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敞開的門 

禱告日程 

七⽉−印度 
在印度的基督徒迫切的需要我們肢體的代禱守望! 因為此時他們正⾯臨兩個極⼤的危機: 新冠肺炎的威脅與信仰逼迫。
所以這個⽉讓我們專⼼來為他們守望禱告。有許多事需要代禱, 同時也有許多事需要感恩 。謝謝你 - 你的禱告帶來了
改變, 並且對於受逼迫的肢體極具意義。所有名字基於保護原則都已被變更。 
 
為真理而站立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翰福音 8:32） 
 
1   
一份名為「破壞性的謊言」的新文件於今天發佈, 主旨
在於凸顯在印度基督徒所面對的困境。這個調查結果
是基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獨立研究報告, 其中包
含了政策上的建議。讓我們禱告這報告會引起注意, 進
而促使人們為印度境內的基督徒與其他少數宗教團體
行動。 
 
2   
印度憲法第 25 條保障宗教自由，但印度教極端主義
團體經常使用反基督教宣傳，來散佈謊言，宣稱印度
是一個不屬於基督徒的印度教國家。可悲的是，教育
程度低的印度基督徒往往不知道他們擁有實踐信仰的
憲法權利。敞開的門當地伙伴與信徒合作，強調他們
的憲法權利，並裝備他們反擊虛假指控。在信徒捍衛
自己的權利時，祈求神賜給他們勇氣和恩惠。 
 
3   
印度的基督徒經常被指控信奉「外國」宗教。然而，
基督教傳統認為福音是在第一世紀透過耶穌 12 門徒
之一的多馬傳入印度。感謝神的應許「地上萬國都必
得福」（創世記 22:18）其中也包括印度。祈求印度
豐富的基督教遺產能被全國人民所認同和接受。 
 
4   
印度一些邦實施反改教法，旨在防止非自願性的改教。
然而實際上這些措辭含糊的法律，經常被用來騷擾基
督徒－他們只不過參加正常的信仰活動，例如舉行祈
禱會或參加教會崇拜。明顯地，如果印度人「重新歸
信」印度教，此法並不適用。祈求這些法律被廢除，
或當局採取威懾措施以防止虛假指控。 
 
5   
印度教極端分子宣揚的印度教意識形態，是將印度基
督徒和穆斯林（以及其他宗教少數群體）否定為真正
的印度人，指他們效忠的對象並非印度。極端分子認
為應該排除他們的存在以淨化國家。但印度基督徒並
不因為他們的信仰而將自己視為非印度人，並且許多

人尋求為社區服務。求主打開印度人的眼睛，使他們
看見基督徒在印度社會中扮演的寶貴角色。 
 
6   
當安基塔的兒子病重時，她去尋訪很多醫生，但沒有
人能幫助他。她說：「雖然我們是印度教徒，我還是
決定帶他去教會禱告。他已經痊癒了！」安基塔和她
的丈夫現在是基督徒。這是揭露印度教極端分子謊言
的眾多故事之一。他們聲稱，由於許多初信基督徒貧
窮和教育水平低，他們必定是獲得報酬才歸信。為所
有透過神蹟醫治而認識耶穌的人讚美神！ 
 
7   
以部落人口為主的邦實施保護他們文化和傳統的法律。
但村長有時會濫用這些法律來逼迫那些選擇改變信仰
的人。祈求神堅固來自部落背景的信徒，他們因離開
傳統信仰而面對排斥和歧視。 
 
8   
在 2014 年，一個大型印度教極端組織的領導人表示，
到 2021 年，印度將沒有基督徒。雖然近年逼迫有所
增加，信徒仍然勇敢地跟隨耶穌。拉維被殺害是因為
他拒絕停止向其他人傳講耶穌。他的妻子蘇米說：
「如果需要，我會為耶穌而死，但我永遠不會離開
祂。」為拉維和蘇米這樣的信徒的見證讚美神！求主
粉碎極端分子的計謀。 
 
逼迫 
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親、母親、
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 
（馬太福音 19:29） 
 
9   
自從成為基督徒後，薇妮塔和她的丈夫一直面對來自
社區的騷擾。一天，當她在家裡和牧師和師母一起禱
告時，印度教極端分子闖了進來。他們都受了重傷，
卻因極端分子施壓而無法得到醫院的診治。感謝你，
他們得以在一家私立醫院接受治療，並在他們對襲擊
者提出訴訟時得到支持。祈求薇妮塔、她的牧師和家
人在神的安慰中找到力量，犯罪者被繩之於法。 
 
 



10   
高拉夫雖然受到威脅，卻沒有停止與人分享福音。他
後來被誣告使用欺詐手段使人歸信基督教。他和兩個
朋友被監禁了四個月，三年後才被證實無罪。期間他
們被社區排斥，被視為罪犯。敞開的門當地伙伴陪伴
著他們，提供了實用和法律上的援助。贊美神！他們
已洗脫罪名。祈求神使用弟兄們堅定的信心來幫助別
人。 
 
11   
當阿迪提（16 歲）和父母成為基督徒時，他們受到社
區的嘲笑和排斥，親戚也撤回了經濟支持。當阿迪提
快要放棄學業時，你介入支付了她的學費。雖然面對
不斷的挑戰，這個家庭仍然信靠神。阿迪提的父親說：
「我們的確需要勇氣來信靠神，而這種勇氣來自禱
告。」求主藉著阿迪提的學業來建立她，願她的親戚
們都接受耶穌為主。 
 
12   
蘇拉傑自從幾年前建立了一間現在約有 200 人的教會
後，就一直受到印度教極端分子的嚴密監視。他們為
了人們離開傳統信仰去參與他的教會而感到憤怒。當
敵意達到高峰時，他們毆打了他三個小時，恐嚇他除
非他關閉教會，否則要承擔進一步後果。為蘇拉傑一
家人祈求神的保守，並求神使用教會的見證來吸引極
端分子領受耶穌的愛。  
   
13   
在當地牧師為尚蒂禱告時神醫治了她，隨後尚蒂和他
的丈夫普拉文成為基督徒。他們的新信仰引起了親戚
的敵意，他們拒絕將普拉文繼承的土地交給他。這對
夫婦開設了自己的商店，但沒有盈利－然後疫症大流
行來襲。在你提供商品來填滿貨架後，現在商店營運
良好。尚蒂說：「我非常感謝這善意的幫助。」祈求
這樣的愛心能夠有力地震撼二人的家庭和社區。 
 
14   
在地方選舉前夕，印度教極端分子燒毀了薩米爾牧師
用作教會聚集的小屋，他們指控基督徒信奉「外國」
宗教，說服人們投票反對他們的印度教政黨。在你的
幫助下，教會建造了一座新的聚會場所。薩米爾牧師
說：「知道還有別人與我們站在一起，大大地鼓舞了
我們的信心。現在教會的禮堂更大，參與的人也更
多。」感謝神！使教會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創世記 
41:52）。   
 
15   
請為塔拉（15 歲）祈禱。朋友邀請她去教會，在那裡
接受禱告後，她的疾病痊癒了，之後她成為基督徒。
可悲的是，塔拉被父母排斥，被禁閉於她的小房間裡。
父母認為她不潔淨，不准她接觸廚房裡的任何東西。
敞開的門的伙伴幫助塔拉獲得一間寄宿學校的取錄。
但是，由於新冠疫情，她回來與家人同住。求主在這
段時間向塔拉的家人顯示祂的愛。 
 
 

你的支持 
求你為我辨屈, 救贖我, 照你的話將我就活。 
(詩篇 119:154) 
 
16   
新冠肺炎加劇了對印度當地基督徒的逼迫, 許多信徒面
臨了救濟物資分配上的歧視。亞提分享道：「當他們
到村莊來分配救濟物資時忽略了我們, 這真是讓人灰心
沮喪。」然而在疫情中，你的支持確保了食物救濟惠
及 126,000 個信徒家庭。「我真心感謝弟兄們長途跋
涉來到我們當中分發物資, 在急難中及時地祝福了我
們。」禱告敞開的門伙伴在疫情中, 能夠有機會幫助到
更多信徒。 
 
17   
當 18 歲的尼赫決志信主後, 他的兄弟們將他打了一頓
並將他趕出家門。身為高級種姓階級, 他的家族們為尼
赫的決定感到羞恥。感恩的是, 尼赫的牧師讓他可以留
在教會, 敞開的門伙伴也來到他身邊陪伴，為他提供食
物救援。尼赫說：「我的家人棄絕了我, 然而現在你們
是我的家人。」請為尼赫信主後的信心增長與學習來
代禱。 
 
18   
薇妮塔受到了嚴重傷害的事件中（看 7 月 9 日），牧
師的妻子普蕾塔也在金屬棒襲擊中受傷。普蕾塔當時
失去知覺, 手也幾乎被砍斷。如同薇妮塔的遭遇, 普蕾
塔被醫院拒絕診治, 原因是醫院也受到來自於襲擊她們
的極端分子的威脅。值得獻上感恩的是, 因著你的支持, 
普蕾塔得以被送往私立醫院接受救治。「如果不是敞
開的門伙伴的幫助, 我早就已經死了。」普蕾塔的手承
受了永久性的傷害, 並且不時作痛。為她禱告完全的醫
治。 
 
19   
在印度, 許許多多的基督徒因為信主而遭受到社會排擠, 
沙米特拉即是其中一位, 她在居住地找不到任何工作。
「我們每天僅僅只能勉強維持兩餐。」然而, 因為你們
的支持, 敞開的門在當地的伙伴成立了一家小型家庭工
廠生產薯條, 能夠為像沙米特拉同樣情況, 因著信仰而
被排拒的弟兄姊妹提供工作機會和收入。莎米拉特說：
「謝謝你們為我的生命帶來美好與幸福。」讓我們禱
告, 求神使用這個生意之門, 不只祝福基督徒的家庭, 也
同樣祝福整個社群。 
 
20   
成千上萬在印度的基督徒都收到了數位聖經, 謝謝你們
的慷慨。這幫助了弟兄姊妹使用聖經朗讀軟體來聽聖
經, 特別是那些識字率不高的階層。數位聖經－還包含
影音見證, 這對想要慎重來讀神話語的信徒來說是非常
理想的。阿卡謝說道：「當我發現有任何安全顧慮的
時候, 我可以很快地將它藏起來。」讓我們為此禱告, 
求神使用數位聖經為大有功效的方式來建造印度基督
徒的信心。 
 
 



21   
馬赫胥是一名50多歲的牧師。他和他的會友面臨了一
連串來自印度教極端主義者的誣告, 甚至還因為被控訴
強迫他人改教而被逮捕。就在此等逼迫事件發生之前，
他們接受了敞開的門當地伙伴的培訓，以應對控訴。
馬赫胥說：「這個裝備訓練幫助我們知道如何面對這
些控告, 以及勇敢地向當權機關陳述我們的權利。」禱
告求神幫助敞開的門可以裝備更多的信徒, 幫助他們有
足夠的智慧與勇氣去捍衛他們的權利。 
 
22   
當魯帕決定跟隨耶穌, 她的父親非常的生氣, 且拒絕再
負擔她的學費。但因著你的幫助, 魯帕得以繼續學業。
她著：「我不知道該甚麼說感謝。我渴望學業完成後
能夠參與服侍兒童和青少。」請禱告主能透過學習來
裝備和鼓勵魯帕，實現她的服侍熱情。同時也禱告魯
帕的父親可以成為基督徒。 
 
23   
為敞開的門當地伙伴禱告, 他們願意付上個人安全的代
價, 為飽受歧視和攻擊的信徒們提供防疫的必要救助物
資, 並且與他們並肩作戰。你的禱告對他們的工作是關
鍵的。當地伙伴山謬牧師說：「我們能夠冒著風險, 在
許多危急的時候, 去到那些危險的地方服侍，這都是因
為你們的禱告。」讓我們禱告, 求主親自保護並加添力
量, 鼓勵我們當地的伙伴們, 以及他們的家人。 
 
勇敢的信心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5:16)  
  
24   
拉傑和他的妻子被極端印度教徒襲擊的時候, 他正在帶
領一場禱告會。隨後該襲擊團體的領袖之一死於意外, 
而另一位領袖則生病。拉傑看到了分享愛和饒恕的機
會。他說：「神在我心裡放下了對他們的憐憫。我去
到醫院為那位生病的領袖禱告。禱告時他低下頭不發
一語。他並沒有成為基督徒, 但我可以感受到神已經對
他說話了。」讓我們禱告拉傑的行動與話語將持續對
那位領袖說話。 
 
25   
珊娜一家人信主, 是因為她母親從絕症中得著了醫治。
不過這也引發了地方社區的強烈逼迫。有兩年的時間, 
他們不被允許拜訪任何人的家, 否則將被處以相當於兩
個月薪資的罰款。然而人們的態度漸漸柔軟了! 一位敞
開的門伙伴說：「村民從這家人的生命, 看見了其實基
督徒是很好的人。村民的態度改變了，取消了先前施
加的處罰。」然而，這個家庭仍然遭到反對。禱告他
們能更多被接納。 
 
26   
當古心的丈夫和五歲的兒子去世時, 她的公公和家族, 
以及整個社區都怪罪是因為她拒絕否認她的基督信仰
的緣故。這為古心帶來了極大的逼迫。有一次她的公

公甚至帶了一把斧頭到她家, 威脅要殺了她。然而，翻
天覆地的事情發生了, 她的家族成員以及鄰舍漸漸有人
信了耶穌。甚至她還未信主的公公, 也願意讓她與他一
起禱告。但是, 在古心居住的村莊, 仍然有許多人持續
逼迫著基督徒。讓我們禱告古心的公公也可以被基督
的愛吸引而相信耶穌。 

27   
當一群年輕人被極端印度教徒賄絡, 縱火焚燒教會的時
候, 拉曼牧師正在教會裡面。當他試著逃離的時候, 燃
燒的木頭掉落在他身上。感謝主, 他已經慢慢康復過來。
縱然有這起令人害怕事件, 拉曼牧師卻忠心地回應神呼
召他的使命－在他所居住的城鎮附近村莊裡, 建立更多
的教會。他說：「我知道那可能會很危險，我也知道
我可能會死，但是我並不害怕。」讓我們禱告懇求主
保護拉曼牧師, 並擴張他的服侍。 
 
28   
阿曼牧師一家人信主, 是因為神醫治了他母親的絕症。
這家人帶領了很多人信主, 甚至地方當權者也施壓, 威
脅要他們離開。但後來敵對減少了，因著當地有一位
女孩生了病, 而阿曼的家人被請求為她禱告, 結果這女
孩竟然真的痊癒了！阿曼牧師說：「從那次的事件之
後, 整個村莊都見證了耶穌的名何等有能力。」讓我們
禱告神會繼續使用這個家庭來祝福整個當地社區! 
 
29   
馬丹在他青少年時期加入了幫派, 專門收索賄絡打人, 
甚至殺人。他也同時逼迫基督徒。有次當他入獄的時
候, 有人給他一本聖經並向他傳福音。在離開監獄之後, 
馬丹開始去教會。他現在是一位處於嚴峻逼迫地區的
教會牧師。對於面臨恐嚇和毆打, 馬丹毫無畏懼。「當
逼迫越多的時候, 奇妙的醫治與神蹟也更多。」讚美神！
因為沒有人是神所不能觸及的，我們禱告所有逼迫基
督徒的人們, 終究要將他們的生命降服於主基督。 
 
30   
當烏莎產下一個男嬰, 而他的腳有缺陷時, 這對她真是
一個艱難的時刻, 因為同時她也面臨經濟的拮据。烏莎
去了教會尋求幫助, 她的兒子竟然痊癒了！於是烏莎試
著邀請其他人也去教會, 接著許多人都信主了！包括烏
莎整個家庭！烏莎勇而無懼的信心為她的鄰舍以及社
區帶來極大的改變－但是逼迫也是隨之而來的 (她得到
低於應得的工資, 並且在防疫物資的配給上被忽略)。
讓我們為新的信徒們禱告, 他們也都能有烏莎一般的勇
氣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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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這個月與印度的弟兄姊妹一起禱告。知道世界
各地的信徒肢體們都在為他們禱告, 這對受逼迫的家人
們來說是極大的鼓勵。沙格是一位印度當地的牧師, 曾
經面臨許多的逼迫患難。他說：「當我在經歷患難的
時候, 知道不只是當地的教會, 還有全世界的弟兄姊妹
都在為我們守望, 我真的深受鼓勵！這樣的瞭解讓我得
到巨大的力量和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