對普世

宣教，對宣教士的關

懷和參與。 

 

人口最多的福音未及之民 --- 5 0 個人口最多的未及之民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族）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太 24:14 

怎樣為未及之民禱告？ -- www.joshuaproject.net 

§  請讓你的禱告充滿對我們得勝君王的讚美和感謝！  §  請相信你的禱告是有果效的，能摧毀魔鬼的營壘。  

§  祈求神預備這個族群的人心，使他們能夠領受生命的道。  §  為工場上工人的需要 :  

求主向這個族群顯明祂的心意。  與耶穌有親密關係、資源、訓練、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學習

培訓、身體和靈性上的庇護、人脈、門戶開放、得神膏

抹、有智慧，與其他信徒連為一體等等。  
求主使他們能得到聖經，神的話語和耶穌的代求  
求主顯明必須攻破的屬靈營壘  

§  請為做這特殊收割工作的工人來禱告，在持續不斷的禱告中認領這些族群  -  聽到呼召並“去  ” !  

 

為華傳澳洲辦事處禱告  

“請弟兄們為我們禱告。”    帖撒羅尼迦前書  5 : 2 5  

 5:25 
➢ ➢ 通告：因編幅關係，上期《從聖經看本地跨文化宣教》一文將順延至下期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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