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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們為穆斯林禱告的20周年紀念。雖然在

永生神眼中20年不算太長，但對我們來說，算是持

續很長的一段時間了，而且很可能你在十多年前才出

生呢！

在這20年內，發生了許多事：就在1992年，有一

些傳福音給穆斯林的宣教士們在埃及聚集，他們禱告

時，感覺神要他們去鼓勵其他基督徒一起為穆斯林禱

告，因此在1993年，他們出版了《30天為穆斯林禱

告》創刊號，讓基督徒可以使用它在齋戒月中為穆斯

林禱告。20年之久，他們每年都發行手冊。今年我們

已經用38種語文發行這本禱告手冊。你將會和世界上

其他數百萬的基督徒，一同為穆斯林禱告。

20年前，世上大約有11億穆斯林，但只有極少數的

基督徒在他們中間傳福音。許多人對穆斯林或伊斯蘭

一無所知。20年間，藉著《30天為穆斯林禱告》以及

許多其他事工，鼓勵了很多人向穆斯林鄰舍傳福音，

或是成為宣教士去到穆斯林的國家。我們舉出下面兩

件很令人興奮的事情彼此互勉：

南亞至少有50萬名孟加拉族的穆斯林相信了耶穌。• 

北非有幾十萬過去未曾聽過福音的柏柏爾人成為基• 

督徒。

不過，今天還有無數的穆斯林，連一次聽聞福音的

機會也沒有。我們仍要不斷地為他們禱告，並且相信

神將會為他們顯出祂奇妙的作為。

 編輯團敬上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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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

在未來的30天裡，我們將認識許多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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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禱告活動會在伊斯蘭的齋戒月進行。穆斯林所使用的曆法是根據月亮

製訂出來的，所以在傍晚時分能看見新月時，才是每個月的開始。今年的齋

戒月從7月9日開始，至8月7日結束。雖然這本禱告手冊是特別為了齋戒月

而製作，但你在平時也可以使用它喔！

全球15歲以下的穆斯林孩童大約有5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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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普通人，也是神所愛的人。• 

穆斯林 
就像你我一樣

是平凡的 
普通人， 
也是 
神所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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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是 
什麼樣的宗教呢？
伊斯蘭的意思是順服神；穆斯林就是

跟隨伊斯蘭教導的人。他們敬拜一位真

主（阿拉），並且相信穆罕默德是他們

的先知；穆罕默德出生於主後570年，死

於主後632年。穆斯林相信真主將會依

照每個人做了多少好事與壞事來審判他

們。想作個好穆斯林，必須做到下面五

件事，但即使做到這五件事，也不保證

一定可以上天堂。

1. 唸誦：「除了阿拉以外沒有別神，穆

罕默德是他的先知。」

2. 每天五次定時禱告。

3. 幫助貧窮的人。

4. 在齋戒月﹙Ramadan﹚的這個「聖

月」中整月禁食。

5. 到沙特阿拉伯的麥加朝聖。

什麼是齋戒月？
這是一個特別的月分，穆斯林在齋戒月禁食並禱告。

從日出到日落，他們不吃也不喝。我們之所以選擇在齋戒

月進行30天專注的禱告，是因為許多在信仰上並不是很

虔誠的穆斯林，在這個月分也會變得比較認真。穆斯林相

信在這個月，他們的禱告比平常更蒙真主（阿拉）垂聽。

全球基督徒在這30天聚集禱告，希望神賜給我們滿滿

的信心，以及愛穆斯林的心。相信透過30天的禱告，神

會親自向穆斯林顯現！

今年的齋戒月是7月9日至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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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禱告，

願穆斯林 
能夠藉著 
耶穌發現 
神的愛。

大部分的穆斯林對耶穌的認識並不多

穆斯林並不了解耶穌在十字架上受苦，能使我們與神和好，並且祂已從死裡復• 

活了。

他們並不真正了解耶穌是一切受造物的主，並且萬物都要順服祂。• 

所有的穆斯林都在談論一個名叫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人

穆罕默德活在距我們一千四百年前的時代。• 

穆罕默德相信他自己是一個先知。• 

穆罕默德曾說過，所有的人都當順服神• ─創造主。

穆罕默德認為耶穌只是一位先知。• 

穆罕默德教導人們成為穆斯林

穆斯林通常相信，他們可以透過禱告、禁食、捐獻等宗教行為，贏得神的歡心。• 

穆斯林不知道：

⋯⋯耶穌能饒恕、赦免我們的罪。

⋯⋯因耶穌的復活，已戰勝了死亡。

⋯⋯耶穌有能力勝過一切邪惡的靈。

穆斯林不認為他們可以真的認識神。

（他們認為自己只能夠知道一些有關神的事。）

為什麼要為穆斯林禱告？

我們希望他們能發現，

神願意赦免人的罪。

我們希望他們能發現，

神國度裡的光、平安、

喜樂與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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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事項：
願這些國家的領• 
袖及人民都能明

白真理。

願當地耶穌的信• 
徒能和鄰舍們分

享：只有信耶穌

才能得到真正的

希望。

願所有耶穌的信• 
徒都能安全的生

活，且有勇氣分

享信仰。

春天來臨時，會發生許多新的事情，花兒開、樹木發

芽⋯⋯，每件事看來都很美好。因為冬天就要過去了，人們

充滿著希望。但兩年前，不少阿拉伯國家發生了一些新的變

化，人們也都希望這些國家的政府能在新的變化後，給人民

更多自由。這就是「阿拉伯之春」。

但兩年過去了，許多國家仍持續發生戰亂和鬥爭。人們

很失望，他們不僅一點也不快樂，反而更加害怕了。與此同

時，這些國家裡的耶穌信徒，也開始對他們感到不安的鄰舍

們述說關於耶穌的事；也因此，有人開始跟隨耶穌。

阿拉伯之春

在突尼西亞、埃及和利比亞這幾個國家，曾經發• 
生「阿拉伯之春」。

在埃及有七萬名耶穌的信徒聚集，為他們的國家禱• 
告，這約是一個小城市的人口呢！

7月09日，第01天

大家一起來！
你能在地圖上找到阿拉伯之春的這些國家嗎？也包括敘利亞和也門喔。在幾張小紙

片上寫上「希望」和「耶穌」，當你禱告時，將紙片放在地圖上的這些國家上面。 5



別人是否曾答應過你，要做些什麼卻沒有做到呢？你可能會對此感

到失望。歷史上，人們常常承諾要分享耶穌的好消息給所有人，卻沒有

做到。今天，我們這些相信耶穌的人，必須認真地向穆斯林分享福音。

這事不容易，也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想像一下，你可能永遠也作不

到，向社區和學校裡所認識的每一個穆斯林小孩傳福音。但你可以開始

和人組成一個團隊並一起禱告，祈求有好的方法向他們傳福音，禱告有

人能去和他們分享信仰。這樣也許你就可以用禱告參與其中。為你所認

識的每個穆斯林禱告，也求神給你機會與他們分享耶穌。

穆斯林世界的挑戰

禱告事項：
願在穆斯林中間服事的團隊都• 
能彼此相愛，使穆斯林能因著

他們看到愛。

願人們在困境中能明白如何回• 
應所遇到的事，並看到神在其

中的計劃。

現在世上約有二十億人從沒有聽說過耶• 
穌，約佔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這些人大部分是穆斯林。• 

大家一起來！
你的家算是一個團隊吧！禱告時手

拉手，並在禱告後彼此擁抱一下，

表示你們為耶穌組成了一個很棒的

團隊。

7月10日，第02天

對於參與團隊工作的人，以下的經文很重要哦！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十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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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事項：
為所有成為難民的• 
穆斯林禱告，願他

們能知道耶穌了解

他們的處境。

為耶穌的信徒願意• 
與難民見面，並告

訴他們有關耶穌的

事禱告。

為了像艾米爾這樣• 
能成為耶穌的信徒

的難民禱告，願他

們也能向朋友和家

人分享信仰。

有很多穆斯林以難民身分湧入歐洲，就像是一條流• 
量很大的高速公路。

單單是希臘就有約一百多萬來自穆斯林國家的難民。• 
耶穌小時候也曾當過難民，隨父母一同逃往埃及。• 

大家一起來！
難民為了要找一個可以平安生活的地方，經常在各國之間遷徙。今天請你來體會一下難民的生活吧！當你

在家裡禱告時，每禱告一項，就要從一個房間移動到另一個房間。例如從客廳到廚房，再到臥室⋯⋯。

艾米爾小時候隨父母一起逃到伊朗。他年輕時開始藉著

網路聊天室學習英文，在那裡他遇到了耶穌的信徒，他們

和他分享耶穌的故事並為他禱告。現在艾米爾作爸爸了，

他有一個小兒子。他們仍是難民，最近全家搬到了德國。

就在他從伊朗移民到德國的途中，他在希臘的首都雅典又

遇到了耶穌的信徒。這次，他決定跟隨耶穌並成為耶穌的

信徒。

還有很多難民像艾米爾一樣，他們需要有人和他們作朋

友，並與他們分享耶穌。

難民公路

7月11日，第0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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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約瑟住在卡比爾的一個村子裡，每天他在學校裡學習關於伊斯蘭教和

古蘭經的知識。約瑟的爸爸認識耶穌，也會讀聖經，可是因為工作太忙，沒有

太多時間跟兒子解釋關於耶穌的事。約瑟不知道到底要相信學校還是父親：學

校講的古蘭經是正確的嗎？還是他父親所說的耶穌才是對的呢？約瑟真的很想

搞清楚。有一天，他聽說有個為孩童預備的營會，可惜只有某個教會的小朋友

才可以參加，而他並不屬於那個教會。但就在營會開始的前一天，約瑟竟然收

到了營會的邀請，於是他開心地去了。在營會裡，他和其中一個組長聊天，終

於明白了耶穌愛他，並且原諒了他所有過錯，於是他決定開始跟隨耶穌。

約瑟在尋找一位有愛的神，這一頁裡你念到幾個「愛」字？你知道英文的

「愛」字怎麼寫嗎？

渴慕真理的 
阿爾及利亞兒童

阿爾及利亞是北非的一個國家。• 
卡比爾（Kabylie）在阿爾及利亞，是個群山環繞的地區，山裡有許多的村子。• 
住在卡比爾的是柏柏爾族人。• 

大家一起來！
約瑟渴慕的真理，就是神的話─聖經。聖

經裡形容神的話像蜂蜜一樣甜（詩一一九

103）。今天在禱告後，讓我們吃一些蜂蜜

或者甜的東西，記住神的話對我們來說何等

甘甜。

7月12日，第04天

禱告事項：
為卡比爾（甚至在• 
全阿爾及利亞）像

約瑟這樣的孩子禱

告，希望他們都能

認識主耶穌。

祈求認識耶穌的孩• 
子有勇氣介紹其他

人認識耶穌。

求神保護阿爾及利• 
亞所有耶穌的信

徒，使他們不會受

到逼迫與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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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事項：
求神能讓錫爾赫特• 
人儘快擁有自己語

言的聖經，並且學

會讀聖經。

求神使錫爾赫特人• 
能明白耶穌死而復

活，只有祂有能力

可以幫助他們。

願住在英國的錫爾• 
赫特人能認識耶穌

的信徒，並聽見他

們分享耶穌，以

致他們可以將信息

帶回家鄉與家人分

享。

錫爾赫特人住在孟加拉，他們最主要的城市是錫爾• 
赫特市。

在孟加拉約有七百萬的錫爾赫特人，而他們大多很貧窮。• 
很多錫爾赫特人會到英國工作並住在那裡。• 

大家一起來！
如果你沒有讀過聖經，你如何能知道耶穌呢？把家中所

有的聖經拿來平放在桌上。大家輪流禱告，每當有人為

一禱告事項禱告後，就把一本聖經疊在另一本上面。就

這樣，直到所有的聖經都堆疊起來為止。

八百年前，有一位穆斯林帶著三百六十位隨從來到錫爾赫特，人們相信

他是個聖人並且會行神蹟。他們打敗了當時統治那地的王，人們相信，是

因為他能行法術才可以辦得到。在他死後，很多穆斯林會到他的墳前，希

望有魔力來幫助他們。很多錫爾赫特的穆斯林會在每週四晚上到墳地去，

向死去的人祈禱和尋求幫助。

錫爾赫特人並不明白，死人不能幫助他們，也沒有魔力。

孟加拉錫爾赫特人的法術

7月13日，第05天

9



以前巴召族人都住在海岸邊，現在他們作農夫，喜歡種稻子和其他作物。他

們也飼養動物，特別是馬，而且他們非常喜歡穿上五顏六色的服裝，騎著馬四

處逛。因為他們太愛馬了，甚至有時自稱是「東方的牛仔」。

他們也喜歡節慶活動和一起聚餐。最大的節慶是齋戒月結束時的開齋節。有

些巴召族人仍相信邪靈的存在，他們以為誦讀古蘭經，邪靈就會消失。

馬來西亞西岸的巴召族人

巴召族人住在婆羅洲島上。• 
西岸巴召族人大約只有六萬五千人，差不多是一個小鎮的人口。• 
巴召族人稱呼自己是薩瑪人。• 

大家一起來！
你知道牛仔喜歡做什麼嗎？對了，騎馬！今天你來

當個巴召牛仔吧！禱告的時候，請載上帽子或圍一

條圍巾，再找張椅子反過來坐，就像在騎馬一樣。

7月14日，第06天

禱告事項：
有些巴召族人從• 
未有人告訴他們

耶穌的事，為他

們禱告，希望他

們能在異夢、異

象裡見到耶穌。

願住在那區域的• 
耶穌的信徒能學

習巴召族人的語

言，並和他們分

享耶穌。

願巴召族人能明• 
白，他們不必害

怕邪靈，因為耶

穌比邪靈更大並

且要作他們的醫

治者。

這兩個牛仔之間有七個不同 
之處，你能找出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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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馬拉維是一個狹長的國家，國內有一個長長• 
的湖泊。

馬拉維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馬拉維有一個部族叫作堯族（Yao）。• 

大家一起來！
畫一些馬拉維的動物，剪下來放在你的口袋或貼在冰箱上，提醒你繼續為馬拉維的國家和孩童禱告。

許多遊客喜歡來到馬拉維，因為在這裡

有友善的人們，還可以爬山、造訪野生動

物園。

但這裡的人生活得很辛苦。許多是種植

甘蔗、茶和煙草的農人。他們要很辛勤工

作才能得到足夠的食物，甚至孩童也要工

作。約五百年前，第一批穆斯林來到馬拉

維，帶來伊斯蘭教。今日，有穆斯林從富

有的國家來到馬拉維購買土地，他們要將

馬拉維當作傳揚伊斯蘭教的據點。

馬拉維

7月15日，第07天

在馬拉維，大象、鬣狗、河 
馬、羚羊、斑馬、水牛、

豹⋯⋯都是常見的野生動

物，但有頑皮的猴子把其中

一隻藏起來了，你能猜出是

少了哪隻動物嗎？

禱告事項：
許多馬拉維人會收聽廣• 
播，從1999年起他們也有
了電視。請為基督教的廣

播及電視節目禱告。

希望有宣教士醫生、護• 
士，或是能為村子帶來乾

淨飲水的人，願意到馬拉

維來協助人民，提供他們

實際的幫助。

願堯族人能成為耶穌的信• 
徒。

願那些必須辛苦工作的孩• 
童有機會上學，有不一樣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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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些危險的角落，還沒有宣教士能去到那裡，像是

北非和中亞。但在那裡的人，他們有收音機可以收

聽廣播節目。廣播節目有很多不同語言，所以

他們能聽到自己語言的節目，在很多國家也

都聽得到談論耶穌的廣播節目。有些沒有電

的地方，例如山區，人們仍然可以透過特製

的太陽能收音機收聽到廣播節目。這種收音機

是靠太陽照射在特製的玻璃板產生電力的。

許多穆斯林除了透過聽聖經廣播節目，沒有其他方

法能聽得到耶穌的故事。

伊斯蘭世界的廣播事工

全世界不論多貧窮的角落，仍有人在收聽廣播。• 
世界上許多偏遠的角落，也都有可能收聽得到廣播喔！• 
不會讀書和寫字的人，也可以收聽廣播。• 

大家一起來！
你家裡有收音機嗎？當你禱告時，聽點音樂吧！並

且，在字條上寫「禱告」二字，放在收音機上。

7月16日，第08天

禱告事項：
願電台製作的廣• 
播節目，能符合

人 們 真 正 的 需

要。

願製作節目的人• 
得到鼓勵，而且

不用擔心生活的

安全。

願那些收聽的人• 
和想要明白真理

的人，能了解耶

穌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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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是加拿大的第三大城• 
市。

2010年的冬季奧運會是在溫哥華• 
舉行的。

溫哥華的居民之中，約有40%的• 
人所說的母語不是英文（那約是

所有人口的一半）。

大家一起來！
如果你遠離家鄉會有什麼感覺呢？今天，每個人獨自在房間或你住處的一

個角落禱告，結束時再聚在一起。你可以禱告，求神使那些年輕人能找到

願意關心他們的信耶穌的家庭。

每年約有一千名沙特阿拉伯的學生，會到溫哥華來讀大專學院。其中有許

多人在齋戒月期間會來到當地十五間清真寺中的任何一間，聚在一起用餐和

祈禱。在那裡，他們會和世界各地來的穆斯林相遇，如非洲、亞洲和歐洲。

他們唯一共同的語言是英文。

許多學生是第一次不在家中過齋戒月，也許有人會想家，就像你沒有和家

人一起過新年時的心情一樣。

溫哥華地區的穆斯林

7月17日，第09天

禱告事項：
願溫哥華的耶穌的信徒• 
能向那些從世界各地來

的穆斯林表達愛心，並

願意協助他們。

願耶穌的信徒能有從神• 
來的智慧，使他們知道

如何向穆斯林分享耶

穌。

特別為從沙特阿拉伯到• 
溫哥華的年輕學生禱

告，希望他們能聽到神

的故事和神愛他們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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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士革是當今世界上仍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使徒保羅曾旅行到大馬士革。• 
敘利亞是中東的一個國家，位於地中海旁邊。• 

大家一起來！
請用紙作一個王冠。耶穌是和平君王，是萬王之王。今

天，禱告的人也要戴上王冠扮成君王，當他禱告完後，再

將王冠傳給下一個人戴著禱告。

7月18日，第10天

禱告事項：
禱告敘利亞能有平• 
安，並有一個好的、

公正的統治者。

願留在大馬士革耶穌• 
的信徒能受到保護，

也能向鄰舍分享關於

和平君王的信息。

願住在敘利亞境外耶• 
穌的信徒能繼續為敘

利亞禱告，並幫助那

些受苦的人和難民。

敘利亞國內的戰爭已超過一年了，很多人死亡，還有很多人成為難民，逃到土

耳其和其他國家。當地有很多耶穌的信徒被自稱為「自由戰士」的人所殺害。

有一位住在大馬士革的牧師卻不害怕，也沒有逃走，反而留在大馬士革的教

會，因為他的教會總是擠滿了人，需要牧師照顧他們。這些人通常是不會進入教

會的，但如今這些戴著面紗的穆斯林婦女，他們不只帶著孩子來，甚至也帶著他

們的丈夫。他們都渴望平安，而且知道在教會能找到平安。

你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嗎？請看以賽亞書九章6節，說的是誰？

敘利亞的大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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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赫人穆斯林約有兩億人，這差不多是德國、• 
法國和英國的人口總和。

他們住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其中約有兩百萬謝赫人穆斯林說孔卡尼語。• 

大家一起來！
你站在椅子上張望，尋找願意去那些漁夫當中的耶穌的信徒。然後將毛巾

或毯子當作船，坐在上面，去謝赫人穆斯林那裡。你坐在船上時要禱告。

印度果亞邦人說的語言是孔卡尼語。果亞邦是一個有許多美麗海灘的地

方，許多人會去那裡渡假。謝赫人穆斯林住在果亞邦及其鄰近地區，許多

人是漁夫。謝赫人穆斯林就像印度其他種族的穆斯林，喜歡朝拜穆斯林聖

人的墳墓。穆斯林聖人是些傑出的人，有治病和行奇蹟的能力。他們會在

聖人的墳前唱歌彈琴，並把墳墓裝飾得異常華美。

現在還沒有用謝赫人說的孔卡尼語翻譯的聖經，但因為他們很多人也都

會說印地語或烏爾都語，所以他們可以讀那些語言的聖經。

印度的謝赫人（Shaikh） 
穆斯林

7月19日，第11天

禱告事項：
為著有耶穌的信徒能到漁夫• 
的村子裡，和他們分享耶穌

的好消息禱告。

為那些已經相信耶穌的謝赫• 
人禱告，願他們越來越認識

耶穌，並且大膽地向他們的

家人和朋友分享耶穌。

禱告耶穌的信徒在當地能張• 
開手臂，用愛歡迎剛信耶穌

的謝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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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穆斯林並不反對耶穌，他們只是• 
從來沒有聽說過祂。

在一些伊斯蘭教國家裡，「聽說過耶• 
穌」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7月20日，第12天

禱告事項：
禱告穆斯林能聽聞耶穌，願那些國家• 
能允許宣教士進入，也有聖經可以

讀。並為廣播節目的製作，和穆斯林

能透過異象、異夢認識耶穌禱告。

禱告穆斯林能相信耶穌，願他們能相• 
信所聽、所讀的信息。

為那些呼求耶穌的人能得拯救，成為• 
神家裡的一員禱告。

普瑪拉有很大的困擾，他覺得他的生活糟透了，於是去請

教伊瑪目（清真寺的領導人）。伊瑪目告訴他要禁食和默想三

天。他答應了並回家默想。三天後，他聽到一個聲音告訴他：

「尋找耶穌，尋找福音。」但耶穌是什麼？普瑪拉一點也不明

白，那是可以吃的東西嗎？是樹？或是石頭呢？但那個聲音不

斷出現，指示他要如何作。他就遵照那聲音的吩咐，去一個他

從沒有到過的城市。在那裡他找到一位耶穌的信徒（城中僅有

三位）。這人告訴了普瑪拉所有關於耶穌的事，當天他就決定

要跟隨耶穌了。

你能幫普瑪拉找到進城的路嗎？ 

從末聽過耶穌的穆斯林

大家一起來！
大家一起輪流唸羅馬書十章

13∼14節。唸完經文的人

可以禱告。直到輪完每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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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恆是耶穌降生的地方。• 
現在住在伯利恆的耶穌的信徒不多。• 
伯利恆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大家一起來！
將你的房間弄暗，拉上窗簾或百葉窗，在黑暗中為伯利恆耶穌的信徒禱

告。結束時點上一支蠟燭，表示一點點光就能趕走黑暗。

身為一個阿拉伯世界的耶穌的信徒，生活在伯利恆是件不容易的事。許多人

已經離開這裡到世界其他地方居住了。一位伯利恆的牧師表示：「我們想要住

在一個平安的國家，但是這裡沒有平安。我們當中很多人沒有工作，因為這裡

沒有工作可做，而且我們只有少數人是耶穌的信徒。」

但總是有希望的。在那裡仍有穆斯林信耶穌，因為有耶穌的信徒向他們分享

信仰。有一個教會從五個家庭成長到五十六個家庭，那教會的牧師說：「神正

在大行神蹟！」

為伯利恆禱告

7月21日，第13天

禱告事項：
願伯利恆信耶穌的人能得• 
著鼓勵，明白他們能成為

伯利恆中的光和鹽，因為

只要一點鹽，就能使食物

變得美味。

願那些有穆斯林背景的新• 
信徒可以得到安全與保

護。

願伯利恆的牧師能有智• 
慧，協助新信徒成長，也

願其他國家的教會能鼓勵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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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穆斯林相信各種靈界• 
的東西，所以心中有很多

害怕。

他們會祭拜穆斯林聖徒的• 
墓地，相信在那裡會有特

殊的能力。

7月22日，第14天

禱告事項：
願穆斯林能免• 
於恐懼。

願穆斯林認識• 
耶穌之後，能

明白他們需要

改變並除去不

好的民俗舊

習。

願耶穌的信徒• 
能成為發光的

星辰，為神和

神所賜的自由

做見證。

比拉每天晚上都在顫抖和害怕中醒過來。他

無法好好工作，還常常對家人和朋友發脾氣。最

後他去找一位很熟悉伊斯蘭教，甚至到過麥加朝

聖的伊斯蘭教教長。教長向比拉解釋他害怕的原

因，給他一條白線戴在手腕上，一個護身符放在

枕頭下。比拉很高興。但不久後他發現，這對他

的害怕一點幫助也沒有，他仍然從顫抖中醒來。

後來比拉決定去教會，在那裡他認識了耶穌並

接受祂。不久之後，他就不再作惡夢了。現在他

會向人述說他所得到的自由，以及民俗伊斯蘭教

的錯誤。

穆斯林的恐懼，民俗伊斯蘭教

大家一起來！
讀腓立比書二章15節。我們耶穌的信徒應

該像星星一樣發光，使世人能看見。用紙

作一些星星，掛在你房間各處，提醒自己

是擁有自由的，並為穆斯林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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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穆斯林主要住在中國的北方。• 
在中國約有一千萬回族穆斯林。• 
在沒有耶穌的信徒和聖經的情況• 
下，神曾藉著異夢向他們說話。

大家一起來！
拿個枕頭來，靠在上面閉著眼睛來禱告。家裡的每個人都這麼作，祈求神

讓更多像哈利德一樣的人，能在睡夢中遇見耶穌。

在齋戒月期間，哈利德在一個晚上作了個夢。在夢

中，他看到一個人，那人拉著他爬上一座小山。若是

哈利德累了，那人就讓他休息一下，然後又拉著他上

山，即使到了山頂上，那人也沒有放開他。哈利德不

明白他的夢，就問他朋友是否明白這夢的意思？他的

朋友也是個穆斯林，卻對哈利德說，你夢到耶穌了。

哈利德相信他說的是真的，於是開始讀聖經，又和他

社區裡的人分享他所得到的好消息。

但是還有很多的回族人需要聽到耶穌的故事。

中國回族穆斯林夢見耶穌

7月23日，第15天

禱告事項：
祈求耶穌讓更多回族人能得• 
到關於耶穌的異夢和異象。

願中國耶穌的信徒不要害怕• 
回族人，且願意愛他們。

願那些已經知道耶穌的回族• 
人，能勇敢、大膽的分享耶

穌給他們的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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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第16天

禱告事項：
為在南非的耶穌的信• 
徒能向穆斯林分享好

消息禱告，也願他們

對當地的文化有敏感

的心。

願更多耶穌的信徒能• 
進到監獄中，向囚犯

分享神是願意饒恕他

們的神。

為住在貧民區的人禱• 
告，願有耶穌的信徒

去幫助他們，並向他

們分享福音。

願住在鄉下地區的牧• 
師們有堅強的信心。 南非是非洲大陸• 

最南端的國家。

南非約有2%的• 
穆斯林。

南非有一些人很願意接受伊斯蘭教，成為穆斯林，其中一群人是囚犯。他們希

望從前所做的事能得到寬恕，如果耶穌的信徒不去探望他們，穆斯林就會去。另一

群人是住在南非鄉下較貧窮的黑人，他們常以為信耶穌是白人的事，因此他們成為

穆斯林；又因他們沒東西吃的時候，會有穆斯林拿食物來幫助他們。

耶穌的信徒應該去探望窮人和監獄中的犯人，這是聖經的教導。

大家一起來！
今天選一個家人扮作耶穌的信徒，家裡的

其他人要躲起來，扮作囚犯或南非鄉下的

窮人。耶穌的信徒要去找他們，每找到一

位，兩個人就一起禱告。

園 家 水 豹 子 斑 人

鵝 企 河 桌 南 牛 馬

食 斑 山 馬 公 非 國

水 國 家 公 園 家 鵝

牛 豹 山 監 河 獅 馬

桌 公 園 山 流 子 國

這裡有些東西，你會在南非找得到， 
請把他們圈出來：豹子，水牛，河

馬，斑馬，河流，國家公園，桌山，

獅子，企鵝。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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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位在中國的東南方，菲律賓的北邊。• 
台北市是台灣的第一大都市。• 
有十五萬五千名的印尼人，在台灣做看護或傭人，• 
這差不多是澳洲的城市薩爾茨堡的人口。

大家一起來！
為了要接觸印尼姐姐，同心工作是很重要的。家人圍成一圈，手拉著

手，由一個人開始禱告。當他禱告完，可以按一下站在他旁邊的人的

手，這樣輪流禱告，直到每個人都禱告完畢。

你能想像那種感受嗎？住在一個離家很遠的地方，而且不會講那個

國家的語言！你會不會想找到自己國家的朋友呢？這也是台灣印尼勞工

們的願望。他們通常會在星期天聚集在主要的火車站。但有時因為他們

人太多了，使得來搭車的人不便通過而引起抱怨。除了車站，他們還會

在街上或公園碰面，也有很多勞工是在信耶穌的家庭中工作。

在香港也有很多印尼姐姐（即家庭傭人），那兒的教會開始協助他

們並提供場地讓他們聚集。台灣的教會也可以向他們學習呢！

台灣的印尼勞工

7月25日，第17天

禱告事項：
願台灣的教會和信徒能以愛心來• 
關心他們家中的印尼姐姐，向她

們學習並了解她們的文化。

願台灣的信徒能向印尼姐姐分• 
享福音。

願不同教會能共同努力，作好• 
計劃來接觸所有的外籍勞工。

願印尼姐姐能打開心扉來傾聽• 
和認識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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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第18天

禱告事項：
只有當我們一起合作，才• 
能真正地幫助有需要的穆

斯林孩童。為教會和機構

禱告，願他們通力合作，

幫助更多的孩子們。

為所有穆斯林國家的孩子• 
們禱告，求神保護他們。

求問神，在今天和以後的• 
日子裡，你可以怎樣幫助

那些貧窮的孩子。

全世界約有二十四億孩童，大• 
概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有六億孩童是穆斯林。• 

有很多穆斯林孩子的生活非常貧窮，有些人

要靠行乞才能有食物給家人吃。有些孩子則參

加了幫派，或者當兵，或加入恐怖組織。他們

不能上學，生病了也沒有藥可以吃。

有耶穌的信徒、教會和機構幫助在街上流浪

的孩子，給他們食物，送他們去上學，但幫助

這些穆斯林孩童的人還是不夠多。

大家一起來！
今天你就可以幫助這些受苦的孩子，你可以把你的錢存下來，

捐給那些幫助貧窮孩子的機構。你禱告的時候，撐一把傘遮住

你，表示孩子們需要保護。

牽好那些孩子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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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穆斯林國家，女人與女孩是不允• 
許上學的。

最嚴厲禁止女性上學的國家，是阿富• 
汗、巴基斯坦和也門。

大家一起來！
你的學校課本在哪裡？你有多少本課本呢？禱告的時候拿一

些課本在手上，禱告完後，再傳給下一位禱告的人。

想像一下如果妳是個女孩，只因為妳是女生，就不能去上學，必須留在家中幫

媽媽煮飯和做家事。妳的哥哥、弟弟都可以讀到大學，而妳只能在家。也許妳已經

能夠閱讀一些東西，但沒人教妳如何寫字，妳喜歡這樣嗎？妳是不是很慶幸妳能上

學，而且能讀懂這本禱告手冊所寫的內容呢？

在穆斯林國家裡很多女孩不能去上學。在阿富汗，差不多只有十分之一的女性會

讀會寫。但是，如果她的媽媽從來沒有上過學，她如何幫助孩子的學習呢？

女性受教育

7月27日，第19天

禱告事項：
願在阿富汗及巴• 
基斯坦能建立學

校，且允許女孩

去上學。

願那些為女性及• 
女孩的利益發言

並支持她們接受

教育的人受到保

護。

願人們不要聽從• 
那些要阻止女孩

受教育的人，卻

要聽那些願意幫

助女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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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第20天

禱告事項：
願希特拉爾的人能得到• 
關於耶穌的異象和異

夢。

願山谷能維持和平，恐• 
怖分子不會來攻擊他

們。

他們沒有聖經。禱告能• 
有翻譯成科瓦語的聖

經。

禱告有宣教士願意去那• 
裡工作。

在希特拉爾山谷裡大約有十二種不同的語言。• 
科瓦語（Khowar）是最普遍的語言，使用的人• 
約有三十萬人。

這個山谷是在兩個很高的山脈之間，就是興都• 
庫什山脈和興都拉吉山脈。

希特拉爾是非常美麗的山谷，但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很難去到那裡。

在冬天時，道路被厚厚的積雪阻隔。現在山下鑿穿一條隧道，可以進到山

谷裡。住在那裡的人都非常友善，愛好和平。但是他們也擔心，恐怖分子

會來他們美麗的村子，破壞他們的和平。

他們很貧窮，許多人需要離家到很遠的地方去工作，再將錢寄回家幫助

他們的媽媽、姐妹、祖母及妻兒。這裡環境惡劣，沒有人可以獨自生活，

大家都彼此需要。

大家一起來！
你一定要看看這美麗的山谷，你可以在網路搜尋它，或上這個網站：

http://www.summitpost.org/chitral-valley-pakistan/557262當你禱

告時，看著這些美麗的照片，試著想像你自己是個宣教士，行走在那

美麗的山谷裡。

巴基斯坦的希特拉爾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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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共和國真的在非洲中心喔，你可以查看地圖。• 
她在1960年獨立之前，原本是法國的殖民地，稱• 
為烏班吉沙立。

她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大家一起來！
要記得中非的一些人民會為了賺錢而成為穆斯林。請將各種硬幣放在袋子裡，家裡每個

人自袋子裡拿出一枚硬幣來。拿到硬幣價值最高的人開始禱告，直到每人都禱告完畢。

中非共和國有很多自然資源，像是鑽石、黃金和木材等，但因為離海岸很

遠，不容易將這些貨物裝船賣到別的國家去，因此仍然很貧窮。附近的阿拉

伯國家會協助他們，同時希望中非共和國的人也成為穆斯林。這裡有許多商

人或是商店老闆也是來自其他國家的穆斯林。

倫加斯族（Rungas）住在中非共和國的北方，是個從來沒有聽過耶穌的穆

斯林族群。但是神仍然在中非共和國作工。有一位富拉尼族的穆斯林成為耶

穌的信徒，而且正向人分享耶穌。他是在齋戒月期間信主的喔！

認識中非共和國（CAR） 
的穆斯林

7月29日，第21天

禱告事項：
即使中非共和國仍面對許• 
多問題，還是要為這國家

現有的和平，感謝神。

願除了穆斯林，也有耶穌• 
的信徒能在那裡經營事

業，並願神賜他們經營順

利。

為訓練耶穌信徒的課程禱• 
告，使他們知道如何向當

地的穆斯林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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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第22天

禱告事項：
願耶穌的信徒幫助新來到• 
一個國家的穆斯林，並成

為他們的朋友。

願成立更多像加拿大那樣• 
的新居民中心。

願穆斯林能去到那些中• 
心，並且能信任在那裡工

作的人。

許多穆斯林因為戰爭、迫害• 
或天災而離開家園。

有些人離開，只因為他們渴• 
望自由。

有一天，傑克的兄弟告訴他，他的父親正計劃要殺他，因為傑克成為了

耶穌的信徒。於是傑克逃離了家，幾年後來到加拿大。他剛到加拿大時覺

得很孤單，因為他不認識任何人。

在2008年，加拿大有一群耶穌的信徒開辦了一個新居民中心，為了幫

助新移民適應生活，如今傑克在這個中心裡幫忙。那些來到加拿大的穆斯

林，他們可以到這個中心來學習英文，學習如何照顧孩子，男孩女孩可以

在這玩足球。耶穌的信徒和穆斯林在這裡成為朋友，透過友誼有些人會願

意跟隨耶穌，成為耶穌的信徒。

大家一起來！
任選兩個人，將手臂伸出搭成屋頂，其他人

可以站在屋子裡得到遮蔽，然後一起禱告。

友善對待穆斯林的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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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馬里是一個東非的國家。• 
索馬里的內戰已經持續二十年了。• 
肯尼亞境內的達達博（Dadaab）難• 
民營，是全世界最大的難民營。

大家一起來！
拿幾張床單來作成帳篷，你也可以蓋住桌子作成帳篷。完成後，請坐在帳篷裡禱告。

你曾住過帳篷嗎？你想不想住在帳篷裡呢？這世界上，有些孩子從來沒有在一間

適合居住的房子裡住過喔！

沙漠熱風吹撼著達達博難民營的帳篷，許多人在這裡住了很多年，有些孩子和青

少年在這裡出生，在他們的一生之中，除了這裡，沒有住過其他地方。

卡廸佳和她的孩子們也住在難民營，但因她是耶穌的信徒，生活並不平安。那裡

的穆斯林中，有一些恐怖分子嚇壞她了，所以她和孩子們逃離難民營，到肯尼亞的

首都內羅畢居住。

以下這個就是卡廸佳所需要的：申命記七章21節（請排列出正確的經文）。

你驚恐他們不要因，耶和華因為你神在中間你們是可畏大而的神。

索馬里的難民

7月31日，第23天

禱告事項：
願和平能臨到索馬• 
里，並有一個好的

政府來治理國家。

願耶穌的信徒們在• 
索馬里能平安的聚

會，也不會被迫

害。

願耶穌的信徒能在• 
信仰上成長並堅

強。

願神差派宣教士到• 
索馬里，並有文宣

和廣播節目能進入

索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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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01日，第24天

禱告事項：
願穆斯林青年和孩• 
童，能與信耶穌的人

做朋友，並因著他們

認識耶穌。

為那些身為難民的孩• 
童禱告，他們需要為

父母親作翻譯，願他

們全家能在瑞士找到

新住處。

願瑞士人民能敞開心• 
胸和穆斯林家庭作朋

友，也能邀他們到自

己家裡去。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就是當你在學校談到耶穌時，你的同學不知道你

在說什麼，甚至他們會取笑你。這就是某些穆斯林孩童在瑞士的經驗。在家

裡，他們和家人談論真主阿拉，也會禱告並和其他穆斯林聚會；但是在學

校，沒有人談論阿拉或禱告，這些穆斯林孩童好像生活在兩個世界裡。在家

裡，他們學習順從父母，女孩穿特別的衣服，他們花很多時間和家人及親友

在一起。但是到了學校，一切就不同了；同學們不但吃豬肉（穆斯林是不吃

豬肉的），還穿一些他們不可穿的衣服。同學的家人彼此關心的方式也大不

相同，例如，他們會將祖父母送到老人之家（穆斯林不願意把父母送去老人

之家）。這一切都讓他們感到很困惑，到底什麼才是正確的生活方式？

大家一起來！
你知道瑞士國旗是什麼樣子嗎？紅色

方型中間有白色十字架。請你也作一

面瑞士國旗，在白色十字架處，寫上

你所認識的穆斯林孩子的名字。

瑞士的穆斯林
孩童和青少年

今天是瑞士的國慶日。• 
許多穆斯林孩子在星期六參加古蘭經學校，學習阿• 
拉伯語和伊斯蘭教義，這有點像伊斯蘭的主日學。

有些孩子需要為他們的父母作翻譯員。• 28



大約九百萬人住在印尼的萬丹省。• 
印尼這個國家是由好幾百個島嶼組成的。• 
萬丹也是一個海港的名稱，許多香料從這• 
裡輸出到世界各地。

大家一起來！
有些香料很好聞，例如肉桂。耶穌的信徒應當為著神的緣故，向人發出香

氣。請去廚房拿一些香料來，聞一聞它們，做個禱告，再傳給下一個人。

你曾經看過有人走在炙熱的炭火上，或用刀鋒猛砍自己卻不會痛也不

會受傷嗎？這就是萬丹人所謂的「德布斯」（Debus），很像華人說的乩

童。他們相信只有神看為純潔的人，才會有這樣的能力，幾乎所有的萬丹

人都體驗過這種神祕武術。萬丹人是一個尚未聽說過耶穌的族群，很多人

篤信伊斯蘭教。在萬丹鄉村裡信耶穌的人很少，首都雅加達附近地區雖有

較多信耶穌的萬丹人，但是他們卻不向自己的族人傳福音。

印尼萬丹的武術

8月02日，第25天

禱告事項：
求神使萬丹人能• 
打開心房，願意

聽福音。

為著耶穌的信徒• 
願意和萬丹人做

朋友，並願意服

事他們禱告。

願有宣教士能去• 
到萬丹。

29



8月03日，第26天

禱告事項：
為今晚祈求神幫助穆斯林，願他們能• 
明白所有的幫助都來自耶穌，祂是彌

賽亞。

願在穆斯林當中服事的耶穌的信徒，• 
在今天能有機會向穆斯林分享福音。

願許多穆斯林在今夜能再次得到從神• 
而來的異象和異夢。

「能力之夜」是很特別的一個晚上。過去有許多穆斯林，曾

在這天晚上得著關於耶穌的異象或異夢，因此信了耶穌。穆斯林

在今晚比其他的晚上更期盼神能傾聽他們的祈禱。他們求醫治，

婦女求能生孩子，大家都祈求能親身經歷神。甚至有些穆斯林認

為，只要在今晚有很多禱告，平日就算沒有禱告也是沒關係的。

以下是神要向那些今晚禱告的人說的話，你知道它在說什麼嗎？

傷人靠近心的耶和華，的人拯救痛悔靈性。（詩三十四18）

大家一起來！
大家一起讀撒迦利亞書九章9節。這裡說我們應當高

興，因為我們的王要來了。今天大家要歡喜歌唱，家中

一半的人唱歌，另一半的人禱告，然後交換著做。

穆斯林將穆罕默德第一次得到古蘭經啟示的夜晚稱作「能力之夜」。• 
「能力之夜」是齋戒月的第二十七天。（按伊斯蘭曆法，新的一天從• 
日落開始。）

穆斯林在今晚都期盼會有一些特別的事情發生。• 

Laylat al-Qadr 
─能力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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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坎王朝以前是在印度的• 
安德拉邦。

很多德坎尼人住在海德拉巴城，那裡是安• 
德拉邦的首府。

德坎尼人超過一千兩百萬人。• 

大家一起來！
今天想像你是王子或公主。在為德坎尼穆斯林禱告之

前，把自己打扮成王子或公主的樣子。

有超過五百年的時間，德坎尼穆斯林曾是德坎王朝

的一部分，當時他們是王子或有錢的地主。1948年德

坎王朝變成印度的一部分之後，王子們變成了鐵匠、

商店老闆或計程車司機。他們中間許多人的生活，變

得又窮困又絕望。

德坎尼穆斯林是世上最少接觸福音的最大族群之

一。過去幾年開始有宣教士向他們分享福音，但因為

人手太少，所以在那裡的宣教士們非常辛苦。

前穆斯林王子變成勞工

8月04日，第27天禱告事項：
為在德坎尼穆• 
斯林中間分發

聖經的工作來

禱告，因為他

們相信聖經。

願他們能得到• 
關於耶穌的異

象和異夢。

願教會和耶穌• 
的信徒能去接

觸德坎尼穆斯

林，並分享福

音。

海德拉巴城的• 
穆斯林和印度

教徒之間經常

發 生 暴 力 衝

突，請為他們

能和平相處禱

告。 31



8月05日，第28天

禱告事項：
願耶穌的信徒• 
能協助索寧克

人得到聖經經

文的錄音檔，

使他們可以用

手機聽聖經。

為聖經翻譯者• 
禱告，他們的

任務很艱難。

為索寧克人願• 
意聆聽神的信

息禱告。

索寧克人通常和家人，包括叔伯、姑姑、祖父母為鄰，他們住在木屋

裡。他們是農人，種地也養動物。因為很貧窮，所以年輕人會離開家，

到巴黎或紐約去找工作。你能想像他們住在大城市和住在沙漠的小木

屋，有多大的不同嗎？這些年輕男子會將所賺的錢寄回家裡。

許多宣教士在索寧克人中間，其中有些人的工作是翻譯聖經，但

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很多索寧克人使用手機，宣教士會給他

們聖經經文的錄音檔，讓他們能用手機聆聽。

大家一起來！
你或你的父母有手機嗎？去拿一個來。如果你的手機有聖經，

當你為索寧克人禱告時，請從手機播放約翰福音三章16節，或

用手機聽一首歌，如同他們能從手機聽見神的信息一樣。

索寧克人約有兩百萬人口。• 
撒哈拉沙漠很炎熱，氣溫經常高達攝氏45度。• 
許多索寧克人住在大城市裡，離他們的家鄉十分• 
遙遠。

撒哈拉沙漠的索寧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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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東有超過九億九千萬支手機，這數目是美• 
國人口的三倍。

在伊朗有超過一半的人會透過手機使用臉書。• 

大家一起來！
從網路地圖查看那些國家在哪裡？那些穆斯林年輕人住在哪裡？並請為你

所查到的國家禱告。

很多中東和非洲的年輕人擁有手機，他們常常彼此發送訊息，也會用手機

上網。對很多人來說，得到一隻手機並不容易，也因為沒有錢買新的，他們

不會常常更換手機，而是一直使用同一支，直到它壞掉為止。

有幾個基督教事工嘗試用手機和網路來接觸年輕一代的穆斯林。想要和他

們對話，和他們分享福音，並為他們禱告。

使用網路分享福音

8月06日，第29天

禱告事項：
願耶穌的信徒能透• 
過網路接觸穆斯

林，並向他們分享

福音。

願基督徒能與穆斯• 
林建立長期的友

誼，帶領他們成為

耶穌的信徒。

願中東國家的政府• 
不要阻止年輕人使

用網路。

以下是一些中東國家的名稱，你能重新組合這些字嗎？ 
旦約，林巴，威科特，沙阿拉特伯，朗伊，利敘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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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07日，第30天

禱告事項：
穆斯林相信他們可以• 
作一些儀式使自己潔

淨。求神使他們能明

白只有相信耶穌才能

使人真正得潔淨。

願穆斯林明白只有耶• 
穌能赦免我們的罪。

願穆斯林能記得在電• 
視、廣播或網路上聽

到的聖經經文，並明

白聖經真理。

穆斯林最重要的節日是「宰牲節」。當穆斯林慶祝這個節日時，他們

會宰殺動物，因為他們要紀念易卜拉欣─這是他們對亞伯拉罕的稱呼

─向神獻上第一個兒子。

如果你認識穆斯林，你可以問他們相信什麼，以及為什麼要獻牲禮？

如果他們剛好反問你相信什麼，你就可以趁機告訴他們你相信耶穌，並

且，耶穌就是神的羔羊，祂為我們死了，也除去我們的罪。

大家一起來！
你喜歡畫畫嗎？你可以畫一隻小羊，為家裡每個人都畫一隻。

如果你有穆斯林朋友，將他們的名字寫在羊身上，為他們禱

告。將羊放在你口袋中提醒你繼續禱告。

宰牲節時，全球的穆斯林• 
將會宰殺約一億隻牲畜。

宰牲節是齋戒月之後的• 
七十天。

穆斯林「宰牲節」的獻祭

34



禱告記錄簿：

□ 7月09日 第01天 阿拉伯之春

□ 7月10日 第02天 穆斯林世界的挑戰

□ 7月11日 第03天 難民公路

□ 7月12日 第04天 渴慕真理的阿爾及利亞兒童

□ 7月13日 第05天 孟加拉錫爾赫特人的法術

□ 7月14日 第06天 馬來西亞西岸的巴召族人

□ 7月15日 第07天 馬拉維

□ 7月16日 第08天 伊斯蘭世界的廣播事工

□ 7月17日 第09天 溫哥華地區的穆斯林

□ 7月18日 第10天 敘利亞的大馬士革

□ 7月19日 第11天 印度的謝赫人穆斯林

□ 7月20日 第12天 從未聽過耶穌的穆斯林

□ 7月21日 第13天 為伯利恆禱告

□ 7月22日 第14天 穆斯林的恐懼，民俗伊斯蘭教

□ 7月23日 第15天 中國回族穆斯林夢見耶穌

□ 7月24日 第16天 南非

□ 7月25日 第17天 台灣的印尼勞工

□ 7月26日 第18天 牽好那些孩子的手

□ 7月27日 第19天 女性受教育

□ 7月28日 第20天 巴基斯坦的希特拉爾山谷

□ 7月29日 第21天 認識中非共和國的穆斯林

□ 7月30日 第22天 友善對待穆斯林的加拿大

□ 7月31日 第23天 索馬里的難民

□ 8月01日 第24天 瑞士的穆斯林孩童和青少年

□ 8月02日 第25天 印尼萬丹的武術

□ 8月03日 第26天 Laylat al-Qadr─能力之夜

□ 8月04日 第27天 前穆斯林王子變成勞工

□ 8月05日 第28天 撒哈拉沙漠的索寧克人

□ 8月06日 第29天 使用網路分享福音

□ 8月07日 第30天 穆斯林「宰牲節」的獻祭

當你每次為穆斯林禱告完後，你可以在這頁打勾作記錄。

三十天後，再回頭看這每一天的標題，回憶你曾經禱告的內

容，希望你能持續在禱告中想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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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解答
第4天
4個「愛」字，英文是LOVE

第6天

第7天
水牛 

第10天
主耶穌基督

第12天

第16天

第23天
申命記七章21節：「你不要因他們驚恐，因為耶和

華你神在你們中間是大而可畏的神。」

第26天
詩篇三十四篇18節：「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

靈性痛悔的人。」

第29天
約旦，巴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朗，敘利亞

園 家 水 豹 子 斑 人

鵝 企 河 桌 南 牛 馬

食 斑 山 馬 公 非 國

水 國 家 公 園 家 鵝

牛 豹 山 監 河 獅 馬

桌 公 園 山 流 子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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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青少年及兒童量身打造的禱告指南

2013年齋戒月
7月9日至8月7日

二十年來， 
持續不斷的禱告！

1992年，有一群在穆斯林中的宣教士聚集在埃及，他們感受到，

神要他們鼓勵其他基督徒一起為穆斯林禱告。因此，他們在1993年

出版了《30天為穆斯林禱告》創刊號。二十年來，他們的禱告內容

對穆斯林持正面的態度，不批評他們或破壞他們的名譽、信仰和生

活實踐。這項禱告的邀請，就這樣持續到今日，歡迎你也來加入！



中文普通版及兒少版聯絡處：chinese30days@yahoo.com
訂購處：校園書房，http://shop.campus.org.tw
傳真電話：02-2918-2248
30 Days International 
Pf 1160
D-35721 Herborn, Germany
E-mail: pray@30-days.net

請注意！

「30天國際聯禱運動」對穆斯林持守積極正面的態度，我們的禱告態度是不喜歡批評他們

或破壞他們的名譽，只希望他們能找到在耶穌基督裡的生命。伊斯蘭不僅僅是一種宗教或哲

理，它還關係到人。耶穌說：「要愛人如己。」

本手冊所列出的國名、地名，以及宗教、種族和語言的名稱，均按照大使命中心所出版的

《普世宣教手冊》二十一世紀中文版之譯名。

您可以在網站上獲知關於「30天禱告運動」的最新消息與資源：

「30天禱告運動」網址： http://www.30-days.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