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阶段: 
九⽉⼗六⽇⾄⼗⽉廿五⽇
(第61天 ⾄第100天)



欣然相信马来西亚
9月16日至 10月25日
第六十一日至第一百日



启示录 7章9至10节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
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
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与羔羊。

约翰福音 17章20至23节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
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
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
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 马来语 ‘Orang Asli’ 的中文翻译是指 ‘原住民’。原
住民当中可分为3大族群- Negrito (Semang), Senroi
以及 Proto-Malay (原住马来人), 共有大约18个种族。

• 这原住民的三大族群分别居住于马来西亚半岛：
1. Negrito – 北部地区
2. Senoi – 中央地区
3. Proto-Malay – 南部地区

• 马来西亚半岛的土著人民统称为原住民。Negrito
(Semang), Senoi和Aborigen-Malay三大族群中的18
个原住民种族约有210,000人，占马来西亚半岛人
口的0.7％。 https://www.iwgia.org/en/malaysia.htm

第六十一至六十三日



马太福音 14:14-16

耶稣出来, 见有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说, 这是野地, 时候已经过
了。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村子里
去, 自己买吃的。耶稣说, 不用他们去,
你们给他们吃吧。

AGPC 第 61天: 9月 16日

祷告:
1. 饶恕所有曾经奴役和剥削他们的人
2. 这族群能兴起与拿起耶稣基督所赐

的权柄
3. 在原住民当中的事工能兴旺丰盛
4. 愿原住民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

灵魂兴盛一样。(约三 1:2)

在历史中, 当时当地居民趁贸易进行中, 入侵并占领了Negrito族群的土地。此外,
Negrito族群经常遭受奴役, 同时也强迫向当地的东南亚统治者和王国致敬。 自公
元724年起至现代,部分居住于南部地区Negrito族群仍然遭受奴役和剥削。因此,部
分Negrito族群选择了孤立地生活,而部分Negrito族群已和当地居民融为一体。



约珥书 2:28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
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
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
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祷告:
1. 为着曾经奴役, 剥削, 占领土地的人代求饶恕
2. 为着曾经使用贬义词于原住民的人代求饶恕
3. 愿原住民能有耶稣基督的异梦和异象
4. 愿我们能爱原住民就如基督爱他们一样

Senoi是原住民中最大的族群,占了原住民总人数的54%, “Senoi”的意思是人。以往
马来西亚人都以“sakai”称呼Senoi族群,在马来语是个贬义词,意思是“野蛮的原住民”
或 “奴隶”而 “menyakaikan”意味着 “傲慢无礼的对待”。但是,对于Senoi原住民来说,
“mensakai”的意思是在一起工作。Senoi也经常被马来西亚人俘虏及贩卖为奴隶。
为什么Senoi原住民会被称为 “那做梦的人”呢?因为在Senoi原住民生活中,梦是视为
极其重要的部分,而他们每早晨也会和家人聚集来讨论各人昨晚所发的梦。

AGPC 第 62天: 9月 17日



但以理书11:32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
他必用巧言勾引。惟
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
强行事。

AGPC Day 63 : Sept 18

祷告:
1. Proto-Malay原住民的灵魂体能如他们的名字一

样, 不断加强加速地涌流
2. Proto-Malay原住民能靠着耶稣基督赐的属灵权

柄复兴他们的土地
3. 愿我们能爱原住民就如基督爱他们一样

Proto-Malay这一词在中文译为原住马来人, 是指来自亚洲大陆的南洋人于公元
前2500年至1500年搬迁到了马来西亚半岛和群岛。“Melayu”这一词是取自印
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Sungai Melayu”。而这一词是来源于马来语中的“Melaju”,
是“我”和“速度”的组合, 意思是加速, 善用于描述河流不断加速地涌流。

AGPC 第 63天: 9月 18日



欣然接受沙巴子民
ANAK NEGERI

沙巴



沙巴故被称为 “风下之乡” (Land below 
the Wind),马来西亚文化最为多元化的
一个州。约350万沙巴人口是在全马中
归为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其60%都是非
土著族群, 9.6%是华族或菲律宾和印尼
人。其中三大原住民族群有:

1. 卡达山杜顺族 (17.8 %)
2. 巴瑶族 (13.4%)
3. 毛律族 (4.8%) https://present5.com/a-case-study-on-the-

use-of-kadazandusun/

第六十四至六十六日

https://present5.com/a-case-study-on-the-use-of-kadazandusun/


以弗所书 1:15-21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
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
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
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
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
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
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AGPC Day 64 : Sept 19

祷告:
1. 恢复东马西马的关系
2. 沙巴子民灵魂体兴盛
3. 愿神照明心中的眼睛

卡达山杜顺族是沙巴州内最大的原住民族群, 占据了沙巴人口的30巴仙。卡达山杜
顺族的早期信仰是建立于万物有灵- 如石头, 树木, 河流皆有灵。卡达山杜顺族主要
从事打猎、水稻或旱稻种植, 但越来越多人民已在城镇从事日常工作。五月的丰收
节是卡达山杜顺族最重要的节日, 教士会在庆祝仪式进行当中献糯米或米酒。

AGPC 第 64天: 9月 19日



以弗所书 2:4-9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
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
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
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
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
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
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祷告:
1. 神的怜恤临到他们
2. 愿我们能爱原住民就如基

督爱我们一样
3. 圣灵充满巴瑶族的每一位
4. 神供应巴瑶族的日常需要

巴瑶族是沙巴洲的第二大原住民族群,占据了沙巴人口的15巴仙。沙巴的巴瑶族分为东岸及
西岸两大群体。西岸巴瑶族定居在西海岸和北海岸的内陆,而东岸巴瑶族定居在沙巴的东海
岸,集中在沙巴仙本那。两大群体最大的分别在于他们一个住在海上,一个住在陆地上。西
岸巴瑶族多数从事农畜牧业,多数定居于古打毛律、亚庇、斗亚兰和吧巴。东岸巴瑶族则是
海巴瑶-他们在海上游牧,一般上是潜水高手,以捕鱼为生,定居于仙本那、拿笃和库纳克。

AGPC 第 65天: 9月 20日



以弗所书 2:14-18
因他使我们和睦, (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
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
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
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
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
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

祷告:
1. 毛律族能享有和马来西亚

公民的公平对待与权利
2. 福音能在毛律族人中广传
3. 毛律族能与其他族群和睦

相处

毛律族是一个土著群体, 大约有29个在婆罗州北部内陆地区定居的亚族。他们多数定
居于根地咬、丹南、拿巴湾、秉祥安及沙普鲁、巴达士及基纳巴唐岸河沿岸地区。毛
律族曾著名于猎头习俗 (割取敌人头颅),现今已放弃这传统习俗,转为从事于耕种和打
猎。他们也有耕种水稻、木薯、捕鱼和吹镖打猎。

AGPC 第 66天: 9月 21日



欣然接受土著原住民
ORANG ASAL

砂拉越



•砂拉越又称作 “ 犀鸟之乡 ”(Bumi
Kenyalang).犀鸟在砂拉越有着神鸟
的著称, 达雅族把犀鸟当作他们的战
神。砂拉越拥有多民族文化,不同的
族群和民族。砂拉越有多达40个民
族, 每族有个别的语言, 文化和生活
方式。因此, 砂拉越非常独特, 有六
个主要族裔群体: 伊班族, 华裔, 马来
族, 比达友人, 乌鲁人, 马兰诺族和其
他少数民族。

第六十七至七十日



以弗所书 6:10-12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倚赖他的大
能大力, 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
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
血气的争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
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祷告:
1. 伊班族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为神争战
2. 伊班族在神里刚强起来
3. 神能供应他们的基本需求
4. 愿神赐福于他们, 保护他们

在英国殖民时代也称为海达雅克人,伊班族的风俗是借着战争保全土地, 在部落间的战斗
猎取人头, 成了族群中的英雄。砂拉越在1940年代遭日军统治, 伊班族也是借着战争捍
卫土地和自由, 领导抗日武装队伍奋勇抗敌, 终获得胜利并建立了卓越不朽的功勋, 成了
马来西亚人民抗日英雄。以往的伊班族都居住在称为(rumah panjai)的长屋内, 如今, 大多
数的伊班长屋都配戴了现代的设施, 如洗衣机、电话线路以及互联网。可是, 可悲的是,
仍然有较落后的地区没有供水, 供电等配套设施。

AGPC 第 67天: 9月 22日



腓立比书 2:1-4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
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
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
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
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祷告:
1. 神的祝福临到他们
2. 我们能够爱他们
3. 圣灵充满每一位比达友人
4. 神供应比达友人的日常需要

比达友人, 也称为土地达雅克人, 是砂拉越的第二大民族。比达友的意思是土地的居
民, 占据了砂拉越人口的8巴仙。比达友人在砂拉越主要分布在: 伦乐、石隆门、巴
达旺、新生村、Penrissen及西连县。比达友人早期是从事游耕和狩猎, 如今从事于
种植旱稻, 如: 橡胶、可可、胡椒和棕榈油。与伊班族和其他原住民族群一样, 比达
友人早期也是相信于万物有灵论, 但如今, 大多数的比达友人已信奉基督教。

AGPC 第68天: 9月 23日



创世记 26:18-19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
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
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
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祷告:
1. 大复兴再一次降临在巴里奥
2. 圣灵的火继续焚烧浇灌
3. 抵挡仇敌拦阻复兴降临的诡计
4. 末后复兴的荣耀比先前更大

乌鲁人是砂拉越第四大民族, 占据了砂拉越人口的6.7巴仙。可是,乌鲁人是未列入马来
西亚宪法的其余民族之统称,律法上是不存在的。这统称在社区和民间共识上形成这乌
鲁人族群,由全国乌鲁人协会 (OUNA) 推广。当中有二十七个支族, 包括阿泊加央、肯
亚、加拉毕、弄巴湾、加央和本南族。加拉毕社群居住在内陆海拔1000米的加拉毕高
原,巴里奥。加拉毕族从事生产著名的巴里奥高原米。巴里奥大复兴发生在1973年,圣
灵的火降临在当中,加拉毕人纷纷向神悔改认罪,福音广传至其他社群,创造了极大的转
变。基督的大复兴及圣灵的降临也发生在1975, 1979, 1984年。

AGPC 第 69天: 9月 24日



以赛亚书 66:12-13
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她,好像江
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她,如同涨溢的河,
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
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
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

祷告:
1. 神的平安如同江河延及这族群
2. 神的荣耀如涨溢的河从这族群延

及世界
3. 我们能够更多接触与爱他们

马兰诺族世代与河流为生,自称A-Likou,意思是河族。砂拉越约有123,410马兰诺
人,是砂拉越第五大的民族。马兰诺族于早期十三世纪已在砂拉越中部的沿海地
带居住,多数集中在沐胶。马兰诺族有多达26种区域方言。马兰诺人从事于耕种,
捕鱼与营商。马兰诺人的传统信仰是万物有灵,但如今,大部分马兰诺人已经改
奉为回教徒,除了居住在沐胶和拉叻的马兰诺人多数是基督徒。

AGPC 第 70天: 9月 25日



第七十一至七十三日

其他种族 非公民

土著族群
其中包括马来人、原
住民、沙巴子民

印度人

华人

马来西亚种族人口统计



以弗所书 2:14-18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
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
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
这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
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因
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祷告:
1. 神的平安与他们同在
2. 愿神赐福于他们, 保护他们
3. 愿我们能爱他们就如弟兄姐

妹一样
4. 除去与其他种族之间的墙

马来民族是一个当地民族, 主要居住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部分
地区。他们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社区, 并在政治上发挥主导作用。他们占总
人口的一半以上。根据宪法定义, 马来人是穆斯林, 他们实行马来习俗(adat)和
文化。他们的语言, 马来语 (Bahasa Malaysia) 是马来西亚的国语。

AGPC 第 71天: 9月 26日



以赛亚书41: 9-10
你是我从地极所领 (原文是抓 ) 来的, 从地
角所召来的, 且对你说: 你是我的仆人; 我
拣选你, 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 因为
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惶,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坚固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
的右手扶持你。

祷告:
1.成为马来西亚的祝福
2.在马来西亚华人各团体之
间团结合一
3.能够实现上帝所赐的命定

马来西亚华族或马来西亚华人(马来语: Orang Cina Malaysia) 是马来西亚的一个
当地民族。这民族被称为马来西亚华人（汉族）公民。 今天，他们成为了马
来西亚的第二大族群，人口规模在马来民族之后。近几十年来，华人占国家总
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部分原因是出生率下降，以及近几十年来移民率增加。

AGPC 第 72天 : 9月 27日



以赛亚书41: 9-10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
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
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
作肢体 ,也是如此。

祷告:
1. 愿我们能爱他们就如基督的身子
2. 我们要尊敬和并祝福他们
3. 向他们宣告: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印度裔或马来西亚的印度人 (淡米尔文: மேலசிய இ(திய*க,) 是马来西亚的
一个当地民族。这民族被称为当地马来西亚印度人或有着南亚血统的印裔。今天, 
他们成为了马来西亚的第三大族群, 人口规模在马来人和马来西亚华人之后。大
多数的印度裔是在英属马来亚时期从印度移居马来半岛的后裔。 他们大多数属于
印度淡米尔人, 还有与其他较小的印度裔, 如马来利语, 泰卢固语, 锡克教徒和其他。
在马来西亚, 淡米尔穆斯林通常被称为"嘛嘛"。

AGPC 第 73天 : 9月 28日



• 由于经济快速而稳定，马来西亚已成为吸引来
自邻近低收入国家的外国工人的磁石。根据马
来西亚统计局(DOSM)的劳工调查，近年来外国
劳工一直徘徊在劳工总数的15%左右。东南亚
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承诺促进高技能工人
的流动，然而，马来西亚的许多外国工人往往
技术低，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如制造业、
建筑业、种植园、农业和家庭佣工服务。印尼
工人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工人群体，受益
于地理和文化上的接近，尽管呈下降趋势。这
种外国劳动力的参与有直接的宏观经济影响。

让71%的（无证件）
外国工人登记

希望联盟的承诺：到2023年，外国工人从600万人
削减到400万人

无证件
442万

注册
176万

600万外国工人

176万名的注册外国工人中- 40.1%来自印尼

印尼
尼泊尔
孟加拉
印度
缅甸
巴基斯坦
菲律宾
越南
中国
泰国
斯里兰卡
柬埔寨
老挝

总数



谁是我的邻舍呢？
“善良的撒玛利亚人”一词在宗教和世俗圈子里都广为人知，一般指的是帮助需要帮助陌生人的好人。 但
是，到底什么是“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故事，为什么选择它作为我们组织的名称？
在路加福音10章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问耶稣，他该作甚麽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知道应该遵行律法 - 要爱
邻舍如同自己 - 于是他问耶稣，“谁是我的邻居？ ” 耶稣以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比喻回应，有一个人，相
信是犹太人，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 了 。一个祭司和一个利未
人都被犹太人认为是尊敬的，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然后一个撒玛利亚人，在当时是犹太人民文化中鄙
视的的人，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 照
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耶稣问他，你想，这三个人那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律法师回答：是怜悯他的。
正如耶稣经常做，他问“谁是我的邻居？而转向回答 "谁可能是我的邻居？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也许正是我们最不期望的人，将帮助我们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神把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带到了我们家门口。让我们怜悯他们就如马太福音5：7中教导我们- “怜恤
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以及马太福音9: 13 - “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

工作签证



•出埃及記 23: 9
不可欺压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作过寄居的 ，

知道寄居的心 。

AGPC 第 74天 : 9月 29日

祷告:
1. 神会供应他们在印尼的家人
2. 神的怜悯和保守临到印尼移民工人
3. 神的子民以慈爱关怀，并回应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

根据官方统计在马来西亚的印尼人约有100万人。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和非政府组织移民关怀组织
估计，有250万至300万人住在这里。无证件妇女往往被雇用为家庭佣工，使她们容易受到剥削和虐待
— 而许多男人在建筑行业工作。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实施控制冠状病毒措施，称为行动管制令 (MCO),
阻止了37岁的Yes’a 领取她的第一份薪水。 来自东爪哇省马杜拉岛的移民工人于3月1日才开始在吉隆
坡的健身中心当清洁工人，而MCO于3月18日生效。这种情况迫使她工作的健身中心立即关闭。不幸
的是，这位妇女还没有收到她的薪水。她感到失落，因为她独自生活在马来西亚，没有任何亲戚和朋
友。当被问及在管制令结束之前她要做什么时，她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该做什么.” Yes‘a 是一名
寡妇，有四个孩子，他们于二月份来马来西亚养家糊口。她应该得到700令吉（160美元）的报酬。



• 以賽亞書 1: 17
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 ；给孤儿伸冤 ，
为寡妇辨屈 。

• 詩篇 12: 5
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
在 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 。

AGPC 第 75天 : 9月 30日

祷告:
1. 为他们在泥泊尔的家人代祷
2. 为他们在工作地方的安全代祷
3. 勇感代表他们为正义说话
4. 祝福在马来西亚尼泊尔人的事工

根据大使馆报告，目前约有30万合法尼泊尔工人在马来西亚工作。– 主要
在制造业和保安服务。许多在马来西亚的尼泊尔工人一直遭受着各种问题，
包括人权方面。 尼泊尔工人在国外的困境并不新鲜，马来西亚的许多聘请
外劳代理人和雇主继续剥削，因为工人无处寻求帮助。大多数时候，这些
工人感到羞辱，继而加添痛苦，后来不得不空手而归。



•撒迦利亞 7: 8-10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
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至理判断，各人以慈
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
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
• 詩篇 140: 12
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屈。

AGPC 第 76天 : 10月 1日

祷告:
1. 为他们在工作地方的安全代祷和遵
守标准操作程序

2. 福音能在他们中广传
3. 神能藉着地方教会供应与眷顾他们
4. 愿我们待他们就如上帝那样待他们

这项研究由亚洲混合移民中心 (MMC Asia) 于5月1日至22日通过采访居住在马来西亚
的孟加拉国工人和罗辛亚人进行。 这是为了更了解他们在疫情影响下他们的需要。在
马来西亚接受调查的孟加拉国移民工人和罗兴亚难民中，约有80%由于Covid-19疫情而
需要额外的支持 –一项研究表明，食物、水和住所是最紧迫的需求。
马来西亚的严格封锁措施导致普遍失业，特别是在临时工和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工人。



• 申命記 24: 14-15
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
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 ─ 因为他
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 ─ 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
归你了。

• 約伯記 36: 15 
神藉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朵

AGPC 第 77天 : 10月 2日

祷告:
1. 为他们在家乡的家人和安全免受病
毒感染代祷

2. 神保护他们免受外劳代理人和雇主
的欺骗和虐待。

3. 神赐与更多的事工在印度国民当中

坐在“嘛嘛”档，喝杯拉茶，是马来西亚文化的一部分。藉着“嘛嘛”档，从业务商谈到与
朋友谈天，让我们建立了生意网络和友谊。我们还遇到许多来自印度的移民。
马来西亚政府最近为遏制冠状病毒的传播，对来自不同移民拘留营的1，168名印度拘
留者释放了。他们全部被当地法院以涉嫌违反签证罪判处8至15个月不等。大部分是
持有旅游签证来到的印度国民，但是他们被持有假执照外劳代理人欺骗。



• 詩篇 41: 1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 。

• 詩篇 82: 3-4
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
施 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
的手 。

AGPC 第 78天 : 10月 3日

祷告:
1. 为他们在家乡的家人和安全免受病毒感

染代祷
2. 神保守他们免受外劳代理人和雇主的欺

骗。
3. 愿我们以神的恩典来协助他们
4. 他们能大胆的呼求反对不公正。

亚太难民权利网报告 (Asian Pacific Refugee Rights Network report) – 17/6/2020 
• 据报道，过去一个月，有6名缅甸无证移民在马来西亚自杀。由于封锁，这些移民都面
临着更多的经济困难。许多失业或找不到工作，因无法返回缅甸而苦恼。

• 马来西亚的无证工人更有可能在冠状病毒危机下失去工作，并避免冒险到外寻找食物或
医疗保健，因为害怕在打击非法外国工人时被捕。据缅甸大使馆一位官员说，在马来西
亚的55万多名缅甸移民中，有25万是无证工人，目前多达5万人正在为谋生而苦苦挣扎。



• 雅各書 2: 1
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
按着外貌待人。

• 約翰福音 17: 6-7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
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
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AGPC 第 79 天 : 10月 4日

祷告:
1. 愿居住在这里的他们有机会听到
福音

2. 愿他们与圣灵有个人的经历
3. 除去马来西亚人和中东人之间的
歧视

马来西亚的使命是欢迎更多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旅客，将自己定位为国际化的清真天
堂。2018年，近33,000名阿拉伯游客访问马来西亚，而前年为27,000人。
随着马来西亚继续将自己定位为穆斯林友好、清真天堂，预计阿拉伯游客人数将进
一步增加。许多中东餐馆在社区周围开业。除了游客，我们还看到很多来自阿拉伯
国家的学生在马来西亚学习。据估计，约有15000名中东人生活在马来西亚。



• 箴言 31: 9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辨屈。
• 路加福音 14: 13-14
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
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甚麽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
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AGPC 第 80天 : 10月 5日

祷告:
1. 他们将被从人口贩运中拯救出来
2. 他们会寻求神
3. 愿神的恩典临到地方教会来扶持
他们

到2011年，越南工作准证持有者人数略有增加，增至80,000至90.000人。 在后来扩展到建筑、内务、
农业和服务行业等等。然而，这些工作准证也被性贩卖者用来引诱越南妇女进入马来西亚妓院; 在
2014 年 1 月的一次突袭共救出 108 名受害者。成千上万的越南妇女移民到马来西亚，充满希望的
期待更光明的未来和更好的工资，但她们发现自己反而成为虐待、剥削和卖淫的受害者。据马来西
亚一些社会工作者说，贩卖越南妇女已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奴役。
一个年轻的受害者讲述了她的悲惨故事。她说 “我被迫从上午8点工作到晚上8点，有时一直工作到
午夜。有一天，我因疲劳而晕倒。我想回到我的房间，但我的雇主不让我。”与家人的分离是所有
外国工人面临的困难，无论是非技能工人还是专业人员。



• 申命记 24:14
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
你不可欺负他。

• 箴言 29:14
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

AGPC 第 81天 : 10月 6日

祷告
1. 悔改对斯里兰卡人造成的不公待遇。
2. 那些当权者将以公平和正直的态度处理
局势。

3. 教会将成为他们的声音。

这些事我们常在马来西亚听到对劳工待遇的故事：
• 刚开始工作仅仅4个月后,管理层立即解雇了33名斯里兰卡劳工.管理层从一开始就被指控违反
了雇用合同中的某些条款，而劳工最终决定提出投诉。但是，这种看似无害的行动导致劳工
完全没有准备好承受后果：一周之内将其遣返斯里兰卡！雇主认为劳工更像奴隶，比有权利
的工人少。他可以签订虚假协议，拿着工人的护照，然后随时开除他们，而且工人不应该抱
怨。（2015年）

• 九名斯里兰卡国民在槟城和吉隆坡一家出名的电影连锁店担任清洁工人，据称其雇主在过去
六个月内未支付工资，因此向警方提交了报告。（2020年）



• 诗篇71:4-5
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
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 ─耶和华啊，你是我所
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

• 撒木耳记上17:37
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
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
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AGPC 第 82天 : 10月 7日

祷告
1. 他们将认识基督。
2. 教会将具备智慧和策略来与他们互动。
3. 学生不会被诱骗。

马来西亚似乎清楚该国可能无法实现其到2020年达到20万所实现的目标的要求，因此呼吁其公
立和私立大学共同努力吸引国际学生。2014年底，马来西亚接待了约135,500名国际学生，他
们在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国际高中学习。据马来西亚《太阳日报》报道，这比2013年
增长了16.5％。马来西亚机构的最大派遣国是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印度，
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也门，斯里兰卡和利比亚。大多数的学生来自非基督教的国家



使徒行传17:26-27

26 他从一本造出
万族的人，住在全
地上，并且预先定
准他们的年限和所
住的疆界， 27 要
叫他们寻求神，或
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各人
不远。

第 83-96天



• 利未记 25:23-24
“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 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
回。

AGPC 第 83天: 10月 8日

祷告
1. 为苏丹和州政府祷告。
2. 被边缘化和压迫的人会遇到上帝
3. 教会将崛起来承担属灵的权炳

柔佛州新山市（Temenggong Daeng Ibrahim）的影响下，柔佛州苏丹
（Tanjung Puteri）成立于1855年。该地区于1862年命名为“柔佛州新
山”，并在苏丹国行政中心从直落布兰雅迁至那里后成为苏丹国的首都。
新山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占领。新山在战后成为马来民族主义的发
源地，并在1946年诞生了一个名为马来民族组织的政党。1963年马来西
亚成立后，新山（Johor Bahru）保留其州府地位，并于1994年被授予城
市地位

人口: 3.497 million (2013)



• 创世记26:12-14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
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
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

AGPC 第 84天: 10月 9日

祷告
1. 为苏丹和州政府祷告。
2. 土地将肥沃而繁荣。
3. 宣告吉打州和平，她的名字叫达鲁·阿
曼。

吉打州也以其尊贵的达鲁尔·阿曼（Darul Aman）或“和平住所”而闻名。
她也被称为“马来西亚饭碗”。吉打玻璃市的水稻平原占该国稻米供应量的
一半以上。这是一块绿境环绕的独特土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吉打州（与基兰丹一起）是日本入侵马来亚的第一部
分。日本人将吉打州归还给他们的泰国盟友，后者将其更名为塞布里
（Syburi），但在战争结束后又恢复了英国的统治。吉打州是1948年马来亚
联邦的新增成员。

人口: 2.072 million (2015)



• 申命记 8:7-10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
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
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
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
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AGPC 第 85天 : 10月 10日

祷告
1. 感谢所有为马来西亚付出生命的宣教
士。

2. 教会将继续在大门口守望。
3. 在土地上宣讲/宣告祝福

历史性州属“； （马来语：” Bandar Raya Bersejarah“）是位于马
来半岛南部地区的一个州。
马六甲在国际贸易路线上具有高度战略性的国家地位，曾经是东方闻
名的国际贸易中心。许多在马六甲锚定的商人，特别是来自阿拉伯，
中国和印度的商人在马六甲港口进行贸易，直到今天，马六甲已经留
下许多后裔和部落

人口 (2015)         872,900



耶利米书33:6
看哪！我必使这城的伤口痊愈康复，我必医治城中的
居民，并且使他们享有十分的平安和稳妥

使徒行传4:12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
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AGPC 第 86天 : 10月 11日

祷告
1. 有智慧的统治国家。
2. 从过去的伤口愈合。
3. 放弃敬拜偶像，寻求真理。
4. 教会将合而为一。

槟城（Penang）这个名字来现代马来文（Pulau Pinang），意为槟榔
棕榈树（Areca catechu）。槟州也被称为 ``东方明珠 ‘’和 ``Pulau
Pinang Pulau Mutiara‘’（槟城岛，珍珠岛）
槟城的历史是由英国殖民主义塑造的，与大部分其它州属不同，始于
178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吉打苏丹国收购槟城岛。

人口 (2018)     1,7800,000



• 以西结书 36:17
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
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
妇人那样污秽.
• 2 Timothy 2:21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
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AGPC 第 87天: 10月12日

祷告
1. 有智慧的统治国家。
2. 从污秽中洗净。
3. 弃绝敬拜偶像，寻求真理。
4. 种族之间的相互爱戴和尊重。

霹雳州的首府怡保（Ipoh）在历史上以锡矿开采而闻名，那里吸引了大
量中国移民者。采矿活动一直持续到金属价格下跌为止，从而严重影
响了该州的经济。
皇家首都仍然是霹雳苏丹宫殿所在的瓜拉·康萨尔（Kuala Kangsar）。
马来西亚霹雳州的Kinta谷历来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锡矿产区。

人口 (2018)     2,500,000



• 诗篇 103:6-7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申冤。7他使摩
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 创世记 13:4
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
名

AGPC 第 88天 : 10月13日

祷告
1. 原住民将受到保护，免受压迫和掠夺
土地

2. 祷告祭坛将被建立
3. 教会将被圣灵充满
4. 上帝的创造物将免受虐待

Pahang名以阿拉伯语敬语达鲁（Darul Makmur）（爪夷文:  راد
رومعملا , “安宁的住所").命名彭亨（Pahang Darul Makmur）。彭亨苏丹

的皇家首都和官方所在地位于北根。北根也是古老的州首府，其名意
思是“小镇”。该州的行政首都在英国干预期间在瓜拉立卑（Kuala 
Lipis）成立，并迁至关丹。半独立国家于1957年获得独立。

人口 (2015)     1,600,000



以佛所书6:10
你们要靠着主 ,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

申命记 26:9
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
们

AGPC 第 89天 : 10月14日

祷告
1. 种族之间的合一 (诗篇. 133).
2. 教会将在主的能力上坚强壮胆
3. 这个州属将被影响而繁荣

森美兰，这个名字被认为源自于米南佳保语言中的9个（森美兰）村庄
或nagari，他们最初来自西苏门答腊（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他们在
15世纪（1400年代）于马六甲苏丹国的保护下来到森美兰州定居。如
今，米南佳保的特色在传统建筑和马来语方言中仍然可见。米南佳保
的意思是“胜利的水牛”源自一个流行的传说，该传说源于邻国人民
与王子之间的领土纠纷。为避免争斗，当地人民提议为两个水牛
（kabau）战斗至死来以解决争端。森美兰州的统治者被称为严端
（Yang di-Pertuan Besar），而不是苏丹，与其它皇族统治的州属不
同。

人口 (2015)     1,100,000



• 历代志下 7:1
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
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 利未記 26:42
我就要记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
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记念这地。

AGPC 第 90天 : 10月 15日

祷告
1. 多元化中的和谐。(诗133)
2. 圣灵的火将降临他们当这州首府被称
为 -火（Api）

3. 神恢复1963年订立的盟约(MA36)。
4. 实践神的命定。（罗马书 1:20)

沙巴成为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创始成员之一 (成立于1963年9月16日) 并肩
与砂拉越, 和马来亚联邦 (马来西亚半岛或西马）。联邦遭到邻国印度
尼西亚（印尼）反对导致马印对抗超过三年。
亚庇（ Kota Kinabalu）也有其他旧名称。最受欢迎的是亚庇亚庇（Api-
Api）, 或简称亚庇（Api）, 这是马来语，意思是“火”. 然而，有人声
称亚庇实际上是以附近的亚庇河为命名的。在中文，这个城市仍然被称
为“亚庇”,这是客家话的发音亚庇 (简体; 繁体中文: 亞庇; 拼音: yà bì)。

人口 (2015)     1,100,000



• 诗篇 103:19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
• 约翰福音 7：37-38
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AGPC 第 91天: 10月 16日

祷告
1. 洁净祖宗先贤的奋斗和崇拜。
2. 复兴生命的活水流入全州各地。
3. 为当权在位者都敬畏神
4. 流离失所和被欺压的人 –诗 10:17-18

砂拉越的绰号是 “犀鸟之地” (Bumi Kenyalang). 这些鸟是达雅克人的重
要文化象征，代表了神的精神。人们也相信如果看到犀鸟在住宅上空
飞行，它将为当地社区带来好运。砂拉越的州首府是古晋。关于古晋
的命名来历有很多的理论。其中之一的理论实际上在中文意味着“Ku” 
(古-老）和 “Ching“ （井) 或 (古井)。在布鲁克行政管理期间，当时没
有水供，因水源性疾病很普遍。在1888年, 流行病爆发，后来被称为”
大霍乱流行病”如今位于重要市集的华人街的一口井，通过提供干净
的水来帮助抗击这种疾病。 人口(2019)     2,810,000

L



• 以赛亚书 62：4-5
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
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

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民：原文是子）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
新妇，你的 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 希伯来书 12：1-2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
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
成终的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
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AGPC 第 92天 : 10月 17日

祷告
1. 教会要专注于神，不要因环境而分心。
2. 为雪兰莪州宣告以赛亚书 62：4-5
3. 抵抗贪污和滥权
4. 纪念贫穷，寡妇，无夫无家可归的人。

雪兰莪州是马来西亚人口最多和发展最发达的州。在19世纪，由于开发
了锡的储备，雪兰莪州的经济蓬勃发展。采矿的活动在雪兰莪州不同的
地区进行：例如在安邦, 导致吉隆坡的增长。吉隆坡市是马来西亚的国家
首都和雪兰莪的州首府。 在1974年, 雪兰莪将吉隆坡移交给联邦政府。
雪兰莪苏丹在新联邦直辖区和雪兰莪的边界建立了牌楼，以纪念这座城
市的转移 ; 这个牌楼是雪兰莪牌楼（Kota Darul Ehsan）横跨在孟沙
(Bangsar)和八打灵再也(Petaling Jaya) 之间的一段联邦公路上。割让后，
州首府迁至莎阿南. 人口(2018)     6,448,000



• 罗马书 1:17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於信，
以致於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 创世记 9:13-16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记
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
不 ?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
我看见，就要记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
的永约。

AGPC 第 93天 : 10月 18日

祷告
1. 神在这片土地上的怜悯和恩典。
2. 圣灵来定内心的罪，公义和审判的来临。
3. 教会不断地健壮强大。
4. 为苏丹和州政府。

登嘉楼（Terengganu）以前的拼写是Trengganu或 Tringganu,是马来西亚联
邦的苏丹宪政州，该州还以阿拉伯语的敬语而闻名，Dāru l-Īmān (“信仰的
居所”). 有一个理论定义登嘉楼名称的起源因于马来语 “明亮的彩虹”
（bright rainbow）.
史迹石碑（Batu Bersurat）,是一个700年雕刻石碑宣告伊斯兰教为国教和
它也是爪夷文（Jawi）在东南亚马来穆斯林写作的最早证据。

人口 (2017)   1,210,000



• 约翰福音 12：46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 启示录 3：12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
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
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AGPC 第 94天 : 10月 19日

祷告
1. 神的光将照亮这土地
2. 教会有如盐和光随着社区地成长。
3. 为启示录3:12祷告

吉兰丹州是马来西亚的其中一州。她的州首府是哥打巴鲁（Kota Bharu）和她
的皇城是古邦阁亮 （Kubang Kerian）。 该州的荣誉名称是Darul Naim (爪夷:

“,میعنلاراد 幸福的居所”)。哥打巴鲁, 该名称在马来语中意为“新城市”或“新
城堡/堡垒”。
吉兰丹, 据说被翻译为“闪电之地”，是一个农业州，拥有绿色的稻田，质朴
的渔村 和木麻黄树的海滩。吉兰丹（Kelantan）是马来西亚一些最古老的考
古发现的所在地，包括几个史前土著居民区。吉兰丹是日本入侵马来亚期间
首次登陆的地方。

人口(2018)     2,001,000



• 启示录 21：24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

• 约翰福音 17：11-12
从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阿，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
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
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

AGPC 第 95天: 10月 20日

祷告
1. 神的光将照亮这土地。
2. 神的教会将强大。
3. 玻璃市的少数民族将不容忽视。
4. 当权者将敬畏神而统治。

玻璃市（Perlis）因其荣誉称号Perlis Indera Kayangan 而闻名。玻璃市是最
小的州， 统治者称为拉惹而非苏丹。玻璃市的首府是加央（Kangar）和她
的皇城是亚娄（Arau)。
玻璃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割讓給泰國以回報泰國和日本聯盟，在
日本投降後，玻璃市又回到英国的保護傘之下，並作為马来亚联邦，即之
後的马来亚联合邦的一部分獨立，並在1963年作為馬來亞參組马来西亚联
邦。 人口 (2019)     254,000



• 耶利米书2：13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
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 以赛亚书42：16
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
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

AGPC 第 96天 : 10月 21日

祷告
1. 为离弃神而悔改，会到耶稣，生命的真
正源泉

2. 为以赛亚书 42:16 祷告
3. 为以赛亚书 43:16-21 宣告

聯邦直轄區（Wilayah Persekutuan） 由吉隆玻 、布城、纳闽三個地區組成由聯
邦政府直接管轄。 吉隆坡作為馬來西亞首都，布城是聯邦政府的行政中心，納
閩是聯邦政府設立的离岸金融中心。
吉隆坡在马来语中意为“泥泞汇合”：kuala是两条河流汇合的地方，而 lumpur
则表示“泥浆”
布城在梵文中, “putra” (प#ु)表示 “王子“或 ”男孩”,和 “jaya” (जया)表示 “成功“或
”胜利".
纳闽源自马来语 labuhan意思是海港。 人口 (2018)     1,800,000



• 启示录7：9-12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
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
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
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
地，敬拜神，说：

“阿门！颂赞、荣耀、智慧、

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 以弗所书 5：19-21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

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AGPC 第 97-100天 : 10 月 22-25 日

让我们全心全意在这“100天禁食来享与
祂的同在”的最后时段，欣然感恩和赞美
我们的神

在这四天中，我们可能会如圣灵所带领以
下
1. 一起享用圣餐。
2. 感谢耶稣为我们顶死在十字架。
3. 感谢祂的所有奇妙作为。
4. 赞扬祂在为未来的日子所要成就的。
5. 感谢祂因祂是永在的神。
6. 跪拜和俯伏在祂的跟前。
7. 安静并等候祂。
8. 祝福和尊崇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