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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1天佛教世界祷告指南

欢迎

「殷勤而不懒惰，灵里时时火热，常常服事主。在

盼望中要欢喜，在患难里要忍耐，在祷告上要

恒切。」罗马书12：11-12 CUV

使徒保罗在一世纪的训勉也适用于2022年。在疫情、乌

克兰战争的混乱、各地对基督徒的迫害、经济衰退下，

我们不禁举起手问：「一个人可以做什么？」

保罗给了我们答案，就是专注于上帝的圣言，等待衪回

应，并更加努力地祈祷。

通过本指南，我们邀请你特别為全球十亿佛教徒认识上

帝祈祷。从 2023 年 1 月 2 日开始，你每天都可学习一

些关于佛教和其在不同地方的影响的知识。

今年的特别焦点是中国。此指南在农历新年1月22日达到

高潮，並介绍中国最大的八个城市，以及为当中一个群

体祈祷。

《佛教世界祈祷指南》被翻译成八种语言，并通过全球1

千多个祈祷网络分发。你将与超过2百万耶稣的門徒一起

为我们的佛教邻居代祷。

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热切地期望」，并「更加努力

地祈祷」。

耶稣是主！

“耶稣吩咐：
「把石头挪开。」

玛大说：「主啊，他已
经发臭了，因为是第
四天了。」耶稣对她
说：「我不是对你说
过，你如果信，就会
看见神的荣耀吗？」  

约翰福音11：39–40

本祷告指南是
一个觉醒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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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源
 佛 教佛教

高
山王子(Prince Gautama) 出生

于公元前六世纪，在现代尼泊

尔的南部。在他出生时，有人

注意到他身上的記號，预言他将长大后成为

统治者和一個开明的偉人。他的父亲希望他

成为一名伟大的统治者，便试图通过奢侈的

生活来保护他。

然而，在29岁的时候，高山（Gautama）看

見了在他居住的宫殿外的苦难。结果，他花

了六年时间作一个流浪的苦行者，以寻找解

决苦难问题的方案。他徒劳地尝试了各种冥

想技巧，希望得到见识。最后，他决心坐在

菩提树下，直到他获得自己在追求的启蒙。

尽管被玛拉（邪恶的人）诱惑，他坚持并最

终实现了他认为是对最高真理的实现。从那

时起，他被认为是「佛陀」，意思是「觉醒

者」或「开明者」。

续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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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教导（称为佛法*）
佛陀在寻找启蒙的地方找到了他最早的门徒，

并第一次向他们佈道。和其余大多数宗教不同

的是，佛教並沒有一位超越一切的神灵，而是

提出「四項真理」：

1. 人生充满痛苦。
2. 痛苦的根源来自於无知和欲望。
3. 只有要无知和欲望终结，痛苦才会终结。
4. 通往终结无知和欲望的路，需要经过「中

道」和「八正道」。

根据佛陀，「苦难」是由于我们坚持并渴望无

常事物，使人陷入了持续的死亡和重生过程

中，而一切也是无常和错觉，包括一个人的自

我，。摆脱无休止的重生循环的唯一方法是走

「中道」，避免极端并以正确的理解，在思

想，言论，行为，生计，努力，正念以及最终

正确的集中度。人生最终目标不是与上帝有永

恒的关系，而是如同一根蠟燭的火焰熄滅，終

止一切欲望。

现代佛教习俗
许多人视佛教为民间宗教，因为它没

有一位超越一切的神灵。然而它的教

训正如一面毯子，覆盖在现有的文化

上，根据当地文化有所调整。例如在

西藏，它覆盖在萨满教的苯教上，有

一项祝念的寺庙制度;而在泰国，信

众把供奉盘上的香烟献给僧侣，但在

不丹，吸烟可是犯罪行为。泰国的佛

教委员会不按立女性为僧侣，禁止她

们进入寺庙的神圣区域;然而在尼泊

尔和英国，女性可被按立成为僧侣。

在柬埔寨，佛教徒寺庙内的从不讨论

环保议题，但在西方世界的佛教徒却

积极参与环保运动，作为他们信仰的

部分典章。

*为了清楚起见，本指南遵循用梵語

的拼法  (dharma)，而不是巴利語

的拼法 (dhamma) 。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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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共分三大體系：
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及西藏佛教。

小乘佛教Theravada
 源自斯里兰卡，佛陀的讲章和教导首先被圣

化，它的目标是信众通过个人念经而达至觉

悟，并鼓励信众行善。它主要在缅甸、泰国、

柬埔寨及寮国被奉行。

大乘佛教Mahayana 
依据佛陀所写的文献而形成，它教导得道者

可以延迟进入涅盘境界 (解放的最终属灵目

标)，为帮助他人脱离因果轮回所带来的痛

苦。这体系主要在中国、日本、越南及朝鲜

半岛被奉行。

西藏佛教Tibetan 

六世纪在印度兴起，重点是通过仪式实践和观

想天菩萨来加速觉悟。

近年来，西方人采用了各种形式的佛

教，这些佛教主要关注内心平安。有些

小乘佛教的廟宇通过打坐冥想和遵循

五个基本規條寻求精神净化。其他人则

致力于藏族喇嘛（和尚），研究藏族文

本并学习诵经。還有些人跟隨西方化

佛教，融合亞洲傳統及西方對佛教的理

解，他們多半保留原本的職業，并穿日

常衣服，但要花許多时间冥想和静修。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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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1 ,000,000 佛教徒的国家

数据来源：托德·约翰逊（Todd M. Johnson and Brian J. Grim, eds., World Religion Database (Leiden/Boston: Brill, accessed Octob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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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2020年人口 2020年
佛教人口

2020年
百分比

中国 1,439,324,000 228,117,000 15.8%

日本 126,476,000 70,539,000 55.8%

泰国 69,800,000 60,846,000 87.2%

越南 97,339,000 47,334,000 48.6%

缅甸 54,410,000 40,469,000 74.4%

斯里兰卡 21,413,000 21,413,000 68.0%

柬埔寨 1,6719,000 14,380,000 86.0%

南韩 51,269,000 12,637,000 24.6%

印度 1,380,004,000 9,799,000 0.7%

国家 2020年人口 2020年
佛教人口

2020年
百分比

台湾 23,817,000 6,304,000 36.5&

美国 331,003,000 4,300,000 1.3%

老挝 7,276,000 3,815,000 52.4%

尼泊尔 29,137,000 3,546,000 12.2%

印度尼西亚 273,524,000 2,185,000 0.8%

蒙古 3,278,000 1,906,000 58.1%

马来西亚 32,366,000 1,712,000 5.3%

孟加拉国 164,689,000 1,182,000 0.7%

香港 7,497,000 1,170,000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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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佛教徒
有相当人口為佛教徒的城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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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1月2日 佛教是蒙古的「官方」宗教，近60

％的人信奉。它与藏传的密切联

系可以追溯到500多年前。

共产党在1939年的入侵几乎消除了佛

教，摧毁了寺庙，杀死或隔离許多僧

侣。到1990年，蒙古只有一間修道院，

只有100名和尚（喇嘛）。

大多数蒙古人生活在中国边界附近。酗

酒是一个持续的问题，他们作为少数民

族的地位也不為中国人所接受。家暴和

高离婚率增加了他们的孤立感。

当代宗教实践涉及崇拜佛陀的偶像。他

们相信雕像越昂贵，所給予的保护和恩

宠越好。如未能获得这种神圣的援助，

是因「廉价的雕像」或未能正确执行必

要的仪式来抵制邪恶并带来好运。

蒙古所崇拜的另一个特征是万物有灵。

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是必要的；树木、

山和动物被认为是神圣的。这种崇拜伴

随着焚香。寺庙散发出「有福的玻璃纸

胶带」，这些胶带被放在车窗上以防止

事故。

祈祷：
◉◉ 让基督教社区（占人口的3％）有能力

分享他们的信仰。

◉◉ 让教育机会将扩大给蒙古的儿童，并废

除童工。

◉◉ 祈求人从酒瘾得释放和家庭得医治．

◉◉ 祈求人从萨满和神秘主意的偶像中得

释放。

“
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是必要的； 

树木，山和动物被认为是神圣的。「不要去追求其他虚无的假神，它们对
你们毫无益处，也不能拯救你们。」

撒母耳记上 12:21 (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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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1月3日 尽管日本传统上被归类为佛教国

家，但现实是它变得越来越远离

宗教。一些宗教仍继续进行：拜祭和维护

祖先的坟墓，戴上好运的护身符以及在当

地的佛教寺庙注册出生。

即便如此，大多数日本公民，尤其是50

岁以下的，不是任何宗教的追随者。在

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宗教通常被視

为「软弱」的。一些人称日本为「没有

道德指南针的超级大国」。

这ENNUI的后果之一是高自杀率，尤其是

年轻人。每年有3万多人自杀。

许多日本人会在神道主义、佛教和神秘

主义或有神论的做法中选择各方面，并

发展他们自己的「个人信仰」，不担心

矛盾。这种信仰体系的重点是神无处不

在，在石头，树木，云，或草丛中。

由于日本很少基督徒，因此很難获得圣

经和其他属灵文学。与此相关的事实是

许多现任牧师都是老年人，但不能退

休，因为没有人可以牧養他们的会众。

日本基督教社区大多数是妇女。由于日

本人工作时间长，男人没有时间信奉宗

教。这问题强化了教会主要是妇女的地

方的误解。

「普世都要心系耶和华，归向祂，
各国人民都要敬拜祂。」

诗篇22:27（CCB）

“这信仰体系的重点是神是；
 无处不在的: 在石头、

树木、云、草等等。

祈祷：
◉◉ 随着有世上最低出生率和最高的预期

寿命，日本人口迅速衰老。祈求更多

基督教疗养院和宿舍，以及其他国家

的基督徒卫生工作者来填补职位。

◉◉ 祈求上帝消除人對神秘学的崇拜和迷

惑。

◉◉ 祈求日本有新一代基督徒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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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 越南是世上少数共产主义国家之

一。尽管经济已融合了资本主义

原则以促进其增长，但大多数人口仍饱受

持续压迫和社会问题惡化的苦。

属灵上，越南人仍然崇拜祖先，也包含

佛教、道教和儒家在内的精神混合物。

随着该国变得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多的

中产阶级擁抱唯物主义。

然而，遭受多年迫害的教会正在成长

中。在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中，宣教的

愿景越来越大。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有

119个不同民族，教会正在服侍其中许

多人。

有不少越南侨民信主，并将福音带回越

南。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们熟悉该国

的习俗和宗教传统，因此可通过称上帝

为Ong Troi来传达造物主上帝和他的儿

子耶稣的故事，Ong Troi是创造天地的

最高力量。

增长中的教会的另一个发展是妇女门徒

运动。这正在许多地区和村庄中扩展。

「祂使万事各按其时变得美好，
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心里，

人却不能测透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
传道书3:11（CCB）

越南

“
越南侨民中有不少人

 信主，并将福音带回越南

祈祷：
◉◉ 为越南教会的持续成熟祈祷，让耶稣

在越南广为人知。

◉◉ 祈求耶稣的门徒以越南佛教徒可完全

理解和拥抱的方式传达福音。

◉◉ 祈求人民放弃祖先崇拜，并在永生的

上帝中找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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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
1月5日 自15世纪以来，小乘佛教一直是柬

埔寨的民族宗教。每个村庄都有

一座寺庙，该寺庙受到村庄中每个人的

支持和维护，甚至是最贫穷的村民。这

些本地的神社通常是細小的单调结构，

内部有简陋的佛陀像。

城里的寺庙更大和华丽，有壮观的佛

像。但崇拜仪式是一样的：烧香，鞠躬

恳求，并试图安抚控制世界的无数灵

魂。

尽管有这种敬虔，柬埔寨人仍非常贫

穷，经常成为過去赤柬统治留下的创伤

的受害者。政府開支有一半由外国援助

承担，人民受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犯

罪猖獗，人口贩运，以营利为目的的孤

儿院和性贸易普遍存在。

「幸福」和「个人平安」的高棉语是

SOK。柬埔寨人努力通过安抚神灵和戴上

护身符来实现SOK。这些努力不能賜平

安，只有与活着的耶稣的关系可实现。

尽管柬埔寨人关注佛教的传统和优点，

但他們仍在寻求真理。这是收莊稼的主

可彰显大能的领域。

耶和华说：「我向没有求问我的人显现，
让没有寻找我的人寻见，对没有求告我的

国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以赛亚书65：1（CCB）

祈祷：
◉◉ 祈祷柬埔寨的基督徒带领醫治来自赤柬

种族灭绝的伤口。

◉◉ 祈求柬埔寨佛教徒认识耶稣是和平之

子，也是实现SOK的唯一途径。

◉◉ 为数百万被强迫劳动、人口贩运和性

交易奴役的儿童祷告，求他们得到释放

和拯救。

“每个村庄都有一座寺庙，
受村庄中每个人的支持和维护，

 甚至是最贫穷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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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侨民
1月6日 许多佛教信徒生活在贫困之中。孩

子被卖来偿还债务，酗酒是一个

普遍的问题，生活就是不断尝试「造功

德」。

当有机会去另一个国家的工作或受教育

时，年轻的佛教徒抓住机会。他们能搬

迁的另一种方式是跟隨已移民的亲戚。

许多年轻妇女嫁给外国国民并移民到別

国。

然而，許多时候他们搬到異鄉后，发现

自己很难融入新文化，语言和习俗如此

不同，经常感到被忽视或受歧视。

佛教寺庙可能会提供一些熟悉的习俗，

但僧侣几乎无法减轻孤独感和沮丧。

只要有人花时间，當中许多人都会愿意

讨论属灵的問題。

你如何与你所在镇上的佛教徒联系，告

诉他们耶稣的故事和福音信息？

「要视他们如同胞，爱他们如爱自己，
因为你们也曾经寄居埃及。

我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
利未记19:34（CCB）

祈祷：
◉◉ 祈求在西方世界的基督徒将积极寻找佛

教徒，并向他们介绍和平之子。

◉◉ 祈求居住在国外有佛教背景的信徒并

与家鄉的同胞分享福音，让他们也可以

作门徒。

“
你如何与你所在镇上的佛教徒联系
告诉他们耶稣的故事和福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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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 在这个有7百多万人口的东南亚国

家，佛教的驱动力是安抚神灵和

「積功德」。由于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

因此当地佛教多是盲目追随传统。

在婚礼上，客人将薄薄的白色棉弦绑在

新婚人的手腕上，以祝福他们避开邪

恶。当一个孩子出生时，村民们聚在一

起将「有福的」棉花绳绑在婴儿的手腕

上，以确保有所有32个好的灵。村庄也

每年一次用弦把寺庙和每个房屋連系一

起。

尽管如此，即使面对政府的迫害，老挝

的教会也在迅速发展。老挝人几乎领导

所有教会和传福音。获「批准」的老挝

福音派教会以及许多地下教会正在促进

这增长。但是，这些会众中大多数缺乏

训练有素的牧师。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离开葡萄树，就不能结果子。同样，

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不能结果子。」
约翰福音15：4（CCB）

老挝

祈祷：
◉◉ 主要来自部落背景的基督徒现在占老挝

人口的3%。祈求他们能有效地使佛教邻

居作耶穌的门徒。

◉◉ 为许多家庭教会领导人得到领袖培训

祈祷。

◉◉ 祈求面对日益严重的迫害，耶稣的門徒

会完全依靠上帝。

“
尽管如此，甚至面对政府

迫害，老挝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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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状况

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正式的无神论国家，但政府认可了五

个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近

年也来，政府对儒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的容忍度增加

了，让它們作为中国文化继承的一部分。

基督教是由耶稣会传教士在16世纪重新引入。1949年的革命期

间，基督教传教士被开除，教堂被关闭。但1970年后期作为经济

改革的一部分，政权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又放松了。

如今，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只允许加入在政府注册的「正式认

可」基督教团体。新教徒的「三自爱国运动」就是其中之一。

增长最快的运动正在地下教会运动中发生，这些会众被认为是中国

基督徒的「沉默多数」。

在本21天祷告指南中，我们专注于中国的八个城市，在每个城市

分析一个民族，請你为耶稣的名字在群体中为人所知祈祷。许多迁

移到城市的人与家乡和村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每年返回。

祈求这些城市将成为福音的「发送枢纽」，让流动的信徒以连锁反

应的效果与国民分享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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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1月8日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它是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首都，有超过2100万居民。

祈祷：
◉◉ 為北京有50个新家庭教会祈祷。

◉◉ 为有中国手语圣经和晋语的圣经祷告。

◉◉ 為在北京的家庭教会领袖中有约翰福音17

章所描述的合一祈祷。

◉◉ 为已搬迁到北京等大城市的农村居民祈

祷。数以百万计的人无法养活自己的家

人，没有基本的社会服务或教育机会就进

入城市，造成拥挤和失业。

◉◉ 祈求上帝约束堕胎的猖獗和权势（中国每

年有1300万次堕胎）。

汉人代表了中国的大多数人民，在许多

层面上决定了作为「中国人」是什么意

思。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占大陆人

口的92%。他们也构成了全球最大的民

族，地球上18%的人口是汉族。

他們以汉朝的名字命名，尽管这不是第

一个团结中国的王朝，但代表了政治和

艺术的太平时期。这也是中国最有影响

力的历史学家写作的王朝，而王朝将在

未来数千年的文学中继续被浪漫化。

汉人有各种宗教传统。许多是佛教徒，

也有跟随孔子或道教的。然而，在中国

和世界上有汉族人口的53个国家中，有

许多汉人是天主教徒和基督徒。

汉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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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是中国西部青海省的省会，
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城市，人口为160万。

祈祷：
◉◉ 祈求在这城市的10个群体中会有50个家庭

教会。

◉◉ 为藏族、安多族、西藏康族和土族中有圣

经祈祷。

◉◉ 祈求上帝在这城市差遣一万名宣教士到

10/40的窗户的国家宣教。

◉◉ 为青海大学的校园復興祈祷。

◉◉ 祈求耶稣击破藏族佛教在这座城市上的权

势。

中国政府不承认五屯是一个独立民族，

而是将他们包括在土族之下。 五屯人

抵制这种分类并坚持自己的地位。

藏传佛教是五屯民族唯一的宗教。他们

是狂热的信徒，整个种族身份都建基于

宗教上。尽管他们没有自己的寺庙，他

们经常在汤瑞地区使用藏神庙。像一般

佛教徒一样，五屯人相信他们在死亡

后最终会有幸福。但他们相信自己比他

人好，更有特权，所以他们会直接去那

里，而其他佛教徒只有在经历许多试验

和测试后才能实现。

许多五屯人是出色的艺术家。佛教场景

和佛陀是他们绘画中最常见的主题。他

们声称自己的艺术技巧源自祖先曾是在

尼泊尔学习艺术的士兵。

五屯人几乎完全沒有有关基督教存在的

知识

五屯人

西宁
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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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是内蒙古的首都，
大都会地区人口为310万。

祈祷：
◉◉ 祈求这城市的四个群体中会有50个会扩

展的家庭教会。

◉◉ 为有晉語圣经祈祷。

◉◉ 祈求上帝兴起土著传教士，并派遣到内

蒙古分享福音。

◉◉ 为家庭教会营救和收养孤儿祈祷。祈求

儿童传教士有从天父而來的勇气，并不

会经历属灵上或精神上的折磨。

◉◉ 祈求上帝束缚位于大召寺的佛教力量，

并照耀基督福音的光。

晉是较大的汉族人口的一部分，但被他

们的核心语言晉語隔开。许多人生活在

历史上被认为是中国最落后和遥远的地

区之一。在整个中国北部175个城市和

县中都有晉語。

据估计，整个中国5000万晉語人口中

有120万晉語信徒。當中一个城市河北

（Hebei），有超过1000万晉語人居住 

- 是中国最大的天主教区，拥有80万教

徒。山西省人口的三分之二是晉語人。

据最近的研究仅山西省就有200,000名

新教徒。

為这些信徒将成为晉語侨民的宣教士祈

祷。

晉語人

呼和浩特
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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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省会。
成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

它是大熊猫研究中心的所在地，
人口為1650万。

祈祷：
◉◉ 为在这城市的19个群体中，每一个都可

有50个圣灵帶領的家庭教会祈祷！

◉◉ 祈求有麻窩和面斥羌语的圣经。

◉◉ 祈求上帝在这城市差遣一万名宣教士到

10/40的窗户的国家宣教。

◉◉ 为这城市有强大的儿童祈祷复兴运动

祈祷。

◉◉ 祈求上帝束缚恐惧和恐吓的灵。

历史上曾有62个独特的羌部落，其

中大多数已被更大的民族吸收或消

失了。 「羌」名字是指牧民，是几

个世纪以来游牧部落的通用名称。

羌族如今有九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和

群体，主要生活在四川省。 羌人数

约为30,000，有200名基督徒。其中

许多已经搬迁到汶川，避免在家乡

的迫害。

成都是四川最大的城市，羌族人多

居住在市内部紧密的社区中。他们

多是年轻人，渴望能有工作以便寄

钱回家。

面斥羌族人

成都
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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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湖北省的首都，
是中国中部人口最多的城市，

有超过1,140万人。

祈祷：
◉◉ 为在这城市的5个群体中都有50个高舉耶穌

基督的家庭教会祈祷！

◉◉ 为在湘西有苗族語的圣经祷告。

◉◉ 祈求基督徒为了福音在科研、医疗和職场

上有影响力。

◉◉ 为武汉主要大学的复兴祈祷。

◉◉ 祈求上帝在这城的四个主要佛教寺庙中拆

除佛教的力量。

土家的名字是「原住民」的意思，是中

国正式认可的民族之一。 有17万土家

人能说土家语。他們首三年的教育是用

土家语进行的，之后使用普通话。

土家人实践NUO驱魔仪式。根据中国传

说，土家唤起了伏羲和女媧的灵。仪式

包括超自然的壮举，例如攀登锋利的刀

子和在热煤或玻璃上行走。

土家视公牛眼为正义战胜邪恶的象征。

其他常见的图案包括蛇和白虎。

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首先在十九世

纪末把福音进入了土家地区，并在土家

亚建立了少数教堂，学校和诊所。今天

据估计，土家有13,000至30,000个基督

徒，这对如此大的群体来说很少数。

土家人

武汉
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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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中国南部云南省的现代首都和
运输中心，以其公园和石灰以及

大量学生人数而闻名。人口有700万。
它被认为是中国最「宜居」的大城市之一，

有溫和的气候，很少污染。

祈祷：
◉◉ 为在这城市的53个群体中都有50

个不断扩张的家庭教会祈祷。

◉◉ 为傈僳族人有自己文字的圣经祈

祷。

◉◉ 祈求上帝在这城市差遣一万名宣教

士到10/40的窗户的国家宣教。

◉◉ 祈求在这城市中有儿童的复兴运

动。

傈僳这名字的意思是「老虎龙人」。

大约有50万人说傈僳语。

傈僳族人在农历正月初八至十五之

间庆祝虎节，他们相信自己是老虎

的后裔。节日的主人是老虎，一个

穿着古装的人，在地上跳舞后，骑

着山神花车召唤社区中的每个家庭

并向他们祝福。

傈僳族的青年在结婚前会有性活

跃。所有村庄都有一个「花屋」，

黃昏后允许年轻人聚在一起。對婚

姻的忠诚只在第一个婴儿出生后才

会被重視。

傈僳族人

昆明
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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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香港西北部珠河上一个庞大的
港口城市。它是每年广州博览会的所在地，

是中国最古老、最大的贸易展览会，
人口1550万人。

祈祷：
◉◉ 为在这城市的8个群体中都有50个重视

门徒培训的家庭教会祈祷。

◉◉ 为持续的新约翻译工作到本地语言祈

祷。

◉◉ 祈求广州的聋人敞开心灵并跟随耶

稣。

◉◉ 祈求上帝在这被压迫的城市中所有黑

暗的地方照亮基督的光。

◉◉ 祈求上帝打破传统思想、财富和虚假

知识的据点。

藻敏是大瑶族的一部分，自13世纪

以来一直在广东省生活。大约有5万

人识别为藻敏人。他们的主要语言

是藻敏方言。

如今，大多数藻敏人都遵守包含道

教、泛灵帝和佛教元素的混合宗

教。 藻敏人相信当在死亡时，他们

生前的道德行为会有报应。许多歌

曲和颂歌都记录了他们的渴求，他

们的答案决定了他们的灵魂是否能

安息。 

农村有一个有趣的传统，妇女的工

作是拾柴。男人要了解一个女人是

否勤奋，一个快速的方法是检查她

家外面的柴堆。

藻敏人

广州
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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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是中国南部靠近越南边境的城市，
是广西地区的首府。

它被称为「绿色城市」，因为它拥有丰富的
亚热带树叶。它有730万人口。

祈祷：
◉◉ 为在这城市的28个群体中都有50个不断

扩张的家庭教会祈祷。

◉◉ 为很大的圣经翻译需要祈祷，其中28个

群体中仍需要圣经翻译。

◉◉ 在大型的广西大学，医学院和农业学院

有复兴祈祷。

◉◉ 为这城市的儿童祈祷复兴运动祈祷。

◉◉ 祈求上帝在农历新年期间派工人到这城

市收衪的庄稼。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都忽略布诺

人，认为他们是住在偏远山脉的无

知野蛮人。布诺人被描述为「危险

和进取的人」。

布诺人口仅为23,000，实际上是一

个未触及的人群，在福音、地理、

政治、文化和语言上障碍分开。因

为他们没有被中国政府正式认可，

所以布诺人不為中国或西方基督徒

所认识。在有布诺人居住的广西地

区，信徒绝无仅有。

布诺人的宗教信仰包括从道教和佛

教借来的许多不同的仪式。我们不

知道他们有否像广西许多其他群体

一样崇拜盤古。

布诺人

南宁
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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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
◉◉ 为基督徒有智慧使用适当的斯里兰卡

文化模式分享福音，打破帝国主义的刻

板印象。

◉◉ 祈求僧伽罗佛教徒有谦卑的心寻求真

理，也祈求上帝兴起家庭，因著耶稣的

爱回应上帝。

“
今天，僧伽罗佛教徒占

斯里兰卡2200万人的70％

斯里兰卡
1月16日

耶稣看着他们说：「对人而言，这不可能；
但对上帝而言，凡事都可能。」

马太福音19:26（CCB）

佛 教在公元前三世纪來到斯里兰

卡，当时印度皇帝阿什卡改信

佛教并差遣传教士。改信佛教的僧伽罗

人是在公元前25年首先录制佛陀教义的

人。

几个世纪以来，当佛教修行大幅减少

时，僧伽罗国王差派特使訪問缅甸和泰

国，帮助重新点燃佛教的火焰。 

在英国殖民时代，僧伽罗佛教的多数和

泰米尔印度教少数民族反对外国统治。

不幸地在1948年独立后，政权在1956年

通过一项承认僧伽罗语为国家官方语言

的法例。这为与泰米尔印度教人口（讲

泰米尔语）的冲突奠定了基础，这冲突

升级为长达25年的战争，数万人流离失

所或死亡。 

2009年战争结束同时，佛教与民族文化

联系起来，迫害少数宗教群体 (包括基

督徒) 的运动不断兴起。 

今天，僧伽罗佛教徒占斯里兰卡2200万

人口的70%。对这些佛教徒而言，跟隨耶

稣等同于回归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失去

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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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
◉◉ 祈求基督徒的群体雖小但不断增长，求

主坚定他们的信心，勇敢地与最破碎的

人分享好消息。

◉◉ 祈求圣灵在不丹各地大规模地浇灌，在

社会各阶层賜下耶稣的异象和灵命上有

开放的心。

◉◉ 因为识字率低以及本土语言的福音工具

非常有限，求主幫助信徒通过故事和传

统艺术形式来分享福音。

“
藏族佛教已被编织到

 不丹文化的每个纤维。

不丹
1月17日 不 丹是一个坐落在喜马拉雅山的

小王国。藏传佛教与不丹文化息

息相关。不丹被描绘成地球上最幸福的

地方之一，但不丹人民的生活充满了恐

惧。这些恐惧集中在安抚当地神灵和通

过宗教仪式抵御邪恶。老人经常处于恍

惚状态，旋转转经轮和背诵咒语，希望

死后有更好的生活。

跟随耶稣的不丹人很可能失去工作，被

家人和朋友断绝关系。出席「家庭教

会」，甚至与朋友聚会分享耶稣的爱，

都可能导致监禁。

不丹与世界隔绝，不仅因为它的地形，

也因为它对外来者的怀疑。签证费用为

每天250美元，游客必须有注册导游陪

同，参观寺庙或其他地区也需要特别许

可証。

有一小群藏传佛教徒转向耶稣，目前不

到一千人。

「我们争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从
上帝而来的能力，可以摧毁坚固的营垒。」

哥林多后书 10:4（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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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
◉◉ 为尼泊尔的基督徒群体有一个祈祷、分

享、团结和合作的平台祈祷 。

◉◉ 求上帝将耶稣的梦和异象给在尼泊尔山

脉的喇嘛和佛教家庭的户主。

◉◉ 求主差遣工人到高山的各村庄，向整个

大家庭讲述耶稣的故事。

“
反对改信宗教以及
「伤害宗教情绪」

1月18日 佛陀出生于尼泊尔的隆基尼。尽管

尼泊尔过去主要是印度教国家，

佛陀与湿婆和其他印度教神也同样受人

尊崇。

2008年，印度君主制在亲民主抗议下终于

结束，一个新的机会开始了。最初是一个

基督教事工有机会发展的时代。不幸地，

因著强烈反对，改信宗教和「造成宗教情

绪的伤害」已被定为罪，这些法律针对基

督教的事工。

成千上万的尼泊尔佛教徒生活在尼泊尔高

山。他们要面对恶劣的气候，有限的农业

土地和严重的贫困。传统上，家庭将一个

儿子送往军队，一个儿子和尚；有一些孩

子被送往较大城市中的慈善学校，也经常

将女儿卖给「就业经纪」，后者其实将她

们带到印度或作性交易。

在尼泊尔，基督教給人的印象是外国人，

是西方的入侵，破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只吸引了下层种姓。尽管如此，我们看到

尼泊尔基督徒的力量越来越大，因为他们

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身份。 

然而，迫害依然存在，而且正在加剧。这

来自其他主流宗教，但也来自家庭和社

区。为信徒祈求恩典和毅力，使他们因对

国家福祉的贡献而被接受和欣赏。

「祂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拯救出来，
带进祂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借着祂的爱子

蒙救赎，罪过得到赦免。」
歌罗西书1：13-14（CCB）

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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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
◉◉ 求上帝打开那些不了解佛教真正意义

的人的眼睛，让他们明白它其实是自

我歼灭。

◉◉ 为美国佛教徒将摆脱积功德和邪灵的束

缚祈祷。

◉◉ 祈求美国基督徒以爱、怜悯和耶稣的

真理与佛教朋友和邻居接触并为他们

祈祷。

“商业领袖如苹果已故的史蒂夫·乔
布斯（Steve Jobs）也积极

宣传佛教冥想

美国
1月19日

「侧耳聆听智慧，倾心渴慕悟性；
你若呼求洞见，竭力追求悟性。」

箴言2：2-3（CCB）

你 知道世上最多样化的佛教城市是

洛杉矶吗？当中来自几乎世上每

个佛教教派的300个寺庙和冥想中心涵盖

了整个佛教信仰的范围。

印有佛陀的钥匙扣、装饰品、T恤、项

链和手机套垂手可得。你想知道佛陀「

赃物」在美国有多普遍和重要吗？查看

www.redbubble.com。

佛教思想在美国和整个西方社会通过和

平、平安和智慧的形象被广泛宣传，而

无需讨论这立面背后的世界观。一个例

子是「慈悲学校」计划，表面上是世俗

的，但实际是由藏族佛教研究教授开发

的，建基于「正念」和「静观」的两个

藏族佛教原則。

佛教的世界观在《星球大战》、《Kill 

Bill》和《Dr. Strange》等电影中被大

力鼓吹。商业领袖如苹果已故的史蒂夫·

乔布斯（Steve Jobs）也积极鼓励佛教

冥想。当地的花园经常有佛陀的小雕像

叫人平静下來。

佛教冥想在大学校园很受欢迎。它与基

督教的默想截然不同。在佛教冥想中，

重点是倒空自己，而基督教的默想充满

圣经真理，并凝视着上帝的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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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
◉◉ 求主睁开泰国佛教徒的眼睛，看到水

果、鲜花和米饭永远无法清洁他们的心

或給予足够功绩来改变自己的命運。

◉◉ 祈求泰国佛教徒认识这个世界真正的

創造主:「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

华。」（诗篇24：1）

◉◉ 祈求上帝打破传统的世代循环，让人理

解耶稣的恩典和真理。

“其中突出的是Heet Sipsong，
被翻译为

「 12个传统。」

泰国
1月20日 作 为一种「基于功德」的宗教，佛

教具有许多传统，信徒為了報應

(Karma)不断努力持守这些传统。其中最

明顯的是Heet sipsong，被译为「 12种

传统」。

每道「传统」都结合了月亮周期和寺庙

礼仪，要求村中每位家庭成员都参与，

包括：在收成季布施苦行向僧侣献特别

的米祭、聆听佛祖的教导、泼洒圣水，

和献袍给僧侣等。

大多数泰国房屋，甚至在城市地区、政

府建筑和佛教寺庙都有「灵屋」，都是

在院子里的一條支柱上设置的微型屋。

佛教徒准备水果和鲜花的礼物带到这所

房子，举手表达尊重，然后将礼物放在

房子前。

这些行动旨在使功绩应对上个月的任何

不良想法或行动。通过佛教的精神和传

统，人们希望重生为更高的启蒙状态。

可悲的是，他们认识到，即使是僧侣，

也不太可能在这一生中实现启蒙。

「他们的神像不过是人用金银造的。它们
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
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

有喉咙也不能发声。那些制造它们、
信靠它们的人也会和它们一样。」

诗篇115：4-8（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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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
◉◉ 祈求賤民（Dalits）人和其他「下种

姓」的人认识到耶稣接受所有人。

◉◉ 祈求教会领导人，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的，能抵挡印度教的迫害。

◉◉ 为牧师、老师、佈道者和宣教士的训

练祈祷。

“时隔2600年后，有些印度
境内的印度教徒

被释迦牟尼的教导
吸引而改信佛教。

1月21日 佛陀出生于尼泊尔，但在印度实现

了启蒙。在道德严格的印度教社

会中，他宣讲「中庸之路」，为了在印度

教的极端苦行派別和充滿贪婪和剥削的另

一方之间找到中間点。

因此有人称佛教是印度教的「改革运

动」。时隔2600年后，有些印度境内的

印度教徒被释迦牟尼的教导吸引并改信

佛教，这也由於社会种姓阶层制度。

賤民（Dalits）种姓和表列種姓和表列部

落占人口的25％。由于种姓制度，这些团

体已被压迫了数千年。

当中妇女和儿童受害最深。据估计，有

3500万儿童为孤儿，1100万儿童被遗弃（

其中90%是女孩），300万流落街头。

印度的教会非常多样化。东正教教堂将他

们的历史追溯到使徒托马斯。天主教徒是

印度最大的宗教群体，有2千万信徒，并

因对穷人的服务而受尊重。在过去15年

中，福音派和灵恩教派爆炸性增长。

近年来，对基督教教会的迫害一直在增

长。在印度部分地区，印度教暴民烧毁

了教堂并杀死基督徒。但由于80％的基

督徒来自较低的种姓，这些暴行几乎没

有后果。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空洞虚假的哲
学把你们掳去。这些哲学不是出于基督，而

是出于人的传统和世俗的玄学。」
歌罗西书2：8（CCB）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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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
◉◉ 祈求佛教背景的信徒不只倚靠知名讲员

或单张的信息，而是向邻舍朋友分享自

己的见证故事；求主使平信徒们堅守圣

经，且有为主向周遭同胞作见证的能力

和使命感。

◉◉ 祈求初信的信徒被圣灵充满，大胆向

邻舍传讲福音。求主使信徒群体继续

广传福音，再建立新的信徒群体再传

讲福音！

“
今天，僧伽罗佛教徒

占斯里兰卡2200万人的70％。

求庄稼的主!

1月22日

事后，主拣选了七十个门徒，差遣他们两个
两个地出去，先到祂将要去的城镇村庄，并

对他们说：「要收割的庄稼很多，工人却很
少，因此你们要祈求庄稼的主人派更多的

工人去收割祂的庄稼。」
路加福音10：1-2（CCB）

比 较门徒来说，耶稣是位更好的老

师，为何祂差派70个门徒出去？

耶稣并非要吸引每个人听祂讲道来解决

工人不足的问题，而是兴起一小群工

人，到那些远离神的人当中。

过去30年，基督徒在泰国东北部不断举

办布道会，成千上万的人「举手决志」

回应，但当中只有寥寥数百位成为门徒

持续跟随主，相较之下，2018年共有

14个来自一般教会的宣教团队出去禱

告，用简单的见证介绍耶稣。到了2019

年中，这些团队已开展35个新的门徒小

组，有240位稳定聚会的门徒。

泰国中部有个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团体，

他们挨家挨户传讲耶稣的福音。村中对

福音有兴趣的人会被邀请去参加福音团

契，其中回应上帝的人组成新的团契，

在村中聚会。到2019年中为止，他们已

经开拓植了423间教会。

很多亚洲的佛教徒住在农村里，维持紧

密社群关系，而福音的好消息必须包含

上帝对家庭对村落社群的关爱，而非仅

止个人。



29

在过去21天的祷告中，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代祷者们，同时间聚焦在同一个地方

和族群。我们鼓励大家不要停止祷告，一起持续下去，在未来一年继续使用

这本手册祷告。

以下有一些使用经文来为佛教世界需要祷告的方法。上帝的话有权柄且大有功效，耶

稣就是神活着的道，祂用祂的话语创造世界万物。我们鼓励你使用经文，来帮助你持

续祷告。

29

用经文祷读
的方法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

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

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

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启5：9–10）

祈求被杀的羔羊耶稣，得着祂当得的荣耀，因祂的名字配

得万族万邦万民万国敬拜。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

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把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

了，又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林后10：3–5）

求上帝拆毁一切佛教辖制人的据点，藉着耶稣释放被掳的

人得自由，因为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

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

若心里不疑惑，只相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

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甚

么，只要相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可11：22–24）

求主赐祂的子民极大信心，即使在事情看似不可能时，

仍在佛教徒世界中的各个族群和地方中，带領跟随耶稣

的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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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文祷读
的 方 法

哪有人建楼房不事先坐下来计算成本，

看能否建成？

（路14:28）

求上帝兴起祂的子民，用上帝的眼光看见衪对佛教徒世界的心

意的大蓝图，并能见哪里最需要主的工人和宣教的资源。

祈求这些人能分享福音，使基督的身体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

事，将工人和资源送到上帝需要他们的地方。让羔羊的名，通

过每个部落、语言、民族和国家的敬拜得到他应得的荣耀。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

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太 13：23）

求主使每个耶稣的跟随者能把握每个机会，

把福音传得又远又广。

祈求主的工人有智慧地分享，使听闻福音的人

能真正明白所听见的，并且回应上帝。

门徒出去到处传扬福音，主和他们一同工作，

借着神迹证实他们所传的道。

（可16:20）

赞美主，因祂应许藉神迹奇事来印证祂的道

祈求信徒们在为佛教徒朋友们祷告时，可以不带任何怀

疑地期待神迹。

无论进哪一家，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

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

然，就归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

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四处走动。

（路10：5–7）

求主使信徒们能辨识出人心何时准备接受耶稣的时机。

求使信徒们能通过家族、邻舍和村庄与人建立关系，培

训门徒，进而使他们再去培训其他门徒。

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诗27：14 ）

对于每个在佛教世界中分享福音的信徒，祈求承受艰

辛，压力，迫害和痛苦的力量。

保罗进会堂，放心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

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

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就在推了奴的学房天天

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徒19：8–10）

求主使基督徒群体快速且有深度地成长时，新的门徒群

体能走入社群关怀邻舍，甚至进入跨文化族群中，让万

族万民都听见福音，并有机会回应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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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文祷读
的 方 法

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

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路10：4 ）

求主使信徒们向佛教徒传福音分享好消息时，能满足佛教

徒内心的需要。

求主使我们有从神来的强烈渴望，去祷告去分享好消息，

为他人所需而牺牲奉献，以致我们能看到跟随耶稣的群

体倍增。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

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提前4：12）

祈求不论男女和不同世代，都能完全投身造就门徒，

多结果子，能为主收割庄稼，就是那些已预备好

回应上帝的人。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

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腓 3：13–14） 

求主帮助每位信徒，有持续前进的动力，每天听神的话

行主的道，并忠心和热切地传福音。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

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约15：4）

祈求阿爸父帮助每位信祂的人，与主耶稣有亲密的链接，

为衪的荣耀结出丰盛的果子。

以和平彼此联结，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弗 4:3)

求主耶稣帮助基督的肢体彼此合一，

如同圣父圣子合为一。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太6：13，多数希腊手稿)

求主使每个现正受佛教文化所影响的人和地区，

能被上帝的国度、主耶稣的权柄和荣耀，圣灵的平安

与喜乐所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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