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WR Korea 북방선교방송 

서울특별시 관악구 양녕로 15, 월드빌딩 6층 

전화 (02)886-5671 / 이메일 phkorea@twrk.or.kr 

 

 

 

<기도 후원자의 편지> 

저는 '소망의 여인들' 기도 달력을 이렇게 활용하고 있습니

다. 

저희 가정은 매달 첫 주에 가정예배를 드리는데, 그때 가

족 네 명이 돌아가면서 기도 달력의 기도제목을 1일부터 

31일까지 순서대로 번갈아가면서 읽으며 기도합니다.  

그리고 개인 기도 시간 중 매주 화요일에는 북방선교방송

을 위해 기도하는데, 이 때 매주 열흘씩 나눠서 기도제목을 

읽으며 기도하고 있습니다.  

직장에 다니고 있어서 매번 참석할 수는 없지만 시간 형편

이 허락되는 대로 매월 첫 주 금요일에 있는 '소망의 여인

들' 기도 모임에 참여하려고 노력합니다. 함께 모여 기도하

면 혼자서 할 때보다 더 힘이 나고 은혜로운 것 같아요.  

또 직장 신우회 동료들에게 기도 달력을 나눠주고 있습니

다. 동료들은 기도 달력을 보며 아직도 전 세계에 이렇게 

힘들게 살아가고 있는 여성들이 많다는 것이 믿겨지지 않

는다고 합니다. 상대적으로 우리는 대한민국에서 여성으로

서 살아감을 감사하게 됩니다.  

- 안인숙 사모 

 

 

 

 
 

 

후원안내 

국민은행 851-01-0003-724 북방선교방송 

최초 입금 후 사무실로 연락주시기 바랍니다. 

 

为中国的祷告 

1. 新冠疫情的危机成为中国教会重整福音信仰，恢复

纯正生命的机会，充分担负起广传福音的使命。 

2. 在疫情的诸多挑战中，中国教会的牧者的领导力不

枯竭，不衰弱。充分担当起带领众信徒在危机中活出属

耶稣的生命。 

3. 求主看顾保守在韩国的中国人礼拜，使弟兄姐妹不

要因为疫情而软弱退后，感动我们更好地读经祷告亲近

神。 

4. 求主保守恢复线下礼拜的中国人礼拜不要出现任何

问题，看顾每一个参加礼拜的人都蒙神的恩典，也感动

韩国教会对留学生多一些关心和帮助。 

 

 

 

 

 通过手机 TWR360程序  

可以听到广播 

W omen of  Hope 节目  的  每月祷告题目是用 100 个语言翻译  

为了祷告题目大概 65,000 个人一起祷告。 

2020年 10月 

人口贩运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他将他们创建为不同的

人，并对每个人都有特殊的计划。性奴役和人口贩运等可

恶的罪行破坏了这些宝贵的生命，将招致上帝的愤怒。 
 

没有人应该拥有另一个人。没有人应该有权买卖他人。

让我们祈祷，人口贩运所造成的痛苦将结束。生活在这

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宝贵的。所有的创造都无法将我

们与上帝的爱与怜悯区分开，他的爱永不改变。 

 



请代祷 ... 

1. 主啊，请你赐下智慧给Hidden Treasures的工作小组，因

它将开发额外的内容来引导已经离开了卖淫职业的妇女们更

深层地与你同行。（箴2：6） 

2. 父啊，我们祈求透过耶稣基督的大能，那些参与人口贩卖

的人能够得到基督的救赎和转化。（赛56：1） 

3. 父啊，请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发生在我们周围的

人口贩卖，请你赐给我们声量和勇气来参与，并帮助结束这

种恶行。 

4. 主啊， 愿罗马尼亚的难民免受人口贩卖和奴役。触动基督

徒的心，使他们愿意伸出友谊和爱的邀请。（罗12：10） 

5. 我们为印度尼西亚的贫穷人提供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祷告。

愿这些贫穷的家庭停止将女儿送往国外成为非法民工，这往

往导致她们被贩卖。（诗144：11） 

6. 父啊，请引领逃离朝鲜的妇女到安全的地方，而不是被经

纪人欺骗，被卖入妓院。（出19：4） 

7. 主啊，我们祈求中国当局能积极参与停止人口贩卖，并将

所有肇事者绳之以法。请帮助受害者能从奴役他们的人那里

逃脱出来。 

8. 上帝啊，我们为乌克兰的去23万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祷告，

他们被引诱从事高"利润"的工作，护照却被没收，被迫无薪工

作并活在恐惧之中。（诗31：2） 

9. 主啊，谢谢你，Hidden Treasures正以许多新的语言被翻

译开来。请你使用这个工具帮助卖淫的妇女们知道她们是可

以拥有盼望和未来的。 

10. 父啊，请保守波兰的孩子们不遭到拐带或被贩卖。“且为

我的百姓拈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珥3：3） 

11. 上帝啊，请拯救在尼泊尔没有受到教育的孩子们，他们被

卖为家奴，被劫持者折磨。（诗25：20） 

12. 主啊，请让当局、社会组织和教会警告年轻人有关人口

贩卖的阴谋。愿那些被奴役的人能够重获自由并得到疗愈。

（耶17：14） 

13. 父啊，我们为年轻的印度女孩祷告，请你使她们得到家

里的重视和保护，并保守他们不会被迫结婚或通过经纪人被

卖出去。 

14. 我们为遭受被贩卖、奴役和强迫婚姻的受害者来祷告，

这些磨难延续至今，成为了南非某些传统或宗教的一部分。

父啊，求你改变这些领袖的心，也求你让这些女孩有逃脱的

方法。（诗34：22） 

15. 我们为被人利用成为运毒 “工具”或性奴的年轻、无辜的

女孩祷告，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参与了什么。这一般发生在

女孩被强奸之后，恐惧防止她们向别人发出求救信号。（诗

44：26） 

16. 主啊，请你让印度尼西亚的父母能珍惜自己的女儿们，

并且不要鼓励她们以卖淫的方式来脱离贫穷。 

17. 上帝啊，请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意识到在自己的工作场

所和教会中被贩卖的受害者。求神给我们爱心，愿意仔细聆

听，并有圣灵引导我们展现关怀，帮助她们重获自由。 

18. 赞美上帝，芬兰的代祷者透过TWR的国家合作伙伴

Sansa支持了Hidden Treasures的印地语和俄语制作。该节目

已经有九种语言版本，成为帮助性贩卖受害者的工具。 

19. 我们为控制他人的人口贩卖 “主导人” 来祷告。父啊，请帮

助他们看到自己的恶行，并叫他们悔改。只有你有智慧改变人

心，他们的灵性混乱，并麻木地遵循传统或宗教上的误导。 

20. 请为韩国祷告，它能按照国际标准来正确制定人口贩卖

法。主啊，保守那些身心有残疾的人，使他们不会受到性剥

削或成为强迫性的劳工。（诗43：1） 

21. 主啊，我们祈求你结束在阿尔巴尼亚的人口贩卖活动。

这个国家是遭受强迫劳动和性贩卖的男、女和孩童的来源、

过境国和目的地，特别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诗82：4） 

22. 主啊，请赐给基督徒极大的动力和恩典来帮助被贩卖的

妇女。基督徒经常批判这些女性，使她们很难接受新的生活

方式。 

23. 父啊，我们祈求你结束整个在法国的现代奴隶贸易，这

包括了性剥削、家奴、血汗工厂的工人和被迫做小偷的未成

年人，他们都是用来支援犯罪组织的。（箴14：31） 

24 祈求主帮助在德国从事卖淫活动的妇女能够在政府的援助

下和 “智慧的妇人”的Hidden Treasures系列的敬虔引导下逃

脱出这个行业。 

25. 祈求主帮助利比里亚的父母们懂得如何保护子女的安全，

他们不会将孩子们交给那些承诺为孩子们提供教育的人。因

为其中有许多儿童都被卖入人口贩卖的行业中。 

26. 父啊，请睁开保加利亚人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到人口

贩卖的问题。也期望对民众所作出的宣传运动、就业机会和

其他预防活动能成为保护这些潜在受害者的工具，避免这些

危及生命的错误。（箴2：12） 

27. 主啊，我们为科特迪瓦所有遭受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祷告，祈

求他们能恢复他们的尊严，使他们重新发掘生为妇女的喜悦。 

28. 主啊，我们祈求你帮忙法国的商业性交易中的1万8千名妇女

重获得自由，他们其中有许多人被迫卖淫的。（诗143：9） 

29. 父啊，请你帮助在法国被奴役的外国人重获自由，他们

被迫乞讨钱财，他们经常利用孩童搏得人们的可怜。如果他

们没有乞得足够的款项就会被老板殴打。（诗9：9） 

30. 主啊，谢谢你，乌拉圭的基督徒正为移民提供食物和衣

服, 帮助他们。叫这些求职者能够脱离邪恶人的手，不要将他

们引入人口贩卖当中。 

31. 主啊，请拯救那嫁给邪恶人的尼泊尔女孩，她们婚后被

卖，成为妓女。（诗1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