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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守望名单 : 朝鲜

朝鲜 ( 东南亚 )

人口：2520 万（2014 年）
基督徒：30 万（人口 1.2%、估计） 

主要信仰：无神论、传统信仰 
逼迫来源：共产主义、独裁政权

全球守望名单

（World Watch List）

“全球守望名单”排列因跟随基督耶稣而
遭受最严峻逼迫的 50 个国家。它衡量
基督徒在生活的五个层面（个人、家
庭、社区、国家、教会）所拥有的信仰
自由和面对逼迫的程度，它是根据超过
65个国家的同工以及独立专家所提供的
详细资料而厘定。

过去六十年〈敞开的门〉一直服侍全球
受逼迫的基督徒，盼望您与我们一起祷
告，就像我们的创办人安得烈弟兄的提
醒：“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留下不可磨
灭的印记，没有什么比通过祈祷投身于
神的旨意更为有力。祷告能够带我们前
往我们无法可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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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逼迫来源
朝鲜是当今敌对基督教最严峻的国家之一 , 然
而，其过去并非如此，1907 年的平壤被称为
“东方的耶路撒冷”，教会复兴，信主人口达
13%。

18 世纪末，在中国的韩裔基督徒将福音带回
国家；当第一批宣教士在 1886 年落户韩国时，
那里已有小群的基督徒了。1905 年日本吞并
韩国时，反而激发起基督徒人口的巨大增长；
1907 年首都平壤大复兴，被冠以“东方的耶
路撒冷”的美誉，当时教会无处不在，有无数
的复兴会议，宣教士在全国各地建立教育机
构。

日本的统治同时也展开了朝鲜教会受逼迫的岁

一、教会百年兴衰

	

月，基督徒被迫敬拜日本天皇。到了 1948 年
韩国分裂，朝鲜由金日成当权后 , 有 2300 个
基督徒团体消失，30 万基督徒被捕，数以万
计的基督徒被杀、被囚或被放逐到偏远的地
区，260 间教堂被毁。韩战 (1950-53) 的 10
年后，基督徒似乎是销声匿迹。不过，我们
确信朝鲜仍在神的手里，并按着神的命定而前
进；通过来自世界各地信徒们的祷告支持，朝
鲜基督徒会显得更加刚强，持守坚定的信心，
对主忠诚，不惜一切代价见证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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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奉行共产主义制度，一党专政；在国家事
务中，一切以军事为先，军备花费庞大；人民
需绝对服从于金日成所创立的“主体思想”。
金氏家族大搞个人崇拜，以人民生命的恩人和
慈父自居 , 被尊为神；人民只能崇拜他们的领
袖 , 不能敬拜任何其他神明。除了共产主义制
度，所有的宗教都被视为危害国家，基督教本
身就是非法的，任何形式的基督信仰或活动都
被禁止。基督徒更被视为“美国帝国主义”和
韩国的间谍。

三、信徒面临困难

政府用各种方法对民间进行严密监控 , 不时在
夜里突袭搜查房子；除了在首都有几所官方样
板教堂外，教会绝不被允许存在。地下教会要
保持隐秘，基督徒只能偷偷见面，也不敢让家
人知道（尤其是孩童），恐怕会泄密。他们的
生活备受压力，单纯低头祷告、在家里敬拜、
拥有圣经或任何有关基督教的刊物 , 就表示你
反政府。信徒随时会突然失踪或被捕，被随意
监禁；集中营将是他们渡过余生的地方，在那
里遭酷刑，被公开处决；家人也会受到牵连而
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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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荣耀的见证人

朝鲜有多个集中营，其规范比纳粹德国的奥斯
威辛集中营还要庞大。估计约有 5 至 7 万基督
徒被囚，他们遭受比一般犯人更残酷的虐待、
鞭打、工伤事故、强奸、强迫堕胎及其它性暴
力的不人道对待。在长年备受饥荒困扰的朝
鲜，基督徒总是最后得到食物分配，长期挨饿
做成严重营养不良和疾病，他们活像一头没尊
严的动物。

尽管如此，家庭教会仍然缓慢但稳定地增长。
朝鲜的信徒有一种特质，当他们决定追随基督
时，他们已计算了代价，已经预备好了，一旦
被发现，便付上生命。

1. 在患难中仍是欢欢喜喜的

一位姊妹为了信仰而离家躲藏。每当她听到门
前有车辆的声音，一阵莫名的恐惧便涌上来
──那是来抓我的吗？早上起来，看见谁家的
烟囱没烟火，他们可能已被抓去了集中营──
我将会是下一个吗？但她总是从圣经里找到安
慰和鼓励，就像保罗一样：在患难中也是欢欢
喜喜的（罗 5:1-3）。

我们很难理解饱受饥饿、危险并折磨，怎能忍
耐？怎能喜乐？秘诀在于：越艰难就越要依赖
耶稣，以支取足够的力量，就像大桥下的支柱
必需要连于扎实的根基才能承担重量；他们能
够持守信仰，不怕牺牲，是由于在永恒的盼
望。受逼迫的教会往往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2. 朝鲜监狱之赞美歌

金美然逃到中国，在那里得到基督徒的帮助并
信了主。有一天，警察逮捕了她，把她遣返朝
鲜。在朝鲜的拘留所，美然不断受到殴打，生
活艰难，但她总是祈祷神，赞美神，时常歌唱
着自己写的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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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渴想我的父神。
      虽然信心的道路又陡又窄，
      我仍要等待光明的未来，
      没有信心，灾难将会满布路途。
      纵有许多的悲伤和困难，
      请允许我前往要塞。

      我怎么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走下去？
      在监狱里我淌泪，我的心渴想我的天父。
      天父啊！请接受我这罪污的女儿，
      请隐藏我在祢的圣山里，保护在祢的盾牌下，
      遮盖在祢翅膀的荫下。
      祢的声音来自天上，每日导引我去到祢跟前。

美然奇迹地被轻判了三年监禁，并活着地离
开。三年里，这首歌和祈祷一直支撑着她。祷
告和赞美是得胜的关键。朝鲜肢体不顾生命来
追随基督，他们极需要忠心的祷告勇士天天守
望，与他们并肩作战。

3. 为耶稣少吃一点的“圣米”侍奉

一名服侍朝鲜秘密信徒的同工深深被他们所打
动。“如果你要我选择一个词来形容他们，我
会选“忠心”。他们不一定有圣经，他们却懂

得神的话语，并且会遵行。在极度饥荒的时
期，一位带领人重新提出“圣米”服侍，于是，
基督徒省下自己部份的食物送给别人。他们的
举动不单是为了援救饥饿者，更视之为神国度
里的服侍，他们藉这机会与人们建立信任，以
便日后去分享福音。”贫穷和危险没有阻碍朝
鲜信徒对神的忠心，对人的怜悯；他们激励了
自由世界里的基督徒，不要只专注于“自己”，
该时刻警醒，记念神国度的事情。

4. 为耶稣过激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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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岁的凯宇曾经在朝鲜臭名昭著的劳改营里
受尽折磨和伤害，但现在仍然活力十足。

1997 年，凯宇的女儿因饥荒饿死了，丈夫死
在劳改营，自己也被囚禁。狱中的生活非常恐
怖，那里没有通风，布满虱子，没有位置给躺
下，充满着受折磨者的惨叫声，人们的心灵和
肉体受到虐待，死人躺在地上三四天也没有清
理，叫人恶心和害怕。

后来，凯宇决定回应神，为神做激进和危险的
事情：她要在监狱里告诉囚犯关于耶稣的福
音，教导别人自己能记起来的圣经话语，她洗
病人的衣服，与弱者分享食物。最终，她带领
了五个人归主，开始了一个秘密教会。

凯宇发现了生命的目标和神的应许：卫兵可以
拿去她的名字和身份，却不能拿走主；主是唯
一，有主就足够了。

许多信徒像凯宇一样虽然是遭受逼迫，仍然是
坚守信仰，活出门徒的样式。他们顺服主，无
私地生活，在无人敢靠近的监狱里勇敢地传扬
福音，用他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

圣灵正在以难以想象的方式工作，最明显是在
朝鲜基督徒中间开始了这样的愿景：“朝鲜的

基督徒相信总有一天边界要打开，他们将与韩

国和中国的教会团结起来，把福音带到世界上

最黑暗的地方去。”

我们在监狱高墙外的信徒，现在就可以充当神
的使者，与朝鲜的基督徒连接，为粉碎朝鲜的
黑暗势力而迫切祷告，为神的荣耀临到朝鲜而
欢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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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祷告守望

让他们见到您祷告的面孔！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

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雅 5:16）

第一天：为属灵更新代祷

。 感谢神，因为祂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
改变，祂掌权，祂是朝鲜的主；
。 神让这昔日的“东方的耶路撒冷”承受
这么大的逼迫必有祂美意 , 求主向信徒启示祂

旨意并坚固每位信徒；
。 祈求神粉碎撒旦的计谋，让朝野再次兴
起，叫这长年被压制的国度被福音转化，人民
得到释放及医治。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国度的权
杖是正直的权杖。”（诗 45:6）

第二天：为秘密的基督徒代祷

。 秘密的教会可以安全地进行聚会，信徒
得到门徒训练及神话语的教导，彼此鼓励；
。 他们时时被圣灵充满得能力去领人归
主，经历主的平安和医治，当他们经历主的安
慰后，能够去安慰别人；
。 基督徒父母在适合的时机向儿女说明基
督信仰，培育敬虔后裔。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
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
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诗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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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为被囚禁的信徒代祷

。 无论情况有多恶劣，基督徒会对主忠
诚，为神所用，并发现神是真实不变的；
。 纵使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不会被饥饿、
折磨、殴打或强暴所惊吓；他们会经历主的安
慰和加力；
。 求神引导他们到青草地上和可安歇的水
边重新得力，在被囚之地仍然服侍主见证主，
结满佳果荣耀神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
为自己而死。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我们若
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或活总是主
的人。”（罗 14:7-8）

第四天：为服侍朝鲜的教会、机构和宣
教师代祷

。 有智慧及能力进行各项艰巨的工作，如
救助饥饿者、关怀受压迫者、传扬福音及训练
信徒等等；
。 他们会得到足够的支持以继续服侍；
。 求神保护他们的安全，有属灵的恩赐来

识破恶者的诡计。

“义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
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流
浪在外，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
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狱里，来看你
呢？’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
些事你们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
做在我身上了。’”（太 25:37-40）
 
第五天：为逼迫者代祷

。 施暴者早日被圣灵光照，并从基督徒的
生命里看到基督的荣耀，早日从恶行回转归向
神；
。 祈求逼迫者会明白基督徒的特质，他们
是守法爱国的国民，愿意为国家的福祉而努力
和付出。

“⋯⋯主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
我跪拜；万口必称颂神。”（罗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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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为政府及经济民生代祷
。 长年在饥饿和贫穷里的人们早日得到温
饱，求神为他们准备丰富的筵席，无论是在今
生或在永恒里；
。 国家领导人及官员们会改变治国策略，
放弃以军备为先的做法，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制
订国策，让朝鲜的经济得以改善，人民可以有
尊严地生活。

“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
这人有福了！⋯⋯他为受欺压的伸冤，赐食
物给饥饿的人。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诗
146:5-7）

第七天： 为孤儿代祷

。 朝鲜大量的儿童因父母死于饥饿而成为
孤儿，流离失所、终日捱饥；祈求他们会遇到
满有爱心的基督徒而认识主，心灵和肉体靠主
得到满足，享受神所赐的永远福乐。

“他为孤儿寡妇伸冤，爱护寄居的，赐给他衣
食。”（申 1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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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即或不然
新浪微博：即或不然 365
网址：www.ckdm.org
电邮：info@changkaidemen.org

代祷不是请求，代祷是职务。它不仅是动作行
为，它说明了我们的为人。它不是一天里某特
定时段才做的事，它是活出来的生命。
                           罗纳德 • 邓恩 (Ronald Dunn) 

通过代祷式祷告，神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个性
化的、特制的邀请，让我们能够密切地参与，
为了建造他人的幸福而努力。
                                 傅士德 (Richard J. Foster) 

鸣谢
经文引自《和合本修订版》，版权属香港圣经公会所有，蒙允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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