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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
   海島
穆民

第5天
菲南摩洛人 — 
被蔑視卻是神眼中的明珠

菲律賓的穆斯林佔全國人口約5%，主要散居南
部的島嶼。這些南部的穆民被統稱為摩洛人
(Moro)，從種族及語言觀察，摩洛人與信仰天
主教的菲人同屬馬來亞—波里尼西亞種。

伊斯蘭教在13世紀開始傳入菲南，並於16世紀
初成功融入主流社會。16世紀中葉，西班牙入
侵菲律賓，遭遇菲南穆斯林抵抗。因這些穆斯
林的文化習俗與北非的摩爾人(Moor)相似，故
西班牙人蔑視他們為摩洛人，而他們聚居的棉
蘭老、蘇祿、巴拉望、巴西蘭等島嶼則被稱為
摩洛蘭（Moroland）。

隨後多個世紀的不公平殖民統治，導致摩洛人
發動由上世紀60年代延續至今的武裝分離運動，
武裝分子試圖以摩洛人之名凝聚菲南穆斯林。
多年的軍事衝突奪去了10多萬人的性命，至今
摩洛蘭仍未達致完全和平。2017年，位於棉蘭

第4天
汶萊—在恐懼中盼得平安

婆羅洲這世界第三大島的北岸，有個一細小而
富裕的伊斯蘭王國—汶萊。汶萊的40多萬人口
中，馬來人佔79%，近80%是穆斯林，基督徒
只佔少數，數目不到一成。

2013年，汶萊蘇丹（Sultan：國家最高元首的
稱銜）國王哈山納‧包奇亞宣佈實施伊期蘭教
法（Sharia Law），於2014年開始分階段實行。
雖然，汶萊的伊斯蘭教法某部份只應用於穆斯
林，但大部份條例也適用於國內所有宗教及國
籍的人士，基督徒需要跟從某些伊斯蘭教的禮
儀習俗，如在穆斯林齋戒之時不得吃喝。該法
更進一步限制沙斐儀派伊斯蘭教之外任何宗教
的宣揚和結社自由。

大部份汶萊民眾認為伊斯蘭教法的落實，有助
他們建立國族和宗教身份，但這些新法例落實
後，會為基督徒帶來一定的影響。儘管如此，

第6天
非洲海島穆民—黑暗中珍珠

非洲島嶼分佈於印度洋和南大西洋，穆斯林佔
島上人口相當高的百分比，如：北非的傑爾巴
島（99%）、大象島（99%）；非洲南部的馬
約特島（98%）、莫桑比克（30%, 比10年前增
加50%）；非洲之角的科摩羅島（99%）、索
科特拉島（99.6%)、東非拉穆島（90%）、桑
給巴爾島（99%）、奔巴島（99%）、達赫拉
克島（85%)；西非格雷島（94%）。

伊斯蘭教在第8世紀進入達赫拉克島、科摩羅島、
桑給巴爾島，15-16世紀分別進入奔巴島、馬約
特島。穆斯林透過移民、軍事、商貿、醫療、
教育等等活動，將伊斯蘭文化植根在島民中
間，甚或實行伊斯蘭教法。我們身為基督徒，
對島上的穆民做了甚麼呢？

感謝主，有差會在數十年前已經在島上透過醫
療、教育服侍當地穆民，雖然面對很多艱難，

第7天
非洲海島穆民—明珠燦爛

有少撮馬來裔歸主者願意為主忍受嚴酷的逼
迫；倫巴旺族歸主者的酗酒文化也被福音扭
轉，整個部族重生了。他們都是在汶萊的寶貴
見證者。

代禱事項：
1.  為汶萊政府能夠尊重和顧及少數群體的權益
禱告，盼望汶萊蘇丹接受主的救贖，使汶萊
擁有宗教自由。

2.  求神讓汶萊各部族的基督徒成為祝福汶萊馬
來人的管道，並打開基督徒向穆斯林見證福
音的門。

3.  求主差派宣教士，讓基督在這廣大禾場被眾
多的穆民認識，叫他們願意尋求福音，即使
政府強制執行伊斯蘭教法，也不再活在恐懼
中，而在主裏獲得真正平安。

老島的馬拉威（Marawi）被武裝分子蹂躪五個
月，多處建築物被破壞，20萬人逃離家園。戰
事後，菲律賓基督徒透過參與重建工作，與穆
民同胞同舟共濟，以締造彼此間的和平。

代禱事項：
1. 求上帝讓菲律賓信徒能尊重他們的穆斯林鄰
舍，接待不同信仰的人，願意向他們見證福
音，並為他們禱告。

2. 盼望長期被邊緣化的摩洛人能在基督裏重拾
尊嚴，並求主呼召更多工人到摩洛人中間，
讓他們看見神從沒有蔑視他們，並視他們為
祂眼中的明珠。

3. 摩洛蘭的軍事衝突釀成無數死傷，求主憐
憫，讓當地能夠達致真正和平；更盼望他們
明白惟有在主裏才有真正的平安。

甚或曾經停頓，最終仍能再
進入這些島國當中服侍。

代禱事項：
1. 求主差派更多工人接觸島上的穆民，看見這
些被遺忘的族群，願意為主一生擺上服侍。

2. 讓島上的穆民看見主是黑暗中的珍珠，他們
願為尋求真正的主而不懼一生跟隨，並願意
向家人、鄰舍、朋友分享福音。

3. 求主使用電台的訊息讓一些島民可以聽到主
的話，又讓穆民認識主的心不斷增加，更盼
望這些訊息深深觸動他們的心靈！

4. 求悔改的巨浪席捲這些海島國家，島民們在
聖潔的上帝面前下拜，單單投靠在祂的蔭庇
下。

代禱事項：
1. 祈求這位古蘭經教師被主的話語所吸引、觸
摸他的心，並且改變他的生命；又求主激動
更多島上的穆民有渴求尋找真理的心。

2. 求主光照海島穆民的心眼，看見惟有耶穌才
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引領他們成為祂的兒
女。

3. 但願主興起更多轉化
者，雖面對不少的逼迫
（如：遭排斥、被人燒
屋或生命受威脅等），
求主幫助他們勇敢地堅
持信靠主並廣傳福音，
成為明珠，在海島上閃
耀金輝。

有一次，某島上的一位宣教士去探望她的穆民
朋友法蒂瑪，遇上古蘭經教師正在教授她兒子
經課。在談話中，這古蘭經教師竟向這宣教士
主動索取一本當地語言的聖經。

在一條遙遠的村莊中，有一位當地弟兄去拜訪
一位年老、貧窮、患病的親戚，打算將充滿盼
望的福音信息帶給他，遂把新約聖經放進行李
袋內。不知何故，幾位鎮內的人知道他來訪，
進入屋內找麻煩，在弟兄的袋裡搜
出新約聖經，翻開細看。奇妙地，
其中一位說：「為何這是我們的古
蘭經？」並交給他同伴，他也同意
這是「他們的書」。然後他們為無
禮打擾而道歉，並且離開。讚美天
父關上那些找麻煩的人的眼睛，打
開那些尋找祂的人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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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馬爾代夫 — 為破碎的天堂禱告

第2天
蘇門答臘—從黑暗中尋得夜明珠

靈體中得到平安和依靠，反之卻活在恐懼中。

蘇門答臘是印尼最大的伊斯蘭教堡壘之一。當
有一天，蘇門答臘的族群開始轉向基督時，他
們可以在印尼，甚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穆斯林
群體中，帶領更多人歸信基督。

代禱事項：
1. 蘇門答臘充斥著黑暗的靈界權勢，求主捆綁
這些阻擋福音傳播的邪靈勢力，讓他們在黑
暗中得著夜明珠—基督。

2. 為在蘇門答臘馬來族群中忠心服侍主的工人
禱告，願他們的信心不斷被激勵。

3. 願主的恩典透過宣教士、廣播或其他媒體，
讓福音臨到很少有機會聽聞福音的蘇門答臘
穆斯林。

第3天
蘇拉威西島—患難中得見主

蘇拉威西島位於印尼東部，人口約有1,900多萬，
是世界第十一大島嶼。80%的島民信奉伊斯蘭
教的遜尼派，但大多仍夾雜着原始信仰。

島上不單有許多未得福音的穆民族群（歸主人
數少於2%），許多更是很少人歸主，甚至未有
穩定宣教團隊在當中服侍的Muslim Unreached 
& Unengaged People Groups（MUUPGs）。
相對印尼其他島嶼，蘇拉威西的MUUPGs比例
特別高，80多個族群中約有30個MUUPGs
（35%），人口百多萬。因為歷史及不同的社會
因素，蘇拉威西島向來較被忽略。

2018年9月28日，蘇拉威西島發生7.5級強烈地
震，並引發中蘇拉威西島的巴路和加拉縣大規
模海嘯，逾千人罹難，地震5天後，島北的索普
坦火山又突然爆發；這些災害帶來的損失難以
估計。當我們懇求恩主眷顧受災的人民外；但神

主辦單位（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宣道差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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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海外宣教部、
國際差傳協會（東亞差委會）、
新生資源中心、創啟事工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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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圓福音平台有限公司、SIM國際事工差會、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禧福協會、
浸信宣道會聯會差傳委員會

代禱事項：
1. 求主眷顧在患難中的蘇拉威西島民得到妥善
的支援，並能重建家園，求主藉著信徒的幫
助，讓他們體會基督的大愛，在患難中認識
主。

2.  願主差派委身的宣教士到蘇拉威西島，服侍
這些活在黑暗中的穆斯林。

3. 為已信主的西蘇拉威西島民獻上感謝，求主
讓他們能在困境中力求生存，又求主助他們
的靈命不斷地成長，堅持到底，把基督的大
愛傳給同胞。

4. 許多蘇拉威西島的穆斯林都信奉巫醫、靈媒來
求平安、脫離危險、貧困，求主讓他們明白
惟有在基督裏才得著安穩及有意義的生命。

是否同時也激發你關注這群的海島穆斯林呢？代禱事項：
1. 祈求宣教士在這片硬土上堅持努力，求主
差派更多工人到當地事奉；並且求主堅固
信徒的信心，在艱難中堅持跟隨，為主作光
作鹽。

2. 為在婚姻關係中受傷害者能經歷主奇妙的愛
的醫治禱告，又求神光照那些沉溺在吸煙或
毒品中的人，明白領受耶穌才能使生命有真
正的滿足。但願主在這破碎的天堂，讓人心
靈得醫治、轉向祂，並尋獲真正的天堂。

3. 儘管嚴重的壓制，求神藉着夢境、異象、
廣播、網絡佈道和見證展示基督。

4. 為期待已久的廸維希語（D h i v e h i — 
馬爾代夫人母語）的聖經翻譯禱告，讓當地
島民經歷神的同在，從祂的話語領受主的愛
和恩典。

馬爾代夫由26個珊瑚環礁組成，總計1,192個小
島，只有20個島嶼有人居住。馬爾代夫被稱為
天堂島，但現實是犯罪率上升，虐待兒童和青
少年濫毒的情況十分普遍，也是離婚率最高的
國家之一。

43萬馬爾代夫的人口中只有0.1%是基督徒，
99.94%都是穆斯林，境內禁止一切其他宗教。
如果你不是穆斯林，就不可能成為公民。2016
年政府通過法案，任何對
伊斯蘭教的評論都屬違
法，所有人若擁有聖經或
基督教資料都會被監禁。
因此，從伊斯蘭教轉信的
基督徒要單獨地、秘密地
行事，活在被監視和懼怕
中，甚至會被拘捕。

擁有5,000萬人口的蘇門
答臘島是印尼最大的島，
也是全球第六大島，更是
人口最密集、最大未福音化
的島嶼。蘇門答臘有79個族
群，其中49個未聞福音，8個
未有宣教士在當中服侍。這
79個族群中，住在北部和中
部沿海的都非常伊斯蘭化。而北部的亞齊區，
是伊斯蘭教最初進入印尼的根據地，當中所住
的族群都是很嚴謹的穆斯林，而居住在蘇門答
臘東南部巨港區的民眾，也是虔誠的穆斯林。

伊斯蘭教在11世紀經由阿拉伯、印度和馬來商人
與當地人接觸而廣傳，更在13世紀末於蘇門答臘
建立伊斯蘭教國家。蘇門答臘的居民除信奉伊斯
蘭外，亦有拜祭精靈的習慣，希望從這些

引言
今日這個後現代的世代，城市宣教成為基督徒
熱門的話題，但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仍有一群
很少離開自己海島的穆斯林。或許我們忽略了
他們，然而，主卻永不會遺忘！自第 7 世紀，
伊斯蘭教除了由阿拉伯半島擴展至整個北非大
陸，也在非洲進佔了多個的島嶼；同時，穆斯
林商旅開始在東南亞海島傳教，由於佛教對亞
洲人的影響深遠，起初皈依伊斯蘭教的人不多。
至13-15世紀，藉着皇室和民族聯婚關係等因
素，多個東南亞海島民族陸續皈依伊斯蘭教。

今日這些穆斯林島民鮮聞福音，我們作為神的
兒女，認識神在當中的奇妙作為嗎？願意承擔
這些被遺忘島民的福音工作嗎？讓我們藉着這
七天的禱文，為這些穆斯林島嶼上未得之民獻
呈禱告，甚或擺上自己的一生服侍他們！

滄海遺珠 
被遺忘的海島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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