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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樣看教會和信徒呢？神又怎樣看你的教會和你呢？ 

主耶穌對門徒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

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 1:8）。從耶穌所言，你了解

祂對教會的看法是帶著非常積極性的宣教期望。 

首先，神把聖靈賜予教會—聖靈降臨在信徒中，充滿我們，

又賜予我們能力，好使我們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人。這四方

面前後連接，闡明了聖靈降臨的目的和神的心意—教會成為

普世宣教的教會；我們成為胸懷普世宣教的信徒。 

第二，神把成長的藍圖賜予教會—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

瑪利亞、直到地極；換言之，是由本地至普世；由本族至萬

族。教會的生命從開始就不是內向的；而是外向的。神祝福

我們，是要我們有能力地把福音的祝福向外延播，恩及全

地，福澤萬民。 

最後，神把使命賜予教會—見證主耶穌。普天之下，唯有我

們是基督的見證人。這是神給我們的位份和職事。原來，聖

靈降臨帶來教會的誕生；同時，教會是帶著神的宣教使命和

托付而誕生的。這是神對我們極大的錯愛和信任。 

你怎樣看自己呢？你怎樣看你的教會呢？最合宜的，是回到

神的心意來看。讓我們來看看，並積極地實踐神在我們當中

的宣教心意。阿們！         （劉德福牧師。華傳澳洲辦事處主任）  

2 0 18 年華傳泰北宣教營，  

現已接受報名 . . . . . . . . . . . . . p.4 

 

願神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 
用臉光照我們， 
好叫世界得知祢的道路， 
萬國得知祢的救恩。 

                       詩篇 67 :1-2 

名額有限。歡迎查詢。0411 209 355 

純淨之地—

巴基斯坦  

的盼望  

舉起祈禱的手——你願意每

週抽出 1 天為巴基斯坦禱告

嗎？ . . . . . . . . . . . . . . . . . . p.2-3 

為華 傳 澳洲 辦 事處 禱 告  
為明年 1 月將舉行阿聯

酋迪拜訪宣代禱。感謝

神，訪宣隊已有 14 人參

與，並開始籌辦訪宣服

事的內容。祈求神祝

福，讓訪宣隊在宣教上

更體驗神愛世人的心，

成為前線宣教士的幫

助。 

 
  

容我和芷禹實習宣教士夫

婦已完成第一年在 C 國少

數民族（回族）的宣教服

侍；他們得著豐富的宣教

體驗，在神的恩典下跨越

挑戰。他們現已回悉尼述

職並籌備再回 C 國服侍。

求神恩佑他們和澳洲的家

人，更供應他們宣教服侍

所需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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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起祈禱的手純淨之地的盼望——你願意每週抽出 1 天為巴基斯坦禱告嗎？  

當人們被問及巴基斯坦的時候會想到什麼，

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說：恐怖主義，地震，水

災，穆斯林，人體炸彈，和壓迫。這只是這

塊土地的一個方面，飽受戰爭和衝突折磨。

巴基斯坦 1947 年從英帝國獨立成為一個穆

斯林國家。國家名字的意思是「純淨之

地」。 

巴基斯坦有大約 2 億人口，超過 95%的人

口聲稱伊斯蘭教是他們的宗教信仰。為了嚴

格地追尋伊斯蘭教，他們一生遵守律法和宗

教儀式，為的是能在阿拉面前被看為公義。

當他們死的時候，他們相信只有努力在聖潔

裏做的事情超過他們的罪，才會被允許進入

他們的聖書可蘭經裏所說的樂園。 

巴基斯坦是一片充滿了風俗文化，美麗，熱

情，和韌勁的土地。巴基斯坦人生活在高

山，平原，沙漠，熙熙攘攘的城市，和安靜

的鄉村裡。有農民，詩人，學者，牧民，工

匠，政客，和商人。他們是一群被造物主所

愛著的人。這片土地真正的自由需要我們用

膝蓋在屬靈的戰場上去贏得。我們正向上帝

呼求，呼召一大群巴基斯坦人歸向祂自己。

我們禱告這片土地開始覺醒，將有一大群巴

基斯坦人把心交給耶穌做他們的主。 

巴基斯坦是中國最老的，最忠心的朋友和鄰

國之一。中巴友誼開始於 1950 年，當時巴

基斯坦是最早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之

一。這種中巴友誼會不會是上帝計劃的一部

分，為的是把福音帶給巴基斯坦人呢？ 

轉載《純淨之地的盼望》 
 

第 1 週。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 

巴基斯坦最北部的地區是吉爾吉特-巴爾蒂斯

坦。這個地方和中國，印度，阿富汗交界。

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在非常具有爭議的克什

米爾境內——是世界上高度軍事化的地區之

一。有超過一百萬的人稱這個山區為自己的

家，他們來自不同的種族，說著不同的語

言。這條古老的絲綢貿易之路將這個地區在

經濟上同中國聯繫在一起——工業、農業、

旅遊業。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的大部分人口

是什葉派穆斯林，而巴基斯坦的其它地區大

多數是與什葉派相對立的遜尼派穆斯林。這

是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處於緊張局勢的根

源，因為在這些宗教地帶常常發生 

派系衝突。 

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人生活在難以

接觸到且政治不穩定的地區。然

而，上帝看得到他們每一個人。禱

告他們唯在上帝裏找到他們力量和

平安的源頭。 

禱告：為這個美麗卻混亂的地區 

以及住在那裡的人們禱告，他們被

上帝的威嚴所環繞，然而他們卻不

認識這位宇宙的創造者。他們生活

在暴亂的恐懼和自然災難中。禱告

和平的王在他們心裡掌權，禱告他

們和耶穌建立關係。 

第 2 週。自然災害 

對於很多住在巴基斯坦的人來說，自然災害

是他們生活中常見的事。傾盆大雨降臨時，

母親們把孩子護在懷裡，父親們會迅速地收

拾好東西，帶好生活必需品，等待暴風雨的

結束。有時暴風雨會肆虐很長一段時間，雨

水衝進他們的家裡，他們必須竭力去尋找避

難的住處。他們渾身濕漉漉、又疲勞、又懼

怕，水繼續上漲，直到他們無處可去。很多

人會在災難中喪生，幸存的人將面臨下一次

的洪水。那地區的地震來得很快，瞬間就會

造成人員傷亡，留下的是破碎的家，破碎的

夢和破碎的心靈。巴基斯坦的人們經常遭受 

自然災害的侵害。他們

在世上的最後一刻都在

遭受極度的痛苦，然後

又進入與上帝永遠分離

的痛苦中。 

禱告：懇求上帝能讓我

們深深地感受到別人的苦

難，特別是那些沒有上帝

正在死去的人們。禱告信

徒們能通過聖靈的能力去

服事那些需要的人。禱告

那些迷失的人可以認識基

督，認識讓他們抬起頭的

那一位。 

第 3 週。婦女 

巴基斯坦的婦

女清早起來就

開始臉伏服在

地向她們伊斯

蘭的神背誦禱

文，然後起來

準備食物，為

家人一天的日 

程開始忙碌。她們很年輕就嫁給父親為她們

選定的男人，並被期待去生孩子，特別是兒

子。婦女們必須常常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以

免給他的家族帶來羞辱。她們要把自己的身

體遮蓋好避免和男人的眼神接觸。婦女們生

活在幽暗裡，因為引起別人過多的關注可能

會致命，因為在巴基斯坦仍然存在榮譽謀殺

（是指男性成員以「捍衛家庭榮譽」為由，

殺害被他們認為與男子有「不正當關係」的

女性家庭成員）。 

婦女們往往被剝奪受教育的機會，他們的丈

夫有權拒絕為她們提供醫療服務，在她們的

生命中，她們就是丈夫的財產，她們或是得

到丈夫的關心和安慰或是受到恐懼和痛苦。

禱告：為巴基斯坦的婦女禱告，讓她們知

道天父是多麼的愛她們，願她們接受上帝為

她們的救主，上帝將用愛和喜樂充滿她們的

心。 

第 4 週。講普什圖語的人 

在巴基斯坦有 3,500 萬到 4,000 萬人的母語

是普什圖語。大部分的普什圖人居住在巴基

斯坦的西北部，但也有一些群體散住在巴基

斯坦的大城市裡。白沙瓦位於普什圖語地

區。它是巴基斯坦最古老的城市，也是聯邦

管理部落區的行政中心。白沙瓦是一座在經

濟上有著重要意義的城市，因為它位於開伯

爾山口——在歷史上作為中亞和印度次大陸

之間貿易路線的山口。喀喇崑崙公路穿過白

沙瓦與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的旁遮普相連，

一直通向中國成為了中國的 314 國道。 

普什圖人在歷史上一直抵制福音，是巴基斯

坦的伊斯蘭教堅定捍衛者。 

禱告：如果福音在巴基斯 

坦扎根，就會傳遍普什圖語 

地區。這個地區包括阿 

富汗的大部分。禱告 

上帝打開一扇將福音 

傳給普什圖人 

的大門。 

禱告上帝 

興起那些願 

意為福音而在 

試煉中持守的 

工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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