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斋戒月2022
祈祷手册

斋戒月是伊斯兰教一年中最神圣的月份。
今年的斋戒月是从4月2日到5月1日。穆斯
林特别分别出时间，透过祈祷和斋戒来寻
求属灵的真理。请在这30天里与我们一
起为中国丝路的穆斯林百姓祈祷－回族、 
维 吾 尔 族、哈 萨 克 族、东 乡族、柯尔 克 
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保安族、乌兹别 
克族、和塔塔尔族。

这份祷告日引是以一位基督徒约翰和他
的穆斯林朋友阿里之间的对话为主。

内容取材于真实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
并 学 习更 多关 于中国 穆 斯林 的 生 活 和 
信仰。



第1天
4月2号 | 星期六

友誼谊
阿里总是以"As-salamu alaykum"和约翰打 
招呼，意思是”愿你平安”。

“谢谢你的祝福，”约翰说。”很高兴见到你。 
愿主祝福你，也赐你平安”。

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对话常常充满误解和 
紧张。

祈求主培养我们以温柔和尊重说话的能力， 
就像阿里和约翰说话的方式一样。



第2天
4月3号 | 星期天

斋戒月
約翰
阿里，斋戒月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阿里 
在整个斋月期间，我们会致力于我们的信仰、 
祷告、慈善和禁食。从日出到日落，我们会远离
食物、饮水和其他的娱乐，也会邀请客人来我 
们家。通过这些行为，我们可以锻炼节制，也可
以给自己有行善和反思的机会。

斋戒月对 我们非常重要，我们相信所 做的这 
一切，对于可以活出一个纯洁的生活，并为我们
的罪请求赦宥是至关重要的。

为在斋月期间，当穆斯林履行这些功修的时候，
可以遇见主祷告。



第3天
4月4号 | 星期一

潔淨

阿里
自从我认识你，我知道我们都相信主，也都尽力
过着纯洁的生活。

約翰  
我真的很荣幸你认为我是一个纯洁的人。

我们可以多谈谈这个话题吗？我能告诉你我如
何努力成为一个过着纯洁生活的人吗？

为在斋月期间，当穆斯林履行这些功修的时候，
可以遇见主祷告。

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邻舍、同事和朋友讨论
信仰时祷告。有时容易陷入争论或捍卫我们的 
观点。

当穆斯林愿意与我们谈论重要的话题时，愿基
督徒学会如何以恩慈和友谊来回应。



第4天
4月5号 | 星期二

回族 

約翰 
你可以为我介绍回族吗？

一位生活在回族當中的基督徒
回族 是中国最 大的穆斯林民族，人口1000-
1400万。回族聚居在中国各地的社区中，其中
最大的群体在西北地区。

回族是唯一以普通话为母语的少数民族。大多
数中国人会通过商业或清真面馆在当地遇到回
族人。他们的一些特色食物是馓子——两米长
的油条，层层折叠而成的麻花；油饼——油炸
圆面包；还有烩菜——炖肉。



第4天
4月5号 | 星期二

回族是一个多样性的民族。在中国的某些地方，
回族人像他们的汉族（主流）中国邻居，因为他
们有相同的衣着和相貌。但回族社区生活中最
重要的部分仍然是清真寺和伊斯兰习俗，每个
回族都保持清真饮食。在中文中，“清真”一词
被翻译为“干净和纯净”。

祈求基督徒有机会与回族邻居交朋友。

愿回族人深刻认识自己蒙神宠爱的身份。

也为因工作或学习而在地理上分离的回族家庭
祈祷。愿他们能够跨越距离，将彼此铭记于心。



第5天
4月6号 | 星期三

友誼谊 

阿里
你还记得上个月，你邻居的洗衣机坏了？我很 
惊讶，你允许他们家人来使用你的洗衣机。他们 
每天都来这里用它，你似乎并不介意。我看得 
出来，你真的很关心你的邻居。

作为基督徒，当我们试图帮助他人了解上帝的
爱时，我们可能会忽略善行的重要性。

祈求中国西北的基督徒，能在实际的善行中彰
显上帝的爱。



第6天
4月7号 | 星期四

齋戒月 

約翰
你会和家人一起过斋月吗？

阿里
我们每天晚上都享用大餐，以纪念斋月每日斋
戒的结束。您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我的家人抱
怨说他们在斋月期间总是因为食物美味而体重
增加！斋月对我们整个社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
时刻。我们甚至邀请邻居和我们一起在家里吃
晚餐。

我儿子在外省工作。我担心他今年不会斋戒，因
为他工作太忙了。我还担心他不会有人和他一
起吃晚餐，因为他不认识该地区的其他穆斯林。
但他会请假，这样他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参加开
斋节，这是斋月结束时的盛大节日。



第6天
4月7号 | 星期四

祈求主，当斋月期间，穆斯林和家人邻舍们每天
晚上一起用餐时，主和他们同在。也为那些因
着工作或求学在外的家人祷告，即使因着距离 
遥远，他们仍然可以保有良好的关系。



第7天
4月8号 | 星期五

伊瑪目 

約翰
在你们的社区中，谁是领袖？

阿里
在我们穆斯林的社区，伊玛目是领袖。他们在清
真寺工作，并通过带领祈祷为我们的社区服务。
他们教人们背诵古兰经。

当捐款给清真寺时，阿訇会将钱分发给有需要
的人。当动物被宰杀时，伊玛目会拿着刀。他们
需要在那一刻做特别的祈祷，这样肉才能被我
们认为是纯净的。

为伊玛目祈祷，当他们尽力以正义和智慧领导
他们的社区。



第8天
4月9号 | 星期六

維吾爾族 

約翰
你可以和我描述一下维吾尔族吗？

一位生活在維吾爾族當中的基督徒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新疆，有少
部分在中亚和中东。

维吾尔语和突厥语有关，是用阿拉伯文字书写。
现今的维吾尔族，很可能是居住在中亚、新疆和
蒙古的突厥人的后裔。

维吾尔族传统上是务农和经商，今日很多维吾
尔人是杰出的企业家。维吾尔族在音乐、舞蹈 



第8天
4月9号 | 星期六

和优美的文学上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达卜”
（dap）是他们跳舞时使用的手鼓。

十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对维族文化产生巨大的
影响。

赞美主，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有丰厚多元的文化
和传统。

愿维吾尔人知道，他们在主的眼中是珍贵的。

为面临艰难景况的的维吾尔族祷告,他们有人与
家人分离。祈求主赐给他们安慰和盼望。



第9天
4月10号 | 星期天

跟隨爾撒 

阿里
你告诉我说，你是尔撒(耶稣)的跟随者，那是什
么意思？

約翰
它的意思是，我愿意将我生命的全部都献给 
耶稣。我 每天都 在研 读祂在圣经里的教导； 
我祈求祂帮助我，以爱和尊重对待他人。我一
切的需要都倚靠上帝，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会垂
听我的祷告，当我需要赦宥或是智慧的时候。

跟随耶稣是我一生最喜乐的事，我可以告诉你
最近耶稣一直在教我的一件事吗？

基督徒经常觉得很难和穆斯林朋友或邻舍解释
我们的信仰，它有可能引起很多的误解。

祈求主，让中国的基督徒在和穆斯林交朋友
的时候，他们可以清晰合宜的方式解释他们的 
信仰。



第10天
4月11号 | 星期一

好客 

約翰
我还记得当我们在最喜欢的餐厅用餐时，有一
群年轻的游客走进来。你跟他们交谈，得知其中
一个来自你学习的城市。我还是不敢相信你坚
持要付全团的饭钱。我想我可以从你那里学到
很多关于热情好客。

赞美主，中国穆斯林有深厚的好客传统。

祈求主，让中国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愿意彼此分
享款待。汉族（大多数）人喜欢吃猪肉，这可能
是友谊的障碍。



第11天
4月12号 | 星期二

代溝

阿里
要在忙碌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取得平衡，很不 
容 易。我 的老板 期待 我可以长时间 的工作， 
周末假期也常打电话给我额外的任务。当我和
妻子或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觉得很疲惫和 
分心。

当父母努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机会时，有时会
忽视人际关系的需要。

祈求主，让更多的夫妻能够克服繁忙的日程，
建立他们所希望的牢固和幸福的婚姻和家庭 
关系。



第12天
4月13号 | 星期三

撒拉族 

約翰
你能告诉我关于撒拉族的事吗？

一位生活在撒拉族當中的基督徒
作为丝路上较小的民族之一，撒拉族主要生活
在青海省以及甘肃和新疆。撒拉语与突厥语、
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有关联，甚至有借用汉
语和藏语的词语。由于撒拉语没有正式的文字，
汉字通常在语音上代替撒拉语的发音。

撒拉族有一个关于他们民族起源的奇妙故事。
他们来自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由一只白骆驼
驼着手写的古兰经前往青海地区。在那里，他们
与当地的藏族、回族、汉族和蒙古族通婚，形成



第12天
4月13号 | 星期三

了撒拉族。今天，您可以参观撒拉族故乡的博物
馆，看看手写的古兰经，读一读传说中的白骆驼
的故事。

撒拉族是丝路上较小的民族之一，他们主要居
住在青海省，还有甘肃和新疆。撒拉语和突厥
语、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都有关联，它们甚至借
用了一些汉语和藏语。撒拉族没有书写的文字，
所以通常以汉字来替代。

撒拉人是全世界拥有自己的口语但尚未开发自
己的书面文字的众多民族之一。

愿这群美丽的民族可以被圣经翻译成他们的母
语所祝福。

为此类翻译项目的开展和撒拉族可以使用圣经
祷告。



第13天
4月14号 | 星期四

祈禱 

約翰
我知道祷告对你很重要。你经常在清真寺参加
祈祷。斋月的时候，你甚至打断睡眠去参与夜晚
和清晨的礼拜。

阿里 
我们每天的祈祷被称为礼拜。他们是穆罕默德
教给我们的。我们总是在祷告前洗自己。我们背
诵古兰经的部分内容，并在祈祷时跪下、鞠躬和
叩头。

当我们祈祷礼拜时，我们与所有其他穆斯林团
结在一起。这些动作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礼
拜祈祷表明我们谦卑地接近安拉。

祈 求主帮助 我 们学习许多穆斯 林在 祈祷 生 
活中，表现出的谦卑和虔诚的好榜样。



第14天
4月15号 | 星期五

社區和信仰交織

阿里 
清真寺是我们社区的中心。我们重要的庆祝活
动都在那里举行。伊玛目帮助我们处理生活中
的所有主要事件。他们甚至会在我们需要时帮
助我们调动安排。

我不知道其他非穆斯林是如何运作，节期的时
候，他们各自在家庆祝。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会有人会关照你？

伊斯兰社区和信仰之间的牢固纽带是穆斯林身
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愿更多的穆斯林意识到认识耶稣也是一种美好
的新关系，它创造了一种强大的，甚至是神奇的
纽带。

愿基督徒能够发展强大支持性的信仰群体。



第15天
4月16号 | 星期六

數位化媒體

一位基督徒告訴約翰，他收到一封哈薩克人 
的電郵 
敬启者，

我今天发现你们的网站，非常开心能有哈萨克
母语的阅读资料。

在网上很难找到用哈萨克阿拉伯文撰写的， 
所以它对我非常宝贵。

你可以再多寄给我一些材料吗？你的这些故事
有特别的意涵吗？

虽然汉语是中国的官方语言，但很多的民族仍
然没有自己的母语的圣经。

祈求主，让新的媒体和工具可以连结有心阅读
上帝的话语的人。

祈求主，也借着数位化的媒体，可以建立友谊。



第16天
4月17号 | 星期天

聖經

約翰問一位穆斯林背景的信徒 
这里的信徒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读圣经吗？

穆斯林背景的信徒
中国的穆斯林有十个不同的民族，每一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语言，每种语言的情况都不同。

有些民族没有自己的母语圣经，连部分的经卷
也没有。其中一些语言也没有书面文字。它们仅
作为口头语言存在，从未简化为书面语言。人们
在需要用自己的语言书写时，会用汉字或阿拉伯
语的语音代替。

小型团队正在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例如为
这些语言创建新的脚本（通常基于现有的字 
母表），或录制圣经书卷的口述版本。

为从事圣经翻译工作的人祷告，这往往需要几
十年才能完成。为坚忍、技巧和安全祷告。祈祷
有足够的人来帮助，以及团队成员之间的良好
关系。



第17天
4月18号 | 星期一

柯爾克孜族

約翰 
你可以告诉我关于柯尔克孜族的事吗？

一位生活在柯爾克孜族當中的基督徒
在中国，柯尔克孜族主要居住在新疆省的西南
部。在中国境外，他们居住在吉尔吉斯坦、塔吉
克斯坦、土耳其、蒙古和俄罗斯。

柯尔克孜人传统上是务农和半游牧，今天，游牧
生活变得越来越少。除了农业和放牧，许多柯尔
克孜人现在在采矿和钢铁厂工作，因为他们的
地区盛产煤炭和石油。



第17天
4月18号 | 星期一

在柯尔克孜族的节日中，舞蹈和民谣演唱以及
体育运动（如赛马和摔交）都很重要。很荣幸能
成为柯尔克孜家庭的特邀嘉宾，品尝用羊肉和
香料制成的传统菜肴。

阿米娜，一位20岁的学生说，“柯尔克孜族是欢
乐的民族，即使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仍然保
有欢乐和盼望。”

祈求主，让柯尔克孜族可以拥有永恒的喜乐和
永生的盼望。



第18天
4月19号 | 星期二

家庭 

約翰
你能告诉我中国现代家庭的生活是怎样的吗？

阿里
在中国，很多现代的家庭因着工作、求学或医疗
的需要分隔遥远。孩子有时和父母分开多年，
由其他家庭成员照顾。

年轻人有时也缺乏照顾年迈父母所需的资源。
穆斯林和其他的社群都渴望可以有好的家庭关
系和好的联络。

为相隔遥远或工作繁忙的家庭祷告，让他们能
够见到家人并共度时光。

也为年轻和年长家庭成员之间的代沟祷告， 
让他们能够沟通并找到共同点。



第19天
4月20号 | 星期三

清真寺生活

阿里
我担心我的父亲，他因着身体不好，不能每天去
寺里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礼拜而沮丧。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穆斯林社群中的退休人士来说，清真寺常常
是他们社交生活的中心。穆斯林[(特别是男人)
聚集在一起礼拜、谈话、休闲和用餐。如果一个
老人不能参与寺里的社交生活，他们会感到非
常孤单和孤立。

为在孤单中挣扎的老年人祷告，有些人感到 
孤立，是因着他们选择了跟随耶稣。祈求主， 
让他们感受到上帝的关爱。祈求主，让他们的家
人能给予良好的照顾和支持。



第20天
4月21号 | 星期四

聖經

阿里
我不明白基督徒怎么可以对你们的圣经如此 
不敬，有一次，我看到你把圣经放在地板上。

約翰
我为所犯的错感到抱歉，我不是故意不尊重上
帝神圣的话语。谢谢你的提醒，我们应该通过我
们所说的话，以及我们对待圣经的方式来尊重
上帝的话语。

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很容易发生误解。

为基督徒与穆斯林朋友和邻舍交往时的恩典和
智慧祷告，使他们能够通过他们的言行向上帝
展示当有的荣耀。



第21天
4月22号 | 星期五

齋月的最後十天

約翰
爲什麽齋月的最後十天對你這麽特別？

阿里
在伊斯蘭教中，齋月的最後十個晝夜有特別的
屬靈意義，因為穆斯林相信阿拉對他的創造物
會表現出極大的憐憫。

這期間，是一個從齋月的巨大祝福中受益並在
聖月結束之前尋求救贖的機會。

祈求主可以打開穆斯林的眼睛和耳朵，讓絲路
的穆斯林可以真實的見到神和聽到祂的聲音。



第22天
4月23号 | 星期六

東鄉族

約翰
请介绍一下东乡族。

一位生活在東鄉族當中的基督徒
东乡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的西南部，有少部份
遍居中国的西北。

东乡这名字的意思是”东方的家园”东乡族被
认为是13世纪成吉思汗统治期间来到甘肃南部
的蒙古人和中亚人的后裔。许多东乡人会说当
地的汉语方言，一些年轻的东乡人会说标准的
普通话。今天，许多东乡人是农民、商人或餐馆 
老板。



第22天
4月23号 | 星期六

东乡人和其他中国穆斯林庆祝同样的伊斯兰
教节日。他们以所在的地区拥有为数众多的清
真寺感到自豪，这些清真寺构成了社区生活的 
中心。

祈求主，打发更多的信徒到东乡地区，建立 
友谊。愿主使用这些情谊，带来平安的信息。

为东乡族社区的经济发展祷告，也为那些搬迁
到大城市，却努力跟上快节奏和高消费生活的
东乡人祷告。



第23天
4月24号 | 星期天

罪

約翰
赦罪在基督教中非常重要。这对穆斯林来说也
很重要吗？

阿里
我们知道阿拉是慈悯的。每年在宰牲节的时候，
我们会献上一只动物，通常是一只羊。

对于穆斯林，我们相信人死后，要跨过一条像剃
刀那么锋利、像头发那么纤细的桥，才能进到 
乐园。我们在节日所宰杀的动物，可以背负我们
越过这条桥。

祈求主让穆斯林可以听到更多”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孽”(约1:29)



第24天
4月25号 | 星期一

聖經 

一位生活在穆斯林地區的基督徒
圣 经 确 实已 经存 在 于 一 些 中国 穆 斯林 的 语 
言中，但它们在中亚使用并以西里尔字母（俄语
使用的脚本）书写。

中国穆斯林是阅读阿拉伯文字，因此他们无法
阅读西里尔文圣经。

为圣经翻译工作中从事最终翻译和检查过程的
人祷告。

祈祷 有更多说 这母 语的人 愿 意并可以 提 供 
帮助。

也为能够用这些语言创作敬拜歌曲和灵修材料
的人祷告。



第25天
4月26号 | 星期二

分享耶穌 

一個穆斯林背景信主的基督徒告訴約翰
在斋月期间，我们会去探访几个本地的家庭，
主要是想跟他们的亲人分享一下我们的信仰路
程。

我可以请你为我们祷告吗？

約翰
当然可以。我一直都祷告，神兴起不同穆斯林背
景信徒有负担将基督信仰带回他们自己的民族
当中。

我们祷告神兴起更多穆斯林背景信徒将和好的
福音带回他们自己的民族当中。



第26天
4月27号 | 星期三

保安族

約翰
我想了解保安族。

一位認識很多保安族的基督徒
保安族是一个小民族（人口17,000）。他们被认为
是元明时期（13-17世纪）驻扎在青海省的蒙古 
士兵的后裔。最初，这些人是佛教徒，但其中一
部分在18世纪皈依伊斯兰教，并迁移到青海东
部的甘肃省。

保安族以制作精良的刀具闻名，除此之外，他们 
的风俗习惯与近邻甘肃回族和东乡族相似。 
保安族没有文字，年轻人往往更喜欢说普通话。



第26天
4月27号 | 星期三

祈求主，祂的恩典可以临及保安族。

有一天，他们可以有机会用自己的母语阅读上
帝的话语。

也为社区的领袖祷告，让他们在融入中国文化
和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传统之间取得平衡。



第27天
4月28号 | 星期四

能力之夜 

約翰
爲什麽「能力之夜」這麽重要？

阿里
“能力之夜”是慶祝我們的先知穆罕默德，領受
古蘭經初始經文的啟示。

這個夜晚非常特別，因為在這晚所做的祈禱和
善捐，將比一千個月所做的更有價值，也對罪有
特別的赦宥。

有時，這也被稱為“命運之夜”，因為在這個夜
晚，真主決定了每個信徒來年的命運。

今晚當穆斯林被驅使以加倍的努力來祈求寬
恕和祝福的時候，祈求聖靈可以彰顯上帝的 
能力。



第28天
4月29号 | 星期五

友誼谊 

約翰
我看到了你刚刚在网上分享的照片。很高兴你
们家最近可以去度假。

阿里
是的，虽然我们工作很忙，但有机会我们也会尽
量带孩子出去旅行。

約翰
我很高兴可以更多认识你的孩子。你度假的地
方怎么样？你会建议我带我的家人去那里吗？

为认识穆斯林的基督徒祷告，他们会成为真正
的朋友，并对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感兴趣。 
愿他们不仅分享他们的信仰，也可以分享他们的 
生活。



第29天
4月30号 | 星期六

異夢

約翰
我听过很多不同国家的穆斯林在他们的梦中遇
见耶稣。中国的穆斯林有类似的经验吗？

阿里
对 穆 斯 林 来 说，我 们 在 梦 中 所 见 的 是 非 常 
重要。

我们也听过有些中国的穆斯林梦见耶稣，但是
我们不明白这梦境的意义。

祈求主，有更多的穆斯林可以透过异象和异梦
遇见耶稣，同时也有朋友可以向他们解释梦境
的意思。



第30天
5月1号 | 星期天

開齋節
約翰
什么是开斋节？

阿里
在斋月的尾声，我们有一个节日来结束这神圣
的月份。在开斋节这一天，穆斯林会聚在一起 
礼拜。我们会准备盛大的宴席、穿上新衣服、 
拜访亲戚和朋友。

有时，我们不能回家过节，我们也会邀请邻居们
过来。我们喜欢一起庆祝开斋节。

让我们继续为中国穆斯林切切的祷告。祈求他
们能经历神的大能、喜乐和盼望。

愿他们的社区经历真正的祝福，愿他们可以结
交新朋友，向他们讲述我们节庆的主。



下一步
齋戒月之後

我们为了丝路的穆斯林祷告一个月了， 
神怎样带领你下一步呢？

愿你通过下面不同的资源继续认识和为
这些穆斯林民族祈祷：

你可以加入收取丝路代祷信。

你可以邀请一些朋友开始一个为这些丝
路的穆斯林民族祈祷的小组。

你可以想一下是不是可以参加线上异象
之旅。  

请 洽 询和你分享这些祷告日引的同工 
朋友。



下一步
齋戒月之後

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诗篇6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