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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禱告運動起源於一九九二年，由一群基督徒領袖在

中東開會時所發起。這幾位從事跨國運動的信徒，強

烈地感受到神的心願，希望盡可能喚起更多基督徒為伊斯

蘭世界禱告，結果產生了這個禱告運動，並且訂在穆斯林

的齋戒月中舉行。「禱告30天」訂於齋戒月至少有兩個理
由：（1）讓基督徒在一年之中有一段固定的時間與穆斯林
同行，（2）這是穆斯林在一年之中最虔誠的日子，我們求
告全能神以大能介入他們的生命中。請注意：在齋戒月中禱

告並不表示我們遵行穆斯林的禁食及禱告。

身為耶穌的信徒，我們雖不認同伊斯蘭許多的想法、神學

教義及實踐，但「30天」禱告運動強調神對穆斯林的愛，
我們鼓勵所有彌賽亞的信徒對穆斯林培養出謙卑、愛、尊重

及服事之心。

這本禱告手冊的目的在於，當你為穆斯林代求時，能受到

啟發及引導。我們不能提供你對穆斯林世界的全面認識，但

鼓勵你進一步去認識他們，以便對伊斯蘭世界，以及神在穆

斯林中間的作為有更深入的瞭解。今年我們再次收集了幾篇

見證，使你在禱告時信心可得激勵。神愛穆斯林，祂願他們

來認識祂。

編輯團 敬上

根據估計，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

大約有三、四百萬穆斯林成為彌賽

亞信徒。

近年來，穆斯林轉信彌賽亞的人

數，遠超過穆罕默德創教後1,400年1,400年年
間轉信人數的總和。

上圖：1993年「30天」禱
告手冊創刊號的封面。

 
下圖是最近幾年的封面。

愛穆斯林，從禱告開始

歡迎參加
第二十屆全球專為穆斯林世界禱告三十天
2011年8月1日∼8月30日∼8月30日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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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的二十年中發生了許多事。神用了

許多不同的方法作工，使祂的名傳揚

在穆斯林中間。「30天」也在其中擔當了一
角，在全球挑旺信徒對穆斯林的認知，並為

他們禱告。不過「30天」只是神作工的一
環！還有許多其他的變化：

正面的：

 •  有人估計，大約有三、四百萬穆斯林

在三十年間成為彌賽亞信徒。這數字比過

去一千四百年間任何時候都多（穆罕默德

是西元570~632年在世）。
 •  各種針對穆斯林的事工，包括網際網

路、廣播電台、衛星電視及其他傳媒大量

充斥。

 •  穆斯林可拿到手的各種文宣、CD、
DVD、聖經及可下載的資訊急遽增加。
 •  實地在穆斯林世界中服事的宣教士顯

著地增多。

 •  數千名有穆斯林背景的信徒正在向其

過去的二十個齋戒月中，發生了什麼變化？

每一年，《30天禱告手冊》以各種文字印
行，全球總發行量計有二十四萬至四十

萬本。

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30-days.net

或參觀
   

族人傳揚彌賽亞。

 •  同時，還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為

穆斯林世界禱告的事工。

 •  我們比從前更加知道有關穆斯林族群

的事（人口統計、文化親和力、歷史，以

及福音在他們中間傳揚的情形）。

 •  想要在各民各族中建立起信徒集會的

各種努力已逐漸收到果效。

 •  目前，穆斯林能接觸到其他文化及宗

教信仰的機會比過去一千四百年間任何時

候都多。

負面的：

 •   穆斯林恐怖分子在全球許多地方已

有組織。他們最有名的攻擊行動發生在

2001年9月11日，震驚了全世界。
 •  這類攻擊引發了在阿富汗及伊拉克兩

個國家內艱苦的戰爭，也在全球引發了許

多軍方及警方的介入，帶動了正面和負面

的影響。穆斯林對於「反恐之戰」不盡認

同，有些情況是十分複雜的。

 •   如今，人們可接收到的伊斯蘭電視、

網路、廣播電台及其他傳媒比從前多很

多。

 •  大部分的西方國家裡，穆斯林及清真

寺的數目大增。

 •  歐洲和西方國家因伊斯蘭的存在，普

遍對該國造成威脅。西方國家以世俗化社

會為主，不知如何面對日益增多的伊斯蘭

影響。他們大多數懼怕恐怖主義、害怕未

知之事，以及對穆斯林懷有偏見及成見。

《30天》邁入第二十期30天》邁入第二十期天》邁入第二十期
本著信、望、愛為穆斯林世界禱告二十年



每一年，《30天禱告手冊》以各種文字印
行，全球總發行量計有二十四萬至四十

萬本。

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30-days.net

或參觀
   

「祢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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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禱告。

有人問：「為什麼要為穆斯林禱告？」

……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

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來十二2）

•  穆斯林認為耶穌是一位偉大的先

知，他所傳講的是伊斯蘭較早期的信

息。根據古蘭經的說法，他們相信耶

穌是神的彌賽亞，但通常對它的真義

毫無概念，不知耶穌就是神為全人類

設立的受膏王和救主。

• 穆斯林一般認為他們可以藉宗教行

為，如拜禱、齋戒、捐獻等獲得神的

歡心。

• 穆斯林不以為他們能認識神，他們

認為人只能知道有關祂的事情。

一般而言，穆斯林不明白：

 • 耶穌是彌賽亞，人當順服祂。
 • 耶穌有能力赦罪。
 • 耶穌復活，戰勝了死亡。
 • 耶穌有能力勝過邪靈。

答案：

⋯⋯因為耶穌的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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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未來的數星期中，你可以用各種

方式禱告及禁食。某些日子，神

也許只要代禱者花五分鐘的工夫；有

時候則會感動人作較長時間的禱告。

你可以使用本手冊單獨禱告；也可以

與多人一同禱告。我們鼓勵你找出創

新的方法，儘量使更多人一同專注於

這整月的禱告。耶穌應許要特別祝福

那些聚在一起，同心禱告的基督徒

（太十八20）。
禱告時請盡量使用聖經。我們在手

冊中引用了許多的聖經經節，幫助你

默想並禱告。請在神面前宣告這些經

節，請求祂啟發你。這樣做能建立你

的信心，並且神能使你更加明白什麼

是按照祂的話語禱告。

你可以聯絡教會、青少年團契、細

胞小組、兒童小組等，舉行每週一次

或兩次的禱告會。你也可以邀請人聚

餐，並以當天的禱告內容為話題。盡

可能地找出與那特殊文化有關之事，

如食、衣、音樂、運動等等。

若能為那段禱告時間選出一個人為

組長或召集人就更好了，他可以引導

及凝聚組員。禱告時，要引導參與者

每次專注在一個主題上，而非閒聊，

如此大家都能受益。在轉至下個主題

之前，要有充分時間讓每個人都能為

正在談論的主題禱告（林前十四40）。
神有十足的創意，祂按自己的形像造

人。我們尋求祂時，也可以有創新的

想法及禱告，在禱告中聖靈將會引導

你﹙羅八26﹚。

如何使用這本手冊？ 

 •  我們需要知道自己在神裡面的身分

 •   我們是在天國裡

 •   耶穌是全地當有的王

 •   我們奉主名禱告

 •    我們追求祂的榮耀

 •   我們禱告祂的旨意成就

權柄

要注意⋯⋯

身
為信徒，我們有一個了不起的特

權。神邀請我們同工，使我們有份

於福音遍傳全地的事工。祂甚至給我們權

柄及能力做這件事。但請注意有一些看不

見的屬靈力量，正在對抗神要將福音傳給

穆斯林的計劃。你使用這本手冊時，你也

當為自己祈求保護。我們不必懼怕那眼不

可見的世界，但要憑信心及把握禱告，知

道有各樣危險，並為神在萬族萬民中作

工而歡欣。請默想這些經文：弗六10∼

20；雅四7；彼前五8∼9；王下六16∼

17。

憑著在神裡的信心禱告，
祂是一位信守諾言的神。

憑著希望禱告，
祈願穆斯林有更美好的未來。

憑著愛心禱告，
愛使耶穌忍受十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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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

他們在我的禱告殿中喜樂。

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壇

上必蒙悅納。因我的殿必稱

為萬民禱告的殿。」 

 （賽五十六7）

耶
穌呼召跟隨祂的人作這黑暗世界裡

的光。穆斯林跟世上所有的人一

樣，也要面對邪惡的、看不見的屬靈真

相，它們藉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呈顯出來。

這些負面的屬靈真相一直在影響和支配伊

斯蘭文明，也對西方和東方文明有普遍的

影響（約壹五19）。但這些勢力常常可以
被反其道而行（或者你寧願說「反其靈」）

的人戰勝。耶穌就曾藉十字架向我們顯明

祂是如何做到的。在祂的軟弱裡，祂顯出

了力量。驕傲的帝王和宗教人士想要用十

字架對祂行惡，然而，最後的結果卻是耶

穌向全人類顯出祂的至善。神給了我們一

條誡命：「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羅十二21）。
在為穆斯林禱告和與他們一起生活時，

我們須要展現出神的生命。屬靈的仇敵將

我們這些信徒推向害怕和懷疑穆斯林。如

果我們允許自己被懼怕、懷疑、和自我保

護推著走，而不是被信、望、愛所激勵，

我們就無法把福音帶給穆斯林。

禱告事項：

請你今天和明天都來敬拜主，靠近主。抵

擋魔鬼，牠就會逃離我們。然後就下列事

項，為你自己和你所處城鎮、地區和國家

的穆斯林禱告：

▲

有驕傲之處—謙卑：

禱告：「主，請根除我心中對穆斯林的驕

傲。把這地區的穆斯林從他們的宗教驕傲

中解放出來。使我們全都謙卑地來到祢面

前。」（箴八13，十六18，廿九23）

▲

有宗教外貌之處—關係：

禱告：「主，請幫助我不要有宗教的外

貌，而是真實地與祢同行。幫助這個地區

的穆斯林來認識祢，而不只是完成一些宗

教活動。」（約十七３）

▲

有律法主義之處—自由：

禱告：「主，請幫助我在祢的聖靈裡自由

前行。幫助我成為一個把靈裡的真自由帶

給穆斯林的人。」（太七3~5）

▲

有懷疑之處—相信：

禱告：「願我們這些信徒能建立信任，以

致穆斯林可以相信並轉向彌賽亞。」（徒

十六14）

2011年8月1日 第1天1天天

屬靈真相（1）1）） 用阿拉伯文寫的「神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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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繼續像昨天一樣為以下的事項禱告。為剩下的28天
打下好基礎是很重要的。 

禱告事項：

請記住你的屬靈身分，我們因著彌賽亞的血而成為神的孩

子。我們所服事的是擁有天上地下一切權柄的那一位。在敬

拜中宣告這些真理。就以下事項，為你自己以及住在你的城

市、地區或國家的穆斯林禱告。

▲

有苦毒之處—柔和：

禱告：「主，請挪去我對穆斯林的一切怨恨心態。也請幫助

穆斯林處理他們心中所存的苦毒。」（弗四31；來十二15）

▲

有恐懼 /威脅之處—愛：

禱告：「主，幫助我們戰勝恐懼。祢的愛驅走懼怕，請幫助

我活出這樣的應許。」穆斯林常常活在怕人，怕邪靈，和害

怕死亡當中。（約壹四18；提後一7）
▲

有情慾之處—聖潔：

我們和所有的穆斯林都得逃避世上從情慾產生的敗壞。（彼

後一4；約壹二16）穆斯林也不能倖免於色情和貪婪。既然

知道我們也會被引誘，就要為自己和他們禱告。

▲

有暴力之處—和平：

其實許多穆斯林並不喜歡伊斯蘭教在某些方面所行的暴力。

很多人抗拒它，拒絕過那種生活。為他們能認識和平之道禱

告。願神幫助基督徒對待穆斯林時，不要變成暴力和敵對態

度的來源。（太五9；路一78，十5~6；羅三17）

屬靈真相（2）

納
西瑪一家來自阿爾及利

亞的卡比爾族，她在法

國出生長大。她母親有一些

保守的伊斯蘭和民俗信仰，

父親則比較開放。納西瑪雖

從母親那裡知道有神的存

在，可是仍然懼怕死亡。 
儘管納西瑪有著很正常的

家庭生活、學校和運動，

卻感到靈裡空虛。她十八歲

上大學時，和朋友們一起探

究一些問題，如「為什麼我

活在世上？我的生命有意義

嗎？死後會怎樣？」然而從

來沒有人告訴過她，耶穌不

僅僅是一個歷史人物。上了

兩年大學後，雖然她清楚知

道神的存在，卻沒有真正的

信仰。

次年暑假，她回到阿爾及

利亞探親兩週，聽到有關耶

穌的新說法。她的姐姐告訴

納西瑪耶穌如何改變了她的

生命。納西瑪看見神的愛藉

彌賽亞耶穌彰顯出來，並且

意識到自己的罪有多深。在

姐姐和聖靈的幫助下，她發

現了真光。她相信耶穌為她

死和復活，信心就在她心底

扎了根。耶穌復活戰勝了死

亡，納西瑪也克服了對死亡

的恐懼。她明白活著就是要

事奉為她付出生命的那一

位。

阿爾及利亞首都

阿爾及爾市
見證

2011年8月2日 第2天2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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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加的勞工階級

麥
加是伊斯蘭世界的屬靈中心。朝聖者所參拜的宗教地

點使穆罕默德的教導與行為更具真實性。每天在禱告

時刻，有數以百萬計的穆斯林面向麥加禱告五次。成千上萬

的人在麥加工作，從事旅館的管理、維護與清潔；在餐館工

作；運輸及售賣食物；當導遊；銷售金飾與紀念品。還有更

多人從事運輸業，開公車與計程車。銀行業也很重要，因為

數百萬的朝聖者在抵達麥加時需要現金。與公共衛生有關的

各行各業如醫生、護士、檢查員、救護車人員、和撿垃圾工

人，在此確保數百萬名旅客的安全與健康。他們之中甚至有

一些人曾經和「禱告30天」的國際總召進同一所大學，後
來成為管理朝聖事務公共衛生部門的官員。近年來，大清真

寺與克而白周圍的建築景觀不斷地改變，以便能接待更多朝

聖者。在麥加信主的人極少，但仍有人在這170萬人口的
城市中找到主。
▲

用啟示錄四章11節和五章4∼14節來宣告耶穌配得麥加人

的敬拜（從最低層的工人到沙特皇室的王子）。

▲

願能藉友誼、異夢、異象、網路、印刷與媒體，使福音加

倍地臨到以上提及的許多勞工（請提名禱告）。

▲

願初信者能很好地融入信徒社群中。

齋戒月的日期

齋
戒月的日期是根據伊

斯蘭陰曆曆法而設定

的，伊曆一年是 354天。
因此每年齋戒月的日期都要

比去年提前 11天，每 33年
歷經西曆的不同月分而完成

一輪迴。2011年的齋戒月
大約從八月一日至三十日，

各國略有不同。禁食期的開

始及結束通常以看到新月為

準。你若想知道得更多，請

看穆斯林製作的網站www.
moonsighting.com。因為伊斯

蘭年的日數較少，因而西元

2011年的手冊實際上是我們
第二十屆的版本。換言之，

自從 1993年三月「30天」
創立以來，已經過了二十個

伊斯蘭陰曆年。今年是伊斯

蘭曆的1432年。（請注意：月
亮不是伊斯蘭敬拜的對象）

禱告事項：

2010年在麥加建造
中的阿巴特大樓群

（The Abraj Al Bait 
Towers）。將於2011
年竣工。

為住在沙特阿拉伯聖城的人民禱告

2011年8月3日 第3天3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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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的部落民族  

沙
特阿拉伯大約有 150個主要
部落。今年我們特別要為烏泰

巴（Utaybah）部族禱告。傳統上
他們住在現今利雅得通往麥加的高

速公路之北、在首都利雅得與紅海

邊的吉達之間的沙漠地帶。部落首

領住在阿發非（Afif），這是個人口
九萬、位在利雅得以西六百公里處

的小鎮。許多族人住在利雅得、吉

達和遠至科威特。現代沙特阿拉伯

王國是由阿卜杜勒‧阿齊茲‧阿勒

沙特建國，在他立國之初，烏泰巴

族人在軍隊中即擔當了重要角色。

烏泰巴族分三大支族：巴爾加族

（Barga，最大族）、爾沃族（Rwog）
和巴努沙德族（Banu Saad）。各支
族又分許多宗族及家族。 

爾沃族（Rwog）是烏泰巴族中較小
的一族，其支派如下：

塔哈族（Talhah）： 
包括Alasa’adah, Alhufah, 
Alsumarrah, Alhanateesh, Algharbiah, 

Alkarashemah, Alddalabehah, 
Alghawariah, Altheebah, Alhamameed, 
Alhezman, Almaghaibah, Thoi Zarrag, 
Alghadhabeen Alawazem.
湄茲汗族（Mezhem）： 
包括Thoi Thubait, Alothyan, Alghubaiat, 
Almarashedah, Aljetha’an, Alseaheen, 
Thoi A’ali 及 Thoi A’tyah.
巴諾‧沙德族（Bano Saad）： 
包括Albatnain, Allessah, Alsurairat等 .

▲

敬拜神，沙漠的主。讀彌賽亞詩篇

七十二篇 1∼ 2節。宣告神對沙漠與

烏泰巴族人的主權，為他們能得彌賽

亞的啟示與救恩禱告。讀第 9節 「住

在曠野的，必在祂面前下拜，祂的仇

敵必要舔土。」請你至少要為以上三

支族中的一支禱告，你是第一批為他

們提名禱告的人。

（更多有關沙特阿拉伯的資訊，請見：  

www.lovesaudis.com）

這座清真寺是穆罕默德的

埋葬處，位於沙特阿拉伯

的麥迪那市。

這是埃及市中心的革命廣場，

就是2011年令穆巴拉克下台
的動亂發生處。

利比亞動亂  

2011年8月4日 第4天4天天

禱告事項：

巴林抗議 

也門不安    

埃及革命  

突尼斯自由 

阿爾及利亞不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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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科萊族（Kolai）

巴
基斯坦的北部疆域北與中國，西北與阿富汗，

東與印度接壤。她擁有世上最令人讚歎的美

景，也有散居在五座世界最高峰之間的部落民族，

其中，科萊族約 41萬人。（去年我們曾為科族禱
告）。他們大部分是農夫或牧羊人，族人受到山脈阻

絕與政治上的分界而與外界隔離。許多科萊人因水

質不良及缺乏營養而有各種健康問題。有飲用水、

污水處理和排水設施的人口少於8%。現今大部分科
萊人是遜尼派穆斯林，有些也操弄巫術。他們相信

一個看不見的世界，有邪靈、精靈和祖靈，所以他

們倚靠巫師醫病、和諸靈對話及控制事情的發生。
▲

要敬拜主是唯一真正的「拯救者」，祂才能使人脫

離罪、死亡和邪靈的力量。要宣告耶穌是科萊村鎮的

真主。

▲

願科萊人能善待那些傳福音給他們的人。

▲

求神興起工人，能有效面對科萊地區強大的邪靈權

勢。（可六13 ；徒十38）。

▲

當地人也需要得到幫助，以處理衛生與營養問題。

邀請你成為第一批為這族群禱告的人

星期五禱告焦點尋求自由！

2011年30天禱告手冊的初稿在去年12月就已完成，其中有一篇
文章提到穆巴拉克統治下的埃及，並為今年9月埃及總統大選而

禱告。後來發生了突尼斯革命，緊接著在二月，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被

推翻。2011年3月初，我們在準備付印「30天」禱告手冊多國版本
之時，利比亞正暴發反對卡達菲的抗議行動，然而這位獨裁者相當危

險並且堅不退讓。此外，其他國家也有大型示威活動。穆斯林世界正

處於一片動亂。錫安山上的受膏者仍然掌權（參詩二）。有誰知道祂

將如何引導未來呢？

最近幾個月，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和其他國家的人民，表

現出對自由的渴望一向深埋在人類心裡。但這種渴望，至終只有彌賽

亞才能滿足。祂受命以公平和公義來統治地上的人民（參詩七十二；

但七 13∼ 14）。祂將像法官一樣坐席，扳正一切錯誤（參徒十七
31）。祂以公義統治新天新地，其美善將無與倫比（彼後三13；啟廿
一1∼4）。

▲

讚美彌賽亞，祂拯救我們脫離罪的愧疚和權勢。有一天，祂也將把

我們從罪的世界中釋放出來。彌賽亞解救我們脫離死亡的權勢，我們

的身體將復活，並永遠不死。彌賽亞對抗一切的敗壞、壓迫和不公。

祂勝過魔鬼，和這世界的看法、價值以及道路。

▲

為中東和北非目前的情況禱告。

▲

穆斯林承認耶穌是彌賽亞，卻不明其意，也不明白祂藉自己的死和

復活能給人真自由。為著人能遇見彌賽亞禱告。

▲

在這危難時期，求神保護、鼓勵信徒，並賜他們能力。

2011年8月5日 第5天5天天 2011年8月6日 第6天6天天

禱告事項： 禱告事項：

寫於2011年3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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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天，美國紐約市受到全世界的
注目。於曼哈頓下城，距離「911事件

世貿大樓遺址」兩條街之遠的地方，有穆斯

林提出計劃要興建一間新的清真寺。一剎

時，全球的人突然發現紐約市有穆斯林存

在。大部分的美國人也驚覺到紐約市約有

六十萬名穆斯林，及一百多間清真寺。而

在1970年，清真寺的數目還不到十間。距
離「世貿大樓遺址」四條街之遠有一間清真

寺，於2001年出名的恐怖攻擊事件中，也
喪失了一些會員。

無論人們對於穆斯林想在這遺址附近蓋清

真寺有何想法或感受，我們基督徒蒙召卻要

為神的旨意能成就在紐約市的穆斯林身上禱

告。神確實在召喚許多穆斯林社群的人進入

祂永恆的國度。耶穌的寶血也為他們而流。

讓我們為紐約市的穆斯林禱告吧。
▲

讓我們就911事件鑒察自己的心，是否

這事件使自己苦毒、產生偏見、並對一

般穆斯林產生憤怒？（來十二15）

▲

為 911事件中失去親人的家庭禱告，

願他們能走過陰霾、放下苦毒、努力面

前。唯有神能幫助這些受喪親之痛的家

庭。

▲

為紐約的穆斯林社群禱告，在恐怖事

件後，有人因身為穆斯林而遭受歧視和

惡待。

▲

請記住：市內的穆斯林要能得救，在

天空中必有屬靈爭戰。這許多穆斯林仍

然在仇敵的手中，他們需要從罪的羞恥

與罪惡感中、從死亡的權勢、從懼怕惡

魔中被拯救出來。「因我們並不是與屬

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

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

氣的惡魔爭戰。」（弗六12）請為紐約市

宣告希伯來書二章14節。

▲

為紐約地區的穆斯林禱告，願他們藉

著跟基督徒做朋友、神超自然的介入、

傳統的廣播、電視、網路、書籍、單

張、DVD、及聖經等媒介，發現彌賽亞

耶穌的真理。

▲

紐約市需要更多的工人。全區的基督

徒需要起來在穆斯林社群中傳揚福音。

「神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為祂

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祂所設立的人按公

義審判天下，並且叫祂從死裡復活，給萬

人作可信的憑據。」 （徒十七30b～31）

2011年8月7日 第7天7天天

紐約市的穆斯林

禱告事項：



摩洛哥的杰迪代市（Al-Jadida）
古蘭經裡的耶穌

你
若想知道從伊斯蘭的眼光是如

何看耶穌的，可以看古蘭經。

在古蘭經中，耶穌通常被稱為「爾

撒」（Isa），祂有不同的稱謂、角色及
作為，玆舉例如下：

耶穌是神的話：

古蘭經3:45；5:46, 110及57:27

耶穌是彌賽亞：

古蘭經3:45；4:171；5:17, 72, 75

是先知或神差來的使者：

古蘭經3:49；6:85；19:30；57:27

使死人復活及醫好病人：

古蘭經3:49；5:110

純潔無罪：

古蘭經19:19

在此所列出來的古蘭經經文，雖然對耶

穌的看法和聖經的看法相同或相似，但

穆斯林從不認為耶穌有神性，也不以為

祂的死和復活可以拯救人。他們認為耶的死和復活可以拯救人。他們認為耶

穌是先知之一，帶給人一本名為「福音」

的書。

杰
迪代是摩洛哥濱臨大西洋的港都，

有高大的石牆。葡萄牙人為了打擊

當地的海盜，於1502年在此建立一座要
塞，名為Mazghan。1769年，摩洛哥穆
斯林從葡萄牙手中奪取這座城堡，給它取

名「El-Jadida」,阿拉伯語是「新」的意
思，現在居民有十五萬。夏天時杰迪代

生氣盎然，有許多優美的海灘（Oualidia 
Haouzia, Sidi Bouzid, Lalla Fatna和 Jorf），
假日吸引了大批摩洛哥人來，也有一些西

方遊客。摩洛哥人在此盡情享受休閒隨意

的假期，跟任何人所想要的一樣！

▲

過去幾十年中，許多杰迪代的摩洛哥

人透過媒體或直接接觸基督徒，都聽過福

音或受到影響。許多人需要委身或重新委

身於彌賽亞，有些人則須與其他信徒和解

（看雅一6∼8及四8）。

▲

為少數散居在該地區的信徒禱告，願他

們有勇氣並心中渴望與其他人分享信仰，

常常聚會。摩洛哥信徒常常因為害怕而沒

有定期聚會（看提後一7）。

▲

為假日中的摩洛哥人能發現彌賽亞而禱

告，唯有祂能帶來真正的平安、喜樂和安

息。許多年前，使徒彼得曾經住在以色列

海邊，因發生了一些戲劇性的事情，令他

帶領了更北邊的一些人認識了彌賽亞（看

徒十1∼48）。求神作工吧！

▲

為沿海地區禱告，從Azemour、Jadida、

Safi到Essaouira。願聖靈的風能從海洋吹

向內陸，進入這國家的心臟。

更多資訊請見www.ariseshinemorocco.org
��

2011年8月8日 第8天8天天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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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一神是萬物的創造者

 • 天使和邪靈

 •  先知（亞當、挪亞、亞伯拉罕、摩

西、大衛、約拿、耶穌、穆罕默

德）

 •   穆罕默德是最後也是最偉大的先

知

 •  聖書（律法書、舊約詩篇、福音

書、古蘭經）

 • 審判日：人人都要受審判

 •  聖經已遭猶太人及基督徒竄改過

穆斯林相信⋯⋯⋯⋯

大的古拉實部落的哈希家族。穆罕默德的時

代，阿拉伯地區盛行拜外邦偶像。在麥加，

估計有三百六十個男神及女神受阿拉伯人膜

拜。麥加是該地區拜偶像的中心。穆斯林歷

史學家指出，即使在孩提時期，穆罕默德就

憎惡拜偶像之事，並過著道德純淨的生活。

初受啟示：按穆斯林的說法，西元610年
穆罕默德四十歲時，在麥加受到天使長加百

列傳給他的啟示及指示。後來這些「啟示」

就成為古蘭經的根據。起初穆罕默德曾懷疑

過自己是否是先知，最終他仍宣稱所得到的

啟示得自於這位獨一至高神，是最終的又是

超越一切的信息。他先在麥迪那、後在麥加

廢除拜偶像並建立民間及宗教法規。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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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據穆斯林的說法，伊斯蘭始自人類的始祖

亞當和夏娃，他們原本應是順服神的；伊

斯蘭的意思是「順服神」。穆斯林就是「順服神

的人」，他們相信亞伯拉罕、摩西、大衛、耶

穌都曾是伊斯蘭的先知。許多人甚至相信亞當

是第一位在麥加建造天房「克而白」的人，這

座建築物用石頭築成，外罩以黑布，它年代久

遠，穆罕默德在世時，就已經存在了。

若不清楚穆罕默德的生平，是不可能明白伊

斯蘭的。穆罕默德被所有穆斯林尊為最後且最

偉大的先知。在伊斯蘭教裡，穆罕默德被視為

「典範」。雖然穆斯林不可以視他為神，或敬拜

他，但論及人的行為舉止當如何時，他則成了

所有穆斯林的榜樣。為了防止信徒拜偶像，人

們不可以有他的圖片。

穆罕默德的早期生涯： 西元570年伊斯蘭的
先知穆罕默德生於沙特阿拉伯麥加城，屬於強

認識伊斯蘭

在麥加及麥迪那的猶太人學得許多宗

教觀念及習俗，但他的先知身分不被

猶太人所接納，並引發嚴重的衝突。

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想法、生活操練及

歷史，在古蘭經中雖隨處可見，但通

常都受到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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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眼中的耶穌

  •  耶穌是童貞女瑪利亞因神蹟受孕

而生。

  •  耶穌只是先知，不是神（不是神

的兒子，不是神道成肉身）。

  •  穆斯林甚至相信耶穌還是嬰兒

時，就自稱是先知。

  •  按伊斯蘭的說法，耶穌是個好穆

斯林，祂向猶太人所傳講的是伊

斯蘭比較早期的信息。你可以在

「巴拿巴福音」*一書中找到耶穌

過著穆斯林生涯的記載。這本書

所記載的事像是十四至十六世紀

間的作品，很可能就是在此期間

寫的。

  •  耶穌將來還要再來，且要結婚生

子。祂將會改正基督徒所說有關

祂的錯謬之事。祂將會死去，葬

於麥迪那，並像所有的人一樣，

接受最後的審判。

  •  耶穌不是人類的審判者。

*請注意「巴拿巴福音」不是福音。

 更多資訊請上基督教網站查看：

 www.answering-islam.org/chinese

伊斯蘭的五善功

所有成年的穆斯林要在生活中實踐伊斯

蘭信仰，主要要守住五善功，或稱「五

柱石」﹙Five Pillars﹚：

1. 唸功﹙shahada﹚背誦信經「除了阿拉

以外沒有別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

2.拜功﹙salat﹚：一天五次禱告。

3. 課功﹙zakat﹚：義務性或自願地濟助窮

人。

4. 戒功﹙saum﹚：特別在「聖月」齋戒月

﹙Ramadan﹚中。

5. 朝功﹙hajj﹚：一生中至少要到麥加朝

聖一次。

有些穆斯林還加上第六功：

6.  聖戰（Jihad）：它的意思是「在全地

為傳揚伊斯蘭而作的一切努力」，或用武

力，或藉著語言及行為，積極尋求達到

傳道的目的。

神已為我們成就之事：

耶穌彌賽亞，從死裡首先復

活，為世上君王的元首……用

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 
 （啟一5）

  •   伊斯蘭教否認人需要「耶穌為我們的罪
受死」。很多穆斯林相信亞伯拉罕的神不

需贖罪祭就會赦免人的罪。

  •   伊斯蘭教不相信耶穌死在十字架上這回
事。一般言之，伊斯蘭的教導說祂沒有

經歷死亡，就直接升入天堂。祂沒有被

釘十字架。穆斯林通常相信猶大因背叛

神而受到神的懲罰，神很神奇地將他變

相，成為耶穌的面貌，代替耶穌被釘死。 
  •   伊斯蘭教否認耶穌的死能有效地除去我
們的罪及罪疚感。

  •   伊斯蘭教否認耶穌復活之事，也否認他
勝過死亡。

  •   伊斯蘭教否認耶穌是將來要統轄全地的

彌賽亞王。

從伊斯蘭看耶穌的死與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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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爾蘭坡區位於印度北部的北方邦

內，毗鄰尼泊爾。區內三個主要的

城鎮是巴爾蘭坡市、Utraula和Tulsipur（請
看維基百科）。流經該地區的主要河流是

素有惡名的拉普提河（Rapti），它每年氾
濫成災，給兩岸居民帶來很多災難。居民

中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是大地主，而百分之

九十的人是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或農業

雇工。人民多是文盲。目前，因土地生產

不足，很多人移居到其他城市，如孟買、

艾哈邁達巴德、齋浦爾。

巴爾蘭坡人的主要語言是北印度的鄉村

方言 –德哈提語（Dehati）和烏爾都語。
估計人民中百分之四十是穆斯林，百分之

六十是印度教徒，而基督徒很少。穆斯林

每年一度舉行有名的穆哈蘭節（Muharam 
festival），許多家庭從外地返鄉與親戚一同
慶祝。每個村莊都有清真寺，卻找不到教

會。區內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頗能和睦共

處。目前只有少數基督工人專門服事該地

的伊斯蘭社區，不過，在這麼大片的未得

之地，他們的努力是很不足夠的。

巴爾蘭坡（Balrampur）

印
度的阿萬人說烏爾都語，人口超過

六十萬。阿萬人大多聲稱他們是庫特

朴沙王（Qutb Shah）的後代，庫特朴沙王
是加茲尼的馬哈穆德（Mahmud of Ghazni）
軍隊的將軍，馬哈穆德是阿里的後裔，阿里

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

阿萬人有很強的尚武傳統，並以勇敢聞

名。他們屬於英國人所謂的「好戰種族」之

一，這是英國統治印度時，由英國軍官所起

的名稱，形容那些天生好鬥，作戰勇猛的民

族。他們擁有勇氣、忠誠、自負、力量、恢

復力強、戰鬥力堅韌等特質。英國人大量徵

募這些「好戰種族」為殖民地軍隊服役，在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也被徵召

成為一支以穆斯林為主的部隊。

▲

宣告主是阿萬人軍隊的主，他們應該服從

祂（詩一○三19~22）。

▲

求神使他們從敵人的枷鎖中得釋放。

▲

請求神藉異夢、異象和其他方法向阿萬人

顯示祂自己（詩一○三2~3）。

▲

求神興起工人在阿萬族人中宣告彌賽亞。

（取材自前線差會的資料）

印度的阿萬（Awan）

  

▲

求神派遣裝備精良，會說當地

語言的信徒來此做工。

▲

求神打開人心接受福音，特別

是以上所提到的主要城鎮和眾多

的村莊。

▲

為目前參加聖經函授課程的慕

道者禱告，有學生表示他們預備

好要信基督了。

▲

為信徒的安全禱告，也為未來

的門徒安全禱告。

鄰區的穆哈蘭節

2011年8月9日 第9天9天天 2011年8月10日 第10天10天天

禱告事項：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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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居住在迦沙地帶、納布盧斯（古

稱示劍）、希伯崙、伯利恆、拉姆安

拉等地的巴勒斯坦人來說，生活很艱難。

平時謀生就已經很難，而猶太人和巴勒斯

坦人之間的衝突，以及巴勒斯坦人彼此的

不和，使一切變得更困難。家庭、老人和

殘疾者尤其受苦。

以色列人雖已撤出迦沙，可是巴勒斯坦

的穆斯林仍視海上和邊界的以色列軍隊為

佔領軍，因為這個人口過密、四面受圍的

地區很難從外界輸入物資。迦沙人很少能

離開這裡到外國。在埃及邊界要獲得簽證

非常困難。大部分人甚至從未跨過埃及邊

境或到過開羅–這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城
市，距離只不過350公里。約旦河西岸
地區仍然受以色列極嚴密的控制，令人高

興的是那裡還有零星的繁榮區塊。巴勒斯

坦人雖從國外得到經濟幫助，但一些國家

也運來武器、砲彈及火箭砲，使情況變得

更糟，更加煽動人對以色列採取暴力對

抗。

人們感到巨大的壓力、苦毒，常常還有

深仇大恨。在過去六十五年裡，幾乎每一

個家庭都有一個兒子、姪子、堂表兄弟、

父、母親或姐妹死於戰爭、抗議、武裝起

義、恐怖活動和衝突中。即使在阿拉伯人

中，他們自己的政治和軍事組織（哈馬斯

和法塔赫）之間的派系爭鬥就殺死了數以

百計的人（2006~2007年間僅十八個月
內就死了六百人）。只有神的愛可以改變

人，並除去仇恨和怨恨。

在迦沙地帶，約有2,500人自稱是基
督徒。雖有一些忠心的信徒殉教，但多數

人並未操練信仰。也有人曾積極地幫助寡

婦、殘疾者和老人。迦沙的信徒確實需要

鼓勵。到過迦沙的人會告訴你他們的心受

到多麼大的觸動，令他們離開時感動得落

淚：「迦沙的信徒說：『不要忘記我們』。」

巴勒斯坦地區
約旦河西岸：

5,877 平方公里
人口：240萬
每平方公里408人
19個難民營 

迦沙地帶：

365平方公里
人口：150萬
每平方公里4,108人
8個難民營

▲

感謝神沒有忘記對猶太人或阿拉伯人的

應許。祂對雙方都信實。一些來自阿拉伯

半島說阿拉伯語的人，早在五旬節就聽說

了彌賽亞（徒二 11）。神顯然希望他們聽

到福音。

▲

為已經承認彌賽亞的巴勒斯坦人感謝

神。我們祈求有更多人信祂！

▲

願人獲得深刻的心靈醫治。數十年衝突

留下的傷痕摧毀了今天許多人的生命。

▲

為哈馬斯和法特赫武裝分子禱告。願他

們的心被改變，來認識彌賽亞的愛。奮銳

黨的西門曾變為耶穌的門徒。耶穌時代，

有許多激進者曾採用暴力來達成目的（太

十4）。

▲

為住在巴勒斯坦穆斯林中間勇敢的信

徒們禱告，願他們能作美好的見證（太五

16）及信心得堅固（弗三16~17）。 

「我能給以色列最好的幫助，就

是引領她的敵人歸信耶穌基督。」

 安德烈弟兄 /敞開的門

2011年8月11日 第11天11天天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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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伊斯蘭傳統，伊斯蘭先知穆罕默

德於公元621年在麥加看到一個異
象，或是一次奇異的身體之旅，稱為「夜

行」。據說天使加百列帶著一匹有著人臉

及翅膀的馬來找他。穆罕默德騎著這匹名

叫布拉克的怪獸，飛越天空來到耶路撒冷

（1200公里或750英里之遙）。相傳他在
耶路撒冷的聖殿山帶領其他先知，包括

摩西、耶穌、亞當一起禱告。（聖殿早已

在551年前即公元70年被毀）* 然後他
又騎著布拉克飛上天堂，到神面前，求神

允許人每天禱告五次就好，本來神要求人

每天禱告五十次。之後，穆罕默德回到麥

加，向人描述他的經歷，大多數人都拒絕

相信他。

聖殿山的最南端，據說就是穆罕默德

「夜行」禱告之處，變成了有名的「阿克

薩清真寺，Al-Masjid Al-Aqsa」，阿拉伯
文意思是「最遠的清真寺」。實際上它於

公元705年才建成，並因地震又屢次重

阿克薩清真寺

每週五，有數千名穆斯林在能容納四千人左右

的阿克薩清真寺內禱告，有重要的宗教活動

時，會有數萬人在寺外的空地上禱告。為了安

全理由，以色列限定家中的年長男性如家族的

族長才能參加週五的禱告。

▲

為參加週五拜禱的男性禱告，願神喚醒他們

的心靈，渴望了解在以色列古聖殿裡發生的事

（特別是太廿七51）。他們需要蒙神啟示，只有

耶穌才能真正把人領到天父那裡（約十四6）。

▲

敬拜神，宣告耶穌是神的兒子，以色列的

王，是來此禱告的穆斯林的主（約一49）。

▲

願他們的家人也都能進入神的國（約三3）。

建。根據傳統，寺旁的黃金圓頂所

遮蓋之處，即穆罕默德飛上天堂的

地點。

大多數穆斯林視阿克薩清真寺為

伊斯蘭第三大宗教聖地，次於麥加

及麥地那。根據傳統，穆罕默德親

口說，在麥加的克而白天房做一次

伊斯蘭禱告相當於十萬次禱告；在

麥地那的相當於一千個禱告；在耶

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禱告，相當

於五百個在其他地區做的禱告。

（基督徒認為禱告是交流和溝通的

方式，此外沒有別的價值。）

*穆斯林自公元624年起才開始朝麥加的
方向禱告。之前，他們每天朝著耶路撒冷

的方向禱告。

聖石堂

星期五禱告焦點

2011年8月12日 第12天12天天

伊斯蘭世界第三大聖地

禱告事項：

阿克薩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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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石堂

星期五禱告焦點

真主黨（Hezbollah）

Hezbollah的字義就是「真主黨」。
它是一個黎巴嫩的政治、社會及

軍事組織，於1982年成立。這個組織
屬於什葉派，接受了來自伊朗雄厚的宗

教、財力、政治與軍事的支持。敘利亞

也在政治和實質上支持它。這個組織在

貝卡谷地、貝魯特南部及黎巴嫩南部勢

力很大，極具政治力量且有強大又活躍

的社會服務網。

一些政府如美國、澳大利亞、加拿

大、以色列及英國，將真主黨列為恐怖

組織。真主黨雖然譴責2001年美國世
貿中心攻擊事件，卻因其他自殺式襲擊

受到指控，但它否認與任何攻擊事件有

關。什葉派的真主黨運動跟遜尼派的基

地組織（Al Qaeda）無關。一般阿拉
伯人視它為合法的黎巴嫩抵抗組織，一

貫地抵擋以色列的軍事力量，調查中發

現高達65~85%的人嘉許真主黨。然而
有些中東國家政府包括埃及、沙特阿拉

伯和約旦都反對真主黨，稱其為「不負

責任又愛冒險」的組織。真主黨因與伊

▲

為真主黨領袖禱告：法德拉拉教長、哈

桑‧納斯魯拉、卡塞姆和其他次要領袖。

願他們發現唯有在耶穌裡才有的生命（約

一9∼14  ；約壹一4）。他們需知道神計畫

要藉亞伯拉罕的後裔祝福世界 （加二13∼

14 、26∼29）。

▲

約有七千至一萬名真主黨志工與戰士已

準備好要與以色列軍事衝突。願神光照他

們，願他們找到彌賽亞。唯獨耶穌才能真

正滿足他們所渴望的公義世界，那是由亞

伯拉罕的真神所統治的（賽六十五17  ；彼
後三13）。

朗及敘利亞合作，已累積了大量武器，儲

存量可能是2006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
前的四倍。真主黨視以色列為不合法的國

家，並將攻擊以色列的行為合理化為防禦

性聖戰。 

Palestine（巴勒斯坦）這個名字是羅馬拉丁
文「Philistine」的變體，然而，現在住在

迦沙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並不是非利士人。

巴勒斯坦是羅馬人在公元 135年猶太人
起義之後，給猶太全地所起的名字。事實

上，巴勒斯坦（Palestine）的阿拉伯文拼寫是
「Falastin」，近似 Philistine（非利士）。阿拉伯
文裡沒有「p」這個字母。一些阿拉伯巴勒斯
坦人知道以色列和非利士之間曾有過戰爭，

而聲稱他們就是非利士人。說這種話的人有

的是為了挑起仇恨，有的只是聽了錯誤的信

息。

事實上，古代非利士人來自地中海的克

利特島地區，在海邊定居（創十 14，代上
一9∼15），根本就不是來自阿拉伯半島。
聖經中有數處經文預言非利士及其文明的滅

亡（耶四十七1∼7 ；結廿五15∼7 ；珥三4
∼6）。基督降生前，埃及、亞述、巴比倫、
波斯和亞歷山大統治的希臘相繼入侵，有效

地滅絕了非利士人。之後，羅馬人、拜占庭

人、阿拉伯人、十字軍、土耳其人和英國人

先後佔據了該地區。非利士的人民、文化、

政府、語言和宗教都消失了。

現代的巴勒斯坦人

是非利士人嗎？

2011年8月13日 第13天13天天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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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水災

▲

為境內長期的復原工作和所有的災民禱

告，為死傷者和失去家園與生計的人禱告。

許多人失去了財產、家園和祖傳的生意。為

他們都能找到合宜的住所、乾淨的水和食物

禱告。他們需要從神的應許裡得到盼望。

▲

為國內的基督徒禱告，他們大多極其貧

窮。願他們能明白天父的安慰與供應。 

▲

為水災期間認識彌賽亞的新信徒禱告，他

們需要門徒訓練和瞭解天父與彌賽亞的愛。

▲
為那些努力將盼望、生命及平安帶給遭難

者的信徒們禱告。

2010年七、八月份，巴基斯坦發生了最
嚴重的天災，這被稱作「慢速海嘯」的

災難造成五百萬人無家可歸，超過一千六百

人死亡，兩千多萬人需人道救助以獲得食

物、住處及緊急護理。全國五分之一的土地

被洪水淹沒。因爆發霍亂和痢疾使水被污

染，引起致命的傳染病。據報導，數十萬人

急性腹瀉。 
然而災難開啟了向巴國人民表現神之愛並

奉耶穌基督之名服事人的機會。許多人認出

援助出自當地的基督徒。一位巴國區域官員

說：「我感激基督徒所做的努力；你們總是在

需要時第一個伸出援手，不求回報地服事。」

一次物質發放結束時，當地村落一名男子

向基督工人們說：「我一生中從未見過基督

徒，這是我第一次遇見，但你跟我們長得很

像。」隊員告訴他，他們是跟從爾撒（耶穌）

的。這人回答：「沒有人因我的宗教信仰前

來援助我們，你卻從遠方而來。你必定是真

正跟從爾撒（古蘭經中耶穌的名字）的人。」

另一名男子跟這個團隊一起服事一個月後

說：「沒有爾撒麥西哈（耶穌彌賽亞），就沒

今天是巴基斯坦獨立日

有救恩。」他尋求真理已兩年了。

不過所聽到的並不都是好消息。一位領袖

說：「有些地方公開拒絕援助基督徒難民。

有些則要他們離開，或是皈依伊斯蘭教。你

可以想像這種抉擇有多難，你是要拋棄信

仰，還是讓孩子挨餓。」

2011年8月14日 第14天14天天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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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蘇拉特市

今天是印度獨立日

全
球達悟迪柏郝拉（Dawoodi Bohra）
穆斯林（什葉派分支）約有一百萬

人。他們居住在印度、巴基斯坦、中東、

東非和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在印度，

從他們的裝扮就可以認出他們來：男人留

鬍子，頭戴白色金邊帽，身穿白色長衣

褲；女人穿著五顏六色、繡花的兩件式罩

袍。 
在古吉拉特邦，蘇拉特市被稱為達悟迪

柏郝拉人的首都。她位於達比（Tapi）河
畔，是一座古代的港都，以絲綢、錦緞及

香料貿易著稱。十七及十八世紀時，她是

印度極其繁華的都市。1612年東印度公
司在此建立第一座倉庫。Bohra「柏郝拉」
一字的意思就是「交易」。大部分的柏郝

拉人從事各行各業的生意。 
古吉拉特邦過去十年曾遭受乾旱、暴

風、水災和地震等天災。地震與水災摧毀

了邦內許多地方，蘇拉特市也受到重創，

並經歷幾次社會暴亂。她是個情勢緊張的

▲
敬拜供應我們一切所需的主，耶和華

以勒（創廿二 14）。願人抗拒物質主義的

靈，它正滲入柏郝拉人的生命裡。求主顯

明自己是完美的供應者。 

▲

求神超自然地在蘇拉特市的柏郝拉人中

動工，使他們在異夢與異象中得見永活真

神。

▲

求莊稼之主打發更多工人住在他們當

中。使領袖得智慧，有合適的人參與事

工。  

▲

願柏郝拉人存心謙卑。

▲

願和平之君使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與印

度教徒之間的緊張局勢平靜下來，雙方都

需學習和平之道。

▲

禱告能藉著新的商業策略來接觸他們。

城市，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常起衝突，

雙方常尋隙引發暴亂，摧毀財產及性命，

卻毫不內疚或有所掩飾。 
蘇拉特市對達悟迪柏郝拉人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教派的神職人員在此培訓。這裡

有一所著名的柏郝拉人大學，就是為此目

的而設的。頂尖的學生從各處來就讀，能

被選上來此大學受訓是一項殊榮。柏郝拉

社群與眾不同、與世分離，是福音未及之

民。有一個團隊已禱告數年，求神差工人

來接觸市內的柏郝拉人與穆斯林。目前在

他們中間傳彌賽亞的事工極少，蘇拉特市

極需福音之光，願有和平使者來此，對穆

斯林播下公義的種子。

Dr. Syedna Mohammed Burhanuddin
是一位達悟迪柏郝拉人的領袖

2011年8月15日 第15天15天天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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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宗教

佛教徒：4億7千8百萬

華人傳統宗教：4億1千萬

拜精靈/非洲部落宗教/其他：3億1千1百萬

印度教徒：9億5千9百萬

世俗主義/無神論：9億3千8百萬

穆斯林各宗派：15億8千萬

全球各宗派基督徒：22億

北美洲

南美洲

20 1 0 年 1 2 月，有一位
Facebook工作者做了一

個全球 Facebook使用者地域
分佈圖。請注意在北非、土耳

其、黎巴嫩、巴基斯坦、孟加

拉及印度北部平原有龐大的使

用者網絡。在馬來西亞、印尼

洲  名 穆斯林人口

      非洲 4億 2千 9百萬

      中東 2億 5千萬

      亞洲 8億

      歐洲 * 4千 4百萬

      美洲 7百萬

總計 15億 3千萬

1 印尼 233 80.3% 187 遜尼

2 巴基斯坦 185 95.8% 177 遜尼 /什葉

3 孟加拉 165 89% 146.5 遜尼

4 印度 1,215 14.2% 172.5 遜尼 /什葉

5 伊朗 75.1 98.6% 74.1 什葉

6 埃及 84.5 86.6% 73.7 遜尼

7 土耳其 76 96.7% 73.2 遜尼 /什葉

8 尼日利亞 158.3 45% 71.5 遜尼

9 阿爾及利亞 35.5 97.3% 34.5 遜尼

10 摩洛哥 32.8 99% 32.7 遜尼

11 伊拉克 31.5 96% 30.2 什葉

12 阿富汗 29.2 99% 29.1 遜尼

13 蘇丹 * 43.5 61.4% 26.6 遜尼

14 中國 1,331 1.9% 24.9 遜尼

15 沙特阿拉伯 26.3 92.4% 24.3 遜尼

16 烏茲別克斯坦 27.8 85% 23.6 遜尼

17 也門 24.3 99% 24.3 遜尼 /什葉

18 敘利亞 22.5 90% 20.3 遜尼

19 馬來西亞 28 63% 17.5 遜尼

20 尼日爾 16 97% 15.5 遜尼

*（包括蘇俄）包括蘇俄））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

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

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

壞。 （但七14）

*南蘇丹可望於2011年7月成為獨立國

穆
斯
林
人
口
（
百
萬
計
）

派
別
（
遜
尼

/什
葉
）

穆
斯
林

%

全球的穆斯林
總
人
口
（
百
萬
計
）

國
名

按
穆
斯
林
人
口
排
序 ◆ 紐約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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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

歐洲

非洲

 

中亞洲

亞洲

中東

和菲律賓南部島嶼也一樣有出奇

高密度的使用者。雖然這些網絡

大多是當地的，卻顯示出有愈來

愈多穆斯林正融進世界村裡。許

多年輕的穆斯林極熟識流行音樂

明星和國際間有名的電影。世界

正在改變中。

◆ 沙特阿拉伯部族 p.8 

◆ 科萊族 p.9 

◆ 奇茲爾巴什人 p.35 ◆ 杰迪代市 p.11 

◆ 麥加 p.7 

◆ 真主黨 p.17 

◆ 舒瓦 p. 29 

◆ 阿克薩 p.16 
◆ 巴勒斯坦 p.15 

東南亞

◆ 馬來西亞 p.26 

◆ 莫斯科 p.27

◆ 葛林芝族 p.24 此方框內區域即10/40之

窗，位於北緯10～40度之

間，至今仍是世上大多數

福音未及民族的聚集處。集處。處。

◆ 塔吉克斯坦 p.28 
◆ 伊斯坦布爾市 p.31 

◆ 回歸耶路撒冷 p.30 

◆ 圖巴 p.25 

◆ 康厄安族 p.24 

◆ 利比亞 p.22 

◆ 柏林 p.34 

◆ 中亞 p.33 

◆ 蘇拉特市 p.19 

◆ 巴基斯坦 p.18 

◆ 阿萬/巴爾蘭坡 p.14 

北非

中東

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
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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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希德面向地中海、背對撒哈拉沙漠

而坐，五個孩子正玩得高興，太太

忙著收拾烤肉用具，他卻憂心忡忡。通常

他相當享受暖春烤肉的時光，跟朋友聊

天，喝著薄荷茶，在一週辛苦後放鬆一

下。這週特別辛苦，因為有一條新法律要

求公司重新註冊，這代表要排幾小時的

隊，而他不敢說他對這條新法解讀正確。

先進的辦法在他的國家很新鮮，但貪污徇

私常使豐盛的油錢沒有造福全民。去歐洲

受訓時，他看到那裡的建築、道路及一切

似乎不斷在維修中，不像自己的國家沒人

管，很令他震驚。

但這都不是拉希德擔心的原因。硬體環

境不那麼重要，反正阿拉想成就的一定會

發生。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意思是「被正確

引導」，想到自己走在正途上就很得意。

當然，沒有人能確知阿拉的心意，但他很

有把握自己做的都符合阿拉的要求：禱

告、禁食、付稅、抓住機會宣揚信仰，

一、兩年後應該有能力

去麥加了。但當他回想

歐洲之旅，特別是那裡

的一位老師，所有的把

握就不見了，這位老師沒照他所期待的方

式生活，並且有一次在喝茶時還告訴拉希

德，他相信神最注重的不是人做了什麼，

而是人有沒有接受祂藉彌賽亞所成就的！

似乎他很確定死後會跟神住在一起！這怎

麼可能？他建議拉希德看一個阿拉伯語電

視台，拉希德禮貌地寫下這個頻道，回家

後一直想著這件事，最後在一個無人的夜

晚找到此頻道，不安地看了幾分鐘，深怕

被人發現。

現在問題更大了。這些信息吸引他，但

對他來說，又全是錯的。從小他就認為基

督徒相信三位神，而耶穌、摩西和大衛的

聖書早已遺失，或被猶太人和基督徒竄改

了。這些信息明顯是從這些聖書中出來

的，怎可能是神的真理呢？

▲

為政府禱告，使財富能均分，國家有更好

的管理（出廿三8 ；申十六19)。

▲

願到國外去的利比亞人能遇見為主作見證

的真基督徒（徒八26∼39）。

▲

願更多信徒能在利比亞找到工作，有機會

在言語及行為上傳揚彌賽亞。

▲

願利比亞人能找到廣播電台、衛星電視和

互聯網的節目。這些媒體曾有效地幫許多人

找到信仰，神正在彰顯祂自己！

▲

無論他們的誤解有多深，求聖靈向利比亞

人揭示真理。

（更多資訊請見www.lovelibya.com）

利比亞（此故事根據真實事件寫成）

恩慈
神的恩慈是領你悔改（羅二4）

　‵　　

2011年8月16日 第16天16天天

禱告事項：

這篇文章是在利比亞尚未發生反對卡達菲的暴亂之前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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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土耳其的見證

有
一位年輕女子來自保守的穆斯林

家庭，現在跟隨了基督。她哥哥

雖聽說此事，但確信她不久就會回到伊

斯蘭信仰。當他看到她沒有回轉時，就

要她放棄信主，還逼她宣告伊斯蘭信

條。她拒絕了，他抓起金屬棍威脅著要

殺她，卻被家人阻止。她母親哭著求她

宣告伊斯蘭信條，最後她宣告了，但之

後深深地後悔。當她跟其他土耳其信徒

分享心中的憂傷時，她朋友告訴她，彼

得也曾經否認耶穌，但後來蒙主饒恕與

復興。如今她同樣經歷了主的恩典，並

說：「我再也不要否認主了。」

有
一家人為一位四十歲的親人沙義

德（Sait）擔心，他心神錯亂並不
斷在鎮上到處亂走。他們在絕望中試圖

尋找幫助，就租了一台車，將他載到一

個較大城市的教會去求助，這教會是由

土耳其籍牧師阿里（Ali）帶領。沙義德
身上骯髒、鬍子又亂又長、褲子有尿痕

且指甲有一英吋長。他不能說話，並且

顯出神智不清。他的親戚問阿里能不能

幫忙。阿里回答：「耶穌可以，但你們

必須相信祂可以。」他們說：「如果我

們不相信祂能幫助，我們會開五小時的

車來見你嗎？」 這個回答對阿里來說夠
好了，所以他走向長鬍子男子，給他一

個大擁抱，並為他禱告。令他們吃驚的

是，沙義德馬上變清醒了，並且五年來

第一次開口說話！一週後，阿里與那裡

的信徒接到沙義德親戚的電話，說他現

已經變乾淨、吃得好、不在街上亂走，

心智仍然正常。

一
位新近受浸的信徒剛出獄，因別人

所提有關新約可靠性的問題而深受

困擾。他說他滿懷著疑問睡著了，聖經就

放在床邊。半夜一位男子叫醒他，並指著

聖經說：「不要害怕，讀我的書，我永遠

與你同在。」他後來明白，跟他說話的人

就是耶穌，他感到深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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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厄安族（Kangean, 人口135,000）住在印
尼的康厄安島上。此島位於峇里島北邊，極

具觀光潛力。它濱臨爪哇海，海灘風景優美，未

受破壞。島的東部有濃密的森林，有許多動物和

美麗的鳥類，猴子、科摩多巨蜥和蛇都很多。當

地工匠製做木質手工藝品出售。

從1993年起，島上開發了天然氣，經由430公
里長的導管輸至東爪哇，導管大部分經過水底。

其他經濟資源包含柚木、椰子和鹽。島上雖有天

然氣相關行業，很多地區仍未開發，這裡也是喜

愛戶外探險者的好去處。全球人口超過十萬的穆

斯林族群中，還有兩百多個族群沒有任何建立教

會的行動計畫，康厄安族是其中之一。

▲

願神使人認識祂！（路十21∼24）

▲

敬拜神，對這島宣告詩篇九十七篇1節。

▲

求神開門，使福音有機會在康厄安族中被看見、

聽見與展現出來（可十六15∼19）。

▲

求神給族人讀聖經、看福音影片並用母語與信徒

互動的機會。

 

康厄安族

神
的智慧（箴八 25）說：「大
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

先，我已生出。」葛林芝人最初住

在蘇門答臘島東岸，為了逃離當地

穆斯林蘇丹王在古時發動的戰亂而

來到他們現在的家鄉– 武吉巴

里桑山區的深處。他們講葛林芝語

與印尼語，人口二十六萬，大多是

農民，種植稻米、馬鈴薯、咖啡、

肉桂，或從叢林區採收樹脂和藤

條。住在葛林芝湖或其他小湖附近

的人則打漁。

族人一向不受強悍的平地人同

化，但今天他們與世隔離的情況被

政府支持的墾植計畫改變了，爪哇

人、巽他人和峇里人大規模遷移到

他們這塊沃土。此外，世界自然基

金會正在此支持發展一個世界級的

國家公園，要保護這裡的雨林、植

物和動物。他們的主要信仰是伊斯

蘭，但仍然崇拜精靈，特別是用傳

統術士醫病，和使用魔法祝福農作

收成。

▲

求主給葛林芝族人中的信徒有智

慧與恩惠。 

▲

求神賜下智慧與權柄來對付世世

代代綑綁他們的邪靈權勢。（林前

一30 ；林後十4）

印尼的葛林芝族（Kerinci）
今天是印尼的獨立日

2011年8月17日 第17天17天天 2011年8月18日 第18天18天天

禱告事項：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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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斯蘭教的蘇非派（Sufism）運動，著重內在神祕的屬靈經驗，其信
徒常追求進入神的同在與內裡潔淨。蘇非運動通常由受人尊敬的

屬靈導師帶領。有些正統穆斯林包括沙特阿拉伯主要的伊斯蘭運動瓦哈

比派，將他們視為異端。 
塞內加爾與岡比亞的穆斯林大多屬於蘇非兄弟會，例如：提振尼亞會

（Tijaniyyah）、夏帝會（Xaadir/Qadiriyya）、姆利德派（Mourides）和雷
印會（Layene）。各會又分許多小派別，各自追隨特別的領袖和教義。 
阿馬杜‧班巴（Amadou Bamba，1850∼1927） 於1883年在塞內加

爾的圖巴市（Touba）成立姆利德派（Mourides）總部。他是一名穆斯
林神祕主義者、隱士和屬靈領袖，指導人學習默想、伊斯蘭儀式、工作

和研究古蘭經。他強調努力工作，因此他的門徒以有工作倫理著稱。班

巴未曾支持法國對西非的統治，他也抵擋聖戰。他鼓勵人做「更大的爭

戰」，就是要在學習神與敬畏神的事上奮鬥。

塞內加爾與岡比亞的姆利德派兄弟會在多方面控制了當地的經濟。

信徒常捐出他們的部分收入推廣活動。塞國現任總統瓦德（Abdoulaye 
Wade）就是一位忠實信徒。2000年大選結束後，他立刻前往聖城圖巴
市，尋求該會屬靈領袖（大隱士）的祝福。

▲

姆利德派的領袖們是三、五百萬信徒的屬靈領袖，也是圖巴市的重

要領袖。圖巴市是塞內加爾第二大城，人口五十萬至一百五十萬。請

為此教派領袖及門徒能真實遇見永活的神禱告。這裡的經濟、社會及

屬靈障礙極大（你可以按照徒十三4 ∼12禱告）。

圖巴市與姆利德派

圖巴市的大清真

寺，是阿馬杜‧

班巴的埋葬處，

為全西非極重要

的宗教聖地。

今天請為常在週

五來此拜禱的穆

斯林禱告。

星期五禱告焦點

2011年8月19日 第19天19天天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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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來西亞是一個「聯邦國會君主立

憲制國家」，被南中國海分隔成兩

部分：馬來半島上的西馬與婆羅洲島上

的東馬。她位於東南亞的中心，四周圍

的國家有泰國、印尼、新加坡、菲律

賓、越南和文萊。首都是吉隆坡。

馬來西亞的國教是伊斯蘭，然而憲法

也保障宗教自由。她有兩千八百萬人 
（馬來人、華人及其他種族），60.4%是
穆斯林。馬來人是最大種族，一般都是

穆斯林。也有些印度人與少數華人信奉

伊斯蘭的。雖然前任與現任總理都曾表

明馬來西亞是伊斯蘭教國家，部分民眾

卻根據國家世俗憲法，抗拒這種身分。

法律禁止人向穆斯林傳別的宗教，也不

允許穆斯林改教。

有穆斯林背景歸主者的人數很少。許

多人在家教會敬拜，並保留他們的伊

斯蘭服飾與文化傳統，以免被查到和騷

擾。在很多例子中，他們是因直接遇到

神而找到彌賽亞的。他們人數雖少，卻

有勇敢的見證與信心。 

馬來西亞

▲

願信徒能向穆斯林鄰居打開心胸，成

為他們實際具體的祝福。

▲

願馬來人有更多與神親自相遇的機會

（參徒十17∼48）。

▲

願信徒在擴張團契並幫助新朋友方面

能夠勇敢（這會有風險）。

20 0 8年 8月在沙特阿拉伯的東部
省，二十六歲的法提瑪（Fatima al-

Mutairi）在家中向家人表明自己對耶穌的
信仰之後，不久即遭到她哥哥親手殺害。

他是穆斯林，也是政府的宗教警察。殉

道者之聲（The Voice of Martyrs，縮寫
VOM）的聯絡人說法提瑪與其他信徒的
交往主要侷限在網際網路上的論壇及電話

聯繫。VOM聯絡人說：「當她對家人作見
證時，也同時宣稱基督之道是一切道路中

最純淨、最聖潔的道路。當她分享完，回

到房間，發現哥哥在她房內，打開她的手

提電腦查看，為要搜尋更多證據對付她。

她在手提電腦內曾記錄下她的靈性旅程。

她哥哥將她鎖在房內四小時，在那段時間

內，她在網際網路上寫下最後的一封信。

之後不久就遇害。」

故事取自殉道者之聲網站。

此網站上還有許多其他受苦的基督徒的見證：

www.persecution.com

沙特阿拉伯的

殉道者

2011年8月20日 第20天20天天

禱告事項：

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

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賽十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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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

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

了。」（約九4）

俄
國以其豐厚的歷史、人民能堅忍地

面對困難和偉大的建築著稱。當人

想到俄國，腦海中可能浮現出莊嚴的聖像

畫、廣闊的草原、白雪皚皚的森林或是熱

騰騰的茶及紅色的羅宋湯等。但俄國正急

速地改頭換面。首都莫斯科是全歐洲穆斯

林最多的城市，估計有四十萬到二、三百

萬人之間（非法居留者可能有幾十萬）。

許多穆斯林來自前蘇聯中亞洲貧窮的國

家，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阿富汗人、

哈薩克人、韃靼人等正大量湧入找工作。

他們住在骯髒擁擠的宿舍內，盡量存錢寄

給國內的家人。他們面臨毆打、謀殺、甚

至被炸死，很多人成為殘暴雇主的現代奴

隸。在莫斯科生活雖不易，有時卻遠比家

鄉的蕭條好。

莫斯科的穆斯林
來自中亞的人潮

▲
求神開啟俄國穆斯林的心。

▲
禱告能為講俄語的穆斯林與初信者翻

譯、出版高品質的基督教書籍，幫助他們

與彌賽亞同行。

▲

為俄國各地基督徒領袖的合一、異象

和智慧禱告，願他們傳福音給俄國的穆斯

林，造就、鼓勵、裝備他們，使他們成為

門徒，繼而去造就別人。

▲

禱告俄國教會有具體可行的步驟來接觸

周遭的穆斯林。

▲

為年輕信徒有門徒訓練禱告。信彌賽亞

的人已組成少數幾間教會，大多是哈薩克

人的。

這些中亞穆斯林離開了家鄉及熟悉的

傳統，也離開了家庭與文化的壓力，他

們雖面對新的試探，卻態度開放地聆聽

神話語的真理。一位穆民歸主者說：「我

曾經痛恨俄國，不願再回來。」但看到

在俄國有機會向同胞傳福音後，就開始

對這份有潛力的事工感到興奮，他說：

「現在我覺得俄國是我第二個家鄉。」

雖然耶穌傳、抹大拉的馬利亞DVD和
中亞俄語聖經都受到接納，但只有少數

信徒專門向穆斯林傳福音。莫斯科的穆

斯林通常是僑民，在這種大都市中生活

令他們不知所措，寂寞中想成家和交朋

友。這是向他們傳福音的好時機。

2011年8月21日 第21天1天天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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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柏十八歲，想上大學。她夢想著她

的家庭在塔吉克斯坦能過著比較好

的生活。她渴望不必擔憂桌上沒有食物，

不須借錢及行賄就能接受她想要的教育。

跟許多年輕人一樣，她相信只要能學好英

文，在外籍機構找到一份好工作，她與家

人就能得到供應。她對自己的國家不抱希

望，不像從前在蘇聯體制下那樣地相信政

府。希柏甚至懷疑她家人所堅信的伊斯蘭

信仰。她知道她很難得到她想要的生活。

她父母最近向她施壓嫁人，而不鼓勵她追

求教育與事業。生命像是一條死巷子，她

自問：「哪裡可以找到希望？」

希柏代表著塔吉克斯坦數以千計的年輕

人，面對未來，他們走在沒有盼望的路

上。塔吉克斯坦四周與阿富汗、烏茲別克

斯坦、吉爾吉斯坦和中國接壤，人口七百

萬，是前蘇聯最窮的國家。80%以上的人
是貧民，每人年平均收入約在250歐元
左右。國內大多是婦女和小孩，因為許多

男人到俄國去工作了。有些人一去不回，

也不寄錢回家。

近年來，因有人在更保守的穆斯林國家

就讀，回國後帶來了他們嚴格的教導，使

伊斯蘭教更深地影響著人民。人民有九成

是穆斯林，只有千分之一的人相信彌賽

亞。雖有許多人對伊斯蘭幻想破滅，仍然

有人誠懇地尋求神。 

▲

年輕人思考未來時，願他們找到神在彌

賽亞耶穌裡給他們的方向。願有更多基督

工人進入年輕人中收割莊稼。

▲

因去俄國或其他地方工作，以致家中

缺少父親的狀況，已經影響了塔吉克社會

的根基。（箴一8，三12，四1；弗六4；詩

六十八5，廿七10）

▲

為能培育出剛強的門徒禱告，使他們能

領人歸主。目前有很多初信者。（約壹二

12∼14；多二1∼14）

塔吉克斯坦的

戈爾諾 - 巴達
赫尚自治州內

的小城科如市

（Khorugh，可能
有兩萬居民），以及其他村鎮，是地球上極為偏

僻的地方。此州位於帕米爾山區，面積佔全國

的百分之四十五，人口只佔百分之三（約二十

萬人）。請上維基百科查科如市。

科如市

耶穌曾說福音要傳到「地極」。

科如市的確符合「地極」之稱。

2011年8月22日 第22天22天天

塔吉克斯坦
不知道未來將如何？

禱告事項：



��

數
百年前舒瓦阿拉伯人（ S h u w a 
Arabs）從蘇丹移民到乍得。他們的

語言跟古蘭經上的阿拉伯語很像。他們尊

崇伊斯蘭，認為自己是信仰的守護者。他

們對外來者多有猜疑，又怕「邪眼」（“evil 
eye”），即邪靈的影響與鄰近種族的黑巫
術。但若取得信任，他們對外人的款待就

很熱絡。

舒瓦族是半游牧民族，生活以養活牛、

山羊和綿羊為主。有些區域，年輕的家庭

在乾季遷移，替動物尋找水和食物；雨季

就回來管理小米與玉米田。一般言之，他

們是小型社群，大多由親戚組成。當水源

乾枯、動物不能從土地得糧草，或當村莊

變得太大了，一群人就會離開，找個無人

居住的新地方定居。有些家族往城市發

展，經商成功並習慣了城市生活。

近年來，村莊裡蓋起了小學，但只有幾

個小孩去上學。有些女孩在六到八歲間受

割禮，通常女孩在十二到十四歲間經過安

排與她們的表親結婚，並在十五歲就作了就作了作了

母親。許多婦女生了八到十個孩子，卻只

有三分之二的孩子能夠存活。男孩六歲就

開始上伊斯蘭學校，這些學校通常位於其

它部落地區，所以他們在沒有父母與手足

陪伴的情況下自己長大。他們必須為了食

物和學費行乞，有的人被當作小偷而挨

打。 
▲

在禱告中要為這游牧和牧羊的民族宣告

約翰福音十章10∼16節。並看彼得前書二

章24∼25節。

▲

舒瓦族似乎尊敬身體力行的「真」基督

徒。有時基督徒老師和農業專家被送到此

區域，很不幸地，許多人很快就離開了，

或被灌輸了伊斯蘭教義，或生活奢華而成

酒鬼。為住在那裡的少數基督徒能為彌賽

亞作真實的見證禱告。願他們的生活樣式

真正配得上主。（西一9∼12）

▲

在這群阿拉伯人中尚未有人成為基督

徒。有些人曾經要過聖經與卡帶。在這些

人中傳福音，以耶穌來傳講很有用。

2011年8月23日 第23天23天天

乍得的舒瓦阿拉伯人
有一百五十萬人不認識大牧人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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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背景：1940年代，神告訴幾位
華人信徒要從中國西部新疆省開始

傳福音，經穆斯林國家，一直傳到耶路

撒冷。他們自稱「遍傳福音團」，西方宣

教士稱之為「福音傳回耶路撒冷使團」。

此運動的屬靈根源有一部分可以回溯至

1920年代的「耶穌家庭」團體，他們主
要向鄉村傳福音，為福音的緣故委身於

「犧牲、遺棄、貧窮、受苦和死亡」。

「傳回耶路撒冷運動」首先要得著中國

中、北和西部的省分：新疆、內蒙古、西

藏、四川、青海、甘肅和寧夏，遠程目標

也包括亞洲邊緣國家：阿富汗、伊朗、沙

特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和巴

勒斯坦。他們想要到這些地區成立新教

會，牧養與復興現有的教會，並定意全然

倚靠神提供事工的一切經費。

此運動於1950年代曾進入中國西部，
並大遭迫害，信徒大多入獄。初期領袖之

一趙西門被關了三十一年，他入獄時還年

輕、有異象；出獄時中國已大不同了，這

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一個朋友也沒有。他

出獄的消息雖然傳了出來，但六年後才有

教會領袖開始找他。 
出獄之初，趙西門並沒有與人分享「傳

回耶路撒冷」的異象。他只多方鼓勵華人

基督教領袖，並且禱告。直到1990年代
他才開始跟一群華人信徒分享異象，激勵

他們繼承神在五十多年前給他的異象。他

服事了多年之後，於2001年逝世。於此
期間，幾位信徒再度開始有負擔追隨此運

動。

今天，許多華人信徒有此異象，要傳福

音到中國西部及穆斯林國家，直達耶路撒

冷。他們相信在基督再來前的末日，華人

教會有責任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完成福

音遍傳地球一整圈，這福音起初是從西方

帶來的。

一位中國家庭教會領袖說：「成百的家

庭渴望遷到中國福音未及之地。」有些領

袖希望派出成千的巡迴宣教士去得著中國

非漢人的民族及建立教會。在中國，跨文

化宣教仍處初階，但一些信徒正恆心禱

告，要去向穆斯林、印度教徒與佛教徒的

族群傳揚神國福音。
▲

敬拜主。請禱告宣告以賽亞書六十六章

18∼23節的真理。願神為許多華人開門，

在萬國中宣揚主榮耀。

▲

有些華人信徒已勇敢地做跨文化宣教

工作，但結果不盡理想。那些想向外族傳

福音的人非常需要有效且深入的跨文化宣

教訓練。訓練是首要的，只有熱忱不足成

事。

2011年8月24日 第24天24天天

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
華人信徒願尊崇彌賽亞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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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斯坦布爾渴慕有人愛，愛她也不

難。她極具多元性，這裡有歐洲最

摩登的購物中心，也有拜占庭時代遺留下

來的鵝卵石街道；身體穿洞的少年與蒙面

的婦女在街上來往。宗教和好與現代化都

有助於造成她的多元文化。清真寺約有

三千間，但居民對信仰的委身程度差別很

大。她是世界第五大城，卻是全球唯一跨

越兩大洲的都市，居民約有70%住在歐
洲區，30%住亞洲區。伊斯坦布爾實在是
一個有多元世界觀的城市。

當我們為她禱告，請記住以下幾點。第

一、文化上她屬東方文化，奠基於榮譽與

羞辱的觀念，而不是有罪與無罪的觀念。

在人際關係與宗教上，他們認為穆斯林不

應離開伊斯蘭信仰，若有人放棄伊斯蘭信

仰，就令個人與家庭蒙羞。為維護面子，

家族常與信彌賽亞的親人斷絕關係。耶穌

教導我們要為他捨棄一切，在這裡，為主

「捨棄一切」的確是許多年輕人要面對的

抉擇。（可十29∼30）
另外一項禱告重點在於與過去切割。

雖然伊斯坦布爾某些方面是「世俗化社

會」，但嚴謹的伊斯蘭操練、民俗伊斯蘭

和精靈崇拜卻是許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例如婦女戴藍色珠子為避開咒詛及增

強生育力；婚姻與喪葬的風俗都按照古蘭

經辦理。他們將萬事歸之於命運，令人在

面對人生疾苦時常心懷恐懼與憤怒。按伊

斯蘭教對亞伯拉罕之神的看法，會令人自

然地生出恐懼與挫敗。在他們的思維裡，

人沒有赦罪或從羞恥中被釋放的確據。因

為信仰上的混雜，這裡很多基督徒表示，

要說明耶穌甘願捨命使人得救是困難之

事。穆民歸主者表明，他們必須與護身符

及宿命論的世界觀完全斷開，才能自由地

服事主。禱告時需要為信徒生命能得更新

代求（弗四22∼24）。

▲

為他們禱告時，請試著用神的眼光來

看這些可愛的人。想像一下辛勤工作的男

人，經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時，但薪資趕不

上通貨膨脹，心中有多沮喪。
▲

為年輕人禱告。面對未來，在他們看來

大部分的承諾與希望似乎都很渺茫。

▲

為婦女禱告，她們命定要生男孩，不

然，就常遭離棄。讓我們憑信心禱告，相

信禱告必蒙垂聽（弗三18 ；約十四13 ；彼

後三9）。

2011年8月25日 第25天25天天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市
人口1,280萬，居民大多自稱為穆斯林。

禱告事項：

更多資訊請見：www.meetistanbul.com  
及www.youtube.com/user/prayershorts的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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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夜，全球各地無數的穆斯林將聚在

清真寺裡向神祈求幫助，這一夜

很特別，稱為「高貴之夜」或「能力之

夜」。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領受古蘭經就

是在齋戒月的最後幾天中，高貴之夜就是

為了紀念此事。他們將舉行各種宗教活

動，但許多人會向神作特別的祈求。有的

人在日出前起床向神求，有的則整夜不睡

向神求。他們受到鼓勵要真誠、有信心地

向阿拉求任何所需的東西，只要合乎宗教

允許就行。

其中必定有人向神求工作、婚姻、生育

或其他，不過，家有殘障者也都需要幫

助。在許多最艱難的個案中，殘障者不論

老幼都面臨被拒絕、被藏起來、遭遺棄及

虐待。他們受到社會很大的排斥，被人視

為「神的咒詛」。家人將他們藏起來，把

精神病患者綁在房間一角，或送至政府機

構。許多機構人滿為患，缺乏適當的照

顧。土耳其有一所機構，等待收容者多達

三千人。做父母的或是親人，不願或不知

如何照顧自己的殘障兒，以為政府能提供

今夜我們可以切實地為許多國家的人民禱

告，願神引導你。有許多人整夜呼求神。

在此提出一個特別的主題：在土耳其

七千三百萬人口中，約 1/6的人患了各樣

疾病或殘障。（見太十五 30；可一 34及三

10）

▲

為那些美好的土耳其信徒們禱告，他們

幫助有特殊需要者，願他們得堅固，受聖

靈引導去到神所預備的人身邊。

▲

願社會人士改變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

願殘障者不遭遺棄。

▲

願土耳其政府有新政策，允許義工在政

府所屬的機構中參與管理。

▲

願有更多傳媒將福音帶給殘障者。

比較好的照顧，結果是落得緩慢、又常常

充滿痛苦地死去；或者像是住在集體監

獄內。我們禱告有一個真實的「能力之

夜」，成就在那許多因殘障和疾病而遭受

痛苦、艱難及受排斥者的生命中。

見證：土耳其的穆拉特是一個棄兒，因

從小患重度腦性麻痺而被父親遺棄在孤兒

院門口。十五年後，我遇見他時，他被關

在身心障礙兒童病房內，睡在一個不合他

身軀的金屬製嬰兒床上。當我發現他能說

話，不是心智有問題時，我告訴他神愛

他，但他的反應令我震驚，他清楚地說：

「不，祂不愛我。我有殘障，肯定是神不

愛我。」那天穆拉特讓我為他禱告。一星

期後，我再度來到他的小床邊，他變了。

主耶穌曾經向這年輕人顯現，對他說祂

愛他。他開心地笑著說：「我就知道神愛

我！」他高興地笑，而我卻為天國的信息

滿懷感激地落淚。這個「跡象」是隨著宣

告神的國度而來的。

2011年8月26日 第26天26天天

高貴之夜夜

禱告事項：

星期五禱告焦點



33

「中
亞」一詞大多指這五個前蘇聯共

和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

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

斯坦。但有時它的邊界可擴大到包含阿塞

拜疆、阿富汗、伊朗和中國西北的新疆

自治區。古代絲綢之路是馬可波羅和很

多人走過的知名商路，它從中國西安穿過

中亞，直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此區域

現在雖被國界分隔，然而主要民族多為突

厥族，有相似的語言與文化。例如，維吾

爾族（中國西北）、哈薩克族、烏茲別克

人、吉爾吉斯人、土庫曼人、阿塞拜疆人

和土耳其人都講突厥語系的語言。不過塔

吉克語屬波斯語系，類似伊朗人與阿富汗

人講的語言。

鐵幕垮台後，中亞福音的門大開。

1990年，在這以穆斯林為主的區域內信
主者少於兩千人，而現在估計升到八萬

人！許多教會建立起來，也興起了牧師與

領袖。現在這些教會差遣會友去中國、土

耳其、蒙古、阿富汗和伊朗。1990年之
後十五年內所發生的奇妙故事是我們這個

時代極偉大的故事。

然中亞對福音開放的時間不長。土庫

曼斯坦首先於1990年代末驅逐外國「工
人」。隨後是烏茲別克斯坦，教會註冊不

是變得不可能，就是很難。塔吉克斯坦和

吉爾吉斯坦把一些限制改變成法律。就連

最開放的哈薩克斯坦也於2011年起草一
項法律，對信徒施加更大的限制。現在很

多地區的信徒在集會時會面臨逮捕、審問

和罰款的風險。已有牧師被誣告並被判入

獄幾週到幾年。

▲

為中亞的信徒禱告，用使徒行傳四章

29∼30節：「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主鑒

察，一面叫祢僕人大放膽量講祢的道，一

面伸出祢的手來醫治疾病，並且使神蹟奇

事因著祢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

歷史顯示信徒遭逼迫與限制

並不能使福音停止前進。

有時候限制、監禁甚至殉道

更燃起復興之火。

2011年8月27日 第27天27天天

中亞改變的浪潮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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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時柏林被稱為土耳其境外最大的土

耳其城市。當其他人歸化為德國公

民之際，柏林的土耳其人大多仍維持著原

國籍。自2007年起，數千名說土耳其語
的保加利亞人也加入這混雜的城市。對從

土耳其、保加利亞和其他地區來的移民而

言，柏林的生活代表著一個文化大衝擊與

改變。許多人首次在大城市中生活，與老

家鄉下截然不同。他們的財富夢與安全感

通常難以達成，因世界經濟危機造成他們

在柏林的失業率高達40%左右。
數十年來，這些移民在柏林安身立命，

建立了一個完全屬於土耳其穆斯林的社

區。因此，即便他們對德國的認識很少，

也能生存。有些社區內的街市全是穆斯

林，使他們對個人的控制更容易。譬如，

要是有土耳其人想去看看基督徒的書攤，

希望拿到些什麼，可能在幾公尺外就被一

個穆斯林旁觀者勸阻。

儘管他們在柏林住了四十多年，為數眾

多，許多教會卻忽略他們。但仍有例外，

已經有人為有機會向土耳其人傳福音禱

西
方的年輕人只要分清楚對與

錯，就可自由隨興而為。他

們可以大聲喧嘩，高興地玩，只要

不破壞東西與侵犯他人。在西方，

這項規則是「只要不傷害人或他人

財物，通常就沒事。」

穆斯林的年輕人則不同，他們走

到那裡都代表自己的家庭與部族，

沒有隨意而行的自由。他們的行為

必須總是可尊敬的，不辱沒家庭與

部族的榮譽。若傷及別人的財產，

那就糟了，主要是因為會帶給自己

人羞辱，而不是因為傷到受害者。

若沒人知道是誰做的，就沒有羞辱

或罪疚感可言。他們覺得給自己人

帶來羞辱才有罪，而不是傷及第三

者。

本文譯自Roland Müller的書The Messenger 
the Message and the Community，
Canbooks 2010年出版，p.148 （網上可購

得電子書）

告。藉著個人接觸和建立友誼，許多文宣

已分發出去。過去數年內，柏林已有五十

多名土耳其人認識彌賽亞。他們參加家庭

團契，或常聚在一起用土耳其語舉行崇

拜。最近來自保加利亞說土耳其語的基督

徒已建立了一個新團契。

▲

願柏林的信徒與土耳其裔有更親密的接

觸，如此他們可以學習神的愛，及清楚聽

到土耳其人歸信基督的見證。

▲

願那些實際接觸土耳其人的信徒能有愛

心、權柄和有效的見證。特別需要有人去

接觸第二、三代的移民。

2011年8月28日 第28天28天天

柏林的土耳其人

禱告事項：

文化差異



奇
茲爾巴什（Qizilbash）是突厥語，意思是「紅頭」（頭
巾上有紅色裝飾）。它涵蓋了許多曾協助建立伊朗薩

非王朝（西元1501∼1722）善戰的什葉派族群。此名
稱出自他們獨特的頭飾，這種頭飾有十二個突出點，表示

他們對「十二伊瑪目派」（什葉派主流）的忠誠。阿富汗

的奇茲爾巴什人，是伊朗國王納迪爾沙於1738年出征印
度時，留守軍人的後代。過去他們曾任政府機關的要職，

今日則從事貿易或工匠。這些講波斯語的什葉派穆斯林族

群，是阿富汗社會中重要的一環，並在政治上富影響力。

他們確切的人數很難估計，因他們為避免遜尼派穆斯林的

迫害而採取雙重宗教身分。這群族人中尚未聽聞有信主

者。
▲  

以歌唱敬拜主。用詩篇七十二篇5∼8、12∼14節宣告耶

穌主權至地極（思想阿富汗的貧窮與暴力）。

▲

願主在奇茲爾巴什人的生活中開路，讓基督徒能找到機

會跟他們分享福音。

▲

在阿富汗信徒中興起工人去服事奇茲爾巴什人。

▲

其母語福音資源極為缺乏。求神興起語言學家，用達里

語翻譯聖經、文宣及錄音帶。

（取材自前線差會）

憐憫
耶穌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

沒有牧人一般⋯⋯（可六34）。阿富
汗人已久經恐怖的戰亂。

穆
罕默德死後，前三位繼

承人（哈里發），是從眾

多穆斯林之中選出來的。第四

位是穆罕默德的姪子兼女婿阿

里，他在多年前娶了穆罕默德

的女兒法提瑪為妻。阿里在位

時間短暫，於西元661年遭暗
殺。什葉派認為有權管轄全球

穆斯林的人應該是阿里以及包

括他兒子，即穆罕默德的孫子

胡笙在內的十一位後代子孫。

胡笙於西元680年殉道而死。
大多數什葉派信徒相信胡笙一

脈相傳至他的後代穆罕默德．

阿 -馬赫迪，謂之第十二位
「正統受引導的伊瑪目」。但在

西元874年，他五歲時離奇失
踪。據說直到西元 941年，
某些人仍可以聯繫到他。此

後，什葉派對穆斯林世界統治

者的盼望完全轉向眼不能見的

世界，在那兒有一位隱遁的屬

靈領袖，被稱為「隱遁的伊瑪

目（領袖）」或「馬赫迪（導

師）」，他必再來。

2011年8月29日 第29天29天天

禱告事項：

什麼是什葉派穆斯林？
阿富汗的奇茲爾巴什人
阿富汗的奇玆爾巴什人　

語言：達里語 (Dari) 　人口：3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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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三、五百萬的穆斯林一

年一度群聚在達卡北方的東吉

（Tongi）。孟加拉政府特別為此撥出約
一百六十畝的場地以供使用。人們來

自八十個國家，參加三天的“Bishwa 
Ijtema”，意思是「全球性聚集」。除麥加
朝聖，這是世界上最大型的穆斯林聚集，

它是由「塔布里扎馬特運動」（Tablighi 
Jamaat Movement，簡稱 TJ，是傳播信仰
的團體）所贊助的。

人們在聚會中專注於禱告與默想，不允

許政治討論。TJ是世上最大的穆斯林宣教
團體，分佈在非洲、北美、歐洲、亞洲及

其他地方。TJ的人數尚未有正確的統計數
字，但估計約有七、八千萬人參與。

TJ注重「糾正」穆斯林的生活實踐與教
義，其中包括了與非穆斯林隔離。加拿大

TJ發言人納埃母說：「我們告訴 TJ的弟兄
姐妹，生活在世俗社會中與非穆斯林混雜

在一起，會使他們成為軟弱的穆斯林。我

們要他們分開，去建立屬於自己的學校，

花時間與其他穆斯林在一起，這是對抗世

俗主義的唯一方法。」

 TJ的事工非常成功，部分原因是他們
採行「六項步驟」，其中一項規定他們要

形成小組，找時間相聚幾天或幾星期，使

他們的信仰重新得力。同時也要與其他穆

斯林交談以操練信仰。有些穆斯林團體批

評他們是排外的團隊，「他們對傳遞伊斯

蘭信息有特殊的說法，他們的教導排斥其

他任何不接受他們信息的穆斯林。」

TJ自稱是和平主義者，傾向遠離網路與
相機，但他們的信息已成功地傳佈在孟加

拉這類地方。在那裡，自然災害與衝突迫

使成千上萬的人住在難民營中。安瓦說：

「唯有他們在那裡幫助人，政府什麼都沒

做，但宗教團體從一開始就在那裡了，他

們已贏得當地的人心。」

▲

TJ的成員散佈於全世界，願他們遇到能

展現彌賽亞生命與愛的基督徒（西四3；詩

九20）。

▲

為孟加拉禱告，這個國家約有85%的穆

斯林，他們的苦難比世上大多數人更甚。

人口嚴重過多又貧窮，洪水、颶風、饑荒

等重大災難都重創這個國家。神正打開穆

斯林的心來回應福音。（見徒十六13 ∼14）

▲

禱告能建立穩固的教會，神正在這個國

家動工。那些願追隨基督的人需要接受以

十架為中心的門徒訓練。

圖片來源：dhakadailyphoto.blogspot.com，
特此致謝（這個網站非常值得看，並能幫助

你瞭解孟加拉的生活）

2011年8月30日 第30天30天天

塔布里扎馬特運動

禱告事項：

伊斯蘭最大的宣教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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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貨物、資本、移民和各方面資

訊的流通已達前所未有的暢通，全球化不

僅深深影響穆斯林社會，對西方社會也一

樣。社會學研究者逐年記載了宗教復興運

動普遍化的現象，以及全球化如何使得傳

統宗教「去界線化」。特別就穆斯林來說，

網際網路和人民大量遷移，意謂著傳統伊

斯蘭教在某些方面正在作修訂。大多數穆

斯林顯然已將民主與人權的觀念內化，

但同時也變得更篤信宗教與更保守，尤其

在要求女性端莊這方面。對某些人而言，

剝除舊的文化標幟代表著出現新的宗教態

度，它主要專注在「什麼是伊斯蘭教的」

和什麼不是伊斯蘭教的。有一個人數少而

敢言的沙拉菲派（Salafis），即使在西方也
極力推動「全面應用伊斯蘭教法」。在此，

近
來，基督徒圈子裡對伊斯蘭的看法

相當混亂。一方面，從巴基斯坦、

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國家不斷傳出迫

害基督徒、暴亂及歧視的事。歐洲一些國

家禁止婦女蒙住全臉的措施，將極端的伊

斯蘭教法和伊斯蘭教和一般穆斯林混為一

談了。另一方面，「伊斯蘭是和平的宗教」

這種口號又出現在世俗的媒體裡，以及對

基地組織及其同道的新恐怖主義陰謀籌劃

的報導中。到底誰是真的？

真相是，伊斯蘭歷史顯示出的複雜性連

穆斯林都難以明白。伊斯蘭的法律在穆罕

默德死後三個世紀中逐漸成形，至少是由

六個學派長期發展出來的，而他們之間的

分歧很大。這是 fiqh（伊斯蘭教的法學）
之由來，它承認古蘭經、聖行（穆罕默德

的舉止行為）、公意，並某種程度的分析

類推為法律資料來源。而Sharia（伊斯蘭
教法）則指以古蘭經及聖行的內容為根據

所頒行的法律，規範人民日常生活和行

為，是神對敬虔的人類社會所定的理想藍

圖。只有很少的條文觸碰到我們今天所稱

的「憲法」。事實上，從早期的哈里發統

治期，到王朝周邊興起的許多小國，到最

後的奧斯曼大帝國，穆斯林社會的歷史可

總結為伊斯蘭教的律法師與統治者之間持

續進行的拔河賽。他們多半爭吵不和。

今天，穆斯林國家全都是現代「民族－

國家」，是聯合國公約（今日視為國際法）

的簽署國。他們大多是威權主義。根據蓋

洛普在2001至2007年間，於三十五個
穆斯林國家所做的民意調查，絕大多數的

穆斯林視伊斯蘭教和民主、性別平等和言

論自由為達成和平繁榮社會的要素。他們

只是不同意西方在標榜這些價值觀時的做

法，他們喜歡根據自己的傳統來運用。

伊斯蘭、伊斯蘭教法
及全球化

大多數穆斯林已將民主與人

權的觀念內化，但同時也變

得更篤信宗教與更保守。

全球化對穆斯林社會影響至深

文轉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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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穆斯林找到永活的⋯⋯　⋯⋯　　

彌賽亞

一般原則

1. 禱告：我們一再強調要完全依靠聖靈的工作。
2. 設定目標：神希望使用我們傳福音，使穆斯林得知彌賽亞。我們的目的應是使
穆斯林朋友們容易明白及容易得到此信息，不論他們接受信息與否，我們仍能和他

們之間維持一個尊崇神的關係。

3. 建立私誼：我們必須真誠地愛穆斯林，在互動時，以慈愛及尊敬將我們的愛心
表現出來。要與穆斯林朋友建立真正的友誼，就需花時間去瞭解、重視及幫助他

們。我們當誠心向他們學習，並真心看待這份情誼，發展出真實的交流互動。

4. 有耐性：我們和穆斯林交往時，從一開始就可以自由談說自己的信仰，可是必
須記住，大多數穆斯林需要聽到許多次之後，才會開始考慮相信彌賽亞。你若受到

拒絕，請不要灰心。要記得：是神的恩慈引領我們悔改（羅二4）。
5. 以極簡單的方式說明福音：使用穆斯林能瞭解的詞彙。就你所知，解釋何謂
罪、禱告、上帝、彌賽亞和信心這類的名詞。這些詞彙對穆斯林常有不同的意義。

6. 送你的朋友一本新約聖經或全本聖經：特別要鼓勵他按時讀福音書。

它表達的是：中古世紀法學家對家族地位

的意見；懲罰法指五種刑罰，如切斷小偷

的手、處死改教者；以及由不同派別新增

的法律。「聖戰主義者」就是一個派別。

平心而論，將所有穆斯林一律視為極端

分子是不對的，他們大多數人實際上正和

全球其他的文明社會一同努力，為世界謀

求更多的和平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了解。

身為基督徒，我們就當和穆斯林鄰舍為

友，聽他們說並向他們學習，且用言語與

行動與他們分享救主的愛。

我
們認為幫助穆斯林找到永活的

彌賽亞是大有可能的。跟穆斯

林談論主，需要顧及他們的文化及宗

教。因此，我們和穆斯林談論時所用

的方法，與跟其他人談論的方式不一

樣。信息雖相同，但傳遞信息、使人

明白的方法則不同。



彌賽亞

7. 強調上帝完全的聖潔：神召人行
義。人通常是不義的，受罪性奴役。

教育或道德都無法改變這種罪性。人

需要的是新生命。

8. 談論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作為：談
祂的信實、愛和公義。穆斯林不明白

上帝是一位應許人並信守承諾的神。

你在生活中把這種真實、活潑敬畏神

的信仰見證出來，是非常重要的事。

9. 以溫和的態度面對異議：不要陷入
情緒激昂的討論中。我們蒙召是為耶

穌結交朋友，而非贏得辯論。

10. 若穆斯林朋友表示相信耶穌基督
及聖經，你不要太天真地相信他：從

某種觀點看，穆斯林的確是相信耶穌

和聖經的，不過他們的信仰與聖經的

教導大不相同。他們不相信人真的有

可能可以與神建立關係。耶穌說永生

是要認識上帝（約十七3），意思是你
不僅僅知道有關上帝的一些事，而且

要有親身的認識。穆斯林不相信彌賽

亞死後又復活。

11. 穆斯林在尋求彌賽亞時，會遭
到孤立，他們需要與信徒做朋友。穆

斯林有時候對親眼看見基督徒們在一

起，比聽到我們用最美好的言語談論救主更感興趣。

他們看到我們聚在一起時，願神幫助我們成為軟弱無

助的，但在祂裡面剛強的人。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他

人，和愛其他人（約壹三14∼15）。信從彌賽亞的穆
斯林也需要其他人。

12. 伊斯蘭包含了許多欺騙人的東西，只有神是真
理，能使人明白真實的事。我們都曾受騙上當，都需

要釐清真相及得釋放。唯有神能使我們和穆斯林耳聰

目明。

尊重
良善
溫柔

是向穆斯林傳講

彌賽亞時所必備

的特點。

關心及真誠地接待，比舉證和爭論不休，

可能更能幫助穆斯林找到彌賽亞。

加州舊金山金門大橋附近

的穆斯林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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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要對穆罕默德做人身攻擊，但也不要接
受他為先知。我們蒙召為要幫助人找到耶

穌，不是去論斷人。

2. 不要批評古蘭經。對古蘭經有深入認識者
正積極且有效地對穆斯林談論這方面的事。

3. 避免觸及政治敏感的話題，如巴勒斯坦問
題及讚揚以色列。

4. 不要堅持說耶穌是「神的兒子」，你很可能
立即招來困難：許多穆斯林認為這種說法表

示父神和馬利亞發生了性關係，她才生下兒

子。當然這不是基督徒真正的教導。

5. 談話時不要涉及吃豬內及喝酒之事：我們
基督徒受差遣為要向人宣告耶穌，而非設立

飲食之律。至於酗酒，要堅持說這是不對的

事。不要給穆斯林酒喝。

要點切記：

1. 從大家都同意的觀點著手：與穆斯林開始
（或之後的）互動時，要盡可能找出雙方都

相信、都同意的事，這對傳福音大有幫助。

他們信一神，即亞伯拉罕的神。阿拉伯語中

代表神的字是Allah（阿拉），阿拉伯基督徒
也用這個字稱呼上帝。穆斯林相信神創造世

界；祂知道一切事，是全知的神。他們不相

信三一神，但信天使及先知，如亞伯拉罕、

摩西、大衛、挪亞及耶穌；相信有最後的審

判。通常我們可以對這些觀點表示同意，但

不要忘記不同之處。當大家都認定我們的信

仰有相同之處時，能使他們有更大的瞭解及

開放的態度，而願意聆聽，但不可只停在同

意上面。

2. 講故事：你可以述說有關耶穌以及其他
聖經人物的故事。大多數穆斯林從未有機會

讀聖經，許多人也從未將他們的古蘭經好

好讀過一遍。要學習用聖經的比喻、故事和

例子，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實例來分享你的信

息，這種方式可以使你的穆斯林朋友更加記

得你的話。此網站可供參考：www.oralbible.
com
3. 使用大眾傳媒：隨身携帶一批有各種語言
的福音書、「耶穌傳」影片、錄音帶、CD及
DVD。 
4. 耐心尋訪：不要害怕到他們家去探訪，並
邀請他們到你家裡來。聰明的做法不如先請

他們吃點心，就不用擔心食用肉類的問題。

5. 不要爭辯：想用理論使穆斯林信主，成功
的機會不大。西方人的邏輯對穆斯林起不了

作用。要愛你的穆斯林朋友，不要落入會逼

他們護衛伊斯蘭的討論中。

6. 古蘭經：你可以讀，然而不一定用它作為
傳福音唯一的根據。穆斯林需要見到聖經中

所啟示的耶穌。若你唸古蘭經或去拜訪清真

寺，我建議你先祈求上帝的保護及瞭解（弗

六10~18）。
7. 傳福音時男對男、女對女：我們不鼓勵人
向異性傳福音，即使通信也不宜。女性基督

徒要避免和男性穆斯林談話。

8. 預備他們第一次去教會：穆斯林第一次參
加教會或基督徒聚會時，你需要簡單扼要地

向他們解釋將會遇到些什麼事，有哪些事他

們該做和不該做。

9. 反對基督教：與穆斯林談話時，他們很可
能提出各種反對信仰彌賽亞的理由。基督徒

需要知道這些反對的事，並有所準備，要能

正確地應答。我們的網站上有這方面的信息

幫助你。

幫助穆斯林找到彌賽亞 ......
我們當避免哪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