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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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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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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一四章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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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讀約翰一書四章19～2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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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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良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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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許多穆斯林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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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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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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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他們蒙神開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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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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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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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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示。• 

你知
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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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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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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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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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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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