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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卡」是一份七日

循環的禱告卡，給關心穆斯林的弟兄姊妹為他

們禱告之用。每年在穆斯林的齋戒月(伊斯蘭

曆的9月)開始的前一個星期五，香港都會有一

次「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會前製作一份

祈禱卡，寄發予各教會、機構，也歡迎信徒索

閱，目的在提醒大家要為穆斯林的得救代求。

祈禱會由香港各關心穆斯林的差會合作主

辦，2011年的主辦單位包括：大使命中心、世

界福音動員會、非洲內地會、前線差會、恩光

使團、海外基督使團、國際主僕差會、國際事

工差會、創啟事工、新生資源中心。此外，也

有11個差會為協辦單位。

2011年的祈禱會已在7月29日舉行，為使

讀者認識南亞各國的情況，本刊徵得各主辦團

體的同意，特將是次的祈禱卡內容刊於本期，

以喚醒眾華人教會關注這個地區的福音需要。

2 0 1 2 年 的 祈 禱 會 將 在 7 月 1 3 日

( 星 期 五 ) 舉 行 ， 查 詢 及 報 名 請 電 郵 至

<p4mp4m@gmail.com>。

── 編者

導論

南亞地區至少有七個國家(印度、巴基斯坦、

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不丹、馬爾代夫，都

屬古印度文明)，有些分類會包括阿富汗和伊朗。

南亞的穆斯林人口超過全球穆斯林人口的四分一，

而亞洲穆斯林的語言和種族繁多，人數則超過亞洲

人口的一半，2011年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特別為

這個地區禱告。我們的祈禱焦點是6個南亞國家，

第七日則為香港的南亞裔穆斯林祈禱，關心近在咫

尺的鄰舍。祈禱卡內的人口數目參考2010年出版的

Operation World。

第1日 巴基斯坦 Pakistan

首都︰伊斯蘭堡

人口︰184,753,300

穆斯林 95.80%    廣義基督徒：2.45%

巴基斯坦的波斯文意思是「聖潔之地」。印度

和巴基斯坦本屬同一個國家，但在印度於1947年脫

離英國獨立後，伊斯蘭教徒因與印度教徒不和，遂

服侍南亞穆斯林的契機
資料來源：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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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脫離印度，成為巴基斯坦。開始時分為東、西

巴基斯坦，東巴在1971年獨立為孟加拉國。

巴基斯坦政局一直不穩，與印度常有衝突，國

內貪污腐敗，軍人奪權，派系鬥爭，經常發生暗殺

事件。近年受塔利班等極端伊斯蘭主義影響，要實

施伊斯蘭法，為平息紛爭，政府答允若塔利班肯放

下武器便同意推行，但對該國有重大影響的美國大

力反對。

宗教方面，國民大多數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

其他信仰的人士承受極大壓力，尤其在奉行伊斯蘭

法的省份，被迫接受伊斯蘭法管治，對他們極不公

平，也容易被找到攻擊的藉口。

˙為巴基斯坦的百姓求平安，在動盪的世情中

能早日得到平安的福音禱告！

˙為政府的管治禱告，願他們能有效遏止極端

伊斯蘭勢力的擴張，又讓國中的少數族裔或非穆斯

林的權益得著保障禱告！

中巴友好帶來的宣教契機

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邦交被稱為「全天候朋

友」。1966年開始興建連接中國西部喀什與伊斯蘭

堡的喀喇崑崙公路，至1979年落成，是中國通往南

亞次大陸和西亞的交通要道。巴基斯坦北部在2005
年遇到地震後，兩國決定全面改建該公路。中國教

會若要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這是一條重要通道。

昔日有陸上絲路和海上絲路，未來將有一條由

中國西部通往巴國南部阿拉伯海港口的鐵路，穿

越該國西南部山區，將有助接觸該區的未得福音群

體。

巴基斯坦人視中國人為朋友，2010年中國總理

溫家寶訪問巴國時，簽訂了3億元的商業合作。如

今藉著商機或工作在巴基斯坦居留的機會增加，中

國信徒何不把握機會，前往巴基斯坦為主作見證？

˙願主差派合適的華人信徒前往巴基斯坦服

侍，在不同崗位上為主發熱發光！

˙隨著巴基斯坦道路的開通，願主的福音早日

傳遍該國福音未及的群體！

第2日 印度 India 

首都︰新德里

人口：1,214,464,312

穆斯林 14.2%    廣義基督徒 5.84% 

印度國內的印度教徒達七成之多，也有逾1億
6,000萬的穆斯林，為世界第三多穆斯林的國家。

但穆斯林及其他少數民族常遭歧視和欺壓。印度總

理辛格曾在演講中表示，穆斯林是國內教育水平最

低、經濟狀況最窮的一群。該國的貧富懸殊很嚴

重，貧民在垃圾堆中找食物，住宿行車天橋下的臨

時房屋或墓地旁的木屋，但也有些富有的穆斯林從

事珠寶買賣、地毯出口、醫生、法官和會計師等行

業。

穆斯林主要集中在查謨和克什米爾、北方邦、

西孟加拉邦、阿薩姆邦及比哈爾邦，首兩邦的比例

更高達67%。當地穆斯林積極推行「宣教訓練」，

要把伊斯蘭教廣傳，不少清真寺成了訓練中心。學

校每天下午也會舉行宗教教育，鞏固穆民兒童的信

仰基礎，也藉此培育未來的事奉人員。雖有少數基

督徒進入他們中間分享福音，但能夠聽聞福音的人

仍很少。

˙近年，外國人要取得印度入境簽證越加困

難，請為當地的福音大門得以開啟，福音使者能夠

進入禱告！

˙印度的穆斯林歸主者常受到家人或族群的壓

力和逼迫，甚至被迫離開家園，求主堅固他們的信

心，使能活出美好的見證！

˙印度基督教領袖對北部的穆斯林歸主者不信

任，懷疑其動機，很多具潛質的歸主者大受打擊，

並妨礙了事工的發展。求主賜下合一的心，讓教會

對歸主者接納和信任！

南亞宗教族群的關係

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常以暴力彼此報

復，如在市集放置炸彈，或在火車車廂縱火等。

1992年的一次衝突中，2,000名穆斯林遇難，這是

自巴布里清真寺(建於公元十六世紀)被印度教極端

人士拆毀導致印巴分治以來最嚴重的暴力衝突。其

實，印度很多城市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各自聚居在

不同社區，有自己的學校和商店，各自慶祝自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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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節日。倘沒有特別挑釁，一般會相安無事地度

日。

˙求主幫助印度不同種族和宗教團體能和平相

處，緩解彼此的衝突和歧視！

第3日 孟加拉 Bangladesh

首都︰達卡

人口：164,425,491

穆斯林89.01%    廣義基督徒0.66%

孟加拉原屬巴基斯坦的一部分，1971年獨立。

由於缺乏資源，而人口急速增長，又時常遭受暴風

和洪水等天然災害，大量人命傷亡和經濟損失。

經濟貧困，基礎設施落後，加上國民受教育機會不

足，無力振興經濟，孟加拉是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之

一。一般百姓只靠耕種或紡織的微少收入度日，全

國約半數人口(49.6%)每日收入低於一美元，屬赤貧

之民。

孟加拉於1988年通過以伊斯蘭教為國教，但憲

法明定信仰自由。國內的伊斯蘭主義不斷增強，加

上法律不能有效保障信奉其他宗教的少數群體，所

以印度教徒和基督徒經常受到歧視和迫害。

˙求主打破宗教上的壓抑，使孟加拉人享受到

真正的宗教自由！

˙感謝主，近年多了穆斯林到一些本色化的

「耶穌清真寺」祈禱及認識耶穌，也有人透過夢境

或個人佈道而信主，求主堅固這些信徒對主的心！

第4日 尼泊爾 Nepal

首都：加德滿都

人口：29,852,682

穆斯林4.40%    廣義基督徒2.85%

尼泊爾經歷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及王權專制後，

1950年確立了君主立憲。2008年4月的選舉，共產

黨贏得政權，解散了王室。同年4月10日，尼泊爾

舉行制憲會議選舉，是該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選

舉，共產黨大獲全勝，成為制憲會議第一大黨。

尼泊爾人大多信奉印度教，印度教徒佔全國人

口86.5%，佛教徒佔7-8%，其他宗教(包括原始宗教

信仰、伊斯蘭教及基督教)只佔5.7%。朝拜神明已

是尼泊爾人每天的生活習慣。

尼泊爾人雖然朝拜很多神明，但心靈得不到滿

足，求聖靈親自動工，讓他們的心靈眼睛開啟，能

遇見獨一的真神――耶穌基督，因祂的愛而滿足！

˙尼泊爾的穆斯林數目不斷增長，祈求基督教

會和基督徒群體，能積極發展人際網絡，向同胞作

見證和分享基督教信仰！

˙求主幫助尼泊爾基督教會和機構能運用各種

媒介，如電影、聖經翻譯、函授課程和電台等，將

福音廣傳！

第5日 斯里蘭卡 Sri Lanka

首都︰科倫坡(行政) 

　　　斯里賈亞瓦德納普拉科特(立法)

人口：20,409,946

穆斯林 8.52%    廣義基督徒8.38%

斯里蘭卡以佛教為國教，受政府保護和推廣，

但憲法上明定信仰自由。基督教傳入該國已有悠久

歷史，卻仍被視為外來的、由殖民地政府傳入的西

方宗教，信奉國教以外的少數人士在稅務、就業及

教育方面受歧視日深。自1988年國內出現一股反基

督教情緒，基督徒常受到迫害，福音派教會更被誤

解為以經濟手段吸引貧窮佛教徒入教。斯里蘭卡曾

因其國家形狀而被稱為「珍珠」，現在令人聯想到

一顆「淚珠」，惟有耶穌能將和平與繁榮帶給這個

國家。

˙當地少數的摩爾人(Moore)，一般為商人、政

客與及農夫。數年前，一家機構在首都努力帶領了

逾100人信主，建立教會，又幫助陷於困境的穆斯

林，領他們歸主，有美好的服侍。願主堅立歸主者

的信心，又讓他們積極在同胞中作見證！

˙當地的馬拉人信奉混合伊斯蘭教，他們的心

靈較開放，請為能有專以他們為對象的福音工作禱

告！

南亞特色的民間伊斯蘭教

在越來越世俗化的社會，不少穆斯林都以事業

和家庭為中心，只在節期和週五才參與禮拜。這些

人對宗教的興趣不大，但仍堅信自己是伊斯蘭教的

一分子。而伊斯蘭教的神祕主義蘇非派(Sufism)也
非常盛行。過去數百年，一些品格高尚並曾行神

蹟的人逝世後，門下弟子會到他們的墓地朝拜。今

天，有各樣需要的，不育、被苦待、貧困、病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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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人際衝突等的人都會來到他們墓前誦古蘭經、

跳舞或深宵禁食禱告，以各樣方法進入「無我」的

狀態，冀望藉此能得福氣、禱告蒙允。除了本地的

穆斯林，其他國家的穆斯林也會慕名而來。

˙願他們能像畢士大池旁的癱子一樣，因遇見

耶穌而能得著幫助，心靈得醫治。

第6日 馬爾代夫 Maldives

首都︰馬累

人口：313,920

穆斯林 99.4%    廣義基督徒 0.1%

馬爾代夫由1,200個珊瑚島組成，只202個有人

居住，很多都被開發為觀光點，旅遊業是主要經濟

來源。所有島嶼都平坦，一半以上不高於水平線兩

米，海水長期氾濫，如果氣候繼續暖化，海水上

升，馬爾代夫會有滅國危險。

該國長期奉行鎖國政策，曾受英國保護，但雙

方在1965年終止關係，1968年起成為無黨派共和

國。

當局唯一認可的是伊斯蘭教，其他宗教禮儀禁

止公開進行。政府積極推廣遜尼派，以保障國家的

團結和統一。馬爾代夫人是世上最少聽聞福音的群

體之一，當局不容許宣教士前往，也不准基督教文

字書刊入境。

˙馬爾代夫人害怕邪靈，頸項上戴著靈符以保

平安。當地沒有教會，政府也禁制福音工作，人民

沒有機會認識耶穌。求主憐憫，給他們開啟聽信福

音的門！

˙地球暖化，海水會把馬爾代夫淹沒，島嶼也

因開採珊瑚被破壞，願這些迫在眉睫的災劫，使馬

爾代夫人曉得尋求耶穌的幫助，向祂禱告！

南亞最大未得之民

根據統計，全球共有6,837個，而最大未得之民

的宗教族群是穆斯林，佔3,367個，其中超過四份之

一(即889個)住在南亞七國。按聯合國於2010年的統

計，印度有12.14億，巴基斯坦有1.85億，孟加拉有

1.64億，三國穆斯林的總人口高達4.88億。

又按約書亞計劃(Joshua Project)提供的資料，

最大的100個未得之民族群中，其中兩個穆斯林族

群：謝克人(Shaikh)和賽義德人(Sayyid)聚居在以上

三個國家，也有在尼泊爾境內。謝克人在印度次大

陸境內的數目達2.18億，而賽義德人也有1,400多
萬，這兩個族群的人口總數佔區內穆斯林人口達

49.8%。

˙為南亞國家的福音需要祈禱，求主行奇妙的

工作，讓福音能在這區自由傳播！

˙為南亞兩個人數最多的未得之民謝克人和賽

義德人禱告，求主行奇妙工作，叫他們能早日歸

主！

第7日 香港的南亞裔

香港的第一批南亞裔人士是十八世紀時由英國

東印度公司聘請來的，至今已數代。在香港土生土

長的南亞裔日常慣用英語或廣東話，家鄉話只在家

中使用。其中不少是穆斯林，雖住在信仰自由的香

港，卻鮮有機會接觸救恩，不少人從未接觸過基督

徒，也沒有人向他們傳福音。

因信仰和由父母配婚的傳統，不少人都回家鄉

結婚，再申請配偶和子女來港。新來港的部分是文

盲和只懂家鄉話，需外力幫扶才能融入社會。香港

近年多了服侍少數族裔的機構，政府、地區組織和

服務機構也增加了服務和支援，並有為非華裔學生

而設的學校。在香港有很多接觸南亞裔的機會，偶

爾會有零星的南亞裔穆斯林表示歸信基督，但未能

形成穩定的信徒群體，仍屬福音未及之民。

˙為香港能有更多南亞裔穆斯林得聞福音，得

著救恩禱告！

˙求主堅立南亞裔穆斯林歸主者的信心，使他

們有力地為主作見證，向同胞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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