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膏遍地
為也門禱告



恩膏遍地

引言

三月廿六日是也門內戰的六週年紀念日，這場戰爭已把這個本已窮困不堪，且
有三千萬人口的國家陷入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中。不止如此，他們真正所承受
的比從戰爭所帶來的更為嚴重。

數百年來，也門一直處於黑暗的撒但權勢底下，雖有教會及信徒不斷的犧牲和
努力，但據估計，仍少於0.0001%的人口是信主的。任何為主作見證的教會或
個人都受到嚴厲逼害。

也門教會呼龥普世信徒為他們禱告。

只有神的大能才能穿越這黑暗的權勢，基督的活水江河充溢這個乾渴之地。神
的子民定要齊心竭力憑信心禁食禱告。世上越多信徒在這星期為也門祈禱，我
們深信聽禱告的神，將以祂的信實和大能答允我們的祈求。



恩膏遍地

如何使用這禱告手冊

本手冊是特別為個人或團體，提供參考資料，在本週內，為也門專心
禁食祈禱之用。

每天內容都包括有靈修經文，最新也門動向，及主要祈禱事項。請考
慮將禁食納入您的每日祈禱時間，並邀請朋友，在聖靈帶領下，一起
同心禱告。

願主的名在也門，被高舉，得榮耀，並藉著我們的禱告也門人得著神
的祝福。



第一天 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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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5：9

神啊！這異象激勵我們更熱切地為也門的各族、
各方、各民禱告祈求。主，祢是配得也門的各
族、各方、各民的稱頌。祢捨身的寶血，綽綽有
餘地，從黑暗的權勢中把他們拯救出來。懇求聖
靈動工，進到也門的每一個角落，不論是牢不可
破的壁壘，死氣沉沉的沙漠，矗入雲霄的山嶺，
甚或翠綠的田野，都飄溢著神的恩典，和基督榮
耀福音的臨到。主啊！願祢將要成就的，遠超我
們所想所求的。奉主耶穌的名祈求。阿們！

也門的氏族
主耶穌 - 祢將各族的人，拯救出來歸向神。

也門的氏族式生活是怎樣的？
試想一下，如果你的人生、身份地立、宗教信仰、職業、政治思維、前途、
就是你整個人，在你出生前，已由別人和你週遭的環境決定了，你會有何感
受？對於一個也門人來說，這便是他所處的環境了。他是出生於一個由神特
別賜給他的父母家裡，在這家中，還有其他相同身份的兒女和你一起。成年
後，你的言行舉止、生活和工作，都要配合和你有血緣關係的種族傳統。而
住在你附近的近親對你的期望也是一樣。由這些親族組成的大家庭，便是維
護著你所住的鄉村的人了。相鄰的鄉村組織起來，便組成由他們一同支援的
鄉鎮。這就是說，你所處的氏族，便是由多個鄉鎮組成。鄉鎮數目，由數
百，以而數千不等，大家共享相同的文化價值觀念。

試想想，在這特殊的氏族架構，你和你的家人所得到的保障和群體力量是何
等的大。你個人的地位，在家中的責任，和你所屬的宗族早已決定了。這個
無休止的支援圈子帶給每一個族人安全感和穩定性。近年內戰已把一切基建
和社會福利催毀，在人民無以維生的時刻，這一個氏族群體支援架構尤其重
要。



第一天 部落

加蘭族

巴基族

沙也族

馬哈拉族

悍馬族

華哈達族

亞拿基族

亞華達族

花利族
也輝族

蘇巴利族

請在這些部族中，最少選擇一個，作為你的禱告目標，為他們認識主耶穌，明白
主的道，和享受主所賜的平安而禱告。在此艱難時候，求神給每一個部族都能以
和平共處為貴而禱告。

沙雲靈族

馬達族

哈斯族

山海族 泰仁族

木哈族

亞巴達族

部族中的每一分子，無可避免地，隨著經濟的變遷，並由鄉村搬徙到都市生活而
改變著。尤其在也門南部，傳統的部落生活已漸漸式微，而都市生活模式便漸始
抬頭，人也習慣起來了。但雖如是，你和你的家族仍以本來的氏族身份為榮。如
果你是來自北方高原地區的，你和家人對家族所提供的安全網的倚賴仍會很強。
你會緊守家規、遵重鄉紳父老和族中的領導人。你對宗族的情懷，仍是忠心不
二，這都是植根於自古便培養出來的傳統和榮譽。這都是美麗的，也是千錘百鍊
出來的，這就是你了。

以下是也門一些較大的氏族名單：
加蘭族 沙雲靈族 蘇巴利族 哈斯族 山海族 馬達族 巴基族 泰仁族 木哈
族 也輝族 花利族 亞華達族 亞巴達族 沙也族 亞拿基族 華哈達族 悍馬
族 馬哈拉族



第一天 部落

祈禱事項：

雖有牢不可破的家族觀念，仍不能攔阻也門人接受
基督為他們的救主。

為也門的信徒禱告，他們能以成為神家裡的一員而
驕傲。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
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5：17）

為那些已接受基督的人禱告，求神保守他們，不致
被家族中的長老孤立，驅逐，或甚而逼迫至死。

為信徒能剛強為主作見證禱告。

為信徒整個家庭都能歸主而禱告，好使他們能夠互
相守望相助。

為族中的長老歸主而禱告。

為族中的長老禱告，善待族中接受基督的信徒，免
受逼迫之苦。

為歸主者禱告，他們懂得自己是天國的子民，在神
家中尋得在基督裡的身份。

祈求每城、每鄉的人都能認識主耶穌。請參閱馬太
福音11：20-24

每一個主要部族中都有基督的見證人，帶領每一部
族歸向基督。



第二天 也門人和他們的方言

經上記著：“主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我承
認。”羅馬書14：11

也門橫跨幾個不同的地理環境，數千年來，每個地
區都因著不同的地勢而住著佷多美麗、具有獨特文
化的部族。部族之間，也因著地理、所屬伊斯蘭宗
派、語言、傳統和歷史而有所不同。

亞拉伯語中的數個方言在全國普遍使用，但一些部
族，仍使用其獨特的土話，因這些土話與亞拉伯語
系完全不同，至使一般說亞拉伯語的人難與他們溝
通。住在西北撒拉山區（Sarawat）四十萬的加蘭人
（Khawlan），說的便是閃語系（Semitic）的加蘭
語，這語言的歷史要比後來才引入的亞拉伯語更悠
長。西北角的拉齊（Razihi）山嶺，有一個人口六萬七千人的拉齊小部落，說的
是拉齊語，這語言可能是兩個碩果僅存的古南亞拉伯語之一。在也門東邊遙遠的
馬哈人（Mahra），有約五萬，他們說的是馬哈語（Mahri），屬南閃語系。此外
還有五萬馬哈拉人住在附近的阿曼（Oman）。美麗的索科特拉岛（Socotra），
以島上的龍樹馳名於世，島民說的是屬南閃語系的索科特拉語（Soqotri），現正
面臨淘汰的危機。能懂這語言的人少於五萬人。

請在以下四個部族中選擇其中一，用更長的時間專注為他們祈求。他們沒有一本
自己語言的聖經，極少的基督徒曾向他們作見證。祈求莊稼的主賜下工人，在這
些族群中建立教會，自由地使用其特有的文化和語言去敬拜神。

拉齊族

加蘭族

馬哈族

索科特拉族



第二天 也門人和他們的方言

祈禱事項：

為加蘭人接受和明白神的道，相信主耶穌，成為
他們的救主禱告。

為拉齊人接受和明白神的道，相信主耶穌，成為
他們的救主禱告。

為馬哈人接受和明白神的道，相信主耶穌，成為
他們的救主禱告。

為索科特拉人接受和明白神的道，相信主耶穌，
成為他們的救主禱告。



第三天 霍亂、新冠狀病毒，
一個陷於絕境的國家

耶和華啊，求祢不要遠離我；我的救主啊，求祢快來幫助我。詩篇22：19

2016年9月，被視為近代最嚴重的霍亂疫情，在也
門爆發，至今還未止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自
2018年以來，已有一百萬宗病例。總體來說，也
門廿三個行政區中，已有廿二個受感染。2020
年，感染人數最多的地區有亞河台達（Al
Hudaydah）、薩那（Sana'a）、塔伊茲（Taziz）、
伊卜（Ibib）、亞貝巴達（Al Bayda）、萨那
（Amanat Al Asimah）、亞志哈（Hajiha）、和達
馬（Dhamar）。其中最受影響的是五歲以下的小
孩。

新冠肺炎的爆發，使這個內戰頻仍的國家，在扺抗霍亂疫情的努力上更加
百上加斤。事實上，很多霍亂病人都不敢求醫，因為恐防到了醫院便感染
到新冠病毒。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為霍亂和新冠肺炎疫情都同
時向著高峰發展。在這個內戰正打得如火如荼的國家，抑制霍亂的努力，
便被新冠狀病毒的來臨弄得更加難以招架。

也門的醫療系統，在內戰中，已遭受嚴重的破壞。很多醫務人員因多年沒
得到薪酬而紛紛離開。此外，又由於政府沒有一個有效的醫療政策，和對
資金運用的管理不善，造成很多國際救援工作困難重重，以致醫療系統更
大受影響。現仍留下的工作人員，都是在沒有個人防疫設施下照料病人，
其中也包括新冠肺炎的病人。

內戰嚴重摧毀了國家的醫療系統，整個社會都陷入霍亂和新冠狀病毒的災
情底下。也門人民極需要的，就是內戰停火。



第三天 霍亂、新冠狀病毒，
一個陷於絕境的國家

祈禱事項：

也門內戰已將國家陷入極度饑饉，在霍亂災情
最嚴峻情況之下，求主保守患者能得到合理的
醫治，醫務人員盡忠職守，獲得薪津和得到個
人防疫設備。

在崩潰的基礎設施，全國人民飽受苦難，求神
保護也門人民，賜下安慰和平安。

禱告祈求神，病菌不再傳播；人民都能得到需
要需醫療、食物和清潔食水。

為那些霍亂或新冠肺炎的病人康復禱告，也為
那些因害怕感染新冠狀病毒而不敢求醫的霍亂
病人禱告，使他們不再害怕，勇敢就醫。

禱告祈求神，制止人的腐敗和貪婪，所需的醫
療設備和食物得以順利供與需要的人。



第四天 也門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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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翰福音：35下

我的名字叫模罕默德*。請聽神在我國所作的大工。感謝讚美主，也門近年有一
個巨大的屬靈復興，很多人歸信了主耶穌。數百年
來我們只有很少的信徒，但現在教會開始增長起來
了！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從穆斯林的背境轉向耶稣。
有些人信主，是因著聖靈在電視、收音機和網絡等
媒體的呼召而來；有些人則是神親自的引導他們學
習主的話；又有些人是宣教士的努力，和信徒及信
主鄰舍的見證的成果。最後，更有人是神給他們異
夢和異象，使他們歸向真神。

阿杜拉*弟兄便是神親自呼召的一個好例子。根據一
位教會領袖報導：“阿杜拉弟兄經過很漫長的尋道
之旅，終於找到了主耶穌。他接受了主，將自己的生命交給祂。他滿心感謝主
成為他的救主。我們將於週四為他施浸。”

除了個人信主外，我們也看見很多全家信主的例子。有一位教會領袖講述一個
名叫蘇丹*和他的全家信主的經過。蘇丹年五十一歲，信了主。他有兩個已結了
婚的兒子，亞默*和西夫*，他們也一起接受主耶穌。我們為他們施洗。受洗後
大約一星期，他們的配偶也歸入了基督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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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聽拿比的見證，他就是在神蹟帶領底下信主的：（英文版短片)



第四天 也門的信徒
也門忠心的信徒和國際工作者，藉他們多年努力的見證神，莊稼已經熟
了。其中也有賠上了自己的生命，神的教會藉著他們的犧牲，而得到興旺
發展。為主犧牲，至今仍是屢見不鮮。也門因著戰亂和疾病的緣故，可算
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信徒都須要爭扎求存，而國際救援物質都是
由穆斯林機構分發，它們對那些對穆斯林宗教稍有不虔敬的人都予以歧
視。宣教是非法的。背叛伊斯蘭更是不得饒恕的罪行。離開伊斯蘭，歸信
主基督的人，往往會被驅逐離開家族和社區，甚而被
殺。雖然如此，也門教會的信徒仍堅守到底，長進發
展。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堅持聚會。他們都以犧牲、
奉獻、一起禱告來榮耀神。他們更經常在他們的社區
中見證神，將“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
上。”（林後4：6）

神的名字，藉著過往及現在信徒的犧牲而得著榮耀。

*虛構名字，但真人真事。

讚美感謝主:

信徒人數不斷在也門增長，榮耀歸
於神。

信徒組成的家庭教會，成為黑暗中
明光，照亮他們所在的社群。

神一直對也門信徒源源不絕的屬靈
及物資供應。

彰顯神榮耀的禱告之聲，在也門隨
處可以聽聞。

祈禱事項：

求莊稼的主加添莊稼，倍數增加
歸主信徒。

為分散的信徒禱告，他們能彼此
認識, 一起敬拜禱告。

為信徒持守真道，在神的恩典和
對主耶穌基督的認識上不斷成長
而禱告。



第五天 也門的教會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
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
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
心。以弗所書4：1-3

也門的教會近況怎樣？教會持續地增長中，我們感謝讚美神。我的名字是亞杜*，
我是主的門徒，耶穌的追隨者。讓我與你們分享主在也門教會所作的事情，請為
我們些這追隨耶穌的主內肢體禱告。

請不要美化也門的教會。有時候，很多報導和故事都是來自受逼迫的教會的資
料，以致本地教會被人誤會，以為不論在信心和成熟上都比人強。我們當中，有
人在忍受逼迫，監禁或受刑罰之後，仍然堅守主道嗎？讚美主。我們為著那些能
夠勇敢見證神大能和盼望的人歡喜快樂。但我們悲傷的是，這些真實的故事往往
使人喪膽，而這些故事的主人翁就是我們當中親愛弟兄的親身經歷。無人喜歡受
苦，更無人喜歡被人出賣。

有時候我們會處於一個很為難的情況下。我曾聽聞，有些信徒拒絕和任何主內弟
兄相會，是因為害怕被人看見，便會受到家人的殺害。這個難處是不難理解的。

我們對自身的罪和面臨的誘惑，跟我們因改信基督所要面對的迫害，同樣困擾著
我們。當中的分門結黨、恐懼、貪婪、不聖潔、懶惰、和自私自利等，都只是冰
山一角！在未認識主耶穌之前，我們都已經被這些罪困縛著。我們當中有很多人
仍然不曉得罪是什麼，也不知什麼是聖潔。因為沒有人教導我們，這個舊我的心
懷意念，仍跟信主前一模一樣，這都基於我們從小在家中耳濡目染的思想行為模
式所養成。現在，我們須要在主耶穌基督裡，學習聖經的真理。我們極需要屬靈
領袖來教導我們，在真道上長進，更需要一些明白我們處境的領袖，耐心幫助我
們成長。

我們感謝領袖們無私的奉獻，幫助我們活出教會應有的生活和愛的樣式。結黨、
試煉和罪惡的事時有發生，但我們仍看到神的恩典和智慧，幫助我們堅守真道、
彼此相愛。

我們也有歡喜快樂的一面。有兄弟娶了一位愛主的姊妹，他們從教會領袖的夫婦
中學習，如何組織一個以主為中心的家庭。主若願意，指望他們早獲麟兒。

感謝你為我們禱告。我們的教會需要極多。為我們在也門國內外的教會讚美感謝
神。

*虛構名字，但真人真事。



第五天 也門的教會
禱告事項：

為也門教會的弟兄姊妹，行事為人與所蒙的人相稱而禱告。

為領袖和基督肢體的合一同心而禱告。

為免肢體間有結黨、紛爭、誤會和苦毒的事情而禱告。

為也門教會從本地開始，及致全區域性的教會的合一而禱告

求主呼召及興起更多具備恩賜的領袖，在佈道、先知講道、教師或牧師，同心
擔任主的事工。

主內弟兄姊妹能夠清楚辨別自己的恩賜，事奉目標和把握機會而禱告。

求主保護，奮興，並興起更多領袖、長老和加添教會的人數。在他們面對逼迫
時，賜與力量。

為著也門教會飢渴慕義的心禱告，求神使他們藉著聖靈的能力結出更多的果
子。更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真切愛心禱告。

為教會禱告，他們能專注在主裡的盼望，持守真道，堅忍到底。

為教會禱告，他們能活出與蒙召的恩相稱的見證，主在他們中間，天天加添歸
主者與教會。

為感到孤單的信徒禱告。為那些處於偏遠地區而無法和其他信徒有相交的信徒
禱告。

求主保護祂的兒女，免受撒但藉著家族、宗教，或政府而來的逼迫。

求主保護祂的兒女，免受屬靈的逼害。

求神賜予更多屬靈及物質的支援祂在也門的教會。

求神藉著也門日益壯大的教會，成為亞拉伯半島的福音出口。



也門

亞丁

沙地亞拉伯
阿曼

薩納

第六天 結束戰爭

祂止息刀兵，直到地極；祂折弓，斷槍，把戰車焚燒在火中。詩篇46：9

雖然也門曾被人稱為“亞拉伯國家中的天之驕
子”，以景色著稱；更是自古以來，乳香、沒藥、
黃金，和上等咖啡一類貨品的交易買賣場所。但現
在則是世上最貧窮國家之一，飽受著人類空前絕後
的災刧。

六年前的今天，沙地亞拉伯軍隊進入也門，直接參
與這場慘無人道的內戰。2015年3月26日開始，由伊
朗所支撑的胡塞組織（Houthis），和沙地亞拉伯、
美國、英國、法國所支持的遜尼派，便將全國摧毀
得一乾二淨。全國基建受破壞、饑荒便隨之而來，
跟著便是更多的醫療和饑荒事件。更甚者，亞蓋達
（al-Qaeda），本土穆斯林死硬派、和其他恐怖份子，趁機佔領南部一帶地
區，進行恐怖活動。這無形中使也門惡劣的環境雪上加霜。

也門正在水
深火熱當
中，極度需
要真正的盼
望和平安。

胡塞聯盟

支持哈地同盟（沙地亞拉伯）

亞蓋達和同盟



第六天 結束戰爭

據估計，超過一萬二千個平民在軍事衝突中喪生，另有數以萬計的人，在可避
免的原因下喪失生命，例如營養不良、疾病、和惡劣的衛生環境等。婦孺更深
受殘酷的戰火摧殘。根據國際救援組織，例如救援兒童協會（Save the
Children）的統計，在2015年四月到2018年十月期間，有大約八萬五千個兒童死
於極度的營養不良。2019年聯合國指出在也門已有超過二千四百萬人口需要人
道援助。全國人口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缺乏糧食，過半數的人沒有清潔的食水和
缺乏最基本的醫療服務。很多醫院和學校都因內戰被破壞得不能正常運作。尤
甚者，很多家庭都被瓦解得肢離破碎。失去丈夫或父親, 固然悲痛, 在沒有男性
保護下的婦孺，更容易被孤立, 備受逼害。下列圖表便勾劃出衝突的陣營和戰
線地區。

祈禱事項：

戰爭停止，再沒有任何恐怖及衝突事件發
生。為著重見太平的日子而禱告。

停止從外來運入軍火而禱告。

求神賜下饒恕的靈給各部落，使他們獲得
真正的和平。

也門的信徒能在苦難中，不失對美好前景
的盼望。

在動亂中，婦孺都能得到適切的照料。

主啊！求祢停止這場邪惡的戰爭
主啊！在也門興起祢的國度。
主啊！求祢作也門的元首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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