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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宣教禱告週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
法基督耶穌，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父！」 

羅馬書 15:5-6



3.66 億人 
在北美

350 種語言

2.75 億人
沒有福音的盼望

北美宣教士需要你的代禱，他們帶著福音進入有
三億六千六百萬人口的地區，而那裡深層的屬靈
和文化分歧還在繼續擴大。唯有基督的愛能帶來
真正的合一和改變。 

你在這個禱告週閱讀每個故事，為這些宣教士代
禱時，就是在跟著他們一起宣教，並為他們的事
工提供重要的支持。 

若想知道更多關於他們的故事，並暸解你的禱告
如何帶來影響，請點擊有關他們的精選影片連
結，這些影片附有中文字幕。若想收到全年的每
週宣教士代禱事項，請至 namb.net/pray 登
記。

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北美宣教部宣教研究中心的統計數字



同心合意
觸及周圍的人
這些是可觀的數據。 

據估計，北美有 2.75 億人失喪，包括男女老少，而其中有
超過四千萬人住在美國，但出生地在其他國家。這大約是
全世界移民人口的五分之一，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多。 

全世界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人在北美，使這個地區成為最
複雜的宣教禾場之一。移民不斷地搬遷到這裡尋找更好的
生活，還有人是來自於對福音封閉的國家。 

但是這些不僅僅是數字，他們代表了神照著自己的形像所
造的人，需要有福音盼望的人。

當我們齊心合力觸及萬民和鄰舍，教會就成為神的異象的
美麗展現，而神的異象就是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
人都獲得救恩，並同心合意地讚美祂。儘管我們之間有差
異，但耶穌永恆不變、賜生命的福音能改變我們，使我們
合而為一。

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和北美宣教部宣教研究中心（NAMB Missional 
Research）的統計數字。

求神開我們的眼，讓我們看見周圍的人需要福音的盼望。

求神帶領北美各地的宣教士，即使環境艱難，仍努力去接
觸新朋友。

代禱事項

第一天



Michael & Traci Byrd

伯德夫婦
聖路易市，密蘇里州

服事被遺棄的人
十多年前，伯德夫婦從密蘇里州一個混亂的市中心搬走，
發誓再也不回去那裡。 

但是神呼召他們回到那個地方，建立了信心聖經教會
（Faith Community Bible Church）。伯德說，他們的使

命是去關懷那些覺得遭遺棄的人。那個社區有 95% 是非
裔美國人，貧困率高，犯罪率高，而且大多數是單親家
庭。 

伯德夫婦在社區進行訪問，很快就發現他們對需求的假設
與現實情況不一樣。他們找人一起用餐，提供烹飪課及購
物接送，藉著這些機會與人建立關係，同時去滿足需要及
栽培初信者。如今信心聖經教會已擴展，設立了第二間分
堂。 

伯德說：「不論是在大城，還是小鎮，人心都是一樣的，
每一個人都需要耶穌。」

求神賜智慧給伯德夫婦，帶領他們以創意的方式去接觸周
圍的人。

求神使用信心聖經教會，讓人打開心門接受福音。 

代禱事項

更多關於伯德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Byrd

第二天



Itamar Elizalde

伊莉莎
瓜伊納沃，波多黎各

暴風雨過後的新希望
伊莉莎說，波多黎各是個沒機會喘口氣的島嶼。

在過去七年，波多黎各面臨了經濟危機、兩次颶風襲擊、
政治醜聞、連續六週的地震和新冠病毒的疫情。

然而，神在使用這極大的需要為福音打開大門。

伊莉莎是北美宣教部急難救助（Send Relief）事工的協調
員，她動員地方教會，帶領志工團隊去整修房屋，幫助那
些陷入危難之中的人。與此同時，她與那些需要真正恆久
盼望的人建立了關係。

伊莉莎說：「主使用不幸的遭遇來喚醒島上許多人的心，
他們從前把希望寄託在金錢、健康和穩定的生活上，如今
暸解到在永恆的福音裡面有堅如磐石的盼望，而世上的一
切都轉瞬即逝。」

求神帶領伊莉莎的團隊在滿足實際需要時，也能放膽分享
福音。

求神讓人們打開心聆聽福音，並差遣更多宣教士加入宣教
工作。

代禱事項

更多關於伊莉莎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Elizalde

第三天



Jared & Jennifer Huntley

杭特利夫婦
華盛頓特區

為基督展開部署
杭特利夫婦在華盛頓特區創立柱石教會（Pillar Church）
之前，早已有心向軍事人員傳福音。杭特利曾在軍隊服
役，親自體會過要應對軍中文化的獨特挑戰有多麼困難，
要是生命中沒有基督就更難。

如今這對夫妻在栽培軍事人員，裝備他們及其家人跟隨
基督、分享福音，而且要是他們遷到其他基地或被派遣出
去，就成為宣教士。杭特利說，這是「完成大使命的好方
法。」

他說：「他們已是流動人口，政府必然會把這些人轉調到
各個地方。我們認為這是栽培這些家庭的機會，然後他們
會將福音帶到所去的地方。」

求神讓杭特利夫婦在軍事基地和所在的社區內被人接受。

求神開啟軍事人員的心，使他們的信心增長，好讓他們成
為宣教士去迎接未來的任務。

代禱事項

更多關於杭特利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Huntley

第四天



Steven & Cindy Martins

馬丁斯夫婦
聖凱瑟琳市，安大略省

挨家挨户
目睹福音感動人心
在過去兩年，馬丁斯夫婦已變得很會敲門探訪，他們還有
好幾千人想要探訪，不過這個數字正在減少。 

他們住在加拿大的尼加拉瀑布區，該地區的人口有四十萬
人，其中有 89-90% 的人不相信神。馬丁斯夫婦在 2019 
年建立了塞維利亞禮拜堂（Sevilla Chapel ），從那以後
就一直有策略地安排在聖凱瑟琳市挨家挨戶敲門探訪。他
們一直在分享福音，人們也在聆聽。 

教會裡有西班牙語和英語的崇拜，他們接觸一個又一個的
家庭，會眾來自八個不同的國家，包括拉丁美洲裔和其他
喜歡溫暖的拉丁裔社區的族裔。馬丁斯說：「這個城市的
人努力在尋找社群、滿足和盼望，這就是神呼召我們來到
這裡的原因。」

求神帶領塞維利亞禮拜堂在充滿挑戰的社區內繼續栽培門
徒。

求神讓馬丁斯夫婦在敲門分享時被人接受。

更多關於馬丁斯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Martins

代禱事項

第五天



Brianna McKinney 

麥肯妮
丹佛市，科羅拉多州

在孤獨之城分享愛
麥肯妮說，很多人覺得丹佛是座孤獨的城市，他們可能會
到咖啡館，身處人群之中，卻仍然孤獨。

而且，福音沒有什麼機會變成個人空間的一部分。在這
個城市，每 32,000 人只有一個福音派教會。換個角度來
看，每 2,000 人就有一間大麻藥房，每 7,000 人就有一間
釀酒廠。

麥肯妮在當地的事工中心擔任 journeyman，她和隊友跟
著宣教士和植堂者一起服事，看到關係被建立起來，人們
獲得救恩。他們去接觸附近的難民學校，服事無家可歸的
人，動員學生志工團隊，並配送食物給有需要的家庭。

麥肯妮說，今年「宣教使命已向前推進，我們需要更多工
人。」

求神帶領更多工人受到呼召，來到丹佛市和眾宣教士一同
擴展事工。

求神保守麥肯妮和她在丹佛的團隊，讓他們堅定不移地努
力熱愛所在的城市。

更多關於麥肯妮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McKinney

代禱事項

第六天



Amer & Vicky Safadi

薩法迪夫婦
辛辛那提市，俄亥俄州

透過母語聽到福音
起初，薩法迪夫婦不確定神是不是要帶他們去辛辛那提建
立阿拉伯教會。他們剛離開中東的時候去過那裡，當時並
不容易。 

但後來他們認識了拉科塔山浸信會（Lakota Hills Baptist 
Church）的主任牧師施莫利（Travis Smalley），施莫利
牧師和會眾希望跟他們同工。 

薩法迪夫婦從密爾沃基（Milwaukee）搬到這裡以後，神
立刻開始為他們預備講阿拉伯語的鄰居。植堂的三個月之
內，教會就有 55 位來自八個國家的講阿拉伯語的人，每
個星期都有新朋友來到教會。 

他們在疫情期間開始活泉事工，進一步擴展了事工範圍，
如今他們在接觸全世界成千上萬個阿拉伯基督徒和講阿拉
伯語的非基督徒。

求神讓薩法迪夫婦被他們所遇到的講阿拉伯語的人群接
受，並求神策劃那些會面的機會。

求神帶領辛辛那提的阿拉伯語教會繼續在這個城市和其他
地方觸及更多人群。

代禱事項

更多關於薩法迪夫婦的事奉：
AnnieArmstrong.com/Safadi

第七天



同心合意地禱告
辛辛那提的施莫利牧師（Travis Smalley）說：「我們長
期以來一直請大家代禱，求神差遣人來接觸這個地區講阿
拉伯語的人口。」神差遣了薩法迪夫婦來，現在辛辛那提
和來自世界各地講阿拉伯語的人都在聆聽福音。這就是禱
告所能做的。

數百萬美南浸信會信徒一直忠心地在這個星期為這些特別
介紹的宣教士禱告，為他們的家庭、教會和所在的群體代
禱，他們只是整個宣教團隊的幾位代表。因你忠心的禱告
和奉獻，北美各地每一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工人將福音帶到
不同的文化背景、語言和族群中間。 

你的禱告支持是他們服事的重要動力。禱告不是你起碼能
做的，而是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你為北美宣教士的代禱
大有能力，而這些禱告不必隨著這個星期結束而停止。

NAMB 的禱告資源  PrayForPlanters.com  讓你有機會認
識各州、各省的宣教士，並為他們禱告。你可以寫卡片鼓
勵他們，並加入宣教士的禱告團隊。

謝謝你同心合意地為眾宣教士禱告，這就是路加福音十章
二節記載的耶穌的宣教策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
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求主帶領美南浸信會的信徒忠心地藉著禱告來支持各地的
宣教士。

求神帶領你為一個或幾個宣教士家庭禱告，藉著代禱扶持
鼓勵他們。

瀏覽 PrayForPlanters.com，為更多宣教士禱告，並鼓
勵他們。

代禱事項

第八天



你透過安妮莊復活節獻金的奉獻
將支持北美的宣教士

網路奉獻：
AnnieArmstrong.com

郵寄奉獻：
North American Mission Board

P.O. Box 116543 
Atlanta, GA 30368

支票備註：AAEO

安 妮 莊 復 活 節 獻 金 （ Annie Armstrong Easter Offering®） 是 女 傳 道 會 （ WMU®） 的 註 冊 商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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