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齋戒月2022
祈禱手冊

齋戒月是伊斯蘭教一年中最神聖的月份。 
今 年 的 齋 戒月是 從 4月2日到5月1日。
穆 斯 林 特 別 分 別 出 時 間，透 過 祈 禱 和
齋 戒 來尋 求 屬靈 的真 理 。請 在 這30 天
裡 與 我們 一 起 為中國 絲 路 的 穆斯林百
姓 祈禱－回 族、維 吾爾 族、哈薩 克 族、 
東 鄉 族 、柯 爾 克 孜 族 、撒 拉 族 、塔 吉
克 族 、保 安 族 、烏 茲 別 克 族 、和 塔 塔 
爾族。

這份禱告日引是以一位基督徒約翰和他
的穆斯林朋友阿里之間的對話為主。

內容取材於真實故事，讓我們一起聆聽，
並學 習更 多關 於中國 穆 斯林 的 生 活 和 
信仰。



第1天
4月2號 | 星期六

友誼

阿里總是以"As-salamu alaykum"和約翰打 
招呼，意思是"願你平安"。

"謝謝你的祝福，"約翰說。"很高興見到你。願主
祝福你，也賜你平安" 。

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對話常常充滿誤解和 
緊張。

祈求主培養我們以溫柔和尊重說話的能力， 
就像阿里和約翰說話的方式一樣。



第2天
4月3號 | 星期天

齋戒月

約翰
阿里，齋戒月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阿里 
在整個齋月期間，我們會致力於我們的信仰、 
禱告、慈善和禁食。從日出到日落，我們會遠離
食物、飲水和其他的娛樂，也會邀請客人來我 
們家。通過這些行為，我們可以鍛鍊節制，也可
以給自己有行善和反思的機會。

齋戒月對 我們非常重要，我們相信所 做的這 
一切，對於可以活出一個純潔的生活，並為我們
的罪請求赦宥是至關重要的。

為 在 齋月期 間，當 穆 斯 林 履 行 這 些 功 修 的 
時候，可以遇見主禱告。



第3天
4月4號 | 星期一

潔淨

阿里
自從我認識你，我知道我們都相信主，也都盡力過

著純潔的生活。

約翰  
我 真 的 很 榮 幸你 認 為 我 是 一 個 純 潔 的人 。 
我們可以多談談這個話題嗎？我能告訴你我如
何努力成為一個過著純潔生活的人嗎？

為在齋月期間，當穆斯林履行這些功修的時候，
可以遇見主禱告。

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鄰舍、同事和朋友討論
信仰時禱告。有時容易陷入爭論或捍衛我們的 
觀點。

當穆斯林願意與我們談論重要的話題時，願基
督徒學會如何以恩慈和友誼來回應。



第4天
4月5號 | 星期二

回族 

約翰
你可以為我介紹回族嗎？

一位生活在回族當中的基督徒
回族 是中國最 大的穆斯林民族，人口1000-
1400萬。回族聚居在中國各地的社區中，其中
最大的群體在西北地區。

回族是唯一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少數民族。大多
數中國人會通過商業或清真麵館在當地遇到回
族人。他們的一些特色食物是饊子——兩米長
的油條，層層折疊而成的麻花；油餅——油炸
圓麵包；還有燴菜——燉肉。



第4天
4月5號 | 星期二

回族是一個多樣性的民族。在中國的某些地方，
回族人像他們的漢族（主流）中國鄰居，因為他
們有相同的衣著和相貌。但回族社區生活中最
重要的部分仍然是清真寺和伊斯蘭習俗，每個
回族都保持清真飲食。在中文中，“清真”一詞
被翻譯為“乾淨和純淨”。

祈求基督徒有機會與回族鄰居交朋友。

願回族人深刻認識自己蒙神寵愛的身份。

也為因工作或學習而在地理上分離的回族家
庭祈禱。願他們能夠跨越距離，將彼此銘記 
於心。



第5天
4月6號 | 星期三

友誼 

阿里
你還記得上個月，你鄰居的洗衣機壞了？我很 
驚訝，你允許他們家人來使用你的洗衣機。他們 
每天都來這裡用它，你似乎並不介意。我看得 
出來，你真的很關心你的鄰居。

作為基督徒，當我們試圖幫助他人了解上帝的
愛時，我們可能會忽略善行的重要性。

祈求中國西北的基督徒，能在實際的善行中彰
顯上帝的愛。



第6天
4月7號 | 星期四

齋戒月 

約翰
你會和家人一起過齋月嗎？

阿里
我們每天晚上都享用大餐，以紀念齋月每日齋
戒的結束。您可能會感到驚訝，但我的家人抱
怨說他們在齋月期間總是因為食物美味而體重
增加！齋月對我們整個社區來說是一個特殊的
時刻。我們甚至邀請鄰居和我們一起在家裡吃
晚餐。

我兒子在外省工作。我擔心他今年不會齋戒，因
為他工作太忙了。我還擔心他不會有人和他一
起吃晚餐，因為他不認識該地區的其他穆斯林。
但他會請假，這樣他就可以和我們一起參加開
齋節，這是齋月結束時的盛大節日。



第6天
4月7號 | 星期四

祈求主，當齋月期間，穆斯林和家人鄰舍們每天
晚上一起用餐時，主和他們同在。也為那些因著
工作或求學在外的家人禱告，即使因著距離遙
遠，他們仍然可以保有良好的關係。



第7天
4月8號 | 星期五

伊瑪目 

約翰
在你們的社區中，誰是領袖？

阿里
在我們穆斯林的社區，伊瑪目是領袖。他們在清
真寺工作，並通過帶領祈禱為我們的社區服務。
他們教人們背誦古蘭經。

當捐款給清真寺時，阿訇會將錢分發給有需要
的人。當動物被宰殺時，伊瑪目會拿著刀。他們
需要在那一刻做特別的祈禱，這樣肉才能被我
們認為是純淨的。

為伊瑪目祈禱，當他們盡力以正義和智慧領導
他們的社區。



第8天
4月9號 | 星期六

維吾爾族 

約翰
你可以和我描述一下維吾爾族嗎？

一位生活在維吾爾族當中的基督徒
維吾爾族主要居住在中國西北部的新疆，有少
部分在中亞和中東。

維吾爾語和突厥語有關，是用阿拉伯文字書寫。
現今的維吾爾族，很可能是居住在中亞、新疆和
蒙古的突厥人的後裔。

維吾爾 族傳統 上 是務農 和經商，今日很多維
吾爾人是傑出的企業家。維吾爾族在音樂、 



第8天
4月9號 | 星期六

舞蹈和優美的文學上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達卜”
（dap）是他們跳舞時使用的手鼓。

十世紀以來，伊斯蘭教對維族文化產生巨大的
影響。

讚美主，在中國的西北地區有豐厚多元的文化
和傳統。

願維吾爾人知道，他們在主的眼中是珍貴的。

為面臨艱難景況的的維吾爾族禱告,他們有 
人與家人分離。祈求主賜給他們安慰和盼望。



第9天
4月10號 | 星期天

跟隨爾撒 

阿里
你告訴我說，你是爾撒(耶穌)的跟隨者，那是什
麼意思？

約翰
它的意思是，我願意將我生命的全部都獻給耶
穌。我每天都在研讀祂在聖經裡的教導；我祈
求祂幫助我，以愛和尊重對待他人。我一切的
需要都倚靠上帝，就像耶穌一樣。耶穌會垂聽我
的禱告，當我需要赦宥或是智慧的時候。

跟隨耶穌是我一生最喜樂的事，我可以告訴你
最近耶穌一直在教我的一件事嗎？

基督徒經常覺得很難和穆斯林朋友或鄰舍解釋
我們的信仰，它有可能引起很多的誤解。

祈求主，讓中國的基督徒在和穆斯林交朋友
的時候，他們可以清晰合宜的方式解釋他們的 
信仰。



第10天
4月11號 | 星期一

好客 

約翰
我還記得當我們在最喜歡的餐廳用餐時，有一
群年輕的遊客走進來。你跟他們交談，得知其中
一個來自你學習的城市。我還是不敢相信你堅
持要付全團的飯錢。我想我可以從你那裡學到
很多關於熱情好客。

讚美主，中國穆斯林有深厚的好客傳統。

祈求主，讓中國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願意彼此分
享款待。漢族（大多數）人喜歡吃豬肉，這可能
是友誼的障礙。



第11天
4月12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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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老闆期待 我可以長時間的工作， 
周末假期也常打電話給我額外的任務。當我和
妻子或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覺得很疲憊 
和分心。

當父母努力為孩子提供良好的機會時，有時會
忽視人際關係的需要。

祈求主，讓更多的夫妻能夠克服繁忙的日程，
建立他們所希望的牢固和幸福的婚姻和家庭 
關係。



第12天
4月13號 | 星期三

撒拉族 

約翰
你能告訴我關於撒拉族的事嗎？

一位生活在撒拉族當中的基督徒
作為絲路上較小的民族之一，撒拉族主要生活
在青海省以及甘肅和新疆。撒拉語與突厥語、
維吾爾語和烏茲別克語有關聯，甚至有借用漢
語和藏語的詞語。由於撒拉語沒有正式的文字，
漢字通常在語音上代替撒拉語的發音。

撒拉族有一個關於他們民族起源的奇妙故事。
他們來自現今的烏茲別克斯坦，由一隻白駱駝
駝著手寫的古蘭經前往青海地區。在那裡，他們
與當地的藏族、回族、漢族和蒙古族通婚，形成



第12天
4月13號 | 星期三

了撒拉族。今天，您可以參觀撒拉族故鄉的博
物館，看看手寫的古蘭經，讀一讀傳說中的白駱
駝的故事。

撒拉族是絲路上較小的民族之一，他們主要居
住在青海省，還有甘肅和新疆。撒拉語和突厥
語、維吾爾語和烏茲別克都有關聯，它們甚至借
用了一些漢語和藏語。撒拉族沒有書寫的文字，
所以通常以漢字來替代。

撒拉人是全世界擁有自己的口語但尚未開發自
己的書面文字的眾多民族之一。

願這群美麗的民族可以被聖經翻譯成他們的母
語所祝福。

為此類翻譯項目的開展和撒拉族可以使用聖經
禱告。



第13天
4月14號 | 星期四

祈禱 

約翰
我知道禱告對你很重要。你經常在清真寺參加
祈禱。齋月的時候，你甚至打斷睡眠去參與夜晚
和清晨的禮拜。

阿里 
我們每天的祈禱被稱為禮拜。他們是穆罕默德
教給我們的。我們總是在禱告前洗自己。我們
背誦古蘭經的部分內容，並在祈禱時跪下、鞠躬
和叩頭。

當我們祈禱禮拜時，我們與所有其他穆斯林團
結在一起。這些動作對我們的身體有好處。禮
拜祈禱表明我們謙卑地接近安拉。

祈求主幫助我 們學習許多穆斯 林在祈禱生 
活中，表現出的謙卑和虔誠的好榜樣。



第14天
4月15號 | 星期五

社區和信仰交織

阿里 
清真寺是我們社區的中心。我們重要的慶祝活
動都在那裡舉行。伊瑪目幫助我們處理生活中
的所有主要事件。他們甚至會在我們需要時幫
助我們調動安排。

我不知道其他非穆斯林是如何運作，節期的時
候，他們各自在家慶祝。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會有人會關照你？

伊斯蘭社區和信仰之間的牢固紐帶是穆斯林身
份的重要組成部分。

願更多的穆斯林意識到認識耶穌也是一種美好
的新關係，它創造了一種強大的，甚至是神奇的
紐帶。

願基督徒能夠發展強大支持性的信仰群體。



第15天
4月16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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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啟者，

我今天發現你們的網站，非常開心能有哈薩克
母語的閱讀資料。

在網上很難找到用哈薩克阿拉伯文撰寫的，所
以它對我非常寶貴。

你可以再多寄給我一些材料嗎？你的這些故事
有特別的意涵嗎？

雖然漢語是中國的官方語言，但很多的民族仍
然沒有自己的母語的聖經。

祈求主，讓新的媒體和工具可以連結有心閱讀
上帝的話語的人。

祈求主，也藉著數位化的媒體，可以建立友誼。



第16天
4月17號 | 星期天

聖經

約翰問一位穆斯林背景的信徒 
這裡的信徒可以用自己的母語讀聖經嗎？

穆斯林背景的信徒
中國的穆斯林有十個不同的民族，每一個民族
都有自己的語言，每種語言的情況都不同。

有些民族沒有自己的母語聖經，連部分的經卷
也沒有。其中一些語言也沒有書面文字。它們僅
作為口頭語言存在，從未簡化為書面語言。人們
在需要用自己的語言書寫時，會用漢字或阿拉
伯語的語音代替。

小型團隊正在尋找創造性的解決方案，例如為
這些語言創建新的腳本（通常基於現有的字 
母表），或錄製聖經書卷的口述版本。

為從事聖經翻譯工作的人禱告，這往往需要幾
十年才能完成。為堅忍、技巧和安全禱告。祈禱
有足夠的人來幫助，以及團隊成員之間的良好
關係。



第17天
4月18號 | 星期一

柯爾克孜族

約翰 
你可以告訴我關於柯爾克孜族的事嗎？

一位生活在柯爾克孜族當中的基督徒
在中國，柯爾克孜族主要居住在新疆省的西南
部。在中國境外，他們居住在吉爾吉斯坦、塔吉
克斯坦、土耳其、蒙古和俄羅斯。

柯爾克孜人傳統上是務農和半遊牧，今天，游牧
生活變得越來越少。除了農業和放牧，許多柯爾
克孜人現在在採礦和鋼鐵廠工作，因為他們的
地區盛產煤炭和石油。



第17天
4月18號 | 星期一

在柯爾克孜族的節日中，舞蹈和民謠演唱以及
體育運動（如賽馬和摔跤）都很重要。很榮幸能
成為柯爾克孜家庭的特邀嘉賓，品嚐用羊肉和
香料製成的傳統菜餚。

阿米娜，一位20歲的學生說，“柯爾克孜族是歡
樂的民族，即使在面對苦難的時候，我們仍然保
有歡樂和盼望。”

祈求主，讓柯爾克孜族可以擁有永恆的喜樂和
永生的盼望。



第18天
4月19號 | 星期二

家庭 

約翰
你能告訴我中國現代家庭的生活是怎樣的嗎？

阿里
在中國，很多現代的家庭因著工作、求學或醫療
的需要分隔遙遠。孩子有時和父母分開多年，
由其他家庭成員照顧。

年輕人有時也缺乏照顧年邁父母所需的資源。
穆斯林和其他的社群都渴望可以有好的家庭關
係和好的聯絡。

為相隔遙遠或工作繁忙的家庭禱告，讓他們能
夠見到家人並共度時光。

也為年輕和年長家庭成員之間的代溝禱告，讓
他們能夠溝通並找到共同點。



第19天
4月20號 | 星期三

清真寺生活

阿里
我擔心我的父親，他因著身體不好，不能每天去
寺裡和其他的老人們一起禮拜而沮喪。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穆斯林社群中的退休人士來說，清真寺常常
是他們社交生活的中心。穆斯林[(特別是男人)
聚集在一起禮拜、談話、休閒和用餐。如果一個
老人不能參與寺裡的社交生活，他們會感到非
常孤單和孤立。

為在孤單中掙扎的老年人禱告，有些人感到孤
立，是因著他們選擇了跟隨耶穌。祈求主，讓他
們感受到上帝的關愛。祈求主，讓他們的家人能
給予良好的照顧和支持。



第20天
4月21號 | 星期四

聖經

阿里
我不明白基督徒怎麼可以對你們的聖經如此 
不敬，有一次，我看到你把聖經放在地板上。

約翰
我為所犯的錯感到抱歉，我不是故意不尊重上
帝神聖的話語。謝謝你的提醒，我們應該通過
我們所說的話，以及我們對待聖經的方式來尊
重上帝的話語。

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很容易發生誤解。

為基督徒與穆斯林朋友和鄰舍交往時的恩典和
智慧禱告，使他們能夠通過他們的言行向上帝
展示當有的榮耀。



第21天
4月22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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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 星期六

東鄉族

約翰
請介紹一下東鄉族。

一位生活在東鄉族當中的基督徒
東鄉族主要居住在甘肅省的西南部，有少部份
遍居中國的西北。

東鄉這名字的意思是”東方的家園”東鄉族被
認為是13世紀成吉思汗統治期間來到甘肅南部
的蒙古人和中亞人的後裔。許多東鄉人會說當
地的漢語方言，一些年輕的東鄉人會說標準的
普通話。今天，許多東鄉人是農民、商人或餐館
老闆。



第22天
4月23號 | 星期六

東鄉人和其他中國穆斯林慶祝同樣的伊斯蘭
教節日。他們以所在的地區擁有為數眾多的清
真寺感到自豪，這些清真寺構成了社區生活的 
中心。

祈求主，打發更多的信徒到東鄉地區，建立友
誼。願主使用這些情誼，帶來平安的信息。

為東鄉族社區的經濟發展禱告，也為那些搬遷
到大城市，卻努力跟上快節奏和高消費生活的
東鄉人禱告。



第23天
4月24號 | 星期天

罪

約翰
赦罪在基督教中非常重要。這對穆斯林來說也
很重要嗎？

阿里
我們知道阿拉 是慈憫的。每年在宰牲節的時
候，我們會獻上一隻動物，通常是一隻羊。

對於穆斯林，我們相信人死後，要跨過一條像
剃刀那麼鋒利、像頭髮那麼纖細的橋，才能進
到樂園。我們在節日所宰殺的動物，可以背負我
們越過這條橋。

祈求主讓穆斯林可以聽到更多”上帝的羔羊，除
去世人的罪孽”(約1:29)



第24天
4月25號 | 星期一

聖經 

一位生活在穆斯林地區的基督徒
聖經確實已經存在於一些中國穆斯林的語言
中，但它們在中亞使用並以西里爾字母（俄語使
用的腳本）書寫。

中國穆斯林是閱讀阿拉伯文字，因此他們無法
閱讀西里爾文聖經。

為聖經翻譯工作中從事最終翻譯和檢查過程的
人禱告。

祈禱有更多說 這母語的人願 意 並可以 提供 
幫助。

也為能夠用這些語言創作敬拜歌曲和靈修材料
的人禱告。



第25天
4月26號 | 星期二

分享耶穌 

一個穆斯林背景信主的基督徒告訴約翰
在齋月期間，我們會去探訪幾個本地的家庭，
主要是想跟他們的親人分享一下我們的信仰 
路程。

我可以請你為我們禱告嗎？

約翰
當然可以。我一直都禱告，神興起不同穆斯林背
景信徒有負擔將基督信仰帶回他們自己的民族
當中。

我們禱告神興起更多穆斯林背景信徒將和好的
福音帶回他們自己的民族當中。



第26天
4月27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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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族是一個小民族（人口17,000）。他們被認
為是元明時期（13-17世紀）駐紮在青海省的蒙
古士兵的後裔。最初，這些人是佛教徒，但其中
一部分在18世紀皈依伊斯蘭教，並遷移到青海
東部的甘肅省。

保安族以製作精良的刀具聞名，除此之外，他們
的風俗習慣與近鄰甘肅回族和東鄉族相似。 
保安族沒有文字，年輕人往往更喜歡說普通話。



第26天
4月27號 | 星期三

祈求主，祂的恩典可以臨及保安族。

有一天，他們可以有機會用自己的母語閱讀上
帝的話語。

也為社區的領袖禱告，讓他們在融入中國文化
和保持自己的語言和傳統之間取得平衡。



第27天
4月28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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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 星期五

友誼 

約翰
我看到了你剛剛在網上分享的照片。很高興你
們家最近可以去度假。

阿里
是的，雖然我們工作很忙，但有機會我們也會盡
量帶孩子出去旅行。

約翰
我很高興可以更多認識你的孩子。你度假的地
方怎麼樣？你會建議我帶我的家人去那裡嗎？

為認識穆斯林的基督徒禱告，他們會成為真正
的朋友，並對他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感興趣。願
他們不僅分享他們的信仰，也可以分享他們的
生活。



第29天
4月30號 | 星期六

異夢

約翰
我聽過很多不同國家的穆斯林在他們的夢中遇
見耶穌。中國的穆斯林有類似的經驗嗎？

阿里
對 穆 斯 林 來 說，我 們 在 夢 中 所 見 的 是 非 常 
重要。

我們也聽過有些中國的穆斯林夢見耶穌，但是
我們不明白這夢境的意義。

祈求主，有更多的穆斯林可以透過異象和異夢
遇見耶穌，同時也有朋友可以向他們解釋夢境
的意思。



第30天
5月1號 | 星期天

開齋節

約翰
什麽是開齋節？

阿里
在齋月的尾聲，我們有一個節日來結束這神聖
的月份。在開齋節這一天，穆斯林會聚在一起 
禮拜。我們會準備盛大的宴席、穿上新衣服、 
拜訪親戚和朋友。

有時，我們不能回家過節，我們也會邀請鄰居 
們過來。我們喜歡一起慶祝開齋節。

讓我們繼續為中國穆斯林切切的禱告。祈求他
們能經歷神的大能、喜樂和盼望。

願他們的社區經歷真正的祝福，願他們可以結
交新朋友，向他們講述我們節慶的主。



下一步
齋戒月之後

我們爲了絲路的穆斯林禱告一個月了， 
神怎樣帶領你下一步呢？

願你通過下面不同的資源繼續認識和為
這些穆斯林民族祈禱：

你可以加入收取絲路代禱信。

你可以邀請一些朋友開始一個爲這些絲
路的穆斯林民族祈禱的小組。

你可以想一下是不是可以參加綫上異象
之旅。 

請 洽詢和你分享這些禱告日引的同工 
朋友。



下一步
齋戒月之後

願神憐憫我們，賜福於我們，
用臉光照我們，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萬國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願列邦稱讚你，

願萬民都稱讚你！

詩篇6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