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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加入全球基督徒的禱告運動，為我們的佛教徒鄰舍禱告

2020年1月27日-2月10日

為佛教徒世界

因為耶穌的愛，基督徒願意更多
瞭解佛教徒世界，並為他們禱告

15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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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穌挑戰馬大，要她相信死去的弟弟將會活過來。耶

穌不僅死裡復活，祂還宣告，自己就是復活和生命。

從福音開始在佛教徒間傳遞已超過1700年，然而在

佛教徒生活、膜拜的區域中，至今仍只有極少數的基督徒。我們就

如同馬大，堅持眼見為憑，也懷疑是否能有轉機。我們很難相信日

本、西藏、泰國這些地方，能夠產生改變。

當時人們都不相信拉撒路會復活，但耶穌卻把他給喚醒

了。祂是昨日、今日、永不改變的神。當我們祈求能夠去到佛教

徒世界傳福音時，也當求這位大能復活的神，將聖靈新鮮復活

的氣息，吹向佛教徒世界。禱告，是信心的第一步，將會帶我們

看見主耶穌的門徒在佛教世界中增長。

這本手冊並不會深入複雜地探討佛教教義，而是列出世界

上一些佛教國家的普遍情形。文中以故事的方式呈現各種不同

的佛教背景，激起代禱者的心，與神的心意對齊，不再摸不著神

的心思。

我們鼓勵您，和全球的基督徒一同在2020年的1月27日到2

月10日，齊為世界上的所有佛教徒禱告。若您收到這本手冊時已

經過了上述日期，我們也鼓勵您，仍可在教會、事工、個人行程

中，選擇最合適的15天，來為佛教徒世界禱告。

歡迎使用《15天為佛教徒世界禱告》  這本禱告手冊是一個邀請，

  邀請您一同來喚醒失喪靈魂

耶穌說：「你們把

石頭挪開。」那死

人的姊姊馬大對

他說：「主啊，他

現在必是臭了，因

為他死了已經四天

了。」耶穌說：「我

不是對你說過，

你若信，就必看見

神的榮耀嗎？」

約 1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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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活動合作： 

主日證道、體驗活動、兒主師資培訓、 

課程講座、團契分享……等

邀約申請表：http://bit.ly/umot_form

與各差會及國際宣

教策略夥伴合作，

引進全球知名的宣

教教育課程。幫助

人人認識宣教，找

到參與大使命的方

式。

想為萬國萬族禱

告，卻沒有代禱資

料？你的煩惱我們

都知道！聯合差傳

製作、發行禱告工

具，幫助你365天

國度代禱不間斷。

網路社群世代，

我們使用臉書粉

專、LINE@、IG及

APP傳遞精采多元

的宣教資訊，讓你

在慣用的社群平台

上，即時又便利地

接收宣教訊息。

推動教會從事跨文化宣教，

鼓勵差派宣教士，

並推展宣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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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您，今年繼續為福音未得的信仰群體禱告

在伊斯蘭齋戒月期間，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在印度教排燈節期間，15天為印度教世界禱告。

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4月24日-5月23日／校園出版社

15天為印度教世界禱告：日期待定／聯合差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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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我
和母親是家中較早接觸基督信仰的人，從

出生到求學階段都在彰化，那是個傳統

民間宗教盛行的城市。記憶中，小學五年

級暑假時，因為家人忙於工作，就將我送往八卦山上

的禪寺參加佛學夏令營；夏令營結束前，禪寺的住持

還特別跟我母親說：「承諺很有慧根！」老實說，其實當

下我嚇死了，以為母親會把我送往禪寺剃度……

在台灣，多數人對傳統民間信仰和佛教的認識其

實很模糊，甚至常將兩者混為一談。當然這和這塊土

地的歷史及人性渴望尋求心靈寄託都有關。但不得不

說，不難看到佛寺林立在台灣各城市鄉鎮中，認真修

行的人們也不在少數。因為從小的成長環境，佛教徒

在宗教上的敬虔樣貌，始終烙印在我的腦海中，信主

後也曾嘗試與家族中篤信佛教的家人對話，最後仍因

對佛教的認識有限，彼此的對話常常不了了之。

你手中的這一本《為佛教徒世界禱告》手冊，是

華語世界第一本全年皆可用來為佛教徒禱告的手冊。

佛教，位列全球五大未信主宗教群體，更是人口第四

大的宗教群體，信徒多數集中在亞洲。這是個距離我

們華人基督徒如此近，卻又陌生的群體。因著佛教在

流派上有諸多分別，當我們身為基督徒說要傳福音給

身邊信仰佛教的朋友時，我們更應該從禱告和認識他

們開始。

「禱告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禱告的果。」我們都深

知禱告的大能，但是面對不同宗教信仰的鄰舍、族群、

異文化朋友，我們該如何禱告？近代的宣教運動，世

界各地的福音復興浪潮，以及不同信仰群體的歸主現

象，都有一個共通的地方，就是起自禱告。這本《為佛

教徒世界禱告》手冊，將幫助我們更具象的禱告；願

主垂聽我們的呼求，見證上帝在未聽聞福音者當中的

奇妙作為！

從鄰舍到遠方，從禱告到宣教

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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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文

加
拿 大 籍 宣 教 士古 約 翰（J o n a t h a n 

Goforth）預備前往中國服事前，他寫

信給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尋求建議，向他請教該如何在敵對福音的河南省開

展宣教工作。戴德生回信給他說：「過去十年，我們

已嘗試多次進入那省份。我們被鞭打、被石頭砸，一

而再、再而三的被驅除…弟兄啊，若要進入這省份，

唯一的方法就是以雙膝前進。」

「藉著雙膝與禱告前進！」對教會的代禱者、對

普世的宣教工作，都是如此切合又應時的重要提醒。

正如華福前總幹事李秀全牧師曾說：「宣教勿忘禱

告、禱告勿忘宣教」。

當今全世界將近10億的教徒，是21世紀最大的

未得信仰、未得之民群體之一。然而普世教會該如

何努力贏得這個群體歸主呢？毫無疑問地，將是屬神

的教會跪下雙膝、向神禱告，求莊稼的主差遣做工的

人，出去收祂的莊稼。（馬太福音9:38）

藉著這本禱告手冊的中譯本出版，普世華人教

會和基督徒因此有一個大好良機，能夠一同參與在

這個禱告運動中，一起為近10億仍未得福音好處的

佛教徒代禱。我誠摯地禱告，全世界的華人教會不把

這樣的禱告夥伴關係看得理所當然，或者輕如鴻毛；

當你用這本手冊禱告，將會為每一頁所寫的細節、資

訊感恩，因為你可以有智慧、有策略性地代禱；要贏

得未信的佛教徒得救歸主，惟靠我們跪下的雙膝！

以雙膝前進

戴繼宗牧師

海外基督使團華人事工動員主任、中華福音神學院2020年候任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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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起源 悉達多太子（釋迦牟尼得

道前的身份）出生於西

元前6世紀，現在的尼

泊爾南部。根據傳說，聖者發現太

子身上的特殊印記和預言都一致諭

指：他將成為世界的統治者和啟蒙

者。而他的父王期待悉達多將來能

成為偉大的統治者，便呵護並供給

他一切榮華富貴。

悉達多29歲那年，他發現原來

皇宮外面的人民活在水深火熱中。於

是，他花了6年的時間，刻苦己心，尋

找解決方法，仍舊未果。他便一再嘗

試各種冥想技巧，希望有助提升突

破困境的洞察力。終於，他在一棵菩

提樹下悟道。

經歷天魔的試探，他堅持自

守，最後他完成他的信念，實踐出最

高的真理。從此，他成為一般世人

所稱的「佛」，意思是「覺悟者」或「

得道者」。

（續下頁）
7



8

佛教的基本教義

釋迦牟尼從最初追隨他的人當中，選出他的弟子，並對他們做他第

一次的開示。不同於其他宗教經典，它的內容沒有涉及超然的神性

論述，釋迦牟尼宣講了《四聖諦》：

1. 苦諦：人生是充滿痛苦的。

2. 集諦：人生痛苦是來自於無知和慾望。

3. 滅諦：要結束痛苦，只能靠消滅無知和慾望。

4. 道諦：要消滅無知和慾望，必須藉著「中道」或「八正道」。  

根據佛教教義的說法，「痛苦」是源於我們執著且渴望無常的事

物，從滄海到一粟（萬物及至個體）無止盡的緣起緣滅（死與重

生）中無法自拔。而這一切都是無常，也是幻影。終止這一切無間

循環的方法，唯獨行在「中道」，遠離二邊極端，並修行達到「正

見、正語、正業、正命、正念、正定、正思惟、正精進」（八正道）。最

終達到「涅槃」的目標，它並非一種與神親密相聚的狀態，而是如

同燒盡的蠟燭──一個終止我執，不生不滅（非生非死）的境界。

現今佛教徒的真實處境

一般百姓視佛教為他們的民俗信仰，即便他們所信的並非正統。

若以「信仰」而論，它比較是普遍性的約定成俗。在西藏，源自

本土薩滿信仰的苯教，就被佛教寺院冥想文化所覆蓋；泰國的佛

教徒，容許信眾佈施香菸給他們；然而在不丹，佛教徒抽煙則是

犯了戒律。泰國佛教當局不許女性受戒（接受戒律）也嚴禁女性

進入寺廟中的至聖之處；然而，尼泊爾和英國的女性出家人則可

以受戒。柬埔寨的佛教徒在寺廟內，不能討論環境生態保護的議

題，而西方的佛教徒則將環保運動和修行結合在一起。

佛教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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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佛教（或稱南傳佛教）：發源於斯里蘭卡，是第一個尊崇釋迦

牟尼的講道和教導的地方。它重視以個人觀想和善行，達到開悟的

境界。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佛教徒通常依隨此傳統。（編注：小

乘佛教是帶有歧視性的稱呼，正式稱呼仍以「上座部」為宜）

大乘佛教：源於釋迦牟尼的教導──菩薩或得道者，能夠選擇延

遲進入涅槃、極樂世界（一個靈魂能得自由的終極目標），以幫助

其他因過去行為所形成的業力所苦的眾生得到解脫。這個流派在

中國、日本、越南、朝鮮半島，成為一種傳統。

藏傳佛教：在西元6世紀的印度興起，藉著聚焦在儀式的實踐、觀

想菩薩的形象，以促成覺悟的境界。

近年來，某些西方人採納綜合各種形式的佛教教義，但主要聚

焦在尋求內在的平安。其中有些人加入上座部佛教的寺院，藉由冥

想、遵守五大基本行為戒律，尋求靈魂的淨化。還有人皈依藏傳佛

教，跟著喇嘛學習經典和咒文吟誦。此外還有西化的佛教：一種揉

合亞洲傳統和西方形式的佛教。他們每天穿著日常的衣著，繼續原

有的工作，但都花時間冥想或參與禪修活動。

佛教主要分為三

大流派：

上座部佛教、

大乘佛教、

藏傳佛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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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約書亞計畫  (https://joshuaproject.net)

境內超過10萬個佛教徒的國家

中國 1,419,653,000 184,108,000 13.0

日本 126,730,000 86,330,000 68.1

泰國 69,540,000 59,421,000 85.4

越南 96,378,000 49,707,000 51.6

緬甸 53,894,000 42,120,000 78.2

斯里蘭卡 21,198,000 14,610,000 68.9

柬埔寨 16,424,000 13,991,000 85.2

南韓 51,147,000 12,159,000 23.8

印度 1,360,301,000 7,809,000 0.6

台灣 23,729,000 6,483,000 27.3

寮國 7,100,000 4,270,000 60.1

美國 326,389,000 3,273,000 1.0

新加坡 5,768,000 2,392,000 41.5

尼泊爾 28,433,000 2,330,000 8.2

馬來西亞 31,867,000 2,118,000 6.6

蒙古 3,207,000 1,155,000 36.0

印尼 269,193,000 951,000 0.4

孟加拉 162,155,000 933,000 0.6

法國 65,055,000 851,000 1.3

不丹 754,000 665,000 88.2

澳大利亞 25,116,000 552,000 2.2

巴西 210,865,000 513,000 0.2

俄羅斯 144,504,000 413,000 0.3

加拿大 36,293,000 385,000 1.1

英國 67,418,000 276,000 0.4

安哥拉 31,802,000 150,000 0.5

義大利 60,463,000 148,000 0.2

德國 83,265,000 142,000 0.2

香港 7,392,000 139,000 1.9

祕魯 32,443,000 124,000 0.4

北韓 25,542,000 124,000 0.5

國家 總人口 佛教徒人口 佛教徒比例 國家 總人口 佛教徒人口 佛教徒比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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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佛 教 徒 分 佈 圖
佛教徒比例最高的城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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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太在林中漫步，試圖釐清他的思緒。

樹林中呈現一股寧靜安詳，但草太卻

感到內心空虛，無法藉著這些天然

美景領略任何美好。他希望萬物之靈能對他說任

何盼望的話，但他沒有盼到，除了樹葉被風吹動的

沙沙聲響。「我沒有活下去的理由了。」他想。就在

這時，有個聲音對他說：「你就像是一棵樹，你將

在三月獲得重生。」草太接著大叫：「這實在太奇

怪了！」

一個月後，他和一個親切的同事分享這個經

歷。日向非常興奮地回應草太：「我知道那聲音在跟

你說什麼，在我的『書』中有解答！」

當草太從日向手機的聖經APP中讀到詩篇第1

篇：「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草太迫不及待跟日

向追問更多問題，於是從中學習到「耶穌的追隨者

能夠從靈裡重生」的概念。

日本往往被歸類為佛教國家，但正如許多現代

國家的情況：佛教漸漸地被視為是舊的信仰。2017

年的一個調查顯示，許多日本人仍保留祭拜祖墳、

佩掛御守的習俗，出生時在當地寺廟登記、偶爾參

與其他信仰的祭典；然而、絕大多數日本人不會將自

己定位為任何宗教的「信徒」。事實上，許多人認為

倚靠宗教是一種軟弱無能的表徵。在各種文化中，

人們常以世俗的方法，解決屬靈上的空虛；在日本，

其中一種解決孤離和寂寞的方式，是有相當高比例

的人選擇了自殺。每年約三萬人自殺身亡，其中許

多是20多歲的年輕人，這個問題在日本的嚴重情況

遠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

禱告重點：
 o 迫切祈求聖靈在日本動工，喚醒屬靈飢渴的人、以及願意尋求倚
靠這為愛他們的神的人。

 o 求神打開日本人的眼睛，看見創造他們的主何等愛他們、渴望與
他們擁有親密的關係。

 o 祈求成千上萬孤單寂寞的日本人，能夠聽見神親自對他們說話、
呼喚他們的名。

日本

他要像一棵樹栽

在溪水旁，按時候

結果子，葉子也不

枯乾。凡他所做的

盡都順利。 

 詩 1:3

第1天 • 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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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天 • 1月28日

諾
布生在一個有三個孩子的家中。

按照傳統，家長會期望把一個孩

子送到軍隊從軍、一個送進佛寺

出家。諾布被挑選成為一名僧侶，他將前往印

度的錫金邦，學習佛教經典

與教義；然而其中內容還參雜

了：薩滿教、黑魔法、手相、

召福咒語等。諾布在修行的

過程中，有時還會被喇嘛導

師責打。

諾布心裡時常疑惑：「我死後會怎樣？我

在何處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達賴喇嘛（藏

傳佛教其中一個支派的最高精神領袖）的弟子

們告訴他：「你若要更深尋求解答，你得到印

度中部的某個寺廟修行。不幸地，這些高僧們

建議諾布，為了尋求啟示，他得在一個與世隔

絕的林中寺院中整整待上九個月，專心冥想，

不可洗澡與更衣。出家14年後，諾布已經能夠

舉辦許多莊嚴的法會，但他始終沒有找到，起

初他對生命的一切疑問。

在尼泊爾、不丹、北印度，男孩們在6歲時

就要皈依遁入佛門。成年後的僧侶們對修行人

生已然幻滅絕望，但也喪失所有生存技能，只

能困在寺廟裡。而諾布的故事，卻與許多不丹

僧侶們的結局大大不同：因為他的

父親成為基督徒，並持續不斷地對

諾布和其他家人分享福音。然而，許

多在尼泊爾、不丹、北印度的佛教僧

侶，終其一生從沒遇過任何認識耶

穌的人，跟他們傳講福音。

禱告重點：
 o 為在不丹、尼泊爾、北印度寺院中，成千上
萬的男孩及成年男性禱告：神親自引領他

們認識復活永生的真理，並成為主耶穌的

門徒。

 o 祈求不丹、尼泊爾、北印度的佛教徒，能
領受主耶穌的異夢和異象。也禱告主的

工人能夠接觸整個家族，一同成為主的

門徒。

不丹、尼泊

爾、和北印度

的佛教徒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

的權勢，把我們遷到

他愛子的國裡；我們在

愛子裡得蒙救贖，罪

過得以赦免。

西 1:13–14

諾布心裡時常疑惑：

「我死後會怎樣？

我在何處可以找到

真正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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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每逢母親節，泰國佛教徒孩子

們，都會買用茉莉花製成的手作

手環送給他們的媽媽。在教師

節，孩子們坐在導師的腳前，雙手合十，向老

師跪下叩拜，感謝老師指教了他們寶貴的知

識。每年四月泰國新年期間，人們不分老少地

向他們的雇主、村中耆老、或任何他們所敬重

的人，潑灑「聖水」以示感謝。泰國人藉著尊

榮父母、老師、長者，來取悅神明，好讓神明

可以帶給他們心中有喜樂。

還有一套不同的傳統儀式叫做

「Heet  sipsong（意即傳統儀式）」或是

「十二禮」，專注在提供佛教的知識教

導。每一道「禮」傳統，都結合了

月相觀測和寺廟禮儀，要求村

中的每位家庭成員都參與加

入。這些傳統儀式包括：在

收成季佈施、苦行、向僧侶

獻特別的米祭、聆聽佛祖的教導、潑灑聖水、

獻袈裟給僧侶。

泰國的老人家常常說：「我不能信耶穌。這

表示遺棄我們祖先傳承下來的十二禮。跟隨耶

穌的人是很可笑的。」這正是泰國基督徒的狀

況，他的鄰居們嘲笑他：「你這個罪人，你竟敢

不去寺廟獻祭！」

泰國*

禱告重點：
 o 求主使用泰國樂意取悅神、尊崇神的傳
統，並將泰國許多家庭從那些不領人更靠

近耶穌的傳統中拯救出來。

 o 禱告神在泰國各省興起活躍、有再生產力
的教會。

凡遵守公平、常

行公義的，這人

便為有福！

詩 106:3　

第3天 • 1月29日

* 文字內容獲授權引用自《30天為泰國伊善人禱告》, 2017

泰國的老人家常常說：

「我不能信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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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天 • 1月30日

拉
莫和她的家人們靜靜地坐在帳篷

裡，僧侶們正在吟唱佛經，在她祖

母的大體上點燃杜松枝。她的父母

為了這場宗教性的喪禮花了大筆的錢，因此拉莫

參與其中時，特別留意自己的行為舉止：若是表

現出對祖母的依依不捨、強烈的情緒低落，將違

背平時教義的教導，並使死人靈魂因產生依戀

無法順利離世。 

當僧侶們離開後，拉莫仍靜靜坐著，這一天

沒人期望她料理家事、做燃料用的氂牛糞餅。隔

天清晨日出時，祖母的大體被帶去天葬，沿路經

過許多經幡，到達山頂。拉莫想像著那些風中劇

烈飄盪的五彩經幡上，所寫的咒文，能將祝福隨

風吹拂，在祖母的靈魂所經之處。

到了進行天葬的地點，僧侶們敲鑼召喚禿

鷹群來啄食大體，接著便有人來肢解大體。拉莫

流下了眼淚，母親從帳篷的另一端過來，清楚地

提醒她說：「別哭，這是個慷慨和憐憫的行動，因

為祖母的身體可以提供給其他動物吃；她的靈魂

會找到新的身體，49天內她會轉世進入新的肉體

中。」拉莫擦乾眼淚，暗自希望能再次見到祖母。

相較於拉莫的經歷，主耶穌與人互動的方式

相當不同。耶穌和群眾親近，與我們同住，祂和門

徒、甚至陌生人相處時，是很溫暖的。耶穌總是

表達祂的情緒，包括：聖殿中的憤怒、面對宗教

領袖的惱怒，以及好友拉撒路死時的悲傷。而且

耶穌為人們的需要禱告、施行醫治，從不會向人

收取費用。

禱告重點：
 o 錯誤的信念系統，使藏傳佛教家庭遠離了
生命給予、情感表達的關係，包括他們與

創造主之間的關係，求主使他們從這樣的

捆鎖中被釋放。

 o 禱告祈求耶穌向藏傳佛教徒顯現祂自己：
以一個真正具有同理心、並且在生命中的

各個方面，都愛著他們的神的形象。

 o 求神使藏傳佛教徒曉得，他們可以生在神
的家中並得著永生，也求主使許多家庭成

為耶穌的門徒。 

西藏*

耶穌看見她哭，並

看見與她同來的猶

太人也哭，就心裡

悲歎，又甚憂愁，便

說：「你們把他安

放在哪裡？」他們

回答說：「請主來

看。」耶穌哭了。

約 11:33–35

* 文字內容改寫並獲授權自《為藏曆新年Losar禱告手冊》, 2019

相較於拉莫的經歷，
主耶穌與人互動的方
式相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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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天  • 1月31日

若偏離耶和華去順從那不能救人

的虛神是無益的。 

撒上 12:21

中
國大陸地區有全世界最多的蒙古

族人口，約有7,600萬人。「我們真

的受不了了！」在蒙古族人中長大

的索朗嘉如此說，「蒙古人有酗酒問題，並且使

我們容易有暴力傾向。在蒙古，父母是會打孩子

的。蒙古人喝醉時總會在街頭鬧事。在我們的社

會中充斥著太多的怒氣。當我長大一點後，我時

常感到心煩意亂。我便跨越城鎮去別的學校找

其他小孩打架。」

童年時的索朗嘉，時常在佛寺裡燒香祈求神

明的幫助。當她結婚後，她買了一尊昂貴的佛像。

雖然她一天多次禮佛祈福，她的丈夫卻外遇了。

後來索朗嘉的背受傷，當她躺在床上療養時，她

仍向佛像祈求，卻依然沒有任何回應。

直到索朗嘉覺得身體已經復原，那天她為

了去鎮上一間很大的寺廟，她得爬許多層的樓

梯。就在寺廟旁有一個很大的坑洞，裡面有許

多毀損的佛像，她剛巧遇到一個人，正把一尊

佛像往裡丟。

「它沒有幫助你嗎？」索朗嘉問。「沒有！那

尊佛像太便宜了！如果我買一尊金子打造的，應

該就可以了！」自此索朗嘉開始質疑：「為什麼這

個洞中的佛像無法幫助人？」

中國和蒙古國的蒙古人，總是會買佛像回

家，長期地供奉，祈求趨吉避凶。近幾年，寺廟開

始發送「平安膠帶」，中國的蒙古人會把它貼在車

窗上保平安。儘管如此，人們還是會生病、車禍、

酗酒。許多人在家中總是感覺缺乏愛。

禱告重點：
 o 禱告求神興起福音工人，觸及所有蒙古人
社區。

 o 求神激動蒙古人，因著憤怒、暴力、酗酒帶
來的空虛感，能尋求天父的幫助。

 o 祈求居住在郊外蒙古包的居民們，可以聽
聞主的福音，成為主的門徒，如同一個社

群般。

蒙古人
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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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天 • 2月1號

阿
蘭在一個海邊的漁村長大，她的

雙親定期照管他們宗族的祠堂；

有時也會帶

阿蘭去佛寺，為她的考試

燒香祈福。有一次，甚至

到一間有名的寺廟，他們

耗盡一整個月的收入來「消業障」。阿蘭不確定

一個人怎真能知道他們的「業」究竟如何？正如

其他越南的越族人，阿蘭相信有「老天爺」（Ong 

Troi）的存在，一個最高等級、創造天地的力量，

她深信每天的生活是受到老天爺賞善罰惡的影

響。她想和這位神接觸，但似乎遙不可及。

阿翠生長於一個共產黨家庭，他們認為宗

教是沒有價值的。如同許多城市居民，阿翠除了

在父母的公司工作外，她還兼差打工，在朋友開

的麵店裡幫忙。阿翠也相信有創造主的存在，所

以當她面臨到壓力或問題時，她會禱告尋求幫

助。有一天，麵店來了一位客人，向她提起創造天

地的神及祂的愛子耶穌。阿翠很想再知道更多，

因為這客人正是以「老天爺」來稱呼神。

越南人生長於混合了傳

統祖先崇拜、民俗佛教、共

產政府無神論教育的信仰背

景。然而，「老天爺」的概念可

以連結越南人的生命故事，能使他們有機會進前

來認識神。

越南的
越族人*

禱告重點：
 o 禱告求神的子民能有方法和越南人溝通福
音信息，並使他們全然了解且擁抱福音。

 o 當越南人向「老天爺」禱告時，全能的上帝
差派工人，告訴他們，主耶穌正是他們尋找

中的「老天爺」。

 o 祈求萌芽中的越南女子門徒訓練運動能夠
增長、擴展到全國各區、各村莊。

神造萬物，各按其

時成為美好，又將

永生安置在世人

心裡。然而神從始

至終的作為，人不

能參透。

傳 3:11

* 文字內容改寫並獲授權自海外基督使團OMF《萬族萬民》雙月刊

有一次，他們耗盡一整個
月的收入來「消業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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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天 • 2月2日

在
金紅相間的華美廟宇中，薩米迪在

一尊高達兩層樓高的巨大佛像前跪

拜三次，然後穿上鞋，靜靜地出去。

他7歲大的孫子謝哈，在他身旁跟著他。他們走

到下一間廟裡，站在兩個只有雞舍般大、看起來

不怎樣的神龕前。這些無法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築

物，看起來既單調又廉價，裡面的神像也做得很

粗糙。 

由於謝哈的父母不常帶他去寺廟，

所以他有疑問：「爺爺，跟那些華麗

的黃金佛像比起來，這些神像好小

哦。為什麼我們還要在這裡祭拜？

」薩米迪舉起三柱香拜了拜，將香

插入神龕前的香爐裡。然後說：「

他們一個是水神，一個是土地神。

」謝哈問：「他們沒有名字嗎？」祖

父搖搖頭：「如果有，我們也從來

不知道。他們是很強大的神靈，早

在佛教到來之前，就存在在

我們的土地上。」

薩米迪跟攤販買

了點心，祖孫倆在寺

廟院內的大樹蔭下

吃了。瞻仰著高聳的螺旋寶塔，柱身上彩繪著佛教

經典中的故事，謝哈心中感到敬畏；他在此地感到

「sok」，在柬語中意味著幸福、滿足、平安。謝哈

又問：「爺爺，我們離開這裡後，還能感受到sok，

並且遠離兇惡嗎？」薩米試著使孫子安心，他說：「

今天我們已經向大地之靈祈求，但為了以防萬一，

我另外買個護身符給你保平安。」其實連薩米迪自

己都不確定，因為在他55年的人生中，即便不斷地

參拜寺廟、加倍地獻祭給水神及土地神，他從未真

正感到平安，或是真的脫離兇惡的威脅。而買平安

符給他的孫子，是他唯一能做到的最好方法。

禱告重點：
 o 求主從柬埔寨的教會中差遣工人，對多達
1,400萬的柬埔寨佛教徒，大膽地奉耶穌

基督之名，宣告真平安。 

 o 禱告祈求讓柬埔寨的佛教徒能明白，主
耶穌是和平之子；並祈求所有家庭、村莊

的人們，都成為被主耶穌的喜樂充滿的

門徒。

柬埔寨
的高棉族

素來沒有訪問我的，

現在求問我；沒有尋

找我的，我叫他們遇

見；沒有稱為我

名下的，我對他

們說：我在這

裡！我在這裡！ 

賽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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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天 • 2月3日

當
基督徒們將南叔叔的遺體安置在柴

火上，村裡一位領袖級的佛教徒耆

老大喊道：「停！往生者的頭不能向

下指向山谷，應該朝上！」雖然柴火已經開始點

火，但還沒點燃。於是很快地，基督徒們重新安

排遺體面朝「合適的」方向。當柴火開始焚燒，

佛教徒鄰舍們發出了嘆息，表達哀悼。

多年前，村裡第一場基督徒喪禮是場災難。

剛從外地到來的基督徒，因為不明白撣族的喪葬

習俗，把遺體包裹在白色的布巾裡直接下葬，沒

有進行如何儀式。「簡直是被當成豬狗一樣！」村

民說，「如果基督徒死後，大體都會被這樣處置，

誰還想要跟隨耶穌？」因此，南叔叔的葬禮就有所

不同了。

撣族對喪禮習俗顯然相當看重。例如，喪家

要邀請整個村莊的居民，按時留守大體，以免有

人或動物越過；為與會者提供好吃的食物；舉辦

一場莊嚴的喪禮儀式，讓佛教徒、基督徒都能前

來舉哀致意。

撣族人強烈地認同「佛教徒」這個身分。根

據佛法的教導，僧侶會藉由儀式活動守護村莊。

恐懼和傳統習俗，使得撣族人很難看見主耶穌供

應給他們的一切美好，所以，能否舉辦一場好的

喪禮是很有影響力的。當南叔叔終於下葬後，一

位素來篤信佛教的學校老師在村裡回憶並說：「

我深深地被南叔叔聖潔的生命，以及這場尊榮的

喪禮所感動。我想要更多認識南叔叔所跟隨的這

位神！」

禱告重點：
 o 禱告祈求撣族信徒能藉合宜的喪禮連結村民，並  　

以其他各式文化活動精準地向同胞傳講耶穌。

 o 祈求在泰國、緬甸、中國的撣族家庭和全體撣族
村落，能熱切地來聽聞耶穌的宣告，並以社群為單                    　

位產生信耶穌的歸主運動。

泰國、緬
甸、中國
的撣族人

向軟弱的人，我就作

軟弱的人，為要得軟

弱的人。向甚麼樣的

人，我就作甚麼樣的

人。無論如何，總要救

些人。 

林前 9:22

恐懼和傳統習俗，使
得撣族人很難看見主
耶穌供應給他們的一
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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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天 • 2月4日

佛
教常被描述成一個和平的宗教，在

某些斯里蘭卡鄉間的佛教生活，的

確符合這樣的形象。農忙時的家

庭，總是忙於耕種水稻或是長時間在茶園工作。

佛寺則是村莊生活的重心，村民會定期佈施給僧

侶，也有年度的奉獻，比方說在雨季結束時獻給

僧侶新的僧袍。好客，是相當被看重的價值，並

透過笑臉迎人來實踐。  

然而許多僧伽羅佛教徒所信所行，事實上並

非來自佛祖的教導。像是每當有人過世時要面向

西方，以阻擋陰間主宰；在婚禮上，男性長輩會

將新人的雙手小指綁在一起，並在這綁起來的結

上灑上聖水；或是在菩提樹下拜佛（菩提樹是釋

迦牟尼頓悟得道的地方）。斯里蘭卡最受歡迎的

宗教活動，是每年八月在康提城舉行的佛牙節，

它是一場為期10天的火舞慶典，以象牙仿製的佛

牙，會在康提城穿越大街小巷巡行。真正的佛牙

被裝在一個金盒中，並鎖在康提附近的寺廟中。

或許，斯里蘭卡佛教教義與實踐間，最明顯

的分歧，在於種族間的暴力鬥爭。國外作家觀察

到，助長分歧的部分原因，在於知名高僧和僧羅

伽族佛教領袖推動的激進佛教種族政策。比方

說，與印度教泰米爾族分離主義分子之間的衝

突，就導致長達25年的內戰。近來，還有僧侶鼓吹

對當地穆斯林少數族群發動暴力攻擊。自從2019

年，死亡人數高達258人的「復活節連環爆炸案」

後，阿索卡教授在《可倫坡電訊報》上發表一篇

引人議論的文章，內容直指有心人如何利用佛教

教義煽動僧羅伽民族主義，進而控制社會。這篇

文章引發起廣大民眾的熱烈討論。

禱告重點：
 o 禱告社會各階層都能深切尋求真理，求主
臨到佛院和寺廟，打開僧伽羅佛教領袖的

心眼，尋求耶穌。

 o 當地佛教徒指控基督徒以金錢賄賂他們
改信耶穌。求神幫助人們傳講耶穌時，能

更不依賴提供金錢或服務，而是更多依靠

主耶穌的生命、死與復活的信息。禱告求

主的心意和生命，能夠徹底改變每個斯里

蘭卡村落！

斯里蘭卡的
僧伽羅人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

們，是要叫你們在我

裡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但你們

可以放心，我已經勝

了世界。” 

約 16:33

許多僧伽羅佛教徒所
信所行，事實上並非
來自佛祖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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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天 • 2月5日

阿
敏正襟危坐著，大腿上鋪著一張大

報紙，他的媽媽正在為他剃髮。在

他左右兩旁年齡介於七歲到十歲

的男孩們，也都托好報紙，不讓任何一根剪下的

頭髮掉到地上。每個男孩都穿上華麗的服飾，仿

若佛祖還是王子時的樣子。他們正等著出家成

為一名小僧侶，而剃髮，則象徵著遁世並割捨所

有身外之物。

每個緬族佛教徒的男孩，有義務在20歲前

都出家一次。剃度出家的儀式所費不貲，因此村

民們近年來會舉辦團體出家儀式，以分攤金錢開

銷。當獻完袈裟給住持、背誦完十戒律後，每個

男孩可以拜師請某位僧侶前輩指導他們，而此時

每個男孩都會領受法號，那是只有在寺廟中才使

用的名字。最後，他們的父母會向這些年輕人們

叩拜，因為他們的身份不再是孩子，而是聖者。

緬甸是個擁有許多自然資源的國家，例如寶

石、翠玉、天然氣；然而緬甸也是世界上最貧窮

且最少被開發的國家之一，大部分的農田，仍以

人力和水牛耕作。軍政府領袖高度掌控整個國家

的民生狀況，他們壟斷所有的礦產擁有權、開採

權，甚至收走大部分的觀光營收。整體的公共基

礎建設非常有限，緬甸佛教徒甚至沒有自由和金

錢去各處旅行。相較之下，軍政府投注大量金錢

建造寺廟，支付薪水給佛學層級高的高僧，並給

予他們自由旅行的權利。

阿敏不打算擁有這樣的禮遇，他只想在為

期二週的出家義務結束後，回歸到正常的生活。

然而，他八歲的鄰居阿齊，家中的經濟狀況貧

困，他就想要永遠出家為僧，因為在寺院中能夠

免費吃穿、讀書求學也有供應。阿齊的父母希望

他修道晉升，以致有足夠的金錢可以養活自己

和全家。

緬甸的緬族

禱告重點：
 o 只有不到0.3%的緬甸佛教徒改信耶穌，
求神為總人口高達3,100萬的緬族村落興

起主的工人。

 o 祈求年輕的僧侶們在打坐時能在異象中遇
見耶穌，求較年長的緬族佛教徒可以領受

從全能神而來的異夢。祈求讓異象和異夢

能引導他們成為耶穌的跟隨者。

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

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

有比這個大的。

約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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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特歐在瑞士長大，來自西方世俗背

景的他，佛教教義似乎能夠帶給人

一種內在的平靜，是他所渴望的。

「我在泰國一間寺廟出家，我們在裡面過著清心

寡慾的生活。」他說：「我們每天操課三種默想練

習，而我想要單獨與神會面，但我沒如願，取而

代之的是體悟到一種人生哲學──因果業報。

純粹的佛教教義有高尚的道德水準，但當我發現

修行的最終目標卻是消滅『我執』，於是我陷入

深層的失望。我出家是為了尋求自在和平安，但

在這三年內我發現到只有全然的『空』。」

佛教教義的概念，正積極在西方社會宣傳

著，他們向人傳遞一種形象：和平、安定、智慧，

卻完全沒有討論到背後整體的世界觀。其中一

例，就像美國的「同理心學校」計畫，由一位藏傳

佛教徒的教授所提倡，培養學生入世修行，課程

內容以藏傳佛教教義中的「正念」和「觀想」為基

礎，後者包括完全淨空心思意念（基督教的默想，

則是讓心思被主的話充滿，並且瞻仰神的榮美）

。

佛教徒的世界觀也充斥在許多電影當中，例

如《星際大戰》、《追殺比爾》、和漫威的《奇異

博士》。知名的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就很推

崇打坐禪修；另外，一些市民會在庭院中擺放佛

像，以便觀想求平靜。甚至在基督教界中也會出

現佛教用語，例如曾有牧師聲稱過：「我們的退修

會就像涅槃境界一樣！」但他不知道「涅槃」其實

是一個靈魂消滅、完全無有的境界。

西方國家
佛教徒

禱告重點：
 o  求永生的神開啟西方社會佛教徒的眼睛，
看清佛教教義的真相，是自我的滅絕。

 o  禱告使西方基督徒起來為佛教徒禱告，並
以愛、憐憫、耶穌的真道，來連結佛教徒朋

友、鄰舍。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

人用他的理學和虛

空的妄言，不照着基

督，乃照人間的遺傳

和世上的小學就把

你們擄去。

西 2:8

第11天 • 2月6日

市民會在庭院中擺
放佛像，以便觀想求
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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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天 • 2月7日

釋
迦牟尼在尼泊爾出生，卻在印度得

道。他宣講「中道」，是對印度教「

苦行」以及對人性「貪嗔癡」的一

種反動；所以有人稱佛教是針從印度教的「改教

運動」。時隔2,600年後，有些印度境內的印度

教徒，再次被釋迦牟尼的教導吸引並改信佛教。

這一次，改信的動機帶有社會性原因。

賤民（Dalits）在印地語的意思是「穢不可

觸」，他們在印度人口中約佔20%。雖然印度法律

保護賤民階級的權益，卻時常被忽視；2016曾有

個引人注目的案件：一位賤民階級的皮革工人和

他的親戚，被拍到遭一群印度教徒暴力毆打。影

像畫面引起擴散效應，激發民眾走上街頭抗議，

儘管有「反改教法」，後來這群受害的賤民，以及

另外約300位當地人，全都因此改信佛教。

改教的賤民們，加入的是個叫做「新佛教」

的新興派別。他們的人數高達8,400萬人，來自各

種不同方言和文化背景，而其中多數來自於孟買

所在的馬哈拉斯特拉邦。「新佛教」是由印度憲

法之父安貝卡爾博士（B.  R.  Ambedkar）發起，

他出身賤民、研讀佛學，並在1956年他過世前不

久，率妻子和50萬追隨者一起皈依佛教，並創立

了新的「新佛教」教派。新佛教徒認為「業報」、「

轉世」是迷信，並教導信眾：涅槃不是與宇宙永恆

合一的狀態，而是在世上公義的實踐。

改信「新佛教」要經過22道宣誓，其中包

括：提名印度教神祇並斷絕和它們的關係、發誓

不說謊、不偷竊、不醉酒、不犯姦淫，以及不參

加婆羅門祭司的儀式等。他們沒有僧侶制度、沒

有寺廟禮佛、沒有打坐修禪，更沒有佛像。「新

佛教」的聖地中所擺放的是安貝卡爾的像，提供

信眾朝拜。

禱告重點：
 o 求主使門徒運動在所有「新佛教」社區中
產生，釋放他們得以自由。

 o 禱告祈求印度教家庭或群體在考慮改信
佛教時，也把跟隨耶穌放在考慮中，並且

他們能被阿爸天父所吸引，因為祂是真正

賜人尊貴與盼望的。

印度的
新佛教徒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

得蒙救贖，過犯得

以赦免，乃是照他

豐富的恩典。這恩

典是神用諸般智慧

聰明，充充足足賞

給我們的。

弗 1:7–8

新佛教徒認為「業報」
、「轉世」是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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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
塔妮在一個泰國中部的農村長大，

但高中以後她就搬到靠海的城鎮

去，希望可以嫁給來自西方國家的

丈夫。盧卡斯在海邊度假時認識了她，他們最後

結婚了，婚後他們定居在瑞士，但桑塔妮卻感到

非常寂寞。其他嫁到瑞士的泰國太太們邀請桑

塔妮去教會，但盧卡斯卻堅持反對：「那又不是

妳出身的文化！」那時起，桑塔妮便開始酗酒。附

近另一個城鎮有間泰國佛寺，桑塔妮去找僧侶

幫忙，卻無助於她的婚姻問題或是內心的寂寞。

伽瑪位在尼泊爾山上的佛教家庭，資助他去

念加德滿都大學，大學畢業後，伽瑪到馬來西亞

的檳城工作。他對屬靈的事很敞開，但是沒人和

他一起討論，在追尋宗教信仰的路上很孤單。

蘇克在曼谷的某個朋友，介紹給他一個在

新加坡的建築工作；一對韓國夫婦來到蘇克工

作的地方，並且用泰語和他分享福音。蘇克感

到十分好奇，並加入了一個查經團契以期更多

認識了解。

每一年，成千上萬佛教背景的東亞移工去到

海外工作，或是結婚嫁給外國人。在新的環境下，

他們有時會被忽略或是歧視，但如果有人能把握

機會的話，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願意討論屬靈事

的。當你接觸到你周遭的佛教徒時，你會怎麼分

享你的見證和福音信息呢？

禱告重點：
 o 禱告求西方國家的基督徒會眾能夠與主
同行，在佛教徒中積極向他們介紹和平之

子耶穌。

 o 祈求曾有佛教背景的海外基督徒，能夠做
主門徒，並在他們返鄉時向家族傳福音，

使家人一同成為主的門徒。

海外的
佛教徒

和你們同居的外

人，你們要看他如

本地人一樣，並要

愛他如己，因為你

們在埃及地也作過

寄居的。我是耶和

華－你們的神。 

利 19:34

第13天 • 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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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起門徒來說，耶穌更是位好老師。

為何祂差派70個門徒出去？耶穌並

非透過吸引每個人聽祂講道，來解

決工人不足的問題，而是興起一小群工人，能夠

去到那些遠離神的人當中。  

過去30年，基督徒在泰國東北部持續不斷地

舉辦佈道會；成千上萬的人「舉手決志」回應，但

當中卻只有寥寥數百位成為門徒持續跟隨主。相

較之下，2018年共有14個來自一般教會的宣教團

隊出去走禱、分享見證、介紹耶穌；到了2019年中

時，這些團隊已經開展35個新的門徒小組，有240

位穩定聚會的門徒。

泰國中部有個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團體，他們

挨家挨戶傳講耶穌的福音，村中對福音感到興趣

的人，被邀請去參加福音團契，其中回應神的人，

便和同村的其他信徒組成信仰群體。到2019年中

為止，他們已經開拓植堂了423間教會。

多數亞洲的佛教徒住在農村裡，維持著緊

密的社群連結，而福音的好消息必須包含神對家

庭、對村落社群的關愛，而非僅止個人。

求神賜下
屬靈的豐收

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

十個人，差遣他們兩個

兩個地在他前面，往自

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

方去，就對他們說：「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

人少。所以，你們當求

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

去收他的莊稼。

路 10:1–2

禱告重點：
 o 祈求佛教背景的信徒在傳福音時，不只是
倚靠知名講員或單張的信息，而是能向鄰

舍朋友分享自己的見證故事；求主使基督

徒們都擁有根於聖經的堅信，且有為主向

周遭同胞作見證的能力和使命感。

 o 祈求初信的信徒都被聖靈充滿，大膽向鄰
舍傳講福音；求主使新的門徒小組繼續出

去傳福音，再建立新的門徒小組、再傳講

福音！

第14天 • 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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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當泰國佛教徒聽到耶穌，他們都用

同一句話來結束對話：「所有宗教

都是勸人為善的。」某位台灣讀者

在某個基督教網站上留言說，普遍佛教徒的信

念是：不一定只有聖經裡才能找到神諭和智慧，

其他經典也有的；救恩也不僅限於

基督徒。 

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

不同意這類論述，而是認定所有靈

性根源只來自於獨一、聖潔的創造

主。相較之下，佛教則是無神論，只

有一個不具人格的力量叫做「業報」，那是一種

超越人一生善行惡性的平衡。佛教徒努力修行「

中道」，避免極端的禁慾苦修、也不落入情慾放

縱，並藉著正念和善行來達到平衡。但是佛教教

條中並沒有任何提到關於婚嫁或喪葬，關於厄運

或邪靈的教導，也沒有提到能夠隨時幫助我們需

要的創造主。

為了解決這些生活中隨時會發生的問題，

有些佛教徒就會轉向尋求薩滿教、拜祖先、泛靈

論、傳統習俗，這導致他們的信仰觀念中，兼容

了自相矛盾的概念。一神論者無法理解這樣的

信仰觀念。相對地，也讓佛教徒無法理解主耶穌

說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神正在全世界穆斯

林、印度教徒、世俗主義者的心中運行動工，過

去25年，在這些群體中有數以百萬的人成為主

的門徒，但同一時間，回應神的

佛教徒卻少之又少。神可以改變

這個景況嗎？耶穌說：「是的！」

主耶穌挑戰我們尋求將不可能

變為可能的神。

禱告重點：
 o 全能的主，求祢使還未發生的成為真實，
求祢帶來屬靈運動的復興，求聖靈大大地

運行在佛教徒世界中，使人心甦醒、使人

心的需要被賜恩的主所滿足。我們求主使

那不可能的門徒訓練運動，產生在每個佛

教徒民族群體中，使我們這些代禱者在世

之時就能看見！

在神凡事都能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

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

事都能。 

太 19:26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

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

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

我們世人的父。如經上

所記：「我已經立你作多

國的父。」

羅 4:17

第15天 • 2月10日

在這些群體中有
數以百萬的人成
為主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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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過去15天的禱告中，我們與全

世界不同國家的代禱者們，在

同一時間、聚焦在同一個地方

和族群；我們想鼓勵大家，不要停止禱告。我

們一起持續下去，在未來一年繼續使用這本

手冊禱告。

以下有一些使用經文禱讀的方法，來為

佛教徒世界的需要禱告。神的話有權柄且大

有功效，耶穌就是神活著的道，祂用祂的話語

創造世界萬物。我們鼓勵你使用經文，來幫助

你持續禱告。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

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

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

叫他們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國民，

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啟 5:9–10)

●祈求被殺的羔羊耶穌，得著祂當得的榮耀，

因祂的名配得萬族、萬邦、萬民、萬國敬拜。

耶穌回答說：你們當信服神。我實在告

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挪開

此地，投在海裡！」他若心裡不疑惑，只

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所以

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

是甚麼，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可 11:22–24)

●求主讓祂的子民擁有代求的極大信心，即使

在事情看似不可能時，仍在佛教徒世界中的各

個族群、地方，帶出跟隨耶穌的運動。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着血

氣爭戰。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

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

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

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

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林後 10:3–5)   

●求神拆毀一切佛教轄制人的堅固營壘，藉

著耶穌釋放被擄的人得自由。因為祂是道路、

真理、生命。

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

費，能蓋成不能呢？ (可 14:28) 

●求神興起祂的子民，能用神的眼光看見神對

佛教徒世界心意的大藍圖，並且能看見哪裡最

需要主的工人和宣教的資源。 

●求主使我們所行能彰顯出：基督的眾肢體能

夠遵行主道、差派工人和宣教資源，去到主所

需要的工場。

用經文禱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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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

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

倍的。(太 13:23) 

●求主使每個耶穌的跟隨者能把握每個機

會，把福音傳得又遠又廣。 

●求使主的工人有智慧地分享，使聽聞福

音的人能夠真正明白所聽見的，並且能夠

回應神。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

同工，用神蹟隨着，證實所傳的道。       

(可 16:20)

●讚美主，因祂應許藉神蹟奇事來印證祂

的道。 

●求使信徒們在傳講神、為佛教徒朋友們禱

告時，不帶任何懷疑地期待神蹟。

無論進哪一家，先要說：「願這一家平安。

」那裡若有當得平安的人，你們所求的平

安就必臨到那家；不然，就歸與你們了。

你們要住在那家，吃喝他們所供給的，因

為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不要從這家搬

到那家。 (路 10:5–7)

●求主使信徒們能辨識出人心準備接受耶

穌的時機。

●求使信徒們能透過家族、鄰舍、村莊，與

人建立關係、培訓門徒，並且進而使這些門

徒可以再去培訓建造門徒。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

再說，要等候耶和華！(詩 27:14)

●求使那些在佛教徒世界傳福音的信徒們，

有力量度過艱難、壓力、逼迫和痛苦。

保羅進會堂，放膽講道，一連三個月，辯

論神國的事，勸化眾人。後來，有些人心

裡剛硬不信，在眾人面前毀謗這道，保

羅就離開他們，也叫門徒與他們分離，

便在推喇奴的學房天天辯論。這樣有兩

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亞細亞的，無論是猶

太人，是希臘人，都聽見主的道。　　　  

(徒 19:8–10) 

●求主使耶穌的門徒群體在快速且有深度

地成長時，新的門徒群體能夠走入社群、關

懷鄰舍，甚至進入跨文化族群中，讓萬族萬

民都能夠聽見福音，並且回應神。

不要帶錢囊，不要帶口袋，不要帶鞋；在

路上也不要問人的安。(路 10:4) 

●求主使信徒們向佛教徒傳福音、分享好消

息時，能滿足佛教徒內心的需要。

●求主使我們有從神來的強烈渴望，去禱

告、去分享好消息、去為他人所需而犧牲奉

獻，以致我們能看到新增、倍增一個又一個

跟隨耶穌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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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

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

樣。(提前 4:12)

●禱告不論男女、不同世代，都能完全投身

成為門徒建造者，並且多結果子，能為主收

割莊稼，就是那些已預備好要回應神的人。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

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 3:13–14)

●求主幫助每位信徒，有持續向前的動力，

並且每天聽神的話、行主的道，並忠心熱

切地傳福音。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

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

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

樣。(約 15:4)

●祈求阿爸父神幫助每位信祂的人，都與

主耶穌有親密的連結，能為神的榮耀結出

豐盛的果子。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正如我以前

略略寫過的。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

督的奧祕。(弗 4:3–4) 

●求主耶穌幫助基督的肢體、神的教會，可

以彼此合一，如同聖父聖子合為一。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

遠。阿們！(太 6:13) 

●求使每個現正處於佛教文化所影響的人

和地區，能被神的國度、主耶穌的權柄和

榮耀、聖靈的和平與喜樂所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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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與機構連結
以下機構能提供進一步的資源、禱告材料與相關機會，使您成為佛教徒世界的祝福。我們鼓勵您查詢相關活動、材料，讓自己有分其中。

（多數機構網站目前只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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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長推薦

▋有句成語叫「言簡意賅」指文字簡短意思完備，這本禱告手冊正
是如此。佛教徒這麼多，佛教教義、佛教世界、佛教現況這麼複雜，
它卻可以幫助我們快速、具體、多面地了解狀況，讓我們都好好使用
它，一起用禱告來與上帝同工！

王瑞珍／《第三隻眼看佛教》作者、中華福音神學院兼任老師

▋願神揀選更多佛教徒，得救歸主！

曹永杉／愛家台福教會主任牧師、台福中部牧區區牧

▋當上帝將我們放在佛教發源與影響深遠的亞洲，為的就是邀請我們
見證祂福音的大能，如何引導生命從無止盡境界的疲乏中，轉向為他
們生命已經完成的救贖之功，我們需要同心起來為他們守望禱告。

莊信德／磐頂長老教會主任牧師、台灣神學院兼任老師

▋當你用這本手冊禱告，將會為每一頁所寫的細節、資訊感恩，因為
你可以有智慧、有策略性地代禱；要贏得未信的佛教徒得救歸主，
惟靠我們跪下的雙膝！

戴繼宗／海外基督使團華人事工動員主任
中華福音神學院2020年候任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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