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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而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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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二十年裡，有數百萬彌賽亞耶穌的信徒

在齋戒月為穆斯林禱告。耶穌命令祂的門

徒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過

去二、三十年間，神在穆斯林世界的工作是明顯

可見的。近年來，數百萬穆斯林認識了永活的彌

賽亞。向穆斯林傳福音的方法倍增，並且越來越

多曾經是穆斯林的人在帶頭做這些工作。我們再

次邀請您參加這個全球性的三十天禱告事工，一

起見證神的王國降臨穆斯林世界。在神沒有難成

的事，但我們真的相信祂嗎？

「30天」禱告運動起源於1992年，由幾位基
督徒領袖在中東開會時所發起。這幾位參與跨國

運動的信徒，強烈地感受到神的心意，希望盡可

能呼召更多的基督徒一起為穆斯林世界禱告，因

而產生了這個禱告運動，並且配合在伊斯蘭曆法

的齋戒月中舉行（2012年為7月20日到8月18
日）。訂於齋戒月的原因至少有兩個：（1）讓基
督徒在一年之中有一段固定時間與穆斯林同行，

（2）在這段穆斯林一年中最虔誠的日子裡，我們
祈禱神以大能介入他們的生命中。請注意：在齋

戒月禱告，並不表示我們遵行穆斯林的禁食和禱告。

作為耶穌的門徒，我們在許多方面和伊斯蘭的想法、

教義和實踐方式都不同，「30天」禱告運動強調的是神
對穆斯林的愛。我們鼓勵所有彌賽亞的信徒對穆斯林

培養出謙卑、愛、尊重和服事的心。

編輯團敬上

人非有信，不

能討神喜悅。

我們願意相信

神會將救恩帶

給穆斯林世界

嗎？

在過去30年
裡，全世界

有數百萬穆

斯林相信了

永活的彌賽

亞。

在伊朗第二大城伊斯法罕（350萬人口），
人們於週五拜禱前半小時前往清真寺聚集的情形。編者的話―

愛穆斯林，從禱告開始

參第8～9頁：「認識伊斯蘭」 
參考我們的網頁：www.30-day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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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多年前，神對亞伯拉罕和他的

後裔所做的承諾，奠定了神今天

在地上工作的基礎。神告訴亞伯拉罕：

「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

你聽從了我的話。」（創二十二18）
神對以撒說：「我要加增你的後裔，

像天上的星那樣多，又要將這些地都

賜給你的後裔。並且地上萬國必因你

的後裔得福。」（創二十六4）
神對雅各（以色列）說：「你的後裔

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

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

得福。」（創二十八14）
「基督……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

詛；……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
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

得著所應許的聖靈。……所應許的原

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加三

13～14、16a）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

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加三29）
穆斯林普遍認為，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和以實瑪利是他們宗教信仰

裡的重要人物，然而沒有幾個穆斯林

對其中任何一個人有什麼瞭解。古蘭

經和有關穆罕默德的典籍裡，很少提

到神對這些族長們的應許，也很少提

到他們生命中的故事。大多數穆斯林

並不知道，以上提到的遠古應許都在

彌賽亞耶穌身上實現了。

很多基督徒已忘記了神要祝福地上

萬民的心願，反讓自己被對穆斯林的恐

懼或偏見所支配。要克服這些攔阻，我

們就必須為懼怕而悔改，向神求信心，

肯定神對所有人的慈愛。還必須為自己

的冷漠而悔改，向神求盼望，就是祂對

穆斯林世界的盼望；並為我們缺乏愛而

悔改，求祂的愛能使我們投入到耶穌所

應許的多種族、多文化和公義的國度裡

（太六10和彼後三13）。
「願神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用臉

光照我們，好叫世界得知祢的道路，

萬國得知祢的救恩。神啊，願列邦稱

讚祢！願萬民都稱讚祢！」（詩六十七

1～3）

「我要加增

你的後裔，

像天上的星

那樣多……

並且地上萬

國必因你的

後裔得福。」

相信神遠古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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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跟隨者的挑戰

像耶穌那樣愛穆斯林

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關係常常帶著衝突、恐懼，並缺乏愛，這種

生活態度與耶穌給門徒的教導相反。作為祂的追隨者，我們蒙

祂應許賜給我們愛的能力，驅逐一切恐懼，也受命去愛我們的

鄰舍，甚至敵人。「堅韌的愛」運動鼓勵耶穌的門徒作以下的許

諾，決心效法並順從耶穌：

我要為心中對穆斯林的一切恨意認罪，並且追求愛他們的心。

我要為穆斯林禱告，求神祝福他們，使他們能經歷神的平安。

我要在未來一年內，至少對一位穆斯林行一件善事。

我會懷著尊重的心與穆斯林分享關於基督的福音。

我不散布對穆斯林帶偏見的信息，且使我的話語充滿恩典。

我要以愛、真理和善行為武裝，為這個運動而戰。

像耶穌一樣愛人愛到底。

為此而戰，改變世界。

宣誓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外，請上網站www.radicallovenow.com宣誓簽名，並邀請十位朋友
參與。網上還有幾種不同語言的翻譯，包括印尼文、法文、韓文、阿

拉伯文、葡萄牙文。請參與該運動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
radicallovenow

耶穌曾行在我們中間，充滿恩典和真理。 
我有效法祂的榜樣嗎？ 
我現在與祂同行嗎？ 
我是否充滿恩典和真理？

我有與那葡萄樹相連嗎？

上方： 加利利海和伯珊谷地。耶穌因順從天父，曾
行走過這些地方。

左方：今日的拿撒勒。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仁愛、喜樂、

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這樣

的事沒有律法禁

止。（加五22～23）

祂曾行在我們中間…… 
今天祂仍然行在我們中間。

「堅韌的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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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的幾週，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禱告

和禁食。有時候，神可能只要你花五分

鐘的時間禱告，但有時候你會受引導作更長

時間的禱告。齋戒月期間，教會可以在聚會

時使用這本手冊作特殊禱告，你也可以在與

神獨處時使用。很多小組特別選擇「能力之

夜」（穆斯林的一段特殊禱告時間，參考本手

冊第26天）舉辦禱告會。我們鼓勵你用創新
的方法，盡可能邀請多人參與其中，耶穌特

別祝福那些聚在一起同心禱告的基督徒（太

十八20）。
在禱告中請儘量使用聖經經文，我們在整

本冊子裡引用了許多的參考經文。最好先默

想這些經文，然後禱告時在神面前宣告出

來，求祂啟發你。這樣做能建立你的信心，

神會給你新的領悟，好按祂的話語禱告。

在這 30天期間，你可以在教會、青年團
契、查經小組或兒童小組裡，組織每週或兩

週一次的聚會；特別邀請其他人一起用餐，

用當天的禱告題目作話題；甚至可以就其中

一個社會文化，儘量收集相關的資料，如食

物、衣著和音樂等。

在小組裡，每次禱告最好專注在一個主題

上，而不是常常轉換主題。每個人都應該等

其他人為當前的內容禱告完了，然後才轉至

另一個主題（林前十四40）。神是創造的神，
祂按祂的樣式造人，因此當我們尋求祂的時

候，也會有創新的點子和禱告（羅八26）。

如何使用這本手冊

憑信心向神求，

祂是守約的神。

如何使用這本手冊1433年齋戒月

齋戒月的日期是按照伊斯蘭

曆法而定的，伊曆一年有

354日，因此每年的齋戒月會在
公曆中推前 11天，以每 33個公
曆年為一循環，行經各種節期。

2012年的齋戒月約在 7月 20日
至 8月 18日，不同國家可能會有
少許差異。齋戒期的起始是以看

到新月為標準。如欲得到更多資

料，請參考伊斯蘭網站：www.
moonsighting.com。由於伊曆的
變化特性，2012年的禱告手冊實
際上是第 21版。30 天禱告手冊
從 1993年 3月創刊以來，已經走
過了二十一個伊斯蘭年。根據伊

曆，公元2012年是伊斯蘭陰曆的
1433年。注意：伊斯蘭教並不崇
拜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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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0th  / Day 1
但是，身為信徒，我們應該怎樣面對呢？

我們在批評伊斯蘭及穆斯林的同時，須記住我們自己也是

人。很可能我們在生活、價值觀、意見及思想的各方面，都

有別人可以批評之處。有時候，批評是有其建設性，但批評

也反映出人心中缺乏愛。假若我們心中缺乏愛，我們便需要

悔改了。

讓我們誠實地面對神。毫無疑問，神愛各種民族及各種文

化的人，祂願有一天萬族都聚集在祂的寶座前：「因為祢曾

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

叫他們歸於神。」（啟五9）願神幫助我們，使我們的心能
持守神的價值觀。

光能驅逐黑暗。就連一枝細小的火柴也可以照亮一間大房

間。假如幾枝蠟燭一起燃燒，房間就更光亮。黑暗與邪惡是

不能戰勝光明的，只需輕輕按一下電開關，就能令房間充滿

光明，我們準備好要使房間充滿光明嗎？

信心可以戰勝恐懼。一點信心就可以挪移一座大山。我們

要相信神能改變整個穆斯林世界。數以百萬計的穆斯林將會

明白神的赦罪及耶穌基督裡的新生命。我們要相信神做得到。

憑信心向神求，

祂是守約的神。

從今天起，全球的信徒可以重新

選擇，我們是要信靠神，還是

繼續落在恐懼中？是憑信心行事，

還是恐懼度日？伊斯蘭激進分子曾

威嚇了許多人，令信徒及非信徒都

對伊斯蘭心存懼怕。不可否認，少

數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的自殺式襲

擊及其戰士，已成功地在人心中造

成恐懼，連許多穆斯林也很害怕。

很多穆斯林一生都活在懼怕死亡的

陰影下。懼怕及偏見很容易令人們

討厭任何與伊斯蘭有關的事，有些

信徒甚至隨意批評他們。

禱告及行動回應：

在信、望、愛

中禱告，

必能戰勝恐懼。閱讀下一頁的見證以激勵你自己。神正在穆斯林世界工作， ▼

祂能穿透一切帕子進入人心。 

為你自己禱告。你懼怕伊斯蘭教嗎？你懼怕穆斯林嗎？我們 ▼

要容許恐懼綑綁我們嗎？你喜歡批評人嗎？你要降服於神之

下，讓衪的愛澆灌你的心，在神及衪的光中常存喜樂。 

為你的家人及教會作同樣地禱告。  ▼

7月20日／第1天

化恐懼為信心

要相信神能改變整個穆斯林世界。數以百萬計的穆斯林將會

明白神的赦罪及耶穌基督裡的新生命。我們要相信神做得到。

閱讀下一頁的見證以激勵你自己。神正在穆斯林世界工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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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禱告前，讓我們細讀和默想這首詩，這首由歸信彌賽亞的一位沙特

阿拉伯婦女所寫的詩。細想我們與神的關係是否有同樣的深度和美

麗，細想我們所認識的主是否像詩中所描述的一樣？

我從遠處凝望祂的光芒，

自群山和地平線後昇起；

如晨曦初現，令人喜悅，

照亮我漆黑的靈。

我靈失喪無望，不知安息，

祂輕撫我心，如微風吹拂，

又如山間散發的香氣，輕拂著我……

祂居住我心深處，穩妥地，

以純潔和生命充滿我。

祂──主耶穌──柔和慈悲的主耶穌，

是我喜樂的泉源，靈魂的錨。

初次相遇，我就戀慕祂，融化在熱愛中，

念及祂亙古的愛，我豈能不如此！ 

來自沙特阿拉伯的一首詩

《祂居住我心深處》

如同全球各地一樣，摩洛哥也面對性別及婚姻

的問題。然而，摩洛哥的「小女傭」卻面對

特別困難的挑戰。

摩洛哥的未婚媽媽大多來自鄉下，她們貧窮又

是文盲，在別人家裡當女傭，有的從七歲就開始

工作。她們的父母囿於經濟困難，不得已將女兒

賣作奴僕。這些女孩每天花很長時間為富裕的摩

洛哥家庭煮食和清潔，換得微薄的金錢，然後被

父親拿走。多年後，女孩遇上對她們和善，願意

娶她們的男人，就會與他們發生性關係；也有無

數的女孩因被視為男主人的「財產」而被強姦。

懷孕的女孩最終淪落街頭，甚至遭遇更慘。約有

半數未婚懷孕的婦女表明曾有人說要娶她們，至

於其他未婚懷孕的主要原因則是賣淫（14%）、強
姦和亂倫（7%）。
在摩洛哥，婚外性行為是文化中最大的禁忌。

因此，女子新婚時必須是處女，且要有貞潔的

「證明」，否則會為家庭帶來莫大的恥辱。故此，

未婚媽媽會被排斥、騷擾，甚至受到家人的死亡

威嚇。雖然「為榮譽而殺人」在摩洛哥是非法行

為，且不常見，但仍然會發生，特別是在鄉下地

方。此外，年輕女孩獨立生活極為少見，她們極

難找到工作養活自己及孩子。有的淪為妓女，還

7月21日／第2天

未婚單親媽媽
摩洛哥婦女所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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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薩斯地區（Alsace）外來移民百分率（非實際人數）占
法國的第三高，且不少移民已成為法國公民，其中有許

多是穆斯林。阿爾薩斯地區的東邊與德國接壤，估計現在約有

十二萬穆斯林居於此地區，尤以米盧斯和史特拉斯堡的穆斯林

最多。米盧斯的居民每四個人中便有一個信奉伊斯蘭教，而每

五個外來移民中便有一個是土耳其人。阿爾薩斯的穆斯林社區

發展成熟，他們過去臨時搭建的清真寺已變為頗具規模的伊斯

蘭中心。不少原教旨主義者對穆斯林群體深具影響力。

基督教事工在該地區則顯得微不足道，雖然當地信徒的數目

並不少。透過他們的見證，部分穆斯林轉信彌賽亞。有些人參

加了「綠洲小組」，這個小組將文化特色融入基督信仰中。

以下是一個來自阿爾薩斯的見證：我出身於一個平凡的阿爾

及利亞穆斯林家庭。我在家鄉初次讀到聖經，特別被約翰福音

三章16節所感動，明白神就是愛。我在法國留學期間，遇見
一位摩洛哥信徒，他帶領我參加「綠洲小組」，小組內信徒的

見證使我悔改，幫助我靠近主耶穌。受洗後，我在本地的教會

中開始新生活。神帶領我走過許多困難，使我在彌賽亞裡的生

命變得豐盛。

禱告事項：

7月22日／第3天

法國阿爾薩斯的穆斯林

求主在穆斯林群體中開路，並且基督徒的見證帶有美好的文 ▼

化特色。

求主保守以若干市區青年為目標的各項事工大有果效。 ▼

約有三萬名未聞福音的土耳其人居於阿爾薩斯，求主憐憫。  ▼

有百分之四十的未婚媽媽

為避免受社會排斥而棄

嬰，甚至置於垃圾堆中。

一位婦女曾說：「若我丟

棄了孩子，將必然過著行

屍走肉的生活─雖然活

著，內心已死。」未婚媽

媽可能會被控以通姦的罪

名，處以六個月的徒刑

（這種刑罰不常執行）。不

少人因害怕被起訴，產後

尚未得到適當的醫護，就

立即離開醫院。

一些摩洛哥的基督徒十

分關注單親媽媽的需要，

協助她們照顧嬰孩及找工

作。

禱告事項：

求主更新此地為父者的觀念，使父親珍惜女兒多於家族 ▼

名譽。

求主祝福單親媽媽，使她們有勇氣面對社會的指責和誤解。 ▼

為這些媽媽們禱告，使她們知道有一位慈愛的神會饒恕及 ▼

看顧人，並相信祂是「孤兒寡婦的保護者」（詩六十八5）。

求主更新此地為父者的觀念，使父親珍惜女兒多於家族

求主祝福單親媽媽，使她們有勇氣面對社會的指責和誤解。

為這些媽媽們禱告，使她們知道有一位慈愛的神會饒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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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清楚穆罕默德的生平，是不可能

認識伊斯蘭的。穆斯林尊稱穆罕默

德為最後且最偉大的先知。在伊斯蘭教

裡，他被視為「典範」。穆斯林不可以視

他為神，或膜拜他，但論及人的行為舉止

時，他則成了所有穆斯林的模範。為了防

止人拜偶像，人們不可以有他的圖片。

認識伊斯蘭

年少期的穆罕默德：這位伊斯蘭先知在公元

570年生於沙特阿拉伯的麥加，屬於強大的古
拉實部族的哈希姆家族。在他那時代，阿拉伯

地區盛行拜外邦偶像。麥加估計有三百六十個

男神及女神受人膜拜，成為該地區拜偶像的中

心。穆斯林歷史學家指出，穆罕默德在孩提時

期就憎惡拜偶像之事，並過著道德純淨的生活。

初受啟示：穆斯林說，公元610年穆罕默德
四十歲時，領受了來自天使長加百列（阿拉伯

文是 Jibrail*）的啟示和指引，後來這些啟示
成為古蘭經的基礎。起初穆罕默德曾懷疑自己

先知的身分，但最終仍宣稱他的啟示來自至高

神，是最終又是超越一切的信息。他禁止拜偶

像，並先在麥迪那、後在麥加訂立司法和宗教

法則。公元632年逝於麥迪那。
與猶太人和基督徒的關係：穆罕默德一生中

曾遇到許多自稱是基督徒的人，他也從住在

麥加及麥迪那的猶太人學得許多宗教思想和

傳統。因猶太人不接納他先知的身分而引起嚴

重的衝突。猶太人與基督教的觀念、禮節和歷

史，在古蘭經中亦有記載，但通常遭到扭曲。

穆罕默德的生平

這是天房克而白，

位於麥加城的大清真寺內，

全球虔誠的穆斯林祈禱時均面朝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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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故事中的神與人

光明山（Jabal an-Nour）
是沙特阿拉伯境內，靠近

麥加的一座山。近山頂處

有希拉山洞，據說這就是

穆罕默德第一次透過天使

加百列（吉卜利里）領受

古蘭經的啟示之處。

以下是普遍為穆斯林所知的神與人的故事，它來

自古蘭經及聖訓（穆罕默德所教導或關於他的

傳統，成為穆斯林日常生活的規範），但不同的穆

斯林社群有不同的傳統。

遠古時期：神創造萬物，包括亞當和夏娃。神將

這第一對夫婦安置在天堂，他們犯罪後被神扔到地

球，在沙特阿拉伯麥加地區住了一段時間。亞當在

此建立第一座神的居所──「天房」（克而白），並

奉行早期的伊斯蘭教。在挪亞（努哈）洪水之後，

亞伯拉罕和以實瑪利重建天房。

古代先知：古蘭經和伊斯蘭傳統都提到幾位先

知，他們宣揚伊斯蘭早期的宗教律例。但是一般的

故事都極模糊，並且沒有歷史根源。以下是伊斯蘭

所提及的先知：亞當、挪亞（伊斯蘭稱努哈）、亞

伯拉罕（伊布拉欣）、羅得、以撒（伊斯哈格）、以

實瑪利、雅各（葉爾孤白）、約伯（安優卜）、約

瑟（優素夫）、摩西（穆撒）、撒母耳、大衛（達

伍德）、所羅門（素萊曼）、以利沙（阿也沙）、約

拿（優努司）、浩德、沙里、但以理、約翰（葉哈

雅）、耶穌（爾撒）及其他。

伊斯蘭對耶穌（爾撒）的理解：彌賽亞耶穌（爾

撒）由馬利亞（麥爾彥）奇蹟地誕生下來。他向猶

太人傳揚早期的伊斯蘭教。耶穌是一位好先知，未

經死亡或從死裡復活就被提到天堂。他的門徒猶大

因背叛神而代替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神把猶大的面

貌變為耶穌的像貌，以致耶穌沒有受苦。

穆罕默德的生平（公元570～632年）：穆罕默德
的一生及其先知事蹟主要發生在沙特阿拉伯的麥加

及麥迪那。（請參閱前頁）

公元七世紀至今：伊斯蘭教藉著貿易、傳教及聖

戰傳播到世界各地。伊斯蘭法律、穆罕默德的典

範、傳統及伊斯蘭的法學，支配著穆斯林的行為和

價值觀。

伊斯蘭對未來的觀點：耶穌（爾撒）將會再來，

並在全球建立伊斯蘭教。耶穌和馬赫迪（導師）將

勝過一位敵基督者Al-Dajjal，並在全地建立伊斯蘭
教。耶穌會結婚生子、死後葬於沙特阿拉伯的麥迪

那。之後，死人要復活、有最後審判，以及天堂與

地獄的獎懲。

註：伊斯蘭的神（安拉）是獨一的（沒有三一神）。雖

然阿拉伯基督徒使用安拉稱呼聖經中的神，但伊斯蘭教

和基督教的神觀大相逕庭。伊斯蘭教認為人不是按神的

形像被造。雖然穆斯林認為耶穌是彌賽亞並承認祂奇蹟

的降生，但不承認祂的神性，也不理解「彌賽亞」的真

義，他們不知道彌賽亞就是神所膏立的君王。



10

我嫁給了穆斯林

為你所處的城市、地區、國家中，或你所認識的、處於上述 ▼

類似處境的人代禱。

面對上述處境的人，需要與一個能了解並支持他們的教會有 ▼
良好的聯繫。

為教養孩童的事代禱，求神賜下合一、智慧及洞察力。 ▼

與非信徒結婚的基督徒需要對神的愛有深刻的認識，基督徒 ▼

需要有勇氣相信神對其配偶的拯救。 

為他們對未來的恐懼禱告。對與穆斯林結婚的基督徒來說， ▼

未來不明朗的境況尤其可怕。求神加添他們信心。

禱告事項：

在一些伊斯蘭文化中，準備結婚的女性

會用植物染料作手部彩繪，使她們更美

麗，且為她們帶來好運。

7月23日／第4天

縱然知道我們是不同的……

每天醒來時，丈夫躺在我

身旁，他是穆斯林，我

是基督徒。我們決定結婚時，

兩人都沒有實踐各自的信仰，

所以很容易就決定結婚。實際

上，我們的信仰在許多方面看

來頗相似，而且我丈夫也說服

我，這是兩個相似的信仰。

即使我知道我嫁給了一個穆

斯林，但當結婚一年後，他決

定恢復伊斯蘭宗教活動時，仍

使我大吃一驚。這完全攪亂我

們夫妻間的關係，因為我倆

都是掛名的信徒。我對他的改

變感到憤怒，越來越憎恨他的

宗教，覺得他的宗教搶走了愛

護我的丈夫，使他變成另一個

人，專注在規則、條例及無情

的儀式。我們之間的愛情急轉

直下。

諷刺地，他突發的宗教熱

情驅使我回到我的根源─

我與主耶穌的關係。我來自一

個基督教家庭，在主日學、讀

經營，甚至聖經學院中長大，

我曾經是教會的領袖及榜樣。

我出了什麼問題？就是……驕

傲。我曾經堅決反對與非信徒

結婚，從沒有想到這種事會發

生在自己身上。但在某些情況

下，我們卻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最近我常想，當丈夫要女兒

以伊斯蘭的方式祈禱，我要怎

麼辦呢？現在雖還未發生，我

卻擔心將來會發生，我不想我

的女兒稱穆罕默德是先知，或

者否定耶穌的神性。我不住地

為丈夫禱告，希望在問題發生

前，丈夫能認識耶穌。

我發現以下的經文（彼前三

1～2）對我有幫助。神是信實
的，世界上或有許多夫婦在婚姻

／家庭中，正經歷類似的困難，

這對他們來說都不是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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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發生的事件，顯然是埃及
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埃及民眾藉

大規模和平示威活動，迫使執政三十年的

總統穆巴拉克辭職。「抬起頭吧，你是埃

及人！」這是事情成功之後，民眾在開羅

解放廣場吶喊歡呼的口號。這事件是否

真的能以革命之名留存歷史，還要拭目

以待。但埃及所面對的挑戰艱鉅，在將

近8,500萬人口中，超過半數的人年齡在
二十五歲以下，他們渴望有受教育和工

作的機會，而每年人口增長率持續高達

1.3%。通貨膨脹嚴重，收入增長緩慢，失
業率約15%，超過一半人口是文盲。
早於主後第一世紀，埃及已受基督信仰

薰陶。可惜，自七世紀開始，伊斯蘭影響

力遽增。埃及有1,084萬名基督徒，是中
東地區最大的基督徒弱勢社群，他們在公

共及政治生活各方面受到歧視。在政府部

門、學術機構和軍事上均難以登上高位，

而穆斯林群體的就業機會較為優勢。宗教

活動只容許在教會建築物範圍內舉行，新

教會的註冊、維修和興建極難獲准。社會

越來越伊斯蘭化，為基督徒帶來很多憂

慮。面對種種挑戰，基督徒普遍作出以下

回應：

轉教：每年大約有一萬至兩萬名平信徒轉

向伊斯蘭教，多數基於經濟或婚姻因素。

移民：許多人憂慮兒女的前景而移民西

方，大大削弱本地基督徒力量。

孤立：基督徒從埃及社群中抽離，只與基

督徒交往，儘量避免與穆斯林接觸。

傳道：也有越來越多基督徒醒覺對穆斯林

群體的責任，數百位工人已接受跨文化事

工訓練，到埃及境內外的非基督徒中服

事，有些人則在鄰國服事。

7月24日／第5天

「抬起頭吧，你是埃及人！」
「阿拉伯之春」延續……

為基督教衛星電視能大大鼓勵埃及信徒 ▼

而感恩，願透過互聯網、廣播電台及衛

星電視的教導和福音節目多結果子。

為埃及國內每年舉行大大小小的祈禱會 ▼

感恩，願埃及信眾明白訓練及差派信徒

到福音禾場的責任，並有所行動，願意

被差遣去服事國內外的穆斯林（徒九

10～17）。

願埃及信徒採用有效且合乎聖經的方 ▼

法，參與社會及政治生活（仿效約瑟和

但以理的榜樣）。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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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逝於公元 6 3 2
年，僅僅一百五十年

後，伊斯蘭教就藉軍隊、商

人，以及蘇非派信徒傳入了印

度半島。穆斯林帝國的統治長

達七百年之久，直到被英國人

統治及國家獨立為止。今天印

度穆斯林超過1.45億人。
安薩里人（Ansari）是世界

上最大未得之民之一，人口

約1,600萬，是印度最大的穆

斯林群體（約1,000萬人）之
一。他們大多住在印度的北方

邦（Uttar Pradesh），多數講
烏爾都語，其他的通用語言包

括：波倍利語、孟加拉語、泰

盧固語及古吉拉特語。

安薩里人差不多百分百為遜

尼派穆斯林，信仰裡混雜了

其他信仰，稱為「民間伊斯

蘭」。他們常去拜穆斯林聖人

的墓地，相信他們能在人與

「安拉」之間傳話。許多人用

布包裹古蘭經經文，做成護身

符，繫在脖子或腰間。他們相

信這些護身符可以避邪及除去

咒詛。

傳統上，安薩里人是絲質紗

麗紡織及織布工人。由於經濟

窘迫，很多人還要從事其他的

手工藝，例如銅器及木工藝；

有些人放棄原來的工匠生意，

從事農耕或小買賣。織布工人

禱告事項：

7月25日／第6天

印度的安薩里人  
需要與創造主相遇的工匠

求神差遣更多事奉者，尤其 ▼

是印度人，能帶著神的愛向

穆斯林鄰舍傳福音。 

祈求在絲織品行業中有公 ▼

義、有更多賺取收入的機

會，使負債的安薩里人脫離

貧窮。

祈求教育機會，尤其是女孩。 ▼

祈求從死亡和詭詐的陰霾中 ▼

得自由。

祈求彰顯耶穌，就是那位能 ▼

讓他們得自由的神！

大多替信奉印度教的商人工

作，或聽從他們的命令，從他

們那裡得到預付款項及材料。

工人每天辛苦工作十二小時，

薪酬微薄，家庭經常負債。兒

童常常輟學去學習織布技術，

所以識字率非常低，婦女尤甚。

織布工人中間常發生自殺、

餓死及慢性病流行。危害健康

的情況，包括惡劣的工作環境

（缺乏環境衛生、飲水及新鮮空

氣）、肺部及皮膚疾病，以及眼

疾。此外，其他問題還涉及衛

生和環境惡劣，估計印度有八

成的健康問題及三分之一的死

亡是源自於水傳染的疾病。

撒但嘗試藉著拒絕、不公

義、貧窮及死亡摧毀安薩里人

的家庭，但神正謀求方法全

力拯救他們。在他們中間已經

有一些零散的福音工作，過去

兩年在安薩里穆斯林中成立了

八十多個團契，但仍有廣大的

莊稼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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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數以萬計、祖籍非洲的希狄人

（Siddis），迷失於鑲嵌圖似的印度多
元文化及社區中，他們世世代代居住在印

度，大多已不知道自己的歷史由來。

遠在非洲奴隸被運到美洲、巴西或加勒

比之前，希狄人已被賣給印度土邦為奴充

軍。他們從非洲各地大批來到或被帶至印

度，在伊斯蘭邦主和君王所擁有的穆斯林

軍隊服役，因而接受了伊斯蘭信仰。他們

源自非洲，在印度社會和經濟上被邊緣

化，夾在兩種社會之間，既不能融入印度

主流社會，又無法保留非洲文化的獨特

性。他們的歌曲雖具有斯瓦希里風格，但

主要語言是古吉拉特語和印地語。事實

上，音樂、歌曲和舞蹈是他們與非洲歷史

僅有的連繫。

大多數希狄人居住在古吉拉特邦的西

部，有兩個部落全是希狄人，其中一個位

於吉爾森林深處，非常貧窮的占布爾村。

有一個傳說，說它的先祖來自尼日利亞，

一位名為巴瓦／巴巴‧古爾的富商，他經

由蘇丹及往麥加朝聖後到達印度，在抵達

占布爾之前曾定居於拉吉匹普拉山區。

希狄成年人是典型的勞工，受僱在田

野、森林或道路上做零工，一天賺取50～
60盧比（約1.50美元）。兒童往往要自己
照顧自己，父母並不關注他們的活動。很

少希狄人能完成小學，更少能升讀中學。

婦女尤其被邊緣化，毫不瞭解外面的世界。

他們的社會問題包括酗酒（男人將微薄

收入花在買酒，令家庭缺乏生活必需品）、

輟學、衛生條件惡劣和缺乏健康護理、貧

窮和無助。他們因缺乏教育而從事卑微的

工作，淪為社會階層的最低下者。

希狄人大多是遜尼派穆斯林，也與一位

蘇非派領袖巴巴有連繫。他們可能會接受

耶穌的福音，只因地處偏遠，極少基督徒

接觸過他們。

願透過耶穌基督啟示神的愛。 ▼

願家庭團結和互愛，特別是對那些被 ▼

疏於照顧的子女。

求神幫助希狄人從酒癮中被釋放出來。 ▼

願神興起強而有力的領袖：儘管已有 ▼

一位村長，仍需要新領導人提升希狄

人的社會和政治地位。

願神差專人向希狄人傳福音，提供健 ▼

康護理、教育、農業發展等服務。

願透過耶穌基督啟示神的愛。

願家庭團結和互愛，特別是對那些被

求神幫助希狄人從酒癮中被釋放出來。

7月26日／第7天

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希狄人
人口：20,000至 65,000人（不同單位的預估數字差距頗大）

禱告事項：

印度是世上未得福音的穆斯林人數最多的國家之

一。全印度可能有一億五千萬穆斯林，大多數住

在廣袤的恆河平原。印度穆斯林的人數超過下面

各國穆斯林的總和：也門、伊拉克、約旦、巴

林、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特阿拉伯、

阿曼、科威特及埃及。但神愛他們每一個人。古吉拉特邦

恆河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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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伊朗人的見證

瑞士的洛桑位於日

內瓦湖畔（下圖），

人口125,000人。
與人口約 9 1 1 萬
的伊朗首都德黑蘭

（上圖）相比，洛桑

簡直像個沉睡的小

村莊。

我生於伊朗的一個穆斯林家

庭，自小遵守一天五次拜

禱及在齋戒月禁食等禮節。我在

家鄉從未看見過聖經，也沒見過

基督徒，在二十歲那年我來到瑞

士，在洛桑碰見幾個來自伊朗的

基督徒，他們為逃避迫害而離開

伊朗。透過他們，我又認識了一

些基督徒，還參加了一些教會聚

會。我開始閱讀他們送我的波斯

語聖經，發覺裡面有許多新的道

理是我從未聽過的。這些新朋友

的親切關懷，特別令我感動。剛

相識時，我仍會與他們保持一段

距離，因我過去所接受的教導是

不要相信「不信安拉的人」。

不過，與這些跟隨耶穌的人接

觸多了，我對聖經裡所講的福音

認識得更多。神親自顯明祂離我

們不遠，是一位永活的神，並渴

望與我們建立個人關係，這點令

我深受感動。在此之前，我所認

識的真主則是高不可攀的。

在伊斯蘭的教導裡，耶穌是一

位偉大的先知，但穆罕默德卻是

最後的一位先知，而古蘭經已

取代了所有經卷。不過，遵守伊

斯蘭的命令並不能使我得著所盼

望的平安。我的內心掙扎了一段

日子，決定不去清真寺，也不去

教堂，卻流連於夜總會的杯酒之

間。但我仍不斷問自己：「你在想

什麼？你幾時才會在伊斯蘭及救

主耶穌之間作出選擇？ 」

一次工作意外給了我幾個月去

反省這問題，我的基督徒朋友也

常為我祈禱。在一個黃昏，我

感到極度疲乏和孤單，便大聲祈

禱，挑戰耶穌：「如果祢真是救世

主，能給我天上的平安，就顯現

給我看吧！」然後便去睡覺。我

一覺醒來，怒氣已消，心裡充滿

了平安！就連忙告訴朋友這個好

消息。

我不斷發現更多關於這新生命

奇妙的地方，以及神的能力如何

改變人。現在我每天都祈求神給

我能力去愛我的鄰舍，使他們認

識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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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幫助納市基督徒更有動力與穆斯林 ▼

建立良好健康的關係。穆斯林是人，也

同樣有需要和困難，但因著文化和宗教

偏見／包袱，令他們難以理解耶穌的福

音。穆斯林移民往往難以適應西方、個

人主義及都市文化。基督徒可以和在文

化夾縫中求生存的穆斯林建立真誠和適

切的友誼。

求神恩待與納市穆斯林交往的基督徒， ▼

求神在眾多的穆斯林群體中發動明顯的

歸主運動。

美國南部幾個大城市與納市的情況相 ▼

似，您也可以為孟菲斯、亞特蘭大和路

易斯維爾的穆斯林禱告。

7月27日／第8天

美國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
「鄉村音樂之都」的穆斯林

禱告事項：

「鄉村音樂之都」納什維爾（以下

簡稱納市）是 11,000名庫爾德
人、8,000多名索馬里和索馬里班圖人，
以及其他穆斯林族群的家園，穆斯林總

數可能多達 30,000人。幾年前，當地一
位牧師感到有此負擔：「這裡有來自世界

各地的穆斯林作我們的鄰居，我深入觀察

後，注意到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忽視他們。

或是出於恐懼、不理睬或缺乏認識，基督

的身體沒有與那些神帶到我們家門前的人

發展友誼。」

因此，他開始盡力去了解這些穆斯林的

信仰和世界觀，並盡可能鼓勵他人也這樣

作。當他遇到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時，省悟

到除非神工作，否則難以向穆斯林傳福

音，於是他開始禱告。「過了些日子，我

意識到神要我召集其他人一起禱告─

明確和固定地為納市和全球的穆斯林禱

告。屬靈的改變只會透過神的權能發

生，當祂的子民禱告，神的權能就釋放

出來。」

美國很多城市像納市一樣，已成為數

以千計穆斯林的家。多年來，神已興起

了些工人。人們透過交流、聯繫和資源

共享開始外展，開始歡迎新移民，並專

為他們禱告。雖然很少聽說穆斯林歸主

的事，但有越來越多人渴慕真理。有幾

位基督徒勇於活出信仰，並向穆斯林傳

講福音，與他們建立熱誠和信任的友

誼。納市有許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內，

仍然對穆斯林存有偏見和恐懼，但有些

基督徒回應耶穌使萬民作門徒的呼召，

克服了偏見和恐懼。耶穌拋開猶太人對

撒瑪利亞人的偏見，與撒瑪利亞婦人談

道，糾正了她的神觀並改變她的生命

（約四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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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第9天

伊拉克的寡婦
三場戰爭帶來的痛苦

在過去三十二年內，伊拉克捲入了

三場極度痛苦、醜陋、代價高

昂、分裂及毀壞性的戰爭：

伊朗－伊拉克之戰（1980～1988• 
年，超過三十萬伊拉克人民死亡）

第一次海灣戰爭（1990～1991年，• 
超過十萬人民死亡）

伊拉克戰爭（2003年～2011年 12• 
月，超過十萬人民死亡）

2011年12月，外國人結束了在伊拉
克的參戰。然而，由於恐怖分子的活

動，一些問題仍然存在。除了戰爭，伊

拉克的苦難也包括了薩達姆時代的兇殘

獨裁打壓、1991年什葉派反政府起義
失敗，以及薩達姆在伊拉克北部對付庫

爾德民族主義的鎮壓行動，這一切都造

成成千上萬的人死亡。

結果造成今日伊拉克約有一百萬名的

寡婦（約占全國婦女的9%）。那些新近
守寡的年輕婦女，只育有一兩名兒女的

較能找到新丈夫，那些較年長的和孩子

多的寡婦，再婚機率就很低，甚至不可

禱告事項：

請大聲朗讀詩篇六十八篇 1～6節，以 ▼

及雅各書一章 27節。宣告神的信實並
祈求祂的介入，好讓這些寡婦及其家庭

可以得到每天的糧食和必需品。

為這些生活在痛苦中的婦女有永恆救恩 ▼

禱告，讓她們可以遇見神，並認識祂

（約十七3）。

為那些幫助孤兒寡婦的伊拉克機構禱 ▼

告，願他們有足夠的創意和經費（參羅

十三 3～7），如同耶穌以五餅二魚餵飽
群眾那般令人驚奇（參路九 13～17）。
神蹟是可能的，但也必須要有好的資源

管理。請為政府及社區領袖們禱告，使

他們有靈感和勇氣。

能。一些外國政府軍駐紮在伊拉克時，

曾積極地幫助這些寡婦，伊拉克政府也

盡最大的努力幫助她們。但問題過於龐

大，已超出政府機構及預算所能承擔。

你可以想像，一個失去丈夫的婦女，在

這種限制女性工作及社交活動的社會裡，

有多麼痛苦。要想有足夠的收入來養家，

根本超過她們的能力，也是不可能的。有

些人甚至淪為短期或長期的妓女。

巴林首都麥納麥

© Jayson De Leon CC-BY
上圖：美國女兵與伊拉克婦女

請大聲朗讀詩篇六十八篇 1～6節，以
及雅各書一章 27節。宣告神的信實並
祈求祂的介入，好讓這些寡婦及其家庭

些人甚至淪為短期或長期的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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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第11天

印度的羅特爾人
他們當中沒有信徒

7月29日／第10天

巴林阿拉伯人

巴林（Bahrain）位於伊朗與沙特阿拉伯之間，由波斯灣裡
三十多個島嶼組成。與鄰國不同的是，她的原油蘊藏量

已經枯竭了，目前正面對嚴重的失業問題。然而，它的前景

似乎頗樂觀，巴林發展銀行報告說，正在創造兩萬個就業機

會（2011年11月）。
大多數巴林人說阿拉伯語或波斯語，說英語的人也越來越

多。然而，巴林灣區的阿拉伯人主要說灣區阿拉伯語及巴哈

納語。他們當中有遜尼派和什葉派，他們需要聽到神的平安

能夠成為他們之間重大差距的橋樑。

此外，雖然不允許公開佈道，只要基督徒們對阿拉伯文化

保持小心敏銳，仍然可以使用聖經和文宣來敬拜神及服事。

基督徒專業人士、工人和企業家們在巴林的首都兼經濟中心

麥納麥，找到接觸灣區阿拉伯人的機會。再者，麥納麥的脈

動中心─麥納麥市集，提供信徒與人交流的機會，像是與

友善的顧客喝茶談天等。

禱告事項：

願基督徒發揮創意，善用現今的機會接觸海灣阿拉伯人，並 ▼

與他們建立關係。

求神為那些想要在巴林長期服事的人開工作之門。 ▼

在這銀行經濟快速成長之時，願巴林的商人可以認識耶穌， ▼

被神使用，以完成祂的心意。

在82萬巴林人口中占33萬人

印度的羅特爾人（Rawther）源自埃及的馬隊商人，人
口約100萬，是泰米爾穆斯林的一個支派，說泰米

爾語。70多萬的族人住在泰米爾納德邦的東南部。首都
謝奈是最大的城市，其海灘吸引了全球的遊客。

另有27萬族人居住在印度第一大邦─拉賈斯坦邦，

她位於印度西部，與巴基斯坦接壤。在以印度教徒為主的

人民中，他們屬穆斯林少數民族（8%）的一族。遊客喜
歡來拉賈斯坦邦，欣賞色彩繽紛的藝術，傳統音樂舞蹈，

偉大的宮庭和沙漠堡壘。

羅特爾人以企業家及從事各行各業而聞名。他們很重視

教育，男孩女孩都有同等的機會學習。

他們尚未聽過耶穌基督的愛和真理，族人當中還沒有基

督徒。因此，印度的基督徒有大好機會向這些羅特爾鄰舍

分享彌賽亞，我們要鼓勵他們如此行。

求神向羅特爾人彰顯祂自己，使他們能接受耶穌基督的愛 ▼
和真理。

願有一批委身的團隊回應神的呼召，向他們分享彌賽亞。 ▼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

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六8）

求神在這些未得和未及之民當中，興起堅強的當地信徒、 ▼

領袖和教會。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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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部至少有一千五百万穆斯林居民，他們大多

數散居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袤的塔克拉瑪干

沙漠邊緣。最近幾年，我們曾多次鼓勵大家為新疆最大

的民族維吾爾族禱告，她擁有1100萬人口。本頁上還
列出了居住在中國西部的其他民族，據估計，在這所有

的族群中，基督徒人數不超過一千名。近幾年來，大量

漢人（中國最大的民族）移入，本地人為了保護他們的

「家園」不受外人入侵，和漢人之間產生了不少摩擦和

怨恨。漢人在該地區是少數民族，約750萬人，其中可
能有85萬名基督徒（屬家庭教會者占75%），然而他們
在文化、語言和宗教上與主流的穆斯林群體相當隔絕。

7月31日／第12天

塔克拉瑪干沙漠周邊地區
1500萬穆斯林和約85萬基督徒

禱告事項：

祈求漢人基督徒能主動去接觸那些不同文化的穆斯林鄰 ▼

居，開始認真思考跨文化的福音工作（賽五十二10）。

祈求各民族的人民都能認識耶穌！在主面前宣告他們 ▼

的名字，向祂求助（詩二8）。

祈求基督教電臺可以在新疆全省廣播，願人打開心懷 ▼

接受神的道。

祈求信徒能放膽向親戚朋友和鄰居分享福音，家庭教 ▼

會在城市鄉村加倍增長（徒十六13～15）。 

印度

西藏高原

塔克拉瑪干沙漠

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坦

塔吉克斯坦

巴基斯坦

中國

蒙古

孟加拉

越南

柬埔寨

泰國

老撾緬甸

韓國

臺灣

菲律賓哈薩克族 1,706,000
青海的哈薩克族 3,400
柯爾克孜族 218,000
撒拉族 137,000
色勒庫爾的塔吉克族 40,000
塔塔爾族 7,500
維吾爾族 10,779,000
羅布泊的維吾爾族 40,000
塔克拉瑪干的維吾爾族 300
玉田的維吾爾族 64,000
北方的烏茲別克族 20,000

祈求漢人基督徒能主動去接觸那些不同文化的穆斯林鄰

居，開始認真思考跨文化的福音工作（賽五十二10）。

祈求各民族的人民都能認識耶穌！在主面前宣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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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斯德哥爾摩的林克比區（Rinkeby），是
瑞典最多元文化的地區之一。她的

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外國背景。社區

會堂的一間國際教會每主日使用瑞典語、

阿拉伯語及西班牙語聚會。而每週五中

午，穆斯林在同一會堂聚集禱告。林克比

有時也被稱為「小摩加迪沙」，因為有很

多索馬里人住在那裡。瑞典其他大城市裡

也有像林克比區的情形，林克比區代表了

大家所謂的「新瑞典」。

瑞典的人口在過去五、六十年，因著移

民發生極大的變化。幾乎 20%的瑞典人
都有外國背景。在這塊斯堪的納維亞國土

上，幾乎可以找到來自各地每一個國家的

人，而其中有許多人是穆斯林。瑞典的穆

斯林大約有45萬人，占總人口的5%。他
們當中大多數是文化上的穆斯林，並沒有

真正實踐伊斯蘭信仰；而認真定期參加、

參與伊斯蘭宗教活動及聚會的穆斯林，包

括大人、小孩則約有11萬人。瑞典最大的
民族群體包括了來自中東的阿拉伯人、伊

朗人、波斯尼亞人、土耳其人和索馬里人。

祈求瑞典信徒願與移民的穆斯林為友，向他 ▼

們分享神的愛和神的話。

祈求有穆斯林背景的信徒願向他們的同胞宣 ▼

講彌賽亞。

祈求住在多元文化地區年輕的一代將會遇見 ▼

基督。

禱告事項：

許多偏遠國家的未得之民現在都住在瑞典，

但瑞典教會很少能抓緊機會向他們分享福音。

儘管如此，已有許多穆斯林認識彌賽亞耶穌，

通常是因自己人當中新信徒的見證。

在像林克比這樣的地區中，許多年輕人也在

尋求了解及發掘他們的身分。他們看來好像被

拒於瑞典社會之外，但同時他們也不能完全接

納父母的家鄉文化。他們可以在哪裡找到身分

認同及歸宿感呢？許多人就成為幫派及罪犯，

有些人則會在激進伊斯蘭教中尋找身分，還有

人很幸運地融入社會中，藉著耶穌找到救恩的

年輕人則相當少。

阿不都拉的見證：
我十五歲時，父親在格鬥中被殺

死，支派領袖也想殺我。母親賣了

房子，安排我逃到瑞典。一年後，

我得到消息說，我的母親和弟妹們

都被殺死了，只剩我孤單一人。我

嘗試自殺，但沒成功。我很消沉，

晚上睡不著。一位朋友告訴我有關

耶穌的事，我也遇到一位牧師，並

參加「基礎課程」和禱告會，這一

切令人興奮。幾個月後，我接受耶

穌為彌賽亞，並且受洗。聖靈的能

力、信心和平安進入我的心中，教

會成為我的新家庭。我最喜歡的聖

經經文之一，就是「你們心裡不要

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約

十四1）。 

8月1日／第13天

瑞典的穆斯林
人口結構發生遽變

祈求瑞典信徒願與移民的穆斯林為友，向他

們分享神的愛和神的話。

人很幸運地融入社會中，藉著耶穌找到救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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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獲取全能安拉的愛？

穆斯林在每天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在

一切言行舉止上，都遵循穆罕默德先知

（PBUH）*的「聖行」（The Sunnah）**。
這樣，他就能從早到晚以先知為表率，在德

行、規範、活動各方面安排自己的生活。

　全能的安拉說：「穆罕默德，要告訴穆斯

林：如果你們喜愛真主，就當順從我，真主就

喜愛你們，就赦宥你們的罪過。真主是至赦

的，是至慈的。」（古蘭經第三章儀姆蘭31節）
　著名的伊斯蘭學者Al Hassan Al Basri 解釋
以上經文說：他們愛安拉的表現，就是遵循

先知穆罕默德的「聖行」…… 因為信徒可以
按照他們跟從先知的程度來分等級，因此只

要他儘量遵循「聖行」，安拉就會賜他更高

的等級。

　「聖行」包括了穆斯林每日生活的所有層

面：敬拜、飲食、人際關係、禱告前的淨

禮、出入、衣著，以及每天所有的行為活動。

文中接著明確地說，遵行默罕默德的生活方

式（即聖行），有一項好處，就是「達到安

拉所愛的人的等級」。

*PBUH是 peace be upon him的縮寫。每當
穆斯林提到穆罕默德先知時，都要說這幾個

字，意指「願平安歸給他」。

** The Sunnah─「先知的聖行」，有非常

詳細的規定，甚至每天起床該哪隻腳先落地

都有規定。

「30天」的評論：
根據這段文字，人可以贏取安拉的愛，甚至

可以達到「安拉所愛的人的等級」。這顯明

了無論是關於神本身或是取悅神的方式，伊

斯蘭教和基督教的教導都是不同的。基督徒

普遍同意，人不配得神的愛。而新約的確指

出人能夠討神的喜悅（來十一 5～6，十三
16；西一10；帖前二4；約壹三22）；但不是
靠自己的努力贏取神的愛。耶穌在我們仍是

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

顯明了（羅五 8）。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
們（約壹四19）。這恰與伊斯蘭教的思想和
實踐相反。

穆斯林相信人可以贏取安拉的愛。下面

這一段文字取自一個伊斯蘭網站（www.

rasoulallah.net）。在互聯網上很容易就

能找到類似的信息，包括文字說明及影

片，我們在此刊登，是為了幫助信徒更

認識伊斯蘭教。 

「30天」並不贊同它的內容。

贏取安拉的愛？ 印度的泰姬瑪

哈 陵 是 世 上

最美的建築物

之一。它由穆

斯林皇帝沙賈

汗 所 建 造 ，

於1653 年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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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
歡迎你再一次加入這可能會改變世界的禱告之旅！在未來的幾週裡，我們將遊歷許多

國家，並學習關於穆斯林世界的新事物。我們要為穆斯林的孩童、難民，和領袖們

禱告。同時，也會為當地的基督徒與宣教士禱告。

這個禱告活動是在伊斯蘭的齋戒月中進行。穆斯林們所使用的曆法是根據月亮製訂

出來的。今年的齋戒月從7月20日開始，至8月18日結束。雖然這本禱告手冊是特別
為了齋戒月而製作的，但在任何時候你都可以使用它。

父母／牧師請注意：

「30天」特為家庭及兒童製作了一本30天的禱告手冊，我們將其中的六篇也收錄在
這本成人版裡，希望你能介紹給兒童們，為穆斯林世界的兒童及事工禱告。

兒童之頁

全球15歲以下的穆斯林孩童大約有五億人。• 
全球穆斯林人口大約有15億。• 
幾乎每個國家都有穆斯林，不過他們大多數分布在北非、中東及亞• 
洲（印尼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

穆斯林就像你我一樣是普通人，都是神所愛的人。• 

你知
道嗎

穆斯林就

像你我一

樣是普通

人，都是

神所愛的

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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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裡提到「愛」的經句比「懼怕」的經句多了400多句。• 
我們害怕穆斯林的結果，令他們受了很多苦。• 

2012年7月20日,第01天

我們在黑暗裡時，常會感到害

怕，然而神是光，祂會幫助我

們不再害怕，而是去愛人。

你知
道嗎

懼怕或愛
　　世界上有許多人害怕穆斯林，這是令人悲哀的事，因為只有少數的穆斯林

變成恐怖分子殺害人。許多人因害怕而不願聽到任何有關伊斯蘭教的事，也不

願和穆斯林做朋友。你也怕他們嗎？你願選擇相信神能化懼怕為愛嗎？

　　猜猜看下面這段話裡，神說了什麼事是有關懼怕和愛的？

有懼愛沒裡怕 ；完愛全既， 就除懼把怕去。（約翰一書四章18節）

　　並且讀約翰一書四章19～21節。

大家一起來！
因為是神的愛幫助我們戰勝懼怕，現在我們要用紙做一個大大的心，將它著上

顏色，將約翰一書四章18節的經節寫在上面。全家人一同拿著這張心禱告。
禱告完，把這心貼在牆上，好提醒你們在未來的30天裡要愛穆斯林。

禱告事項：

求神給你、你的家人• 
和朋友有愛心對待穆

斯林。

願穆斯林能從基督徒• 
那兒得到愛，而不是

害怕和拒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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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事項：

為納什維爾市的基• 
督徒禱告，願他們

與穆斯林鄰居建立

良好的關係，並且

幫助他們適應在西

方國家的生活。

願他們與穆斯林分• 
享神的愛。

願許多穆斯林能認• 
識耶穌並跟隨祂。

也請為你所住城市• 
內的穆斯林禱告。

美國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
　　幾年前，納什維爾市的一位牧師看到有越來越多的

穆斯林遷入市內，他注意到住在這些穆斯林新鄰居附近

的基督徒們並沒有和他們分享福音。他不知道基督徒們

是出於害怕，還是不明白穆斯林也需要聽到耶穌的故事。

　　因此他決定要去了解這些新鄰居，開始盡力去學習

有關他們的事情。不久，他遇到一些有相同想法的人，

他們就聚在一起為市內及世界上的穆斯林禱告。 

　　有許多基督徒仍然害怕穆斯林，但那些已採取行動

去接觸他們的人，發現有越來越多的穆斯林非常好奇，

願意認識聖經中的神，這些基督徒就與他們分享福音。

今天我們也要與他們一同禱告。

大家一起來！
今天你們要玩找人來

禱告的遊戲。首先，

家裡的每一個人要找

個地方躲起來，由年

齡最小的去找人，將

每一個人都找出來

後，大家坐在一起禱

告。

納什維爾市又稱「鄉村音樂之都」。鄉村音樂有一種特別的• 
風格。 
許多穆斯林遷來市內，尤其是庫爾德人及索馬里人。• 
納什維爾市的穆斯林總數約有 3萬人 。• 

你知
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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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7日,第08天



去年利比亞發生了許多的變化。 • 
從前在卡達菲的統治下，只允許國家有一種宗教，即伊斯蘭。• 
現在政府比較開放，人民很樂意學習新鮮事。• 

DAY 01
你知
道嗎

利比亞
　　利比亞人薩拉夫和朋友一同在國內旅

行。他們乘車經過了許多小城、村莊、田野

和一片片的橄欖林。

　　他們一路上談天說地。突然，薩拉夫問起

有關耶穌和聖經的事，並想知道基督徒到底相

信些什麽。他很好奇，真的想知道這些事。當

他朋友送他一本聖經時，他高興得不得了。

　　在利比亞有許多人像薩拉夫一樣，對許

多新鮮事物都很想學習，包括基督教信仰在

內。如今在利比亞還有可能自由地與人分享

福音，但沒有人知道她未來的政治情況會如

何發展。

許多利比亞人很想讀一讀聖經， 請幫助薩拉
夫找到一本聖經。

2012年8月03日,第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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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事項：

為利比亞政府禱告，願他們所做• 
的決定能帶給人民平安和自由。

祈求以後都能自由地把聖經帶入• 
這個國家。

目前，人心開放又好奇，喜歡學• 
習新鮮事物，願大批基督工人能

到利比亞去與人分享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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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0日,第22天

馬其頓的穆斯林
　　馬其頓有三分之一的人民是穆斯林，人數約六十五萬。他們主要是阿爾巴尼亞人，

還有土耳其人和吉普賽人。他們不但信奉伊斯蘭教，也有許多的迷信。 
　　但國內尚有一小群虔誠的基督徒，教會雖小，卻逐漸成長。不過，還沒有人去向阿

爾巴尼亞族的穆斯林傳福音，他們也沒有教會。 
　　長久以來，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關係不好，他們之間存在許多偏見，又缺乏了解。

馬其頓是一個新興的小國。你知道她有哪些鄰國嗎？請在地圖上找一找，並將國名

填在下面的空格裡。南邊是_______ , 西邊是___________, 北方是_________, 東邊是
__________。

禱告事項：

讀以賽亞書五十二章10節，祈• 
禱這句經節所說的話實現在馬

其頓人身上。

許多穆斯林並沒有真正奉行他• 
們的信仰，願他們蒙神開啟而

認識祂，並跟隨祂。

願基督徒能與穆斯林和平相• 
處，並與他們分享福音。

馬其頓是東歐的一個小國家。• 
這個國家只成立了21年，有兩百萬人口。• 
馬其頓的首都是斯科普里市。• 

你知
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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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來！
將你的家人分成兩組，假裝是馬其頓的穆

斯林和基督徒，分別站在房間的兩邊，輪

流禱告。每一次有人禱告完，就向前跨一

步，走向對方，當兩人面對面時，就相互

擁抱一下，或是握握手，成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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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來！
今天晚上是一個特別的夜晚，你要準備一些點心，

如飲料，餅乾，請爸爸媽媽一起來享用。你們一邊

吃，一邊談談大家認識的穆斯林，將他們的名字寫

下來，然後一起為這些人禱告。你睡覺之前，要為

穆斯林們能作異夢和見到異象而禱告。

能力之夜
2012年8月14日,第26天

禱告事項：

在能力之夜，願穆斯• 
林們能在異夢和異象

裡見到耶穌。

禱告那些有異夢和異• 
象的人能夠遇到基督

徒，向他們解釋夢的

意思，並教導他們有

關耶穌的事。

為你在鄰居之中或學• 
校裡所認識的穆斯林

禱告。

穆斯林們相信今晚的禱告會特別蒙神應允。• 
有些穆斯林相信今晚若努力禱告，就可以補足平• 
日所缺少的禱告。

穆罕默德就在今夜第一次接受到古蘭經的啟示。• 

你知
道嗎

26

　　法蒂瑪好興奮，因為她的丈夫沙林邀請了老師一家

人來晚餐，和他們一起慶祝齋戒的結束。她和老師的太

太莎拉是好朋友，莎拉曾經告訴法蒂瑪關於耶穌彌賽亞

的事，並為她禱告，法蒂瑪很喜歡這樣的禱告，她感受

到特別的平安，希望莎拉能再次為她禱告。

　　不過法蒂瑪還為了別的事興奮，因為她打算整晚不睡，通宵祈禱。她和丈

夫已有了三個女兒，她的婆婆為此很不滿，要她兒子沙林另娶一妻，生個兒

子。但沙林沒有聽從媽媽的話，雖然法蒂瑪心中高興，卻仍然擔心；她希望今

天晚上的禱告能得到應許。

　　請填空，並按它的意思禱告，願它能真實地發生在許多人身上。

你 們 的_______要 作 ______ ，你 們 的 ______  要 見 _______。
（和合本修訂版，約珥書二章2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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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來！
今天晚上是一個特別的夜晚，你要準備一些點心，

如飲料，餅乾，請爸爸媽媽一起來享用。你們一邊

吃，一邊談談大家認識的穆斯林，將他們的名字寫

下來，然後一起為這些人禱告。你睡覺之前，要為

穆斯林們能作異夢和見到異象而禱告。

大家一起來！
你是否高興你會讀書和寫字？請拿

出筆和紙來畫一所學校，將它剪下

來，寫上你的禱告。將這學校掛在

你每天能看見的地方，整天為洛希

卡雅人禱告。

禱告事項：

目前已有21個聖經故事翻譯為洛• 
希卡雅語，禱告願將來有更多的

故事翻譯出來。禱告翻譯員能有

智慧知道要翻譯哪些故事。

禱告能快快將這些聖經故事印出• 
來並廣傳。

禱告洛希卡雅人能聽到福音，了• 
解神愛他們，接納他們。

願有宣教士到他們當中傳福音。• 

洛希卡雅人原來是靠近緬甸的孟加拉人，但許多人成了難民，現在住在不同的國家裡。• 
洛希卡雅人約有兩百萬人。• 
他們住在馬來西亞、中國、孟加拉、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瑞典、美國和泰國。• 

DAY 01

你知
道嗎

2012年8月17日,第29天

洛希卡雅人
　　由於各種因素，洛希卡雅人在

緬甸受到很多苦難，許多人成了難

民。住在馬來西亞的洛希卡雅人，

學校不允許他們的孩子上學，因為

他們是難民，學校不知道他們是否

可以留在馬來西亞。但是孩子們若

不學習讀書寫字，將來就會遭遇困

難。已有人為這些孩童設立學校，

但是他們沒有足夠的錢，也無法請

到好老師來教課。 

　　有人已開始為洛希卡雅人做聖

經翻譯。因為他們散居在不同的

國家裡，所以需使用不同文字寫成

的聖經。有人用阿拉伯文，有人用

羅馬字母的拼字，還有人用孟加拉

文。這表示必須要用三種不同的文

字為他們翻譯聖經。網路上已有洛

希卡雅文—英文對照的字典，裡面

的字有許多奇怪好笑的意思，例如

在洛希卡雅文裡，“Badur”是“蝙

蝠”之意，可是在字典裡卻說成是

“夜間依靠回聲飛翔的鳥”。

下面這件事是洛希卡雅人需要知道的事，你認得這些字嗎？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耶利米書三十一章3 節）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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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解答：
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
（約翰一書四章18節）

第15天解答：

第22天解答：
南邊是 希臘 ，西邊是 阿爾巴尼亞 ，北方是 
塞爾維亞 ，東邊是 保加利亞 。

第26天解答：
你們的 老人 要作 異夢 ，你們的 少年人 要見
異象 。（和合本修訂版，約珥書二章28節）

28

培養兒童有神國觀及普世宣教觀的資訊及
網站：

www.thejesusmovie.com: 
由The Voice of the Martyrs（殉道者之聲）製作
的“Jesus：He Lived Among Us”DVD，已有
英文版。 

www.jesusforchildren.org:
專為兒童製作的耶穌傳：“The Story of Jesus 
for Children” （DVD）。有國語、粵語發音。

www.kidsofcourage.com:
「勇氣之子」：介紹世界各地基督徒孩子們的
故事，他們為了耶穌基督，甘冒一切危險。（
英文網站）

www.chinstitute.org (Christian His-
tory Institute):
製作“Torch Lighters：Heroes of the Faith ”系
列卡通動畫DVD及附兒童小組課程。

www.torchlighters.org:
部分DVD已有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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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上方框內的區域

即 10/40之窗，它
位於北緯10-40度之
間，至今仍是世上大

多數福音未及民族的

聚居處。

15 地圖上方框內的區域

北美洲

22

南美洲

31

歐洲

非洲

2424 18

中亞
亞洲

13中東

32
南亞

地圖上的數目字，代表你可以在

本手冊的那一頁找到相關的資訊。

全球的穆斯林越來越多

連線到全球網絡及全球

電話網。圖中的黑莓手

機（Blackberry）有一項
功能，能顯示在某處的

伊斯蘭禱告時刻。世界

各地的穆斯林都在使用

這類科技。

穆斯林常用網絡及社交網站

1. Google.com.sa （阿拉伯文）

2. YouTube.com

3. Facebook.com

4. Google.com

5. Windows Live

6. Yahoo

7.  Maktoob.com （意思是 「書寫」，這

是阿拉伯最大的網路社交網）

8. Sabq.org（阿拉伯文）

9. Twitter

10. Blogspot.com

下面這十個網站是沙特阿拉伯人使用最多的網站，它們看來和許多非穆斯林

國家所用的很相似。沙特人常用的網站是：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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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林出生於中東一個非常虔誠的穆斯

林家庭，從小接受伊斯蘭教導。他

少年時就加入恐怖組織，要為伊斯蘭而

戰，是一個準自殺炸彈客。有一天他果真

執行任務，幸虧沒有成功，但他感到挫敗

和難堪。後來，他和宗教領袖發生了尖銳

的衝突而逃離家鄉。歷經數國後，最終來

到巴西。在那裡，他雖加入幫派和販毒，

卻從沒有停止誦讀古蘭經和每日的禱告。

他成為當地最危險的罪犯，不得不住在森

林裡以躲避警察。

一天，他終於厭倦了痛苦無望和無家可

歸的生活，決定要作一個不同的禱告。

「那天晚上，我跪在地上，仰望夜空，問

道：『我不知道在

天上的祢是誰。我

不是無神論者，我

知道有一位更大

的、天地的創造

者，但我不認識

祢。祢是誰啊？祢

是佛祖，馬利亞，

安拉，還是基督徒的耶穌？無論祢是誰，

我只求祢：請把我從現在的生命中釋放出

來，我就永遠跟隨祢。』」很奇妙地，神

很快地就回應了這個禱告。身為穆斯林，

三十五年來，沙林每天都禱告五次以上，

卻從沒有經歷過禱告得回應。這次卻不

同，在他絕望的禱告後沒幾天，耶穌親自

來尋找沙林了。

六天後，一位基督徒來到沙林躲藏的樹

林裡，告訴他：「耶穌愛你。」「真的嗎？」

沙林爭辯說：「祂能使我擺脫毒品、犯罪

和痛苦的生活嗎？」然後他想起了幾天前

所作的禱告。那人帶沙林到一個藏身處，

在那裡他學習聖經，學習作不同的禱告，

並認識了其他基督徒。沙林面對了許多掙

扎，像是有人要殺他（受同胞的迫害），

多次被追打和羞辱。但沙林明白，比起耶

穌在十字架上受的苦，他的苦難實在不算

什麼。現在，沙林渴望向他的同胞傳揚彌

賽亞：「我盼望所有的基督徒能把福音帶

給我的同胞。他們是虔誠人，但不明白充

滿愛的神已顯明在耶穌身上。」

禱告事項：

右圖：聖保羅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巴西的穆斯林領

袖估計，巴西約有七到三十萬（包括名義上）的穆斯

林。

左圖：聖保羅的清真寺

求神向更多像沙林一樣的人顯現，請記 ▼

住神有能力改變生命（羅四17～21）。

求神激發、鼓勵和訓練有穆斯林背景 ▼

的基督徒，在巴西及海外接觸穆斯林群

體。

8月2日／第14天 

巴西的穆斯林
一則恩典的見證

求神向更多像沙林一樣的人顯現，請記

住神有能力改變生命（羅四17～21）。

求神激發、鼓勵和訓練有穆斯林背景

的基督徒，在巴西及海外接觸穆斯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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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利比亞朋友薩拉夫乘

了幾小時的車，經過了

小城、村莊、田野，還有一片

片橄欖林。我們前兩天第一次

見面，卻馬上熱絡起來，我們

的對話從沒有冷場。突然間，

他問我：「你可以解釋一下，

你們基督徒究竟信的是什麼？

對於你，耶穌是誰？聖經是本

怎樣的書？」

這使我很驚訝。我在阿拉伯

世界的穆斯林群體裡住了許多

年，和很多人談論過耶穌基

督，卻從沒遇到過這麼真誠的

好奇。接下來的數小時，我們

談的都是關於聖經裡的故事，

以及為什麼耶穌要來到世界的

問題。幾天後，我們分別的時

候，薩拉夫愉快地接受了我的

禮物，一本聖經。

利比亞與國際社會隔絕了

許多年。這意味著一般民眾

心胸極度敞開，熱切渴望接觸

利比亞以外的世界。格達費

（Gaddafi）的基本原則之一，
就是只允許國家有一個宗教，

即伊斯蘭。他的「綠皮書」（The 
Green Book）概括了他的基本
哲學觀，其中提到只有這樣才

能維持國家的團結。今天，利

比亞對一切新鮮事物都相當好

奇，包括基督教信仰在內。這

並不一定是屬靈的開放，但可

以在這個好基礎上，以輕鬆而

簡單的對話談論耶穌。

經過多年的隔絕，近幾個月

終於可以把數以千計的聖經帶

進利比亞。臨時政府比較開

放，為了尋求外國援助，也為

基督徒打開了新的門戶，可以

在這個國家建立友誼。此刻，

沒有人可以預料未來幾年利比

亞的政治及社會狀況會怎樣發

展，然而目前我們有比過去更

為利比亞新政府禱告：祈求在其領導下，利比亞 ▼
人民能有平安自由的生活。

祈求以後都能把聖經帶入這個國家，並分發出去。 ▼

祈求在這段開放和充滿好奇的時期，神派工人到 ▼

利比亞做收割的工作。特別祈求那些在語言和文

化上瞭解阿拉伯穆斯林的耶穌門徒，能夠順服神

的呼召。

8月3日／第15天

從隔絕到敞開？
神顧念飽受戰爭蹂躪的利比亞

禱告事項：

多的機會傳講福音。

為利比亞新政府禱告：祈求在其領導下，利比亞

祈求以後都能把聖經帶入這個國家，並分發出去。

祈求在這段開放和充滿好奇的時期，神派工人到

利比亞做收割的工作。特別祈求那些在語言和文

化上瞭解阿拉伯穆斯林的耶穌門徒，能夠順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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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庫曼斯坦（Turkmenistan）位於中亞
洲，南與伊朗接壤，是世界上最封閉

的國家之一。她曾是前蘇聯的一部分，1991
年因蘇聯解體而驟然獨立。部落民族居住在

這片80%都是沙漠的貧瘠土地上。約八十年
前，他們還是遊牧民族，帶著牛和駱駝到處

遊牧。今天，這個國家主要靠豐富的天然氣

和石油資源而興盛。開採化石燃料帶來的財

富，部分用於興建首都及其他城市雄偉的建

築物，以及壯麗的公園。其中一些建築物和

公園就像夢幻樂園，但光鮮外表背後的真相

卻是陰暗的。

見證：馬拉很擔心，她的丈夫受雇於一個

建築公司，但有好幾個月沒領到薪水了。公

司的經理抱歉地說，其實國家也沒有準時給

他們發薪水。馬拉的小兒子就快要入學了，

學校的官員願意接收他，只要他們能收到約

六個月薪水的「費用」。馬拉和她的丈夫要去

哪裡弄到這些錢呢？ 
她的鄰居阿古提議為這困境禱告，對她說

耶穌知道她的不幸，能給她安慰。馬拉感到

奇怪，這耶穌究竟是誰？祂是誰？她從來沒

有聽過土庫曼婦女談論基督信仰。這個國家

的大部分地方都沒有聽說過耶穌的信息，土

庫曼斯坦政府是世界上最嚴厲的政府之一，

嚴格禁止宗教和言論自由。近年來，一些福

音教會終於擺脫了多年的禁令，得以正式註

冊。但在教會四面牆以外舉行的任何宗教活

動都是違法的，並且禁止使用當地語言翻譯

的聖經和經文。政府機構對人民的監控無處

不在，甚至到最細微的細節。

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國家裡，要如何傳福音

信息給那些土庫曼人呢？儘管困難重重，神

一直領人進入祂的國度，有穆斯林信徒接受

基督，在表面之下有了小小的震動。讓我們

相信，神會帶來突破！

8月4日／第16天

土庫曼斯坦
活在政府管控之下

求神在這個國家帶來突破，讓更多土庫曼族 ▼

的男男女女都被彌賽亞的好消息改變生命

（徒八5～8）。

祈求有更多主的工人，並且現有的主的工人 ▼

能好好維持，直等到有更多的幫助來到（徒

八14）。

為新約全書的土庫曼語翻譯工作禱告，並祈求 ▼

它能安全地在當地人中傳發（徒八26～38）。

禱告事項：

求神在這個國家帶來突破，讓更多土庫曼族

的男男女女都被彌賽亞的好消息改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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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第17天

敘利亞
敘利亞的伊斯蘭醒覺與民主願望

「當然，我們一直是穆斯

林」，耐瑪解釋：「對

此我從沒有懷疑過。即使在

孩童時，我就知道要一天禱告

五次，但有什麼意思呢？我聽

到清真寺的呼拜聲，可是我感

到離神非常遠。」耐瑪將黑頭

巾拉至前額，手裏不斷撥著唸

珠，又喃喃地說了個簡短的禱

告，再繼續說她的故事。「我

經常都這樣悲傷，卻不知道為

什麼……。十七歲那年，朋友

邀請我去清真寺。寺內的傳道

人說禱告可以引我們更接近

神。當她說到愛神的喜樂時，

使我們幾乎落淚。從此，我每

星期都去清真寺。

伊斯蘭生活及宗教實踐間存

在著矛盾， 一方面，正統伊斯
蘭完全否認人有可能認識神

（伊斯蘭說人只能知道有關神

的事），但同時又說：「靠近安

拉」，經歷平安和因「愛神而

有的喜樂」。人若想得平安及

過得勝生活，就要增長宗教知

識及熱切奉行伊斯蘭法。另方

面，基督教教導唯有藉著彌賽

亞的死及復活以認識神，才能

得到真平安。

敘利亞人民約 90%是穆斯
林，其中約 75%屬遜尼派，
但並不表示每個人都實踐伊斯

蘭。然而，近幾十年來，許多

穆斯林回歸他們的宗教，也更

加委身。伊斯蘭傳道人嘗試以

伊斯蘭的方式來更新社會。宗

教活動發展蓬勃。許多人渴慕

神，他們以古蘭經經文來填滿

他們的心，並追求順服古蘭經

的話。國內的基督徒（占人口

10%）大多數不向穆斯林作見
證，或因害怕，或因冷漠。當

他們看到社會越來越伊斯蘭化

時，常常認為傳福音是毫無意

求神幫助敘利亞虔誠的穆斯 ▼

林找到在基督裡的真平安，

願他們明白與永活真神相

比，宗教知識是多麼的無用

（路十21）。

禱告敘利亞基督徒在動蕩時 ▼
期裏，堅定地將盼望放在神

身上，而不是政府。

願他們可以跨越恐懼和冷漠， ▼

同時堅信：對神而言，沒有人

是不可親近的（徒九）。

願衝突和暴力終能止息，願 ▼

有公正的政府和強力的基督

徒見證。

禱告事項：

義的事。同時，過去幾個月的

不穩定，又拋給穆斯林許多新

疑問。自 2011年 3月以來，
抗議運動一直令國家不安，並

受到政府武力鎮壓，成千的敘

利亞人被殺，更多人被下在監

裏，受到審訊和折磨。然而，

也有許多人支持政府，特別在

基督徒當中，他們擔心民主化

進程將使基督徒遭受暴力。

求神幫助敘利亞虔誠的穆斯

林找到在基督裡的真平安，

願他們明白與永活真神相

比，宗教知識是多麼的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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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歐達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穆斯林，

他夢想有一天能到歐洲生活。公元

2000年，他決定嘗試經利比亞到歐洲，
可是當他抵達的黎波里時，似乎不斷聽

到來自神的聲音。他知道不可去歐洲，

而是要去多哥共和國。那「聲音」變得

越加迫切，最後達歐達決定經布基納法

索前往多哥。經過博博迪烏拉索市（這

裡有很重要的穆斯林社區）時，他決

定買下一家酒店旅社，交給專業人士打

理。他繼續前往多哥，在那裡開了一家

運輸公司。他在多哥首都洛美的新房東

送他一本新約聖經，他就讀了起來。

同年十二月，為了查看酒店經營的情

形，達歐達回到博博迪烏拉索。令他震

驚的是，離他酒店三百米遠處另有一家

酒店，比他的小又不如他的舒適，卻接

待了大部分的遊客。據說，一位著名的

隱士（穆斯林宗教領袖）就是使那家酒

店成功的原因。實際上，那位隱士為了

保證酒店成功，要求達歐達獻一隻沒有

瑕疵的白公羊作祭物，並將牠埋在酒店

的正門口。

那天晚上，達歐達失眠了，一直想著

這件事。他不知道若按照隱士所說的去

作，是否真能得到更多的客人。隱士真

正想要的報酬是什麼呢？隱士會招什麼

樣的精靈到酒店來呢？然後他記起一

段新約經文（路四18～19），並決定返
回洛美跟從耶穌。他確信如果喪失了靈

魂，就算賺取了全世界的財富也沒有用

（路九25）。
他在受洗後六個月內，儘管面臨了極

大的經濟困難，仍然行在和平安穩中。

耶穌的福音改變了他的生命。有了耶

穌，窮人能夠說「我是富有的」，軟弱的

能說「我是堅強的」。有些東西是金錢買

不到的。

見證：生意人達歐達相信彌賽亞

穆斯林通常不明白：

─耶穌擁有一切權柄。

─耶穌是彌賽亞，人要順服祂。

─耶穌有能力赦免人的罪。

─耶穌已經勝過死亡。

─耶穌有能力勝過邪靈。

穆斯林認為耶穌是個偉大的先知，祂所傳講• 
的是伊斯蘭比較早期的信息。他們根據古蘭

經，相信耶穌是神的彌賽亞，但通常不明白

它真正的意思是：耶穌是神的受膏王，是全

人類的救主。 

穆斯林一般認為，他們能藉著宗教活動，如• 
拜禱、禁食、捐獻，以贏得神的喜愛，他們

以為這就是耶穌傳講的信息。

穆斯林不認為自己可以像約翰福音十七章3• 
節或耶利米書九章23～24節說的那樣認識

神。他們以為人只能知道有關祂的事， 至於

個人與神有深交是古蘭經所沒有教導的。

耶穌彌賽亞（Isa Al-Masih）
中文古蘭經作：麥西哈 •爾撒

上面的字是阿拉伯文的爾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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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第18天

幾內亞的馬尼亞人
彌賽亞勝過邪術

幾內亞位於西非海岸，約有 1千萬人
口，大約由四十個族群組成，其中

大部分在其歷史的進程中被伊斯蘭化了。

儘管幾內亞礦產豐富，她卻是世上最貧窮

的國家之一。在幾內亞東南部的地方政

府中心馬桑達，居住著五萬名馬尼亞族人

（Manya）。
見證：K今年五十歲，小時候上伊斯蘭

學校，直到可以去田裡幹活為止。在家

裡，他看見父母做穆斯林的禱告和遵守每

年的禁食期。但是父母都沒有向他詳細解

釋伊斯蘭教，而且他父親的行為與信仰並

不相符。

K八歲時，他父親離開他母親另娶一
妻。K不能上學了，必須在田裡辛苦幹活
才得以溫飽存活。隨著年齡增長，K開始
每天操作法術儀式（類似巫師）。K說：
「我和魔鬼同工。」但同時，神開始用不

同的方式向他說話，慢慢地，K再也不能
像巫師那樣舉行復仇的儀式，因為他感到

非常羞恥。

一天，一個女人來到他的村子，傳講關

於彌賽亞的好消息，K立刻就明白並且接

受了救主。他燒掉了作法術的物件，並且

受洗。馬尼亞族的幾個長老反對他的決

定，但最後仍允許他自己作選擇。每一

天，K都感謝耶穌把他從羞恥和過去的生
活中解放出來。他帶著喜樂向族人作見

證，但也心痛有許多族人遭遇到很大的痛

苦。他們雖是穆斯林，卻陷入到類似邪教

般的活動和巫術儀式中。

幾內亞的馬尼亞人中只有很少的基督

徒，然而距離他們很近的托馬人（Toma）
中就有一些基督徒的聚會點。文化差異、

傳統及膽怯，阻礙了托馬族的基督徒向其

他族群的人們傳揚福音。

禱告有更好的家庭關係。男人常常多 ▼

妻，卻無力供養他們的妻子和孩子

們。為了生存，一些婦女只好帶自己

的孩子回到娘家（弗五25 ～六4）。

求神加能力給托馬人，用言語和行動 ▼

向馬尼亞人見證神的愛（提後一7）。

為馬尼亞語能有文字，並用他們的語 ▼

文翻譯聖經而禱告。

禱告事項：

禱告有更好的家庭關係。男人常常多

妻，卻無力供養他們的妻子和孩子

們。為了生存，一些婦女只好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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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位於非洲東南海

岸，人民 2 0 % 是穆斯
林，他們大多聚集在北部，靠

近坦桑尼亞邊界及海岸，主要

部落叫瑪庫阿那哈納（Makua 
Naharas）。他們非常貧窮，一
般人都是文盲，不大會說本國

的官方語言葡萄牙語。由於饑

荒和疾病，他們平均壽命只有

五十年。有基督徒在此作醫療

服務，這是當地非常欠缺的事。

那哈納人生來就是要作穆斯

林。他們驕傲地宣稱：「我們

是瑪庫阿那哈納人，是穆斯

林。其他遠離海邊、住在內地

的瑪庫阿人喝酒，吃豬肉和蛇

肉，但我們不！我們週五去清

真寺！」

雖然那哈納人自稱是穆斯

林，實際上他們相信的是混合

了伊斯蘭和拜祖靈的信仰。那

哈納人一生都是用巫術來對

抗他們的恐懼。「祖父阿布杜

死於 1990年的內戰，但他還
在，雖然我們看不見他！如果

我們令他生氣，那可就麻煩

了！所以我們要供奉香煙給

他，我們知道他喜歡吸煙，這

肯定能安撫他！」

雖然在該地區有幾家小教

會，可是瑪庫阿那哈納人連教

會大門都不會靠近。「那只是給

外來的人！他們輕視我們這些

世世代代住在這裡的人！」這

就是為什麼在20萬瑪庫阿那哈
納人中間，還沒有建立那哈納

族人教會的原因。那些少數上

教會的那哈納人，在文化上或

語言上都不適應所去的教會。

但是很多有穆斯林背景的信

徒從其他地區來探訪那哈納

人，族人認真地聽他們分享信

耶穌的經歷，有的人也願意敞

開心胸。最近，有一些沿海

8月7日／第19天

莫桑比克的瑪庫阿那哈納人
他們是伊斯蘭精靈崇拜者，忠於當地的清真寺

禱告事項：

願族人中的重要人物能透過與基督 ▼

徒的交往遇見永活真神（徒六 6，
十三4～12）。

祈求新信徒的信心繼續成長，學習 ▼
神的話，每天在生活中經歷耶穌，

並組成一個強有力的群體，一起熱

切追隨耶穌（徒二41～45）。

求神保護那些接觸那哈納人的信 ▼

徒，免遭荊棘途中的各種危險（林

後十一25～27）。 

地區的那哈納人成為「耶穌的跟隨

者」，並且受洗。這些信徒開始帶領

他們的家人接受耶穌，但針對那哈納

人的事工仍然在起步階段。

願族人中的重要人物能透過與基督

徒的交往遇見永活真神（徒六 6，

他們的家人接受耶穌，但針對那哈納

人的事工仍然在起步階段。



8月8日／第20天

祈求原信奉伊斯蘭的穆斯林能感受上帝 ▼

的安慰和關愛，並且能融入基督徒群體

裡（詩三3，一○三1～6）。

求神保護信徒，使他們脫離邪惡，並和 ▼

穆斯林鄰居友好相處（羅十二17～21）。

願伊斯蘭極端分子和暴力活動在巴勒斯 ▼

坦地區不致猖獗，也不會壓制那些尋求

和平的人們（耶十五20b～21）。

求神呼召更多基督徒前往迦沙地帶和約 ▼

旦河西岸，去宣告證明上帝的愛。願神

打開穆斯林的心，接受救主耶穌基督。

禱告事項：

住在伯利恆，卻不認識彌賽亞

巴勒斯坦地區

巴勒斯坦人以難民身分居住在迦沙和

約旦河以西地區已有許多年代，他

們普遍窮困，失業率又高。巴勒斯坦人不

得輕易離開該地區，當地總體的基礎設施

和服務很差。困境和苦難使得伊斯蘭組織

如哈馬斯，有機會藉暴力和恐怖活動來達

到他們的目的。

巴勒斯坦地區的人幾乎完全是阿拉伯穆

斯林。少數基督徒人口正在快速地消失，

有的人再也受不了被夾在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的激烈衝突裡，有的人因經濟環境惡劣

而離開該地區，移民到其他地方，其他人

也正在謀求出路。結果是，目前在伯利恆

和附近地區只剩下很少的基督徒。在這兩

千多年前彌賽亞的出生地，卻很難找到一

個相信祂的人。然而，有巴勒斯坦的穆斯

林選擇相信耶穌，他們有些是在夢中或異

象裡遇見彌賽亞。他們決定要成為基督徒

時，幾乎一定會面臨到嚴重的後果，他們

的家族常常因此而與他們斷絕關係。

該地區的人比西方人士看重家族關係和

古老傳統。放棄伊斯蘭信仰被認為是使家族

蒙羞之事。因此，穆斯林改信基督後，常常

會被家族排斥，被親友抵制和剝奪繼承權。

因為這樣，他們變得很貧乏，需要緊急救

援。另外，當他們成為神家裡的新成員時，

也需要在神的話語上得到造就，只有這些幫

助能使他們保持堅定的信仰，並且能在如此

仇視基督徒的環境中繼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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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第21天

中東的德魯茲人
與伊斯蘭有關聯，卻極為不同

願德魯茲人質疑「說靈語」的習俗。保羅在腓立 ▼

比的經歷可以成為幫助（徒十六 16～24）。任何
人質疑「說靈語」習俗或不再參與的人，都很可

能遇到強力的反對。

禱告他們會找到神，並能真正了解如何敬拜神 ▼

（徒十六14）。正如猶太人棄絕撒瑪利亞人，傳統
穆斯林也拒絕德魯茲人。德魯茲人發展出一套自

己的信仰，與伊斯蘭非常鬆散地聯繫著，如同撒

瑪利亞人的信仰與猶太教的聯繫很鬆散一樣。

禱告那些信耶穌的德魯茲人可以向他們的群體分 ▼

享生命的見證。

禱告事項：

圖：德魯茲婚禮

德魯茲人（Druze）有自己獨特的
宗教。中東大約有一百萬阿拉

伯人說德魯茲語。他們雖不認為自己

是穆斯林，但通常被人視為穆斯林。

約一千年前，他們從伊斯蘭的什葉派

分出來，但仍然尊崇古蘭經為眾聖書

之一。他們從來不在清真寺祈禱，他

們當中對宗教感興趣的人，則會在每

週四晚上聚會。在聚會中，他們的長

者就會講解德魯茲宗教的哲學。他們

的教導主要來自《智慧書》，它被認

為是一本既神祕又神聖的書。德魯茲

人很排外，不與他人來往。其他宗教

的人從未有變為

德魯茲派的，連

藉著結婚也不行。

德魯茲人也強

調輪迴。這輪迴

的信仰與「說靈

語」的習俗是有

關聯的。這「說

靈語」原本是為

了要鼓勵孩童們練習占卜。有些孩童

和成年人顯然得到啟示，說出他們根

本不可能知道的其他人的生活細節。

當小孩子「說靈語」時，通常就被當

作是他們轉世的記號，甚至被當作證

明。在德魯茲人的眼中，這「說靈

語」的能力肯定了孩子與家人的重要

性及社會地位。

見證：拉希德在德魯茲家庭長大，但

並沒有具體的接受德魯茲的教導。他獲

得獎學金去東歐國家讀醫科。在那裡，

他和妻子撒拉在尋求神方面有相當不同

的歷程。撒拉讀古蘭經並接受伊斯蘭的

生活方式，她甚至戴蒙臉巾。

而拉希德有一個黎巴嫩的基督徒朋

友與他分享聖經的基督教信仰。因拉

希德與撒拉都堅持追求自己的信仰，

婚姻面臨破裂。終於拉希德將信心放

在彌賽亞身上。幾個月後，撒拉察覺

到丈夫生命的改變，因著她自己對伊

斯蘭感到失望，她也開始讀聖經，並

在彌賽亞裡找到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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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其頓人大約三分之一的人有穆斯林

背景，在200多萬總人口中占了65
萬人。主要的穆斯林族群有：阿爾巴尼

亞人（約占80%），在首都附近的吉普賽
人和東部的土耳其人。馬其頓人奉行基

督教的群體相當小，但在健康成長中。

然而，阿爾巴尼亞的穆斯林卻完全沒有

人去接觸他們，也沒有教會。

讀以賽亞書五十二章10節，大聲宣告神 ▼

的信實，願祂的救恩降臨。 

許多穆斯林並沒有虔誠地奉行他們的信 ▼
仰，其他人，像吉普賽人（8萬人口）尤
其相信民間迷信。祈求神作出人意外的

介入（出三1～6）。

求神打開作見證的門，激勵馬其頓信徒 ▼

傳福音。只有十字架上所彰顯的神的

愛，能勝過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長達數

世紀的宗教衝突和偏見。保羅第一次在

歐洲宣講福音是在希臘馬其頓的腓立比

（徒十六 9～40）。神有能力跨越所有障
礙！祂曾派遣保羅去馬其頓，今天祂仍

在派遣人。

8月10 日／第22天

馬其頓的穆斯林
上帝沒有遺忘他們

禱告事項：

人去接觸他們，也沒有教會。

讀以賽亞書五十二章10節，大聲宣告神
的信實，願祂的救恩降臨。 

許多穆斯林並沒有虔誠地奉行他們的信

清真寺及

其呼拜樓

照片：泰特沃城位在首都斯

科普里以西，是以阿爾巴尼

亞人居多地區的非正式「首

都」。

根據穆斯林傳統，穆罕默德的心曾經被打

開，並且得到淨化。他們相信神命令天使

加百列（Jibrail）真的打開穆罕默德的胸腔，清
洗他的心，並用智慧、知識和信心來充滿它。很

多人相信這事發生在穆罕默德六歲時（公元576
年），當時他與沙漠裡的 Banu Sa’d 族人同住。
他成年後（公元621年）要離開麥加到麥迪那之
前，又再發生一次。

當安拉的使者和其他男孩一起玩耍時，天使加

百列來到他面前，抓住他，將他摔在地上。然後

打開他的胸腔，取出心臟，從心臟拿起一塊凝

血塊，說：「這是你身上屬於撒但的。」接著他

就在一個金碗裡，用麥加滲滲泉的水清洗它。

之後，加百列把穆罕默德的心放回原處，縫好胸

腔。那些男孩邊跑邊喊……「穆罕默德被殺了！」

他們來看他，他的顏色都變了。有人說，他們曾

看見他胸腔上的縫針疤痕。就像古蘭經上說：

「穆罕默德啊，難道我們沒有為你而開拓你的胸

襟嗎？」（古蘭經開拓篇94:1）

基督徒相信唯有彌賽亞犧牲的血才能洗淨一切

的罪（約壹一7）。

穆罕默德的心得到洗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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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人口兩億四百萬，是世上人口第四大國。所屬上

千個島嶼橫跨赤道，居住著三百個不同的族群，

她自詡擁有七百多種不同的語言。爪哇島位在這美麗群

島的中央，島上有首都雅加達，國家的政治經濟決策都

出自於此。雅加達雖不具備吸引遊客的實力，卻是每一

個印尼人期望碰碰運氣的地方。她是那麼地吸引著印尼

人，以致有2,600萬人住在該城及其影響所及的周邊地
區（即大雅加達地區 Jabodetabek），每年還有數十萬的
人加入其中。在雅加達可以找到任何一個族群的人；而

該地區的原住民Betawi穆斯林卻已經萎縮成少數民族了。
很少城市有如此強烈的對比。在一棟棟不斷增加的奢

華購物中心和現代化摩天辦公大樓邊，就是窮困潦倒的

貧民窟。很多人沿著鐵路線及垃圾滿溝渠的岸邊建造簡

陋棚屋居住。只有在馬路上才能一窺平等，在每天的交

通堵塞中，嶄新的賓士車和焊接而成的破爛小客車同樣

要走走停停。

還有一個強烈的對比給這個城市留下了烙印，實際上

是給整個國家：85%的人口是穆斯林，13%左右是基督
徒。官方稱人民有宗教自由，然而每天都能找到歧視基

督徒少數群體的證據。雅加達庇護著不同的伊斯蘭極端

好戰組織，但也有一系列注重宣教的聖經學院和機構。

無論如何，雅加達所發生的事情決定了印尼的未來。

禱告事項：

為雅加達行政首長法烏齊 • 波窩（Fauz i  ▼

Bowo）領導下的政府禱告：祈求他們有智
慧處理事關地方及全國性的事務，以及印尼

全國的和平。

為各種援助雅加達窮乏人的努力禱告 ▼ —包

括精神的及物質的。好幾個機構正在用不同

方案來盡力滿足各方需要，同時傳講耶穌。

祈求神有一天會賜恩典給Betawi族，已知他 ▼

們當中只有一百名基督徒。

為雅加達的基督徒禱告，他們完全沒有影響 ▼

力，許多教會仍然沒有去傳福音。求神賜力

量和勇氣，保護那些分享福音的基督徒。

8月11日／第23天

印尼的雅加達
一個充滿強烈對比的城市

為雅加達行政首長法烏齊 • 波窩（Fauz i 
Bowo）領導下的政府禱告：祈求他們有智
慧處理事關地方及全國性的事務，以及印尼

為各種援助雅加達窮乏人的努力禱告—包

括精神的及物質的。好幾個機構正在用不同

方案來盡力滿足各方需要，同時傳講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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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我和朋友穿越印尼，行經四千多英
里，調查世界上福音最少的穆斯林族群。每天

傍晚，我們遠望著落日餘暉從科威特燃燒的油田穿

透過來時，就想到第一次海灣戰爭正發生在西邊，

三千多英里遠之處。從蘇拉威西島的布吉人到「刺

客」馬都拉人（這個稱呼緣於他們刺殺宣教士）到

班達亞齊（麥加的前廊），我們在這些在大使命裡被

疏忽的角落，調查他們對福音的開放程度。每到一

處，我們都提出些具煽動性的問題：「你是哪個族群

的人？」接著是：「你的族群是基督徒嗎？」這問題

就是要測試他們的反應。他們的回答總是：「不！我

們不是基督徒，我們是穆斯林！」然後我們就微笑

著再提出一個幼稚的問題：「為什麼你不是基督徒

呢？」同樣的回答一次又一次地在我耳邊響起：「你

無法改變你的母親。」他們的回答雖然堅定，卻毫無

敵意。對他們來說，改變是不可能的。無疑地，這

是他們第一次面對這種問題。不單在印尼，在整個

伊斯蘭世界，這就是數百萬穆斯林的困境。但我們

聽來，聖靈把他們的話變成了馬其頓人的呼喚：「請

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徒十六19）
二十年後，時代在變更，穆斯林世界也如此。我

們目睹了伊斯蘭世界有史以來對福音空前的開放和

見證：「時代在變更」

作者：David Garrison

回應。二十年前，我們很難看到這

樣的景況，福音運動能一次為一千

名穆斯林舉行洗禮；今天，這樣的

運動超過兩打。從西非到東南亞，

神在伊斯蘭領域裡收割著前所未有

的豐碩果實，其中相當多的運動發

生在地球最仇視基督教的角落裡。

2011年春天，距首次調查之旅
二十年後，我又回到印尼。這一

次，我採訪了數十個有穆斯林背景

的信徒，他們是在福音運動中接受

基督信仰的，這個植堂運動已經產

生了九代的新教會！聽弟兄姊妹分

享基督如何原諒他們，賜人新生

命，還有他們決定信主後，聖靈如

何支撐他們度過迫害的故事時，真

令人感動。或許最驚人的發現是，

當我們問：「神用什麼使你相信耶穌

基督呢？」我們原本以為會聽到許

多不同的回答，意外的是，每個人

都給了一個簡單的回答：「有人向

我傳福音。」或許我們忽略了，時

代變了，不是穆斯林在變，而是基

督徒。新一代的基督徒用溫和的態

度，忠心又勇敢地傳揚著賜生命的

福音信息。

左圖：在清真寺內拜禱的人群

右圖：Istiqlal Mosque為雅加達最大的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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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第24天

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
見證：靠耶穌的大名得救

歐賽尼先生是富拉尼族的牧師，出生於尼日利

亞的喬斯（Jos）。他從前是穆斯林，二十年
前，在基督徒的聚會裡相信了彌賽亞耶穌。之後，

他繼續經營事業，並且兼任牧師。認識他的穆斯林

和朋友們都知道，他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基督徒。當

中有許多人加入一個穆斯林異教組織，名稱為博科

聖地（Boko Haram）*。最近，歐牧師和幾位會友
參加一項聚會後，在搭乘巴士返回途中，遇到狙擊

手向他們射擊。每次基督徒聽到槍聲響起，就大聲

呼叫耶穌的名字。

司機竭盡所能穩住車子，逃脫後直接駛往醫院。

醫院的人感到驚奇，大部分人都沒有受傷，受傷的

人也沒有流血或骨折。所有的人在當晚都回家了。

這種事件並非第一次發生，歐牧師早就成為博科

聖地狙擊手的對象。每一次發生時，他都經歷到耶

穌就是他的保護，是救他的堡壘。請為尼日利亞北

部的基督徒禱告，特別是住在博爾諾和喬斯州的

人。請禱告神救他們脫離要加害他們的人之手。願

彼此能和平共存，並祈求救恩臨及穆斯林。

尼日利亞人口一億五千五百萬，伊斯蘭的基要派

及保守派組織很活躍，一半的人民都有伊斯蘭背

景，不過他們在實踐方面，各有不同。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

量是大有功效的。

（雅五16）

這是伊斯蘭的極端組織，於2002年
成立。2009年尼日利亞軍隊和他的
武裝分子發生嚴重衝突，導致 700
人死亡時，引起了國際間的注意。

這一詞出自豪薩語的“boko”及阿

拉伯語“haram”。Boko意思是「西
方的或非伊斯蘭的教育」；haram 意
思是「禁止」。他們不但反對西方教

育，還反對西方文化和現代科學。

近年來，他們在尼日利亞曾主導

多次攻擊警察、基督徒及教會的事

件，令許多教會喪失了一些人。

禱告事項：

禱告尼日利亞政府、基督徒及伊斯蘭 ▼

掌權者，在面對「博科聖地」及其他

人時，有勇氣和智慧（羅十三 13～
14）。

為那些受到恐怖分子攻擊的數百名受 ▼

害者的家庭禱告，願他們得到內在醫

治、諮商、神的安慰和實際的幫助

（賽六十一1）。

願耶穌的啟示臨及「博科聖地」好戰 ▼

分子，以及那些可能受引誘而加入他

們的人。

下方列出尼日利亞主要的穆斯林種族，請為其中一

個或多個種族禱告，願福音能傳揚在他們中間：

超過百萬人口的種族：

Hausa（1990萬）, Yoruba（835萬）, Yerwa 
Kanuri（400萬）; Sokoto Fulani（220萬）, Haabe 
Fulani（220萬）, Bororo Fulani（195萬）。

十萬至百萬之間的種族：

Adamawa Fulani（97萬5千）, Bauchi Fulani（70
萬1千）, Manga Kanuri（61萬7千）, Igbo Fulani
（52萬）, Egba（41萬 8千）, Bade（31萬）, 
Songhai（26萬）, Arab, Shuwa（20萬5千）, Bura
（11萬2千）, Igala（10萬8千）。

*認識博科聖地（Boko 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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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爐火上就架著一個鐵罐在烘烤咖

啡豆。婦女捲起帳篷的兩邊，讓清晨

的陽光照進來。男孩們跟著父親們去放牧駱

駝和羊群，小女孩則赤腳跑到半公里外的表

姐妹家。風吹沙揚，蠍子躲在地毯下的陰涼

處。在沙漠裡又開始了緩慢而簡單的一天。

十萬名住在蘇丹東北部的拉塞達部落民族

是源自沙特阿拉伯的貝都因人。大約150年
前，他們逃來此地。族人講阿拉伯語，信奉

伊斯蘭教。他們愛用八○年代產的豐田四輪

驅動小貨車，男孩們十二歲左右就學開這種

車。女孩結婚年齡是十四到十七歲。這一代

是接受教育的第一代，許多拉塞達人，特別

是三十歲以上的婦女，都是文盲。他們的傳

統是靠口傳歷史和宗教，以及記住駱駝的血

統而保存下來。

拉塞達部落有很多不同的社會階層，他們

大多是進行商品交易的商人。總體上，他

們並不貧窮，卻選擇過簡單生活。他們的居

所一般是小型棚屋或帳篷，使他們方便過著

遊牧生活。他們喜歡把錢投資在金子和駱駝

上。拉塞達人在厄立特里亞和蘇丹交界處

用以賽亞書四十五章 2～3節為拉塞達人禱 ▼

告。願神除去攔阻拉塞達人認識福音的「鐵

閂」（所有障礙）。願耶穌成為他們的寶貝，

當祂被完全彰顯之時，無人能拒絕祂。

求神差來有犧牲精神的基督工人，願意和這 ▼

些遊牧民族建立關係。

那少數的基督徒住在這飽受戰爭蹂躪之處與 ▼

不友善的人為鄰，求神使他們成為和平使者。

禱告事項：

從事走私活動，因逃稅而與當地政府起了

摩擦。然而，他們只要關掉車頭燈，在沙

漠裡跟著天上的星星超速前進，就能輕易

甩掉警察。這部落的男人僅僅靠沙子的氣

味，就知道自己位在哪兒。

族人們有意將自己與外界隔離，他們很

少和附近其他的貝都因人或當地的蘇丹人

來往。拉塞達人是純正的阿拉伯人，不與

外族通婚，宣稱自己擁有先知穆罕默德的

直系血統。在他們的地區，有很少數來自

埃塞俄比亞的信徒。在厄立特里亞海岸的

一些拉塞達人早年曾參軍，並聽其他兵士

介紹過基督。除了這些，他們的文化和信

仰就從來沒有被質疑過。他們是一個福音

未及，毫無接觸的族群。

用以賽亞書四十五章 2～3節為拉塞達人禱
告。願神除去攔阻拉塞達人認識福音的「鐵

閂」（所有障礙）。願耶穌成為他們的寶貝，

當祂被完全彰顯之時，無人能拒絕祂。

求神差來有犧牲精神的基督工人，願意和這

8月13日／第25天

蘇丹的拉塞達人
住在非洲沙漠的阿拉伯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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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里記載的聖訓，由Abu Huraira口述。
先知說：「凡在齋戒月禁食者，因出於真誠的

信心並盼望蒙安拉獎賞，他過往一切的罪都必

蒙赦免。凡在能力之夜通宵禱告者，因出於真

誠的信心並盼望蒙安拉獎賞，他過往一切的罪

都必蒙赦免。」

8 月14日／第26天

能力之夜（Laylat al-Qadr）
據說這是穆罕默蒙受啟示的那夜

法蒂瑪好興奮，因為丈夫沙林邀請了

老師一家人來，和他們一起慶祝齋

戒的結束。之前，當男人們在一邊聊天，

女孩們一起玩耍時，法蒂瑪和莎拉有過多

次談話，受到很多鼓勵。上次莎拉來訪

時，曾為法蒂瑪禱告。禱告時，她感受到

一種奇特的平安，現在她希望能有更多的

禱告。莎拉和她家人都是彌賽亞耶穌的跟

隨者。

法蒂瑪不單為了莎拉的來訪而興奮，更

因為今天是能力之夜。她打算整晚不睡，

一直祈禱，希望神應允她的禱告，賜她一

個兒子。她帶著迫切的期待和巨大的解

脫，盼望今年能夠禱告。兩年前，就在齋

戒月的最後一天，她開始流血，使得她不

潔淨而不能禱告。之後不久，她懷孕了，

因為要給嬰兒餵奶，使得她在次年又喪失

了禁食的資格。生了三個女兒後，雖然沙

林沒有嫌棄她，婆婆卻咒罵她不能生個兒

子。她鼓動兒子再娶一個太太，法蒂瑪為

此很擔憂，還去朝拜某個聖人的墳墓，為

求得一個兒子。她還非常努力地履行一切

祈求在這天晚上，耶穌能在夢中和異象 ▼

裡超自然地顯現。想想你所在城市、地

區和國家，或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求神

帶領你的禱告。同時祈求那些得到啟示

的人們能儘快遇見基督徒，幫助他們成

為門徒（徒十1～48）。

禱告事項：

祈求在這天晚上，耶穌能在夢中和異象

裡超自然地顯現。想想你所在城市、地

宗教義務。今天是能力之夜，因而她有

著非常大的期望。

根據古蘭經 97章，穆罕默德就在這
一夜第一次獲得古蘭經的啟示。穆斯林

相信今天晚上的禱告特別蒙神垂聽，有

些人相信今晚的禱告可以補償日常禱告

的不足之數。能力之夜在齋戒月的最後

十天，大多數穆斯林傳教士相信是在第

二十七天。新的一天從日落開始，所以

今年的能力之夜是八月十三日晚上。

法蒂瑪代表著成千上萬熱切盼望能力

之夜的穆斯林婦女，不幸的是，只有很

少人遇見莎拉這樣的人向她們介紹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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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完成他的

事工。我們看到他有時必須靠織

帳篷維生，有時候則由別人供應他的需

要，以致他能「為道迫切，向猶太人證

明耶穌是基督」（徒十八5）。
在腓立比書四章 10～19節，我們看
到使徒的態度。我們知道他學會了無論

在什麼境況下都能知足，他知道如何處

卑賤，如何處豐富。當保羅收到饋送，

他就能更專心傳道和講授；他並不求什

麼饋送，而是求別人因奉獻而從神那裡

得到獎賞。保羅甚至把一些饋送形容為

「極美的香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

物」。保羅鼓勵饋贈者：「神必照祂榮耀

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

需用的都充足。」

全世界的穆斯林事工需要資金。國際

性的傳媒事工，包括廣播、網絡、視

頻、文字和衛星電視，都需要相當大的

資金。其中一些事工正在向大批穆斯林

傳講福音，他們常常收到成千上萬、來

自第一次探詢者的電子郵件、簡訊和電

話，並且每個月都有人尋求要成為耶穌

的門徒。

傳統的「實地」宣教工作同樣在世界

各地有收穫。在許多穆斯林的環境裡，

信徒常常從事著一般工作，以便進入那

些對福音禁閉的國家。通常，這些信徒

因工作關係在社會上擔當重要角色。有

時候他們的工作有好的報酬，但有時候

沒有，那麼他們就需要獲得額外的資助。

儘管穆斯林時有指控，但基督教機構

從來沒有採用「用錢收買皈依者」的策

略。在穆斯林世界建立新基督徒群體的

方式，大多根據「三自模式」。這種模式

鼓勵每個新成立的信徒團體要：

 自我管理—擁有當地的領導團隊；

 自我支持—有能力維持其生存和事工；

 自我繁衍—建立新的信徒團體來自我

發展。

有時候因遭遇迫害、經濟困難和自然

災害，使得三自模式的供應有所欠缺，

但卻給信徒們提供最佳機會，讓弟兄姊

妹們團結起來（林後八1～21）。

8月15日／第27天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
路加福音六章38節的重要信息

禱告事項：

「30天」鼓勵參與禱告者為穆 ▼

斯林事工奉獻，讓我們在財務

上「先求神的國」。你可以花

一點時間求問神如何奉獻；禱

告對全球穆斯林事工的奉獻能

不斷增多。用本頁列出的經文

為這篇文章裡所提到的各種穆

斯林事工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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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第 28天

陳明真理（The Izha―r ul-Haqq）
回答穆斯林對聖經的指控

Izha―r ul-Haqq  是一本穆斯林
書籍，中文意思是「陳明真

理」。它的目的是要削弱和打擊

穆斯林國家裡基督徒的信心，特

別是那些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

徒。它嘲弄基督徒對聖經的信

心，指示穆斯林遠離聖經，宣稱

聖經是錯誤百出的。同時，它還

說古蘭經是完全沒有瑕疵的。

Izha―r ul-Haqq原文以阿拉伯
文寫成，內容源自一百五十多年

前與一名德國宣教士的辯論。穆

斯林辯論士和教師利用十九世

紀歐洲對聖經所作的「高等批

判 」（Higher Criticism），以支
持傳統穆斯林對聖經純正性和無

誤性的指控。今天仍然有很多穆

斯林認為這本書很有用，因而繼

續出版，保留原書內容，並藉著

正統的穆斯林領袖所代表的巨大

網絡大量派發。此外，書中的論

點幾乎被世上所有重要的穆斯

林辯論家和教師所引用，其中

包括Shabir Ali、Jamal Badawi
和 Zakir Naik。其論點也經由
二十四小時衛星電視頻道輪流向

全亞洲的觀眾播放。然而，令人

感到訝異的是，還沒有一本書針

對 Izha―r ul-Haqq  的指控而作全
面答辯，來鼓勵基督徒和激發穆

斯林的思想。

我們非常需要以尊重的態度，

就穆斯林對聖經提出的問題給予

回答，並提出對古蘭經所做的最

新學術研究。例如相較於古蘭經

的手稿，新約聖經的手稿具有更

強的可信度。近幾十年來，有越

來越多極具價值的學術著作對古

蘭經提出疑問，其難度相較於他

們對聖經的質疑，常有過之而無

不及。

一些基督徒正在準備一本書，

要來解答Izha―r ul-Haqq  所提出
的問題，其目的不單針對它的錯

為答辯穆斯林對聖經的指控所做的工作禱告，願神繼續呼 ▼

召合適的人選，具有正確的理解、有能力、恩賜和品格，

有效地從事這項事工。陳明真理是一項艱鉅的事工，單單

具有知識和辯論的能力是不足夠的。需要來自神的能力，

使基督徒作者們有能力「推翻論據和每一個反對人認識神

的主張」。就像神的話清楚地表明，目的要「將人所有的心

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十5）。

在對 Izh ▼ a─r ul-Haqq 作完全面回應後，尚需有合適管道，把
印製好的文字或視聽材料流通出去。求神帶領、供應和賜

下恩典。

禱告事項：

誤指控，以捍衛神的話，而且鼓

勵穆斯林認真地去讀聖經，不要

只作不實地控告和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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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洛希卡雅人（Rohingya）的數
目，很難有一個準確的估計，因為

沒有一個國家接受他們為公民。大部分族

人居住在緬甸的若開省。許多人成了難

民，分散在不同的國家，主要包括孟加

拉、馬來西亞、中國、沙特阿拉伯、巴基

斯坦和泰國。族人當中有幾百名基督徒，

都來自伊斯蘭蘇非派的一個小分支。

洛希卡雅族的穆斯林源自緬甸，他們在

本國受到嚴重的迫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就已成了難民。現在緬甸的軍事統治者

主要依靠緬甸民族主義者和佛教徒的支

持，所以他們嚴重歧視像洛希卡雅族這樣

的少數民族。

洛希卡雅族現在分散在南亞和東南亞地

區，大約有11萬1千名難民聚居在緬甸
和泰國邊界的九個難民營裡。很多族人長

期滯留在難民營或其他臨時居所，等候機

會移居到其他地方。不幸的是，因為聲

譽不好，他們往往遭到拒絕。在馬來西

亞，洛希卡雅難民的孩子不准進當地學校

讀書，在成長過程裡看不到美好未來。最

近幾年，為他們成立了幾間學校，但缺乏

資金及合格員工。難民的生活常常充滿恐

懼、不安、精神創傷、虐待和不公。

聖經翻譯：在緬甸，一種以阿拉伯字母

為基礎的文字（阿拉伯文加上一些特別的

音符和字符）被用來出版洛希卡雅語的書

面材料。在網路上已經有人在使用一種以

羅馬字母為基礎的文字體系。有一大群族

人以難民身分住在孟加拉，他們喜歡讀孟

加拉文的經文。由此看來，將來免不了起

碼要用三種不同的字母來翻譯聖經。

8月17日／第29天

洛希卡雅人
兩百多萬人尋覓新家、和平及自由

目前正在用洛希卡雅語翻譯二十一個聖經 ▼

故事，希望在未來幾個月裡完成並分發出

去。要決定翻譯哪些章節，以及如何製作

它們，就是一種挑戰。良好的溝通和小心

的合作，對於翻譯工作非常重要。

請為幫助他們認識彌賽亞的各種計畫而 ▼

禱告，已經有一些基督徒在試圖幫助他

們，願神興起其他的信徒。

禱告事項：

目前正在用洛希卡雅語翻譯二十一個聖經

故事，希望在未來幾個月裡完成並分發出

去。要決定翻譯哪些章節，以及如何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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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巴基斯坦伊斯蘭堡的費薩爾清真寺及其庭院能容納

75,000人，它外面的空地上還能容納20萬人拜禱。

左圖：在泰姬陵

對面的阿格拉清

真寺。「30天」網
站上（www.30 -
days.net）有一些
關於這類集會的

YouTube影片。

禱告事項：

8月18日／第 30天

南亞的大型聚會
齋戒月之後的萬人聚會

為你所在城鎮、地區和國家 ▼

的穆斯林家庭禱告，期盼他

們遇見真正的信徒，在開齋

節的盛宴中與他們分享生命

的糧食（參詩三十四8；約六
55～58）。

為你國家裡準備參加大型宗 ▼

教聚會的穆斯林禱告，願神

能引起他們的注意，並在這

三天的宴樂中向他們啟示，

那曾被釘十架、復活後永遠

活著的主耶穌。 

在未來三天裡，世界各地的穆

斯林將在齋戒月結束之日大

擺筵席，盡情享受。這開齋節節期

也是穆斯林重要的宗教聚會之時。

成千上萬的穆斯林將聚集在一些地

方，如印度泰姬陵對面的阿格拉清

真寺。鄰國巴基斯坦則有更多人聚

集在伊斯蘭堡的費薩爾清真寺和拉

合爾的巴德夏希清真寺。最大型且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聚集將出現在麥

加城，在齋戒月結束的七十天後是

一年一度的朝聖，超過兩百萬朝聖

者會在麥加大清真寺同時拜禱。

穆斯林把這些聚集看作是伊斯蘭

教的優越性和壯大的證明。耶穌

說，祂的國度就像芥菜的種子，一

般穆斯林都沒能認識到來自於十字

架和耶穌復活所帶來的醫治、生命

和救贖。主的能力常常在軟弱中得

彰顯，而不是表現在驚人的數字、

偉大的講員，或者世俗的力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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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Days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的网路资源

k 基督徒制作的网站：

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
（中文网站）内容丰富的繁、简体中文网

站。网页详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差异。

www.quranandinjil.org
www.engagingislam.org
www.carlmedearis.com

k 穆斯林制作的网站：

Wikipedia: Islam Portal
www.quran.com
www.answering-christianity.com
www.islam-christianity.com
www.islamicity.com
www.al-islam.org
www.muxlim.com
www.topmuslimsites.com
www.salat-time.com
www.talkislamic.com
www.understanding-islam.com
www.alim.org

k 穆斯林－基督徒之间的对话：

Search Christian Muslim Dialogue in
Dubai on YouTube.com
http://cmcu.georgetown.edu
（Prince Alwaleed Center）Prince Alwaleed Center））
www.peace-catalyst.net
www.acommonword.com
www.grace-truth.info

k 见证：

www.morethandreams.tv
www.muslimjourneytohope.com
www.albahethoon.com（The Seekers）（The Seekers）The Seekers））

k 向穆斯林传弥赛亚：

www.isaalmasih.net
www.kalimatullah.com
www.the-good-way.com
www.fatherzakaria.net
www.injil.org

k 宣教／族群

www.joshuaproject.net
www.missionfrontiers.org
www.lausanne.org

k 其他网站：

www.opendoorsuk.org/
（Open Doors - Persecuted believers）Open Doors - Persecuted believers））

www.iraqprayer.org
（Prayer for Iraq）Prayer for Iraq））

www.cryoutnow.org
www.pray-ap.info
（Prayer for Middle East）Prayer for Middle East））

www.memritv.org
（News from the Middle East）News from the Middle East））

www.barnabasfund.org
（Persecuted believers）Persecuted believers））

Prayershorts channel on YouTube

30天国际联祷不一定支持或赞同以上所列出网站的言论、观
点或态度。不过，这些网站至少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资料。他
们可能不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网站，只是编辑团比较熟悉
它们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