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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闻知他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
。

罗马书15:21



12023年的30天祷告会

当
我们在 1992 年#自愿参与这个项目 
时，我们认为这只是北美的一次性项
目，后来却变成了一年一度的祈祷动
员  现在这个项目已经转移到一个名

为 RUN（接触未得之国）的事
工，交在他们能干的手中。

玛丽和我非常感谢上帝带领
我们经历这30年的事工，出版
和分发了数十万本祈祷指南手
册。

这一切都在动员各个基督徒去#了解# 并为  
我们世界上的穆斯林邻居在每年的30天#斋月
期间 #祈祷#开始。

2023 年是自 1993 年为穆斯林世界举办第
一个 30 天祈祷® 以来的 30 周年。 在这一里
程碑的到来（以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
们在上帝面前越来越感到，他将任命其他人
继续行走这旅程。

在2022年的9月我们进行了移交流程。 我

们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看到，RUN公司的员
工有同样的热情，我们也看到他们的潜力，
知道他们必然远超我们能达到的影响力。

我们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祷告，求神赐
福他们，扩大他们对世界
上尚未得着福音的人群
的影响。

愿他们接下来的努
力，以信心、希望和爱

的祈祷，能使耶稣得到荣耀，被穆斯
林、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所接受。

一起为主服务，

保罗和玛丽
WorldChristian.com

亲爱的朋友和未得之民的祷告伙伴
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我们希望您能与我们一
起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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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月是穆斯林一年中最神圣的月份。
穆斯林认为这是一年中最洁圣的月份。 根据先知
穆罕默德的说法，"当斋月开始时，天堂之门被打
开，地狱之门被关闭"。

也是在这个月，伊斯兰教的圣书《古兰经》问世
了。 

斋月是一个与家人和爱人欢庆，共度时光的时
节。 斋月结束时有另一个节日，即 开斋节，也叫 "
解禁节"。 穆斯林在这段时间里互相分享美食，赠
送礼物，并进行庆祝。
穆斯林在斋月期间从黎明到日落禁食。
白天的禁食将持续整个斋月的30天。这是个祈祷、
施舍和反思《古兰经》的时刻。

每年所有的穆斯林都必须参加这个斋戒，但幼
儿、老人、孕妇或哺乳期妇女、病人或旅行的人除
外。 

斋戒背后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灵性上的原因，也
是为了让穆斯林意识到那些有需要的人，然后帮
助他们。 这也是一个让他们反思与上帝关系的时
间。
穆斯林如何进行斋戒？
从黎明到日落，穆斯林禁止吃任何种类的食物，喝
任何液体，嚼口香糖，吸烟，或进行任何形式的性
行为。 甚至禁止服用药物。

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那么那一天的禁食就不算
有效，你必须在第二天重新开始。 对于一些由于
不可预见的情况而没有开斋的日子，你需要在斋月
后补上这一天，或者为每一个没有开斋的日子给有
需要的人送上一餐。

禁食不仅仅适用于饮食。 在斋月期间，穆斯林还
应该戒除愤怒、嫉妒、抱怨和其他消极的想法和行
为。 还必须限制听音乐或看电视等活动。
在神圣的一个月里，每天会做些什么呢？
大多数穆斯林在斋月期间的典型一天包括以下内
容:
• 黎明前起床吃饭(苏霍尔)
• 进行晨祷
• 白天禁食
• 吃开斋饭 (以坲它)
• 晚祷
• 斋月期间的特别祈祷(塔拉维赫)

22023年的30天祷告会

什么是斋戒月？
个必须知道的事项

当我们在这个月停下来为穆斯林祈祷时，以下是这个
神圣月份的四个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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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的支柱
伊斯兰教是根据五个主要的“支柱”来生活的，这些支柱是所有成年
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宗教习俗。

尽管禁食，穆斯林仍然去上班或上学。 大多数穆
斯林国家在圣月期间减少工作时间，以照顾那些禁
食的人。 

日落时，会有一顿简便的餐食（(以佛它饭)）以开
斋。 大多数穆斯林去清真寺做晚间祈祷，然后诵
读另一个特别的斋月祈祷词。 

晚上，他们将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吃较大餐食。

5

1.诵读信条 (沙哈达) "除了真主，没有别的神，穆罕
默德是他的先知"。 这是婴儿出生时听到的第一句
话，而穆斯林的目标是让这些话成为他们死前说的
最后一句话。 

非穆斯林可以通过说 "沙哈达 "并真诚地表达它
的意思而皈依伊斯兰教。
2.每天做五次祈祷（salat）。 一天中的每个时间
都有一个独特的名称：Fajr、Zuhr（Dhuhr、Dhur）
、Asr、Maghrib 和 Isha。

3.天课 (zakat) 这是对穷人的义务和自愿捐赠。 
在 哈乃斐教派 （伊斯兰宗教法的一个学派）中定
义了一个奉献的公式。 天课是一个人在一年所拥
有的财富的2.5%。 如果该财富少于一个阈值，称
为 "尼萨布"，那么就不需要支付天课。
4.禁食（saum），特别是在 "神圣的 "斋月期间。
5.朝圣（hajj），一生中至少要去一次麦加。 这被
称为 "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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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3年的30天祷告会

天	 国家

1 黎巴嫩，贝鲁特
2 阿曼，马斯喀特 
3 阿塞拜疆，巴库 
4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5  俄罗斯，喀山
6  伊朗，德黑兰
7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8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9 索马里，摩加迪沙   
10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11 迪拜，阿联酋
12 阿富汗，喀布尔
13 以色列，耶路撒冷 
14 伊拉克，巴格达
15 沙特阿拉伯，麦地那

天	 国家

16 也门，萨那
17 吉布提，吉布提
18 叙利亚，大马士革 
19 伊拉克，摩苏尔
20 利比亚，的黎波里
21 突尼斯，突尼斯市
22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23 约旦，安曼
24 埃及，开罗
25 苏丹，喀土穆
26 尼亚美，尼日尔
27 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
28 拉巴特，摩洛哥 
29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30 沙特阿拉伯，麦加

以下是我们今年将代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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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鲁特，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
市之一，也是黎巴嫩的首都。 在1970年代爆发残酷的
内战之前，贝鲁特是阿拉伯世界的知识之都。 经过几
十年的国家和首都重建，这个城市重新获得了 "东方

巴黎 "的地位。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在过去十年中，150万叙
利亚难民的涌入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加上新冠状病毒大流
行、2020年8月4日毁灭性的 "贝鲁特爆炸"、严重的粮食危机、汽油
短缺和一文不值的黎巴嫩镑--正导致许多人将这个国家视为一个失
败的国家。 随着贝鲁特的情况越来越糟，教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
样有机会站起来，让自己的光芒照耀在别人面前。

黎巴嫩，贝鲁特 祈祷关注 
 ❶ 祈求和平之君在这座城市使用 
18 种语言的成千上万高举基督、
倍增的家庭教会中充满他的爱
和怜悯。 
 ❷ 求主让祷告运动大势的席卷各
家庭教会。 
 ❸ 祈求神的感动，以希望和和平冲
破暴力和破坏。 
 ❹ 为神的国度祷告，让它能够通过
梦境和异象，以及通过传道人分
享好消息来推进。

第一天	3月18日

贝鲁特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人群焦点	
贝都因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0758/LE
叙利亚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152/LE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276/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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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斯喀特是阿曼的首都，位于阿曼湾
海岸。 这个国家的内陆地区是一
片沙地、无树、无水的沙漠，而沿
海地区仍是文化和贸易中心。 阿

曼最初被命名为 "马斯喀特和阿曼"，这是
由于首都在引导国家福祉方面的重要性。 
近年来，阿曼政府加强了对耶稣信徒及其
活动的监控。 由于苏丹的法令，阿曼的耶
稣信徒面临严厉的迫害。 尽管如此，正如
该国在古代以金属加工和乳香闻名一样，
阿曼的耶稣信徒将继续这一传承，因为他
们站稳了脚跟，像铁打的一样互相磨砺，
并为万王之王带来芳香的祭品。

阿曼，马斯喀特 祈祷关注 
 ❶ 为尊崇基督、倍增的家庭教会祷告，使其在

马斯喀特的所有29种语言中倍增，特别是
在阿曼阿拉伯人和贝都因阿拉伯人中。 

 ❷ 祈求大能的医治和平安运动降临在母亲和
儿童身上。

 ❸ 为培训基地的装备、领袖的倍增，以及耶稣
的启示在该市的传播祷告。 

 ❹ 祈求神的国度以神迹、奇事和权力的形式降
临到精英阶层、王室和穷人身上。 

第2天	3月19日

人群焦点	
阿曼的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0378/MU 
贝都因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0758/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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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市，是
个新旧交替的地方。 当
你沿着老城的鹅卵石街
道行走时，火焰塔--三座

令人眼花缭乱的摩天大楼被建造
得像天空中的火焰--在老旧的店
面上空耸立。 当政府的迫害试
图扑灭首都地下教会的火焰时，
但愿 "火柱 "象征着为耶稣而燃
烧的心，这些心将升起，成为巴
库和阿塞拜疆人民的决定性特
征。

阿塞拜疆，巴库 祈祷关注 
 ❶ 为地下家庭教会在巴库派出 22 
种语言的团队，特别是去阿塞拜
疆人、鞑靼人和南乌兹别克人团
体时，祈求神给予圣经为根基的
启示。 
 ❷ 为神同在的荣耀和圣灵的能力
祷告，使新的耶稣信徒得到装
备。 
 ❸ 为地方家庭教会培训中心祈祷，
使其得到神的作战天使的保护，
并得到工具和培训的资源。 
 ❹ 为神的国度祷告，以摧毁魔鬼破
坏的工作，并为高举和平之君而
祷告。

第3天	3月20日

人群焦点	
阿塞拜疆语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0528/AJ 
鞑靼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284/AJ 
乌兹别克南部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756/AJ



哈
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国家。 它是一个具有多
元文化的国家，容纳了许多少数民族和丰富的矿产资
源。 哈萨克斯坦的人口很年轻，一半居民的年龄在30
岁以下。 哈萨克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流浪"，而后缀 

"斯坦 "的意思是 "地方"。 在被苏联统治了70多年之后，
愿这块流浪者的土地不仅能得到民族自由，也在他们天

父的怀抱中找到归宿。 
阿拉木图是一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和前首都，位于国

家的东南部，是其最大的城市。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祈祷关注 
 ❶ 为神的国度在这个城市的21种
语言中得到推进而祷告，特别是
在哈萨克人、维吾尔人和北乌兹
别克人中。 
 ❷ 求主让祷告运动大势的在阿拉
木图生根发芽，并在全国各地倍
增。 
 ❸ 为跟随耶稣的人祷告，使他们行
在圣灵的大能中。 
 ❹ 祈求神复兴这个城市的神圣旨
意。

第4天	3月21日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

人群焦点	
哈萨克族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599/KZ 
维吾尔族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755/KZ 
乌兹别克北部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039/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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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罗斯是一个充满极端的国度。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拥有许多环境、地貌和自然资源。 然而，无垠的生境
并没有转化为该国大多数人的轻松生活。 俄罗斯的
大部分历史都是少数富人和强人统治大量穷人和无权

者的残酷故事。 尽管1991年苏联解体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经
济变革，但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人不得
不忍受疲软的经济、高通货膨胀和社会弊病的困扰。 

今天，俄罗斯及其暴虐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参与了几场
代理战争，最近不顾全球的巨大反对，入侵了乌克兰。 教会必
须争取让普京在万王之王面前屈膝。 现在是上帝的儿女通过
福音的真理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获得自由的解救时刻。 

喀山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俄罗斯西部鞑靼斯坦共和
国的首都。 该市是一个主要的文化和教育中心；近一半的人口
是鞑靼人，这是一个主要在俄罗斯境内发现的、规模庞大的未
受教育的民族群体。

俄罗斯，喀山

祈祷关注 
 ❶ 为神的国度在这个城市的各种
语言中得到推进而祷告，特别是
在UUPG*的语言群体中。 
 ❷ 求主让祷告运动大势的在喀山
孕育，并在全国范围内倍增。 
 ❸ 为跟随耶稣的人祷告，使他们行
在圣灵的大能中。 
 ❹ 祈求神复兴这个城市的神圣旨
意。

第5天	3月22日

人群焦点	
鞑靼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284/RS 
乌兹别克北部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039/RS 
土库曼斯坦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654/UZ

*UUPG--未曾接触过福音的人群（一个已知没有正在进行积极的教会种植事工的人群）。



在
2015年与美国的核协议
失败后，对伊朗的经严厉
制裁使其经济削弱了，并
进一步恶化了公众对这

个世界上唯一的伊斯兰神权的看
法。 随着获得基本必需品和政府
规划的情况恶化，伊朗人民对政
府所承诺的伊斯兰乌托邦进一步
幻灭。 这些只是促成伊朗成为
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教会的众多因
素之一。 

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也是地
球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是该
国通往世界的门户。

伊朗，德黑兰 祈祷关注 
 ❶ 祈求力量和勇气在吉拉基、马赞
德拉尼和波斯的 UUPG发起荣
耀神的家庭教会。 
 ❷ 为政府、商界、教育界和艺术界
的信徒祷告，使他们能够为福音
产生影响。 
 ❸ 求主唤醒和坚固一直隐藏的信
徒，并让他们有勇气分享他们的
信仰。 
 ❹ 为神的国度能以神迹、奇事和能
力降临祷告，并为在伊朗31个省
的外展、门徒训练和教会种植的
倍增祷告。

第6天	3月23日

人群焦点	
吉拉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890/IR 
马赞德拉尼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3610/IR 
波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371/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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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累斯萨拉姆，意思是 "和平的居所"，是坦桑尼亚最大
的都市区。 虽然坦桑尼亚有显着的基督教存在，但
达累斯萨拉姆及其周边地区有许多未得福音之民。 
当历史悠久的教会在祈祷 中奋起，为他们的穆

斯林邻居站在缺口
中时，达累斯萨拉姆
将成为上帝真正的
平安统治的站点。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祈祷关注 
 ❶ 为福音的传播和古吉拉特人、东
旁遮普人和索马里人UUPG的家
庭教会倍增祷告。
 ❷ 求主让祷告运动大势的在该市
开始，并扩散到全国。 
 ❸ 为那些来自古老的教会的教友
祷告，让他们能够走出自己的舒
适区和围墙，去影响他们的邻
居。 
 ❹ 祈求神的荣耀以大能和圣洁降
临，使人贩子受罪责而感动。 

第7天	3月24日

人群焦点	
古吉拉特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982/TZ 
东部旁遮普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483/TZ 
索马里 人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983/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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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是非洲最大的国家。 尽管
撒哈拉沙漠占该国陆地面积的五分
之四以上，但该国的首都阿尔及尔是
北方的文化和企业绿洲。 由于地中

海沿岸美丽的白墙建筑而被称为 "白色的
阿尔及尔"，这个名字有双重含义，因为在

过去20年里，大量的阿尔及利亚人被耶
稣的宝血洗得洁白如雪。 即使取得了
重大进展，仍有许多工作要完成，该国
99.9%的地区仍未得到福音。 阿尔及
尔的人口为2,854,000，最大的宗教是
伊斯兰教，占96.5%。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祈祷关注 
 ❶ 在地下家庭教会派出团队时，为
他们祈求圣灵的引导和智慧，特
别是向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群
体推进的时候。 
 ❷ 为正在进行的切努阿语新约圣
经翻译工作祷告。 
 ❸ 为耶稣的崇高地位和新的耶稣
信徒祷告，让他们的思想和心灵
的得医治。 
 ❹ 为领导培训学校的建立祷告，让
新信徒能够在信心和勇气上成
长。 
 ❺ 祈求神的国度通过梦境和异象
降临，使那些被困在黑暗中的人
能够见到世界之光。 

第8天	3月25日

人群焦点	
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0379/AG 
卡比勒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399/AG 
中石家庄(伊玛目)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217/AG 
哈米安贝都因人 http://orvillejenkins.com/peoples/hamyanphantom.html 
塔贾坎特贝都因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199/AG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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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加迪沙是索马里的首都和主
要港口，是索马里最大的都
市区，位于印度洋上的赤道以
北。 四十年的内战和部族小

规模冲突对国家造成了破坏，进一步
削弱了部族关系，使索马里人民处于
分裂状态。 几十年来，摩加迪沙一直
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避难所，他们把
索马里和周边国家的耶稣信徒作为目
标。 尽管他们声称有一个中央政府，
但大多数人认为索马里是一个失败
的国家。 面对诸如此类的巨大挑战，
索马里教会仍然正在成长，跟随耶稣
的人正在勇敢地向人民分享他们的信
仰。

索马里，摩加迪沙 祈祷关注 
 ❶ 祈求在这个城市的每个社区和所有 21 种

语言中，特别是在索马里人、阿曼阿拉伯人
和南俾路支人中，能有高举基督、带来和平
的家庭教会数量倍增。 

 ❷ 祈求祷告运动将大有能力来保护和覆盖耶
稣的追随者。 

 ❸ 祈求和平之君通过培训和工具来加强耶稣
的追随者。 

 ❹ 祈求神的国度以神迹、奇事和大有能力的
降临在宗教、政府和大学领袖身上。

第9天	3月26日

人群焦点	
索马里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983/SO 
阿曼的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0378/SO 
南部俾路支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034/SO

跟随耶稣的人正在大胆地分
享他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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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
的一个多山国家。 吉尔
吉斯人是一个穆斯林突
厥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

之三，而农村则是许多未受教育
的少数民族的家园。 近年来，吉
尔吉斯斯坦的教会面临越来越
多的迫害。 1991年苏联解体后，
吉尔吉斯斯坦重新获得了宗教自
由，此后伊斯兰思想在这片土地
上重新兴起。 

比什凯克是全国最大的都市
区，也是首都。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祈祷关注 
 ❶ 为神的国度在这个城市的各种
语言中得到推进祷告，特别是在
维吾尔人、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
中。 
 ❷ 求主让大能的祷告运动在比什
凯克生根发芽，并在全国各地倍
增。 
 ❸ 为跟随耶稣的人祷告，使他们行
在圣灵的大能中。 
 ❹ 祈求神复兴这个城市的神圣旨
意。

第十天	三月二十七日

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的
教会面临越来越多的迫害人群焦点	

吉尔吉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933/KG 
鞑靼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434/KG 
维吾尔族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75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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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
拜是迪拜酋长国的首都，是组
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
的七个酋长国中最富有的一。 
迪拜被比作香港，被认为是中

东的首要贸易站。 这是一个由摩天大
楼、海滩和大企业组成的城市。 由于
其庞大的外籍人口，城市内存在着多
元宗教和宽容度。 然而，当执政的酋
长受到质疑时，政府独裁的举动遭到批判。 从伊斯兰
教改信别教的人经常受到家人和社区成员的压迫，要求他们
放弃新的信仰。 这个原因导致许多耶稣的信徒并不公开承认
他们的信仰。 现在是迪拜教会中的信徒为耶稣的信仰大胆站
出来的时候了，并将这片繁荣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成为耶稣的门
徒。

迪拜，阿联酋 祈祷关注 
 ❶ 为神的国度在这个城市的24种
语言中取得进展祷告。 
 ❷ 为海湾阿拉伯语的新约翻译祷
告。 
 ❸ 求主让大能的祷告运动在迪拜
孕育，并在全国各地倍增。 
 ❹ 为跟随耶稣的人祷告，使他们行
在圣灵的大能中。 
 ❺ 祈求神复兴这个城市的神圣旨
意。

第11天	MARCH 28

人群焦点	
日本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322/AE
纳瓦里（Halebi）吉普赛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597/AE
僧伽罗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196/MU

许多耶稣的追随者并
不公开他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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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利班于2021年8月上
台后，喀布尔（阿富汗的首
都和最大城市）的阿富汗人
一直经历了水生火热的日
子。 自2021年1月以来，已
有60多万人逃离该国，成
为为近600万的海外阿富
汗难民的一份子。 尽管有
这样的不稳定，喀布尔的
信徒们仍然坚守着，因为
阿富汗的教会是世界上增
长速度第二快的教会。

阿富汗，喀布尔 祈祷关注 
 ❶ 为耶稣的高举和新信徒的转变祷告，使他

们从恶魔的势力中被释放并得以完全。 

 ❷ 为拯救和保护战争中的孤儿祷告，并为许
多缺乏食物和需要照顾的儿童祷告。 

 ❸ 祈求神的国度以神迹、奇事和能力降临。

第12天	3月29日

人群焦点	
哈扎拉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076/AF  
阿富汗塔吉克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372/AF 
东部（北部）普什图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256/AF 
南部普什图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327/AF

自2021年1月以来，已
有60多万人逃离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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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亚伯拉罕信
仰的朝圣地，是宗教和种族冲突的温床，也是地缘政
治的焦点。 人们能看到犹太人紧贴着哭墙，期待着即
将到来的弥赛亚，以及他将重建圣殿的壮举。 同时，

穆斯林参观了他们认为是穆罕默德升上天堂并得到祈祷和朝圣
启示的地方。 同时，基督徒也在参观耶稣生活、死亡和复活的
地点。 耶路撒冷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尽管每年平均有300多
万游客访问该城市，但严重的文化和政治裂痕将以色列与他们
的邻国分开，使该地区一直在挣扎实现和平。 再加上丰富的多
原元文化和39种语言，上帝行大能的舞台就摆开了，神不仅要
治愈和改变这个城市，也会使这个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色列，耶路撒冷 祈祷关注 
 ❶ 为犹太人和阿拉伯

人之间的团结祷告，
因为他们要在下列
的人群中发起高举
基督、倍增的家庭
教会。 

 ❷ 求主让祷告运动大
势的席卷各家庭教
会。 

 ❸ 通过耶稣为弥赛亚
的宣告，为所有种
族、语言和人民之
间的和平祈祷。 

 ❹ 祈求神的国度以神迹、奇事和能力降临。

第13天	3月30日

人群焦点	
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
groups/14276/IS 
以色列犹太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267/IS 
摩洛哥犹太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374/IS 
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180/IS 
叙利亚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152/LE



巴
格达，原名 "和平之城"，是伊拉克的首
都，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城市群之一。 
当伊拉克在 1970 年代处于稳定和经济
地位的顶峰时，巴格达被穆斯林尊为阿

拉伯世界的国际中心。 在经历了过去30年似乎
不断的战争和冲突之后，这个荣誉对其人民来
说感觉是一个逐渐消失的回忆。 今天，大多数

伊拉克传统的基督教少数群体都在巴格达，
人数约为25万人。 随着空前的人口增长
和持续的经济不稳定，伊拉克的耶稣信
徒得到了一扇机会之窗，唯有弥赛亚身上
才得到属天的平安来医治他们四分五裂
的国家。

伊拉克，巴格达 祈祷关注 
 ❶ 为倍增的家庭教会祷告，以便在
伊拉克阿拉伯人、北伊拉克阿拉
伯人和北库尔德人中发起福音
运动。
 ❷ 求主让祷告运动大势的席卷各
家庭教会。 
 ❸ 为历史悠久的教会祷告，使其成
员在与他人分享信仰时，能被神
的恩典和勇气所充满。 
 ❹ 祈求神的国度能通过祷告和传
福音来推进。 

第14天	3月31日

人群焦点	
伊拉克的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247/IZ 
北伊拉克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20327/IZ
北部库尔德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877/IZ

18 2023年的30天祷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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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地那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城市。 这里是伊斯兰教的
发源地，大约1400年前，其创始人穆罕默德宣布阿拉
伯半岛上不应有其他宗教存在，从而建立了穆斯林。 
因此，麦地那是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圣城。 每年约有

200万穆斯林到麦地那和麦加朝圣，这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城
市。 然而，越来越多的沙特人对伊斯兰
教越来越失望，并通过数码媒体、海外
旅行和国内的忠实见证而归向耶稣。 随
着王储推动沙特的先进化，沙特教会得
到了一个机会，即是反对1400年前穆罕
默德的宣言，并利用他们国家内部更大
的自由，为万王之王赢取他们的国家。

沙特阿拉伯，麦地那 祈祷关注 
 ❶ 祈求能够突破，启动倍数增长的
家庭教会，为荣耀基督，并以麦
地那的24种语言，特别是在下列
人群中实现。 
 ❷ 求主让祷告运动大势的席卷家
庭教会，并让麦地那的教会成为
所有国家的祷告之家。 
 ❸ 祈求耶稣为王的启示，能够传播
到每个社区。 
 ❹ 为神的国度祈祷，让它打破黑
暗，为那些被困在黑暗中的人带
来希望。

第15天	4月1日

越来越多
沙特人对伊斯兰教
的幻想日益破灭

人群焦点	
纳吉迪	沙特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0759/SA
贝都因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0758/SA
南也门的阿拉伯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198/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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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门的首都萨那，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该国的主要经
济、政治和宗教中心。据传说，也门是由诺亚三个儿子
之一的闪所建立的。 在 6 年前残酷的内战爆发后，今
天也门陷入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自那

时起，超过四百万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战争也造成了23.3万
人伤亡。 也门目前有超过 2000 万人依赖某种形式的人道主
义援助生存。 全球教会必须在这个时刻为也门挺身而出，相
信这个国家可以活在它的传奇中，接受上帝怜悯和恩典的洪
水般的洗礼，通过耶稣的宝血改变这个国家。

萨那， 也门 祈祷关注 
 ❶ 随着教会在也门北部阿拉伯人、
也门南部阿拉伯人和苏丹阿拉伯
人之间建立起来，让我们为这个
国家带来医治和复兴祷告。 
 ❷ 祈求祷告运动席大势的卷各地
的基督徒，以抬起这个饱受战争
蹂躏的城市。 
 ❸ 祈求主怜悯这座城市，结束这场
蹂躏国家的内战。 
 ❹ 祈求神的国度通过怜悯降临，向
穷人施恩，并让他们敞开心门接
受神的国度。

第16天	4月2日

全球教会必须在这个时刻为也门挺身
而出

人群焦点	
也门北部的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715/YM 
缇哈米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484/YM 
阿拉伯苏丹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104/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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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布提共和国是一个位于非洲之角的小
国，战略位置优越，石油资源丰富。 
在法国统治下，这个国家被称为法属
索马里兰，直到1977年该国从欧洲定

居者手中获得独立。 吉布提国家的地貌崎岖
不平，从南部的干旱沙漠平原到北部的郁郁
葱葱的山脉。 全国最大的四个民族是索马里
人、阿法尔人、阿曼人和也门人--他们都是非
洲之角和阿拉伯半岛上未曾接触过福音的
人群。 与东北部和东南部的邻国相比，吉

布提更加的稳定和拥有更便捷的交通，是
教会赢得东非和阿拉伯未得之民群体的
一个关键地点。 吉布提也是首都的名

字。

吉布提，吉布提 祈祷关注 
 ❶ 为神的国度在这个城市的24种
语言中取得进展祷告。 
 ❷ 为塔齐亚丁阿拉伯语的新约圣
经翻译祷告。 
 ❸ 求主让大能的祷告运动在吉布
提生根发芽，并在全国倍增。 
 ❹ 为跟随耶稣的人祷告，使他们行
在圣灵的大能中。 祈求神复兴
这个城市的神圣旨意。

第17天	4月3日

人群焦点	
阿法尔（达纳基尔）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486/DJ 
也门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198/DJ 
索马里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983/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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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霍姆斯是叙利亚2011年起义的主要中心和内
战的开始，也是该国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 首都因其美丽而被加
冕，被称为 "东方明珠"。 自战争开始以来，这两个城市都遭受了
很多损失和退化。 巴沙尔-阿萨德仍然掌权的情况下，医治和改

造叙利亚的唯一希望是耶稣的福音。 值得庆幸的是，据说许
多叙利亚人在逃离该国时，在梦中和异象中有弥赛亚向他们
显现。 随着国家在阿萨德的压迫性控制下，冲突已经减少，
而且随着国家的稳定，出现了一个机会，跟相信耶稣的叙利
亚人可以返回他们的家园，与他们的人民分享一这颗永不褪
色、永不朽的大无价珍珠。

叙利亚，大马士革 祈祷关注 
 ❶ 为暴力的结束祷告，并为大马士革和霍姆

斯的31种语言，特别是以下列举的人群中，
让高举基督、倍增的家庭教会祷告。

 ❷ 为难民、穷人和生活破碎的人祈祷，让他们
奉耶稣的名找到希望和医治。 

 ❸ 为神的国度祷告，让它通过神迹、奇事和
大能在军事、商业和政府领导人中得到推
进。

第18天	4月4日

人群焦点	
阿拉伯叙利亚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152/SY
北部库尔德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877/SY 
伊拉克北部的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20327/IZ 
阿拉维派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8805/SY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276/SY

许多叙利亚人报告说弥赛
亚向他们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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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伊拉克在1970年代处于其稳定
和经济地位的顶峰时，穆斯林
将这个国家尊为阿拉伯世界的
国际中心。 在经历了过去30年似乎不断的战争和

冲突之后，这个荣誉对其人民来说感觉是一个逐渐消失的回
忆。 随着空前的人口增长和持续的经济不稳定，伊拉克的耶
稣信徒得到了一扇机会之窗，唯有弥赛亚身上才得到属天的平
安来医治他们四分五裂的国家。 

摩苏尔是尼尼微省的首府，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 人口一
直以来由库尔德人和相当数量的阿拉伯基督教徒组成。 经过
许多种族冲突，该城市在2014年6月落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
兰国（ISIL）之手。 2017年，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终于打退了
逊尼派叛乱分子。 从那时起，人们一直在努力恢复这个饱受
战争蹂躏的地区。

伊拉克， 摩苏尔 祈祷关注 
 ❶ 为神的国度在这个城市的14种
语言中得到推进祷告，特别是在
下列的人群中。 
 ❷ 为那些献身在全国建立教会和
分享福音的团队祷告；为他们得
到神的保护以及智慧和勇气而
祷告。 
 ❸ 祈求祷告运动大势的席卷各地
的基督徒，以抬起这个饱受战争
蹂躏的城市。 
 ❹ 为跟随耶稣的人祷告，使他们行
在圣灵的大能中。 祈求神复兴
这个城市的神圣旨意。

第19天	4月5日

人群焦点	
阿拉伯叙利亚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152/IZ 
北部库尔德人(Behdini)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877/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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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大都市，位
于西西里岛以南，撒哈拉沙漠以北。 在1951年
独立之前，该国断断续续地被外国统治了两千
多年。 由于其气候干旱，利比亚的经济几乎完

全依赖外援和进口--直到1950年代末才发现了石油。 自
穆阿迈尔-卡扎菲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兴衰以来，国家一直在
努力结束残余的纷争并建立国家机构。 在现有的教会中，许
多耶稣的信徒受到严重迫害或被杀，留下的都躲藏起来。 尽
管有这样的苦难，在这个时刻，利比亚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无与
伦比的机会，让教会勇敢地站起来，为耶稣夺取这个国家。

利比亚，的黎波里

祈祷关注 
 ❶ 为这个城市中使用27种语言的数
以千计彰显基督的、倍增的家庭
教会祷告。 
 ❷ 求主让祷告运动大势的席卷各
家庭教会。 
 ❸ 为的黎波里祷告，让它成为一个
发送地，以耶稣的拯救能力影响
整个国家和地区。 
 ❹ 为神的国度祷告，以摧毁魔鬼的
作为。

第20天	4月6日

许多耶稣的追随者遭到严重迫害或杀害，
并继续躲藏起来

人群焦点	
阿拉伯利比亚(特里波利坦)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3169/LY 
昔兰尼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454/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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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尼斯是突尼斯的首都，也是该国最大的
城市。 突尼斯的地中海海岸线四通八
达，战略位置优越，历来吸引了无数征
服者和游客。 在1956年获得独立后，

突尼斯的人口在几十年间翻了一番。 尽管国
家最近很繁荣，但伊斯兰教仍然占主导地
位，信徒们经常受到严厉的迫害。 现在是
时候与突尼斯人民站在一起，宣扬耶稣的胜
利，这将给他们的土地带来真正和持久的
解放。

突尼斯，突尼斯市 祈祷关注 
 ❶ 为神的国度在这个城市的11种
语言中得到推进祷告，特别是在
突尼斯阿拉伯人和肖亚人中。 
 ❷ 祈求在突尼斯孕育出大有能力
祷告运动，并在全国各地倍增。 
 ❸ 为跟随耶稣的人祷告，使他们行
在圣灵的大能中。 
 ❹ 祈求神复兴这个城市的神圣旨
意。

第21天	4月7日

现在是与突尼斯人民站在一起，宣扬耶
稣的胜利的时候了。

人群焦点	
突尼斯的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641/TS 
沙维亚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899/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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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亚的斯亚贝巴，位于国家中
心的丘陵和山脉环绕的水源充足的高原上。 这个大都市是埃
塞俄比亚的教育和行政中心，也是东非大部分地区的制造中
心。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经历了上
帝的大能行事。 1970年，全国
约有90万名承认为福音派教徒，
约占总人口的3%。 今天，这个
数字超过了2100万。 作为非洲
之角人口最多的国家，埃塞俄比
亚完全有能力成为向其许多未得福音之民的部落和邻国的派
遣国。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祈祷关注 
 ❶ 为神的国度在这个城市的14种
语言中取得进展祷告。 
 ❷ 为哈拉里语的新约圣经翻译工
作祷告。 
 ❸ 求主让祷告运动大势的在亚的
斯亚贝巴生根发芽，并在全国各
地倍增。 
 ❹ 为跟随耶稣的人祷告，使他们行
在圣灵的大能中。 
 ❺ 祈求神复兴这个城市的神圣旨
意。

第22天	4月8日

埃塞俄比亚完全有能力成
为一个派遣国

人群焦点	
阿尔西（Arusi）奥罗莫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9652/ET 
哈拉格-奥罗莫（东奥罗莫的伊图）。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286/ET 
塞拉勒（图莱玛）奥罗莫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624/ET 
索马里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983/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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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关注 
 ❶ 为福音的传播以及在巴
勒斯坦阿拉伯人、纳吉
迪阿拉伯人和北伊拉克
阿拉伯人中倍增的家
庭教会祷告。 
 ❷ 为神的国度在安曼
的17种语言中得到
推进祷告。 
 ❸ 求主让祷告运动大势
的在该市诞生，并在
全国各地倍增。 
 ❹ 祈求神复兴这个城市
的神圣旨意。

约
旦是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多岩石的沙漠国家。 这个国
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占据着一片古老的土地，上面
有许多文明的痕迹。 该地区与古巴勒斯坦被约旦河
隔开，在《圣经》历史上扮演了显要的角色。 圣经中

古老的摩押、基列和以东王国都在其境内。 它是阿拉伯世界
中政治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尽管它与该地区有着相同的难
处。 绝大多数的人是阿拉伯人。 

首都安曼，是约旦的主要商业、金融和国际贸易中心。 该市
建在阿基伦山脉东部边界的连绵山丘上。 安曼是亚扪人的 "
王城"，可能是大卫王的将军约伯占领的高原之上的卫城。 在
大卫王的统治下，亚扪人的城市变成了废墟，经过几个世纪的
重建，成为今天的当代城市。 尽管约旦是中东地区的和平港
湾，它却是一片在属灵黑暗中的土地。 因此，必需要有新的
征服，在这个征服中，大卫的儿子孙将用上帝的真光照亮约旦
国。

约旦，安曼
第23天	4月9日

人群焦点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715/YM 
纳吉迪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484/YM 
伊拉克北部的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104/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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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罗在阿拉伯语中被翻译为 "胜
利者"，是埃及的首都，也是非
洲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地区。 开
罗是一座位于尼罗河畔的庞大

古城，是许多世界文化遗产、历史人物、
民族和语言的所在地。 大约10%的埃
及人承认自己是科普特基督徒，尽管来
自穆斯林多数的宗教不容忍和宗教包
袱使到现有的基督教分支无法推广。 
埃及也是170万孤儿的家园，他们中的
大多数人在开罗的街道上游荡，靠乞讨
或小偷小摸为生。 这些挑战为胜利之
城的耶稣追随者网络提供了一个难以
置信的机会，他们可以收养一代人，兴
起一支远超征战者的军队。

埃及，开罗 祈祷关注 
 ❶ 当地下家庭教会向这个城市的31
种语言派遣团队时，请为他们的
胆量和勇气祷告，特别是向埃及
阿拉伯人、赛义德阿拉伯人和利
比亚阿拉伯人。 
 ❷ 为教会之间的团结祷告，并为来
自传统和东正教背景的基督徒
在分享福音时的胆量祷告。 
 ❸ 为神的国度能够渗透到大学、咖
啡馆、家庭和工厂各处祷告。

第24天	4月10日

人群焦点	
埃及的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722/EG 
赛义德（上埃及）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643/EG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3169/EG

大约有10%的埃及人认自己
是科普特基督徒。



292023年的30天祷告会

苏
丹的首都喀土穆是非洲东北部的一个大型通信枢
纽。 在2011年南方分离之前，苏丹是非洲最大的国
家。 经过几十年的内
战，该国签署了一项协

议，将以基督教为主的南部与穆
斯林为多数的北部分开，后者自
1960年代以来一直在努力成为
一个伊斯兰国家。 苏丹是一块
成熟的收割田，是数百个未得福
音之民族的家园。 作为一个主
要的贸易中心，喀土穆是国家的
苗圃。

祈祷关注 
 ❶ 为异象和领导获取突破祷告，让
这个城市的34种语言有数以千
计荣耀基督、倍增的家庭教会，
特别是在所列的UUPG中。 
 ❷ 祈求建立 24/7 祈祷，并为耶稣
的追随者打开心扉，让他们听到
来自天堂的声音。 
 ❸ 为领导培训学校的发展祷告，并
为派往社会各个区域的教会建
立者祷告。 
 ❹ 祈求神的国度以神迹、奇事和能
力降临。

第25天	4月11日

人群焦点	
苏丹的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104/SU 
贝佳族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026/SU 
坲尔族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779/SU 
加利安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787/SU 
古海纳族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976/SU

苏丹，喀土穆

苏丹是一块成熟的收割田，是数百
个未得福音之民族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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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日尔是非洲西部的
一个内陆国家。 尼
日尔是全球出生率
和人口增长率最快

的国家之一，超过75%的居
民在29岁以下，同时也是最
贫穷的国家之一。 

尼亚美位于尼日尔河沿
岸，是该国的首都。 这个城
市有一些工业，但大多数人
在服务业工作。 尼亚美是
大清真寺的所在地，穆斯林
人口占多数。

尼亚美，尼日尔 祈祷关注 
 ❶ 为神的国度在这个城市的所有
UUPG中的推进祷告。 
 ❷ 祈求在尼亚美孕育出大能的祈
祷运动，并在全国各地倍增。 
 ❸ 为跟随耶稣的人祷告，使他们行
在圣灵的大能中。 
 ❺ 祈求神复兴这个城市的神圣旨
意。

第26天	4月12日

人群焦点	
扎尔马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6100/NG 
沃达贝富拉尼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20064/NG
北部豪萨语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070/NG 
索科托（尼日利亚）富拉尼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0949/NG

尼日尔是全球出生率和人口
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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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什干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和
中亚最大的城市，是该地区的
主要经济和文化中心。 乌兹
别克斯坦在八世纪落入阿拉伯

人之手后，在中世纪被蒙古人夺取，在
1991年苏联解体后终于获得独立。 从
那时起，乌兹别克斯坦在生活的各方面
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甚至在2019年被评
为世界上改进步最多的经济体。 尽管
取得了这样的进展，但教会在全国范围
内基本上受到压制，被迫向政府登记，
政府试图限制和控制敬拜群体的活动
和发展。 在政府试图收紧对萌芽中的新教团体的控制时，乌
兹别克教会有机会通过不惜一切代价顺从主来展示耶稣的真
正价值。

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 祈祷关注 
 ❶ 为在北乌兹别克、南乌兹别克和
土库曼的家庭教会中倍增尊崇
基督、倍增的家庭教会祈求。 
 ❷ 求主让每一位信徒都能发出由
圣灵授权、以圣经为基础、受恩
膏的强大祷告运动。 
 ❸ 求主让工人从庄稼地里出来，让
各家庭得到福音，让社区受到福
音的影响。 
 ❹ 为神的国度通过梦境和异象取
得进展祈祷，并为耶稣在信徒的
心中得到高举祈祷--让他们在耶
稣里找到保障。

第27天	4月13日

人群焦点	
乌兹别克北部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039/UZ 
乌兹别克南部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201/UZ
土库曼斯坦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5654/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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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巴特是摩洛哥的首都，也是该国的四大皇城之一，是
一个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大型城市区域。 尽管这个国
家正在迅速发展并经历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摩洛哥
仍以生活条件艰苦、极端贫困、童工和宗教迫害而闻

名。 尽管有这些挑战，今
天许多摩洛哥人正通过广
播节目和柏柏尔语的赞美
音乐获认识，相信耶稣。 
这些追随耶稣的人也在集
结，组成培训中心，向他
们的国家传教。

拉巴特，摩洛哥 祈祷关注 
 ❶ 为神的国度在这个城市的12种
语言中取得进展祷告，特别是在
所列的人群中。 
 ❷ 求主让祷告运动大势的在拉巴
特诞生，并在全国各地倍增。 
 ❸ 为跟随耶稣的人祷告，使他们行
在圣灵的大能中。 
 ❹ 祈求神复兴这个城市的神圣旨
意。

第28天	4月14日

摩洛哥人开始信奉耶稣人群焦点	
中央西勒哈	(伊玛目)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217/MO 
杰巴拉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336/MO 
阿拉伯化的柏柏尔人和摩洛哥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3819/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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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斯兰堡是巴基斯坦的首都，位于印度
的边界附近。 这个国家在历史和文
化上与伊朗、阿富汗和印度有关。 
自1947年获得独立以来，巴基斯坦

一直为实现政治稳定和维持社会发展而奋
斗。 据估计，这个国家是400万孤儿和350万
阿富汗难民的家园。 卡拉奇的耶稣信徒经
常受到严重的迫害。 自从2021年巴基斯坦
政府和著名恐怖组织之间的对话解散以来，

针对耶稣信徒的袭击急剧增加。 现在是基督
的新妇与巴基斯坦教会站在一起，为福音在伊

斯兰堡每一个未得之族中的推进而祈祷的
时候了。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祈祷关注 
 ❶ 为神的国度在这个城市的18种
语言中得到进而祷告，特别是
在所下列的人民团体中得到进
展。 
 ❷ 祈求祷告运动大势的席卷各地
的基督徒，将这个饱受战争蹂躏
的城市抬起。 
 ❸ 为跟随耶稣的人祷告，使他们行
在圣灵的大能中。 
 ❹ 祈求神复兴这个城市的神圣旨
意。

第29天	4月15日

人群焦点	
西方旁遮普人 https://peoplegroups.org/explore/GroupDetails.aspx?peid=6420 
南方旁遮普人 https://peoplegroups.org/explore/GroupDetails.aspx?peid=6405 
辛德人	https://peoplegroups.org/explore/GroupDetails.aspx?peid=6400
西俾路支 https://peoplegroups.org/explore/GroupDetails.aspx?peid=6419



34 2023年的30天祷告会

麦
加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也是数以亿计的穆斯林每天
向其祈祷的宗教中心，是伊斯兰教中最神圣的城市。 
伊斯兰教大约在1400年前起源于沙特阿拉伯国家，当
时创始人穆罕默德宣布阿拉伯半岛上不应该有其他宗

教。 每年约有200万穆斯林到麦加和麦地那朝圣，尽管越来
越多的沙特人对伊斯兰教越来越失望，并通过数码媒体、海外
旅行和国内的忠实见证来信耶稣。 随着王储推动沙特的先进
化，沙特教会得到了一个机会，
即是反对1400年前穆罕默德的
宣言，并利用他们国家内部更大
的自由，为万王之王赢取他们的
国家。

沙特阿拉伯，麦加 祈祷关注 
 ❶ 为耶稣得着荣耀祷告，并为圣灵
带领的、尊崇基督的、倍增的家
庭教会在这个城市的24种语言
中诞生祷告，特别是在纳吉迪沙
特人、希贾兹沙特人和阿曼阿拉
伯人中。 
 ❷ 求主让地球上的各国为这个伟
大的城市兴起强大的祈祷运
动。 
 ❸ 为启示的爆发和天使的拜访祷
告。 
 ❹ 为神的国度祈求，通过沙特的祷
告勇士为他们的政府官员站在缺
口上，使神的国度得以推进。

第30天	4月16日

每年约有200万穆斯林到麦
加朝圣。

人群焦点	
纳吉迪	沙特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0759/SA 
沙特的希贾兹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4784/SA 
阿曼阿拉伯人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0378/SA



神灵之夜	4月17日
卡德尔节”神灵之夜 "是为了庆祝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获得《古兰经》中的第一节经文的启示。 这是
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在这个夜晚所做的祈祷和善行被认为比一千个月内所做的所有祈祷和善行都
更有价值。

这个夜晚也被称为 "命运之夜"，因为许多人认为他们下一年的命运会在此时决定。 因此，对于穆
斯林来说，在这个夜晚祈祷宽恕和祝福尤为重要，许多人会整个夜晚都进行祈祷。有些人甚至在斋月的
最后十天都呆在清真寺，以免错过这段时间。

关于 " 卡德尔"的日期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它最有可能在斋月的最后十个晚上发
生，以奇数晚上的可能性更大。 根据许多穆斯林学者的说法，在这几个奇数的夜晚中，27日的夜晚（也
就是斋月27日的前夜，因为伊斯兰教的一天是从夜幕降临开始的）是最有可能的。

人们还认为，天使在这个夜晚不断地往返于天堂和地球之间，在信徒们祈祷时向他们赐予和平安和祝
福。

❶ 在 " 卡德尔节"期间，穆斯林要以专注寻求真主。 祈求神在梦境和异象中向他们奇迹般地显
明自己。

❷ 许多穆斯林在这个夜晚为自己的罪过寻求宽恕。 祈求他们能得到耶稣的显明，他是上帝的
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29）。

❸ 为这个命运之夜祷告，让耶稣的信徒有机会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福音。

如何在这夜
晚祈祷

352023年的30天祷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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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斯林迎接斋月结束时请为他们祷告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将从本周末开始庆祝为期三天的 开斋节 假期。 虽
然确切的日期取决于对新月亮的出现，但开斋节可能会在4月21日星期
五开始。

在
接下来的几天里，穆斯林将在当地的清真寺或其他聚会场所
参加祈祷，庆祝斋月的结束，并以特别的宴席来结束斋戒。 多
数人会穿上他们最好的新衣服，去拜访朋友和家人，祝他们开
斋节快乐。

在许多国家，穆斯林在这个时节有给穷人送钱和食物的传
统。 许多人会向儿童赠送糖果或金钱。 这就是这个节日有
时被称为甜蜜开斋节的原因。 这是一个幸福、快乐的节日，
有点类似于庆祝圣诞节。

如果你有穆斯林朋友、邻居或同事，一定要热情地问候
他们 "Eid Mubarak"（"祝福开斋节"），并询问他们如何庆
祝。 或者到他们家里作客--这是这个季节里友谊和庆祝的
表达方式。

最后，请记得，你的祈祷能改变他人的一生。不仅在这段时
间，也要全年为他们祈祷。

谢谢你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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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但却很难实现，因
为伊斯兰教已经成为
地球上最令人恐惧的
宗教之一。 这种恶誉

源于长期以来的征服战、强迫
皈依、歧视他族和恐怖主义的暴
行，这些行为每天都在我们的新
闻媒体上流传。

这样的思想并不
限于基督徒。 印度

教徒、中国人、社会主
义者和佛教徒都有这

样的观点。 伊斯兰
教对 "外人 "的偏激，使到自己与
地球上每一个非穆斯林民族区
分开来。

然而，穆斯林并不是伊斯兰
教。 穆斯林是个人，是男人和
女人，是男孩和女孩。 几个
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地方
的穆斯林把自己孤立在自己

的社区内，这些社区强化了他
们认为基督教徒是无知的、世
俗的、是世轻易向世界妥协的
享乐主义奴隶这样的刻板印
象。这种偏见是需要受到反驳
的。

对我们来说，恐惧、逃亡、甚至与穆斯林
斗争都是很自然的反应。 但是，当我们
这样做时，我们就遵循了伊斯兰教几个世
纪以来一直使用的剧本，就是将基督徒描
述为必须与之争辩或逃避的 "外人"。

要爱穆斯林最直接途径就是为他们祈
祷。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承续了上帝

的心意。 上帝如此爱穆斯林，甚至派遣他的独生子来
到这个世界，去爱他们，宽恕他们，并拯救他们。

当我们为穆斯林祈祷时，我们发现我们的心意开始改
变。 我们开始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他们不再是
不知名的危险和威胁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者。 他们是男
人和女人，是男孩和女孩，他们迷失了——就像我们曾
经迷失一样——也需要一位救主。 

我该怎么做？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
承续了上帝的心意。 

基督徒常问：“我怎样才能参与神现今在穆斯林中前所未有的工作呢？” 答
案很简单，"去爱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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