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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孩子們：

很高興知道去年（2015）參加30天禱告的人數比以往都多，一想

到全世界有這麼多人用不同的語言，在同一天、為同一件事、同心合

意地祈禱—就是讓穆斯林知道耶穌愛他們，連我們也受到激勵。

當今全世界發生了很多變故，大大地影響了穆斯林百姓的生活。

我們可能很難了解到，穆斯林為了躲避暴力兇殺和無情的戰火，逃離

祖國家園住到異國他鄉的難民營裡，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然而相

信憐憫人的上帝垂聽我們每一個孩子的懇求，使穆斯林在遭遇患難

的同時看待人生的眼光也被上帝改變了，同時也經歷更多奇妙的恩

典—例如在逃難的過程中得到更多陌生朋友的幫助、更多認識上

帝的作為。

為全世界正在面對艱難困苦的穆斯林禱告是一項重要的任務，

也使我們更知道如何愛穆斯林—像耶穌吩咐我們去做的一樣。

祝福大家今年再次享受為穆斯林代禱的滿足喜樂。

30天編輯團敬上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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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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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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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年。穆斯林相信安拉將會依照人做了多少好

事與壞事來審判每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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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安拉以外沒有別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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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特別的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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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月份也會變

得比較認真。穆斯林相信他們在這個月的禱告比平常更蒙安拉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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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會親自向穆斯林顯現！
今年的齋戒月是6月6日至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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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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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許你會問：現在為什麼不同呢？過去，基督徒

認為穆斯林需要一個新宗教。有時，他們甚至

為此和穆斯林打仗。基督徒不明白，穆斯林和我們一

樣，都需要認識耶穌是主；需要知道耶穌非常愛他

們，祂也為穆斯林而死。

宣教士們發現穆斯林對耶穌很感興趣，也想要認

識祂。有一個十多歲的中東女孩參加一個兒童營會，

她問營會的老師：耶穌也為穆斯林死嗎？當她聽說耶

穌為所有人死，她可高興了。

當你走在不熟悉的路上，你心裡感到如何？今天晚上不要

開燈，你們一邊禱告一邊在黑黑的房裡四處走動，你能找

到路嗎？禱告之後才可以開燈。

穆斯林需要什麼呢？請重組下面的句子，你就會知道

了。（徒十六31） 

耶穌當主信，一家得你你和都救必。

新方法、新運動

♦♦ 在伊斯蘭教創立
後的七百年內，
歷史上只發生三
次大批穆斯林歸
信耶穌的事。

♦♦ 再之後的五百年
裡，並沒有穆斯
林歸信耶穌。

♦♦ 但在過去的一百五
十年裡，很多穆斯
林跟隨耶穌。

你知道嗎？

✦ 願基督徒明白我們和
　世人不同，不要和穆
　斯林爭戰。

✦ 禱告宣教士能向穆斯 　
　林說明耶穌非常愛他
　們及關心他們。

✦ 禱告基督徒能運用創
　新方法向穆斯林傳福　
　音。

第1天
6月6日

一起
來!大家

禱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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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同

自
古以來柏柏爾人（Berber）就居住在北非地區，

他們大多是牧人。其中一個柏柏爾族的部落圖

阿雷格人（Tuareg）是游牧民族，他們住帳篷，帶著他

們的牲畜到處放牧。

柏柏爾人之中有很多人跟隨耶穌，在許多人的家

裡，你會看到一幅耶穌是好牧人的圖畫。柏柏爾人

說：耶穌是牧人，祂很了解我們，因為我們也牧羊。我

們知道祂有多愛我們。

你會畫羊嗎？畫好後把它剪下來，並在上面寫：耶穌愛柏

柏爾人。手裡拿著紙羊禱告，並要把它放在口袋裡，提醒

自己要繼續為柏柏爾人禱告。

請畫一隻羊

北非：上帝的羔羊

♦♦ 屬於北非的國家
有：毛里塔利
亞、西撒哈拉、
摩洛哥、阿爾及
利亞、突尼斯、
利比亞。

♦♦ 伊斯蘭進入北非
之前，曾經有很
多基督徒居住在
那裡。

♦♦ 今天北非有一億
穆斯林。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 為新興的教會和歸主
　運動禱告，祈求他們
　會繼續成長，政府不
　會加以干涉。

✦ 祈求他們能有新版　　 

　的、用柏柏爾語翻
　譯的聖經。

✦ 為那些製作無線電廣
　播和衛星電視福音節
　目的人禱告，讓他們
　的節目能幫助柏柏爾
　人在信仰上成長。

第2天
6月7日

一起
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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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同

你
喜歡玩沙子嗎？請你想像一下：有一個國家就

像一個巨大的沙坑，她沒有什麼大城鎮，人民

大多住在帳篷裡。五十年前，大部分摩爾人都住帳

篷，他們帶著牛羊在沙漠裡游牧。但發生了一次大旱

災，很久很久不下雨，很多人不得不賣掉他們的牲畜，

搬到迅速發展起來的城市居住。

在很多摩爾人的心中，他們還是游牧民族。他們

喜歡坐在地毯上，而不坐椅子，就像以前在沙漠裡過

著游牧的生活一樣。他們也不喜歡交通規則。

預備一張小地毯或墊子。輪到誰禱告，誰就坐在上面，然

後傳給下一個禱告的人。 

你能找出這兩個圖的不同之處嗎？

毛里塔利亞的摩爾人

♦♦ 毛里塔利亞的面積
大概有三個德國那
麼大，卻只有三百
五十萬人口。

♦♦ 摩爾人講哈薩尼
亞語。

♦♦ 很多摩爾人也屬於
柏柏爾族的部落。

你知道嗎？

第3天
6月8日

一起
來!大家

✦ 這個國家只有很少基

　督徒，祈求更多的摩

　爾人能認識耶穌。

✦ 祈求有宣教士帶著勇
　氣和愛去到摩爾人當
　中。　

✦ 為摩爾人當中的新
　信徒有堅定的信心
　禱告。

大約五十年前，

大多數摩爾人還

住在帳棚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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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同

你
還記得去年為伊斯蘭之家禱告嗎？今天我們

再次要為「西非房間」禱告。西非有很多基督

徒都為他們國家的穆斯林能認識耶穌禱告，有時甚

至是整晚禱告。

這裡有許多穆斯林歸信耶穌，他們說他們以前

讀不懂古蘭經，因為是用阿拉伯文寫的；但是他們讀

得懂聖經，因為聖經被翻譯成他們自己的文字。他

們了解到，耶穌愛他們，回應他們的禱告，還有基督

徒因為愛耶穌而做了很多好事，例如辦學校、照顧窮

人。

非洲人禱告和唱歌時，可不是小小聲的，他們都是高聲地

禱告。今天你們可以一起大聲地禱告，不要害羞！

他們明白耶穌愛他們，回應他們的禱告。

西非：
自己發現真理的重要性

♦♦ 在這個「西非房
間」裡住著穆斯
林、基督徒，還有
崇拜精靈的人。

♦♦ 穆斯林只能讀阿
拉伯文的古蘭
經，沒有翻譯
本。

♦♦ 在西非約有一億
穆斯林。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 求神讓那些改信耶
　穌的新信徒信仰堅
　定地跟隨耶穌，不
　斷地成長。

✦ 這個西非房間裡有
　514 個族群，有些
　族群從來沒聽說過
　耶穌。為他們也能
　認識耶穌禱告。

✦ 在西非發生了很多不
　好的事：有一個叫博
　科聖地的組織到處殺
　人，還有很多不公正
　的事情和錯誤的信
　仰。禱告祈求新信徒
　得到保護。

第4天
6月9日

一起
來!大家



7

禱告同

如
果要你背誦整本聖經，還要用一種你不懂的語

言背，你會怎麼想？此外，你還要為自己的食

物和錢乞討，這些都是男孩必須做的事情。他們的父

母把他們送到宗教師傅那裡，去學習古蘭經直到十九

歲。如果他們學不會，或學得不夠好，師傅就會懲罰

責打他們，有的男孩還被拐帶到別的國家。有時他們

會逃跑，在街上流浪，他們知道回家後，還是會被送

回師傅那裡。

這些男孩會背誦古蘭經；我們要來背聖經。今天全家一起

來背以賽亞書一章17節，顯示神對那些男孩子們的心意，

然後為他們禱告。

男孩們乞討到多少個錢幣？

西非跟隨宗教師傅的
男孩（Garibou boy）

♦♦ 西非地區有些家庭
將男孩子送到伊斯
蘭宗教師傅那兒學
習古蘭經。

♦♦ 這些男孩住在馬
里、塞內加爾、
布基納法索和幾
內亞比紹等國。

♦♦ 在播種季節，他
們就像奴隸一樣
為農民幹活。

你知道嗎？

✦ 為西非各國政府禱

　告，讓他們能制定

　法律保護這些孩子　

　─停止虐待，尋

　求公平。

✦ 很多宗教師傅是為
　了賺大錢才教那些
　男孩。祈求他們的
　惡行受到揭發和制
　止─解救受欺壓
　的。

✦ 祈求基督徒能設立救
　護中心，接受並照顧
　那些逃跑的孩子們
　─給孤兒伸冤。

第5天
6月10日

一起
來!大家

有時候他們甚至被

帶到其他國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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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同

在
聖誕節那天，優素福和二十位相信主耶穌的穆

斯林領袖聚會，要教導他們更加認識聖經和如

何成為耶穌的門徒。這些領袖都在向其他穆斯林分

享福音，但也繼續去清真寺。有人問他們為什麼不建

立一個教會，一位婦女回答：我們能認識耶穌，是因

為祂為了救我們，成為像我們一樣的人；如果祂想拯

救土狼，祂也會為牠們變成土狼。我們要和穆斯林同

胞分享我們的信仰，就必須到清真寺去找他們，如同

耶穌來到地上尋找我們一樣。

拿一張地圖或地球儀來，看東非在哪裡。你可以找出這十

九個國家嗎？請大家輪流禱告，禱告時，按手在那些國家

上面。

東非：成為土狼的樣式

♦♦ 東非的國家從蘇
丹到南非共有十
九國。

♦♦ 宣教士在四百年
前來到這些國
家。

♦♦ 土狼是東非的動
物，可能你是看
動畫片《獅子王》
才知道有這種動
物。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 為穆斯林中歸信耶穌
　的人禱告，使他們有
　智慧和勇氣，能和其
　他穆斯林分享福音。

✦ 要在東非傳講耶穌還
　是很困難，為能有更
　多分享福音的自由禱
　告。

✦ 祈求有更多像優素福
　這樣的信徒，願意和
　穆斯林分享並教導他
　們。

第6天
6月11日

一起
來!大家

他們全都在向其他
穆斯林分享福音。



9

禱告同

許
多世紀以來，阿法爾人一直帶著駱駝和小牲口

到處游牧。他們習慣炎熱的氣候，知道在哪裡

能找到動物所需要的食物，他們自己則以家畜的奶

作為日常的主要食物。

阿法爾人靠著口語來傳承他們的歷史，從來沒有

把那些故事用文字記錄下來。阿法爾人的生活很艱

難，主要是因為他們逐漸失去土地，再也不能帶著牲

畜去放牧。有些阿法爾人接受了耶穌，雖然信耶穌有

很多困難，但他們知道主耶穌是他們的盼望，他們也

很勇敢地和族人傳講耶穌。

動物頭上的角有時被用來當作號角。今天每個人要拿一

張紙捲成號角的樣子，用號角把禱告事項喊出來。（請

看這段YouTube，學習做號角：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_etaMab8Pmc）

阿法爾人：
走向未知的旅程

♦♦ 阿法爾人住在埃
塞俄比亞、厄利
特里亞和吉布提
這幾個相鄰的國
家裡。

♦♦ 這地區也被稱為
「非洲之角」。

♦♦ 這裡沒有冬天，
常年高溫。

你知道嗎？

✦ 雖然生活艱難，但求

　神讓阿法爾族信徒有

　勇氣與別人分享。

✦ 雖然他們的生活有很
　多改變，祈求他們仍
　然能傳承自己的傳　
　統。

✦ 祈求信徒能有智慧，
　知道如何向阿法爾人
　傳福音，好使他們聽
　得明白。

第7天
6月12日

一起
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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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瑪和一家搬來埃及的基督徒成為朋友。她開始

跟隨耶穌，也想和家人分享。她和母親一起看

了《耶穌傳》的電影，看完之後，阿瑪的母親說：「為

這事，我就該殺了你。」

阿瑪很害怕而離家出走。她遇到的一些人，甚

至連警察都威脅她，想要知道是誰向她傳講耶穌。

最後阿瑪離開埃及到一個安全的國家居住。離開之

前，她讀到馬太福音第十章，耶穌提到逼迫的事。她

感到很高興，說：「耶穌知道一切，祂住在我裡面，無

論我到哪，祂都和我在一起。」

今天禱告時要像阿瑪一樣，不能停留在一個地方。每一項

禱告重點都要在不同的地方禱告，可以在不同的房間，或

房間裡不同的角落。

你知道阿瑪走到哪兒去了嗎？

阿拉伯世界：祂都知道！
阿瑪的故事

♦♦ 阿拉伯世界是伊
斯蘭教的起源地。

♦♦ 古蘭經寫於一千
三百年前，用的
是很古老的語言。

♦♦ 很多穆斯林不明白
他們所讀的經文。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 為那些像阿瑪一樣，
　因改信耶穌而遭遇迫
　害的人禱告。

✦ 禱告阿拉伯世界的年
　輕人有機會學習不同
　信仰而不受逼迫。

✦ 祈求阿拉伯世界的政
　治和宗教領袖能讓百
　姓自由去尋求神和認
　識神。

第8天
6月13日

一起
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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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同

但
今天，伊拉克帝國原來擁有的都不存在了。你

早已聽說伊斯蘭恐怖組織IS（伊斯蘭國）佔領

了那個地區，摧毀了很多古蹟。許多人不得不逃離家

園，否則就會被處死，因為他們有不同的信仰：如基

督徒、雅茲迪教徒，還有其他的穆斯林教派。

但神沒有忘記這些人。勇敢的基督徒繼續幫助那

些到處躲藏，充滿恐懼和絕望的人們，和他們住在一

起、供應他們的需求，同時也分享耶穌的大愛。不認

識耶穌的人來問基督徒許多問題。在混亂當中，他們

看到神並沒有忘記他們。

用塊很大的布蓋住椅子，把它當成一個洞穴。把你們的玩

偶或其他玩具都拿來藏在洞裡。然後在托盤上放些食物，

帶著一條毛毯，放在洞穴的玩偶旁邊。然後一起為那些受

迫害的人們禱告！

伊拉克：從帝國到混亂
阿拉伯世界：祂都知道！
阿瑪的故事

♦♦ 伊拉克和周圍的
國家曾經是很重
要的地區。

♦♦ 舊約的很多故事
都發生在那裡。

♦♦ 巴格達是伊拉克的
首都，曾經是著名
的大學城及藝術、
科學中心。

你知道嗎？

✦ 祈求仍留在那裡的
　人能經歷上帝的憐
　憫和安慰。

✦ 為伊拉克禱告能建
　立穩定的國家，有
　好的政府能接納少
　數族群。

✦ 為留在那裡的少數
　基督徒禱告，使他
　們能繼續幫助受難
　者、安慰他們並向
　他們傳福音。

第9天
6月14日

一起
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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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亞政府不允許傳福音，基督徒會被打甚至被殺

害，他們只能偷偷地聚在一起讀經禱告，但還

是有穆斯林認識耶穌。

阿布杜拉告訴約翰他夢見有人給他一本聖書，他

想知道那是什麼書。正好約翰有一本古老的聖經，是

用阿布杜拉的祖先們所使用的語文翻譯出來的。約

翰將這本聖經給他看，阿布杜拉發現他的爸爸曾經

教他讀那種語文的古書，他馬上就開始閱讀。過了些

時候他告訴約翰，他已經信耶穌了。阿布杜拉是維吾

爾族的第一個基督徒。

下面是文言文聖經裡的經節，它是什麼意思呢？請在下

面用現代中文將它寫一遍。然後為突厥斯坦居民禱告，願

他們也能用自己的語言讀懂這句經節。

翌日、約翰見耶穌來、則曰、觀上帝之羔、乃
負世之罪者。（約一29）

突厥斯坦

♦♦ 突厥斯坦是一個
地區，包括中
亞很多國家和
部落，如維吾爾
族、土庫曼族和
土耳其人等。

♦♦ 這個地區約有二
億人口。

♦♦ 其中一億六千萬
人是穆斯林。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第10天
6月15日

一起
來!大家

禱告同
✦ 為突厥斯坦受迫害的

　信徒禱告。使他們因

　信有膽量，能與其他

　信徒一起團契和成長。

✦ 為勇敢地向那裡的

　227 個穆斯林族群

　傳福音的宣教士禱

　告。

✦ 祈求突厥斯坦地區能

　有宗教自由，讓信徒

　們不用擔心被捕、毆

　打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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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久以來，對那些因逃離內戰的難民來說，土耳

其已經成為他們暫時停留的地方。他們不能回

國，因為祖國家園受到摧毀，戰爭還沒停止；也可能

回去會受到迫害。但他們也不能永遠待在土耳其，因

為他們拿不到居留權或工作證，有的難民甚至得不到

基本的食物和居所，生活十分辛苦。有些難民會前往

歐洲尋找安身之地。

把兩張椅子間隔一公尺擺好，將折好的床單蓋在椅子上

面，做成一座橋的樣子。兩張椅子上各坐一個人，使床單

不移動。然後把背包、手提包等放在橋面

上。你發現到要保持橋面平穩有

多難嗎？土耳其的現狀也同樣陷

入困境，請為他們禱告！

他們不能回國，
因為家園受到摧毀，
戰爭還沒停止。

土耳其：難民的橋樑突厥斯坦

♦♦ 土耳其是連接亞
洲和歐洲的橋
樑，在湧入歐洲
的難民潮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

♦♦ 過去五年，土耳其
接收了很多來自敘
利亞的難民。

♦♦ 到目前為止，土
耳其已經有超過
幾百萬來自各國
的難民。

你知道嗎？

✦ 祈求土耳其接受難民

　之後，能繼續照顧他

　們。

✦ 為土耳其的和平禱
　告，願那裡的基督
　徒能夠合一、相
　愛，成為明亮的見
　證。

✦ 為留在土耳其很久的

　敘利亞難民禱告，讓

　他們有耐心。

第11天
6月16日

一起
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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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穆斯林在他們的信仰裡找不到平安，但是他

們若不信伊斯蘭教，就會遭受迫害、折磨甚至

死亡。所以基督徒祕密地聚會，或逃到別的國家。

哈伊克‧霍夫賽皮安是牧師，他帶領出身是穆斯

林的麥赫迪信主。不久，麥赫迪被捕，他受盡了折磨，

政府並強迫他放棄信仰，但他沒有順從。後來，他未

經過任何審判就被判死刑。他的朋友哈伊克多方營

救他，最終，麥赫迪被釋放了，但是哈伊克卻因此喪

失了他的生命。

請重組下面的句子，你就會發現聖經如何形容哈伊克所

做的事，然後一起為波斯房間的人民禱告。

為朋友人比這個大的。沒有捨命，人的愛心
（約十五13）

波斯房間：
哈伊克‧霍夫賽皮安

♦♦ 波斯房間裡有一
億人口，他們說
的語言源自波斯
語系。

♦♦ 伊拉克、伊朗、
塔吉克斯坦和阿
富汗都屬於波斯
房間。

♦♦ 許多國家的穆斯
林是以遜尼派為
主，但伊朗是以
什葉派為主。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 求主興起更多像哈伊

　克一樣勇敢的基督徒，

　繼續向什葉派穆斯林

　傳講主耶穌。

✦ 為波斯房間所有的國

　家禱告，讓人民有宗

　教自由，可以選擇自

　己的信仰。

✦ 為那些來自波斯房間

　的移民和難民禱告，

　願基督徒們向他們傳

　福音。

 

第12天
6月17日

一起
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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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里參加一個學生的讀聖經小組，學習有關耶穌

的事。他想要擁有一本聖經，以便常常閱讀。放

假時，他甚至把聖經帶回自己的村子。

六個星期後，學校開學，阿里回來了，卻沒有把

聖經帶回來。誰拿了他的聖經？他在家裡遇到麻煩了

嗎？他告訴我們，他的姐姐阿莎在收集一切有關耶穌

的資訊，他稱姐姐是「耶穌人」。

就像阿莎和阿里，在塔吉克斯坦有很多尋找耶穌

的人，他們想要認識真理，並得到生命的盼望。

有哪些資源可以供阿莎找到有關耶穌的信
息？把那些物件圈出來。

塔吉克斯坦：尋求耶穌
波斯房間：
哈伊克‧霍夫賽皮安

♦♦ 這個位於中亞的
小國家人口超過
八百萬。

♦♦ 70%的人口是不到
30歲的年輕人。

♦♦ 在塔吉克斯坦，
有很多人在祕密
地尋找有關耶穌
的信息。

你知道嗎？

✦ 願塔吉克人能向主耶

　穌的福音敞開心門。

✦ 求主使他們認識會
　向他們傳講耶穌的
　基督徒。

✦本土基督徒人數很少，

　求神使信徒增多，並

　能公開地分享他們的

　信仰。

第13天
6月18日

一起來!
大家

電影

報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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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克巴年輕時，他所屬的普什圖族和俄國人打

仗，接著發生內戰，之後美國人入侵。後來阿克

巴逃到巴基斯坦，成為難民。他本名是穆罕默德‧阿

克巴，意思是「穆罕默德最偉大」。阿克巴到另外一

個國家找工作，在那裡看到電影《耶穌傳》。當他看

到耶穌被殘酷地鞭打，並被釘在十字架上時，他以為

耶穌會下來報復那些壞人，可是耶穌卻原諒那些人，

而且祂為我們所有人而死，這令他感到驚訝。就在

那一刻，他決定跟隨主耶穌，還改名叫阿克巴‧麥西

哈，意思是「彌賽亞最偉大」。

當你們開始禱告時，兩人先背對背，假裝非常生氣的樣

子，然後轉過身來，手拉著手，為像阿克巴那樣的人禱

告。最後舉起手，好像要將那三億穆斯林舉到神的面前

一般。

南亞的西部：新的名字

♦♦ 南亞的西部包括
阿富汗、巴基斯
坦和印度的部分
地區。

♦♦ 有三億穆斯林居
住在這地區。

♦♦ 這地區的各民族
之間常發生戰
爭，還和外來的
軍隊打仗。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 為南亞西部的國家禱

　告，願他們能認識和

　平之君耶穌，停止彼

　此的戰爭。

✦ 為像阿克巴這樣勇敢

　的見證人，以及在那

　些國家當中的宣教士

　禱告。

✦ 禱告那裡的三億穆斯

　林能認識主耶穌。 

第14天
6月19日

一起
來!大家

那時候他決定
跟隨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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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德奧班德是個小鎮，但對於遜尼派穆斯林卻

非常重要，因為這裡有一間伊斯蘭學習中心，

她有一百五十年歷史，很多穆斯林來這裡讀書，他們

畢業之後到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還有英國及

北美，建立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他們自稱為德奧班

德派，全世界約有七千五百萬信徒。今天我們要為那

裡的人禱告，願他們有一天認識耶穌並在全世界傳講

耶穌。

德奧班德派信徒把學到的知識傳出去。今天我們要將禱

告內容傳出去，請一人開始，將第一條禱告內容輕聲告訴

下一個人……，最後聽到的人就禱告。然後這個人將第二

條禱告內容輕聲傳下去……，如此類推。

德奧班德和德奧班德派南亞的西部：新的名字

♦♦ 德奧班德鎮位於
印度北部，只有
八萬人口，在印
度算是個小城市。

♦♦ 德奧班德附近種滿
了甘蔗和芒果樹。

♦♦ 小城裡的摩托車
和牛車比汽車多。

你知道嗎？

✦ 讓德奧班德成為一個和平祝福之地，

　而不是培育恐怖主義之地。

✦ 願德奧班德派信徒能把公義、真理和

　平安帶到他們所去的城市和國家。

✦ 禱告那些學生能在夢中和異象裡遇見

　耶穌。

✦ 當地不能外出的婦女們也能認識神，

　知道神愛她們。

第15天
6月20日

一起
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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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瑞夫小的時候在學校裡提出很多問題，令他的

老師很生氣。他說沙瑞夫是個罪人，會下地獄，

這使沙瑞夫的爸爸也很生氣，把他趕出家門。有一

天，一位宣教士送他一本新約聖經，他花了整個晚上

讀聖經，發現耶穌愛他並來拯救他，就立刻信了主耶

穌，他很高興自己不再是罪人了。沙瑞夫信主後遇到

許多困難，但是最終帶領他的爸爸信主耶穌。現在

他們在自己家裡建立了一個教會。

下面的經文曾經幫助沙瑞夫明白他已得救，但是需要你

填空之後，才知道它的意思。你們禱告時，要大聲地把經

文讀出來。

神差他的　		　　降世，不是要					　世人的

					　，乃是要叫世人			　			　　　。

（約三17）

南亞的東部

♦♦ 南亞的東部包括
印度的東部、孟
加拉和緬甸的一
部分。

♦♦ 超過八億五千萬
人住在南亞的東
部，是伊斯蘭之
家最擁擠的房間。

♦♦ 其中有二億八千
四百萬穆斯林。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第16天
6月21日

一起
來!大家

✦ 南亞東部已有超過
　十萬穆斯林歸信主
　耶穌。禱告有更多
　人加入信主的行列。

✦ 為像沙瑞夫這樣勇敢
　的見證人禱告，使他
　們能忍受逼迫，持守
　信心。

✦ 為還沒相信耶穌的
　二億八千四百萬穆
　斯林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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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卜杜爾和他的爸爸住在比哈爾邦的一個小鎮巴

伊西，他們在路旁開一間小店。有人曾問他們

鎮裡有沒有教會？他們回答說：這個鎮裡只有穆斯林

和一些印度教徒。

但最近情況改變了，在過去幾個月裡，阿卜杜爾

和他爸爸，還有幾個朋友在一起讀關於耶穌的書，他

們想知道耶穌是誰；甚至有些穆斯林領袖也想讀這些

書。可能再過幾年，巴伊西也會有教會了！

想要巴伊西人信主，派遣宣教士去向他們傳福音是很重

要的。請站在椅子上為宣教士們禱告，求神看顧他們。

給宣教士指出到巴伊西的路。

比哈爾邦南亞的東部

♦♦ 比哈爾邦是印度
的一個邦，也是
印度最貧窮的地
區之一。

♦♦ 那裡只有0.05％的
人口是基督徒，
實在非常少。

♦♦ 卻有一千七百萬
到兩千萬的穆斯
林。

你知道嗎？

第17天
6月22日

一起
來!大家

✦ 願意去比哈爾邦宣

　教的基督徒不多。　

　祈求這個狀況能改

　變，能有宣教士願

　意去比哈爾邦。

✦ 求主使更多的穆斯
　林和穆斯林領袖願
　意讀關於耶穌的
　書，從而開始跟
　隨祂。

✦ 願神透過祂的話　
　─聖經為比哈
　爾邦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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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尼很多穆斯林從來沒有聽說過主耶穌的福音，

因為他們一個基督徒也不認識。一個名叫麥克

的人，對於在印尼－馬來西亞房間的基督徒要怎樣向

穆斯林傳福音，想出一套方法：他鼓勵基督徒去認識

穆斯林，並問他們有關上帝的問題。許多穆斯林都很

喜歡談論上帝的事，所以會很樂意與基督徒分享。聽

完他們的分享，基督徒可以告訴他們關於耶穌的事：

主怎樣拯救我們，以及要怎樣成為主的門徒。藉著

他的方法，已經有很多穆斯林跟隨耶穌。

今天我們要去印尼的一座島嶼跟一個穆斯林分享福音。

我們需要一艘船，拿張大毯子鋪在地上當作船，全家人坐

在上面一起禱告。

印尼－馬來西亞房間

♦♦ 這個房間包括新
加坡、馬來西亞、
菲律賓和印尼。

♦♦ 印尼由一萬七千
多個島嶼組成。

♦♦ 印尼是世界上穆
斯林最多的國家。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第18天
6月23日

一起
來!大家

✦ 祈求有更多人運用
　麥克的方法去接觸
　穆斯林。

✦ 求主保護那些跟隨
　主耶穌的人，使他
　們不受迫害。

✦ 這個房間有超過
　282 個不同的族
　群，禱告讓他們
　都有機會聽到關
　於耶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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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是否曾經漫無目的地四處遊蕩？通常我們去散

步時都知道要往哪裡去；而印尼的年輕人，特

別是那些從蘇門答臘鄉村來的，特別喜歡「遊蕩」。

他們會花好幾年的時間，離開家庭，常常並不知道自

己要去哪裡，只是四處遊蕩。他們希望能夠在大城市

找到一份好工作賺些錢，但也想冒冒險。我相信你們

也喜歡冒險吧，今天就在禱告中體會一下漂流者的心

情。

今天我們也來「遊蕩」一下。所有人都在客廳裡往不同的

方向漫步，每當你碰到另一個人，就停下來一起禱告。然

後再繼續遊蕩。

印尼人的旅程：
漂流者生涯（Merantau）

印尼－馬來西亞房間

♦♦ M e r a n t a u 是
「漂流、遊蕩」的
意思。

♦♦ 蘇門答臘是印尼
的一個大島。

你知道嗎？

第19天
6月24日

一起來!大家

✦ 為過著漂流者生涯的
　印尼年輕人禱告，求
　主使那些漫無目標的
　漂流者走進上帝的國
　度。

✦ 禱告從商的基督徒願
　雇用那些年輕人，並
　與他們分享耶穌。

✦ 祈求印尼的年輕基督
　徒願意以漂流者的身
　份去宣教，將福音傳
　到他們所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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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迪病了，需要看醫生，但她的村子裡沒有人能

幫助她。康迪認識一對外籍夫婦會說她的語

言。他們告訴康迪，有一間醫療中心能幫她治病。醫

療中心的人還跟康迪介紹主耶穌，以及祂為我們所

做的事。

多年以後，那對夫婦和她重聚，他們開心地知道

康迪已經痊癒，而且和她的兒子都信了耶穌。因為村

裡的人對耶穌有很多疑問，康迪回答不了，那對夫婦

就鼓勵康迪在家裡開始一個查經小組。

如果村民問你以下的問題，你會回答嗎？請試著查考聖

經，回答下列問題，然後再禱告。

說出耶穌門徒中兩個人的名字？

作埃及宰相的約瑟有幾個兄弟？

聖經裡哪兩本書是以婦女的名字命名的？

耶穌在哪裡出生？

有一位宣教士寫了新約的很多卷書信，他是誰？

柬埔寨的西占人

♦♦ 西占人在柬埔寨
沿著河流聚居。

♦♦ 西占族人在很多
年前從越南遷移
到柬埔寨。

♦♦ 占族人中幾乎沒
有基督徒。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第20天
6月25日

一起
來!大家

✦ 求神使康迪和她兒子
　的信心不斷成長，也
　為她家中其他人能信
　主禱告。

✦ 禱告占族人很快就能
　有一本他們語言的聖
　經譯本。

✦ 祈求更多占族人能
　像康迪一樣認識主
　耶穌。

聖經小測驗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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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若必須讀希臘文或希伯來文的聖經，你看得懂

嗎？穆斯林卻需要這樣，他們不但不懂古蘭經

的經文，而且還需要背它。

可是只要他們讀到自己語言的古蘭經，就會有人

明白：即使是個非常好的穆斯林，也沒有救恩，也不

能保證會上天堂；有的人則會發現，他們的先知穆罕

默德也是人，人是有限的，也會有做錯事的時候。

穆斯林常常說：伊斯蘭教是和平的宗教。但很多

人發現並非如此，因為在穆斯林當中有許多戰爭。因

為以上原因，許多穆斯林開始尋找不同的信仰，最後

在耶穌裡面找到了。

你們可以輪流讀以賽亞書九章6節、約翰福音三章16節及

詩篇一篇6節，這些經文都指出穆斯林所尋找的東西。請

找出那是什麼，寫在下面，並為此禱告。

信心的旅程柬埔寨的西占人

♦♦ 穆斯林即使不懂
阿拉伯文也必須
讀阿拉伯文的古
蘭經。

♦♦ 沙特阿拉伯的前
國王法赫德要改
變這點，於是撥
款把古蘭經翻譯
成許多不同語言。

你知道嗎？

第21天
6月26日

一起來!大家

✦ 願尋找新信仰的穆斯
　林，可以遇到曾有相
　同經歷的人，且能找
　到耶穌。

✦ 祈求研究古蘭經的教
　師們，能以敞開的心
　尋求並有勇氣提出疑
　問。

✦ 為已經決志信主的穆
　斯林禱告，使他們有　
　團契生活且更多認識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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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神的同在

♦♦ 世界上有許多人
想要親近神，感
受祂的同在。

♦♦ 神也回應穆斯林
的禱告。

♦♦ 那些經歷過神同
在的人，若必須
為耶穌受苦也不
害怕。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第22天
6月27日

一起來!
大家

✦ 求主使穆斯林尋求
　真神，而不是追求
　一個宗教。

✦ 求主使所有尋求真
　神的穆斯林都可以
　尋見祂。

✦ 禱告穆斯林歸主者可
　以找到合適的方法向
　人傳福音及作生命見
　證。

薩
伊德就是這樣。他是開羅人，從小就是穆斯

林。從十歲開始，他為了要與神親近，就照宗

教課所教的一切去做。多年來，他更迫切地禱告、禁

食，也常去清真寺；但神似乎還是離他很遙遠。難道

神不聽他的禱告嗎？

有一天，一位基督徒告訴他：我們只有靠耶穌才

能親近神。薩伊德很興奮。他去了教會，從聖經裡學

到很多有關耶穌的事。幾週後，他信了耶穌，終於感

到與神很親密，這是他一直想要的。但跟隨耶穌對他

並不容易，因為他受到家人的逼迫。然而薩伊德沒有

放棄，因有耶穌活在他裡面，且賜他喜樂。

我們在馬太福音七章7～8節讀到：神應許所有的人都可

以找到祂。請你讀那段經文！並寫下經文裡提到的三件

重要事情。

薩伊德在找一樣東西，請幫助他在圖片裡找出來。

用色筆把有黑

點的地方著上

顏色，你就能

看到了。

他到教會去，從
聖經裡學到很多
有關耶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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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得在盧頓的一間教會工作，他目睹了清真寺被

燃燒彈所炸。他相信彼此憎恨對任何人都沒有

幫助，於是開始和其他的基督徒領袖及穆斯林領袖會

面，他們宣告：要一起合作，彼此相愛而不要彼此憎

恨，因為聖書說他們需要愛神及愛我們的鄰舍。

彼得和各方領袖們成為很好的朋友；如果遇到困

難，他們會一起商量來解決問題。

這節經文是什麼意思啊？請重組句子，你就會知道了。大

家要一起禱告，求神賜給我們對穆斯林的愛。

沒愛懼裡有怕；完愛既全，懼把怕就除去。
（約壹四18）

盧頓：抗拒極端主義尋求神的同在

♦♦ 盧頓市位於倫敦
的北部，人們因
為去機場而到那
裡。

♦♦ 盧頓的人口有
25%是穆斯林。

♦♦ 2009年三月，有
一些反對穆斯林
的人把燃燒彈丟
進清真寺。

你知道嗎？

第23天
6月28日

一起來
!大家

✦ 求主使許多人能以不
　同的眼光看穆斯林，
　並且開始愛他們。

✦ 為你自己及家人禱
　告，求主使你們可以
　向穆斯林表達愛心及
　關懷。

他們宣告要彼此
相愛，不要彼此
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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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移民：環球通道

♦♦ 今天全世界有超
過兩億五千萬的
移民，他們離開
自己的國家去其
他國家居住。

♦♦ 在這些移民當中，
有些族群從未聽
過福音，如庫德
人、也門人、普
什圖人和索馬里
人。

♦♦ 他們住在大城市
裡，如：紐約、
倫敦等。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第24天
6月29日

一起
來!大家

✦ 移民無論在哪裡都可

　以認識耶穌。

✦ 祈求美國的基督徒願

　意去接觸移民，向他

　們傳講耶穌。

✦ 為向未及之民傳福音

　的教會及機構禱告，

　例如：環球通道。

克
里斯年輕時在西非馬里的瓦沙魯族中宣教，族

人對福音非常地敞開。但不久克里斯生了重病

必須回國，無法再回去，然而他對族人們念念不忘。

後來他和妻子去紐約時，發現了瓦沙魯人聚居的社

區，並在那裡遇到迦摩。迦摩在二十二年前因為夢見

耶穌基督而信主。他告訴克里斯他一直禱告求神派

人來幫助他向族人傳福音。克里斯和他的妻子就搬

去紐約。現在有一百多位信徒，當中有許多人住在馬

里迦摩的村子裡。 

你若想知道更多這方面的事情，請上環球通道

的網站www.GlobalGates.info。

用椅子排成公車／飛機／火車，假裝你們是前往別國的

移民。請坐在椅子上禱告。

紐約有來自世界各國的民族，左邊的人來自
哪些國家？請連連看。

阿拉伯也門人   伊拉克

庫德族人   索馬里

普什圖族人   印　尼

爪哇人    也　門

索馬里人   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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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知道敘利亞人逃難是因為戰爭毀了他們的家

園；尼日利亞的基督徒逃難，是因為害怕博科

聖地要殺他們，或逼他們接受伊斯蘭教。在阿富汗，

塔利班強迫人相信他們的宗教。其他的難民則是因為

對自稱是「和平的」，卻大肆毀壞的伊斯蘭教失望。

很多人在問：是否有其他方法能接近神。他們都想要

找到耶穌。

他們所需要的，就是要有基督徒去向他們介紹耶

穌，因為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

我不能到父那裡去！」（約十四6）

拿一張地圖查看難民來自哪些國家。你看出他們是來自

許多不同的地方嗎？

請幫助阿布杜拉和法底米找到彌賽亞耶穌！

許多原因，一個目標美國移民：環球通道

♦♦ 前往歐洲的難民，
各有不同的原因
放棄一切，離開
家鄉。

♦♦ 當中有許多人不
只在找一個新住
所，他們的內心
也在尋求。

♦♦ 他們在找可以讓
他們問問題及滿
足他們內心需要
的人。

你知道嗎？

第25天
6月30日

一起來
!大家

✦ 願許多還在路上的難
　民可以存活下來，且
　安全抵達他們的目的
　地。

✦ 祈求那些接受難民
　的國家裡的基督徒
　能帶著神的愛去接
　待難民、幫助他
　們、且向他們介紹
　彌賽亞耶穌。

✦ 願難民的祖國有和
　平，使留在國內的
　人享有平安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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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 飢餓 恐懼 和平 拒絕

炸彈 寒冷 愛 伊斯蘭國 敵人

盼望 槍戰 口渴 逼迫 毀壞

敘利亞難民走向
未知的旅程

♦♦ 敘利亞在還沒有
爆發戰亂之前，
是個繁榮的國
家，遜尼派及阿
列維派穆斯林和
基督徒都和平相
處。

♦♦ 如今，半數以上
的人口逃到外
國，不知道未來
會如何。

♦♦ 許多難民敞開心
胸，願意了解其
他信仰，因為他
們對伊斯蘭教感
到灰心。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第26天
7月1日

一起來
!大家

✦ 祈求敘利亞能停止可
　怕的戰爭，即使目前
　看來不太可能。

✦ 數百萬敘利亞難民可
　以得到他們所需的一
　切。

✦ 那些愛耶穌的援助者
　能以歡喜的心關心難
　民，且毫不猶豫地和
　他們分享耶穌的好消
　息。

有
一個大家庭拋下一切逃離敘利亞，現在眾多家

人擠在一間小公寓裡。要餵飽許多張飢餓的

口，和供應一切的需要，實在十分困難。孩童們偶爾

可以上學，他們感到生活無趣，不知道每天要做些什

麼有意義的事。全家人對生活現況感到辛苦，也不滿

意。 

但他們的父親說：「我們逃難時，失去了家園及

一切，但我們在耶穌裡面找到更寶貴的東西。」

這一家人從敘利亞到黎巴嫩經歷

了種種危險，請看下面有哪些事情

促使他們親近耶穌！

用紅筆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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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億達也有教會。有些基督徒領袖想要向難民營

中的七十個族群傳福音。但每個族群各有不同

的語言，而且有些族群沒有文字，因此也沒有聖經可

讀。

然而，基督徒向難民們說聖經故事及演戲，因神

的幫助，難民們能了解故事的意思，他們的心被打開

了。這樣，許多難民就跟隨了耶穌。他們當中有些人

繼續向其他難民說故事，幫助他們也跟隨耶穌。

大家在紙上畫男人、女人及小孩，

把他們當成是觀眾，把紙放在看

得到的地方。全家人一起來演戲，

只用一點點對話，例如使用撒該

的故事。（路十九1～10）

億達難民營：
難民成為基督的使者

敘利亞難民走向
未知的旅程

♦♦ 許多穆斯林部落
族群，如達吉
各、艾許羅恩、
里拉、摩洛、沙
德和塔班尼亞，
在蘇丹內戰期間
被迫逃離他們的
家鄉。♦

♦♦ 現在有許多人住
在南蘇丹的億達
難民營。

♦♦ 有些難民已經信
了耶穌，而且想
要向其他人傳福
音。

你知道嗎？

第27天
7月2日

一起來
!大家

✦ 祈求這些初信者信心
　日益增長，且能成為
　其他難民的光。

✦ 願難民們在這個極大
　的難民營裡全都有安
　全、好的照顧及供應。

　

✦ 為這個地區求和平，
　讓難民可以回到他們
　在努巴山區的家鄉，
　去告訴其他人耶穌的
　好消息。

學耶穌，說故事。



30

禱告同

能力之夜：異夢

♦♦ 齋戒月的第二十
七個晚上稱之為
「Laylat♦al-Qadr」，
意思是「能力之
夜」。

♦♦ 穆斯林在這一天
紀念穆罕默德第
一次從天使長加
百列領受古蘭經
之事。

♦♦ 許多穆斯林期待
神在今晚對他們
說話。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第28天
7月3日

一起
來!大家

✦ 祈求許多穆斯林今夜
　會在夢中與耶穌相遇。

✦ 祈求穆斯林們在夢
　中受到耶穌的鼓
　勵，而去找出祂是
　誰。

✦ 祈求基督徒能幫助
　他們明白夢的意
　思，並且說明要怎
　樣跟隨耶穌彌賽
　亞。

神
透過異夢向許多穆斯林傳達祂的愛及關心的

訊息。一位巴基斯坦司機艾哈邁德做了幾個

夢。他看見一個全身發光的人，張開雙臂充滿愛迎

向他。他不明白夢的意思，就去問他的朋友。他的朋

友打開烏爾都語（巴基斯坦官方語言）聖經，讓他大

聲讀馬太福音十七章1～2節：「……耶穌……變了形

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艾哈邁德停

下來，睜大眼睛看著他的朋友，說：「這就是我在夢

裡看到的，祂是誰？」現在他的朋友可以跟他介紹耶

穌彌賽亞了。

請重組下面句子，看看是什麼意思？

照著有光之地的人發現死蔭坐在他們。
（太四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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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各地都有穆斯林和基督徒，但他們有極大的

不同。不論你到哪個國家的教會去，基督徒都

會用他們的母語敬拜上帝和讀聖經，他們能明白聖

經的意思。可是你到各國的清真寺去，不論禱告和讀

古蘭經，全都是阿拉伯文。多數人都不知道他們在禱

告什麼，也不懂所讀的古蘭經是什麼意思。

基督徒們明白：我們使用什麼語言並不重要，因

為上帝懂得所有的語言。我們若希望穆斯林認識耶

穌，就需要讓他們讀到用自己語言寫成的聖經。上帝

會用他們的語言對他們說話。

把你家裡所有的

聖經拿來堆在一

起，算 算 共有 幾

本。你要為擁有自

己語言的聖經感

謝神。禱告時，要

拿著一本聖經。

上帝的橋樑：用穆斯林
懂得的語言翻譯聖經

能力之夜：異夢

♦♦ ♦全世界的基督徒
使用不同的名字
來稱呼神。
例如：
Bog（俄文）
Dios（西班牙語）
上帝（華人）
Dieu（法文）
等等……。

♦♦ 穆斯林和阿拉伯
基督徒都用安拉
稱呼他們的神。

♦♦ 母語聖經就像一
座橋，可以幫助
穆斯林認識上帝。

你知道嗎？

第29天
7月4日

一起
來!大家

✦ 禱告所有的穆斯林都
　能得到用自己語言翻
　譯的聖經。

✦ 願神興起更多的聖
　經譯者，為沒有聖
　經的穆斯林族群翻
　譯聖經。

✦ 祈求基督徒能明白：
　穆斯林改信耶穌後，
　仍會稱上帝為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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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同

上帝的橋樑：歸主運動

♦♦ 突尼斯有一間古
老又宏偉的教
堂，它建於1884
年，為了服事基
督徒。♦

♦♦ 今天那間教堂已
經改成音樂廳，
並且給建築物取
了一個新名稱。

你知道嗎？

第30天
7月5日

一起來!大家

✦ 禱告基督徒能明
　白，教會是我們這
　些信徒，不是建築
　物。

✦ 禱告基督徒不會把錢
　花在蓋教堂上，而是
　用在向人傳福音的事
　情上。

✦ 為北非的穆斯林歸
　主運動禱告，使他
　們能繼續向別人介
　紹他們的新信仰。

有
時基督徒認為我們需要大教堂才能傳福音，因

此他們蓋了許多教堂及醫院。但耶穌說，我們

這些相信祂的人就是教會，我們不需要大教堂才能

聚在一起。

雖然突尼斯的基督徒不在這間大教堂裡聚會

了，但是當地仍然有歸主運動發生，許多穆斯林認識

耶穌並且跟隨祂。他們聚在一起，參加團契及讀聖

經。或許將來他們會蓋一間新教堂，他們明白：認識

上帝、建立上帝的國比建教堂更重要。

教會不是用石頭做的，而是由認識神的人所組成的，你們

可以站在一起，用手臂搭成屋頂，將身體當做牆，成為一

間教會，你們要一起禱告，也可以一起讀哥林多前書十二

章27節。

請將搭成的教
會畫出來，提醒
自己：我們這些
耶穌的跟隨者
就是教會。



第1天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十六３1） 

第3天
圈出兩個圖中相異之處。   

第5天   

17個銅幣。

第10天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

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約一29）

第12天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

的。（約十五13）

第16天
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約三17）

第20天  
1. 西門彼得、安得烈、雅各、約翰、腓

力、巴多羅買、多馬、馬太、亞勒腓

的兒子雅各、奮銳黨的西門、雅各

的兒子猶大（達太）及出賣耶穌的

猶大。

2. 11個。

3. 路得記、以斯帖記。

4. 伯利恆。

5. 保羅。

第21天
賽九6：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約三16：神的愛、永生。

詩一6：公義。

第22天
祈求、尋找、叩門。

第23天
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

去。（約壹四18）

第24天
阿拉伯也門人   伊拉克

庫德族人  索馬里

普什圖族人  印尼

爪哇人              也門

索馬里人           阿富汗  

第28天
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太四16b）

解答



1. www.kairoscourse.org：舉辦「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及青少年課程。

2. www.kidsofcourage.com：殉道者之聲（www.persecution.com）製作的英文網站。提供
許多資訊給5～13歲的兒童。

3. www.torchlighters.org：信心偉人故事DVD，內容包括生平、教師手冊、學生手冊，可作
主日學教材。部分DVD有中文及粵語版。

4. www.jesusfilm.org：網上觀看影片《耶穌傳》及《耶穌的故事（兒童版）》，有粵語及漢語
發音。

5. http://globalrecordings.net/en/resources（簡稱GRN）：以六千種以上不同語言／方言
錄製福音及製作基礎聖經的視聽教材，適合向兒童及口傳文化的民族傳福音。視聽教

材有：《永活的基督》（The Living Christ）；《看、聽及生活》（Look, Listen & Live）；及      
《好消息》（Good News）。GRN並發展出5fish
手機下載軟件，可以隨時隨處收聽GRN的福音信息
（www.5fish.mobi）。

30天禱告運動網址：www.pray30days.org
提供30天禱告運動的最新消息與資源

青少年網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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