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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於：2015 年 11 月

新增（世界差傳部事工）
更新（孟加拉、尼泊爾、新加坡、肯尼亞、坦桑尼亞、烏干達、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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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差傳部事工

1. 世界差傳部在迦德立主教（Bishop J. Talmadge Gardner）帶領下有 120 多位
宣教士，願他們身、心、靈健康，有心志接觸未得之民。

2.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總監羅素牧師（Rev Russell Board, Asian and Pacific）：

五旬節聖潔會在亞洲共有 17 間宣教事工學院（Schools of Ministry），另外
還有一些訓練及裝備牧者和領袖的計劃，求神使用，為宣教事工預備人才。

求神開啟福音的門，讓宣教士以具創意的方式帶著福音走進門戶封閉的國

家。也求神幫助我們盡力實踐宣教使命，在新西蘭、不丹、越南及太平洋

島國開展新的國際五旬節聖潔會事工。

引言

2015 年年初，大堂製作了《走訪夢工場》小冊子，為眾肢體介紹國際五旬節聖潔

會在 100 個以上的國家及地區的宣教工作，鼓勵弟兄姊妹在個人私禱、小組代禱

中跨越距離，為宣教事工恆切禱告。

而今年 5月初，香港身負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第五屆全球大會東道主的重任，而永

光堂肢體有分以「天使」的身分接待從世界各地而來的牧者、宣教士；藉著參與

和服事，與海外牧者、宣教士、弟兄姊妹建立了友誼，使肢體們能直接與國際宣

教事工相結連，聯繫不斷。本期的《走訪夢工場》的部分代禱資料，就是根據弟

兄姊妹提供的資訊而更新的。盼望全堂肢體以禱告的心，守望在遠方的宣教工人，

為海外宣教的需要擺上禱告和支持行動。

宣教的工作從沒有休止，今後大堂將繼續據肢體們所提供的信息更新世界宣教禾

場的代禱需要，發行《走訪夢工場》更新版。若你有遠方宣教士的消息，請不要

吝嗇你可以為肢體們所做的貢獻，電郵至 office.admin@wkphc.org，讓大家因著你
的熱心參與而對世界差傳事工有更親切的了解，並同心為宣教工人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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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歐洲及中東區域總監凱夫牧師（Rev Bob Cave, Europe and Middle East）：

歐洲及中東有 26 個國家已打開福音之門，求神興起更多海外及本土的工

人，收取將要成熟的莊稼。經濟方面，至少一半宣教士團隊在維持運作或

籌募經費上甚具挑戰，祈求神幫助各地區牧者有渠道在經濟上支援他們。

請特別記念遭受戰火摧殘的烏克蘭，差傳部已與烏克蘭軍隊組織隊牧計劃，

為軍人提供牧養，並在烏克蘭各處領人歸主，替人祈禱。此外，差傳部也

在以色列建立了新教會祈禱，願更多人能得享救恩。

4.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區域總監克洛爾斯牧師（Rev Dan Clowers, Latin 
America & Carribean）：

請記念以下四個地區的事工：

墨西哥區：

求神粉碎販毒集團對整個地區所帶來的恐懼、死亡的枷鎖。

中美洲區：

求神興起更多新的宣教士投身中美洲國家的宣教事工。

南美洲區：

求神幫助當地同工順利取得工作許可證，以在烏拉圭首都蒙特維的亞

（Montevideo, Uruguay）所買的地去興建教會。

加勒比海區：

求神看顧當地的同工能開立一門生意，藉以取得工作簽證，以留在當地宣教。

5.	 非洲區域總監特納牧師（Rev Ernest Turner, Africa）：

請為新一代領袖能有「使萬族作主門徒」（Disciple the Nations）的異象祈
禱。求神讓他們有好的策略去接觸約 981 個部族的未得之民。求神興起宣

教士們的熱心，讓他們靠著聖靈的大能見證神，也保守非洲教會的肢體的

靈命成長。求神為當地同工在非洲的教育及門徒訓練學院以及其他計劃上

預備工人、供應所需，當中包括：聖經學院、學童先修班、小學及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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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澳洲 英語

基督教
14,947,632

69.50%
734,000 225

澳洲五旬節聖潔會簡介

澳洲五旬節聖潔會（IPHC Australia）的總部在西澳洲珀斯（Perth），以植堂事
工（Church Planting）以及青少年教會領袖培育事工（Indigenous Leadership）
為發展目標。堂會以 Collective Hope 為總稱，分別有 Mt Lawley Church, 
Midland Church, 以及 Ballajura Church三間堂會。	

• 2014 年 11 月，亞太區區域總監卜羅素牧師（Rev. Russell Board）以及事
工遍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斯里斯卡、不丹六國的宣教士
菲齊巴拉牧師 (Vijay Balla)，在澳洲主持全國大會，推動當地福音事工。
而宣教士威士利夫婦(Trevor and Karin Wheatley)也在2014年差派到澳洲，
負責新進傳道人及宣教士的訓練工作。請為他們的植堂事工及青少年領袖
培訓事工禱告，願神開拓他們的異象，大大增添人數給他們。

21,507,384

Bangladesh 孟加拉 孟加拉語 /
英語

穆斯林
146,355,130

89.01%

Vijay Balla牧師及孟加拉事工簡介

主理孟加拉事工的 Vijay Balla牧師原藉印度，出生於基督教家庭，雙親都是南
印度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同工。Vijay本人是人助人計劃的受惠者，對宣教
士捨棄舒適的生活來到這沒有電力供應的小村莊傳福音深受感動，自小就萌生
加入宣教士行列的心念。Vijay生性聰敏，喜愛科學，得印度政府的獎學金繼
續進修，獲得繁殖生理學 (reproductive physiology) 博士學位。但 Vijay卻聽從
神的呼召，捨棄高薪厚祿一心委身宣教事工。2002 年，Vijay更到鄰國孟加拉
開拓福音禾場。他在孟加拉的達卡創建了神學教育中心 (Bangladesh Theological 
Institute)，以及 32間教會，一間聖潔學院 (Holiness Academy)，一間小學，為當
地穆斯林貧苦兒童提供教育機會，並以此作福音禾場。如今 Vijay的工場已遠
及緬甸、斯理蘭卡、尼泊爾。

• 請為 Vijay牧師所建立的各種學校和學院在造就信徒、傳揚福音上能使孟
加拉人逐漸接受福音，生命改變；

• 求神使用孟加拉的宣教士和傳道人，以他們的生命見證及對信仰的熱誠感
染信徒加入事奉及宣教的團隊。

• 2015 年 8月南孟加拉暴雨成災，一些屋宇和教堂被洪水和山泥沖毀，民生
受影響，人助人事工已展開支援。請為當地民生盡快恢復及教會的重建進
度禱告。

164,425,491

︳ IPHC in ASIA/PACIFIC  ︳亞洲 /太平洋地區  ︳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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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澳洲 英語

基督教
14,947,632

69.50%
734,000 225

澳洲五旬節聖潔會簡介

澳洲五旬節聖潔會（IPHC Australia）的總部在西澳洲珀斯（Perth），以植堂事
工（Church Planting）以及青少年教會領袖培育事工（Indigenous Leadership）
為發展目標。堂會以 Collective Hope 為總稱，分別有 Mt Lawley Church, 
Midland Church, 以及 Ballajura Church三間堂會。	

• 2014 年 11 月，亞太區區域總監卜羅素牧師（Rev. Russell Board）以及事
工遍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斯里斯卡、不丹六國的宣教士
菲齊巴拉牧師 (Vijay Balla)，在澳洲主持全國大會，推動當地福音事工。
而宣教士威士利夫婦(Trevor and Karin Wheatley)也在2014年差派到澳洲，
負責新進傳道人及宣教士的訓練工作。請為他們的植堂事工及青少年領袖
培訓事工禱告，願神開拓他們的異象，大大增添人數給他們。

21,507,384

Bangladesh 孟加拉 孟加拉語 /
英語

穆斯林
146,355,130

89.01%

Vijay Balla牧師及孟加拉事工簡介

主理孟加拉事工的 Vijay Balla牧師原藉印度，出生於基督教家庭，雙親都是南
印度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同工。Vijay本人是人助人計劃的受惠者，對宣教
士捨棄舒適的生活來到這沒有電力供應的小村莊傳福音深受感動，自小就萌生
加入宣教士行列的心念。Vijay生性聰敏，喜愛科學，得印度政府的獎學金繼
續進修，獲得繁殖生理學 (reproductive physiology) 博士學位。但 Vijay卻聽從
神的呼召，捨棄高薪厚祿一心委身宣教事工。2002 年，Vijay更到鄰國孟加拉
開拓福音禾場。他在孟加拉的達卡創建了神學教育中心 (Bangladesh Theological 
Institute)，以及 32間教會，一間聖潔學院 (Holiness Academy)，一間小學，為當
地穆斯林貧苦兒童提供教育機會，並以此作福音禾場。如今 Vijay的工場已遠
及緬甸、斯理蘭卡、尼泊爾。

• 請為 Vijay牧師所建立的各種學校和學院在造就信徒、傳揚福音上能使孟
加拉人逐漸接受福音，生命改變；

• 求神使用孟加拉的宣教士和傳道人，以他們的生命見證及對信仰的熱誠感
染信徒加入事奉及宣教的團隊。

• 2015 年 8月南孟加拉暴雨成災，一些屋宇和教堂被洪水和山泥沖毀，民生
受影響，人助人事工已展開支援。請為當地民生盡快恢復及教會的重建進
度禱告。

164,425,491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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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odia 柬埔寨
高棉語

佛教
12,545,264

82.50%
350,000 9

• 於柬埔寨宣教的林文尼路牧師（Samuel Lamanilao）在 2012年開設宣教學
校，培訓植堂的牧者、傳道人和其他牧職人員。永光堂於 2013 年透過「五
餅二魚運動」捐助興建此宣教學校，同時亦捐助了金邊的事工、磅清揚省
教會租用設備，以及全國植堂計劃；亦資助年青傳道人到不同村落開展自
給自足的教會。求神使用林文尼路牧師在當地的服侍，特別求神使用教會
的青少年事工，透過不同的課程，如英文、電腦等接觸青少年，讓他們能
認識福音。

15,205,539

China 中國
普通話

無宗教
590,247,410

44.36%

• 威士（West）牧師一家在中國的西藏地區服侍已有十年，他們積極地向穆
斯林及佛教徒傳揚福音。三個拉丁美洲家庭及一位年輕的美國女士亦在近
年加入威士牧師一家的行列 ,與他們同心建立信徒。求神使用他們的生命
見證，願他們在當地活出學效基督的生命樣式，以美好的靈命和基督徒品
格，吸引人追求認識耶穌基督，宣揚神的國度。

• 此外，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祖絲 (Joyce Vallejo) 在中國教授英語，積
極向自己的學生及同事分享信仰。求神使用她所開展的婦女團契及基督徒
生命課程，並她計劃在澳門開展的查經小組，願這些事工能成為更多中國
人生命中的祝福。

1,330,584,783

Hong Kong 香港 粵語及英語
中國民間信仰

3588461
49.6%

7,061,000 1250*

• 2015 年 5月第五屆全球大會順利結束後，與會者大都稱讚是次大會或為國
際五旬節聖潔會歷來最成功的聚會之一，激勵了許多肢體對宣教的信心和熱
心，並開啟了眾人對於宣教的認識和眼界。請為今後香港有更多肢體受感
召，全人投入宣教事工禱告。

• 由永光堂隊工舉辦的「信間轉移」佈道會，在 2015 年 12 月 26 日分兩場
舉行，請為大會話劇及一切相關的籌備工作，陪談及往後的栽培工作代禱，
並求神預備肢體佈道和帶新人的心，使這個佈道會成為建立肢體們回應召
命和得人的機會，以建立基督的身體。

• 主理主教德亞瑟牧師 (Presiding Bishop Doug Beacham) 將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來港，主持石屋家園正式開幕禮，並於 1月 17 日 ( 主日 )，主持香
港五旬節聖潔會牧師按立禮。請為主理主教有平安的行程，以及大會的各
項籌備工作順利開展禱告。

7,234,800

︳ IPHC in ASIA/PACIFIC  ︳亞洲 /太平洋地區  ︳

（*五旬節聖潔會佔 15 間）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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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odia 柬埔寨
高棉語

佛教
12,545,264

82.50%
350,000 9

• 於柬埔寨宣教的林文尼路牧師（Samuel Lamanilao）在 2012年開設宣教學
校，培訓植堂的牧者、傳道人和其他牧職人員。永光堂於 2013 年透過「五
餅二魚運動」捐助興建此宣教學校，同時亦捐助了金邊的事工、磅清揚省
教會租用設備，以及全國植堂計劃；亦資助年青傳道人到不同村落開展自
給自足的教會。求神使用林文尼路牧師在當地的服侍，特別求神使用教會
的青少年事工，透過不同的課程，如英文、電腦等接觸青少年，讓他們能
認識福音。

15,205,539

China 中國
普通話

無宗教
590,247,410

44.36%

• 威士（West）牧師一家在中國的西藏地區服侍已有十年，他們積極地向穆
斯林及佛教徒傳揚福音。三個拉丁美洲家庭及一位年輕的美國女士亦在近
年加入威士牧師一家的行列 ,與他們同心建立信徒。求神使用他們的生命
見證，願他們在當地活出學效基督的生命樣式，以美好的靈命和基督徒品
格，吸引人追求認識耶穌基督，宣揚神的國度。

• 此外，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祖絲 (Joyce Vallejo) 在中國教授英語，積
極向自己的學生及同事分享信仰。求神使用她所開展的婦女團契及基督徒
生命課程，並她計劃在澳門開展的查經小組，願這些事工能成為更多中國
人生命中的祝福。

1,330,584,783

Hong Kong 香港 粵語及英語
中國民間信仰

3588461
49.6%

7,061,000 1250*

• 2015 年 5月第五屆全球大會順利結束後，與會者大都稱讚是次大會或為國
際五旬節聖潔會歷來最成功的聚會之一，激勵了許多肢體對宣教的信心和熱
心，並開啟了眾人對於宣教的認識和眼界。請為今後香港有更多肢體受感
召，全人投入宣教事工禱告。

• 由永光堂隊工舉辦的「信間轉移」佈道會，在 2015 年 12 月 26 日分兩場
舉行，請為大會話劇及一切相關的籌備工作，陪談及往後的栽培工作代禱，
並求神預備肢體佈道和帶新人的心，使這個佈道會成為建立肢體們回應召
命和得人的機會，以建立基督的身體。

• 主理主教德亞瑟牧師 (Presiding Bishop Doug Beacham) 將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來港，主持石屋家園正式開幕禮，並於 1月 17 日 ( 主日 )，主持香
港五旬節聖潔會牧師按立禮。請為主理主教有平安的行程，以及大會的各
項籌備工作順利開展禱告。

7,234,800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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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印度 北印度語等
22 種

印度教
902,711,323

74.33%
155,000 2

• 瓦拉納西位於印度的北部，是印度教的聖地。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
教會，於莊米高牧師（Michael John）帶領下有著極速的增長。他們先在
一些小屋和學校進行崇拜，至今，當地已有超過 17 間農村教會。莊米高
牧師計劃在這城市興建一間可容納 600人的教堂。永光堂已捐出十萬美元
支持這項目的展開，求神使用莊米高牧師，挑旺信徒委身基督，同心完成
此建堂項目，以見證基督，傳揚福音。

• 印度自從 2014 年莫迪上任總理以來，激進印度教徒積極地反對基督徒的
活動。不少聖誕節的聚會受影響，甚至在一些省份有基督徒遭受暴力對待。
有人意圖迫使基督徒改信印度教。求主保護當地的基督徒，讓他們能在逼
迫中持守信仰，以主耶穌的愛回應逼迫他們的人。

1,214,464,312

Indonesia 印尼
印尼語

穆斯林
186,734,219

80.31%
7,834,000 415

• 添沙利宣教士 (Tim Salley)報導，印尼國際五旬節聖潔會（GKKI – Gereja 
Kristen Kudus Indonesia – the IPHC in Indonesia）會眾在 2014 年 10 月發生
被軍警暴力驅趕事件，數人受傷，須入院治理，幸沒有生命危險。被收回
的物業是教會總部，堂會，聖經學校及宿舍的所在，當地法院裁定印尼五
旬節聖潔會非法佔用地方，而教會則認為這是政權不義的行為，必定循法
律途徑取回業權。事件令許多傳道人和聖經學校學生須遷往其他地方暫
住，肉體和精神都受到傷害。請為當地政權與教會的關係、福音發展和人
才培訓恆切禱告，讓一眾基督徒在百般試煉中生命成長，在惡劣的環境中
見證基督的大能。

232,516,771

Japan 日本 日語
佛教

88,376,107
69.59%

681,000 34

• 日本人承傳了濃厚的神道教傳統，對其他宗教頗抗拒，是一塊福音硬土。
基督徒在日本的生活常面對很多歧視，他們難以找到信徒群體支持而會感
到孤單乏力。求神使用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日本的宣教士，包括卜羅素

（Russell Board）牧師夫婦及其女婿喜路 (Hiro Bamba)一家，能有智慧將
福音以日本人能明白和接受的方式向他們分享，又讓他們在日本人群體中
活出基督的愛，以生命見證去傳福音。

126,995,411

South Korea 南韓
韓國語

無宗教
15,025,522

30.98%
22,000 15

• 南韓五旬節聖潔會有五間堂會，且有中國勞動工人福音事工。2010 年，當
時身任差傳部長的德亞瑟牧師（Rev. Doug Beacham）與亞太區區域總監卜
羅素牧師（Rev. Russell Board）前赴南韓主講了一個兩天的研討會，主辦
研討會的是當地一位華人牧師 Rev. Peter Chun。2013 年 3 月，卜羅素牧師
前赴濟洲島為 80 個沒有注冊的中國家庭教會牧者舉辦大會（據卜羅素牧
師說，從中國到濟洲島不須簽証）。由此可見韓國教會如何重視中國人的
福音工作。請為南韓教會的事工，以及其中國人福音事工代求，願主興起
更多為祂作工的工人，延展普世宣教。

48,500,717

︳ IPHC in ASIA/PACIFIC  ︳亞洲 /太平洋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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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印度 北印度語等
22 種

印度教
902,711,323

74.33%
155,000 2

• 瓦拉納西位於印度的北部，是印度教的聖地。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
教會，於莊米高牧師（Michael John）帶領下有著極速的增長。他們先在
一些小屋和學校進行崇拜，至今，當地已有超過 17 間農村教會。莊米高
牧師計劃在這城市興建一間可容納 600人的教堂。永光堂已捐出十萬美元
支持這項目的展開，求神使用莊米高牧師，挑旺信徒委身基督，同心完成
此建堂項目，以見證基督，傳揚福音。

• 印度自從 2014 年莫迪上任總理以來，激進印度教徒積極地反對基督徒的
活動。不少聖誕節的聚會受影響，甚至在一些省份有基督徒遭受暴力對待。
有人意圖迫使基督徒改信印度教。求主保護當地的基督徒，讓他們能在逼
迫中持守信仰，以主耶穌的愛回應逼迫他們的人。

1,214,464,312

Indonesia 印尼
印尼語

穆斯林
186,734,219

80.31%
7,834,000 415

• 添沙利宣教士 (Tim Salley)報導，印尼國際五旬節聖潔會（GKKI – Gereja 
Kristen Kudus Indonesia – the IPHC in Indonesia）會眾在 2014 年 10 月發生
被軍警暴力驅趕事件，數人受傷，須入院治理，幸沒有生命危險。被收回
的物業是教會總部，堂會，聖經學校及宿舍的所在，當地法院裁定印尼五
旬節聖潔會非法佔用地方，而教會則認為這是政權不義的行為，必定循法
律途徑取回業權。事件令許多傳道人和聖經學校學生須遷往其他地方暫
住，肉體和精神都受到傷害。請為當地政權與教會的關係、福音發展和人
才培訓恆切禱告，讓一眾基督徒在百般試煉中生命成長，在惡劣的環境中
見證基督的大能。

232,516,771

Japan 日本 日語
佛教

88,376,107
69.59%

681,000 34

• 日本人承傳了濃厚的神道教傳統，對其他宗教頗抗拒，是一塊福音硬土。
基督徒在日本的生活常面對很多歧視，他們難以找到信徒群體支持而會感
到孤單乏力。求神使用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日本的宣教士，包括卜羅素

（Russell Board）牧師夫婦及其女婿喜路 (Hiro Bamba)一家，能有智慧將
福音以日本人能明白和接受的方式向他們分享，又讓他們在日本人群體中
活出基督的愛，以生命見證去傳福音。

126,995,411

South Korea 南韓
韓國語

無宗教
15,025,522

30.98%
22,000 15

• 南韓五旬節聖潔會有五間堂會，且有中國勞動工人福音事工。2010 年，當
時身任差傳部長的德亞瑟牧師（Rev. Doug Beacham）與亞太區區域總監卜
羅素牧師（Rev. Russell Board）前赴南韓主講了一個兩天的研討會，主辦
研討會的是當地一位華人牧師 Rev. Peter Chun。2013 年 3 月，卜羅素牧師
前赴濟洲島為 80 個沒有注冊的中國家庭教會牧者舉辦大會（據卜羅素牧
師說，從中國到濟洲島不須簽証）。由此可見韓國教會如何重視中國人的
福音工作。請為南韓教會的事工，以及其中國人福音事工代求，願主興起
更多為祂作工的工人，延展普世宣教。

48,50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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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數目

代禱需要 

Laos 老撾
老撾語

佛教
3,687,238
57.29%

197,000

• 自八世紀開始，老撾的主要宗教為佛教，現在老撾有寺院 5000座，僧人
29000人。在這社會氛圍下，由政府以至家庭層面，老撾人都對基督教抱
持偏見、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甚至對基督徒施壓。求神保守基督徒能以
有效和有智慧的方式傳揚福音，以愛見證基督。

6,436,093

Macau 澳門 普通話 /
葡萄牙語

中國民間信仰
339,561
62.01%

530,000 78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祖絲 (Joyce Vallejo) 不單長期以英語老師的身分
(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在中國大陸工作，與當地老師、助教、
同學們分享福音。Joyce現時在中國家中有婦女團契和基督徒生命培訓，
以接納和關愛心靈受傷的一群。Joyce正預備在澳門開辦聖經研讀小組，
請為她的異象禱告。

547,591

Malaysia 馬來西亞
馬來語

穆斯林
17,476,949

62.61%
6,479,000 1,200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亞倫（Mayo Allen）現正擔任馬來西亞的宣教策
略協調人（missions strategy coordinator）。亞倫宣教士亦在帶領國際五旬
節聖潔會亞太區的宣教事工發展，並經常到訪區內不同的宣教工場。求神
保守他旅途上的平安，並賜他智慧與能力，傳遞宣教使命，激發及鼓勵不
同地區的宣教士為福音事工奮鬥。

27,913,990

Myanmar 緬甸
緬甸語

佛教
40,416,736

80.04%
1,090,000 57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主理主教德亞瑟博士、亞洲事工統籌主任卜羅素牧師
等，過去曾舉辦不少研討會，以神的道激發當地的教牧及燃點年輕人事奉
的心志，求神使用他們堅固眾人委身的信心。

• 求神賜智慧給當地五旬節聖潔會的領袖，帶領教會透過不同形式的社區服
待，在這充滿罪惡和不義的國家讓生活困苦的得著援助，被罪捆綁的因認
識主而得釋放、心靈得著平安，並體會神的愛和恩典在人間。

50,495,672

Nepal 尼泊爾 尼泊爾語
印度教

22,392,497
75.01%

• 尼泊爾政府剛通過了新的憲法，脫離印度教國家的行列，基督徒今後能夠享有
傳道的自由，請為福音在尼泊爾能大大傳播代求。

• 達拉 (Tara)	與晶 (Ging) 一直努力在尼泊爾傳福音，近日另一對牧者 Gopi and 
Dobz 到了尼泊爾與他們作工了一段時間。達拉和晶求神興起更多同工幫助他
們，以拓展當地的事工。

• 在救災方面，他們會在晶的家鄉Saping分派毛氈，蚊帳、白米包等給當地災民，
求主使用他們的工作。

• 尼泊爾東部和西部的牧者正籌備研討會，達拉和晶也打算參加，以尋求上主更
大的能力、保守和異象。請為此禱告。

29,852,682

︳ IPHC in ASIA/PACIFIC  ︳亞洲 /太平洋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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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s 老撾
老撾語

佛教
3,687,238
57.29%

197,000

• 自八世紀開始，老撾的主要宗教為佛教，現在老撾有寺院 5000座，僧人
29000人。在這社會氛圍下，由政府以至家庭層面，老撾人都對基督教抱
持偏見、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甚至對基督徒施壓。求神保守基督徒能以
有效和有智慧的方式傳揚福音，以愛見證基督。

6,436,093

Macau 澳門 普通話 /
葡萄牙語

中國民間信仰
339,561
62.01%

530,000 78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祖絲 (Joyce Vallejo) 不單長期以英語老師的身分
(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在中國大陸工作，與當地老師、助教、
同學們分享福音。Joyce現時在中國家中有婦女團契和基督徒生命培訓，
以接納和關愛心靈受傷的一群。Joyce正預備在澳門開辦聖經研讀小組，
請為她的異象禱告。

547,591

Malaysia 馬來西亞
馬來語

穆斯林
17,476,949

62.61%
6,479,000 1,200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亞倫（Mayo Allen）現正擔任馬來西亞的宣教策
略協調人（missions strategy coordinator）。亞倫宣教士亦在帶領國際五旬
節聖潔會亞太區的宣教事工發展，並經常到訪區內不同的宣教工場。求神
保守他旅途上的平安，並賜他智慧與能力，傳遞宣教使命，激發及鼓勵不
同地區的宣教士為福音事工奮鬥。

27,913,990

Myanmar 緬甸
緬甸語

佛教
40,416,736

80.04%
1,090,000 57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主理主教德亞瑟博士、亞洲事工統籌主任卜羅素牧師
等，過去曾舉辦不少研討會，以神的道激發當地的教牧及燃點年輕人事奉
的心志，求神使用他們堅固眾人委身的信心。

• 求神賜智慧給當地五旬節聖潔會的領袖，帶領教會透過不同形式的社區服
待，在這充滿罪惡和不義的國家讓生活困苦的得著援助，被罪捆綁的因認
識主而得釋放、心靈得著平安，並體會神的愛和恩典在人間。

50,495,672

Nepal 尼泊爾 尼泊爾語
印度教

22,392,497
75.01%

• 尼泊爾政府剛通過了新的憲法，脫離印度教國家的行列，基督徒今後能夠享有
傳道的自由，請為福音在尼泊爾能大大傳播代求。

• 達拉 (Tara)	與晶 (Ging) 一直努力在尼泊爾傳福音，近日另一對牧者 Gopi and 
Dobz 到了尼泊爾與他們作工了一段時間。達拉和晶求神興起更多同工幫助他
們，以拓展當地的事工。

• 在救災方面，他們會在晶的家鄉Saping分派毛氈，蚊帳、白米包等給當地災民，
求主使用他們的工作。

• 尼泊爾東部和西部的牧者正籌備研討會，達拉和晶也打算參加，以尋求上主更
大的能力、保守和異象。請為此禱告。

29,85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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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istan 巴基斯坦
英語

穆斯林
176,993,661

95.80%

• 巴基斯坦是一個信奉回教的國家，政局長期不穩，治安惡劣，基督徒常要
面對信仰逼迫。請為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亞撒（Asher）牧師在當地的事
工禱告：包括佈道隊、植堂事工、文字及網上佈道，及為貧困家庭提供教
育的「兒童聖潔會」。亞撒牧師經常走訪沒有教堂的小鎮、鄉村佈道 ,並
為村民建水井取乾淨食水飲用。求神加力予亞撒牧師，保守他身心靈的壯
健，讓他有魄力地繼續帶領五旬節聖潔會的各項福音事工，把福音在這地
傳開。

• 求主帶领正在興建的五旬節聖潔會卡內基事工中心能在今年完工，讓教會
可以在當中舉辦福音聚會、兒童教育、媒體事工等，成為國家中更多人的
祝福。

184,753,300

Philippines 菲律賓 菲律賓語 /
英語

基督教
86,361,547

92.25%
1,190,000 83

• 菲律賓的五旬節聖潔會共有八個區會，每區會有一所事工訓練學校，致力
栽培教會領袖及宣教士。求神使用這些學校為福音禾場裝備收莊稼的工
人，在菲律賓傳揚福音，並差出宣教士，特別是在亞洲地區將福音帶給更
多未得之民。

93,616,853

Singapore 新加坡 普通話 /
英文

佛教
1,949,186
40.30%

2,756,000 307*

• 方舟教會今年以「個人靈命成長，團契生命成長，教會建立成長」三大方
向來打好基礎。現時出席方舟崇拜的人數約 40 人，分為三個家和三個福
音隊工。

• 2015 年，永光堂在新加坡購置物業供方舟教會使用，使方舟肢體有固定的
地方聚會及拓展事工。求神保守方舟肢體在丘志明牧師和林燕燕宣教師的
帶領下，藉著新地方、新架構、新事工發展教會，加添得救人數。

• 更求主更帶領方舟的南大事工、青年事工、親子事工能夠因應發展起來，
慢慢成長。

4,836,691

︳ IPHC in ASIA/PACIFIC  ︳亞洲 /太平洋地區  ︳

（*五旬節聖潔會佔 1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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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istan 巴基斯坦
英語

穆斯林
176,993,661

95.80%

• 巴基斯坦是一個信奉回教的國家，政局長期不穩，治安惡劣，基督徒常要
面對信仰逼迫。請為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亞撒（Asher）牧師在當地的事
工禱告：包括佈道隊、植堂事工、文字及網上佈道，及為貧困家庭提供教
育的「兒童聖潔會」。亞撒牧師經常走訪沒有教堂的小鎮、鄉村佈道 ,並
為村民建水井取乾淨食水飲用。求神加力予亞撒牧師，保守他身心靈的壯
健，讓他有魄力地繼續帶領五旬節聖潔會的各項福音事工，把福音在這地
傳開。

• 求主帶领正在興建的五旬節聖潔會卡內基事工中心能在今年完工，讓教會
可以在當中舉辦福音聚會、兒童教育、媒體事工等，成為國家中更多人的
祝福。

184,753,300

Philippines 菲律賓 菲律賓語 /
英語

基督教
86,361,547

92.25%
1,190,000 83

• 菲律賓的五旬節聖潔會共有八個區會，每區會有一所事工訓練學校，致力
栽培教會領袖及宣教士。求神使用這些學校為福音禾場裝備收莊稼的工
人，在菲律賓傳揚福音，並差出宣教士，特別是在亞洲地區將福音帶給更
多未得之民。

93,616,853

Singapore 新加坡 普通話 /
英文

佛教
1,949,186
40.30%

2,756,000 307*

• 方舟教會今年以「個人靈命成長，團契生命成長，教會建立成長」三大方
向來打好基礎。現時出席方舟崇拜的人數約 40 人，分為三個家和三個福
音隊工。

• 2015 年，永光堂在新加坡購置物業供方舟教會使用，使方舟肢體有固定的
地方聚會及拓展事工。求神保守方舟肢體在丘志明牧師和林燕燕宣教師的
帶領下，藉著新地方、新架構、新事工發展教會，加添得救人數。

• 更求主更帶領方舟的南大事工、青年事工、親子事工能夠因應發展起來，
慢慢成長。

4,83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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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ania 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語

穆斯林
1,977,510
62.40%

• 在共產黨統治時期（1976-1991），阿爾巴尼亞所有宗教信仰都遭到官方
查禁，當時此國家宣稱其為世界第一個、也是唯一的無神論國家。現今，
阿爾巴尼亞境內重新容許各種宗教教派流傳，伊斯蘭教、東正教和天主教
都重新活動起來，但無信仰者仍佔國家總人口的多數。阿爾巴尼亞國際五
旬節聖潔會已成立，請為福音能繼續在這裡廣傳而祈禱。求神能帶領教會
能有果效地拓展福音事工，讓更多未信的人得聞福音，叫人找到人生真正
的盼望。　

3,169,087

Azerbaijan 阿塞拜疆 亞塞拜彊語
穆斯林

7,824,334
87.58%

• 亞塞拜彊是一個回教國家，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這裡有四支植堂隊進行
福音事工。請為當地錫阿贊區服侍的宣教士禱告，由於該區交通網絡差，
故宣教士需花不少時間及冒着在路上被攻擊的危險走訪各地傳福音。求神
堅固宣教士的心志，勇毅地面對各樣難處，懷著信心向未信者作美好的見
證。

8,933,928

Belgium 比利時
法蘭德斯語

基督教
6,709,527
62.72%

30,000 16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沙拉撒（Salazar）牧師一家自 1999 年便在比
利時創立教會。他們除了建立教會及開設咖啡店進行佈道外，也成立了
Logos	Bible	School，為教會領袖或教牧同工提供神學裝備。求神親自使
用這些事工，讓更多未聞福音的人能有接觸福音的機會，並且能裝備工人
收主的莊稼、建立教會。

10,697,588

Bosnia 波斯尼亞 波斯尼語
穆斯林

2,036,217
54.16%

• 請禱告紀念在波斯尼亞事奉的宣教士。他們透過不同的創意方式宣教，在
波斯尼亞的佈道很有果效，其中包括啟發課程、房屋建築及維修、德文、
手工藝品、咖啡館等。求神帶領宣教士不單有智慧繼續以不同的方式接觸
當地人及傳講福音，亦能栽培信徒的靈命成長，委身基督。

3,759,633

Croatia 克羅地亞
克羅地亞語

基督教
4,055,122
91.96%

• 克羅地亞是國際五旬節聖潔會近年在東歐新成立的宣教工場。當地大部分
人都宣稱自己信仰天主教，但只有大概 15% 的人每週參與彌撒，亦甚少年
輕人加入成為神職人員。求神帶領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宣教士，能有智
慧地向那些以為自己是信徒卻從未真正認識福音的人分享基督的救恩。

4,409,659

England 英國
英語

基督教
37,066,649

59.66%
335,000 103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英國有多項福音事工，其中一項是 Awakening	事工，
是差傳部培訓、裝備青年人信仰生命成長和投身事奉的事工，在倫敦已發
展多年。求神使用此事工，讓更多年輕人藉此能認識福音，抗衡這歪謬的
世代。此外，當中有宣教士也致力接觸生活在英國的不同國籍人士，帶領
他們信主。

62,12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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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ania 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語

穆斯林
1,977,510
62.40%

• 在共產黨統治時期（1976-1991），阿爾巴尼亞所有宗教信仰都遭到官方
查禁，當時此國家宣稱其為世界第一個、也是唯一的無神論國家。現今，
阿爾巴尼亞境內重新容許各種宗教教派流傳，伊斯蘭教、東正教和天主教
都重新活動起來，但無信仰者仍佔國家總人口的多數。阿爾巴尼亞國際五
旬節聖潔會已成立，請為福音能繼續在這裡廣傳而祈禱。求神能帶領教會
能有果效地拓展福音事工，讓更多未信的人得聞福音，叫人找到人生真正
的盼望。　

3,169,087

Azerbaijan 阿塞拜疆 亞塞拜彊語
穆斯林

7,824,334
87.58%

• 亞塞拜彊是一個回教國家，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這裡有四支植堂隊進行
福音事工。請為當地錫阿贊區服侍的宣教士禱告，由於該區交通網絡差，
故宣教士需花不少時間及冒着在路上被攻擊的危險走訪各地傳福音。求神
堅固宣教士的心志，勇毅地面對各樣難處，懷著信心向未信者作美好的見
證。

8,933,928

Belgium 比利時
法蘭德斯語

基督教
6,709,527
62.72%

30,000 16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沙拉撒（Salazar）牧師一家自 1999 年便在比
利時創立教會。他們除了建立教會及開設咖啡店進行佈道外，也成立了
Logos	Bible	School，為教會領袖或教牧同工提供神學裝備。求神親自使
用這些事工，讓更多未聞福音的人能有接觸福音的機會，並且能裝備工人
收主的莊稼、建立教會。

10,697,588

Bosnia 波斯尼亞 波斯尼語
穆斯林

2,036,217
54.16%

• 請禱告紀念在波斯尼亞事奉的宣教士。他們透過不同的創意方式宣教，在
波斯尼亞的佈道很有果效，其中包括啟發課程、房屋建築及維修、德文、
手工藝品、咖啡館等。求神帶領宣教士不單有智慧繼續以不同的方式接觸
當地人及傳講福音，亦能栽培信徒的靈命成長，委身基督。

3,759,633

Croatia 克羅地亞
克羅地亞語

基督教
4,055,122
91.96%

• 克羅地亞是國際五旬節聖潔會近年在東歐新成立的宣教工場。當地大部分
人都宣稱自己信仰天主教，但只有大概 15% 的人每週參與彌撒，亦甚少年
輕人加入成為神職人員。求神帶領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宣教士，能有智
慧地向那些以為自己是信徒卻從未真正認識福音的人分享基督的救恩。

4,409,659

England 英國
英語

基督教
37,066,649

59.66%
335,000 103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英國有多項福音事工，其中一項是 Awakening	事工，
是差傳部培訓、裝備青年人信仰生命成長和投身事奉的事工，在倫敦已發
展多年。求神使用此事工，讓更多年輕人藉此能認識福音，抗衡這歪謬的
世代。此外，當中有宣教士也致力接觸生活在英國的不同國籍人士，帶領
他們信主。

62,12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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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onia 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語

無宗教
723,30854.

54%

• 愛沙尼亞於 2004 年 5 月 1 日加入歐盟。當前愛沙尼亞經濟發展迅速，資
訊科技較發達。2011 年 1 月 1 日，愛沙尼亞正式加入歐元區，成為歐元
區第 17 個國家。求主使用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愛沙尼亞的教會，在國家
經濟發展之時，能喚醒人們對於真理的渴求，看見自己靈裏的貧窮，知道
自己需要福音。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米寧祖（Mininger）牧師夫婦在東歐宣教已有
24 年，在不同國家建立教會。求神使用他們在愛沙尼亞的服事，透過建
立教會、栽培領袖、電台及電視廣播等祝福此國家，讓更多人能得聞福
音、認識真理。

1,339,459

France 法國
法文

基督教
38,270,950

61.10%
233,000 27

• 法國雖為基督教國家，但一般信徒不熱衷傳福音。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當
地的宣教士主要透過文字工作及以法文撰寫的文學作品感染未信的人。請
禱告紀念，求神加力予宣教士，賜他們有智慧和表達能力，讓他們透過文
字去傳講福音，並使他們的文字有屬靈感染力，復興法國信徒的靈命。

62,636,580

Georgia 格魯吉亞
格魯吉亞語

基督教
3,319,238
78.67%

• 格魯吉亞有很多少數族裔都未聞福音，求神激發當地信徒對這些族裔的信
仰生命有承擔心志，興起更多人投身參與向少數族裔傳福音的事工。求神
保守一些福音工具能順利製成，包括聖經印刷、本地語言的基督教電台、
「耶穌傳」的翻譯等。祈求神帶領當地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能有智慧和策
略，使福音廣傳。

4,219,191

Germany 德國 德語
基督教

52,721,478
65.32%

110,000 25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在當地宣教多年，已建立了教會，並致力於植堂
和傳福音的工作。求神透過宣教士的服待興旺福音，建立年輕人的屬靈生
命，裝備他們成為下一代的教會領袖。80,716,000

Holland 荷蘭
荷蘭語

無宗教
7,803,758
46.86% 113,000 25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在荷蘭西部向當地的穆斯林教徒傳福音，並在
該區成立了首間教會－新生命西部教會（New Life West），是國際五旬
節聖潔會在當地福音工作的據點。宣教士也透過家訪、舉辦 Alpha Course
及兒童團契訓練教會領袖。祈求神看顧這些事工的發展，幫助新生命西部
教會能有效地接觸更多未聞福音的人，並成為他們信仰生命成長的地方。

16,653,346

Hungary 匈牙利 匈牙利語
基督教

8,775,367
88.84%

15,000 4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有幾位宣教士在這裡以咖啡室事工（Coffee house 

Ministry）及教授英語作傳福音的媒介，求神賜福宣教士所作的，讓他們
能在接觸未信者時有智慧向他們分享福音，並以生命見證感染他們。9,877,365

︳ IPHC in EUROPE & the MIDDLE-EAST  ︳歐洲和中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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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onia 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語

無宗教
723,30854.

54%

• 愛沙尼亞於 2004 年 5 月 1 日加入歐盟。當前愛沙尼亞經濟發展迅速，資
訊科技較發達。2011 年 1 月 1 日，愛沙尼亞正式加入歐元區，成為歐元
區第 17 個國家。求主使用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愛沙尼亞的教會，在國家
經濟發展之時，能喚醒人們對於真理的渴求，看見自己靈裏的貧窮，知道
自己需要福音。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米寧祖（Mininger）牧師夫婦在東歐宣教已有
24 年，在不同國家建立教會。求神使用他們在愛沙尼亞的服事，透過建
立教會、栽培領袖、電台及電視廣播等祝福此國家，讓更多人能得聞福
音、認識真理。

1,339,459

France 法國
法文

基督教
38,270,950

61.10%
233,000 27

• 法國雖為基督教國家，但一般信徒不熱衷傳福音。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當
地的宣教士主要透過文字工作及以法文撰寫的文學作品感染未信的人。請
禱告紀念，求神加力予宣教士，賜他們有智慧和表達能力，讓他們透過文
字去傳講福音，並使他們的文字有屬靈感染力，復興法國信徒的靈命。

62,636,580

Georgia 格魯吉亞
格魯吉亞語

基督教
3,319,238
78.67%

• 格魯吉亞有很多少數族裔都未聞福音，求神激發當地信徒對這些族裔的信
仰生命有承擔心志，興起更多人投身參與向少數族裔傳福音的事工。求神
保守一些福音工具能順利製成，包括聖經印刷、本地語言的基督教電台、
「耶穌傳」的翻譯等。祈求神帶領當地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能有智慧和策
略，使福音廣傳。

4,219,191

Germany 德國 德語
基督教

52,721,478
65.32%

110,000 25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在當地宣教多年，已建立了教會，並致力於植堂
和傳福音的工作。求神透過宣教士的服待興旺福音，建立年輕人的屬靈生
命，裝備他們成為下一代的教會領袖。80,716,000

Holland 荷蘭
荷蘭語

無宗教
7,803,758
46.86% 113,000 25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在荷蘭西部向當地的穆斯林教徒傳福音，並在
該區成立了首間教會－新生命西部教會（New Life West），是國際五旬
節聖潔會在當地福音工作的據點。宣教士也透過家訪、舉辦 Alpha Course
及兒童團契訓練教會領袖。祈求神看顧這些事工的發展，幫助新生命西部
教會能有效地接觸更多未聞福音的人，並成為他們信仰生命成長的地方。

16,653,346

Hungary 匈牙利 匈牙利語
基督教

8,775,367
88.84%

15,000 4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有幾位宣教士在這裡以咖啡室事工（Coffee house 

Ministry）及教授英語作傳福音的媒介，求神賜福宣教士所作的，讓他們
能在接觸未信者時有智慧向他們分享福音，並以生命見證感染他們。9,877,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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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以色列 希伯來語 /
阿拉伯語

猶太教
5,492,915
75.40% 30,000 3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於 2008年底在以色列及鄰近地區成立區會，包括三間
在加利利的教會（信眾主要是以色列的非猶太人）及一間在伯利恆的教會
（處於巴勒斯坦管治區，會眾以巴勒斯坦人為主）。在 2011年總會也差
派了羅伯遜（Robertson） 宣教士夫婦到以色列，負責以英語為主的植堂
工作。祈求神大大祝福及看顧宣教士的工作，讓他們所作的都蒙神賜福，
並有屬靈感染力向以色列人傳講福音。

7,285,033

Kazakhstan 哈薩克斯坦 哈薩克語

穆斯林
8,456,457
53.68% 60,000 1

• 自從蘇聯解體後哈薩克斯坦宣佈為世俗國家，人民可自由選擇信仰，以穆
斯林為最大人口宗教。哈薩克斯坦是國際五旬節聖潔會近年在東歐新成立
的宣教工場，目前已建立了 25間教會。祈求神興旺當地的福音事工，讓
更多未聞福音的人能接受福音信息，得到生命的改變。

15,753,460

Malta 馬爾他 馬爾他語 /	
英語

基督教
2,623,041
73.36%

• 大部分馬爾他人信奉天主教，基督教活動在社會壓力下愈見緊張。祈求上
主賜當地五旬節聖潔會的教會領袖有智慧，能有效地向當地人傳講福音。409,999

Moldova 摩爾多瓦 羅馬尼亞摩爾
多瓦語

基督教
2,623,041
73.36%

• 領袖和信徒訓練是摩爾多瓦的最大需要，祈求上主透過當地的神學院培訓
敬畏神和成熟的領導。亦求主帶領當地五旬節聖潔會教牧同工能懂得裝備
門徒，栽培下一代的教會領袖。3,575,574

Montenegro 黑山共和國 黑山語
基督教
481,960
77.05%

• 當地大部分的少數族裔接觸福音的機會甚少，即使有接觸亦不易接受，尤
其佔人口達 11%的波斯尼亞人，他們主要為穆斯林，對福音尤其抗拒，
甚至出現迫害基督徒的情況。請為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及信徒能有智慧地
傳福音祈禱，亦願神親自在人心中動工，改變人心。

625,516

Poland 波蘭 波蘭語
基督教

34,093,544
89.63%

3,000 1
• 波蘭的年輕人一般都希望能學好英語，英語教育是一個向年輕人傳福音的
切入點。祈求神保守五旬節聖潔會在波蘭的教會能把握機會，透過教授英
語接觸更多當地的年輕人，並將福音傳給他們。38,038,094

Portugal 葡萄牙 葡萄牙語
基督教

10,131,345
94.40%

12,000 6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葡萄牙的福音事工包括植堂、聖經教導及音樂事工。
祈求神幫助當地傳道人及宣教士能以真理的教導餵養信徒的靈命成長，吸
引未信者尋求生命之道，並使用不同形式的事工把福音廣傳。10,732,357

︳ IPHC in EUROPE & the MIDDLE-EAST  ︳歐洲和中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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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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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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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數目

代禱需要 

Israel 以色列 希伯來語 /
阿拉伯語

猶太教
5,492,915
75.40% 30,000 3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於 2008年底在以色列及鄰近地區成立區會，包括三間
在加利利的教會（信眾主要是以色列的非猶太人）及一間在伯利恆的教會
（處於巴勒斯坦管治區，會眾以巴勒斯坦人為主）。在 2011年總會也差
派了羅伯遜（Robertson） 宣教士夫婦到以色列，負責以英語為主的植堂
工作。祈求神大大祝福及看顧宣教士的工作，讓他們所作的都蒙神賜福，
並有屬靈感染力向以色列人傳講福音。

7,285,033

Kazakhstan 哈薩克斯坦 哈薩克語

穆斯林
8,456,457
53.68% 60,000 1

• 自從蘇聯解體後哈薩克斯坦宣佈為世俗國家，人民可自由選擇信仰，以穆
斯林為最大人口宗教。哈薩克斯坦是國際五旬節聖潔會近年在東歐新成立
的宣教工場，目前已建立了 25間教會。祈求神興旺當地的福音事工，讓
更多未聞福音的人能接受福音信息，得到生命的改變。

15,753,460

Malta 馬爾他 馬爾他語 /	
英語

基督教
2,623,041
73.36%

• 大部分馬爾他人信奉天主教，基督教活動在社會壓力下愈見緊張。祈求上
主賜當地五旬節聖潔會的教會領袖有智慧，能有效地向當地人傳講福音。409,999

Moldova 摩爾多瓦 羅馬尼亞摩爾
多瓦語

基督教
2,623,041
73.36%

• 領袖和信徒訓練是摩爾多瓦的最大需要，祈求上主透過當地的神學院培訓
敬畏神和成熟的領導。亦求主帶領當地五旬節聖潔會教牧同工能懂得裝備
門徒，栽培下一代的教會領袖。3,575,574

Montenegro 黑山共和國 黑山語
基督教
481,960
77.05%

• 當地大部分的少數族裔接觸福音的機會甚少，即使有接觸亦不易接受，尤
其佔人口達 11%的波斯尼亞人，他們主要為穆斯林，對福音尤其抗拒，
甚至出現迫害基督徒的情況。請為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及信徒能有智慧地
傳福音祈禱，亦願神親自在人心中動工，改變人心。

625,516

Poland 波蘭 波蘭語
基督教

34,093,544
89.63%

3,000 1
• 波蘭的年輕人一般都希望能學好英語，英語教育是一個向年輕人傳福音的
切入點。祈求神保守五旬節聖潔會在波蘭的教會能把握機會，透過教授英
語接觸更多當地的年輕人，並將福音傳給他們。38,038,094

Portugal 葡萄牙 葡萄牙語
基督教

10,131,345
94.40%

12,000 6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葡萄牙的福音事工包括植堂、聖經教導及音樂事工。
祈求神幫助當地傳道人及宣教士能以真理的教導餵養信徒的靈命成長，吸
引未信者尋求生命之道，並使用不同形式的事工把福音廣傳。10,73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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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ia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語

基督教
20,545,973

96.96%
15,000 1

• 羅馬尼亞主教布桑牧師（Bishop Teodor BULZAN）於 1991年在羅馬
尼亞西部近匈牙利邊境成立「伯大尼基督徒中心」（Bethany Christian 
Center），為當地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福音事工的橋頭堡。近年也興建了
Suncuius Training Center，用以訓練及培育青少年領袖，為當地的福音事
工預備接班人。求神看顧當地福音事工的發展，透過不同事工接觸更多未
聞福音的人。

21,190,154

Russia 俄羅斯
俄語

基督教
93,905,229

66.90%
495,000 1

• 在俄羅斯的宣教事工常會面對政府的打壓，但未曾影響宣教士火熱的傳
福音心志。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有一位精通俄羅斯語的宣教士格列‧泰
利（Greg Terry），致力於傳福音工作。他是 IPHC 男人事工部比爾‧
泰利（Bill Terry）牧師的兒子，在俄羅斯及東歐一帶成立了名為 Bridge 
Builder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的事工，在不同國家傳福音及造就門徒。
求神使用格泰利宣教士的事工，能帶領更多人歸向基督。

140,366,561

Serbia 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語
基督教

6,246,061
80.37%

• 基督教在當地有長遠歷史，但仍有一些族群未能聽聞福音。願神興起當地
五旬節聖潔會教會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跨越族群的疆界，讓不同的人能
得聞福音。7,771,633

Spain 西班牙
西班牙文

基督教
35,055,968

77.13%
131,000 28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西班牙的宣教士透過創意藝術及文化中心接觸未信
者，並且成立了芥菜種機構，積極在各地建立教會及培訓領袖。求主親自
興起當地的信徒，讓他們看見教會發展的異象，願意委身福音事工，帶領
他們的同胞歸向基督。

45,450,497

Turkey 土耳其
土耳其語

穆斯林
73,159,940

96.64%
41,000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教會在老底嘉擁有一棟物業，且是全城唯一的教會，
地下一層用作咖啡室事工。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目標是在啟示錄七教會
所在的七個城市建立教會。在安提阿－敘利亞所展開的福音事工正在增長
中，需要大量土耳其文的聖經及教導宣教士怎樣向穆斯林傳福音。祈求神
看顧當地教會的需要，供應他們所需，讓他們能透過不同事工接觸更多未
聞福音的人。

75,705,147

Turkmenistan
土庫曼斯坦
共和國 土庫曼語

穆斯林
4,977,724
96.16%

• 土庫曼是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新發展的地方。土庫曼位於中東的核心，被伊
斯蘭國家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敘利亞和塔吉克所包
圍，當地福音的發展仍處於起步的階段。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教會一般透
過基督教刊物、電台及電影傳福音。求神幫助教會能有智慧，以適切當地
文化的方式傳講福音，讓不同文化背景的未得之民也能明白福音的好處。

5,176,502

︳ IPHC in EUROPE & the MIDDLE-EAST  ︳歐洲和中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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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ia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語

基督教
20,545,973

96.96%
15,000 1

• 羅馬尼亞主教布桑牧師（Bishop Teodor BULZAN）於 1991年在羅馬
尼亞西部近匈牙利邊境成立「伯大尼基督徒中心」（Bethany Christian 
Center），為當地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福音事工的橋頭堡。近年也興建了
Suncuius Training Center，用以訓練及培育青少年領袖，為當地的福音事
工預備接班人。求神看顧當地福音事工的發展，透過不同事工接觸更多未
聞福音的人。

21,190,154

Russia 俄羅斯
俄語

基督教
93,905,229

66.90%
495,000 1

• 在俄羅斯的宣教事工常會面對政府的打壓，但未曾影響宣教士火熱的傳
福音心志。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有一位精通俄羅斯語的宣教士格列‧泰
利（Greg Terry），致力於傳福音工作。他是 IPHC 男人事工部比爾‧
泰利（Bill Terry）牧師的兒子，在俄羅斯及東歐一帶成立了名為 Bridge 
Builder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的事工，在不同國家傳福音及造就門徒。
求神使用格泰利宣教士的事工，能帶領更多人歸向基督。

140,366,561

Serbia 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語
基督教

6,246,061
80.37%

• 基督教在當地有長遠歷史，但仍有一些族群未能聽聞福音。願神興起當地
五旬節聖潔會教會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跨越族群的疆界，讓不同的人能
得聞福音。7,771,633

Spain 西班牙
西班牙文

基督教
35,055,968

77.13%
131,000 28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西班牙的宣教士透過創意藝術及文化中心接觸未信
者，並且成立了芥菜種機構，積極在各地建立教會及培訓領袖。求主親自
興起當地的信徒，讓他們看見教會發展的異象，願意委身福音事工，帶領
他們的同胞歸向基督。

45,450,497

Turkey 土耳其
土耳其語

穆斯林
73,159,940

96.64%
41,000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教會在老底嘉擁有一棟物業，且是全城唯一的教會，
地下一層用作咖啡室事工。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目標是在啟示錄七教會
所在的七個城市建立教會。在安提阿－敘利亞所展開的福音事工正在增長
中，需要大量土耳其文的聖經及教導宣教士怎樣向穆斯林傳福音。祈求神
看顧當地教會的需要，供應他們所需，讓他們能透過不同事工接觸更多未
聞福音的人。

75,705,147

Turkmenistan
土庫曼斯坦
共和國 土庫曼語

穆斯林
4,977,724
96.16%

• 土庫曼是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新發展的地方。土庫曼位於中東的核心，被伊
斯蘭國家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敘利亞和塔吉克所包
圍，當地福音的發展仍處於起步的階段。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教會一般透
過基督教刊物、電台及電影傳福音。求神幫助教會能有智慧，以適切當地
文化的方式傳講福音，讓不同文化背景的未得之民也能明白福音的好處。

5,17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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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烏克蘭 烏克蘭語 /
俄語

基督教
35,896,941

79.01%
10,000 5

• 位於首都基輔的基督徒希望堂於 2009年開始建堂事工，惟烏克蘭近年經
濟轉壞，政治氣候又急遽轉變，當地信徒未能承擔建堂計劃的開支，加
上缺乏外來捐款支持，基督徒盼望教會的建堂事工於去年陷於膠着狀態。
永光堂已捐出將五十萬美元的支票寄往總會的世界差傳部，讓差傳部透過
Extension Loan Fund （ELF）貸款給烏克蘭希望教會，助其完成建堂工程，
日後教會將款項歸還差傳部，用作其他福音事工的資助。求神帶領希望堂
的建堂工程能順利完成，讓此教會能成為烏克蘭的一大祝福，帶領更多人
認識真神。

45,433,415

Uzbekistan 烏茲別克斯坦 烏茲別克語
回教

23,605,696
84.93%

• 蘇聯的共產政權解體後，烏茲別克政府仍以共產方式管理國家，逼迫基督
徒，在烏國傳福音可能會被捕入獄三年。請為當地教會及信徒祈禱，求主
帶領他們在逼迫中堅守信仰，以生命見證將耶穌基督的福音與人分享。27,794,296

Wales 威爾斯
威爾斯語

基督教
1764551
57.60%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皮禮士利牧師（Todd Presley）在威爾斯有一項名為
「每一生命都重要」（Every Life’s Important）計劃，服侍對象是有特殊
問題的青少年。願神賜福每週的聚會，賜智慧給負責此事工的牧者和信徒
領袖，讓他們能按真理引導這些青少年生命成長，認識主耶穌的福音，活
出精彩豐盛的人生，也讓家長在聚會中體會和認識基督的愛。

3,063,456

︳ IPHC in EUROPE & the MIDDLE-EAST  ︳歐洲和中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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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烏克蘭 烏克蘭語 /
俄語

基督教
35,896,941

79.01%
10,000 5

• 位於首都基輔的基督徒希望堂於 2009年開始建堂事工，惟烏克蘭近年經
濟轉壞，政治氣候又急遽轉變，當地信徒未能承擔建堂計劃的開支，加
上缺乏外來捐款支持，基督徒盼望教會的建堂事工於去年陷於膠着狀態。
永光堂已捐出將五十萬美元的支票寄往總會的世界差傳部，讓差傳部透過
Extension Loan Fund （ELF）貸款給烏克蘭希望教會，助其完成建堂工程，
日後教會將款項歸還差傳部，用作其他福音事工的資助。求神帶領希望堂
的建堂工程能順利完成，讓此教會能成為烏克蘭的一大祝福，帶領更多人
認識真神。

45,433,415

Uzbekistan 烏茲別克斯坦 烏茲別克語
回教

23,605,696
84.93%

• 蘇聯的共產政權解體後，烏茲別克政府仍以共產方式管理國家，逼迫基督
徒，在烏國傳福音可能會被捕入獄三年。請為當地教會及信徒祈禱，求主
帶領他們在逼迫中堅守信仰，以生命見證將耶穌基督的福音與人分享。27,794,296

Wales 威爾斯
威爾斯語

基督教
1764551
57.60%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皮禮士利牧師（Todd Presley）在威爾斯有一項名為
「每一生命都重要」（Every Life’s Important）計劃，服侍對象是有特殊
問題的青少年。願神賜福每週的聚會，賜智慧給負責此事工的牧者和信徒
領袖，讓他們能按真理引導這些青少年生命成長，認識主耶穌的福音，活
出精彩豐盛的人生，也讓家長在聚會中體會和認識基督的愛。

3,06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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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in 貝寧 法文
基督教

3,674,563
39.89%

• 當地人口販賣和違法的經濟活動十分常見，更有大量兒童被販賣到鄰國作
童工。求神堅立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貝寧的教會，激勵當地牧者和基督
徒，在是非不分，價值倒置的城市中，堅持過一個與別不同的聖潔生活，
流露基督的生命樣式，在黑暗之中持守信仰立場，為主作見證，讓人認識
福音的大能，人心得以改變。

9,211,741

Botswana 博茨瓦納 英語 /	
茨瓦納語

基督教
1,296,494
65.56%

• 博茨瓦納人是非洲最多人信主的國家之一，但很多基督徒都是虛有其表。
當地道德敗壞，情慾之事泛濫。求神復興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教會
牧者及信徒，以聖潔的生命為主作見證，榮耀神的名。

1,977,569

Burundi 布隆迪 法語 /
基隆迪語

基督教
7,704,984
90.45%

• 布隆迪位於非洲東部，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內戰、政局和疾病等
都造成很多社會問題，其中兒童的問題特別嚴重，成千上萬名兒童患有瘧
疾和愛滋病。求神帶領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於當地的福音事工及服侍，大大
使用教會，以適切的方式幫助受苦的兒童改善生活質素，並將基督的愛帶
給他們，讓他們從小認識福音。

8,518,862

Cote d'Ivoire 科特迪瓦 法文
穆斯林

9,016,572
41.80%

• 穆斯林在科特迪瓦的整體人口中佔有很高的百分比，北面的部族也越來越
多成為穆斯林。求神興起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教會，積極傳揚福
音，也保守牧者能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讓人認識真正的生命之主。21,570,746

Dem. Rep. of 
Congo

剛果民主
共和國

法文
基督教

62,503,037
92.15%

• 當地的民兵常性侵犯及以嚴刑威嚇平民、盜取平民的財產，並有不少人非
法開採資源及轉售國外不法商人。求神彰顯祂的公義，保守執法部門官
員的廉潔，能公正及有效地遏止頻繁的罪案和剝削的事情，保障人民的生
活。求神亦帶領當地的五旬節聖潔會能在罪惡橫行的社會中傳講和平的福
音，讓福音的大能改變社會。

67,827,495

Egypt 埃及
阿拉伯語

穆斯林
73,213,986

86.67%

• 當地的政局正面對來自各方的挑戰：腐敗的官員、穆斯林兄弟會、激進的
反政府博客，以及種種國際評論的壓力。基督徒受襲的新聞時有聽聞。求
神帶領當地的五旬節聖潔會能在混亂的時局中堅守信仰立場，在逼迫中仍
然能活出基督的愛和真理，讓神的名得榮耀。

84,474,427

Ethiopia 埃塞俄比亞
阿姆哈拉語

基督教
51,580,192

60.70%
20,000 1

• 愛滋病在埃塞俄比亞肆虐。當地感染愛滋病毒的人口在全球排名第五。現
在已有超過一百萬名兒童因愛滋病及相關死亡個案成了孤兒。不少教會及
志願機構都在當地展開教育、預防、輔導、家庭和孤兒的事工。國際五旬
節聖潔會在當地的福音及牧養工作已展開了一段長時間，求神繼續透過教
會的服侍，使受苦的人得著從主耶穌而來的安慰。求神也賜予教會牧者有
遠象，推動培訓平信徒成為領袖，並致力向未聞福音的群體傳揚福音。

84,97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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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in 貝寧 法文
基督教

3,674,563
39.89%

• 當地人口販賣和違法的經濟活動十分常見，更有大量兒童被販賣到鄰國作
童工。求神堅立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貝寧的教會，激勵當地牧者和基督
徒，在是非不分，價值倒置的城市中，堅持過一個與別不同的聖潔生活，
流露基督的生命樣式，在黑暗之中持守信仰立場，為主作見證，讓人認識
福音的大能，人心得以改變。

9,211,741

Botswana 博茨瓦納 英語 /	
茨瓦納語

基督教
1,296,494
65.56%

• 博茨瓦納人是非洲最多人信主的國家之一，但很多基督徒都是虛有其表。
當地道德敗壞，情慾之事泛濫。求神復興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教會
牧者及信徒，以聖潔的生命為主作見證，榮耀神的名。

1,977,569

Burundi 布隆迪 法語 /
基隆迪語

基督教
7,704,984
90.45%

• 布隆迪位於非洲東部，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內戰、政局和疾病等
都造成很多社會問題，其中兒童的問題特別嚴重，成千上萬名兒童患有瘧
疾和愛滋病。求神帶領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於當地的福音事工及服侍，大大
使用教會，以適切的方式幫助受苦的兒童改善生活質素，並將基督的愛帶
給他們，讓他們從小認識福音。

8,518,862

Cote d'Ivoire 科特迪瓦 法文
穆斯林

9,016,572
41.80%

• 穆斯林在科特迪瓦的整體人口中佔有很高的百分比，北面的部族也越來越
多成為穆斯林。求神興起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教會，積極傳揚福
音，也保守牧者能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讓人認識真正的生命之主。21,570,746

Dem. Rep. of 
Congo

剛果民主
共和國

法文
基督教

62,503,037
92.15%

• 當地的民兵常性侵犯及以嚴刑威嚇平民、盜取平民的財產，並有不少人非
法開採資源及轉售國外不法商人。求神彰顯祂的公義，保守執法部門官
員的廉潔，能公正及有效地遏止頻繁的罪案和剝削的事情，保障人民的生
活。求神亦帶領當地的五旬節聖潔會能在罪惡橫行的社會中傳講和平的福
音，讓福音的大能改變社會。

67,827,495

Egypt 埃及
阿拉伯語

穆斯林
73,213,986

86.67%

• 當地的政局正面對來自各方的挑戰：腐敗的官員、穆斯林兄弟會、激進的
反政府博客，以及種種國際評論的壓力。基督徒受襲的新聞時有聽聞。求
神帶領當地的五旬節聖潔會能在混亂的時局中堅守信仰立場，在逼迫中仍
然能活出基督的愛和真理，讓神的名得榮耀。

84,474,427

Ethiopia 埃塞俄比亞
阿姆哈拉語

基督教
51,580,192

60.70%
20,000 1

• 愛滋病在埃塞俄比亞肆虐。當地感染愛滋病毒的人口在全球排名第五。現
在已有超過一百萬名兒童因愛滋病及相關死亡個案成了孤兒。不少教會及
志願機構都在當地展開教育、預防、輔導、家庭和孤兒的事工。國際五旬
節聖潔會在當地的福音及牧養工作已展開了一段長時間，求神繼續透過教
會的服侍，使受苦的人得著從主耶穌而來的安慰。求神也賜予教會牧者有
遠象，推動培訓平信徒成為領袖，並致力向未聞福音的群體傳揚福音。

84,97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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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ana 加納
英語

基督教
15,426,967

63.40%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迦納的教會聚會一般人數不多，教會的領袖也只接受
了基本的訓練。永光堂曾於「五餅二魚運動」撥款捐助當地的「加納神學
院」，求神保守神學院能切實辦好培訓教牧及領袖的課程，在屬靈知識和
靈命上裝備牧者和領袖，讓他們能以真理餵養信徒。

24,332,755

Kenya 肯尼亞 英語	/	
斯瓦希里語

基督教
33,757,346

82.61%
8,000 2*

• 肯尼亞華人永光堂現有會眾 30 餘人。祈求主幫助肯尼亞永光堂成為榮耀
神的教會，並幫助弟兄姊妹被主愛充滿、生命更新、成為主的見證人；
在各生活層面上大膽傳福音，帶領新人、同事、朋友來認識真神。

• 求神幫助肯尼亞永光堂眾信徒在主裏同心、彼此搭配、樂意事奉神，一起
建造榮耀的教會，履行十一奉獻。

• 求神賜周瑞群牧師和黃日明夫婦常存敬畏的心，有謀略發展聖工，拓展當
地的福音事工。

40,862,900

Lesotho 萊索托 塞索托語	/	
英語

基督教
1,861,383
89.31%

2,000

• 萊索托因地理位置特別，孤立一方。政治、民生、經濟都存著很大問題，
如農業萎縮、愛滋病廣傳、家庭破碎、地區性貧窮、大部分人口失業及
水源缺乏等等，不少人現正處於饑荒當中。求神帶領當地五旬節聖潔會
除了能回應人民在經濟和醫療上的需要外，更能以福音回應當地人靈性
上的需要。

2,084,182

Liberia 利比里亞
英語

民族宗教
1,743,251

42.5%

• 利比里亞深受非洲傳統信仰、部落的組織文化、拜物教等異教之風所影
響，對當地人接受福音有一定阻力。惟感恩的是情況已不斷見改進，當
地五旬節聖潔會的教會正經歷從神而來的靈性醫治和復興；而五旬節聖
潔會亦在當地以小學教育進入社區，向小孩傳福音。求神繼續使當地教
會的牧者和信徒藉聖靈的加力宣告上帝的大能、傳講純正的福音、建立
基督的身體。

4,101,767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
馬爾加什語	/
	法語	/	
英語

基督教
10,784,390

53.53%
16,000 1

• 當地信徒十分需要對神的話語的認識和符合聖經教導的世界觀，而大部分
牧者都缺乏足夠培訓，雖然當地有神學院和神學講座，但水平及學習資源
有限，求神賜資源裝備此地，並興起具有學術及屬靈知識的老師。20,146,442

︳ IPHC in AFRICA  ︳非洲  ︳

（*五旬節聖潔會佔 1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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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ana 加納
英語

基督教
15,426,967

63.40%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迦納的教會聚會一般人數不多，教會的領袖也只接受
了基本的訓練。永光堂曾於「五餅二魚運動」撥款捐助當地的「加納神學
院」，求神保守神學院能切實辦好培訓教牧及領袖的課程，在屬靈知識和
靈命上裝備牧者和領袖，讓他們能以真理餵養信徒。

24,332,755

Kenya 肯尼亞 英語	/	
斯瓦希里語

基督教
33,757,346

82.61%
8,000 2*

• 肯尼亞華人永光堂現有會眾 30 餘人。祈求主幫助肯尼亞永光堂成為榮耀
神的教會，並幫助弟兄姊妹被主愛充滿、生命更新、成為主的見證人；
在各生活層面上大膽傳福音，帶領新人、同事、朋友來認識真神。

• 求神幫助肯尼亞永光堂眾信徒在主裏同心、彼此搭配、樂意事奉神，一起
建造榮耀的教會，履行十一奉獻。

• 求神賜周瑞群牧師和黃日明夫婦常存敬畏的心，有謀略發展聖工，拓展當
地的福音事工。

40,862,900

Lesotho 萊索托 塞索托語	/	
英語

基督教
1,861,383
89.31%

2,000

• 萊索托因地理位置特別，孤立一方。政治、民生、經濟都存著很大問題，
如農業萎縮、愛滋病廣傳、家庭破碎、地區性貧窮、大部分人口失業及
水源缺乏等等，不少人現正處於饑荒當中。求神帶領當地五旬節聖潔會
除了能回應人民在經濟和醫療上的需要外，更能以福音回應當地人靈性
上的需要。

2,084,182

Liberia 利比里亞
英語

民族宗教
1,743,251

42.5%

• 利比里亞深受非洲傳統信仰、部落的組織文化、拜物教等異教之風所影
響，對當地人接受福音有一定阻力。惟感恩的是情況已不斷見改進，當
地五旬節聖潔會的教會正經歷從神而來的靈性醫治和復興；而五旬節聖
潔會亦在當地以小學教育進入社區，向小孩傳福音。求神繼續使當地教
會的牧者和信徒藉聖靈的加力宣告上帝的大能、傳講純正的福音、建立
基督的身體。

4,101,767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
馬爾加什語	/
	法語	/	
英語

基督教
10,784,390

53.53%
16,000 1

• 當地信徒十分需要對神的話語的認識和符合聖經教導的世界觀，而大部分
牧者都缺乏足夠培訓，雖然當地有神學院和神學講座，但水平及學習資源
有限，求神賜資源裝備此地，並興起具有學術及屬靈知識的老師。20,146,442

P.27



國家 /
人口

官方語言
最大宗教
佔總人口

(%)

人口
(華人 )

當地華人
教會數目

代禱需要 

Malawi 馬拉維 奇切瓦文	/	
英語

基督教
11,925,756

76.00%
2,000

• 馬拉維位於非洲東南部的內陸，曾被聯合國評為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
一。於 2010年起，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在這裡展開栽培及教育學前
兒童的事工，並發展兒童俱樂部，滲入信仰元素，讓學生從小認識和接受
福音，同時也造就區內的孤兒生命成長。此外，馬拉維五旬節聖潔會向永
光堂表示，當地已有華人社群，要求派出宣教士。永光堂除了以「五餅二
魚運動」捐款資助當地曾捐助馬拉維的傳道及植堂事工，並當地布蘭太爾
的 Guthrie訓練中心之外，亦把差出宣教士的建議擺上禱告日程，盼望弟
兄姊妹為此擺上禱告，回應此福音召命。

15,691,784

Mauritius 毛里求斯
英語

印度教
629,161
48.60%

• 毛里裘斯的五旬節聖潔會正在計劃植堂，於弗雷格特島建新教會，求神使
用這個計劃，讓新的教會能造就信徒靈命，亦成為未信者得聞福音的地
方。另外，培訓教會領袖是毛里求斯教會現時最迫切的需要，求神興起及
供應當地的神學院的需要，讓神學院得到足夠的資源，有質素佳的教學團
隊，以培訓更多傳道同工及教會領袖，讓他們能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以
神的話語牧養信徒。

1,294,569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葡萄牙語
基督教

10,878,955
46.48%

7,000

• 宣教士米馬（Kundael Mrema）是國際五旬節聖潔會中非 IPHC的區域總
監，負責莫桑比克，津巴布韋，馬拉維，贊比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事工，
求神賜他有活潑的靈命，推動不同地區的教會發展，激發和堅固宣教士的
傳福音心志。　

23,405,670

Nigeria 尼日利亞
英語

基督教
81,123,521

51.26%

• 請在禱告紀念尼日利亞教會面臨複雜的信仰挑戰，包括大量的穆斯林人
口，根深蒂固的傳統宗教觀念等。求神加力及賜智慧予當地的國際五旬節
聖潔會牧者，堅持傳講純正的福音，並且教導信徒能在不同文化衝擊下堅
守真理。

158,258,917

Rwanda 盧旺達
法語 /
英語 /
盧旺達語

基督教
9,159,051
89.12%

10,000

• 永光堂的「五餅二魚運動」曾捐助盧旺達整體事工。因種族滅絕，戰爭和
愛滋病而生的孤兒人數估計佔所有盧旺達兒童的 30％。有龐大數量的孤
兒目擊事件，遭受創傷。宣教士蒂拿夫婦（Michael and Leslie Tignor）是
東非人助人事工的負責人，他們的事工包括支援學校和兒童需要等。另
外 ,他們又提供兒童事工的訓練給予當地教會領袖。求使用此這兩位宣教
士，讓教會能回應社會上兒童的需要。

10,277,212

Seychelles 塞舌爾 英語 /
法語

基督教
81,292
96.09%

• 塞舌爾被界定為中高收入國家，並達到多項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由於
塞舌爾是一個群島國家，在海岸的相隔之下，跟非洲其他國家比較，塞舌
爾擁有一段非常和平的歷史。願上主使用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事工，讓
本地人得聽耶穌基督的福音，享有真正永恆的平安和保障。

84,600

︳ IPHC in AFRICA  ︳非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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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wi 馬拉維 奇切瓦文	/	
英語

基督教
11,925,756

76.00%
2,000

• 馬拉維位於非洲東南部的內陸，曾被聯合國評為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
一。於 2010年起，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在這裡展開栽培及教育學前
兒童的事工，並發展兒童俱樂部，滲入信仰元素，讓學生從小認識和接受
福音，同時也造就區內的孤兒生命成長。此外，馬拉維五旬節聖潔會向永
光堂表示，當地已有華人社群，要求派出宣教士。永光堂除了以「五餅二
魚運動」捐款資助當地曾捐助馬拉維的傳道及植堂事工，並當地布蘭太爾
的 Guthrie訓練中心之外，亦把差出宣教士的建議擺上禱告日程，盼望弟
兄姊妹為此擺上禱告，回應此福音召命。

15,691,784

Mauritius 毛里求斯
英語

印度教
629,161
48.60%

• 毛里裘斯的五旬節聖潔會正在計劃植堂，於弗雷格特島建新教會，求神使
用這個計劃，讓新的教會能造就信徒靈命，亦成為未信者得聞福音的地
方。另外，培訓教會領袖是毛里求斯教會現時最迫切的需要，求神興起及
供應當地的神學院的需要，讓神學院得到足夠的資源，有質素佳的教學團
隊，以培訓更多傳道同工及教會領袖，讓他們能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以
神的話語牧養信徒。

1,294,569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葡萄牙語
基督教

10,878,955
46.48%

7,000

• 宣教士米馬（Kundael Mrema）是國際五旬節聖潔會中非 IPHC的區域總
監，負責莫桑比克，津巴布韋，馬拉維，贊比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事工，
求神賜他有活潑的靈命，推動不同地區的教會發展，激發和堅固宣教士的
傳福音心志。　

23,405,670

Nigeria 尼日利亞
英語

基督教
81,123,521

51.26%

• 請在禱告紀念尼日利亞教會面臨複雜的信仰挑戰，包括大量的穆斯林人
口，根深蒂固的傳統宗教觀念等。求神加力及賜智慧予當地的國際五旬節
聖潔會牧者，堅持傳講純正的福音，並且教導信徒能在不同文化衝擊下堅
守真理。

158,258,917

Rwanda 盧旺達
法語 /
英語 /
盧旺達語

基督教
9,159,051
89.12%

10,000

• 永光堂的「五餅二魚運動」曾捐助盧旺達整體事工。因種族滅絕，戰爭和
愛滋病而生的孤兒人數估計佔所有盧旺達兒童的 30％。有龐大數量的孤
兒目擊事件，遭受創傷。宣教士蒂拿夫婦（Michael and Leslie Tignor）是
東非人助人事工的負責人，他們的事工包括支援學校和兒童需要等。另
外 ,他們又提供兒童事工的訓練給予當地教會領袖。求使用此這兩位宣教
士，讓教會能回應社會上兒童的需要。

10,277,212

Seychelles 塞舌爾 英語 /
法語

基督教
81,292
96.09%

• 塞舌爾被界定為中高收入國家，並達到多項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由於
塞舌爾是一個群島國家，在海岸的相隔之下，跟非洲其他國家比較，塞舌
爾擁有一段非常和平的歷史。願上主使用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事工，讓
本地人得聽耶穌基督的福音，享有真正永恆的平安和保障。

8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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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英語
穆斯林

3,676,468
63.00%

• 塞拉利昂的嬰兒及孕婦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加上病毒廣泛擴散（如瘧
疾、愛滋病毒及其他疾病），當地的人均壽命只有 47 歲。八成在農村事
奉的牧師生活在貧窮線下，因著無法維生，大部份牧者已遷至城市居住，
導致農村信徒得不到足夠的牧養。求主供應當地五旬節聖潔會的牧師以及
其家眷的生活，並大大使用他們牧養教會、傳揚福音。

• 另外，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以小學教育進入社區，求主供應小學的資源，
並使用學校能向小孩子傳福音。

5,835,664

South Africa 南非 民族語言 /
英語

回教
23,605,696

84.93%

• 目前共有五對宣教士夫婦及三位宣教士在南非五旬節聖潔會服侍，南非五
旬節聖潔會並不富裕，教堂與教堂之間的距離也甚遙遠，求神賜他們智
慧，讓教會的牧者及眾肢體，即使在外在環境的限制下，仍熱切事奉和傳
福音。

• 永光堂於 2014年透過「五餅二魚運動」捐助南非事工在伊利沙伯港興建
教會大樓，並支持其傳道培訓計劃及整體事工的需要。南非五旬節聖潔會
的區域主管祖戴博 (Joe Delport)管轄的孤兒院有十一個孤兒的人助人捐款
將於 2015年 2月底終止，但永光堂將透過國際五旬節聖潔會世界差傳部
直接把支援孩子的款項交由祖戴博 (Joe Delport)分配 ,繼續助養孩子。求
神引領南非教會能把永光堂的捐獻作最妥善的分配，也求神加力及賜智慧
予他們，利用資源發展事工。

• 南非教會過去曾發出需要華人宣教士發展華人事工的呼聲，求神感動永光
堂有心志的肢體回應這呼召。

3,063,456

South Sudan 南蘇丹 阿拉伯語 /
英語

穆斯林
26,511,518

61.38%
50,000

• 宣教士麥利健．格列（Mcclerkin Greg）在 2007 年一次蘇丹短宣見到失
喪靈魂的需要，並於 2010年正式成為 IPHC的宣教士，在南非協助 IPHC
的醫療和訓練的事工，在當地結識妻子拉圖雅（Latoya）。格列一直心
繫蘇丹，他們一家將回到蘇丹，繼續發展蘇丹希望事工（"hope4Sudan"）。
蘇丹希望事工包括了醫療、教育、建設、餵養孩童等計劃，藉以在當地
傳揚福音、建立教會。求上主使用這個計劃，讓蘇丹人能認識主耶穌基
督的福音。

43,192,438

Swaziland 斯威士蘭 斯瓦蒂語	/	
英文

基督教
1,017,772
84.68%

• 斯威士蘭約有 40%人口感染愛滋病毒，因而平均壽命下降至 32歲；每 4
個斯威士蘭人中，僅一人可活到 40歲，7成人活在貧窮線下。求上主使
用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事工，在這赤貧的國家為當地人帶來生活上的援
助 ,並向人傳講讓人心靈富足的福音。

1,201,904

︳ IPHC in AFRICA  ︳非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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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英語
穆斯林

3,676,468
63.00%

• 塞拉利昂的嬰兒及孕婦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加上病毒廣泛擴散（如瘧
疾、愛滋病毒及其他疾病），當地的人均壽命只有 47 歲。八成在農村事
奉的牧師生活在貧窮線下，因著無法維生，大部份牧者已遷至城市居住，
導致農村信徒得不到足夠的牧養。求主供應當地五旬節聖潔會的牧師以及
其家眷的生活，並大大使用他們牧養教會、傳揚福音。

• 另外，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以小學教育進入社區，求主供應小學的資源，
並使用學校能向小孩子傳福音。

5,835,664

South Africa 南非 民族語言 /
英語

回教
23,605,696

84.93%

• 目前共有五對宣教士夫婦及三位宣教士在南非五旬節聖潔會服侍，南非五
旬節聖潔會並不富裕，教堂與教堂之間的距離也甚遙遠，求神賜他們智
慧，讓教會的牧者及眾肢體，即使在外在環境的限制下，仍熱切事奉和傳
福音。

• 永光堂於 2014年透過「五餅二魚運動」捐助南非事工在伊利沙伯港興建
教會大樓，並支持其傳道培訓計劃及整體事工的需要。南非五旬節聖潔會
的區域主管祖戴博 (Joe Delport)管轄的孤兒院有十一個孤兒的人助人捐款
將於 2015年 2月底終止，但永光堂將透過國際五旬節聖潔會世界差傳部
直接把支援孩子的款項交由祖戴博 (Joe Delport)分配 ,繼續助養孩子。求
神引領南非教會能把永光堂的捐獻作最妥善的分配，也求神加力及賜智慧
予他們，利用資源發展事工。

• 南非教會過去曾發出需要華人宣教士發展華人事工的呼聲，求神感動永光
堂有心志的肢體回應這呼召。

3,063,456

South Sudan 南蘇丹 阿拉伯語 /
英語

穆斯林
26,511,518

61.38%
50,000

• 宣教士麥利健．格列（Mcclerkin Greg）在 2007 年一次蘇丹短宣見到失
喪靈魂的需要，並於 2010年正式成為 IPHC的宣教士，在南非協助 IPHC
的醫療和訓練的事工，在當地結識妻子拉圖雅（Latoya）。格列一直心
繫蘇丹，他們一家將回到蘇丹，繼續發展蘇丹希望事工（"hope4Sudan"）。
蘇丹希望事工包括了醫療、教育、建設、餵養孩童等計劃，藉以在當地
傳揚福音、建立教會。求上主使用這個計劃，讓蘇丹人能認識主耶穌基
督的福音。

43,192,438

Swaziland 斯威士蘭 斯瓦蒂語	/	
英文

基督教
1,017,772
84.68%

• 斯威士蘭約有 40%人口感染愛滋病毒，因而平均壽命下降至 32歲；每 4
個斯威士蘭人中，僅一人可活到 40歲，7成人活在貧窮線下。求上主使
用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事工，在這赤貧的國家為當地人帶來生活上的援
助 ,並向人傳講讓人心靈富足的福音。

1,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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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zania 坦桑尼亞 斯瓦希里語
基督教

24,352,897
54.07%

40,000 1

• 請記念坦桑尼亞五旬節聖潔會於 2015 年 11 月於姆萬扎（Mwanza）舉
行的婦女會聚會。屆時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婦女會總監華格納（Martha 
Wagner）、南非主教迪比蘇爾（Joel Dibetsoe）伉儷，以及其他講者將為
大會作主講嘉賓。請為此聚會禱告，並為坦桑尼亞的福音事工的發展禱
告。

45,039,573

Togo 多哥 法文 /
埃維語

基督教
3,076,778
45.38%

• 自九十年代開始，多哥的基督教有迅速的發展，基督徒的人口比例由
1990年的 2%升至 2010年的 10%，而福音派及五旬宗派教會之增長尤其
顯著。但是，大部份當地人仍受傳統非洲文化及泛靈論之影響，對福音較
為抗拒。求主幫助當地五旬節聖潔會之發展，讓教會領袖有智慧地向當地
人講解福音，讓人明白福音的好處。亦求主使用五旬節聖潔會在多哥的聖
經學院和校園事工，讓年輕人認識真理，裝備並差遣更多宣教士到鄰國傳
福音。

6,780,030

Uganda 烏干達
斯華西里語 /
英語

基督教
28,639,121

84.74%
10,000 1

烏干達五旬節聖潔會Moses Wasige主教，提出以下代禱事項：

• 物色適用於建堂的土地或物業

• 需要傳福音用的廣播器材

• 醫療中心需要更新設施

• 教會需要一輛客貨車

33,796,461

Zambia 贊比亞
英語

基督教
11,527,195

86.95%
20,000 1

• 贊比亞五旬節聖潔會（PHCZ）宣教士在當地面對文化及領導模式差異的
問題，需要與當地的 Bemba社群作真誠的互相協調。求神保守宣教士及
當地信徒本著基督的互諒互信，同心建立教會。

13,257,269

Zimbabwe 津巴布韋
英語

基督教
9,861,088
77.99%

• 永光堂的五餅二魚運動曾捐助當地五旬節聖潔會於津巴布韋的哈拉雷興建
學校，求主使用這所學校培訓教會牧者及領袖。另外，津巴布韋的基督
徒人口比例很高，但在偏遠地區則缺乏教會，仍然有一些族群未能聽聞福
音，求上主差遣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

12,64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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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zania 坦桑尼亞 斯瓦希里語
基督教

24,352,897
54.07%

40,000 1

• 請記念坦桑尼亞五旬節聖潔會於 2015 年 11 月於姆萬扎（Mwanza）舉
行的婦女會聚會。屆時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婦女會總監華格納（Martha 
Wagner）、南非主教迪比蘇爾（Joel Dibetsoe）伉儷，以及其他講者將為
大會作主講嘉賓。請為此聚會禱告，並為坦桑尼亞的福音事工的發展禱
告。

45,039,573

Togo 多哥 法文 /
埃維語

基督教
3,076,778
45.38%

• 自九十年代開始，多哥的基督教有迅速的發展，基督徒的人口比例由
1990年的 2%升至 2010年的 10%，而福音派及五旬宗派教會之增長尤其
顯著。但是，大部份當地人仍受傳統非洲文化及泛靈論之影響，對福音較
為抗拒。求主幫助當地五旬節聖潔會之發展，讓教會領袖有智慧地向當地
人講解福音，讓人明白福音的好處。亦求主使用五旬節聖潔會在多哥的聖
經學院和校園事工，讓年輕人認識真理，裝備並差遣更多宣教士到鄰國傳
福音。

6,780,030

Uganda 烏干達
斯華西里語 /
英語

基督教
28,639,121

84.74%
10,000 1

烏干達五旬節聖潔會Moses Wasige主教，提出以下代禱事項：

• 物色適用於建堂的土地或物業

• 需要傳福音用的廣播器材

• 醫療中心需要更新設施

• 教會需要一輛客貨車

33,796,461

Zambia 贊比亞
英語

基督教
11,527,195

86.95%
20,000 1

• 贊比亞五旬節聖潔會（PHCZ）宣教士在當地面對文化及領導模式差異的
問題，需要與當地的 Bemba社群作真誠的互相協調。求神保守宣教士及
當地信徒本著基督的互諒互信，同心建立教會。

13,257,269

Zimbabwe 津巴布韋
英語

基督教
9,861,088
77.99%

• 永光堂的五餅二魚運動曾捐助當地五旬節聖潔會於津巴布韋的哈拉雷興建
學校，求主使用這所學校培訓教會牧者及領袖。另外，津巴布韋的基督
徒人口比例很高，但在偏遠地區則缺乏教會，仍然有一些族群未能聽聞福
音，求上主差遣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

12,64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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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entina 阿根廷 西班牙語
基督教

36,306,366
89.28%

70,000 9

• 阿根廷的五旬節聖潔會十分興旺，事工遍於多個省份。讓我們特別為該國
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的牧師祈禱，求上主讓他們領受從
祂而來的遠象，透過不同策略讓上主親自復興這個大城市。	

• 阿根廷華人人口不少，但華人中有幫派鬥爭，彼此不信任，甚至自相殘殺。
當地五旬節聖潔會希望向華人傳福音，不過因語言不通而無從入手。求上
主親自興起收莊稼的工人，能帶領當地華人歸向上主。

40,665,732

Belize 伯利茲 英語 /
西班牙語

基督教
262,672
83.94%

7,000 6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漢各（Hancock）牧師夫婦已於伯利茲服事達
11 年之久，期間建立了六間西班牙語、五間瑪雅語、兩間英語教會，亦
有向台灣人及中國人傳福音。求主繼續使用這些教會，能向不同語言文化
的人分享基督的愛，讓伯利茲更多人歸向上主。

312,928

Bolivia 玻利維亞 西班牙語 /	
艾馬拉語

基督教
9,125,048
90.97%

1,500
• 當地對艾馬拉語（Aymara）和蓋丘亞語（Quechua）聖經的需求量很大，
請為聖經的翻譯和發行祈禱。亦求主保守當地的五旬節聖潔會能致力以聖
經真理教導信徒，讓信徒不單經歷聖靈的大能，亦能得到聖道的光照。

10,030,832

Colombia 哥倫比亞
西班牙語

基督教
43,716,645

94.42%
7,000 1

• 當地的武裝分子橫行無忌，透過販賣可卡因、行使暴力及綁架來謀利。求
主保守當地政府勤政勵治，對抗暴力，打擊官員與武裝分子的非法勾結。
求主使用當地五旬節聖潔會能在黑暗的社會中竭力傳講福音信息，改變人
的生命。

46,300,196

Costa Rica 哥斯達黎加 西班牙語 /
英語

基督教
4,358,653
93.94%

43,000 4

• 當地五旬節聖潔會的事工興旺，不單在當地不同地區植堂，已差出了宣教
士到巴拿馬、玻利維亞、羅馬尼亞、西班牙等不同地區。求主繼續帶領當
地五旬節聖潔會的不同堂會更能緊密合作，互相守望，在福音事工上共享
資源，以求資源運用得宜，讓更多人認識神，大家同得到福音的好處。

4,639,827

Cuba 古巴
西班牙語

基督教
6,333,820
56.53%

15,000

• 古巴是共產主義國家，很多基督徒不斷受到騷擾及歧視，而且有不少教會
領袖被抓進牢獄中。2011 年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古巴按立了史上第一位
女主教比亞娣（Beatriz López Albuin），由該國３５個區會共同投票選出。
求主賜智慧給比亞娣主教，讓她能帶領五旬節聖潔會在這共產國家中繼續
發展。亦求主堅固當地教會，特別是正在受苦的弟兄姊妺的信心和堅毅心
志，在逼迫中仍能見證基督。

11,204,351

︳ IPHC in Latin America & the Caribbeans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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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entina 阿根廷 西班牙語
基督教

36,306,366
89.28%

70,000 9

• 阿根廷的五旬節聖潔會十分興旺，事工遍於多個省份。讓我們特別為該國
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的牧師祈禱，求上主讓他們領受從
祂而來的遠象，透過不同策略讓上主親自復興這個大城市。	

• 阿根廷華人人口不少，但華人中有幫派鬥爭，彼此不信任，甚至自相殘殺。
當地五旬節聖潔會希望向華人傳福音，不過因語言不通而無從入手。求上
主親自興起收莊稼的工人，能帶領當地華人歸向上主。

40,665,732

Belize 伯利茲 英語 /
西班牙語

基督教
262,672
83.94%

7,000 6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漢各（Hancock）牧師夫婦已於伯利茲服事達
11 年之久，期間建立了六間西班牙語、五間瑪雅語、兩間英語教會，亦
有向台灣人及中國人傳福音。求主繼續使用這些教會，能向不同語言文化
的人分享基督的愛，讓伯利茲更多人歸向上主。

312,928

Bolivia 玻利維亞 西班牙語 /	
艾馬拉語

基督教
9,125,048
90.97%

1,500
• 當地對艾馬拉語（Aymara）和蓋丘亞語（Quechua）聖經的需求量很大，
請為聖經的翻譯和發行祈禱。亦求主保守當地的五旬節聖潔會能致力以聖
經真理教導信徒，讓信徒不單經歷聖靈的大能，亦能得到聖道的光照。

10,030,832

Colombia 哥倫比亞
西班牙語

基督教
43,716,645

94.42%
7,000 1

• 當地的武裝分子橫行無忌，透過販賣可卡因、行使暴力及綁架來謀利。求
主保守當地政府勤政勵治，對抗暴力，打擊官員與武裝分子的非法勾結。
求主使用當地五旬節聖潔會能在黑暗的社會中竭力傳講福音信息，改變人
的生命。

46,300,196

Costa Rica 哥斯達黎加 西班牙語 /
英語

基督教
4,358,653
93.94%

43,000 4

• 當地五旬節聖潔會的事工興旺，不單在當地不同地區植堂，已差出了宣教
士到巴拿馬、玻利維亞、羅馬尼亞、西班牙等不同地區。求主繼續帶領當
地五旬節聖潔會的不同堂會更能緊密合作，互相守望，在福音事工上共享
資源，以求資源運用得宜，讓更多人認識神，大家同得到福音的好處。

4,639,827

Cuba 古巴
西班牙語

基督教
6,333,820
56.53%

15,000

• 古巴是共產主義國家，很多基督徒不斷受到騷擾及歧視，而且有不少教會
領袖被抓進牢獄中。2011 年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古巴按立了史上第一位
女主教比亞娣（Beatriz López Albuin），由該國３５個區會共同投票選出。
求主賜智慧給比亞娣主教，讓她能帶領五旬節聖潔會在這共產國家中繼續
發展。亦求主堅固當地教會，特別是正在受苦的弟兄姊妺的信心和堅毅心
志，在逼迫中仍能見證基督。

11,204,351

︳ IPHC in Latin America & the Caribbeans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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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can 
Rep.

多米尼加共
和國 西班牙語

基督教
9,647,742
94.35%

18,000 4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派駐多米尼加共和國的宣教士達利．克洛爾斯 (Darrel 
Clowers)，是西印度群島及加勒比海的地區總監，而妻子寶莉 (Bonnie)
則是世界禱告網絡 (World Intercessory Network for LAMCAR) 的總監，推
動區內領袖培訓及植堂事工。請記念他們的事工和培訓工作，讓更多本土
工人投入聖工。此外，求主保守在當地佈道聚會中的決志者能穩定地留在
教會 (過去決定的人數一直不少，但少能穩定留在教會 )。也求主讓教會
領袖不單懂得佈道，更會栽培初信者成為主的門徒，按照聖經真理的教
導，在這個充滿腐敗、暴力和淫亂的社會中活出基督的樣式。

10,225,482

Ecuador 厄瓜多爾
西班牙語

基督教
13,010,402

94.45%
39,000 4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尼可斯（Nichols）一家主要服事亞馬遜的部落，
目標是要每個部落的人都能聽聞耶穌的福音，他們也會跟當地的人助人事
工配搭，並訓練和教導當地的牧者。請為位於叢林的教會和信徒的成長祈
禱，求主建立他們的生命，能應付當代文化的衝擊，作主真正的門徒。

13,774,909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
西班牙語

基督教
5,861,501
94.63%

2,500 1

• 儘管美洲印第安人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己部落的語言，他們保留了許
多自己的文化價值和特質，。祈求上主帶領當地五旬節聖潔會能夠建立平
衡不同文化的教會，讓福音事工能有更大發展。亦求主帶領教會能接觸更
多大學生及青年人，以栽培下一代的福音領袖。

6,194,126

Guatemala 危地馬拉
西班牙語

基督教
13,819,058

96.12%
25,000 1

• 當地五旬節聖潔會已有一定數量發展頗具規模的教會，請為到當地各教會
領袖能有一顆合一的心而祈禱，又求上主感動當地信徒積極投身世界各地
的宣教工作。

• 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西基拿拉教會（La iglesia de Siquinala）正在興建
一所能容納 2000人的教堂，求上主興起弟兄姊妹同心建堂，拓展天國福
音事工。

14,376,881

Guyana 圭亞那 英語
基督教
401,128
52.68%

6,500 • 當地屬宗教自由國家，近十年基督徒人數正上升，求上主保守當地五旬節
聖潔會的教會能以聖潔、合一的生活和言行作好見證，榮耀上主的名。761,442

Haiti 海地 法語
基督教

9,690,992
95.12%

• 2010年海地發生地震後，五旬節聖潔會在災難中為基督作見證：不單為
當地人民提供災後的醫療及經濟支援，更實質地參與災後的重建工作及基
建發展等。因此，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海地以「為人重建家園」而聞名。
宣教士莊臣（Roger Johnson）夫婦以護士和建築的專業於海地五旬節聖潔
會協助災後重建工作 ,藉以分享基督的愛。求上主使用當地教會的見證，
引領更多人歸向基督。

10,188,175

︳ IPHC in Latin America & the Caribbeans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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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can 
Rep.

多米尼加共
和國 西班牙語

基督教
9,647,742
94.35%

18,000 4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派駐多米尼加共和國的宣教士達利．克洛爾斯 (Darrel 
Clowers)，是西印度群島及加勒比海的地區總監，而妻子寶莉 (Bonnie)
則是世界禱告網絡 (World Intercessory Network for LAMCAR) 的總監，推
動區內領袖培訓及植堂事工。請記念他們的事工和培訓工作，讓更多本土
工人投入聖工。此外，求主保守在當地佈道聚會中的決志者能穩定地留在
教會 (過去決定的人數一直不少，但少能穩定留在教會 )。也求主讓教會
領袖不單懂得佈道，更會栽培初信者成為主的門徒，按照聖經真理的教
導，在這個充滿腐敗、暴力和淫亂的社會中活出基督的樣式。

10,225,482

Ecuador 厄瓜多爾
西班牙語

基督教
13,010,402

94.45%
39,000 4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尼可斯（Nichols）一家主要服事亞馬遜的部落，
目標是要每個部落的人都能聽聞耶穌的福音，他們也會跟當地的人助人事
工配搭，並訓練和教導當地的牧者。請為位於叢林的教會和信徒的成長祈
禱，求主建立他們的生命，能應付當代文化的衝擊，作主真正的門徒。

13,774,909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
西班牙語

基督教
5,861,501
94.63%

2,500 1

• 儘管美洲印第安人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己部落的語言，他們保留了許
多自己的文化價值和特質，。祈求上主帶領當地五旬節聖潔會能夠建立平
衡不同文化的教會，讓福音事工能有更大發展。亦求主帶領教會能接觸更
多大學生及青年人，以栽培下一代的福音領袖。

6,194,126

Guatemala 危地馬拉
西班牙語

基督教
13,819,058

96.12%
25,000 1

• 當地五旬節聖潔會已有一定數量發展頗具規模的教會，請為到當地各教會
領袖能有一顆合一的心而祈禱，又求上主感動當地信徒積極投身世界各地
的宣教工作。

• 五旬節聖潔會在當地的西基拿拉教會（La iglesia de Siquinala）正在興建
一所能容納 2000人的教堂，求上主興起弟兄姊妹同心建堂，拓展天國福
音事工。

14,376,881

Guyana 圭亞那 英語
基督教
401,128
52.68%

6,500 • 當地屬宗教自由國家，近十年基督徒人數正上升，求上主保守當地五旬節
聖潔會的教會能以聖潔、合一的生活和言行作好見證，榮耀上主的名。761,442

Haiti 海地 法語
基督教

9,690,992
95.12%

• 2010年海地發生地震後，五旬節聖潔會在災難中為基督作見證：不單為
當地人民提供災後的醫療及經濟支援，更實質地參與災後的重建工作及基
建發展等。因此，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海地以「為人重建家園」而聞名。
宣教士莊臣（Roger Johnson）夫婦以護士和建築的專業於海地五旬節聖潔
會協助災後重建工作 ,藉以分享基督的愛。求上主使用當地教會的見證，
引領更多人歸向基督。

10,18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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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duras 洪都拉斯
西班牙語

基督教
7,359,700
96.64%

8,000

• 洪都拉斯的貧窮問題嚴重，許多家庭沒有自來水供應，國際五旬節聖潔會
中美洲事工主任夫婦但以理（Daniel）和盧絲奧．比迪（Rocio Pitti）在此
開設一個廚房餵養兒童已有四年，這可能是兒童每天僅有的一餐，求上主
將資源加倍添給他們，賜這地居民日用的飲食。求上主使用他們組織的多
支醫療、眼科、牙科、建築和人道救援隊服侍和改善當地人的生活，從而
向他們分享福音。

7,615,584

Jamaica 牙買加
英語

基督教
2,263,368
82.91%

23,000 3
• 當地教會希望能出一本令青少年更易明白的聖經，並且舉辦聖經班，求神
賜他們智慧，能以聖經的真理教導青少年成長。亦求神加力給基督徒領
袖，讓他們能更有效地發展學生基督徒團契。2,729,909

Mexico 墨西哥 西班牙語
基督教

105,143,877
95.03%

25,000 2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馬西．洛佩斯（Maxine Lopez）和他丈夫曾在墨
西哥多個城市事奉，建立和牧養當地多間教會，現在亦擔任多個地方的牧
職，求上主使用他們能在墨西哥西部能建立更多教會，拓展上主的國度。

• 五旬節聖潔會在蒙特雷（Monterrey）有一所以馬內利聖經學院，大部分
墨西哥的牧者及教會領袖都是在此受訓。求主繼續使用這所學院，在不同
時代中不斷革新，為當地教會培育新一代的領袖。

110,645,154

Nicaragua 尼加拉瓜 西班牙語
基督教

5,666,228
97.32%

750

• 尼加拉瓜以前發生過內戰，對於前隸屬於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和反政府武
裝力量的人員來說，他們所受的創傷仍未根治。求主預備一些有愛心的人
與他們同行，幫助他們治療心靈的創傷。

• 另外，尼加拉瓜接近 75% 的人口為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但他們生於這個
充滿天災戰亂的地方，社會上可回應年輕人需要的教會為數不多。求主能
讓當地五旬節聖潔會的教會能有屬靈的洞見，看清年輕人的需要，並積極
地關顧他們。

5,822,265

Panama 巴拿馬
西班牙語

基督教
3,176,573
90.54%

134,000 12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谷祖拿森（Jonathan Cook）牧師一家致力配合當
地教會，訓練門徒，為教會栽培下一代的領袖。求神使用谷祖拿森牧師一
家，讓他們與當地教會合作，了解當地的文化，從而採用合宜的宣教策略。

3,508,475

Paraguay 巴拉圭
西班牙語

基督教
6,220,717
96.30%

12,000 4
• 當地不少兒童礙於貧困的壓力需要輟學打工，政府在教育方面投放的資源
非常不足。求上主使用當地五旬節聖潔會的兒童及青少年事工，讓孩子及
年輕人能認識真理，追求長進，讓福音的大能改變他們的一生。

6,459,727

︳ IPHC in Latin America & the Caribbeans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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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duras 洪都拉斯
西班牙語

基督教
7,359,700
96.64%

8,000

• 洪都拉斯的貧窮問題嚴重，許多家庭沒有自來水供應，國際五旬節聖潔會
中美洲事工主任夫婦但以理（Daniel）和盧絲奧．比迪（Rocio Pitti）在此
開設一個廚房餵養兒童已有四年，這可能是兒童每天僅有的一餐，求上主
將資源加倍添給他們，賜這地居民日用的飲食。求上主使用他們組織的多
支醫療、眼科、牙科、建築和人道救援隊服侍和改善當地人的生活，從而
向他們分享福音。

7,615,584

Jamaica 牙買加
英語

基督教
2,263,368
82.91%

23,000 3
• 當地教會希望能出一本令青少年更易明白的聖經，並且舉辦聖經班，求神
賜他們智慧，能以聖經的真理教導青少年成長。亦求神加力給基督徒領
袖，讓他們能更有效地發展學生基督徒團契。2,729,909

Mexico 墨西哥 西班牙語
基督教

105,143,877
95.03%

25,000 2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馬西．洛佩斯（Maxine Lopez）和他丈夫曾在墨
西哥多個城市事奉，建立和牧養當地多間教會，現在亦擔任多個地方的牧
職，求上主使用他們能在墨西哥西部能建立更多教會，拓展上主的國度。

• 五旬節聖潔會在蒙特雷（Monterrey）有一所以馬內利聖經學院，大部分
墨西哥的牧者及教會領袖都是在此受訓。求主繼續使用這所學院，在不同
時代中不斷革新，為當地教會培育新一代的領袖。

110,645,154

Nicaragua 尼加拉瓜 西班牙語
基督教

5,666,228
97.32%

750

• 尼加拉瓜以前發生過內戰，對於前隸屬於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和反政府武
裝力量的人員來說，他們所受的創傷仍未根治。求主預備一些有愛心的人
與他們同行，幫助他們治療心靈的創傷。

• 另外，尼加拉瓜接近 75% 的人口為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但他們生於這個
充滿天災戰亂的地方，社會上可回應年輕人需要的教會為數不多。求主能
讓當地五旬節聖潔會的教會能有屬靈的洞見，看清年輕人的需要，並積極
地關顧他們。

5,822,265

Panama 巴拿馬
西班牙語

基督教
3,176,573
90.54%

134,000 12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谷祖拿森（Jonathan Cook）牧師一家致力配合當
地教會，訓練門徒，為教會栽培下一代的領袖。求神使用谷祖拿森牧師一
家，讓他們與當地教會合作，了解當地的文化，從而採用合宜的宣教策略。

3,508,475

Paraguay 巴拉圭
西班牙語

基督教
6,220,717
96.30%

12,000 4
• 當地不少兒童礙於貧困的壓力需要輟學打工，政府在教育方面投放的資源
非常不足。求上主使用當地五旬節聖潔會的兒童及青少年事工，讓孩子及
年輕人能認識真理，追求長進，讓福音的大能改變他們的一生。

6,45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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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u 秘魯
西班牙語

基督教
28,154,047

95.45%
987,000 3

• 秘魯是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區域總監（Continental 
Director-LAMCAR）克洛爾斯牧師（Rev. Dan Clowers）一家的基地，他
們在當地積極支援宣教士及培訓教會領袖。此外，他們亦在拉丁美洲不同
地區推動向部落傳福音的事工及培訓新一代的教牧及宣教士。求主使用他
們手所作的工，讓他們能成為拉丁美洲五旬節聖潔會的一大祝福。

• 秘魯的華人人口為拉丁美洲之冠，但華人教會甚少。求主興起適當的弟兄
姊妹，看到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回應上主的呼召。

29,496,120

Trinidad 特立尼達
英語

基督教
881,349
65.59%

9,000 1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特立尼達（Trinidad）（位於委內瑞拉附近的一個島
國）有一所宣教士訓練中心，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區域的宣教士培育樞
紐，讓不少有心志的肢體及年輕的信徒乘夢而飛。願主使用這個訓練中
心，能為拉丁美洲宣教工場培訓更多工人。

1,343,725

Uruguay 烏拉圭 西班牙語
基督教

2,181,490
64.69%

500

• 近年基督教會在烏拉圭的事工興旺，但當地教會在烏拉圭的福音策略是向
相對貧窮的人傳福音，以致大部分中產及富有的人都未能得聞福音。求主
使用當地五旬節聖潔會能有智慧向不同階層的人傳講基督，讓更多人認識
使人心理富足的真理。

3,372,222

Venezuela 委內瑞拉
西班牙語

基督教
24,553,421

84.54%
78,000 9

• 委內瑞拉的社會正在受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影響，有不少人在衝突中傷亡。
求上主賜五旬節聖潔會的領袖有智慧帶領信徒回應社會事件，同時不忘繼
續拓展天國福音事工，在混亂的社會宣講和平的福音。

29,043,555

︳ IPHC in Latin America & the Caribbeans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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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u 秘魯
西班牙語

基督教
28,154,047

95.45%
987,000 3

• 秘魯是國際五旬節聖潔會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區域總監（Continental 
Director-LAMCAR）克洛爾斯牧師（Rev. Dan Clowers）一家的基地，他
們在當地積極支援宣教士及培訓教會領袖。此外，他們亦在拉丁美洲不同
地區推動向部落傳福音的事工及培訓新一代的教牧及宣教士。求主使用他
們手所作的工，讓他們能成為拉丁美洲五旬節聖潔會的一大祝福。

• 秘魯的華人人口為拉丁美洲之冠，但華人教會甚少。求主興起適當的弟兄
姊妹，看到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回應上主的呼召。

29,496,120

Trinidad 特立尼達
英語

基督教
881,349
65.59%

9,000 1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在特立尼達（Trinidad）（位於委內瑞拉附近的一個島
國）有一所宣教士訓練中心，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區域的宣教士培育樞
紐，讓不少有心志的肢體及年輕的信徒乘夢而飛。願主使用這個訓練中
心，能為拉丁美洲宣教工場培訓更多工人。

1,343,725

Uruguay 烏拉圭 西班牙語
基督教

2,181,490
64.69%

500

• 近年基督教會在烏拉圭的事工興旺，但當地教會在烏拉圭的福音策略是向
相對貧窮的人傳福音，以致大部分中產及富有的人都未能得聞福音。求主
使用當地五旬節聖潔會能有智慧向不同階層的人傳講基督，讓更多人認識
使人心理富足的真理。

3,372,222

Venezuela 委內瑞拉
西班牙語

基督教
24,553,421

84.54%
78,000 9

• 委內瑞拉的社會正在受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影響，有不少人在衝突中傷亡。
求上主賜五旬節聖潔會的領袖有智慧帶領信徒回應社會事件，同時不忘繼
續拓展天國福音事工，在混亂的社會宣講和平的福音。

29,043,555

︳ IPHC in Latin America & the Caribbeans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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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C AFFILIATES  ︳結盟  ︳

Brazil 巴西
葡萄牙語

基督教
178,616,852

91.40%
244,000 38

• 宣教士亞倫喜領（Aaron Helland） 一家致力推動在巴西主要城市植堂計
劃。同時，他們走到貧民區內開展兒童事工，不單為兒童提供食物，更向
兒童分享福音。求神帶領亞倫宣教士一家能繼續以熱誠及信心去推動植堂
計劃及兒童事工，讓更多人得聞福音。

195,423,252

Chile 智利
西班牙語

基督教
14,946,606

87.23%
10,000 3

• 感謝神保守智利的五旬宗派教會能夠在福音事工上有很大的發展。五旬節
聖潔會的宣教士在智利與當地的五旬宗派教會合作，向不同的人傳福音。
求神藉著教會具大的影響力大大祝福這個國家 ,	讓全國更多人歸向神、
高舉神的主權。

17,40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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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C AFFILIATES  ︳結盟  ︳

Brazil 巴西
葡萄牙語

基督教
178,616,852

91.40%
244,000 38

• 宣教士亞倫喜領（Aaron Helland） 一家致力推動在巴西主要城市植堂計
劃。同時，他們走到貧民區內開展兒童事工，不單為兒童提供食物，更向
兒童分享福音。求神帶領亞倫宣教士一家能繼續以熱誠及信心去推動植堂
計劃及兒童事工，讓更多人得聞福音。

195,423,252

Chile 智利
西班牙語

基督教
14,946,606

87.23%
10,000 3

• 感謝神保守智利的五旬宗派教會能夠在福音事工上有很大的發展。五旬節
聖潔會的宣教士在智利與當地的五旬宗派教會合作，向不同的人傳福音。
求神藉著教會具大的影響力大大祝福這個國家 ,	讓全國更多人歸向神、
高舉神的主權。

17,40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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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C in NORTH AMERICA ︳北美  ︳

United States 美國 英語
基督教

246,553,012
77.62%

4,178,000 1,214

1.	為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財政、發展和異象代求

• 為總會的財政計劃代求。美國乃至全球經濟不穩，加上未來數年資

深領袖陸逐退休，總會須在財政上作周詳的計劃，加緊各部門人才

的接班，以延續教會的召命，開拓未來的方向。

• 求上主賜下能力，幫助總會領袖帶領整個宗派，尤其是年輕信徒領

袖，在這不信的世代，絕不畏縮、本著神的話語，懷著愛，清醒而

勇敢地宣講福音，為基督作見證。

• 總會一些大型堂會的牧者年紀漸長，須要培育新一代接棒，為教會

的未來注入新的動力。請為年長牧者在培育新進，啟發下一代在牧

養及拓展教會的工作上加緊步伐代求，使教會能掌握時代脈搏，回

應新時代的福音需要。

2.	為總會四位領袖的健康、異象和智慧代求

• 請為主理主教德亞瑟博士（Presiding Bishop Dr Doug Beacham）、美
國本土福音事工部長湯普森主教（Bishop Chris Thompson）、世界差
傳部長迦德立主教（Bishop Talmadge Gardner）及門徒裝備事工部長
麥祈託主教（Bishop Thomas McGhee）的健康、異象和智慧代求，
幫助他們「憑信而活，也以智慧去計劃！」

317,64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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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C in NORTH AMERICA ︳北美  ︳

United States 美國 英語
基督教

246,553,012
77.62%

4,178,000 1,214

1.	為國際五旬節聖潔會的財政、發展和異象代求

• 為總會的財政計劃代求。美國乃至全球經濟不穩，加上未來數年資

深領袖陸逐退休，總會須在財政上作周詳的計劃，加緊各部門人才

的接班，以延續教會的召命，開拓未來的方向。

• 求上主賜下能力，幫助總會領袖帶領整個宗派，尤其是年輕信徒領

袖，在這不信的世代，絕不畏縮、本著神的話語，懷著愛，清醒而

勇敢地宣講福音，為基督作見證。

• 總會一些大型堂會的牧者年紀漸長，須要培育新一代接棒，為教會

的未來注入新的動力。請為年長牧者在培育新進，啟發下一代在牧

養及拓展教會的工作上加緊步伐代求，使教會能掌握時代脈搏，回

應新時代的福音需要。

2.	為總會四位領袖的健康、異象和智慧代求

• 請為主理主教德亞瑟博士（Presiding Bishop Dr Doug Beacham）、美
國本土福音事工部長湯普森主教（Bishop Chris Thompson）、世界差
傳部長迦德立主教（Bishop Talmadge Gardner）及門徒裝備事工部長
麥祈託主教（Bishop Thomas McGhee）的健康、異象和智慧代求，
幫助他們「憑信而活，也以智慧去計劃！」

317,64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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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加拿大 英語 /
法語

基督教
24,424,341

68.94%
1,332,000 400*

• 加拿大溫哥華加略山華人團契已經踏入第 12個年頭。12年前永光堂差傳道
人協助開展華人團契，其後當地的信徒領袖陳彩屏(Mary Chin)成為了牧者，
華人團契持續增長，數年前已成為自給自足的教會，甚至對該堂的西人英文
部慷慨分享。請禱告紀念加略山華人團契能夠繼續發展，在溫哥華繼續接觸
當地華人，使他們認識基督，歸向神。也求神繼續燃點弟兄姊妹的心志，興
旺教會的福音事工，甚至差遣宣教士到溫哥華以外的地方，向別處的海外華
人傳福音，成為差遣華人宣教士的群體。

• 加拿大五旬節聖潔會曾經差出不少宣教士，他們是古巴及肯尼亞事工的開創
者，並曾差出宣教士到中國、阿根廷、南非及海地。求主繼續大大賜福給加
拿大五旬節聖潔會的事工，一方面本土教會繼續增長，另一方面亦能繼續差
出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成為更多國家的祝福。

35,427,524

︳ IPHC in NORTH AMERICA ︳北美  ︳

（*五旬節聖潔會溫哥華加略山教會有一 250 人之華人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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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加拿大 英語 /
法語

基督教
24,424,341

68.94%
1,332,000 400*

• 加拿大溫哥華加略山華人團契已經踏入第 12個年頭。12年前永光堂差傳道
人協助開展華人團契，其後當地的信徒領袖陳彩屏(Mary Chin)成為了牧者，
華人團契持續增長，數年前已成為自給自足的教會，甚至對該堂的西人英文
部慷慨分享。請禱告紀念加略山華人團契能夠繼續發展，在溫哥華繼續接觸
當地華人，使他們認識基督，歸向神。也求神繼續燃點弟兄姊妹的心志，興
旺教會的福音事工，甚至差遣宣教士到溫哥華以外的地方，向別處的海外華
人傳福音，成為差遣華人宣教士的群體。

• 加拿大五旬節聖潔會曾經差出不少宣教士，他們是古巴及肯尼亞事工的開創
者，並曾差出宣教士到中國、阿根廷、南非及海地。求主繼續大大賜福給加
拿大五旬節聖潔會的事工，一方面本土教會繼續增長，另一方面亦能繼續差
出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成為更多國家的祝福。

35,427,524

︳ IPHC in NORTH AMERICA ︳北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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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More to Come  ︳指日可待  ︳

AFRICA ︳非洲

Cameroon 喀麥隆 英語 /
法語

基督教
10,737,593

53.80%

• 伊斯蘭教在喀麥隆的推展工作日趨激進，一些伊斯蘭刊物及廣播節目公然
對聖經及基督教作出攻擊。雖然基督教是喀麥隆的主流宗教，但目前正
受自由派神學所影響。願主帶領五旬節聖潔會能差出宣教士在當地建立教
會，並且倚靠聖靈的大能，為當地基督教帶來更新。

19,958,351

Eritrea 厄立特里亞 提格利亞語 /
阿拉伯語 /
英語

穆斯林
2,625,579
50.26%

• 據政府法例規定，所有非官方承認的宗教群體一律禁止進行聚會及宗教活
動。由於政府只承認遜尼派伊斯蘭教、厄立特里亞正教、羅馬天主教及信
義宗；不獲政府承認的基督徒群體受影響。求主帶領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
士能有智慧地進入厄立特里亞，取得當地政府信任，讓教會在該國有立足
之地。

5,223,994

Senegal 塞內加爾
法文

穆斯林
11,709,683

91.05%

• 塞內加爾可望成為首個終止執行女性割禮的非洲國家。現時國內大約有
5,000個社區已廢除女性割禮，預料將有更多社區跟隨。當局相信 2015年
前能終止有關習俗。願塞內加爾決心根絕女性割禮的行動成為其他非洲國
家的榜樣。願主使用當地教會，能按照聖經教　導信徒尊重女性，改變過
去不良的文化傳統。

• 亦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塞內加爾，並讓他們能了解當地文
化，以當地人能明白的方式向他們分享福音，建立教會。

12,860,717

ASIA ︳亞洲

Brunei 汶萊 馬來語 /
英語

穆斯林
265,841
65.31%

58,000 7
• 汶萊在二十年代發現石油，人民生活變得富庶，當地回教興旺，清真寺興
建得美輪美奐。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汶萊，能在這安穩和
富足的異教之地，傳揚那帶給人真正豐盛生命的救恩。407,045

East Timor 東帝汶 葡萄牙語
基督教

1,023,479
87.39%

• 儘管當地人多數信奉基督教，信仰對他們來說彷如民間宗教。信徒對褔音
的認識很缺乏，連傳道同工和教會領袖亦需要接受聖經及神學方面的裝
備。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東帝汶，讓聖靈的復興之火更新
教會。亦願受過裝備的牧長能栽培下一代有良好的聖經裝備，以致他們能
幫助信徒對褔音有進深、整全的認識。

1,171,163

Vietnam 越南
越南語

佛教
46,722,283

52.48%

• 越南仍是世上少數的共產國家，人民享有的自由有限，同時，愛滋病、濫
藥、剝削童工情況十分嚴重，願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越南，
在限制之下仍能將福音遍傳。89,02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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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More to Come  ︳指日可待  ︳

AFRICA ︳非洲

Cameroon 喀麥隆 英語 /
法語

基督教
10,737,593

53.80%

• 伊斯蘭教在喀麥隆的推展工作日趨激進，一些伊斯蘭刊物及廣播節目公然
對聖經及基督教作出攻擊。雖然基督教是喀麥隆的主流宗教，但目前正
受自由派神學所影響。願主帶領五旬節聖潔會能差出宣教士在當地建立教
會，並且倚靠聖靈的大能，為當地基督教帶來更新。

19,958,351

Eritrea 厄立特里亞 提格利亞語 /
阿拉伯語 /
英語

穆斯林
2,625,579
50.26%

• 據政府法例規定，所有非官方承認的宗教群體一律禁止進行聚會及宗教活
動。由於政府只承認遜尼派伊斯蘭教、厄立特里亞正教、羅馬天主教及信
義宗；不獲政府承認的基督徒群體受影響。求主帶領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
士能有智慧地進入厄立特里亞，取得當地政府信任，讓教會在該國有立足
之地。

5,223,994

Senegal 塞內加爾
法文

穆斯林
11,709,683

91.05%

• 塞內加爾可望成為首個終止執行女性割禮的非洲國家。現時國內大約有
5,000個社區已廢除女性割禮，預料將有更多社區跟隨。當局相信 2015年
前能終止有關習俗。願塞內加爾決心根絕女性割禮的行動成為其他非洲國
家的榜樣。願主使用當地教會，能按照聖經教　導信徒尊重女性，改變過
去不良的文化傳統。

• 亦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塞內加爾，並讓他們能了解當地文
化，以當地人能明白的方式向他們分享福音，建立教會。

12,860,717

ASIA ︳亞洲

Brunei 汶萊 馬來語 /
英語

穆斯林
265,841
65.31%

58,000 7
• 汶萊在二十年代發現石油，人民生活變得富庶，當地回教興旺，清真寺興
建得美輪美奐。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汶萊，能在這安穩和
富足的異教之地，傳揚那帶給人真正豐盛生命的救恩。407,045

East Timor 東帝汶 葡萄牙語
基督教

1,023,479
87.39%

• 儘管當地人多數信奉基督教，信仰對他們來說彷如民間宗教。信徒對褔音
的認識很缺乏，連傳道同工和教會領袖亦需要接受聖經及神學方面的裝
備。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東帝汶，讓聖靈的復興之火更新
教會。亦願受過裝備的牧長能栽培下一代有良好的聖經裝備，以致他們能
幫助信徒對褔音有進深、整全的認識。

1,171,163

Vietnam 越南
越南語

佛教
46,722,283

52.48%

• 越南仍是世上少數的共產國家，人民享有的自由有限，同時，愛滋病、濫
藥、剝削童工情況十分嚴重，願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越南，
在限制之下仍能將福音遍傳。89,02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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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 the MIDdle-EAST ︳歐洲和中東

Finland 芬蘭 芬蘭語 /
瑞典語

基督教
4,477,129
83.75%

4,000 1

• 芬蘭自 1917年獨立，擁有高度言論和宗教自由，超過八成芬蘭人自認是
基督徒，但當中很多都沒有委身在教會當中，只有 8%信徒聲稱每月參與
聚會，求上主復興當地信徒愛主的心。祈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
進入芬蘭，並能有智慧在不同情況下傳講福音。

5,345,826

Greece 希臘
希臘語

基督教
10,228,331

91.46%
20,000 2

• 希臘憲法承認，東正教為國家的普遍的信仰，同時保證對所有宗教的信仰
自由。由於東正教的傳統十分重視聖靈論，近年五旬宗派學者與東正教的
學者有不少交流。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希臘，在當地建立
教會，並促進東正教會與五旬宗派的合一。

11,183,393

Ireland 愛爾蘭
英語

基督教
4,209,033
91.72%

• 愛爾蘭的人口增長主要來自新移民，帶來不同種族的文化差異，請為那些
未信的新移民禱告，願愛爾蘭成為他們認識神的地方。亦求神興起五旬節
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愛爾蘭，在當地建立教會，讓更多人認識基督。4,589,002

Italy 意大利
意大利語

基督教
49,508,373

82.38%
170,000 36

• 意大利的羅馬是天主教的重地，但很多人都只是根據傳統而說自己是天主
教徒，信仰與生活並沒有多大關係，甚至有不少人對教會很反感。求神興
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意大利，倚靠聖靈的大能傳講基督的福音，
為意大利帶來屬靈的復興與更新。

60,097,564

Latin America & the Caribbeans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Barbados 巴巴多斯 英語
基督教
243,570
91.25%

• 巴巴多斯自 15世紀中已有基督徒居於此，但這國家正面對物質主義和自
由派神學的挑戰，而且教會出席率下降。祈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
士進入巴巴多斯，讓聖靈親自更新信徒生命，叫所有自稱為基督徒的人都
能真正作主門徒。

256,552

French 
Guyana 法屬圭亞那 法語 /

法屬圭亞那語

基督教
211,073
91.25%

• 聖經學者正製作法屬圭亞那語的聖經和佈道工具，同時法屬圭亞那語的視
聽版（audio）新約聖經仍在錄製中，讓我們為聖經翻譯事工禱告，求主
加添智慧給製作及翻譯的弟兄姊妹。

• 祈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法屬圭亞那，在當地建立教會，向
不同種族的人傳揚福音。

231,313

Suriname 蘇里南 荷蘭語
基督教
259,918
49.57%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達利克洛爾斯（Darrel Clowers）一家正探索怎
樣在蘇利南建立教會，打算透過創意的方式和一些小生意進入社區、接觸
人群。求主賜他們有智慧及毅力去佈道，讓更多蘇利南人認識福音。524,345

︳ And More to Come  ︳指日可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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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 the MIDdle-EAST ︳歐洲和中東

Finland 芬蘭 芬蘭語 /
瑞典語

基督教
4,477,129
83.75%

4,000 1

• 芬蘭自 1917年獨立，擁有高度言論和宗教自由，超過八成芬蘭人自認是
基督徒，但當中很多都沒有委身在教會當中，只有 8%信徒聲稱每月參與
聚會，求上主復興當地信徒愛主的心。祈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
進入芬蘭，並能有智慧在不同情況下傳講福音。

5,345,826

Greece 希臘
希臘語

基督教
10,228,331

91.46%
20,000 2

• 希臘憲法承認，東正教為國家的普遍的信仰，同時保證對所有宗教的信仰
自由。由於東正教的傳統十分重視聖靈論，近年五旬宗派學者與東正教的
學者有不少交流。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希臘，在當地建立
教會，並促進東正教會與五旬宗派的合一。

11,183,393

Ireland 愛爾蘭
英語

基督教
4,209,033
91.72%

• 愛爾蘭的人口增長主要來自新移民，帶來不同種族的文化差異，請為那些
未信的新移民禱告，願愛爾蘭成為他們認識神的地方。亦求神興起五旬節
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愛爾蘭，在當地建立教會，讓更多人認識基督。4,589,002

Italy 意大利
意大利語

基督教
49,508,373

82.38%
170,000 36

• 意大利的羅馬是天主教的重地，但很多人都只是根據傳統而說自己是天主
教徒，信仰與生活並沒有多大關係，甚至有不少人對教會很反感。求神興
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意大利，倚靠聖靈的大能傳講基督的福音，
為意大利帶來屬靈的復興與更新。

60,097,564

Latin America & the Caribbeans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Barbados 巴巴多斯 英語
基督教
243,570
91.25%

• 巴巴多斯自 15世紀中已有基督徒居於此，但這國家正面對物質主義和自
由派神學的挑戰，而且教會出席率下降。祈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
士進入巴巴多斯，讓聖靈親自更新信徒生命，叫所有自稱為基督徒的人都
能真正作主門徒。

256,552

French 
Guyana 法屬圭亞那 法語 /

法屬圭亞那語

基督教
211,073
91.25%

• 聖經學者正製作法屬圭亞那語的聖經和佈道工具，同時法屬圭亞那語的視
聽版（audio）新約聖經仍在錄製中，讓我們為聖經翻譯事工禱告，求主
加添智慧給製作及翻譯的弟兄姊妹。

• 祈求神興起五旬節聖潔會的宣教士進入法屬圭亞那，在當地建立教會，向
不同種族的人傳揚福音。

231,313

Suriname 蘇里南 荷蘭語
基督教
259,918
49.57%

• 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宣教士達利克洛爾斯（Darrel Clowers）一家正探索怎
樣在蘇利南建立教會，打算透過創意的方式和一些小生意進入社區、接觸
人群。求主賜他們有智慧及毅力去佈道，讓更多蘇利南人認識福音。524,345

︳ And More to Come  ︳指日可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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