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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共有56個國家，地理上
分為北非、西非、東非、中非和南非五區。過
半數人口是穆斯林的國家共22個，其中16個接
近或超過九成人口是穆斯林，主要集中在北非、
西非與東非。非洲人口共約13億，佔41%是穆
斯林，其中50%人口更是年青人。估算至2050
年，每4人中將有1人是非洲人，年輕人佔最高
比率的也將是非洲，真的不容忽視。

伊斯蘭教在非洲緊迫的步伐
世界伊斯蘭教會議曾有以下宣言：如要得著
全世界為穆斯林世界，首先要得著「非洲」為
第一個伊斯蘭「洲」。
1. 北非人口約二億，逾九成人口信奉伊斯蘭，
深受中東文化影響，阿拉伯語是官方語言。

2. 西非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伊斯蘭協助
許多撒哈拉及以南地區的國家爭取獨立和
重建，期間穆民信眾人數激增。

3. 其他非洲國家也從中東獲得經濟援助，允許
建伊斯蘭寺院學府、醫院、學校等，展開傳
教活動。

非洲伊斯蘭擴張與我們的「份」
教會是蒙愛、被揀選、被差遣傳揚好消息的
一群，「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
與他和好的職份賜給我們。
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
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
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
的道理託付了我們。」(林前
5:18-19)

縱然伊斯蘭在非洲不斷擴張勢
力，主已給門徒一個全新的身
份成為神的兒女，與基督同為
後嗣，可以承受「非洲」為教會
的福音產業，為教會的「份」，
正如以斯帖記4:14「焉知你得
了王后的位份不是為現今的機
會嗎？」

願教會興起、承擔非洲的福音
使命！

引 言



 代禱事項：
1. 記念西非地區的教會與宣教士面對眾多挑戰仍
活出神的愛，讓當地孩子經歷醫治，在愛裡滿
有盼望。

2. 激進的伊斯蘭組織在西非愈來愈猖獗，曾造成
不少破壞與傷亡，祈求主的保護，並興起教會
履行和好的職分，促進社群間的和好。

西非共有16個國家。伊斯蘭進入西非是採用和平漸
進的姿態，以貿易和學術交流活動為主，分數階段
在撒哈拉地區推進，從事各種運輸、黃金買賣，更
有加納王朝的援助。伊斯蘭在九世紀時，先從沙威
拉（Zawila，即今利比亞）向南下抵達乍得湖，當
地國王歸信伊斯蘭。至十四世紀，馬里國王遠赴聖
城後，成了伊斯蘭的傳人。往後多年，穆民社群在
該地區發動聖戰和勾結當地腐敗的權貴，及至十八
世紀，已有許多人轉降伊斯蘭，其中第一個成立的
國家是Futa Jallon（即畿內亞）和Futa Toro（即今
的塞內加爾北部和毛里塔尼亞南部區域）。

伊斯蘭影響力在西非近年不斷擴張，其中方法是透
過團體組織來提高穆斯林兄弟的福利，同時傳播伊
斯蘭的工作，例如西非的多哥伊斯蘭議會。此外，
穆斯林設法引進伊斯蘭法律，尼日利亞許多州已採

納了「沙里亞法」(al-Shari'ah law)為最高法律。

多生育能擴張穆斯林人口，在這個沙漠國家，家庭
關係非常重要。不幸的是，離婚十分普遍，孩子經
常被父親或母親遺棄。雖然在家族中，尤其是祖
母，可以幫助養育和給予一個充滿愛的環境，但孩
子們仍會懷念父母，苦澀在他們的心中滋長。祈禱
有一天他們能夠明白那位真正父親神的愛！

西非
第1天人情濃郁的



 代禱事項：
1. 求主保護及看顧當地的宣教士，堅固他們的
信心，在危險中仍堅守主的呼召！

2. 求主憐憫當地的人民，平息戰亂，恢復和平！

3. 求主祝福當地的經濟需要及呼召更多工人，
讓當地的宣教工作可以持續！

非洲的西北部多為沙漠地帶，土地非常貧瘠乾
燥，特別是位於薩赫爾(Sahel )地區的國家。
因土地貧瘠、物資及糧食短缺，當地人民生活困
苦。加上長年戰亂使基礎設施殘破不全，也促使
伊斯蘭極端組織，如：博科聖地(Boko Haram)、
青年黨(Al-Shabab)的興起，人民的生命也受威
脅。被伊斯蘭極端組織控制的地區，外國救援人
員及宣教士常成為他們綁架的目標。當地宣教士
曾分享被伊斯蘭極端組織「綁架」四小時，可見
當地救援工作或宣教事工實在困難重重。

縱然有不少的挑戰及危險，但在西北部熱心的基
督徒仍然積極接受裝備，推動植堂工作(Church 
Planting Movement)，讓非洲更多的教會及近或
同文化的基督徒一同參與宣教工作。

第2天

蒙主愛
多難的西非



「博科聖地」(Boko Haram) 的意思是「禁止西方
教育」。Haram在阿拉伯文意思是「禁止」，
Boko是豪薩語（西非地區公認的商業語），指世
俗化的西方教育。
博科聖地組織是非洲最大的伊斯蘭激進組織之一，
創立於尼日利亞東北，同時也在乍得、尼日爾和喀
麥隆北部活躍。由穆罕默德·優素福（Mohammed 
Yusuf）於2002年在博爾諾州成立，行動最初標榜
非暴力，目的是淨化尼日利亞北部的伊斯蘭，可惜
在2009年演變成聖戰組織。2015年3月，它宣誓效
忠伊斯蘭國，並改名為西非伊斯蘭國（ISWA）。
博科聖地提倡嚴格遵守伊斯蘭法（即薩拉菲主義）
和瓦哈比主義（即遜尼派伊斯蘭的極端化），現正
尋求在尼日利亞建立伊斯蘭國家，反對西化社會，
及財富集中在南部的基督教徒手中的現象。
博科聖地的襲擊對象主要是宗教和政治團體，以及

當地警察和軍隊，大多在市集和村莊對平民發動濫
殺。除了常規武裝突擊，還使用自殺式炸彈（大多
數利用小女孩）和大規模屠殺、綁架。2018年2月，
110名女學生被綁架，囚於一所大學，博科聖地成
員當場殺死5個女孩。在政府支付贖金之後，除了
莉亞·沙里布（Leah Sharibu）因拒絕放棄基督教
而繼續被拘禁，其餘女孩於一個月後獲釋。

博科聖地

 代禱事項：
1. 求主管轄博科聖地的一切恐怖活動，讓各國
共同努力，將博科聖地從非洲剷除；更求主
憐憫被殺害者的家人！

2. 求主賜予尼日利亞東北部教會勇氣和忠誠，
能抵禦博科聖地持續的迫害！

3. 願神加添莉亞及其家人在長期拘留期間的信
心、信念和堅韌；也願神加添協助莉亞的談
判人員在談判過程中的洞察力和毅力！

第3天主管轄



第4天

開啟北非
主的話

位於非洲大陸北部地中海沿岸是北非六國，即埃
及、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突尼西亞、摩洛哥、北
蘇丹和西撒哈拉地區，大部分人口都屬熱情好客的
阿拉伯人和柏柏爾原住民。
北非曾是基督教的地區，但自公元640年伊斯蘭入
侵後，公元700年大部分北非都伊斯蘭化（包括通
婚）。北非大部分地區操阿拉伯語，因歷史因素有
些國家也通用法語。97-99%人口是穆民，除了埃
及、突尼西亞和北蘇丹，其他都實行伊斯蘭法。
穆斯林與基督徒各自視對方為敵人，但感謝神，祂
留下很少數信徒願意向穆斯林傳福音，埃及有近
10%的東正教徒。
自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和伊斯蘭國的影響，年青
人為了糊口，也對政府不滿，曾加入伊斯蘭國。但
有些穆斯林卻走向更世俗化，未能找到生命方向。
住在北非的阿民自小很想多認識安拉，但古蘭經不

能滿足她的心。當她有機會看到聖經，縱然家人反
對，她仍把握機會背誦幾章聖經，以便一直可以銘
記於心。
另有一位阿明，自少對信仰很開放，甚至想認識聖
經。當他有機會在網上接受伊斯蘭教長訓練後，便
以教長的答案與基督工人辯論，但他自己不滿足這
些答案，反而希望多認識聖經。

代禱事項：
1. 求主讓我們看見北非人民的福音需要，願意獻上
禱告和行動，把福音帶給北非成為我們的職份！

2. 求主興起埃及的教會踐行和好的職份，將福音
帶給北非的鄰近國家！

3. 求主幫助北非穆民有渴望神話語的心，並一生
倚靠主！又求主堅固穆斯林背景歸主者的心，
並勇於為主作見證！



第5天

角逐賽事
非洲之

在非洲，田徑是一項十分普遍的運動，因為這項活
動不用工具，不費錢財，並且，非洲人的日常鍛練
就是步行，故他們具備跑步的資質，可以經常看見
當地人在練跑。可是田徑的訓練，由於資源有限，
跑手不一定可以得到國家的資助及培訓。
此外，足球活動瘋魔非洲，每逢賽事都不可能在
球場區走動，因為人山人海，交通擠擁得很。不
單如此，球賽後隨時會出現球迷騷亂的事件。為
免受波及，每逢賽事的日子，大家都會走避，不
會到該區活動。若在家附近有小型足球場，每逢
晚間或週末，都會看見足球小隊在練球或比賽。
近年，在非洲新興的活動是健身中心的訓練。很
多從海外回歸的非洲人，難找到合適的活動，健
身室遂成為熱門的活動場所。另一方面，非洲很
多婦女由於不宜拋頭露面，少有到戶外活動的機
會，因缺乏運動，使健康問題愈來愈嚴重。健身

室既可劃分男、女性使用的時段，健身中心遂成
為婦女們一個好的聚腳點，健身成為婦女們新興
的運動。

在海灘，會看見婦女們經常穿著衣服踏浪及戲水，
孩子們也十分熱愛到海灘游泳及嬉戲。在周末，
也常常看見本地人野餐或和孩子到小型遊樂園玩
耍，他們十分重視家人共聚的時光。可見活動場
所這種設施十分受歡迎。

代禱事項：
1. 在受限制地區的祝福事工，若有運動技巧方面
的操練、若有健身教練的技能、若有和孩子一
起用活動相交的經驗，上帝必能使用！

2. 在非洲之角服事的同工都有不少角力，需要有
年青一代作接力賽！



第6天

有「份」於主名下
青年黨

 代禱事項：
1. 求掌管生命的主憐憫信眾，減少恐襲及殺戮，
賜下和平的信息！

2. 為安拉大發熱心的青年黨黨員能得聞福音祈禱
，希望他們從憎恨、暴亂和殺戮中醒悟，因為
這一切不能滿足他們的心，希望他們可以明白
主的大愛，能化解仇恨，活出愛的使者！

3. 求父保守東非受嚴重影響地區的穆斯林背景歸
主者免因信仰而受到逼迫，因當地一發現信主
者便會就地處決。

索馬里青年黨 (al-shabaab，是阿拉伯語「青年」
的意思) 成立於2006年8月，是反政府的武裝隊伍，
目的要建立一個原教旨主義的大索馬里伊斯蘭國。
索馬里政府自1991年被推翻，國家長期處於
無政府狀態。青年黨就實行嚴格的沙里亞法 
(al-Shari'ah law)，以反世俗、反西方、反民主，
採用暴力革命的方式，通過大規模的聖戰(Jihad)
復興伊斯蘭。青年黨專門針對村莊，進行屠殺並
宣布實施伊斯蘭法。這樣的行動，使索馬里的飢
荒更加嚴重。2012年，青年黨正式加入「阿爾蓋
達」組織 (al-Qaeda)。
青年黨從2008年以來就不斷在肯尼亞、利比亞、
烏干達等地製造恐怖襲擊，自2017年至2020年轉
向非洲南部的莫桑比克。他們會呼喊「安拉真偉
大！」後便進行殺戮。莫桑比克的青年黨認為政
府不公義，刼貧濟富，希望建立「伊斯蘭政府」，
以宗教帶領國家。

「索馬利亞青年黨」與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
原以北非和東非為主戰場，後進入西非、中非與
非洲東南部海岸。青年黨會否南下再擴散？我們
不知道，但我們期望這些加入極端組織的成員，
不論是為了家計、更理想的社會，都求主開啟他
們的心靈，惟有耶穌才能給他們生命盼望！。



第7天

東非之民
東非是指北起紅海、亞丁灣沿岸，南至莫桑比克的
廣闊大西洋沿岸國家，包括 : 厄立特里亞、埃塞俄
比亞、南蘇丹、吉布提、索馬里、肯尼亞、烏干達、
盧旺達、布隆廸、坦桑尼亞、馬拉維、贊比亞、津
巴布韋、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留尼旺、塞舌爾、
毛里裘斯、馬約特和科摩羅等20個國家。當中有不
少穆民，但混雜了他們的民間信仰。

當中索馬里、吉布堤和科摩羅有99%人口是穆民，
而莫桑比克、坦桑尼亞、馬達加斯加的穆民數字
則不斷上升。肯尼亞仍是最多基督徒，感恩他們
願意到跨文化的穆區事奉。

在東非的沿岸城鎮和島嶼，早已伊斯蘭化，包括
上述的索馬里、吉布堤和科摩羅；還有坦桑尼亞
的桑給巴爾島、馬菲亞島、奔巴島，以及穆民由
5%增至17%的馬達加斯加島和近年被青年黨積

極推進的莫桑比克。
這些國家，有的較容易進入，有些地方需要運用
專業進入服侍，你願意嗎？東非有些較多基督徒
的國家，過往因資源不足，不敢宣教，但現在都
憑信心踏進跨文化的穆區事奉，這實在感恩！你
願意到偏遠和敵對福音的地區服侍嗎？仍有很多
人在等待著主的呼喚回歸！

隱藏的

 代禱事項：
1. 求主讓香港和東非眾教會都看見無望得著福音
的穆民！履行我們從上帝領受使東非穆民成為
教會產業的職份，勇於承擔這不可能的大使命，
經歷主無限的祝福！

2. 求主看顧少數的穆斯林背景歸主者，雖隨時面
臨生命的危險，主堅固他們的心，緊靠主走每
一步，也與穆民傳和平的福音！



主辦單位（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委會）、世界福音動員會、

中華基督教會禮賢會香港區會差會、香港浸信會差會、恩光使團、

前線差會、香港國際主僕會、海外基督使團、

國際差傳協會 （東亞差委會）、新生資源中心、禧福協會  

協辦單位（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宣道差會，環球宣愛協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香港差會、香港環球福音會、

香港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循理會香港議會差傳部、平安福音差會、

九龍城浸信會差會、香港學園傳道會、同心圓福音平台、國際事工差會（香港）、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浸信宣道會聯會差傳委員會、創啟事工有限公司、樂融中心

日期： 2021年3月25日（九龍及新界區）
 2021年4月9日（香港區）
時間： 晚上7時30分
地點： 報名後個別通知（如因疫情或限聚令影響，
 聚會一週前將通知改用網絡形式，於晚上8時開始）
報名： 參加聚會者必需個人親自報名
 請進入 https://bit.ly/36sXFHc 填寫 E-form 登記
查詢：      2392 8223,       5345 5133 (WhatsApp)
截止報名日期：2021年3月18日
歡迎基督徒參加，必須報名，不設即場報名，費用全免。

2021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

「非」「份」之想
非洲伊斯蘭擴張與我們的「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