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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懷協會
Car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工場及專案事工

1

柬埔寨

8

拉法事工

疫情的波動似已是今年常態，
在柬的同工們繼續“伺機 ”
外出鄉下分糧、探望。比病
毒可怕的是人內心的恐懼，
求主保守並藉著同工們的生
命祝福這地。

金邊疫情仍嚴峻，頌榮中心語言班與主日
學均無法上課，房屋租約到期，已和房東
簽約續租，等疫情過後再開始事工。KHCMI
購屋雖已取得軟紙，但仍需有硬紙的官方
過戶文件，日前土地局已來為硬紙的發放
執行房屋測量，求神在疫情中保守手續順
利進行。

15

緬 甸

同工葉年姐妹的胃痛好很多
了，傑恩弟兄因疫情要在關
卡值班；農忙季節到就只有
艾萊弟兄能帶領聖經信息分
享，求神保守同工們的身心
都靠主平安。

22

漢宣事工

在泰國日趨嚴重的疫情中，
漢宣國際的同工LJ夫婦將要
迎接神賜的第二份寶貝產業，
求主保守孕媽的身體健康，
並賜福她在學校的教學。

29

泰 國

泰國近千萬華裔人口，約半數祖
籍潮汕，其他分別是客家、海南、
廣府、閩南和雲南，華人在泰國
社會中的作用舉足輕重，絕大多
數信仰佛教混合民間宗教，為泰
國華人歸主禱告。

MON 一
2

L J 夫婦
求主憐憫願本月可以
恢復面對面教學；求
主賜J姐妹懷孕早期
平安健康喜樂。

9

KL夫婦

我們在現階段需要更多同工，特別是青年
小組，求主預備賜下，並不斷將慕道友帶
到我們中間，保守我們聚會的安全。請為
我們的大女兒Emma身體健康禱告，最近她
總是頻繁的感冒、咳嗽，學習進度也有所
落後，願主幫助我們陪伴她處理一隻撿到
的小狗，能平安地送走牠。

16

皿家夫婦

為每週五的探訪服事，
求神保守皿和季牧師出
入平安。本月中睿睿新
學年能順利開學，求神
指引他的腳步。

TUE 二
3

盛行楚

WED 三
4

日本辦公室

THU 四
5

臺灣辦公室

6

宣教士

未得之民

FRI 五

SAT 六

俊德夫婦（等候赴柬）

本月8日及22日兩次在台灣
苗栗山腳教會分享見證和主
日講道，請為傳講的信息能
造就信徒禱告，並記念往返
的旅途平安。

因體質過敏無法施打疫苗，求神保守不被
COVID-19病毒侵害。請代禱宿舍事工男
生宿舍裡的S i m o n 弟兄，在工作地點感染
新冠病毒確診，現已隔離治療，求主保守
醫治。曾與短宣隊配搭的Mien牧師，他的
師母與長女近日車禍喪生，求主安慰家人，
並賜他們家庭生活所需。

日本CMI配合東京國際基督教會在奧運
期間的World Sports Mission Japan
事工，分發和奧運相關的福音小冊子，
求主賜福這項事工的果效。請繼續記念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名古屋分堂建堂籌款
，以期能在本月中旬順利交屋。

盼清邁疫情繼續
控制得宜，病毒
不擴散，不影響
服事。

由於澳洲各地疫情起起伏 請代禱邱凱萍宣教士於本月 請繼續為我在學院《舊

感謝神帶領蟬姐妹找到了合
適的日語老師，開始系統規
律地學習日語了。求神給黃
弟兄智慧完成簽證申請資料
的日文翻譯工作。

請為本月24日的國際董事會
常董會議代禱，會中將就本
土跨文化宣教士的性質及要
求項目定案，求神賜智慧給
與會牧長們。

10 黃康妮

11 澳洲辦公室

求主按著祂的旨意與時間為兩
對準宣教士進入工場開路，使
用辦公室的協調和配合以完成
差派。同時，為台灣新冠疫情
趨緩禱告，期使各項事工可以
恢復推動與進行。

12 美國辦公室

份起回到C M I 大家庭，擔任
美國關懷協會的傳道同工。
不確定，請為拜訪夥伴教 專注亞裔事工的動員，以及
推動華人參與非洲宣教。
會能按計劃進行代禱。

伏，使得城市間旅行充滿

17 黃家夫婦（等候赴日） 18

總 部

19

紐西蘭辦公室

13 張敬慈

約歷史書》的教學，以
及在教會主日的證道與
成人主日學教學禱告。

回應神投入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扶貧事工。

李愛珍總幹事自三月底返回加拿大至
今，處理安排各樣行政事務及接種新
冠疫苗，將於今年底卸下總幹事職責，
專注於柬埔寨事工推展。因疫情影響，
正在等候返回柬埔寨工場，求神開路
讓轉機順利，賜下旅途平安。

請繼續為恕君宣教士母
親身體健康代禱。也為
曾帶領社區中心學生和
團契同工的成長禱告。

毛利人教會社區事工的華人教會感恩。請
為要進一步接觸南蘇丹難民和殘障人家庭
探訪事工的進行禱告，懇求神在更多華人
教會中動工，攪動教會領袖和信徒的心，

27 李恕君

( 本地傳道同工)

宣教異象 （ Mission Vision ）：福音進中華 • 福音出中華
宣教祈禱 （Mission and Prayer）：宣教毋忘祈禱 • 祈禱毋忘宣教
E-mail: cmi.ihq@gmail.com

7 土耳其尤魯克人

尤魯克人是遊牧民族，他們都會說自己是穆
斯林。沒有母語或主要語言的聖經譯本，只
有全球福音錄音網（GRN）錄製的尤魯克語
錄音，可在網路上收聽。願尤魯克人認識這
位大牧者作他們屬靈的牧者，引領他們在網
路上找到他們能看懂、聽懂的福音資源。宣
告在這十年間他們能開始以家庭為基礎的門
徒培育運動。

14

中國北侗族

侗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之一。北侗族集中在中國
貴州和湖南的交界處。侗族人能歌善舞，被譽
為「詩的家鄉，歌的海洋」。侗人相信萬物皆
有靈，也拜祖先，「薩歲」女神的崇拜文化已
融入侗人的生活中。很少數的侗族人是基督徒，
多數人從未聽過福音。求主打發中國信徒向侗
人傳福音，使他們靈魂甦醒來認識真神，並將
美麗的歌聲獻給真神敬拜祂。

20 以諾夫婦（等候赴泰） 21 印尼邦加人

感謝神帶領我們完成了所有
有關教師資格的考試，求神
帶領我們可以順利通過普通
話的考試！我們繼續積極地
等候神，線上教學和泰語學
習都持續進行中。

為目前已持續參與食物銀行事工以及支援

25 創啟地區
23 新偉夫婦（等候赴柬） 24 文 靜
26 加拿大辦公室
同工們在暑期的服侍日程都
本月份開始新 比較密集，也需要有遠近不
的學期，求主 同的旅途，求主保守同工們
在忙碌中更留意要與神有高
保守帶領。
品質安靜和親近的屬靈生活。
30 Bao夫婦
31 艾 萱
五個孩子都平安，兩個大的
孩子暑期放假中，期望他們 請繼續為我的
多和我一起學習聖經。緬山
上村莊附近約100公里的地 教學及團契交
方疫情嚴重，求神憐憫山上
接禱告！
的村民。

臺灣和柬埔寨疫情仍然嚴峻，請代禱
政府有智慧處裡並有效控制，施打的
疫苗發揮作用，以及民眾的危機意識
升高。赴工場的時間尚難說定，請代
禱讓我們憑信心等候上帝的時間，並
且經歷神一切的供應與預備。

代禱月曆

AUGUST
總部及地區

宣 教 士

SUN 日

2021

邦加島位於蘇門答臘島東邊，曾是世界最大的
錫產地。但現今邦加島的採錫礦工業正逐漸衰
退，邦加人必須找尋其他的謀生之道。邦加人
有兩類：馬來人後裔與華人後裔。邦加馬來人
雖是穆斯林，但他們的生活中充斥泛靈迷信，
僅有部分聖經經卷的邦加語翻譯。祈求神以大
能帶領邦加人離棄偶像、歸向神，求神親自揀
選忠心的翻譯團隊，將神的聖言翻譯成邦加語，
好使邦加人領受神的律例典章。

28 卡達央‧汶萊馬來人

亞洲第一大島婆羅洲島屬於三個國家：印尼、馬
來西亞、汶萊。卡達央‧汶萊馬來人源於島上的
汶萊，移民到馬來西亞的沙巴、砂拉越。汶萊自
獨立後，蘇丹大權在握，推行馬來穆斯林君主制，
數十年來汶萊蘇丹一直推動更嚴格的伊斯蘭教治
國，伊斯蘭化的政策也威脅了為他們翻譯聖經的
計畫。祈求神為他們受地上君王的轄制爭戰，使
用眾人的祈禱攻破在馬、汶的屬靈堅固營壘，讓
政府對聖經翻譯工作保持開放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