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
全球失喪之人
神拯救失喪者的計劃

迦納恩典浸信會的牧師 Thomas Abgemeh 在迦納恩薩瓦姆城外的登蘇河為一位信徒施浸。IMB 的目標是要
看到福音信仰在萬民中間帶來生命的改變，每一次浸禮都是神透過宣教士改變生命的例子。IMB 照片

一位失聰婦女在菲律賓的八打雁省 (Batangas) 接受浸禮。南亞地區的失聰者
事工持續在成長。IMB 照片

起初，神創造天地和其中的萬物，一切都甚好，後來卻變了樣。
自從伊甸園那決定性的時刻起，受造物就承受了罪的後果，人類
走上敗亡之路，過著遠離神而失去盼望的生活。然而，神有恩
典，祂藉著耶穌，使救贖成為可能。我們因著祂的福音宣告：失
喪者被尋回，死人復活，盼望重啟。
 
在啟示錄七章九至十節，我們看到這超越地上一切的偉大故事達
到了勝利的高峰，並且確信這個異象必定實現。然而今天，在大
使命和眾人之間，我們發現自己面對著世上最大的問題：人的失
喪。
 
即使處於戰爭、天災、人道危機和政治動盪之中，美南浸信會眾
信徒仍差遣國際宣教部（IMB）的宣教士堅定地進入未得之民中
間。基督藉著祂的聖靈在基督徒中間，而你所差遣的宣教士在萬
民中間。他們花好幾年（甚至好幾十年）建立關係，然後藉此建
立了持久的基督徒見證。

IMB 自成立以來，就以差遣宣教士到萬民中間為核心的使命。宣
教士進入萬民中間，能為福音建立接觸點，預備人心相信，開展
植堂事工，並使教會增長。

福音接觸點沒有地理或社會界線，
福音信仰會帶來生命的轉變，
植堂和教會倍增會使當地信徒肩負起神的使命。

我們透過美南浸信會眾教會的合作投入，已經在世界各地部署了
最優秀的宣教士。我們所做的不止於差遣，還培訓那些宣教士，
支援他們，維持他們在世界各地的所需，好讓萬民能夠繼續聽見
福音。
 
你的教會不可能去到每個地方，你也不能去到每個地方。但從另
一方面來看，你能藉著與 IMB 成為合作夥伴，產生全球的影響。
你的合作讓我們將福音傳到世界各地，而神把你的教會放在哪
裡，你們就在那裡結果子。

求神讓眾人都知道祂的榮耀，請你在這個星期為此代禱，並天天
為此代禱。你的禱告為宣教士的事奉供給能源。我們齊心合力，
尋求將福音傳給從 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人 每一天，我們
藉著禱告、奉獻、前往與差遣，為這使命獻上自己。

當你禱告，求神讓你知道如何回應祂的使命去觸及萬民。請現在
就藉著禱告將 3,500 多位 IMB 宣教士和他們的家人帶到主的面
前。每天有 157,690 人尚未信主就死去，求神讓我們不願意看到
這種情況。讚美神，祂繼續在失喪者中間作工。讚美神，祂的計
畫是要每個人都聽見福音，永遠與祂在一起。



第二天

一名基督徒醫師在手術之前為病患、醫師和護理師們禱告，他在中亞的農村醫院施行手術，並為病患和醫師
提供諮詢。關心人的需要是宣教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IMB 照片

醫療志工安娜在迦納納萊里古浸會醫療中心的兒科病房裡陪一名幼兒玩耍。醫療宣教讓我們接觸到
福音未及之人，與他們有個人交談，滿足他們中間的需要，栽培門徒，並加給教會能力。IMB 照片

醫療保健
神透過醫療宣教
觸及萬民

消息很快地就在北非這個小鎮上傳開了。小鎮上開了一家醫療診
所，歡迎任何人使用。這家診所是開在當地一個教會裡面，這讓
一些人感到猶豫，但免費醫療服務讓人很難拒絕。

當地政府派了警衛在附近徘徊，他們很習慣密切監視基督徒舉辦
的活動。該地區需要很多醫療服務，大多數人很少有機會去看醫
生或護士，甚至沒什麼機會獲得所需的藥品。這一次，警察選擇
不去阻擋人們進去，這些診所看起來不會給社區帶來任何麻煩。

IMB 宣教士史派特夫婦（Patrick and Anne Stein）和事工夥伴們
同工，在國內各地推動醫療診所。醫療保健策略讓他們接觸到平
常沒機會認識的人，更不用說跟他們有福音的對話了。信徒藉著
滿足實際需要，還能為他們最大的屬靈需要帶來醫治，因他們與
耶穌隔離。

史派特夫婦已經很習慣被監視了，這是生活的一部分，因為他們
生活在不歡迎基督徒的地區。不過在教會裡面，這幾天為接待病
人而設立的安全措施非常寬鬆，我們還邀請警察來量血壓或看醫
生。

人們已準備尋求幫助，也準備要找人談談，他們來的時候，帶著
疾病、擔憂，甚至還有屬靈的問題。有一名患者因感染而來尋求
治療，另一個人昨晚做了一個夢，想知道教會裡有沒有人能幫他
們解這個夢。

醫療專業人員已準備好幫助他們，那些在佈道、門訓和植堂方面
受過訓練的基督徒也準備好了。史派特夫婦每年培訓好幾百人福
音分享的策略，他們有很多時候是在醫療診所裡面使用這策略分
享福音。無數的關係因此被建立起來，他們交換聯絡資料，把探
訪跟進的行程加在行事曆上。

教會的會友通常是在診所打烊之後才找那些準備接受基督的人，
人們來尋求免費醫療服務，有些人卻找到了永恆的生命。史派特
夫婦從合作的教會那裡聽到了有人信主的消息，2021 年秋天設立
一間診所之後，因著關係建立起來，有六十多人宣稱信主。

在某個城裡，強烈的善意藉由一個教會診所形成，以至於當地警
察和宗教領袖允許這個教會的牧師舉行禱告會，不同信仰的人受
邀前來請牧師奉耶穌的名為他們禱告。在大多數嚴格監視基督教
發展的國家，福音有這種曝光率是前所未見的。

為史派特夫婦和他們在北非失喪者中間的事工代禱。求神讓這些
地區的信徒有膽量與智慧。願福音繼續透過世界各地的醫療診所
觸及失喪者。

因安全起見，有些人名可能已改為化名。



第三天

唐娜是菲律賓尼希米團隊的學生，她和團隊的另一名學生笑成一團。這項計劃由傑斯與溫蒂主持，學生們透
過這項計劃有機會去到菲律賓的未及之民中間，和那些幾乎接觸不到福音的人分享福音。IMB 照片

學生們參與尼希米團隊的密集訓練，參加查經課程，接受裝備將福音先傳給
菲律賓人，然後傳給萬民。IMB 照片

學生
神透過學生
開展事工

菲律賓有七千六百多個島嶼，其中兩千個有人居住，但島上籠罩
著巨大的屬靈黑暗。人們不僅被困在島上，而且被困在自己的罪
中，他們當中很多人尚未聽過拯救生命的福音，因此與神隔離。

國際宣教部的宣教士詹傑斯夫婦（Jess and Wendy Jennings） 
委身要將福音傳到這些島上，菲律賓是他們的家，他們的三個孩
子從小在這裡長大，如今都已成年了。

他們大部份的工作專注於學生動員，特別是透過尼希米團隊
（Nehemiah Teams）來進行，尼希米團隊是學生們參與 IMB 服
事的一個管道。詹傑斯夫婦協調培訓的事工，並於每年差遣美國
學生與菲律賓學生出去。自 2004 年以來，幾乎有兩千四百名美國
學生和一千兩百名菲律賓學生參加了尼希米團隊。他們看到學生
短期委身於海外事奉所帶來的長遠價值，這些學生經歷到神在福
音未及的族群中間作工。
 
有一位父親的生命永遠改變了，因為他認識了一小群委身將福音
帶到這個偏遠小島的信徒。田納西州的 Journey 教會認領了他所
在的小島，這個教會先為這個小島禱告，然後差遣志工來島上服
事。有好幾個短宣隊見過他，並和他分享福音。這位八十一歲高
齡的父親歡迎訪客來他家，享受和他們一起度過的時光。

這個教會在 2019 年夏天差遣了一個大學生團隊來島上生活了幾個
月，並在島上服事。傑斯探訪這些忠心的學生，這個團隊在那次

行程中也去了這位父親的家。他從小就有宗教信仰，因為天主教
在菲律賓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他對耶穌並沒有個人的認識。傑斯
認識他的時候，這些學生已經和他有六到七次的查經課程，傑斯
安排了一個機會和這位父親一起查考尼哥底母的故事。傑斯解釋
說，他有兩個生日，一個是他出生的那一天，另一個是他接受基
督重生的那天。

這位父親有一本筆記本，裡面是每一位來訪者的名字，還有許多
跟他分享福音真理的信徒的簽名。這位父親也請傑斯在筆記本上
簽名，然後寫上日期，並說：「這是我的屬靈生日。」

傑斯探訪這位父親的時候，他們看著那本筆記本，談起了那一
天。菲律賓的信徒栽培他作門徒，他仍然期待有客人來訪。神使
用宣教士、學生、美國的教會和當地信徒來和島上的一個人分享
福音，但許多生命因此經歷了改變。

為宣教士詹傑斯和妻子溫蒂的忠心服事感謝主。讚美神，有教會
願意關心東南亞一個偏遠小島上的福音未及之民。求神差遣更多
學生願意犧牲一個暑假或一個學期，好讓其他人能聽見福音。



第四天

羅斯是美南浸信會救災應對團隊 (SBDR) 的志工，他在提供水和食物給穿越邊境進入羅馬尼亞的烏克蘭兒
童。SBDR 和 Send Relief 團隊分發點心、水和熱飲，並提供手機充電站，藉此服事跨越邊境的烏克蘭難
民。IMB 照片

Send Relief 團隊拜訪在羅馬尼亞雅西市中心的一間烏克蘭難民中心，有一棟辦公大樓暫時被用來
接待難民。珍妮 (中) 和中心的一位烏克蘭難民交談。珍妮參與了 Send Relief 的事工。IMB 照片

難民事工
神在難民中間
帶來醫治

歐爾佳多年來一直想去教會，但是她的丈夫不准她去。她的丈夫
不相信神，也不希望家人涉足一個他認為是錯誤的信仰。
 
俄羅斯於 2022 年春天入侵烏克蘭之後，歐爾佳和女兒、孫兒女就
逃離了家園，後來在摩爾多瓦邊境受到了來自摩爾多瓦丹庫浸信
會的基督徒款待。
 
摩爾多瓦在東邊、南邊和北邊與烏克蘭接壤，西邊則與羅馬尼亞
為鄰。戰爭的消息傳出時，由四百個教會組成的摩爾多瓦浸聯會
（Moldovan Baptist Union）就把大樓、夏令營設施及兒童之家
改造成為避難所。丹庫浸信會派出大客車到邊境去接難民，教會
把毛絨玩具放在孩童的床上，並提供文具用品，營造出一個舒適
友善的環境。他們提供無線網路、一日三餐家常菜和諮商服務。
 
白大衛夫婦（David and Shannon Brown）是 IMB 的宣教士，他
們和母會支持丹庫浸信會的牧者及摩爾多瓦浸聯會，並和他們合
作，一同服事烏克蘭的難民。他們看到摩爾多瓦信徒接納像歐爾
佳這樣的難民，對此有深刻的印象。
 
歐爾佳一家人在丹庫浸信會找到了安全與家人，她的孫兒女也在
教會裡找到自由與安全之地。她情緒激動，帶著顫抖卻堅定的聲
音說：「他們用愛與關懷包圍著我們，並在心理、情緒和屬靈方
面支持我們。」

白大衛夫婦招募醫療志工隊，以滿足住在首都各個浸信會、營地
及一間醫療診所裡面的難民所需。
 

歐爾佳打電話給丈夫，跟他說這些浸信會的信徒如何妥善地照顧
他們，而丈夫的反應讓她感到很驚訝，

他說：「讚美主！這是神的恩典，神真美好，祂保護了你們。」
 
她從來沒想到會從丈夫口裡聽到這些話，

而她終於等到了期待已久的事，就是有機會去教會。歐爾佳去教
會兩個主日之後，就和女兒珊德拉決志將生命獻給了基督。
 
歐爾佳和家人經常讀兒童聖經，裡面的插圖幫助他們明白聖經故
事，孩子們對讀聖經比做學校功課更感興趣，他們在教會聚會時
也很專心，還很親切地稱呼主任牧師為「爺爺」。
 
有一次在聚會之後，歐爾佳問：「你們有沒有聽到爺爺說了些什
麼？」
 
他們回答說：「他說要愛鄰舍。」
 
歐爾佳說：「我們因著神的恩典來到這裡，並在這裡身處神的恩
典之中。」
 
讚美神，丹庫浸信會的會友們愛他們烏克蘭的鄰居，這份愛使歐
爾佳和珊德拉做出了信主的決定。為白大衛夫婦感謝主，他們在
支持摩爾多瓦浸信會的信徒，繼續在服事烏克蘭人的需要。
求神帶領你知道如何向難民和流離失所的人分享福音。



第五天

義大利羅馬的萬神殿是主要的旅遊景點，遊客在萬神殿前閒逛。到 2050 年，城市人口將佔世界人口的三分
之二，這些城市包括大型貧民區、少數民族社區、移民和難民、年輕人和專業人士。IMB 照片

民眾聚集在土耳其安卡拉的眺望處。IMB 照片

城市
神在全球城市的影響

這個小教會裡的人都想知道浸禮還會不會舉行，在中亞這個每年
有無數遊客的城市，浸禮一再地延期。

第一次延期：有一位初信者撞上了雙層玻璃推拉門，然後進了醫
院。

第二次延期：浸池的水滿了出來，因此旁邊都淹了水。

終於，一切都各就各位，初信者接受了浸禮，並在當中分享遇見
耶穌及選擇跟隨祂的故事。浸禮也慶祝了一個特別的時刻，就是
歡迎受浸者進入神的家。在中亞的這個城市，只有大約 0.01% 的
人口跟隨基督。

IMB 的宣教士白瑞克（Erik White）說：「這個數字說來沒太大
的意義。」他試圖解釋一個通常四捨五入為零的統計數字，接著
說：「最好的解釋方式就是說，這裡的信徒非常非常少，因此，
教會更少。」

每一個決志及隨之而來的浸禮，都值得慶祝。婦女降服於基督的
情況很少見，在這個城裡，通常是年輕男子對福音最感興趣。這
個由 IMB 宣教士和當地事工夥伴組成的團隊，透過在社群媒體置
入廣告的策略，已引發了對福音更加了解的興趣。那些有興趣的
人點擊連結或掃描二維碼，就能聯繫到當地教會或信徒，進一步
和他們跟進。這種一對一的聯繫通常是從回答問題開始，然後發
展到學習聖經。

許多年輕人對這個地區的主流宗教感到失望，其中很多人轉向一
種混合形式的自然神論，他們不想說沒有神，而說在尋找更好的
答案。

白瑞克解釋說：「這就是美南浸信會差遣我們的原因，我們在    
這裡試著進行宣教工作，為了看到城裡的百姓中間有健康的教
會。」

在這個全球城市，移民睡在昏暗的倉庫裡，問題青少年逃入電玩
世界，少數族群努力尋求被接納。白瑞克在這裡看到很多美景，
但是神持續讓他看見，這裡到處都是迫切需要福音的人。

若要裝備當地教會或信徒把福音傳給鄰舍，可能要花五到十年。
他們的目標是讓當地信徒投入別人的生命中，這樣才能去看見新
的教會被栽植起來。現實情況是信徒很少，數百萬人走在大街
上，卻不認識救主。因此儘管延期了，每一個宣告和浸禮仍值得
歡欣慶祝。

為這些決志信主及受浸的人感謝神。為當地教會禱告，願她們專
注於看到其他人在信仰上成長，並接受裝備向別人傳講耶穌。求
神差遣更多工人帶著福音救贖的信息，進入世上的各個城市。



第六天

阿肯色州木蘭市以馬內利浸信會對國際學生的愛，就從大學生主日學班開始。國際學生造訪教會，然後參與
其中。每個主日，學生們為地圖上標明的國家禱告，這些國家是這些在校生的家園。IMB 照片

以馬內利浸信會到紐約進行短宣，教會在接觸大學生與教授時，開始感受到觸及萬民的呼召，最後
他們基於這次互動，認領了兩個散居異鄉的族群，就是華人和烏茲別克人。IMB 照片

散居異鄉的人
神在散居異鄉的人中間
帶來影響

聖經攤開在快餐店桌上的食品包裝紙中間，有兩名男子安靜地坐
在那裡討論基督教的一個關鍵概念，就是耶穌從死裡復活。

「什麼？不可能！」那位來自烏茲別克斯坦的大學生大聲說，並
拿起了一本聖經。「他會飛還是怎麼做到的？」

庫爾特（Ben Coulter）是阿肯色州木蘭市以馬內利浸信會的牧
師，他強忍住笑聲，並解釋耶穌的復活。亞歷克斯臉上顯出興奮
的表情，表示他明白了。接下來的星期天，這位南阿肯色大學的
國際學生選擇跟隨耶穌。

亞歷克斯並不是心血來潮而做出這個决定，他花了好幾個月向庫
爾特和教會裡的其他人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他解釋說，他是
一個離家七千哩的國際學生，對一切都感到好奇，這些對他來說
都很新鮮。

亞歷克斯說：「我從小沒有任何信仰。」然後指出他的父親在俄
羅斯東正教的教會裡為他施洗，而他的母親在名義上是穆斯林。

以馬內利浸信會的大多數人從來沒聽過烏茲別克斯坦這個地方，
這位大學生在分享他的家鄉時，會友們開始愛上烏茲別克人。在
他的家鄉，不到 1% 的人口宣稱耶穌是他們的救主，他問：「那
些從未聽聞過福音的人會怎麼樣呢？」他們聽了之後心都碎了。

這個問題促使教會採取行動，他們立志要去服事阿肯色州的烏茲
別克人。阿肯色州浸聯會與國際宣教部、北美宣教部協力合作，

要觸及散居在美國境內的異鄉人。散居異鄉者指的是那些從自己
的家鄉搬遷、移居或流散他鄉的人。以馬內利浸信會有策略地去
接觸社區內的國際學生，藉此參與在那些散居異鄉的族群當中。

但是，他們希望不僅於此。他們差遣團隊去到紐約，有十萬多烏
茲別克人住在那裡。

庫爾特說：「神讓我們對烏茲別克斯坦有負擔，亞歷克斯來到美
國已經好幾年了，來這裡之前，沒有人坐下來把福音解釋給他
聽。我們教會意識到，神將未及之民帶到我們中間...不只是帶到阿
肯色州，更帶到全美國。」

這些阿肯色州人一出了紐約的地鐵，第一次走在布萊頓海灘的街
道上，就沒聽到什麼人說英語了，小吃攤和餐館飄出來的是陌生
的味道。他們不用離開美國，就能參與國際宣教。

庫爾特說：「最開始我們是在自家後院和一位烏茲別克的學生分
享福音，後來變成了對這整個國家有負擔。有多少烏茲別克人不
知道耶穌從死裡復活？我們得做些什麼。」

感謝神，美南浸信會眾信徒渴望觸及來到美國的萬民。求神讓你
知道如何去回應這份需要，將福音傳給散居在社區內的異鄉人。
為亞歷克斯和他的屬靈成長禱告，求神帶領更多人認識耶穌的真
理。



第七天

烏干達的犀牛難民營有三十四人剛信主，全球宣教士夥伴卡布瑞拉在為其中一人施浸。卡布瑞拉一直和 IMB 
團隊及國內事工夥伴同工，要在難民中間開展事工。IMB 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在 2025 年之前動員五百位
全球宣教士夥伴加入 IMB 團隊。IMB 照片

丹尼 (左) 問候一位在尚比亞的朋友，他一直在向這位朋友作見證。丹尼是 IMB 團隊的
全球宣教士夥伴。全球宣教士夥伴協助專職宣教士在事工上增長。IMB 照片

全球宣教士夥伴
神透過全球宣教士夥伴
作工

在烏干達北部又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卡布瑞拉走進河裡，轉
身向剛信主的羅伯特（Oketa Robert）伸出手。羅伯特走進水
裡，準備好邁出信仰的下一步，接受浸禮。這個清晨有三十四位
信徒接受浸禮，他是其中之一，每一位主內新葡都是來自犀牛難
民營的難民。

卡布瑞拉（Hector Cabrera）是全球宣教士夥伴，他和 IMB 在烏
干達的團隊密切合作。他是差傳機構 Cuba to the Nations（從古
巴到萬民）所差派的宣教士，主要的工作是在烏干達擠滿了南蘇
丹人和剛果人的難民營裡栽培門徒及傳福音，他真正想看到的是
在難民營裡栽植健康的教會。

卡布瑞拉、IMB 宣教士和國內事工夥伴有計畫地栽培初信者，並
且在尋找機會建立關係。卡布瑞拉的夥伴關係使那個地區的事工
倍增，

他帶著約書亞一起到另一個難民營鑿井，約書亞參加查經班，但
對浸禮感到猶豫。他們一邊鑿井，一邊交談，卡布瑞拉有意將他
指向基督。

每個星期，卡布瑞拉在家裡接待十三位年輕人，做古巴菜給他們
吃，並跟他們分享福音。他也在協助朋友艾瑞奇栽植的家庭教
會，艾瑞奇是南蘇丹信徒，幾年前有 IMB 宣教士栽培他作門徒。
艾瑞奇想要向自己村裡的青少年傳福音。

卡布瑞拉從來不是一個人在難民營裡服事，有一位叫做莫斯
（Frankie Mosses）的南蘇丹難民跟他一起在難民營裡栽培門徒
及為人施浸。

卡布瑞拉的日子很忙碌，直到他前往犀牛難民營才算忙完，而他
通常會帶著足球去，料到會有一群男孩想要加入一起踢球。在一
片泥濘的田野上，他與難民孩子們分享基督的盼望，這些孩子在
短短幾年，就比任何人都經歷過更多的暴力、破壞和絕望。

不久，這些孩子將有永久的運動設施可使用，這設施是由美南浸
信會慷慨資助建立的。卡布瑞拉求神讓外展事工透過這新的青年
中心成長茁壯。

卡布瑞拉和這些難民一樣，熟悉國內的政治動盪和未知。在古巴
動盪不安的期間，他把所愛的人交託給神和差遣他的位於奧瑪的
橄欖山浸信會，因為有他們，他才有可能去烏干達。

他不但熟悉跨文化生活，也熟悉和第三文化的人（IMB 宣教士）
分享生活。

雖然他的事工是多方面的，但他的心專注於一個目標，就是那些
在難民營裡的失喪者能在基督裡被尋回。

為 IMB 與跨文化宣教夥伴之間的合作關係感謝神。求神帶領卡布
瑞拉及所有全球宣教士夥伴在萬民中間進一步推展福音事工。求
神透過烏干達的難民中心散播盼望。



第八天

一位迦納婦女在北迦納科林瓦伊浸信會的主日學時間帶領查經。IMB 宣教士禱告，願國內信徒受栽培作門
徒，欣然接受他們在大使命中的角色。IMB 照片

基督徒在南亞一個大城市敬拜。IMB 相信，宣教士進入未得之民中間，能為福音
建立接觸點，預備人心相信，開展植堂事工，並使教會倍增。IMB 照片

投入
神透過門徒訓練
帶來救贖

大型的外展活動馬上就要到了，計畫都已制定好，代禱夥伴也已
參與其中。南亞的信徒亞伯正在帶領籌辦一場大範圍的外展活
動，要向福音基本上觸及不到的地區傳福音，但是新冠疫情打亂
了這個計畫。前往該地區的交通關閉，活動不得不取消，

但是亞伯不覺得神在取消這些努力，他感到主在叫他專注於本地
的社區。禱告聲不斷傳來，亞伯和妻子撒拉放膽出去分享福音，
於是，神帶領他們到了一個福音未得的 M-Jo 族群中間。M-Jo 族
群的生活模式是家庭集群，他們尚未聽過福音，但有兩個家庭表
現出對訪客有興趣，也有興趣聽他們說更多故事。

神選擇在這個村子裡作工，但神的工作早在好幾年前從 IMB 宣教
士保羅就開始了。保羅和妻子帶著四個小孩以南亞為家，他花了
好幾年的時間栽培拿單作門徒，然後拿單帶領亞伯和撒拉信主。
他們如今在一起服事，帶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以基督的光穿
透這個黑暗的地方。

亞伯和撒拉每週都回到 M-Jo 族群中間，忠心地跟他們分享福音。
有好幾個人選擇相信，過了第七個星期，有一位名叫司提反的
男子選擇信主並接受浸禮，他是這個族群已知的第一位受浸的信
徒。司提反是許多人禱告所得的回應，不只是宣教團隊的禱告。
有人忠心祈求神在世上福音未及的族群中間作工，他就是那些人
禱告所得的回應。

司提反急於在信仰上成長，他的基督徒朋友忠心地在栽培他。他
學到越多，就教給別人越多。司提反施浸的第一人就是他自己的
母親，她的生命永遠改變了，因為她的兒子順服主，也因為有基
督徒勇敢地把福音信息帶到他居住的村落。

司提反努力向自己的族群傳福音，如今知道這個群體當中有十一
個人信了主，有二十七個家庭固定聚在一起查考神的話語。

保羅有當地信徒組成的堅強團隊，他把時間投入在門徒培訓，並
在他們心中建立異象，要將福音帶到國內成千上萬福音未及的人
中間。保羅強調失喪者就在他們周圍，他們有計畫地為那些失喪
者禱告，也請其他人代禱。在這個國家，門徒栽培門徒的價值得
到了充分的體現，生命的改變就是其果效。

你是否願意加入保羅及其家人，一起為南亞福音未及的族群禱
告。為信徒感謝神，也為栽培門徒的拿單、亞伯、撒拉和司提反
感謝神。讚美神，有其他信徒在 M-Jo 族群中間，求神在這個族群
中間觸及更多人。

因安全起見，有些人名可能已使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