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印度教信徒及
穆斯林分享福音 



印度Himachal 省個人談道 



分享個人見證 



傳福音 



決志禱告 
27+ 人信主 



受洗歸入主名 



按手禱告 



奉獻 



為新的教會領袖禱告 



90＋人信主 



國際恩友服務社—印度事工 
等候註冊 



王醫生檢查病人 



向每位病人傳福音 



160 + 270 + 310 = 740 牙科病人 
絕大多數都做了決志禱告 



清邁的清真寺 



2009年一名沙烏地阿拉伯的學生
在華人學生佈道會中信主 



在中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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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穆斯林的迷思 
所有的穆斯林都是阿拉伯人 
所有的穆斯林都住在中東 
穆斯林對耶穌不感興趣 
穆罕默德是惡魔，安拉是撒但 
所有的穆斯林都撒謊，說伊斯蘭是和
平的 



1. 為穆斯林禱告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校園書房） 
宣教日引：如何為穆斯林禱告

http://www.missionpathway.org 
禱告手冊 

http://www.missionpathway.org/


2. 進行有關穆斯林的研究 
網站的資料收集與彙整：人口、集中地區
、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經濟狀況、風俗
習慣、附近其他族裔的教會狀況 

邀請宣教士分享 
書籍及其他影音文物（中文較少） 



3. 訪宣 
以走禱 (Prayer Walk) 或背包客的小型團體
方式實地考察，回來後在教會裡分享特殊
感動與看見。 

 
4. 奉獻 
給專門從事穆斯林宣教的機構，包括非華
人的機構。可以參考「走進伊斯蘭世界」
這本剛出版的完整宣教叢書中提到的一些
機構。 



5.參與宣教機構的策略聯盟：分享、短宣或培訓 
 可以先從近文化做起，再走入跨文化的宣教。印尼是

世界上伊斯蘭教信徒數目（約有2.04億）最多的國家
，巴基斯坦有1.78億伊斯蘭教信徒，世界第二大國的
印度也有1.77億，孟加拉有1.48億。 

 有些得天獨厚的地區有許多伊斯蘭教信徒從外地來此
工作，例如印尼的工人與傭人遍布鄰近東南亞國家或
地區，美國南加州也有將近15萬的穆斯林。因此在這
些區域的華人教會有相當多的機會認識他們並向他們
分享福音。 

 許多穆斯林的國家與族群當中已經有許多華人在那裡
生活，這些華人具備語言便利、工作許可、與謀生能
力。可以先在這些華人中間建立一個有宣教異象的健
康教會，再將福音帶給當地的穆斯林。 



6. 提供宣教的課程，使信徒有合乎聖經的世界觀，
以行動參與宣教 

 Kairos（把握時機） 
 Perspectives: http://www.perspectives.org/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走進伊斯蘭世界) 

http://www.perspectives.org/


7.差派跨文化的長期宣教士 
 有少數華人機構和教會在默默的並低調的進行，
這幾年來逐漸看到穆斯林的事工對象從中國轉向
其他國家與地區 

 在中東與北非的國家中有相當比例的跟隨耶穌基
督的信徒，例如埃及有18%，卡達14%，巴林9%
，吉布地 6%，敘利亞10%，約旦6%，沙烏地阿
拉伯5.5%。可以與這些國家中的教會同工，一起
開展穆斯林的福音工作。 



8. 發展工作平台 
 有些國家不提供宣教士的入境簽證，因此擁有合
法的工作簽證是必須的。可以透過國際間的教會
與機構結盟，提供工作機會給對穆斯林福音工作
有負擔的弟兄姊妹，以生活化的傳福音方式進入
這些地區。 

 



為穆斯林禱告 



禱告的預備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 」耶立米書 29:12 

求神： 

 從新點燃我們對神的愛 

 赦免我們虧缺神的榮耀並行公義 

 顯出我們的需要與缺乏，使我們完全且迫切的倚靠
神  

 為那些阻撓我們跟隨神的原因悔改：罪、不信、專
心在其他的事物、自私 

 感謝神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 並對我們不傳福音而
悔改 

 賜給我們合乎聖經的世界觀， 為神的緣故大發熱心 

 憐憫尚未得救的穆斯林，並使我們充滿無比的樂觀 



祈求基督徒可以向穆斯林傳福音 
「人在列邦中要說：耶和華作王！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

他要按公正審判眾民。」  詩篇 96:10 

求神： 

 喚醒教會對神全世界的目的 

 使教會和好，基督徒們可以在悔改、赦免、與信
心上合一 

 醫治教會的分裂，當世界觀察我們彼此相愛時才
會看到福音的能力 

 除去教會不傳福音的障礙：莫不關心、偏見、信
心不夠 

 不再只是將金錢花在教會的本身 

 幫助貧困的，扶助被欺壓的 

 向觀看的世界彰顯祂的榮耀 



為穆斯林背景的信徒禱告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約翰福音17:4 

求神： 

身體與靈命的保守 

即使在逼迫中仍有勇氣與犧牲來作見證 

道德的純潔與抵擋試探的力量  

重建家庭的關係 

屬靈成長與成熟的領導能力 

相交與門徒造就 

合乎信仰的婚姻與家庭組成 



祈求穆斯林對福音有好的反應 
「主啊，你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你；他們也要榮耀你

的名。」詩篇86:9 
求神： 
 將「平安之子」及敬畏神的公義的領袖置於穆

斯林國家的高位 
 將每種語言的聖經分發出去 
 在穆斯林中賜給他們異象及異夢，醫治並行神

蹟奇事 
 在穆斯林區域中給予基督徒更多作見證的空間 
 打開穆斯林的門，心，與頭腦 
 將工人從西方及第三世界差派到穆斯林當中 
 興起特殊才能與技巧的工人到穆斯林中完成神

的工作 
 向本國中穆斯林的國際學生傳福音， 並差派他

們回家鄉成為有效的見證 



為穆斯林的族群禱告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
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

衣，手拿棕樹枝，」啟示錄7:9 

 阿拉伯族群 
o 阿拉伯人，柏柏爾人，
貝多因人，埃及人，及
在馬格里布與阿拉伯半
島的圖瓦雷克人  

 亞撒哈拉地區族群 
 位於非洲之角及法語圈
/西非的蘇丹人與索馬
利亞人 

 突厥族群 
o 土耳其人與中亞人 

 印度-伊朗族群 
o 庫德人，波斯人，塔吉
克人，與阿富汗人 

 印度-雅利安族群 
o 孟加拉人，巴基斯坦人，
與印度的穆斯林 

 馬來族群 
o 馬來人，印尼人，與菲
律賓人 

 歐亞大陸穆斯林族群 
o 波士尼亞人與高加索人 



為歷史的高潮禱告 
「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

般。 」哈巴谷書2:14 

求神： 
 撒但被綑綁，牠的權勢破滅，牠的鬼魔潰敗 
 每一個穆斯林的族群中都有許多成熟門徒的教
會被建立 

 神從先前是穆斯林的人們中得到新的讚美 
 神的愛、憐憫、與公義便暢行在穆斯林中間 
 穆斯林在神的國度裡找到他們的基業 
 神在全地得到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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