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
玛哈拉人 –一个散居于三个国家的民族 玛哈拉人
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疆界划定以先，玛哈拉人便已住在这儿。他们的疆域是在阿曼、也门和沙特亚拉
伯三个国家的接壤地区。玛哈拉人有自己的独特语言，称为玛希里语 ，是属闪语系

。玛希里语纯属口语，跟亚拉伯语绝然不同。

他们的土地包括贫瘠而美丽的鲁布哈利沙漠 ，这空旷的沙漠地区，夏天气温最
高可达摄氏 度（华氏 度）。境内有很多山脉，也有直达亚拉伯海的干河谷。

按历史，名贵的乳香便是从这里开始转运到其他地方。玛哈拉人原属半游牧民族，在阿拉伯半岛南
部荒凉的内陆，过着放牧的生活。现时他们已安定下来，饲养山羊和优质骆驼，并在沿海一带以捕
鱼和贸易为生。

游牧的阿拉伯和柏柏尔人 ，包括住在撒哈拉沙漠的人，都一致认定玛哈拉人饲养的骆驼是
最好的品种。甚至法国汽车制造商雪铁龙 ，也以玛哈拉人著名的骆驼命名他们的一款四驱
车玛哈里 。

自古过着游牧生活的玛哈拉人，自由地进出沙特亚拉伯、阿曼和也门三地直至 年。但现时，他
们活动范围只局限于这些国家境内。现今已有很多瑪哈拉人迁离古土，散居世界各地。他们的原居
地也从也门西岸自治区的亚玛哈拉 伸展到东边的阿曼佐法尔 的沿岸平原。也有
在 年前从东非以奴隶身份迁徙到这里的玛哈拉人。其中一些非裔玛哈拉人，他们在社会中的经
济和政治上已有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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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玛哈拉人 –一个散居于三个国家的民族 玛哈拉人
也门最东边的省是亚玛哈拉 或简称玛哈 ，这里有最多的玛哈拉人。据他们所
称，沙特亚拉伯境内，一个名为亚哈尔基尔 的沙漠村庄，便是玛哈拉人的都城。在这
里，他们的语言保存得很好。而阿曼则是玛哈拉人第二人口密集的地方。

玛哈拉人的语言都很相近，他们约有二十五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玛里语方言。说玛里语的
人究有多少，我们没有统计数字，但相信约有二十万之众。玛哈拉人通常会和其他部族的玛哈拉人
通婚。非裔的玛哈拉人则只和非裔玛哈拉人通婚。与外族通婚的甚为罕见。

神阿，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诗篇 ：

祷告事项
玛哈拉人惯常居住在干燥不毛之地，他们已适应这些恶劣的环境。祷告求神使他们认识独一的真
神；并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
玛哈拉人被困在也门和沙特亚拉伯之间战争中。沙特已将由也门通往阿曼的关口封闭，阿曼政府
不希望沙特干预。祈祷求神使这场战争早点平息，并使马哈拉人在这场战争中，能有一个决定性
的影响力，将和平带给这三个国家。
为超过二十五个不同部落民族祷告，他们能听闻基督的真道，并认识祂才是救主。

也门境内玛哈拉人的资料，请参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6wdzCQ_hPM

也门沿岸城市

本刊没有版权，请分享与祈祷的朋
友，拓展神国的事工。



玛哈拉人
外人给玛哈拉人很多称谓，这可能是因为在玛哈拉人中间，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各种的名称之故，
如玛里耶（ ）是指西也门的玛哈拉人，玛里旭（ ）是指东也门的玛哈拉人，而玛
拉耶（ ）则是指阿曼的玛哈拉人。

本祷告指引是用以下的称呼：
亚玛哈拉 玛哈拉人居住地区
玛哈拉人 最少包括二十五个不同部落的一个民族
玛希里语 玛哈拉人的语言

玛哈拉人有他们独特的语言，这是在该地区阿拉伯语之前的古老闪族语 。懂亚语
的人也听不懂玛希里语。最令人不解的是，玛希里语虽已有数千年历史，但至今仍是一种不成文的
语言。玛哈拉人的诗词歌赋都是他们丰富的口传文化。他们的历史是以此传诵下来的。

使用玛希里语的约有二十万人，他们没有文字。现代玛哈拉人都是接受亚拉伯教育。有学者认为玛
希里语已频临绝迹。但对于玛哈拉人来说，玛希里语仍是方兴未艾。他们为自己的语言和传统引以
为傲。从农村到城市的玛哈拉人，教育水平和识字率差别很大。

如果玛希里语已渐入式微，我们是否仍需要翻译圣经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祈祷的要点。亚拉伯语将
会成为主流语言，时至今日，亚拉伯语已经是玛哈拉人对外打交道及生意买卖时所采用的语言。

玛希里语的诗词歌赋仍属口传文化。能吟诵诗词的玛哈拉人备受尊崇。有些诗词是一位男士向一漂
亮女士的示爱。假若以玛哈拉人诗词的方式来讲述主耶稣的比喻，那效果将会是怎样的呢？

第二天
玛希里语 –一种独特的语言

阿曼塞拉萊 (Salalah)外的山脉



第二天
玛希里语 –一种独特的语言 玛哈拉人

祷告事项
求神赐予智慧，知道是否需要翻译整本圣经予玛哈拉人。坊间很少用玛希里语写成的书本，
故此玛哈拉人未必能接受玛希里语写成的圣经，求神打开他们的心，接受神的话语，愿神的
话语亲自向他们说话。
祷告祈求神，玛哈拉人能用玛希里语赞美和敬拜神。
求神叫识字的的玛哈拉人能使用亚拉伯文圣经，帮助他们在灵命上成长，并带领其他人认识
主基督。
祷告祈求神，会有更多瑪希里语写成的诗歌，来颂神儿子耶稣基督奇妙救恩。玛哈拉人以自
己的创作，来赞美全能的神。

玛希里的诗歌：我的心阿！满足了！
https://whenmelodiesgather.supdigital.org/wmg/enough-my-heart-enough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祂的圣名！
天天传扬祂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祂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祂的奇事！

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祂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诗篇 ：



第三天
玛哈拉人 –法规 玛哈拉人
玛哈拉是一个部落民族，当中较大的约有二十五个，小的无数。他们虽没有文字，但却有一套完整
的规例。这套规例虽没有文字记载下来，但却维系着部落之间的关系和解决纷争时共同遵守的法
则。

这套法规建基于以下五个原则：

纠纷发生时：每当有外族和一个玛哈拉部族或玛哈拉人有纷争时，全部族人都要站在同胞的一
方。

血浓于水。部落之间的纠纷，虽时有出现，但被视为不当之举。因纷争而引发的暴力冲突，是绝
无仅有的事。

身上虽有武器装备，但并不表示他们会使用。展示武器表明该部落能够对另一个部落或外来者造
成重大损失。重点是要计算冲突的代价，和懂得妥协的智慧。

如果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战利品并不属于战胜的一方。胜方反而要负起战败一方的经济损失。故
此胜方要负起一个很沉重的代价，并不化算。

玛哈拉族之间有很多调停的工作。每有争端，在事势变得太严重之前，便尽快平息冲突。

也门的渔船



第三天
玛哈拉人 –法规 玛哈拉人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罗马书 ：

祷告事项
现时，玛哈拉人面对最大的困难是：
沙特亚拉伯在也门玛哈拉人学校中，在宗教方面所具的影响力。
沙特亚拉伯将东也门和阿曼之间的边界封锁。
沙特亚拉伯和一些在也门的玛哈拉部落结盟，故此造成玛哈拉人之间的分裂。
在东也门，现有二十五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急需一个安定居所。与也门其他地区相比，玛哈
拉人的地区保持相对和平和经济稳定。

求神使用这些玛哈拉人的法规，使他们的族人，在面对从外而来的挑战时，能继续和平共处，止息
干戈。

感谢神，玛哈拉人的法规是为着保持和维护他们之间的和平而设。求神开玛哈拉人的眼睛，使他
们看到基督的福音正和他们的法规相吻合，更能将更大的平安赐给他们。

沙特亚拉伯



第四天
玛哈拉人 –主内的信徒 玛哈拉人
我们没有一个玛哈拉信徒的数字。但已有很多传闻，述说神如何带领一些信徒，从外面到亚玛哈拉
地区，接触当地的玛哈拉信徒。我们深信将有更多瑪哈拉人接受基督。本祈祷手册是要指出，神已
在玛哈拉人中间动工，求神带领更多人归向基督。

有些玛哈拉人离开家园，到大城市接受教育和工作，其中有些已接受基督，但回到家乡便会受到逼
迫。全部玛哈拉人都是逊尼派穆斯林信徒，每有人接受主，便会受到逼迫。他们会失去工作、家
庭，甚或是他们的生命。因此，玛哈拉信徒很低调，属地下信徒。甚至不让家人知道他们对耶稣的
爱慕。如果他们拥有一本圣经，会是亚拉伯文的圣经，不是他们的母语。据知也没有玛希里语的福
音广播或基督教电视节目。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祂得名。
求祂按着祂丰盛的荣耀，

借着祂的灵，叫你们 每一位玛哈拉信徒 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 每一位玛哈拉信徒 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濶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每一位玛哈拉信徒 。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祂在教会中，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以弗所书 ：



祷告事项
用以弗所书 ： ，为玛哈拉信徒祷告。
祈求每一位玛哈拉信徒能基督刚强壮胆，信徒之间彼此相交，并在主里成长。
祈求每一位现正受逼迫的信徒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和大能，并安稳在基督的怀中。细读这些经文
并祈祷 哥林多后书 ： ，及帖撒罗尼迦前书 ： 。
祈求神使玛哈拉信徒勇敢地与家人和朋友分享他们的信仰。马太福音 ： 。
求主兴起神的仆人，甚而是亚拉伯信徒，向在阿曼、沙特亚拉伯和也门的玛哈拉人传讲基督大爱
的信息。主啊！求祢差派祢的使者去传扬祢的救恩。
祈求主，使在玛哈拉人中间的传统穆斯林文化能软化下来，打开福音的门。求神使更多家庭接受
主，更多族人和部落听闻基督的福音并接受祂。
为着多于二十五个部落和其中的家庭祷告。好让他们听闻基督的真理，接受祂，呼求祂。
求神的国度进到玛哈拉人部落当中。

玛哈拉人
第四天
玛哈拉人 –主内的信徒



第五天
玛哈拉人 -成立玛哈拉教会 玛哈拉人
亚玛哈拉地区只有很少地下信徒，因害怕被人知道，所以他们很难有相交机会。其中很多人不敢告
诉别人他们新的信仰，他们感到孤独和被隔离。其中也有文盲的，但虽有人能够阅读，只能拥有亚
拉伯文的圣经，因为亚拉伯文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很难在信仰中成长。

现时在亚玛哈拉地区没有教会。

对于玛哈拉人来说，朋友相聚一起喝咖啡，是一件赏心乐事，是他们的生活情趣之一。也许几个信
徒相聚喝咖啡，共享基督里的新生命。愿他们在聚会中找到团契生活。也许他们一起用亚拉伯语圣
经查考一段短的经文，然后将之翻译成玛希里语，好让他们能用自己的语言交通。

祷告求神在他们中间兴起玛哈拉人的教会。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
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哥林多前书 ：

写信给在哥林多 亚玛哈拉 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
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

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哥林多前书 ：

沙特亚拉伯–空旷地带



第五天
玛哈拉人 -成立玛哈拉教会 玛哈拉人
祷告事项
求神的恩典和平安临到每一位玛哈拉信徒。
求神赐勇气给玛哈拉信徒为祂作见证。信徒之间
能够享受甜蜜的团契生活，彼此代祷和互相鼓
励。
求神给玛哈拉信徒能将圣经翻译成他们的语言，
并能用他们的语言将福音传扬开去，神的话语能
有力的在他们中间动工。
求神借着异象、梦兆，或差派祂的信徒到族中的
领导层中间，使他们认识祂。
求神感动玛哈拉家庭和整个部落齐齐归向基督！
求神在玛哈拉人中，兴起能负起教导神真理重任的教师。
请用以下经文为玛哈拉人祷告：

作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
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 玛哈拉 的各教会。愿恩惠平
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
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加拉太書 ：

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 玛哈拉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
恩惠平安归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 玛哈拉人 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记念你们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

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被神所爱的弟兄阿！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
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
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

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帖撒罗尼迦前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