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阿拉 伯 半 島 呼 求
(PTAP)

阿拉伯半島

人口總數：7千800萬
當地族群︰ 阿拉伯族
主要外僑族群︰ 南亞裔和菲律賓人
主要宗教︰ 伊斯蘭教
主要工業︰石油和天然氣

祢的國降臨，祢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

引言
歡迎您參予《為阿拉伯半島呼求》的行列。當地信徒和
福音工作者，誠邀您與我們一起禱告，為求在阿拉伯半島
(AP) 得見福音興旺，在阿拉伯族群中開拓教會。此指引是
由投身AP工作的同工所编寫， 分為 12 個主題，每主題有7
個禱告重點。你可以用一整月為每個主題禱告，或以任何迎
合你的方式來禱告。要知道，你將會與世界各地的信徒同心
呼求天父，求祂的國度臨到AP的7個國家︰ 沙特阿拉伯、也
門、 阿曼、 卡塔爾、 巴林、 科威特和阿聯酋。
當神的子民開始專注為阿拉伯半島禱告時，神將如何作
呢？早期教會期間，當信徒禱告時，彼得便奇蹟地被釋放（
徒12）。席捲歐美两大洲的一連串大復興，也是因着復興前
許多的禱告。正因眾人的禱告，共產主義的高牆倒塌了。在
90 年代，因着「為 10/40之窗禱告」的運動，大家的屬靈觸
角更加敏銳。今天，伊斯蘭的枷鎖捆綁着15 億人的心靈。
可是藉着禱告，伊斯蘭的宗教和政治系統可以被改變，不再
攔阻穆斯林，有可以聽到關於萬王之王的機會。
PTAP的網站 “prayforap.com”有更多有關阿拉伯半島的資料，還有代禱的指引和應時的
代禱事項。
請與您的家人、 朋友、 教會、團契和小組分享這禱告指引。你可以從PTAP的網站隨時下
載。
但願神藉着衪的恩典、能力和在世界各地禱告的教會，在阿拉伯半島—伊斯蘭教的腹地—建
立祂的教會。

主題
翹首企足，恭候迎迓
科威特
巴林
巫術
也門
衝突、 戰爭和難民
宗教領袖
卡塔爾
沙特阿拉伯
對伊斯蘭教的不滿
阿曼
阿聯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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翹首企足，恭候迎迓
耶穌在路加福音12章說：「你們腰裡要束上帶，燈也要點着。自己
好像僕人等候主人，從婚姻的筵席上回來。他來到叩門，就立刻給他開
門。」
雖然阿拉伯半島的文化在轉變中, 但還有一方面尚未改變。海灣國家
的家庭，總是熱情好客。他們隨時隨地，準備好歡迎訪客。甚麼時候有
人走進家門，或出現在門口，所有活動交談都立刻停止。無論那位客人
是家屬親戚，還是完全的陌生人，他都會成為眾人的焦點—受禮遇、被
歡迎、被祝福。咖啡、茶水、 果汁、和食物總是即時端上。有新的客人
來到，主人會經常遞上一盤香水，以供使用。又或給客人薰香，以便他
們離開時，身上的衣服比進門時更加芳香。接受款待和與當地家庭共度
時光，是與整個家庭建立更深關係的關鍵。禮尚
往來也同樣重要。
每次的家訪，都是一道福音的門，可以更多
分享耶穌和福音。因為決定往往由家庭作主，
所以與整個家庭分
享真理，是至關重
要的。也求主把整
個家庭吸引到祂跟
前。當當地的阿拉
伯家庭向基督徒打開家門，基督徒也向他們打開家門時，我們的主
也會來叩門。

但願阿拉伯半島欣然領受阿拉
伯文聖經。

• 為半島上本地的阿拉伯信徒禱告, 求主親自教導他們，並給他們受教者的舌頭，使他們知道怎
樣用言語，去扶助疲乏的家人和朋友 (賽50:4)。
• 求主興起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隨時歡迎來自半島的穆斯林家庭，或從半島移往各地唸書或工
作的穆斯林。求主使信徒能明白，主要我們去接觸他們、愛他們、向他們傳講福音。
• 當主叩門時，求主使穆斯林家庭立刻打開心門 (路12:35-36)
• 許多穆斯林知道耶穌是彌賽亞，有一天祂會回來。求主使他們知道祂是救主、救贖主、和神
的兒子。而且，他們世世代代所有違背這些真理的教導，將被揭露為謊言。
• 求主讓他們能全家歸信耶稣，成為基督的身體，有力量和勇氣順服跟隨主。
• 懇求主敞開更多福音的門，為那些居住在 AP 的信徒，能進到當地家庭傳講福音，並有機會
在職場上見證主。求主賜給他們話語，和準備好聆聽、領受這些話的耳朵和心靈。
• 禱告主藉着夢和異象，繼續向家家戶戶啟示衪自己。在今天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當中，這都極
為普遍。求主使他們如法老找約瑟般，去尋找其他信徒，幫助他們明白這些夢的意思。約瑟
的故事，是神救贖計劃的一部分，為了拯救無數人的生命，讓彌賽亞的家族，能延續至我們
彌賽亞—耶穌基督—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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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
在亞歷山大大帝之前，科威特的所在地，就是現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島之間，貿易往來的重
要樞紐。當地部落則靠捕魚和採珠維生。
科威特形成了一種共識性的政體，現已演變為所謂的「迪瓦尼亞」(diwaniyah)
。這是一
群來自社區的男性，他們聚集一起，討論問題並做出決定。科威特直到1962年才完全獨立。今
天，科威特酋長國行君主立憲制，權力授予酋長 (Emir) 和議會。
在1940年代，伴隨
着石油的發現，經濟繁
榮起來，並迅速增長。
今天，科威特公民享有
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準
之一。國家優裕富足，
自然人口、外勞和科威
特公民迅速增長。
目前，有超過50家
不同的非科威特基督教
教會，和不同語言的群
體，每週聚集敬拜。對
外籍人士來說，他們有
相當大的崇拜自由，神
的子民沒有受到直接的
逼廹。據報導，大約有
200位科威特人，有基督
教的家庭背景。然而，在公眾的眼中，所有科威特人都是穆斯林。本地的基督徒通常保持低調，
所以很難說，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信徒。穆斯林背景的科威特信徒，由於害怕受到逼迫，更不太
可能公開宣稱自己的信仰。這類信徒很可能少於20位。1981年通過了一項法律，只有穆斯林才
能拿到科威特國藉。

• 在過去的一年，一位本地婦女和她的女兒成為了信徒。請為她們的成長禱告，但願更多當地
的婦女，歸向基督，打破過去的格局。
• 科威特為數不多的幾位當地信徒，因着苦毒的根，彼此有隔閡。請為他們禱告，叫他們知
罪，被破碎，彼此和解。
• 請為在科威特的長期宣教士禱告。他們目睹了當地初信的信徒，一連串聚散離合的挫敗。求
主更新他們的信心，賜下聖靈引導的策略，以及執行這些策略的時機和決心。
• 禱告福音的信息將藉着各種途徑，達到許多科威特人，而且神的靈將帶領許多人，決志歸信
基督。
• 有幾套很好的門訓計劃，在當地外僑的福音派教會中推行。求主激發這些外籍的基督徒，在
他們各自的影響範圍內，與本地人分享他們的信仰。
• 有一位年長的本地科威特信徒，信主多年。他的兩個成年兒子，也宣稱信主。但在眾人面
前，仍然没有公開他們的決志。求主在衪的時間和計劃裡，幫助他們勇敢見證主。
• 許多人因着阿拉伯的基督教媒體，歸信基督。求主使他們與四週的信徒，有有意義的接觸。
也為初信者禱告，求主使他們成長，且能在當地教會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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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
巴林的意思是「兩道水源」。一道是環
繞30多個島嶼的鹹水海洋，另一道是來自沙
特阿拉伯地下河流的淡水。過去在巴林的各
個綠洲，甚至在海岸外的海水中都有泉水。
由於巴林位處海灣航運的中心，多個世紀
以來，它一直是個國際化，並思想開放的國
家。
在1971年重獲獨立之前，巴林有100多
年之久，是英國的保護國。1890年代，撒母
耳‧兹威默 (Samuel Zwemer) 和阿拉伯美
國差會(Arabian/American Mission) 進駐
巴林，建立了海灣區的第一家醫院和學校。
石油最早在巴林的阿拉伯海灣被發現，也將是第一個採光石油的國家。巴林與阿曼一樣，是
海灣國中相對貧窮的國家之一，無法為國民提供足夠的優薪厚職。然而，巴林已經走出石油經
濟，發展銀行金融、鋁業和旅遊業。自從1986年以來，巴林有一條堤道，連接到沙特阿拉伯東
部。因為巴林有更大的個人自由空間，大量的沙特人和科威特人，在週末和假期間，都喜歡駕車
到巴林。
在2011年，巴林的政治再度動盪，成為「阿拉伯之春」 的一部分。許多巴林人 (包括佔多數
的什葉派) ，對過去十年間的失業狀況，和遜尼派王室缺乏政治改革，而感到沮喪，並要求首相
下臺。
與其他约束繁多的海灣國家相比，巴林是一個自由綠洲。作為一個穆斯林國家, ，公開佈道是
不允許的，但基督徒却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可以敬拜和服侍神及巴林的人民。

• 為王室 (哈利發Khalifa)、反對黨領袖和政府官員禱告，叫他們為了人民的利益，而解決政治
和經濟的分歧，從而減少動盪，加強穩定，增加商貿，改善就業機會。
• 求主叫為數不多的巴林信徒，被聖靈充滿，對神的敬畏超越對人的畏懼，彼此交通，共同成
長，向別人傳講神在基督裡的恩典和愛。
• 為外籍 (印度、菲律賓、西方、阿拉伯等) 教會禱告，使他們瞭解為何莊稼的主，將外籍信徒
帶到巴林。那就是說，叫他們在沒有畏懼的情況下，擴展基督的國度。
• 求主用各種途徑和方法，帶領更多外籍信徒到巴林，為巴林禱告，也為在巴林要來的豐收禱
告，使巴林成為海灣其他國家的明燈。
• 為在巴林創立的機構禱告，使它們顯示基督徒是如何彼此合作的，好讓不信的人被吸引，與
主親近。
• 為在巴林能有敬拜和服侍的自由而感恩。願這種自由和看見，蔓延到在堤道外的週邊鄰國。
• 求主建立一個當地的巴林教會，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它 (馬太福音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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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術
巫術是阿拉伯半島的一個現實。雖然正統的
伊斯蘭教，禁止任何種類的法術，但當地阿拉伯
人仍然倚仗它，以獲得能力和影響力。在這些男
性主導的社會中，對缺少權力的女性來說，巫術
就特別有吸引力。這些婦女，藉着使用護身符和
施咒等不同的手段，求悦神明以便懷孕，或傷害
另一個她嫉妒的女人，又或使他們的孩子有好成
績，還有祈求許多其他的「祝福」。
阿曼有一個地區，被視為該國巫術的核心地
帶。一些人認為，這是整個阿拉伯半島的巫術中
心。這地方的傳說比比皆是。例如，你可以在地
上畫一條線，然後跨過它，便能被提到世界上任
何一個地方。還有其他
的傳說，如人被變成動
物，和邪靈藉着祖父母
或叔伯說話等。

這棵樹在阿曼的巴克拉 (Bahla)
被鎖鏈拴起來，因為當地人相信
前一棵被精靈拿走了。

今天，儘管許多當
地的男人嘲笑巫術，
但無論是那些施法的女
人，還是受害者，都不
覺得可笑。有一些受害
人，曾與信徒分享他們
的恐懼和憂慮。幸好跟
隨基督者，都可以藉着
聖靈的能力，幫助當地朋友。只有耶穌，才能使他們從邪惡的權勢中得釋放。這些勢力，一直企
圖壓迫和摧毀在阿拉伯半島上，神所珍惜的人!

• 奉耶穌的名，求信徒能有效地幫助，那些成為巫術受害者的當地朋友。求主為信徒提供物
質、情感和屬靈的資源，使他們能在言行上服侍他們的朋友。
• 禱告信徒都穿上神的軍裝 (弗 6:10-20)，站立得穩。禱告他們能確信神的應許，能保護他們
免受遭害，使他們能為耶穌基督，成為更有力的見證 (箴 12:21； 詩 91:9)。
• 禱告神的兒子要來，除滅魔鬼在阿拉伯半島的作為 (約壹 3:8) ，使那些在巫術魔爪中的人，
得着釋放，並知道是神的兒子耶穌使他們得自由 (約 8:32)。
• 以禱告抵擋黑暗的權勢。它藉着猜疑和恐懼，來控制穆斯林的生活。願耶穌用祂的愛和能
力，取代他們的恐懼。
• 許多穆斯林都經歷到，耶穌在夢和異象中向他們顯現。求主向那些陷在巫術黑暗裡的人，啟
示衪自己。
• 以提後2:24–26為禱告，求主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們可以醒悟過來，脫離
魔鬼的網羅。
• 以約壹4:1-6為禱告。凡靈不認耶穌是成了肉身來的，就不是出於神。這是敵基督者的靈。
求主在阿拉伯半島，賜下得救的信心，叫人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成了肉身，為了叫世人僅
藉着衪的救贖，從罪惡中得拯救，從而開拓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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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門
也門是世界上有人居住，最古老的地
方之一。該國曾經是示巴王國的一部分
(著名的香料之路) 。它的女王給所羅門
王，送上稀有貴重的禮物。當伊斯蘭教
在第七世紀興起時，也門是最早接受這
新宗教的國家之一。世界上兩個最古老
的清真寺，也是在也門。
多年以來，也門分為两半。南也門
是世界上，唯一的阿拉伯馬克思主義國
家。北也門則比較傳統和部族化。1994
年，在短暫的內
戰中南部打敗，
被併為一國。
也門是阿拉
伯半島最窮的國
家。它一直在貧窮和落後中掙扎求存。目前的內戰，更是摧毀了該國，
殺害了6000多人，並逼使300萬人離開他們的家園。好消息是，許多
人却歸信基督。比起阿拉伯半島其他國家，也門的信徒比任何國家都要
多。這是神奇妙的作為，因為也門是當今世界上，最保守的伊斯蘭國家
之一。

著名的「磐石上的房子」
• 也門正經歷一場重大戰爭。它幾個油田已不產油。城市遭到轟炸，基礎設施日見破敗衰落。
禱告那些挨餓的能得着温飽，無家可歸的有藏身之處。但求和平臨到也門，國家被重建。
• 第七世紀前，也門是擁有許多基督徒的國家。隨著伊斯蘭教的蔓延，大多數基督徒不是被
殺，就是改信伊斯蘭教。禱告所有的也門人，都能聽到他們能與基督建立個人的關係，重回
到他們信仰的根源。
• 也門有一個傳统，將其年輕男子，送到世界各地當勞工、商人和學生。滙款回家，是他們與
家鄉保持聯繫的方式。目前，一些也門人以難民的身份，逃離他們城市的混亂。禱告每個客
居海外的也門人，都會聽到有關耶穌，和祂對他們的愛。禱告他們接受耶稣，並把福音傳回
他們的家人。
• 用約翰福音第一章，為也門這國家禱告。「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1節) 「光
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5節) 但願福音的能力，臨到每位男女老少。
• 巧茶或卡塔葉 (qat) ，是一種含興奮劑的瘾性葉子。許多也門人，每天下午都咀嚼它。在一
個淡水快沒有的國家裡，這植物却需要大量的水來種植。該花在家庭需要上的錢，往往給了
賣巧茶的販子。禱告也門能斷開卡塔葉的捆綁。
• 為了繼續在也門見證主的弟兄姊妹感謝神。縱或面臨戰爭和經濟災難，求神供應他們的需
要。禱告聖靈帶領他們，叫他們「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太 10:16)。求主加添他們的人
數。
• 過去許多國家的人，都在也門工作。但現在因為戰爭動盪，大多數人已不能住在那裡。禱告
他們能挺身而出，為也門人爭取利益，提出各項援助或經濟動議。並禱告他們繼續鼓勵仍住
也門的朋友。為也門不住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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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 戰爭和難民
歷代以來，在中東各種各樣的鬥爭中，
群雄逐鹿，此消彼長。目前， 一些最嚴竣
的局勢，發生在也門、敘利亞的衝突，以及
與伊斯蘭國 (ISIS) 的戰爭中。
自2004年以來，也門政府軍與胡塞
(Houthi) 叛亂分子之間，不住發生武裝衝
突，導致內戰爆發。迄至2016年2月，已超
過6000人喪生，有325萬人在自己的國家
內，流離失所，人口中有一半缺糧缺水。同
時，蓋達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 (AQAP)，盤
踞也門。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也加入戰圈，以
也門作為他們之間博弈的前沿戰場。
從前的也門，國泰民安，它的古老文化，是當今世上最獨特的文化之一。鑒於正在敘利亞發
生的戰亂，和它成千上萬的難民，也門的內戰被命名為「被遺忘的戰爭」。也門人民深受苦難，
特別是婦女和兒童。
此外，伊斯蘭國趁着也門內戰，進駐也門，利用它作為征服AP其他地區的基地。伊斯蘭國是
一個新的邪惡勢力，它震撼了全世界，並企圖在全球促進伊斯蘭王國的建立。正因這地區，含有
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儲量，便理所當然地，成為執行這個計謀的主要地點。

• 為中東地區的和平禱告。求主賜給世界領袖們，解決當前衝突的辦法。懇求領袖們尋求神的
面，聽從祂的旨意。禱告這些領袖謙卑在神面前，尋求中東的和平。
• 特別為波斯灣沿岸國家的國王、蘇丹和酋長的得救禱告。禱告他們能使用，從石油和天然氣
得來的財富，對抗在他們自己本土的恐怖主義。在中東這一關鍵時刻，懇求和平之君，以大
能和奇妙的方式介入。
• 特別為也門的和平祈求，叫戰爭終止，重見和平。
• 求主安慰我們在也門的弟兄姊妹，叫他們學會如何毫無畏懼地生活，確信神會繼續供應他們
每日的需要。禱告聖靈賜下能力，使他們活出神的盼望與平安，以致其他也門人，也在耶穌
的愛中找到安慰。
• 為那些加入伊斯蘭國的人禱告，求主憐憫他們。禱告伊斯蘭國有影響力的主要成員，會去讀
聖經並轉向耶穌基督，以祂作為他們的主和救主。
• 除也門人以外，也為整個中東地區，成千上萬的敘利亞人和其他族群禱告。他們所忍受的，
是殘酷無情、慘無人道的景況。
• 禱告所有的穆斯林，都看見這些衝突的根源，無非出自一個虛假的宗教。但求他們不滿伊斯
蘭教所結的果子，而轉向基督，尋求盼望和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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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領袖
宣禮員喚禮的吟唱聲，盤旋在區內的屋頂上，廻盪不息。老阿訇 (伊斯蘭教領袖) 深沉的講道
聲，透過清真寺上方的揚聲器，噼啪作響地廣播出來。過了一會兒，則可以聽到一個年輕人
的聲音，從附近的清真寺揚聲器播出。一個個社區，每天都從整個阿拉伯半島，數以萬計的清真
寺那裡聽到，這些或老或少的宗教領袖，一日五次重複同樣的喚禮。
宗教領袖在他們的社區裡，扮演重要的牧養角色。他們在阿拉伯半島，備受高度尊重。有
關伊斯蘭教的事，無論他們說什麼，
都被視為神聖，得到高度重視。事實
上，
穆斯林不許質疑他們對伊斯蘭
教的認識，和對其他宗教的看法。穆
斯林認為他們的宗教領袖，已經將基
督教真正的教導，逼入绝境。無論領
袖們對耶穌的理解，是如何歪曲，他
們說的都被視為真理。不幸的是，對
一個穆斯林來說，基督徒所真正相信
的，都無關緊要。
先知約珥宣告：「以後、我要將
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
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作異夢，
少年人要見異象。在那些日子，我要
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珥
2:28-29)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徒 2:21)
但求神將祂的靈，澆灌在宗教領袖
身上，以便他們得着救恩。

酋長阿博都爾 (‘Abdu’l-‘Azīz ibn
‘Abdu’llāh ibn Muhammad ibn ‘Abdu’lLatīf Āl ash-Sheikh)，是目前沙特阿拉伯的大
教法官 (Grand Mufti) 。他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
伊斯蘭教聖人之一。
為這位大教法官禱告，他是極具權勢的領袖。他
甚至禁止了，被認為起源中東的國際象棋。象棋
中「將死」(checkmate) 一詞，來自阿拉伯文
的“sheik” (國王) 和 “mate” (死亡)。

• 禱告那些愛耶穌的人，會與宗教領袖分享好消息，使他們能聽到福音。求主開他們的心竅，
如同祂在呂底亞的心中動工一樣，使他們相信信徒所分享的 (徒16:14)。
• 禱告宗教領袖被聖靈澆灌，使他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約 16:8) ，並吸引他
們到彌賽亞的跟前。此外，禱告他們在夢和異象中，看見耶穌。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當中，
這並不罕見。
• 禱告那些已接受基督的宗教領袖，藉着信徒的門徒帶領，在神話語上有更多的認識。
• 禱告整個社區，都起來跟隨那些已接受基督的領袖。禱告他們回應更高的呼召, ，用心靈和誠
實敬拜神。求主藉着這些被更新的社區，建立祂的教會，叫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它 (太16:18)。
• 禱告宗教領袖，預備好為跟隨基督而遭受逼迫 (太 5:10-12)。
• 禱告神的道，將從每個清真寺的揚聲器被宣講！求他們更是認識到，太初有道的這位神
1:1)。
• 禱告神的話能落在好土裡， 並結出30、60、100倍的果實來 (可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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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爾
卡塔爾是一個專制君主國，由相對年輕的酋長統治。在2013年6
月，泰米姆酋長 (Sheikh Tamim Bin Hamad Al-Thani) 的父親哈馬德
酋長(Sheikh Hamad)，將政權移交給他。在經濟上，卡塔爾擁有豐富
的天然氣儲量，但也加快脚步，試圖分散投資，大量投放資源于研究、
開發、金融、衛生、教育和基礎設施。隨着籌備作為2022年世界盃的
東道國，卡塔爾繼續迅速地發展。
卡塔爾的人口，外僑比當地人更多。在其大約
240萬人中，只有約 28.8萬 (約12%) 是卡塔爾本
地人。在2010年，國內的外籍工作者，佔全國經
濟活躍人口的94%。在這個小國裡，隨著的許多不
同種族的加增，當地文化和外國文化之間，不免產
生碰撞，這都引起了卡塔爾人和外僑的關注。
伊斯蘭遜尼派中，嚴格的瓦哈比教派
(Wahhabi) 在卡塔爾是主流，但也有少數的卡塔
爾人是什葉派。許多什葉派成為成功的商人， 但
因為安全和偏見的原因，他們在政府中的地位並不
高。由於瓦哈比教派的影響，卡塔爾是世界上最保
守的社會之一。雖然外僑能享受正常的生活方式，
但卡塔爾社會本身—特別是對當地婦女而言，則有許多的
约束。
在卡塔爾已有一段時間，只要外籍基督徒不傳福音，基
督教便不受干預。政府非正式地容許教會存在。政府批准
了一塊地，由幾個教會共用，组合為一個教會小區，由國
家安全部隊四面駐守。此小區容纳不同宗派—包括天主教
和基督教—的聚會。比起十年前卡塔爾政府的態度，這變
得更為寬鬆、寬容。其實這一來，家庭教會便相繼減少，
政府監控基督徒也來得更容易。
由於過去和現在的管制，卡塔爾人很少接觸到基督教的真理。大多數的卡塔爾人，從來沒有
遇見過一個真正的基督徒，與他們作意義深長的交談，但這情形正開始扭轉。

• 禱告神在卡塔爾內，興起一個地方教會及當地的領袖。
• 禱告聖經和其他資料，可以從不同的途徑，落在卡塔爾人的手中，而且基督教媒體
視、收音機、互聯網等) 會有更大的影響。

(衛星電

• 讚美神！不僅有教會小區，而且還不住增長。求神動員在這裡數萬個外籍基督徒，為卡塔爾
人祈禱，並主動接觸他們的穆斯林朋友。懇求他們繼續彼此同心，更趨合一，讓卡塔爾人能
從他們身上看見基督的愛。
• 卡塔爾只有少數已知的當地信徒，但他們大部份靈裡不成熟。禱告他們被堅固、得帶領、並
能被神使用。
• 為宣教士能持守下去禱告。他們為看不到果實而掙扎，而且在一個日益繁忙的國家裡，覺得
很難兼顧事業、家庭及事奉。
• 求神突破卡塔爾人的屬靈驕傲，並預備他們的心，來接受福音的信息。
• 求神使基督徒在卡塔爾人眼中更蒙恩。主正開闢更多的工作機會，讓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
人，進入卡塔爾，為這個瓦哈比派的嚴厲穆斯林國家，創造一個嶄新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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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王國，藴涵著沙漠文化的輝煌歷史。千百年來，沙特人在炎熱浩渺的沙特沙漠
中，茁壯成長。可是大約在70年前，當世界25% 的石油儲量在沙子底下被發現後，那沙漠生活
永遠改變了。因為這促成了沙特家族多年以來，統治這個國家。
麥加位於沙特阿拉伯。它對穆斯林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 (伊斯蘭教的創始人)
，在570年出生時。全世界的穆斯林，每天都要面對麥加五次，向伊斯蘭教的屬靈中心禱告。他
們禱告承認只有一位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伊斯蘭教主要信條之一，是朝聖或朝功 (Hajj)。
一個穆斯林，一生至少要到麥加朝
聖一次。每年約有200萬名，來自
沙特阿拉伯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
到麥加朝聖。
作為伊斯蘭教的發源地，任何
影響沙特阿拉伯的事情，都可能影
響整個穆斯林世界。過去， 沙特家
族成功地，將從石油得來的財富，
重投國家經濟，為大多數人提供舒
適的生活，以得民心。可是海灣戰
爭後，統治家族從國家經濟中，所
抽取的金額增加了。而一般老百
姓，則發現他們的人口不住上漲，
可是生活却越發艱難。這是一個政
治上的計時炸彈，隨時一觸即發。
根據政府統計，百份之百的沙特人是穆斯林。在沙特人當中，只有很少當地的基督徒。雖然
有許多外國基督徒，在沙特阿拉伯居住和工作，但政府却未有正式批准他們，成立教會。眾所周
知，沙特政府將大量資金，投放到世界各地，以傳揚伊斯蘭教。儘管如此，許多沙特人對宗教話
題，都很敞開。許多沙特人到各地旅行，與他們談及耶稣並不難，特別在他們遠離家鄉之際。

• 為政治領袖—薩勒曼國王 (King Salman bin Abdulaziz) 和穆罕默德王儲 (Crown Prince
Mohammad bin Naif)—禱告。求主引導他們，有智慧地管治沙特阿拉伯。禱告他們能使用
他們的權力，來實現和平與公義。
• 為那些感到絕望和憤怒的人禱告。禱告他們不受恐怖主義集團吸引，反而被耶穌吸引，只有
祂才是他們的盼望。也為那些對伊斯蘭激進手法，感到失望的人祈求。禱告他們不但離棄伊
斯蘭教，而且還要接受基督。
• 為那些感到孤單，或受到迫害的當地信徒禱告。禱告他們能在信心中站穩，而且他們周圍的
人也成為信徒，成立聚會，榮耀神的名。祈求神挪去他們與其他信徒聯繫的恐懼，使他們能
合而為一。
• 為外僑教會禱告，使他們活出一個委身基督的生命來。並領受異象，接觸當地人，向他們傳
福音，並為他們代禱。
• 禱告藉着個人見證、衛星廣播和互聯網網站，沙特人能接觸到真理。
• 沙特人，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狂熱使用者。求主賜下智慧，給那些傳講福音的媒體，和網
站的負責人。
• 禱告太
4:16—「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着他
們」—將在沙特阿拉伯實現。祈求耶穌在夢和異象中，向沙特人顯現。並祈求許多基督徒，
在目前沒有見證的地方，發出他們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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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伊斯蘭教的不滿
今天，全世界都認識肆虐全球的伊斯蘭國 (ISIS) 恐怖組織。在中東，伊斯蘭國帶來的苦境，
所衍生出來的，就是那些從小相信伊斯蘭教為和平之道的穆斯林，對這宗教越發不滿。可是，每
日戰爭衝突的報導所描述的，又是另一回事。回顧歷史，戰爭正是伊斯蘭教，用來傳播他們信仰
的一種方法。
最近，越來越多談論顯示出，阿拉
伯半島的年輕人，對這宗教感到越來越
不滿。例如，一個也門人說：「穆斯林
的心是黑色的。」這是指他每天在該地
區，所目睹的暴行。開始有消息出來
說，有些人因所看到的暴行，而歸向基
督。也有一些背後的說法，提到福音如
何正在這地區散播。容易上網意味着，
大量的青年人為求真理，正在瀏灠基督
教的教導和資料。也只有這真理，能使
他們得自由 (約 8:32) ，並使他們在殘暴
中，經歷真正的平安。

在沙特阿拉伯，宣禮塔播放喚禮時，商店都會關
上。婦女坐着，等待商店重開。

但願在阿拉伯半島上的人，都
走上爾撒街 (耶穌街)。
• 求主的聖靈，使尋求祂的人，滿心知道我們的救主是和平之君。
• 禱告他們認識到祂的道路，緊緊跟隨，因為這條道路，領人走向愛與和好。我們所跟隨的，
不是一個戰士，而是說這句話的那位：「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
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14:27) 。
• 在中東這腥風血雨期間，出現了一個屬靈的契機，讓福音在這地區，發出醍醐灌頂的聲音
來。請為試圖找到安全之所的人禱告，因為只有在基督裡才能有安全。
• 為那些在網路上尋找答案的人禱告，但求他們找到，那些傳講真理的有益網站。
• 為穆斯林極端份子祈求，他們追隨的理想，已使他們陷入危境。祈求他們聽見神愛他們，並
願帶領他們，走上真正和平仁愛的道路。
• 為信徒禱告，叫他們找到那些質疑自己信仰的人，以便與他們分享福音。
• 感謝神，即使在極大的戰亂動盪之中，祂仍把人帶向自己。感謝神，因為祂能使原為邪惡的
變為美好 (創 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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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自1744以來，阿曼由阿爾‧布賽地 (Al Busaidi) 王朝統治，與
外界幾乎沒有接觸。直到1970年，卡布斯蘇丹 (Sultan Qaboos
bin Said) 從他父親手中奪取政權，開始了變法維新的革命。由於
發現石油，阿曼生活水準大幅提高。阿曼人極尊重他們的蘇丹，在
他領導下，國泰民安。
科技大大改變了阿曼人的生活方式。70年代之前，大多數人連
電都沒有。現在，移動電話在全國各地，比比皆是，互聯網和社交
媒體，也支配了不少老少阿曼人的時間。在過去的25年裡，阿曼人
口增加了一倍，其中大約50% 年齡在16歲以下。傳統的家庭結構
也在改變。女性離婚和晚婚的情形增多。然而，為了保留傳統的生
活方式，許多阿曼人通勤到城裡工作，但在村裡安家落戶。
自豪感、多元化和快速發展，是阿曼這國家的描述。現代化重
新規劃阿曼人的生活，深得人們喜愛。但同時，他們仍舊固守傳統
的價值觀和習俗。阿曼社會固有的伊斯蘭保守和傳統性，再加上美
食暖衣，以致極抗拒福音。雖然這國家，只有一小撮信徒，然而，
神的靈正在這片土地動工，使阿曼
人得着救恩。

• 許多阿曼人受到全球化的影響。當他們跨越國境去尋求答案時，祈求他們所體驗到的，阿曼
傳統生活之外的經歷，將領他們到基督的十字架跟前。社交媒體在阿曼有很大的影響力，禱
告這個媒介，將成為一個渠道，使阿曼人接觸到基督的真理。
• 對許多阿曼人來說，對邪靈的恐懼是一個事實。他們經常施行一些法事，以安撫邪靈。求主
將他們從恐懼中釋放出來，並在夢或異象中，向他們顯現。
• 數以百計的阿曼人出國留學，亦有許多去國外就醫。禱告這些國家的基督徒，奉耶穌的名，
以慇懃、關懷和愛心去接觸他們。
• 重要的決定，都是由家庭、宗族、和部落共同作出。懇求家家戶戶，舉家上下，全都相信福
音。禱告主的教會在阿曼，能被堅固地建立起來，沒有任何權勢能勝過它。
• 阿曼的許多地區，幾乎完全沒有觸及福音。求神呼召信徒，到這些未得之地。
• 為卡布斯蘇丹 (Sultan Qaboos) 禱告。他深受人民愛戴，對他們有很大的影響力。但願他得
着救恩，而且繼續用公平、公義和智慧來管治阿曼。
• 為阿曼人禱告，求神將石心除掉，賜給他們新的肉心 (結 11:19)。禱告聖靈使他們順從祂的
律例 (結 36:27)。求主按祂的旨意，用神蹟奇事、異能、和聖靈的恩賜，來顯示祂自己 (來
2:4)。但願祂開啓他們的心竅，讓他們相信福音 (徒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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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阿聯酋是由七個州組成的聯邦國，叫酋
長國。它由酋長 (Sheik) 或埃米爾 (Emir)
的部落酋長統治。有考古遺址顯示，遠至公
元前2000年，在包括阿聯酋的阿拉伯海灣
沿岸地區，就有好幾個人口聚居地。穆罕默
德在632年去世，他死後50年，伊斯蘭教來
到了這個地方。在它被英軍征服之前，曾經
是海盜的集中地，被稱為海盜海岸 (Pirate
Coast)。在19世紀，它成為了英國的保護
區，直到1971年它獨立為止。
阿聯酋最大和最富有的酋長國，是
阿布達比 (Abu Dhabi) 。它擁有大量
石油和天然氣的儲量。迪拜 (Dubai) 是
海灣的商業中心，它的主要港口是哲巴
爾阿里 (Jebal Ali)。阿聯酋石油工業的
發展，給主要的人口聚居地，以及來自
世界各地的許多僑民，帶來了驚人的財
富和迅速的現代化。阿聯酋的本地人，
僅佔總人口的20%。較窮的酋長國，
多依賴聯邦政府 (主要靠阿布達比提供
經濟)，在經濟增長方面，則倚靠迪拜
和沙迦 (Sharjah) 這两個人口集中地。
在宗教上，政府寬容基督徒，並且
在指定地點，批准一些教會和基督教學
校，公開地運作。然而向穆斯林佈道是
不允許的。自1992年以來，有好幾個
人，由於向穆斯林傳福音而被監禁。

當地傳統木船「阿拉伯三角帆船」(dhow)。

• 為主要的領導者禱告：哈理發酋長 (Sheikh Khalifa Bin Zayed Al Nahayan) (總統) ，穆罕默
德酋長 (Sheikh Mohamed Bin Rahid Al Maktoum) (副總統和首相)，穆罕默德酋長(Sheikh
Mohamed Bin Zayed Al Nahayan) (阿布達比王儲) ，以及阿聯酋其他5位統治者。主教導
我們為國家在位的禱告。求他們能明智地管治各自的酋長國，給當地帶來和平。
• 神在震動阿聯酋的人。禱告他們會找到那些知道真理的人，問他們關於信仰的問題。禱告他
們能碰見，其他蒙神呼召的阿聯酋人。
• 求主保守本地信徒，給他們恩典在信心中成長。禱告福音的真理，會在他們中間傳播。為國
內愛主的外國人禱告，使他們對四周的人，有敬虔的影響，並成為主內弟兄姊妹的鼓勵。
• 求神建立祂的教會。求主的國降臨，祂的旨意被成就。
• 在禱告中抵擋畏懼，叫它不能引致信徒，不敢大膽作見證。禱告信徒願意跟隨聖靈的帶領，
並順服祂。
• 以創世記21:19 和約翰福音4:14，為那些在阿聯酋的人禱告。求主使他們知道，耶穌基督是
「生命活水」。祂盼望他們來喝而得着生命。
• 物質主義掌控着阿聯酋。禱告信徒新創的生意，都能成功蒙福，並且在價值觀和做法上，都
是敬虔營業的典範，而不是唯利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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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半島原住民中間，
人人得聞福音，各族都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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