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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南亞穆斯林 

我們將於 9 月份推出⼀連串校園活

動。祈求神使許多學生能來到學生中

心，從中 找到避難所，可以讓他們在

那裡學習、成⻑、找到深厚的友誼，並

遇到耶穌。 

2 
菲律賓/中亞 

9 月 2-12 日三位菲律賓的弟兄姊妹會在中亞訪

宣。祈求他們與人所建立的關係，⻑宣的同工能

夠跟進。求主向他們展示未來可與中亞隊合作的

事工。 

3 
烏克蘭    夏馬田 

感謝神垂聽了人們為烏克蘭散居北越

人這片硬土福音工作的禱告，讓他們

可以打開心扉接受福音。讚美主在 7

月 11-25 日有 23 位越南人決志信主跟

隨耶穌。 

 

4 
SEND 北部 

Mark 和 Nicola Faires 在北極阿拉斯加負責航

空服務和關心宣教士。 去年夏天，Mark 在機翼

故障的情況下在正確的地點和時間安全著陸。如

果問題沒有被發現，飛機可能會在接送孩子去夏

令營時出意外。求神給維修的工作人員鋒利檢察

的眼睛。 

5 
東南亞穆斯林 

為在 Bapa 舉行的兒童營養班感謝

神。⺟親和孩⼦們都來學習有關健康

營養的知識，然後又⼀起準備⼀頓

6 
北美散居事工 

底特律—ESL 英語為第二語言課程今天開始。請

為所有志工和團隊成員禱告，求主賜智慧教我們

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交往。求主在英語教



飯！我們祈求神讓我們在社區中有更

多類似的機會接觸人並有機會與他們

分享耶穌！ 

學過程中為我們打開深入屬靈對話的機會。 

 

7 
克羅地亞     Steve & Jenny Meeker 

我們將有兩個班來參與團隊建立的活

動。第⼀班是來⾃布達佩斯國際基督

教學校，課程將於九月 6-8 日進行；

另⼀班是來⾃札格雷布美國國際學

校，課程將於九月 12-14 日進行，求

主教我們的團隊懂得如何向學生及教

職員們展示上帝的愛。 

8 
菲律賓 

請為 9 月 10 日在碧瑤開始的五周密集 TESOL 課

程祈禱，特別求主保守沒有任何天氣的延誤。求

主讓我們在這個新的地點有好的實習，又讓學員

們把教學方法學得好。 

 

9 
美國辦事處 

經過⼀個非常忙碌的夏季，求主讓我

們的團隊有休息和重新得力。感謝上

帝讓我們在上月份有⼀個充滿活⼒的

SEND 北美年會，求主繼續指引那些

來探索未來可能跟 SEND⼀起宣教的

人。  

10 
穆斯林 10/10 

請在今天禱告全世界百分之十的穆斯林能在未來

十年歸信基督。有超過180多個差會及傳福音的

事工正聯合起來在全年每天為穆斯林祈禱。目前

國際差傳協會在三大洲都有向穆斯林族群傳福音

的工作。 

11 
東亞差委會 

有兩個家庭正申請前往不同的未得之

12 
日本     Bruce & Laura Harris 

立川--- Laura 和 Zabeth 今天在立川教會展開



⺠中宣教。求主在他們整個申請的過

程中賜下專心和同心，有主的平安以

及清晰的指導。也求上帝為東亞差委

會預備⼀個合適的總幹事，有所需的

恩賜、力量、品格和對職務的委身。 

⼀個新的英語佈道事工。每節英語課都會包括⼀

個聖經故事。求主幫助我們能與學生建立溫暖的

友誼，並讓學生因著神話語的能力在靈性上漸漸

靠近主。 

 

13 
亞洲 

我們有些穆斯林大學生朋友暑期回家

時面對著非常困難的處境，求主保守

他們能平安歸來。請特別為已經畢業

回鄉的 G 祈禱。我們關心她的安全，

我們也求主助她能回到我們的城市找

到⼀份好的工作。 

14 
烏克蘭     Jayne Russell 

基輔--我將前往俄羅斯在主日學中宣揚宣教的意

識。 我將在俄羅斯三個不同的地區舉辦研討

會。求上帝使用這段時間在俄羅斯福音派教會中

激發更多的宣教的參與！ 

 

15 
台灣      VMG 

苗栗縣--讚美上帝！這個學期有從美國

來的 Zach幫助我們的校園事工。當我

們推出英語俱樂部時，求上帝特別賜

福。也求主軟化學生和教授們的心，

願意接受福音。 

16 
保加利亞       Gisli & Nora Jonsson 

為 9 月開始的新客戶輔導服務祈禱。我們需要

智慧分配我們的時間，以兼顧⼀對⼀的輔導和計

劃未來培訓工作。我們希望把⼀個穀倉翻新成為

⼀個培訓中⼼，求主差遣熟練、誠實和能幹的工

匠。 

17 
烏克蘭     Herb & Kim Burkett 

利沃夫--烏克蘭浸信會神學院這個學

18 
克羅地亞     Steve & Jenny Meeker 

請為 Johann Go 祈禱，他將在 9月 18至 20



期有超過 150新生！請為我們教授和

指導的國際宣教課程以及婦女課程祈

禱。也為 44位讀畢 Rick Perhai 教授

的《釋經學》研究生祈禱，求主助他們

能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日在穆迪聖經學院為國際領袖培訓中心作招募工

作。 也請為我們的團隊祈禱，因為我們正準備

10 月初在拉脫維亞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和愛

沙尼亞⼈舉⾏⼀個為期四天的培訓。 

19 
菲律賓 

請為本周在菲律賓慶祝菲比雅斯聖經

學院成立七十周年慶典禱告。這是國

際差傳協會最早期的事工之⼀，在該

學院受訓的校友遍佈菲律賓和世界每

個角落。 

 

20 
台灣     Ryan & Bethany Reedy 

亞洲國際差傳協會今天將在台灣接待 TEAM差

會東亞和東南亞的地區領袖。 我們將落實合作

的方式，關顧區內的宣教士及為他們提供服務， 

並會確定去向哪些福音未聞的族群傳福音，以及

決定差派新團隊(極可能是國際差傳協會和

TEAM差會⼀起組成的團隊)的地方。 

21 
國際辦事處     Judy Severns 

跨差會宣教士子女教育諮詢 (IMKEC)

會議每年都舉行，為環球宣教士提供

合作和研討的機會，幫助他們找到更

好的教育資源。祈求是次會議能清

晰、有智慧和對為⼈⽗⺟的宣教⼠所

面對的問題有更深入的瞭解，特別是

能在特殊教育方面提供資源。  

22 
SEND北部 

Brad 和 Madelyn Fox 在阿拉斯加的 Allakaket

城歡迎八位新的團隊成員加入—牠們不是人

類，而是比賽的雪橇狗。雪橇狗的護理、餵養和

訓練需要技巧、時間和精力。 祈求這個新團隊

能促進與村裡鄰居建立深厚的聯繫，並為福音事

工敞開大門。 



23 
泰國     Larry Salisbury 

請為我們幾個剛進入新事工及新地點

的宣教士家庭祈禱：他們是剛從語言

學校畢業進到瑪哈沙拉坎的學生事工

中服事的 Pol Suyu 和 Sabine Bair；

剛述職回來的 Darwin 和 Genie 

Daquis，以及 Eric 和 Jodie 

Obado；轉去泰國清萊的 Doug 和 

Lynn Harder。 

24 
國際辦事處 

請為環球宣教士援助基金 (send.org/gwi) 以及

從這個計劃得資助的20多位主要世界地區宣教

士祈禱。 現在基金非常短缺，需要宣教士籌募

更多資金。祈求上帝的供應。 

 

25 
俄羅斯 

求神賜Leif 和 Jami G.有智慧和創造

力，為整條溫泉村的家庭們開辦⼀個

英語俱樂部。為 Kandid 和Daniela 

H.祈禱， 因為他們正尋求上帝的指

引，讓他們有機會在烏蘭烏德開設⼀

對⼀的查經班，以及為未信人及新信

徒們開設⼀個家庭小組。 

26 
美國辦事處 

美國國際差傳協會將於明天晚上在密歇根州利沃

尼亞舉辦《推動全球宣教》餐會。求主呼喚多人

來參加，並感動他們投⾝在未得之⺠中建造⾨

徒。 

 

 

27 
 日本     Mitsuo & Akiko Fujishima 

在 8 月份，我們邀請⼀些初中學生⼀

星期兩次到我們家，以便他們能做暑

2
中亞 

求主在 K 城為我們預備新的合作教會。那些足

齡離開孤兒院的年青人，他們需要有工作的技



假作業。祈求神使我們能與他們建立

良好和信任的友誼，以致他們九月回

到學校時，我們能將神的話語栽種在

他們心裡。 

 

8 
能、住宿的地方以及就業的機會，請為那些委身

去與這些年青人做朋友和門徒訓練的信徒禱告，

求主賜他們智慧。 

29 
烏克蘭     Judy Francis  

基輔—請為復活教會新的主日學校⻑ 

Sveta 祈禱， 她將要組織和領導⼀群

沒經驗的主日學教師團隊。請為整個

教會即將計劃秋季的事工祈禱。 

30 

 

 

 

 

 

 

美國辦事處 

我們有幾位國際差傳協會的宣教士和退休宣教

士，正面對摯愛親人逝世和患病的憂傷。求主靠

近那些破碎的心靈，讓他們在這些困難的日子

裡，能經歷到上帝所賜的平安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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