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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姊妹們，  

 

70多年來，姊妹們在基督裡團結一致，為浸信會婦女世界公禱

日祈禱。  今年，當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家庭裡、教堂裡、以及

社區裡再次聚首一起祈禱時，這是多麼值得推崇和紀念的一個

傳承!  這是多麼榮幸能有份參與其中的一個寶貴經歷！ 

 

2022 年公禱日的主題是「得勝的生命」，是節錄自哥林多後書

2 章 14 節的真理：「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

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今年，當你

參與公禱時，請想像一下，我們集體聯合祈禱的馨香氣同時在

100 多個國家中裊裊升起的美善景象！  當我們聚在一起頌讀上

帝的話語，聆聽每個得勝生命的故事，並在禱告中尋求主的同

時，我們有信心你定會得到從神而來的祝福和鼓勵。 

 

此外，公禱日為浸信會婦女們提供樂意奉獻的機會，用作支持

「世界浸信會婦女聯會」在七大洲的「全球倡議事工」。 這些

經濟禮物將不斷產生永續的影響，除了為有需要的婦女提供實

質援助，同時也裝備浸信婦女為基督影響世界。   

獻金將作為推動這有意義事工的整年經費，感謝你擔任是次奉

獻活動的重要角色！  

 

本指南提供了能幫助你去安排及參與公禱日的資料，包括來自

我們七大洲聯會的詳細代禱事項，以及有關今年各項事工計劃

的詳情。 以下，你還可找到關於「體驗公禱日的三個新元素」

的資料: 

 

1. 網絡:  通過我們開拓的虛擬平台「世界浸聯會領袖網絡」，

你將能與世界各地婦女事工的領袖們建立網絡聯繫，以了

解其他地區的聯會如何舉行公禱日，並可與她們合作，進

一步推動我們的共同使命。 

 

2. 資源: 在我們的新網站 Bwawomen.Org「世界浸聯會領袖

網絡」，你能找到各種公禱日的資源，包括「40 天祈禱日

曆」。 

 

3. 崇拜聚會 :  在我們的各個社交平台上 (FaceBook, 

YouTube, …)，我們會舉辦首個「全球公禱日崇拜聚會」。  誠

邀你參加!  請於 10 月 15 日按照時間 Online，在線加入這

個充滿力量的禱告及讚美時刻，一同為 2022 年公禱日活

動掀開序幕。 

 

當我們建立在不可思議的歷史基礎上，又能利用網絡新工具來

拓展我們未來的共同接觸點，我滿心期待著上帝為我們所預備

的一切。  再次感謝你為神國度和我們全球姊妹情誼所付出的

一切！  能與你一起服侍主是一種祝福和榮幸。 

 

並肩侍立 一起禱告 

 

瑪莉約翰斯頓 

世界浸信會婦女聯會 

執行幹事  

mailto:bwawomen@baptistworld.org


 

 
 

關於世界浸信會聯會婦女部 (BWA) 

「世界浸信會聯會」於 1950 年正式批准成立一個「婦女委員

會」，並得到當年參加「世界浸信會大會」 21 個國家的 10,000

名婦女的熱烈支持。 因著神的信實，多年來，事工在領域範

圍和深度兩方面都有顯著的增長。 

 

世界浸信會聯會  

婦女部 

 

「世界浸信會聯會婦女部」(BWA Women)由「七大洲際聯會」組成，覆蓋超過 175 個

婦女聯會及團體，是一個讓遍佈全球 140 多個國家的浸信會婦女一同為基督影響世界的

婦女組織。  「世界浸信會聯會婦女部」的願景是樂見世界各地婦女茁壯成長和事奉，

為促進全球婦女參與作聯繫，並拓展資源以惠及全球的婦女們，包括推動一年一度的「浸

信會婦女公禱日」。  我們同時是「世界浸信會聯會」的一員，這聯會是一個由 5,100

萬浸信會會友及 176,000 間浸信教會組成的網絡。 
 

我們的會徽反映了全球浸信會婦女的多樣化，每個聯會都由七種顏色的其中之一作識

別。 每個洲際聯盟會都不是一支獨立的柱子，而是一個圍繞著我們對耶穌基督共同的

愛而結連一起的團體 – 由那條將我們聯繫在一起的白色繩索作代表。 
 

核心事工的領域 為了推進上帝的全球使命，我們專注於五個關鍵的事工領域，大綱如下: 

 

 

 

強化敬拜、團契和合一 

我們以耶穌基督為中心，植根於深邃的屬靈生命；透過持續無間的聚會、牧養

工作、彼此間之友誼，用作敬拜、團契和合一的培養，來強化我們的環球大家庭。 

  

 

領導宣教和佈道 

在大使命的驅策下，我們在各種環境及不同群體中帶著對福音的熱誠，委身作

見證；促進連接個人和教會的多方位夥伴關係，並鼓勵全球宣教及佈道。 

  

 

藉援助、救濟及社區發展去回應需要 

為激勵能慷慨地去愛鄰舍，我們對有需要的人群作出回應: 包括共同協作面對

危機，連繫社福機構，支持永續性和生態保護，增強生產能力，賦予當地教會

有更多的參與機會，在資源上的援助、救濟，以及發展社區。 

  

 

捍衛宗教自由、人權和公義 

基於我們堅信人人身上都具上帝形象的聖經理解，我們捍衛生活應有的道德倫

理，支持人人都享有宗教自由，我們與被邊緣化的人站在一起，在每個層面發

聲，我們積極主動地培訓和建立網絡，並推動宗教自由、人權和公義。 

  

 

提升神學反思及生命轉化的領導能力 

被蒙召作門徒，我們深化「多元文化和多種語言」的訓練，賦予下一代領袖自

主權，鼓勵有意義的對話和實踐，並推展參與相關的神學反思和生命轉化的領

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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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剛慶祝了生日，丈夫問我

他可買些什麼給我作禮物。  
 

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一瓶雅緻芬芳的

新香水。 我用的香水款式不多，每日

只簡單噴灑慣常那款而已。 於是，我

與丈夫前往香水專門店去。  試這、

試那 - 時間彷彿無盡 - 我終於找到

我想要的那款香水了。 這香水「香味

恰到好處」，完全符合我的要求。 
 

 

環顧你周圍的世界，如你認為討論香

水或者有點輕浮，你是可被理解的。  

世界看起來有這麼多的苦難和傷痛，

有這麼多的變幻無常，有這麼多的困

境。 你說的對，這些一切都是我們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無論世事如

何，我們都是活在得勝的生命裡，因

我們身上被滌灑了耶穌基督真理的馨

香氣，此絕非從香水專櫃所能買到的。 

這種無法抗拒的基督馨香氣，吸引著

世界，它不會瞬間消化，它不會隨時

間流逝。 這馨香氣存在的時間越長，

香氣越益顯揚，香氣越發愉悅芬芳。 

 

 

 

 

使徒保羅在知悉到他和教會正面臨挑

戰時，他說了這些話: 
 

「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

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

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哥林多後書 2:14) 
 

顯揚「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氣」，

那才是真正吸引別人之處。   

上帝的本質及屬性就是一種無法抗拒

的馨香之氣： 

神是無法測度的 (詩篇 147:5) 

神是永不改變的 (瑪拉基書 3:6) 

神是全能的 (詩篇 33:6) 

神是無所不知的 (以賽亞書 46:9-10) 

神是有智慧的 (羅馬書 11:33) 

神是信實的 (提後 2:13) 

神是美善的 (詩篇 34:8) 

神是公義正直的 (申命記 32:4) 

神是有憐憫的 (羅 9:15-16) 

神是有恩慈的 (詩篇 145:8) 

神就是愛 (約翰一書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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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浸信會婦女聯會主席凱倫威爾遜 
 

得  勝  生  命  的  馨  香  氣 
 

主席查經

分享 
 



 

 
 

上述列表的內容數之不盡。   

基督馨香之氣令人無法抗拒。  得勝生命實際上是由「從神裡得安息」，以及「祂就是

一切」中找到的。  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所到之處，人們就能吸取到基督馨香之氣。  

因為基督，我們身上會散發出一種騰升至上帝面前的芬芳 - 一種自帶生命力的馨香氣 

- 能夠被那些行在救恩路上的人辨認出來。」 (林後 2:14 下) 「信息 MSG 聖經」 
 

這優雅的馨香氣既芬芳馥郁，又綻放活力。 這馨香氣為那些沒有生命的人帶來生命。 我

們務要把「基督馨香之氣」帶到那些強烈需求這香氣的世界裡。 當我們在現場時，基

督馨香之氣活潑盎然。 然而，就算我們離開，芬芳依然縈繞不去。  這樣，無論世界

處於何種狀況: 或出現挑戰，或周遭衝突圍繞，我們只管將上帝的屬性帶到每一個狀況 

- 讓人真正認識上帝 - 我們的生命就都能得勝。 隨著我們邁出的每一步，上帝會使用

我們將祂的香氣帶至每個環境中。  一個得勝生命的甜美馨香氣!  
 

討論或自我反省： 

•  你從哪些方面察覺到上帝馨香之氣在你生命中或你社區的婦女生命中顯露？ 

•  據上頁所列出的上帝屬性，哪方面現在對你最有意義？  為什麼？ 

•  認識上帝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如何鼓勵你面對今天所面臨的挑戰？ 

•  在接下來的幾週內，你會採取哪些步驟，在你的: 

(a)家庭、(b)教會、(c)社區中，彰顯基督甜美的馨香之氣？ 

•  請將感恩和讚美時段納入你的禱告時間內，並祈求聖靈啟示你在日常生活中經歷得

勝的方法。 

 

今 年 的 結 連 方 式 
 

 

公禱日在線平台 

很興奮我們今年為公禱日創建了一個虛擬平台！  利用網絡或「apps 應用程

式」均可進入這在線平台。  這資源為世界各地的婦女提供一個全球聯網連

線的體驗，藉此了解世界其他聯會如何慶祝公禱日，也可圍繞著我們的共同

使命作溝通。 請前往 BWAWomen.org/dayofprayer 進行註冊以登入。 
  

 

 

全球網上崇拜體驗 

我們將於 10 月 15 日舉辦我們首個的「公禱日全球崇拜」。  內容包括敬拜、

祈禱，以及有關七大洲聯會事工的最新信息。 當我們頌揚上帝如何藉世界

各地婦女為主作工，並分享大家可如何攜手為來年作出更好改變時，這個網

上崇拜活動定能帶給我們鼓勵及啟發。 
  

 

 

 

當地聚會 

無論你打算在 11 月份首個星期一，或是在其他適合你的日子，與你的教會

成員或小組團契，無論以網上聚會或實體聚會進行，公禱日的核心乃是: 全

球社區的婦女聚首一起為世界祈禱。  今年，我們設計了一個「40 天祈禱

日曆」，供你在公禱日活動舉行前作預備，或者作會後跟進。   

這支援社區公禱日體驗的「40 天祈禱日曆」，以及其他資源均可在

BAWWomen.org/dayofprayer 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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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世界浸信聯會婦女部的事工               

      

 

 

 

 
 

 

 

 

強化敬拜、團契和合一 

全球:  藉一年一度的公禱日行動和其他

活動，我們在敬拜、團契和共同使命上團

結婦女 - 以全球姊妹的情誼為基督影響

我們的家庭、教會、社區和世界。 

 在宣教和傳福音上作領導 

伊拉克: 「婦女外展工作」  

(Iraq: Women’s Outreach) 為在摩蘇爾(Mosul)， 

以至尼尼微平原地區(Nineveh Plains region) 

一帶流離失所的婦女提供一系列外展活動，從

而建立關係及分享基督。 

   

藉援助、救濟及社區發展去回應需要 

加拿大: 「島嶼懷孕中心」 (Canada: Island 

Pregnancy Centres) 為面臨意外懷孕的婦女提供關

懷護理、教育資源及支援。 

 

拉丁美洲: 「危機熱線」 (Latin America:     

Crisis Hotline) 將「危機熱線事工」擴展到每

一個拉丁美洲國家，為那些意外懷孕的婦

女提供幫助。 

 

巴布亞新畿內亞: 「成人掃盲計劃」   

(Papua New Guinea: Adult Literacy Program) 

培訓來自全國四個地區的導師在她們所屬社區

的「識字班」教學，以達未來五年讓每個浸信會

婦女都識字之目標。 

 

緬甸: 「社區保健和護士助理培訓」  

(Myanmar: Community Health Care & Nurse Aid Training) 

為年輕人提供醫療培訓，除了讓她們謀生，更讓

她們能為自己的社區及教會服務。 

 捍衛宗教自由、人權和公義 

阿塞拜疆:「希望之家」(Azerbaijan: Hope House)  

為遭虐待及遭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提供庇護 

和支援。 

 

牙買加:「安全庇護所」(Jamaica: Safe Shelter) 

為「安全庇護所」的設施增添廚房裝置。這是

島上首個照顧 16-28 歲弱勢婦女的庇護所。 

  

 
 

提升神學反思及生命轉化的領導力 

喀麥隆: 「婦女及女童職業訓練中心」 

(Cameroon: Women’s and Girls’ Vocational Centre)  

為恩杜(Ndu)地區的婦女提供技能培訓 

和領導力發展，恩杜是一個衝突重重的 

地方，這裡的學校自 2016 年以來一直都在關

閉中。    這職業訓練中心需要購買各項補給

品和設備，以提升當前的課程及應付入學人數

的增加。 

 
除上述項目之外，「世界浸信會聯會婦女部」(BWA Women)還會並肩侍立，為全球難民

危機祈禱。 由於迫害、戰爭衝突、暴力或違反人權，全世界超過一億人被迫逃離家園，

這流離失所的難民人數創紀錄之新高。 在您的支持下，我們將繼續努力為全球眾多受

影響的婦女和兒童提供支援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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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世界浸信會婦女公禱日 

全球事工項目 

 



 

 

 
 

「浸信會婦女世界公禱日」 - 一個為基督影響世界的「姊妹網絡結連」- 是我們全球

使命的關鍵部分。 藉這個年度盛事，來自七大洲聯會的浸信會婦女並肩侍立一起祈禱

及奉獻。 這一天所收到的各項獻金，將為各個洲際以至全球範圍內的「世界浸信會婦

女事工」提供全年的經費支持，包括在本指南中作重點介紹的事工項目。 我們感謝您

慷慨的財政支持，誠然，每一份奉獻均足以帶來至關重要的改變。 您可是根據下列指

引，將獻金直接交到您所屬的洲際聯會，或上線 BWAWomen.org/give 安全地在線奉獻。 
 

亞洲浸信會婦女聯會  

Asian Baptist Women’s Union 
收款銀行/Receiving Bank:  Oversea - 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帳戶名稱/Beneficiary Name:   

Lim Sai Mooi / Myint Myint San 

帳戶號碼/Account Number:  687-514216-001 

銀行國際代碼/SWIFT Code:  OCBCSGSG 

銀行代碼/Bank Code:  7339 

分行代碼/Branch Code:  687 

銀行地址/Bank Address:   

65 Chulia Street | OCBC Centre | Singapore 049513 

 加勒比海浸信會婦女聯會 

Caribbean Baptist Women’s Union 
收款銀行 Receiving Bk:  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Jamaica Ltd 

地址:  6 Perth Road, Mandeville, Jamaica 

帳戶名稱 Beneficiary Name: Caribbean Baptist Women’s Union 

c/o Yvonne Pitter, 4 Piccadilly Road , Caledonia Meadows Mandeville, Manchester, 

Jamaica 

帳戶號碼/Account Number:  504351505 

NCB SWIFT Code/BIC:  JNCBJMKX 

USA Corresponding Bank:  Bank of New York – Mellon,  

New York, 1 Wall Street, New York NY 10286 

Corresponding Bank SWIFT BIC Code:  IRVTUS3N 
   

拉丁美洲浸信會婦女聯會 

Baptist Women’s Union of Latin America 
收款銀行/Banco Receptor: Banco Wells Fargo 

帳戶名稱 Beneficiario: UFBAL, Inc 

帳戶號碼 Numero de Cuenta: 1582644942 

美國銀行協會會員編號 ABA: 121000248 

銀行國際代碼 Código SWIFT: WFBIUS6S  

地址 Dirección: 10781 West Flagler Street | Miami,  

FL 33174 電話 Teléfonos: 305-229-1252 

 大洋洲浸信會婦女聯會 

Baptist Women of the Pacific 
收款銀行/Receiving Bank:  Westpac Bank 

地址:  Lake Street, Cairns, Queensland 4870, Australia 

帳戶名稱 Beneficiary Name:  Baptist Women of the Pacific 

BSB 及帳戶號碼 BSB and Account Number:  034 167 184 644 

銀行國際代碼:  SWIFT Code:  WPACAU2S     

 (請注意: 是字母‘S’，不是數字 5) 

   

北美洲浸信會婦女聯會 

Baptist Women of North America 
請上 www.bwna.today 在線奉獻， 或 

將奉獻郵寄至地址:  2413 Main Street, #517 | 

Miramar, FL 33025 

**  加拿大地區的姊妹可將奉獻交給您們所屬教會

的婦女部。地址請見:   www.bwna.today  

 歐洲浸信會婦女聯會 

European Baptist Women’s United 
收款銀行/Receiving Bank:  Spar- und Kreditbank 

銀行地址:  Postfach 1262 | 61282 Bad Homburg, Germany 

帳戶名稱/Beneficiary:  Bapt. Theol. Hochschule, EBWU 

帳戶號碼/Account Number:  272728 

國際銀行戶口號碼 / IBAN:  DE45 5009 2100 0000 2727 28 

BIC 銀行識別代碼 BIC/SWIFT:  GENODE51BH2 

   

非洲浸信會婦女聯會 Baptist Women’s Union of Africa 請直接聯絡 BWUA 以取得奉獻的方法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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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正在一起影響著世界各地的生命 

 

http://www.bwna.today/


 

 

亞洲浸信會婦女聯會 (ABWU) 

18 個國家   共 34 個分會 

2019 冠狀病毒病流感      

儘管新冠肺炎的疫情在世界某些地區已經穩定下來，但另類新型病毒及變種病毒株卻又正在東南亞國

家肆虐，導致確診者數字驚人。   祈求所有人都能做好防疫保護，且能加強個人的免疫能力，以避

免疫情擴散；而病患者則早日康復。 
 

緬甸     

緬甸的長年內戰導致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造成成千上萬人民的死傷。 
請為緬甸禱告，祈求和平、和解、並透過司法公正的行動為這國家及其人民帶來癒合和修復。 

 

斯里蘭卡    

由於政治動盪和經濟崩潰，斯里蘭卡人民正在遭受苦難。 
在斯里蘭卡正經歷其歷史上最嚴峻的危機之際，請為這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經濟復元祈禱。 

 

氣候變化引起的自然災害    

亞洲許多國家每年都會面對颱風、洪水和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威脅。  祈求神保護他們免受這些毀滅性
的災難，也讓這些國家在災後重建的工作上能得支援。 
 

婦女互助事工  (Women Helping Women) 

「婦女互助事工部」向處於邊緣的弱勢婦女及兒童伸出援手，使他們獲得人道救援和發展援助，以令

其生命及生計得以恢復。  祈求這項危機應對倡議能獲得持續發展及支持，致令亞洲各地人民的生活

能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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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勝生命」的慶祝活動 
讚美主讓「亞洲浸信會婦女聯會」(ABWU) 有機會於 2022 年 10 月在泰國清邁舉行 

一個「三合一」特別活動。   「得勝生命」慶祝活動的三個專題節目包括:  

1.   一個激動人心的「青年婦女領袖大會」 (Young Women’s Leadership Conference)  

2.   一個卓見成果的「領袖高峰會議」 (President Summit)   

3.   「浸信會世界公禱日」 (Baptist Women’s World Day of Prayer) 的一個慶祝活動。 

我們慶祝「亞洲浸信會婦女聯會」開創歷史新篇章，讓 ABWU 所有會員國的婦女首度 

能一起親身出席盛會，聚首一堂。 
 

 
 



 

 
 

 

經濟挑戰   婦女，尤其是單親媽媽，正面對著越來越重的經濟挑戰，她們正奮力賺錢以應付衣、

食、住、行等生活基本需求。 許多婦女正陷在經濟窘局中。讓我們禱告祈求婦女能有更多提昇經濟

的機會，以幫助她們有力能應付這些生活挑戰。 
 

性別暴力   2019 新冠肺炎令傷害婦女及女童的性別暴力情況加劇。  感謝上帝提高了大眾對性

別暴力問題的關注。  為保障婦女及女童免受暴力侵犯禱告。 祈求能採取干預措施，以糾正對暴力

侵害婦女行為一貫縱容的錯誤社會常態。 
 

心理健康   有許多挑戰正以驚人的速度令婦女的心理健康產生著負面的影響。  祈求婦女的心理

健康能得改善，祈求婦女能有一個易於獲取、有實際效用、方便省時又負擔得起的健康心理支援。 
 

婦女的健康   當我們關心那條保障婦女墮胎選擇權的《羅訴韋德判決 1973》(Roe vs. Wade) 剛

於今年 6 月在美國最高法院被推翻的同時，我們得頓足承認有許多女孩及婦女在獲得優質醫療保健、

孕產婦關懷、健康教育資源、和司法公義上的機會實在很有限了。 祈求對強姦罪和亂倫罪加重懲罰，

加強婦女生殖健康的宣傳教育，包括採取實際措施以降低孕產婦和嬰兒死亡率，推動宗教團體更廣泛

的參與，以應付婦女健康方面的需求。 
 

種族主義   系統性種族主義在美國及加拿大這兩個國家中已具有悠久歷史，此甚至存在於基督徒

中間。 可悲的是，種族不公這現象仍不斷在整個北美洲持續出現。  祈求神賜力量和勇氣使人能抗

衡形形式式的種族主義、偏見、仇外心理、以及不公平待遇。 祈求神讓教會能成為推動整個美加地

域社區的改革媒介。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   讓我們為許多仍然患有新冠病毒相關疾病的人祈禱。 
祈求神扶持那些因新冠病毒導致仍受肺炎、心臟病、抑鬱症、以及其他心理挑戰等困擾的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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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浸信會婦女聯會  
(BWNA) 

2 個國家  共 16 個分會 
 

以行動頌揚「得勝的生命」 

我們感謝上帝對「北美洲浸信會婦女聯會」(BWNA) 現任行政團隊的保守看顧、 

供應、以及持續加力。  感謝上帝為這個團隊打開一扇又一扇的門，建立了一個 

又一個的聯繫，以致這團隊在多方面都能達成任務。  同時，我們興奮地期盼新 

一批的婦女領袖們能透過「加能加力予婦女以活出天國子民的生命：特別是在幫 

助弱勢社群的領域上」繼續努力，從而將北美洲浸信會婦女聯會帶到另一新高峰。 

 

 

 



 

 

 

家庭暴力 
據「聯合國婦女署」(全稱: 聯合國促進兩性平等和婦女賦權實體)估計，太平洋部分地區多達 68%的

婦女遭遇到親屬暴力及家庭暴力。  請為受害者的安全和保障祈禱。  

祈求肇事作惡者能悔改。 祈求法律制度能有效地強制執行家庭暴力法。 祈求地方教會能興起反對家

庭暴力的聲音。 

 

氣候變化 
太平洋島嶼極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傷害。 氣候變化的影響包括: 沿海土地的流失、颶風和乾旱、莊稼失

收，以及珊瑚礁和魚類的減少。  請為人類能好好照顧上帝賜給我們的地球祈禱。 祈求政治領袖能

做出勇敢的改變，幫助治愈地球。 為那些生活遭遇到這一可悲變化而受影響的太平洋居民祈禱。 

 

和解 
為澳洲和新西蘭在「與原住民和解」的問題上禱告。 這些原住民遭受跨代創傷和長期羞辱。 他們大

有可能蒙受很多急性健康問題，成為暴力的犧牲者，甚而被監禁。  祈求教會能在和解中作帶頭角色。 

 

國家安全 
為太平洋多國的地區安全禱告。  澳大利亞和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令人擔憂。  

人們擔心該地區的軍事存在會影響到貿易和國家安全。 

 

和平 
為太平洋各島國能有拒絕接受貪污，並拒絕不當行為的道德清廉政治領袖禱告。 為能有不在暴力威

嚇下的政治言論自由禱告。 祈求神賜智慧予執政者懂得選擇公義而不是權力及部落主義。  今年巴

布亞新畿內亞的多項選舉出現了可怕的暴力和流血事件。祈願今後能有更和平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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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動頌揚「得勝的生命」 

種植園項目獲得大豐收。 斐濟婦女接受了園藝及種植培訓，並學會善用她們家居四周的 

庭院，築起菜園以種植各類食用蔬果。 蔬果種植園的收成為眾多家庭、眾多教會及社區 

提供食物，這項目所產生的美妙成效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蔬果園不單提供了一項支援心 

理健康、建立家庭關係的活動，同時，更創造了傳福音的機會。 

 



 

 
 

平等教育 

在非洲，年青女子的文盲比率非常之高。   

求神遏止在校園及職場裡的性別歧視，好讓女孩子能獲平等教育及平等就業的機會。 

 

基於性別的暴力 

求神遏止涉及殘割女性生殖器官(FGM)和其他影響年輕女孩健康的暴力行為。 

求神遏止童婚、亂倫和強姦。  祈求那些經歷暴力創傷的受害者都能獲得多方面的支援，以舒緩她們

在肉體、情感和精神上在所承受的痛苦。 

 

和平 

橫越非洲許多地區都面對著持續不斷的政治及經濟動盪。  正值非洲許多國家在進行選舉中，讓我們

祈求各國都能有一個和平的選舉過程。祈求政治穩定，好讓各國能經歷經濟增長和持續性發展。  

祈求非洲各國政府的正義領袖都能站出來抗衡貪腐。  求神遏制那些威脅着世界和平的恐怖主義及武

裝團體。 

 

宣教與佈道 

禱告祈求婦女在宣教和傳福音的使命上有迫切熱忱及承擔。 祈求她們有很多機會能接觸到那些迷途

失喪的人，同時，將那些曾對上帝失去焦點的人引導回神的家裡。 
 

非洲大陸聯會領導    祈求上帝讓婦女們配得「奉獻的恩典」，好讓她們在非洲各地傳揚天國福

音的事工能得拓展及提升。  此外，為期五年的事奉剛開始，特別也為到新一屆非洲大陸聯會的領袖

們禱告，求主賜她們恩典、智慧及聖靈的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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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勝生命」的慶祝活動 

讚美上帝!  讓我們有機會於 8 月 14-17 日在利比利亞(Liberia)的瑞克斯學院 

(Ricks Institute)參加「非洲浸信會婦女聯會」(BWUA)舉辦的「第 14 屆非洲大陸浸信 

婦女大會」。  在這每五年舉行一次的盛會中，看到一群一群來自整個非洲大陸各國 

各區的浸信會婦女在這個天父特定的寶貴時刻，大家聚首一起禱告、敬拜、團契、 

接受培訓，同心慶祝我們多元而合一的「得勝生命」，是何等令人鼓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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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由於政治和經濟腐敗、人口販運和貧困等社會挑戰，

在整個拉丁美洲大陸上的許多人民都正在遭受苦難。 

請為我們的婦女祈禱，因為她們尋求能在公開埸合有

發言權，並為有需要的人發聲。 

 

宣教呼召 
我們已經收集了必須的資源以用來支持一名拉丁美

洲宣教士前往印度參與婦女事工。 祈求上帝興起一

位婦女來回應這個宣教呼召，並讓我們的領袖們在選

拔過程中慧眼識真。 

 

危機懷孕關懷事工 
我們在阿根廷的「通訊聯絡中心」接獲數百個由非預

期懷孕婦女打來的求助電話，我們隨即把她們的個案

轉介往當地各個有關的支援機構。 

祈求神賜各項資源予所有拉丁美洲國家，好讓他們也

能成立類似的信息聯絡中心。 

 

原住民社區   我們祈求有機會能與原住民婦女及

孩童們建立好關係，以至能給他們分享福音的盼望。 

 

拉丁美洲大陸聯會領袖   為下一個為期五年的

「拉丁美洲大陸聯會」領袖選舉祈禱。 祈願他們在

制定政策目標時，能得主的智慧和供應。 

 

以行動頌揚「得勝的生命」 
目前，我們正致力支援在整個拉丁美洲大陸上的 37 個項目，其中包括: 為受困於非預期 

懷孕的婦女提供「24 小時免費危機支援熱線」。  正由於有這一資源，婦女在懷孕期間 

得到了必須的基本支援，亦因此，為世界迎來了 243 個健康的兒童。 

 

 

 

 

 



 

 
 

打破「暴力循環」 

針對婦女及兒童的家庭暴力個案正在增加。 讓我們為遭受過心理虐待、言語虐待、身體虐待和性虐

待的家暴受害婦女禱告。 禱告祈求賴以牢固一段幸福婚姻的核心要素 -「愛與尊重」，能在夫妻之間

以不斷的溝通，以及持續的感情培養下得以維繫。 

 

復興   
祈願上帝賜一個美善的大復興給我們島上的年青人 - 好讓他們得蒙救贖，能在耶穌裡活出得勝的生

命。祈求上帝的平安如船錨般常常牢固在我們的心裡，即便我們遇到暴風雨，仍能堅守信心，持定神

的道。 
 

興起領袖和牧者    

祈求男男女女都願意領受上帝對他們生命的呼召，願意奉獻自己去接受裝備以成為牧者及領袖，委身

為神國度事奉。 祈願牧者及教會領袖們都能成功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所帶來的挑戰。 讓我們為經

歷疫情衝擊後的教會靈命復興與更新禱告。 
 

遭受各種自然災害蹂躪的國家 

海地(Haiti)、聖安德烈斯島(Isla de San Andrés)、聖文森及格瑞那丁(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都

因各種自然災害的影響而導致經濟崩潰。 讓我們為這些國家的醫療衛生、社會福利，以至政治體制

的復元禱告。  由於許多人仍然未能接觸及使用互聯網服務，導致兒童教育也同時受到影響。  

同時也為海地的和平同穩定禱告，祈願海地的一切都能回復正常。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 

為許多仍然患有新冠病毒相關疾病的人祈禱。 為那些因新冠病毒導致他們現仍受肺炎、心臟病、 

抑鬱症、以至其他心理挑戰困擾著的人禱告，祈求神扶持這些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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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浸信會婦女聯會  
(CBWU)  17 個國家 共 17 個分會 

 

以行動頌揚「得勝的生命」 

我們讚美並感謝上帝讓「加勒比海浸信會婦女聯會」 (CBWU) 順利完成了「組織重塑」 

的工作。 現在，我們擁有一個 CBWU 新標誌、新信頭，以及採用英文、西班牙文和法文 

等三種語文所修訂的「聯會章程細則」。  此外，感謝上帝也讓我們在牙買加(Jamaica) 

創建了一間「婦女及兒童安全庇護所」，這是在牙買加島上首個此類型的庇護所。 

 

 

 



 

  

 

 

 

 

 
 

參與教會崇拜及聚會   由於疲情大流行，導致基督徒由過往親身返教會上實體崇拜轉變為網

上崇拜，有些基督徒甚至因此完全與教會失去連繫。  儘管疲情已有改善，但許多基督徒卻無想重返

實體聚會的意欲，此情況在西歐和中歐尤甚。  為流失的基督徒能與教會全體會眾重新建立聯繫祈

禱，祈求基督徒能從團契生活中重拾在主裡的喜樂。  
 

氣候變化  「歐洲浸信會婦女聯會」(EBWU)各國成員都經歷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 氣溫持續

上升、洪水災害次數激增、海岸線後退。  祈求身為百般恩賜好管家的基督徒能承擔責任，採取積極

及有建設性的措施去治理及保衛我們的地球。 
 

家庭暴力   無論是在教會內外，我們地區的家庭暴力都持續不斷地增加。 祈求人們在思想觀念

及法律上都能有深刻透徹的改變。 為所有帶頭倡議去幫助身陷絕境的婦女和兒童的人祈禱。 
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平安與及康復祈禱。 

 

中亞國家 
中亞各國的弟兄姊妹在我們心中有著特殊的地位，然而，他們正面臨著許多挑戰。  

為在中亞地區能有更大的宗教自由祈禱。  祈求神動工賜機會讓中亞各國的弟兄姊妹與歐洲浸信婦女

聯會的其他成員國能一起携手搭建一座相互支持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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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浸信會婦女聯會   
(EBWU)  連繫歐洲及中東 50 個國家的婦女 

政治動盪和戰爭帶來的影響 
諸多國家，譬如: 白俄羅斯(Belarus)和黎巴嫩(Lebanon)，都因政治不穩而

導致其人民在受苦中。   烏克蘭(Ukraine)正受戰爭蹂躪；伊拉克(Iraq)、 

敘利亞(Syria)、亞美尼亞(Armenia)、阿塞拜疆(Azerbaijan)和俄羅斯(Russia)，仍經歷著戰後遺留下

來的長期災難性影響。 無論是因戰爭被迫在自己國內流離失所的，抑或避走他國做難民的，人數

均不斷攀升， 僅僅在烏克蘭就有超過 1,200 萬人背井離鄉。  戰爭令無數家庭破碎。 人口販運持

續增加。 人民都在哀痛中。  讓我們為到和平、重建，並擁有「復原力」祈禱。 同時，祈求神賜

機會興起我們作為信靠基督的人去應對及滿足我們周遭的種種需要。 

 

「得勝生命」的慶祝活動 

讚美上帝，讓我們有機會於 2022 年 10 月在塞爾維亞的貝爾格萊德(Belgrade, Serbia)籌劃 

舉辦一個以「把握此時此刻」(For Such a Time as This)為主題的婦女大會，這是自新冠大 

流行開始以來首個面對面實體聚會。 此外，為到烏克蘭(Ukraine)及其鄰近各國婦女的 

忠心信實，我們致萬分敬意。 她們團結齊心，協力為那些被迫逃離家園的難民烹製 

飯菜、開放家園，並提供照顧和支援。 

 



 

 

 

應對全球難民危機   據統計資料估算，全球難民人口約有百份之四十為兒童。 
讓我們禱告祈求能獲得資源以幫助應對這些寶貴孩童在物質、情緒和心靈上的需要。 

 

反對家庭暴力   據統計報告，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婦女曾遭受親密伴侶的暴力侵害，這是一個要全世

界共同去應對並解決的全球性問題。  「世界浸信會婦女聯會」(BWA Women) 已成功在《反家暴網絡》

(StandAgainstDV.net)上啟動了一個「在線資源中心」，目的是匯集各項優質資源，用作支援包括: 個別的

受害者、教會的會眾、以至各社區團體，讓大家可以一起站出來表態反對家庭暴力。  
祈求上帝使用「在線資源中心」這個工具可在教育、訓練及裝備上發揮作用，以引領我們在杜絕家暴

罪行的目標距離上越行越近。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 CSW) 

讓我們為將會於 2023 年 3 月份聚首一堂參與這一年一度聯合國盛會的婦女們祈禱。 

祈願她們從這盛事中可學習新知識、建立網絡，制訂各項可行步驟，以能為全球社會開發更多資源。 

 

全球浸信會婦女大會   每五年一度的「全球浸信會婦女大會」預定於 2025 年 7 月在澳洲的布里

斯班(Brisbane, Australia)舉行，我們已經開始了部署及籌辦的工作。  祈求聖靈在我們策劃的過程中賜領

袖們滿有智慧，並膏抹這個特別時刻，以作為一起更新及復興全球女性的跳板。 

 

領導  為我們「世界浸信會婦女聯會」的領袖禱告，包括:「世界浸信會婦女聯會」主席凱倫威爾遜

(President Karen Wilson)、書記兼司庫莎莉切爾達(Secretary-Treasurer Sherrie Cherdak)、執行幹事瑪莉約翰斯頓

(Executive Director Merritt Johnston)以及，世界七大洲聯會中的每一位主席 (亞洲 北美洲 太平洋 非洲 拉

丁美洲 加勒比海 歐洲) 。   為我們的領導層得恩典、智慧及耐力禱告。 為我們中間一個名為「提

多 2」的活動(Titus 2 movement)祈禱。 祈求此活動能讓在七大洲的教會及社區內所有不同年代的婦女們

都能一起同心連結、溝通、參與門徒訓練和領袖委任等等活動。 為由我們世界浸信會婦女聯會主席

帶頭作先鋒的「世界浸聯會婦女領袖網絡」(BWA Women Leaders Network) 的啟動祈禱，此網絡的願景是

要看到婦女們一起並肩侍立去領導和影響全球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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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浸信會婦女聯會 
(BWAW)  連繫全世界超過 140 個國家及地區的婦女 
 

 

以行動頌揚「得勝的生命」 

「世界浸信會婦女聯會」(BWA Women) 與「弗吉尼亞浸信會總會」(Baptist General Association of Virginia)携手 

合作創辦了首個「提昇全球領袖團隊」(Uptick Global Leadership Cohort) ，來自 14 個國家的年輕婦女， 

經過為期九個月的導師課程，她們現在已裝備妥當準備為她們的社區，以至為「世界浸信會婦女聯會」 

的全球事工產生深刻而有意義的影響。 

 



 

 

 

 

70 多年來，世界各地的浸信會婦女在每年的 11 月份都會連結起來一起參與「浸信會婦

女世界公禱日」。  今年，「世界浸信會婦女聯會」將通過互聯網以在線(online)形式

於 10 月 15 日(星期六)舉行一個「全球在線崇拜聚會」(an online Global Worship Service)。  

這一歷史性盛事除為「2022 年世界公禱日」掀開序幕，亦將會為「世界浸信會婦女聯

會」增添了一項新的傳承。   

 

請從下列三個崇拜時間中，據你所在地的時區選擇一個:              

1.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中午 12:00pm AEDT   (澳大利亞東部夏令時間-悉尼) 

2. 非洲、歐洲及中東        •中午 12:00pm CEST   (歐洲中部夏令時間-巴黎) 

3. 加勒比、拉丁美洲及北美   •中午 12:00pm EDT    (美國東部時間-華盛頓特區) 
 
 

 

2022 年公禱日 
 

全球在線崇拜聚會 

得 勝 的 生 命 
 

2022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六) 

敬拜、禱告、奉獻、事工更新 
與我們一起度過一個充滿神權能的敬拜和祈禱時間， 

分享上帝如何在世界各地工作，頌讚七大洲聯會的多元合一， 

並了解我們如何在來年一同合作以進一步推動神國度的影響。 

請掃瞄二維條碼 或 瀏覽 BWAWome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