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膏遍地
为也门祷告



恩膏遍地

引言

三月廿六日是也门内战的六周年纪念日，这场战争已把这个本已穷困不
堪，且有三千万人口的国家陷入史无前例的人类灾难中。不止如此，他们
真正所承受的比从战争所带来的更为严重。

数百年来，也门一直处于黑暗的撒但权势底下，虽有教会及信徒不断的牺
牲和努力，但据估计，仍少于0.0001%的人口是信主的。任何为主作见证
的教会或个人都受到严厉逼害。

也门教会呼龥普世信徒为他们祷告。

只有神的大能才能穿越这黑暗的权势，基督的活水江河充溢这个干渴之
地。神的子民定要齐心竭力凭信心禁食祷告。世上越多信徒在这星期为也
门祈祷，我们深信听祷告的神，将以祂的信实和大能答允我们的祈求。



恩膏遍地

如何使用这祷告手册

本手册是特别为个人或团体，提供参考资料，在本周内，为也门专心
禁食祈祷之用。

每天内容都包括有灵修经文，最新也门动向，及主要祈祷事项。请考
虑将禁食纳入您的每日祈祷时间，并邀请朋友，在圣灵带领下，一起
同心祷告。

愿主的名在也门，被高举，得荣耀，并借着我们的祷告也门人得着神
的祝福。



第一天 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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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5：9

神啊！这异象激励我们更热切地为也门的各族、
各方、各民祷告祈求。主，祢是配得也门的各
族、各方、各民的称颂。祢舍身的宝血，绰绰有
余地，从黑暗的权势中把他们拯救出来。恳求圣
灵动工，进到也门的每一个角落，不论是牢不可
破的壁垒，死气沉沉的沙漠，矗入云霄的山岭，
甚或翠绿的田野，都飘溢着神的恩典，和基督荣
耀福音的临到。主啊！愿祢将要成就的，远超我
们所想所求的。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也门的氏族
主耶稣 - 祢将各族的人，拯救出来归向神。

也门的氏族式生活是怎样的？
试想一下，如果你的人生、身份地立、宗教信仰、职业、政治思维、前途、
就是你整个人，在你出生前，已由别人和你周遭的环境决定了，你会有何感
受？对于一个也门人来说，这便是他所处的环境了。他是出生于一个由神特
别赐给他的父母家里，在这家中，还有其他相同身份的儿女和你一起。成年
后，你的言行举止、生活和工作，都要配合和你有血缘关系的种族传统。而
住在你附近的近亲对你的期望也是一样。由这些亲族组成的大家庭，便是维
护着你所住的乡村的人了。相邻的乡村组织起来，便组成由他们一同支援的
乡镇。这就是说，你所处的族群，便是由多个乡镇组成。乡镇数目，由数
百，以而数千不等，大家共享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念。

试想想，在这特殊的氏族架构，你和你的家人所得到的保障和群体力量是何
等的大。你个人的地位，在家中的责任，和你所属的宗族早已决定了。这个
无休止的支援圈子带给每一个族人安全感和稳定性。近年内战已把一切基建
和社会福利催毁，在人民无以维生的时刻，这一个氏族群体支援架构尤其重
要。



第一天 部落

加兰族

巴基族

沙也族

马哈拉族

悍马族

华哈达族

亞拿基族

亚华达族

花利族
也辉族

苏巴利族

请在这些部族中，最少选择一个，作为你的祷告目标，为他们认识主耶稣，明白
主的道，和享受主所赐的平安而祷告。在此艰难时候，求神给每一个部族都能以
和平共处为贵而祷告。

沙云灵族

馬達族

哈斯族

山海族 泰仁族

木哈族

亚巴达族

部族中的每一分子，无可避免地，随着经济的变迁，并由乡村搬徙到都市生活而
改变着。尤其在也门南部，传统的部落生活已渐渐式微，而都市生活模式便渐始
抬头，人也习惯起来了。但虽如是，你和你的家族仍以本来的氏族身份为荣。如
果你是来自北方高原地区的，你和家人对家族所提供的安全网的倚赖仍会很强。
你会紧守家规、遵重乡绅父老和族中的领导人。你对宗族的情怀，仍是忠心不
二，这都是植根于自古便培养出来的传统和荣誉。这都是美丽的，也是千锤百炼
出来的，这就是你了。

以下是也门一些较大的氏族名单：
加兰族 沙云灵族 苏巴利族 哈斯族 山海族 馬達族 巴基族 泰仁族 木哈族
也辉族 花利族 亚华达族 亚巴达族 沙也族 亞拿基族 华哈达族 悍马族 马哈
拉族



第一天 部落

祈祷事项：

虽有牢不可破的家族观念，仍不能拦阻也门人接受
基督为他们的救主。

为也门的信徒祷告，他们能以成为神家里的一员而
骄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
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

为那些已接受基督的人祷告，求神保守他们，不致
被家族中的长老孤立，驱逐，或什而逼迫至死。

为信徒能刚强为主作见证祷告

为信徒整个家庭都能归主而祷告，好使他们能够互
相守望相助。

为族中的长老归主而祷告。

为族中的长老祷告，善待族中接受基督的信徒，免
受逼迫之苦。

为归主者祷告，他们懂得自己是天国的子民，在神
家中寻得在基督里的身份。

祈求每城、每乡的人都能认识主耶稣。

请参阅马太福音11：20-24

每一个主要部族中都有基督的见证人，带领每一部
族归向基督。



第二天 也门人和他们的方言

经上记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
认。”罗马书14：11

也门横跨几个不同的地理环境，数千年来，每个地
区都因着不同的地势而住着佷多美丽、具有独特文
化的部族。部族之间，也因着地理、所属伊斯兰宗
派、语言、传统和历史而有所不同。

亚拉伯语中的数个方言在全国普遍使用，但一些部
族，仍使用其独特的土话，因这些土话与亚拉伯语
系完全不同，至使一般说亚拉伯语的人难与他们沟
通。住在西北撒拉山区（Sarawat）四十万的加兰人
（Khawlan），说的便是闪语系（Semitic）的加兰
语，这语言的历史要比后来才引入的亚拉伯语更悠
长。西北角的拉齐（Razihi）山岭，有一个人口六万七千人的拉齐小部落，说的
是拉齐语，这语言可能是两个硕果仅存的古南亚拉伯语之一。在也门东边遥远的
马哈人（Mahra），有约五万，他们说的是马哈语（Mahri），属南闪语系。此外
还有五万马哈拉人住在附近的阿曼（Oman）。美丽的索科特拉岛（Socotra），
以岛上的龙树驰名于世，岛民说的是属南闪语系的索科特拉语（Soqotri），现正
面临淘汰的危机。能懂这语言的人少于五万人。

请在以下四个部族中选择其中一，用更长的时间专注为他们祈求。他们没有一本
自己语言的圣经，极少的基督徒曾向他们作见证。祈求庄稼的主赐下工人，在这
些族群中建立教会，自由地使用其特有的文化和语言去敬拜神。

加兰族

加兰族
加兰族

加兰族



第二天 也门人和他们的方言

祈祷事项：

为加兰人接受和明白神的道，相信主耶稣，成为
他们的救主祷告。

为拉齐人接受和明白神的道，相信主耶稣，成为
他们的救主祷告。

为马哈人接受和明白神的道，相信主耶稣，成为
他们的救主祷告。

为索科特拉人接受和明白神的道，相信主耶稣，
成为他们的救主祷告。



第三天 霍乱、新冠状病毒，
一个陷于绝境的国家

耶和华啊，求祢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祢快来帮助我。诗篇22：19

2016年9月，被视为近代最严重的霍乱疫情，在也
门爆发，至今还未止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自
2018年以来，已有一百万宗病例。总体来说，也
门廿三个行政区中，已有廿二个受感染。 2020
年，感染人数最多的地区有亚河台达（Al
Hudaydah）、萨那（Sana'a）、塔伊兹（Taziz）、
伊卜（Ibib）、亚贝巴达（Al Bayda）、萨那
（Amanat Al Asimah）、亚志哈（Hajiha）、和达
马（Dhamar）。其中最受影响的是五岁以下的小
孩。

新冠肺炎的爆发，使这个内战频仍的国家，在扺抗霍乱疫情的努力上更加
百上加斤。事实上，很多霍乱病人都不敢求医，因为恐防到了医院便感染
到新冠病毒。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霍乱和新冠肺炎疫情都同
时向着高峰发展。在这个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的国家，抑制霍乱的努力，
便被新冠状病毒的来临弄得更加难以招架。

也门的医疗系统，在内战中，已遭受严重的破坏。很多医务人员因多年没
得到薪酬而纷纷离开。此外，又由于政府没有一个有效的医疗政策，和对
资金运用的管理不善，造成很多国际救援工作困难重重，以致医疗系统更
大受影响。现仍留下的工作人员，都是在没有个人防疫设施下照料病人，
其中也包括新冠肺炎的病人。

内战严重摧毁了国家的医疗系统，整个社会都陷入霍乱和新冠状病毒的灾
情底下。也门人民极需要的，就是内战停火。



第三天 霍乱、新冠状病毒，
一个陷于绝境的国家

祈祷事项：

也门内战已将国家陷入极度饥馑，在霍乱灾情
最严峻情况之下，求主保守患者能得到合理的
医治，医务人员尽忠职守，获得薪津和得到个
人防疫设备。

在崩溃的基础设施，全国人民饱受苦难，求神
保护也门人民，赐下安慰和平安。

祷告祈求神，病菌不再传播；人民都能得到需
要需医疗、食物和清洁食水。

为那些霍乱或新冠肺炎的病人康复祷告，也为
那些因害怕感染新冠状病毒而不敢求医的霍乱
病人祷告，使他们不再害怕，勇敢就医。

祷告祈求神，制止人的腐败和贪婪，所需的医
疗设备和食物得以顺利供与需要的人。



第四天 也门的信徒

https://youtu.be/3i4QT39TfKU?t=10

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35下

我的名字叫模罕默德*。请听神在我国所作的大工。
感谢赞美主，也门近年有一个巨大的属灵复兴，很
多人归信了主耶稣。数百年来我们只有很少的信
徒，但现在教会开始增长起来了！每一年都有很多
人从穆斯林的背境转向耶稣。有些人信主，是因着
圣灵在电视、收音机和网络等媒体的呼召而来；有
些人则是神亲自的引导他们学习主的话；又有些人
是宣教士的努力，和信徒及信主邻舍的见证的成
果。最后，更有人是神给他们异梦和异象，使他们
归向真神。

阿杜拉*弟兄便是神亲自呼召的一个好例子。根据一位教会领袖报导：”阿杜拉
弟兄经过很漫长的寻道之旅，终于找到了主耶稣。他接受了主，将自己的生命
交给祂。他满心感谢主成为他的救主。我们将于周四为他施浸。”

除了个人信主外，我们也看见很多全家信主的例子。有一位教会领袖讲述一个
名叫苏丹*和他的全家信主的经过。苏丹年五十一岁，信了主。他有两个已结了
婚的儿子，亚默*和西夫*，他们也一起接受主耶稣。我们为他们施洗。受洗后
大约一星期，他们的配偶也归入了基督的名下。

主在也门收庄稼的方式还包括了异梦、异象，和神迹奇事，将人带到主前。

请听拿比的见证，他就是在神迹带领底下信主的：（英文版短片)



第四天 也门的信徒
也门忠心的信徒和国际工作者，借他们多年努力的见证神，庄稼已经熟
了。其中也有赔上了自己的生命，神的教会借着他们的牺牲，而得到兴旺
发展。为主牺牲，至今仍是屡见不鲜。也门因着战乱和疾病的缘故，可算
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信徒都须要争扎求存，而国际救援物质都是
由穆斯林机构分发，它们对那些对穆斯林宗教稍有不虔敬的人都予以歧
视。宣教是非法的。背叛伊斯兰更是不得饶恕的罪行。离开伊斯兰，归信
主基督的人，往往会被驱逐离开家族和社区，甚而被
杀。虽然如此，也门教会的信徒仍坚守到底，长进发
展。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坚持聚会。他们都以牺牲、
奉献、一起祷告来荣耀神。他们更经常在他们的社区
中见证神，将“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
上。”（林后4：6）

神的名字，借着过往及现在信徒的牺牲而得着荣耀。

*虚构名字，但真人真事

赞美感谢主:

信徒人数不断在也门增长，荣耀归
于神。

信徒组成的家庭教会，成为黑暗中
明光，照亮他们所在的社群。

神一直对也门信徒源源不绝的属灵
及物资供应。

彰显神荣耀的祷告之声，在也门随
处可以听闻。

祈祷事项：

求庄稼的主加添庄稼, 倍数增加归主信
徒。

为分散的信徒祷告, 他们能彼此认识, 一
起敬拜祷告。

为信徒持守真道，在神的恩典和对主耶
稣基督的认识上不断成长而祷告。



第五天 也门的教会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
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
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
心。以弗所书4：1-3

也门的教会近况怎样？教会持续地增长中，我们感谢赞美神。我的名字是亚杜*，
我是主的门徒，耶稣的追随者。让我与你们分享主在也门教会所作的事情，请为
我们些这追随耶稣的主内肢体祷告。

请不要美化也门的教会。有时候，很多报导和故事都是来自受逼迫的教会的资
料，以致本地教会被人误会，以为不论在信心和成熟上都比人强。我们当中，有
人在忍受逼迫，监禁或受刑罚之后，仍然坚守主道吗？赞美主。我们为着那些能
够勇敢见证神大能和盼望的人欢喜快乐。但我们悲伤的是，这些真实的故事往往
使人丧胆，而这些故事的主人翁就是我们当中亲爱弟兄的亲身经历。无人喜欢受
苦，更无人喜欢被人出卖。

有时候我们会处于一个很为难的情况下。我曾听闻，有些信徒拒绝和任何主内弟
兄相会，是因为害怕被人看见，便会受到家人的杀害。这个难处是不难理解的。

我们对自身的罪和面临的诱惑，跟我们因改信基督所要面对的迫害，同样困扰着
我们。当中的分门结党、恐惧、贪婪、不圣洁、懒惰、和自私自利等，都只是冰
山一角！在未认识主耶稣之前，我们都已经被这些罪困缚着。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仍然不晓得罪是什么，也不知什么是圣洁。因为没有人教导我们，这个旧我的心
怀意念，仍跟信主前一模一样，这都基于我们从小在家中耳濡目染的思想行为模
式所养成。现在，我们须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学习圣经的真理。我们极需要属灵
领袖来教导我们，在真道上长进，更需要一些明白我们处境的领袖，耐心帮助我
们成长。

我们感谢领袖们无私的奉献，帮助我们活出教会应有的生活和爱的样式。结党、
试炼和罪恶的事时有发生，但我们仍看到神的恩典和智慧，帮助我们坚守真道、
彼此相爱。

我们也有欢喜快乐的一面。有兄弟娶了一位爱主的姊妹，他们从教会领袖的夫妇
中学习，如何组织一个以主为中心的家庭。主若愿意，指望他们早获麟儿。

感谢你为我们祷告。我们的教会需要极多。为我们在也门国内外的教会赞美感谢
神。

*虚构名字，但真人真事



第五天 也门的教会

祈祷事项：

为也门教会的弟兄姊妹，行事为人与所蒙的人相称而祷告。

为领袖和基督肢体的合一同心而祷告。

为免肢体间有结党、纷争、误会和苦毒的事情而祷告

为也门教会从本地开始，及致全区域性的教会的合一而祷告

求主呼召及兴起更多具备恩赐的领袖，在布道、先知讲道、教师或牧师，同心
担任主的事工。

主内弟兄姊妹能够清楚辨别自己的恩赐，事奉目标和把握机会而祷告。

求主保护，奋兴，并兴起更多领袖、长老和加添教会的人数。在他们面对逼迫
时，赐与力量。

为着也门教会饥渴慕义的心祷告，求神使他们借着圣灵的能力结出更多的果
子。更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真切爱心祷告。

为教会祷告，他们能专注在主里的盼望，持守真道，坚忍到底。

为教会祷告，他们能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见证，主在他们中间，天天加添归
主者与教会。

为感到孤单的信徒祷告。为那些处于偏远地区而无法和其他信徒有相交的信徒
祷告。

求主保护祂的儿女，免受撒但借着家族、宗教，或政府而来的逼迫

求主保护祂的儿女，免受属灵的逼害。

求神赐予更多属灵及物质的支援祂在也门的教会

求神借着也门日益壮大的教会，成为亚拉伯半岛的福音出口。



也门

亚丁

沙地亚拉伯
阿曼

萨纳

第六天 结束战争

祂止息刀兵，直到地极；祂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诗篇46：9

虽然也门曾被人称为“亚拉伯国家中的天之骄
子”，以景色著称；更是自古以来，乳香、没药、
黄金，和上等咖啡一类货品的交易买卖场所。但现
在则是世上最贫穷国家之一，饱受着人类空前绝后
的灾劫。

六年前的今天，沙地亚拉伯军队进入也门，直接参
与这场惨无人道的内战。 2015年3月26日开始，由伊
朗所支撑的胡塞组织（Houthis），和沙地亚拉伯、
美国、英国、法国所支持的逊尼派，便将全国摧毁
得一干二净。全国基建受破坏、饥荒便随之而来，
跟着便是更多的医疗和饥荒事件。更甚者，亚盖达
（al-Qaeda），本土穆斯林死硬派、和其他恐怖份子，趁机占领南部一带地
区，进行恐怖活动。这无形中使也门恶劣的环境雪上加霜。

也门正在水
深火热当
中，极度需
要真正的盼
望和平安。

胡塞联盟

支持哈地同盟（沙地亚拉伯）
亚盖达和同盟



第六天 结束战争

据估计，超过一万二千个平民在军事冲突中丧生，另有数以万计的人，在可避
免的原因下丧失生命，例如营养不良、疾病、和恶劣的卫生环境等。妇孺更深
受残酷的战火摧残。根据国际救援组织，例如救援儿童协会（Save the
Children）的统计，在2015年四月到2018年十月期间，有大约八万五千个儿童死
于极度的营养不良。 2019年联合国指出在也门已有超过二千四百万人口需要人
道援助。全国人口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缺乏粮食，过半数的人没有清洁的食水和
缺乏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很多医院和学校都因内战被破坏得不能正常运作。尤
甚者，很多家庭都被瓦解得肢离破碎。失去丈夫或父亲, 固然悲痛, 在没有男性
保护下的妇孺，更容易被孤立, 备受逼害。下列图表便勾划出冲突的阵营和战
线地区。

祈祷事项：

战争停止，再没有任何恐怖及冲突事件发
生。为着重见太平的日子而祷告。

停止从外来运入军火而祷告。

求神赐下饶恕的灵给各部落，使他们获得
真正的和平。

也门的信徒能在苦难中，不失对美好前景
的盼望。

在动乱中，妇孺都能得到适切的照料。

主啊！求祢停止这场邪恶的战争
主啊！在也门兴起祢的国度。

主啊！求祢作也门的元首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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