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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2019年初全球穆斯林人口已達18億6,000萬，
其中10-15%屬什葉派(Shiite或Shia)，約2億
4,000萬人，「什葉」意思就是阿里的跟隨者。

在伊斯蘭歷史裡，先知穆罕默德死後，領導的
問題帶來了激烈的權力鬥爭。一派認為，未來
伊斯蘭群體的領袖應該是與穆罕默德有血源關
係的人，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女婿，也是堂弟，
應該領導所有的穆斯林，這派開始稱自己為什
葉派。

680年10月10日，
阿里的兒子侯賽因
於伊拉克的卡爾巴
拉被殺，一同遭難
的還有家人與72位
同伴。今日什葉派的
阿舒拉節就是紀念
這個日子，各處以
黑色為主要色調，

通過集體的哀悼，甚至自我鞭打流血，重複吟
唱卡爾巴拉這個故事，藉此紀念伊瑪目侯賽因
的悲慘遭遇。

「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
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賽61:3上)
是我們為什葉派穆斯林的祈禱，願他們在一切
的悲哀中遇見救主耶穌基督，得著救恩而來的
安慰、醫治、喜樂與盼望。

(資料來源: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Blog 2016)



第1天
阿舒拉節—正統之爭，誰勝？誰負！ 代禱事項：

1. 求主讓什葉派穆斯林放下歷史的重擔，不再被
仇恨綑綁，讓主的喜樂和平安臨到整個群體。

2. 什葉派穆斯林群體能免除肉身的痛苦，真正明
白贖罪的意義，認識主耶穌是唯一為我們贖罪
的主。

3. 求主的救恩臨到，讓什葉派穆斯林能夠經歷神
的大能及耶穌基督的愛，在當中興起忠心的僕
人使女，轉化生命，建立教會。

阿舒拉節是各地穆斯林的宗教活動。阿舒拉的意
思是「十」，是慶祝伊斯蘭曆第一個月穆哈拉姆月
的第10天，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各有不同的慶
祝原因，分歧很大，為期三天。遜尼派認為這是
一個歡樂的時刻，但什葉派則是哀傷的日子。

穆罕默德認為穆斯林應該像猶太人一樣，紀念
摩西被上帝從埃及人手中拯救出來。與埃及人
的爭戰是真主的勝利，要與家人和朋友一起慶
祝，遂在穆哈拉姆月的第10天禁食，後來擴展
成為齋戒月。

但什葉派則為紀念680年在卡爾巴拉發生的事件，
這天大家都穿哀服，沒有音樂，沒有舞蹈，不
作塵世的享受，婚禮和宴會也不會在這天或臨
近的日子舉行。人們會朗誦詩歌，大聲呼喊著
卡爾巴拉的戰鬥和侯賽因的殉難，甚至會用苦
行和鐵鍊鞭打自己。在這節期間，什葉派和遜
尼派之間常發生致命攻擊，不少人傷亡。



代禱事項：
1. 為仍處於生活窘迫的伊朗穆斯林祈禱，願主
用喜樂代替他們的憂愁，由主復活而來的盼
望代替沮喪與絕望。

2. 感恩已有大量的伊朗人信耶穌並且受洗，為
受逼迫的信徒及教會祈禱，願主繼續賜下異
象、異夢和神跡奇事吸引伊朗人認識耶穌。

3. 感恩已印刷了大量的波斯語聖經，祈求主保
護祂的話語得以傳揚，讓渴慕真理的人得著
波斯語聖經，有盼望地堅定跟主腳踪行。

第2天
伊朗—窘迫中有光明
伊朗人口現約8,300萬，90%以上為什葉派，是
世界第一大什葉派穆斯林國家。伊朗古稱波斯，
在7世紀中葉，波斯的薩珊王朝被阿拉伯征服，
包括伊朗高原的中亞洲地區開始伊斯蘭化。1979
年初，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爆發，王朝政權
被推翻，成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同年底發生美
國駐伊使館人質事件，伊朗轉為反美，與以美國
為首的西方國家交惡。

伊斯蘭共和國最高領導人是什葉派伊斯蘭的宗教
領袖，國內兩套法制(民事法和革命法)都屬伊斯
蘭法。教育方面更是伊斯蘭化，所有課本和教師
都要經審核確定符合及明白教義的。

由於受美國多年的制裁，國內大部份人生活貧
困，工作機會相對少。雖然如此，近年卻出現了
大規模的歸主運動。這場運動是1960年代末期，
由亞美尼亞宣教士海克（Haik Hovespian）激發
起的，1979年的伊朗革命使更多年輕人接受基督

作為救主。雖然1994年伊朗政府以宣傳異教罪名
處決海克，但這運動一直延續至今，有消息指今
天伊朗境內有200萬甚至更多基督徒。



代禱事項：
1. 願主賜福伊朗的年青人，對國家充滿熱誠，
積極起來參與國家建設，祈求伊朗的未來在
各方面都興旺，當然也祈求大量青年人歸主，
在耶穌裡滿有盼望。

2. 求主興起基督教戒毒事工及社區發展工作，
幫助受毒品捆綁的青年人與受影響的家人，
願他們同樣得聞福音，全家得救。

3. 為基督教衛星電視SAT-7祈禱，他們製作的
波斯語(SAT-7 PARS)節目多元化，求主使
用不同媒體將福音傳送到更多伊朗家庭，讓
愛與盼望圍繞伊朗。

第3天
伊朗的未來—滿有盼望!?
伊朗人口約40%為30歲或以下，政府曾訪問他們：
「你認為有甚麼政策可促進國家的發展？」
青年人提出國家不要過份倚賴石油出口，該用更
多資源開拓發展其他產業，旅遊業是其中可拓展
的項目。此外，他們又建議國家要安排兩批不同
年齡層的人一起工作，將五十歲或以上有經驗和
人生智慧的一群，與有幹勁及創意的三十歲或以
下年輕人融合，這樣的共融、合作會帶來更好的
未來。

可是，大部份青年人生活因為受到限制，缺少
發展機會，滿腔的挫折與不滿情緒，使他們沉迷
吸毒。毒品是從鄰國阿富汗偷運進來的，價格便
宜，很多的青年人忍受不了誘惑而染上毒害。另
一方面，濫用毒品的悲劇提供了一個基督徒與伊
朗人分享福音的機會，基督徒戒毒者靠著主的大
能和信徒愛心的陪伴，戒毒成功率遠遠超過其他
群體。此外，青年人愛上互聯網，被不同媒體吸

引，互聯網與衛星電視的福音工作大有果效，引
領不少青年人信主。



第4天
阿塞拜疆—張力中得見曙光

代禱事項：
1. 為處於歐(北方)、亞(南方)兩種文化的阿塞拜
疆祈禱，祈求民族間互相欣賞，求主賜福他
們有和諧共融的社會。

2. 近年伊朗和土耳其派送許多伊斯蘭宣教士前
往阿塞拜疆，希望復興這裏的伊斯蘭教。阿
塞拜疆政府擔心，什葉派的宗教復興運動可
能導致暴力與不穩定的局面。祈求聖靈引領
人心認識真神，也為這國家求平安。

3. 記念阿塞拜疆與伊朗兩國的關係，祈求伊朗
教會熱心將福音傳至鄰國，更願阿塞拜疆有
一天由「火的守護者」改變為「福音火熱的
傳遞者」。

阿塞拜疆人口約1,000萬，以穆民為主，超過65%
屬於什葉派信徒，更有一些統計指高達85%，是
第二什葉派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阿塞
拜疆」一字在波斯語是「火的守護者」，古老的
「拜火教」（Zoroastrianism）曾在此盛極一時。
今天，阿塞拜疆已變成一個伊斯蘭教國家。近幾
十年來，這區的遜尼派和什葉派都是名義上的穆
斯林，相安無事。阿塞拜疆政府擔心，什葉派的
宗教復興運動可能導致暴力與不穩定的局面。

阿塞拜疆的地理位置使它和周邊國家的關係錯綜
複雜，也使它在很多方面體現歐、亞兩種文化特
點——北方受蘇俄和東歐影響；南方則沿襲土耳
其、波斯伊朗的傳統。約一千年前，突厥人開始
在這一帶定居，所以也融合了突厥文化。

1991年蘇聯（Soviet Union）解體，阿塞拜疆獨立
成為共和國。許多阿塞拜疆人視伊朗為干涉者，雖
然都屬伊斯蘭什葉派，關係卻冷淡，反而與以色列

及美國結盟，允許以色列無人機利用本國基地監
控伊朗。阿塞拜疆較少宗教束縛，更是最先允許
婦女自由戴頭巾的國家。如今，在首都巴庫幾乎
看不到戴頭巾的婦女；清真寺內背誦古蘭經的聲
音也逐漸減少，不少人只是文化意義上的穆斯林。
為此，近年伊朗和土耳其派送許多伊斯蘭宣教士
前往阿塞拜疆，希望復興這裏的伊斯蘭教。



第5天
巴林—繁華背後的困境壓迫

代禱事項：
1. 為受壓的人民禱告，求主供應他們的需要，
醫治過往一切的傷口。

2. 為政府禱告，求主興起愛百姓的領袖和官員，
以公平、公正去管治國家。

3. 求主使用在巴林居住的基督徒，成為兩派中
的和平之子。

巴林是位於波斯灣西岸的一個島國，人口1,600
多萬，超過七成是穆斯林，什葉派信徒約佔
65-75%。巴林是波斯灣其中一個石油出產國，
以金融和旅遊業為主要收入來源，並被世界銀行
認定為世界上其中一個高收入經濟體，但在繁華
背後，蘊含著不少社會問題。

雖然巴林以什葉派信徒佔大多數，但政治、軍事、
經濟等資源主要操在遜尼派手上，什葉派信徒在
就業、住屋和社會資源上常獲得不公的對待。雖
然經過70年代末的流產政變以及90年代末不斷爆
發的示威，也無助改變情況。2011年，受阿拉伯
之春的反政府浪潮影響，巴林爆發了一次大型的
反政府示威，希望為什葉派信徒爭取較佳的就業
和生活環境，以及在政治上得到較多的參與，可
惜換來軍隊的大規模鎮壓，以及從沙特及阿聯酋
引入軍警平亂，後來更演變至什葉派提出推翻屬
遜尼派王室統治的要求。

在示威中，遜尼政府的平亂手法引來不同國家及
組織指控為不人道，引致數百人死亡、上千人受
傷。表面是一場宗教派系鬥爭，背後卻是一場有
關民生與人權的訴求。今天，巴林的什葉派信徒
仍在不公與壓迫中努力求存。



第6天
伊拉克—冤冤相報何時了？

代禱事項：
1. 求主醫治這個久歷爭戰的國家，能得到真正
的穩定與平安。

2. 求主在遜尼與什葉信徒之間興起和平之子，
以公義與愛去化解一切的怨仇。

3. 求主堅固當中的教會，因他們也是飽歷壓迫
的人，讓他們有力堅守信仰，以愛與真相去
轉化這地的創傷。

伊拉克約有3,900多萬人口，超過95%是穆斯林，
什葉派信徒約佔65-70%。伊拉克是世上其中一
個人類古文明（米索不達米亞）的發源地，除了
有很豐富的波斯文化遺產，也可以找到最古老的
基督教派信徒與教會。伊拉克同樣也是中東其中
一個重要的產油國，但連連的戰爭為當地的發展
帶來重重的打擊。

伊拉克其中一樣最為人熟識的是薩達姆政權。
薩達姆是遜尼派的穆斯林，管治風格獨裁，當中
的什葉派信徒常被打壓。後來2003年美國攻打伊
拉克，終結了薩達姆政權的時代，國家進入真正
民主的狀態。當時有不少什葉派人士獲得政權，
因此與同為什葉勢力的伊朗建立了更友好的
關係，在地利上成了一個什葉新月（Shia Cres-
cent）局面。

這局面引來周邊遜尼勢力政權不滿，後來也成為
了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攻擊對象，境內一連串的

軍事衝突、自殺攻擊、動盪也是來自遜尼勢力。
雖然如此，卻將伊拉克裡的世俗派、庫爾德人及
什葉派聯合起來，及後甚至組成什葉民軍組織，
贏得了人民的擁護。可惜，當伊斯蘭國崩壞逃離
後，這些什葉組織進入村子將不少遜尼村民私刑
處死。帶著仇恨去報仇，最後換來的，也是仇恨
本身。



第7天
巴基斯坦—困境的釋放

代禱事項：
1. 求主憐憫巴基斯坦什葉派穆斯林，在少數的
族群中得到公平的對待，不致成為攻擊的目
標，得以享受平安的生活。

2. 為巴基斯坦什葉及遜尼兩派穆斯林的衝突禱
告，求主施恩，使他們能彼此包容，並認識
基督，以基督的愛解決當中矛盾。

3. 求主差遣忠心的僕人使女作福音使者，讓穆
斯林的生命改變；也求主保護在當地的同工
和事工，使更多人得著救恩，建立屬於神的
國度。

1947年英國政府公佈了「蒙巴頓方案」，自此
英屬印度分為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個領域。在巴基
斯坦邁向建國的時候，當地什葉派穆斯林懷著矛
盾的心情，一方面期待著建立以穆斯林為主體的
國家，另一方面卻擔心能否在遜尼派穆斯林為主
體的國家中享有應得的權利。

今天除了伊朗外，巴基斯坦是其中一個擁有大量
什葉派穆斯林人口的國家，約佔人口10%-15%，
數目超過2,000萬。由於教義和宗教習俗上的差
異，加上兩派在不同地區的經濟和政治矛盾，自
巴基斯坦建國之後，內部的教派衝突就開始出現。
經過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巴基斯坦更成為沙特和
伊朗教派主義宣傳的主要戰場，兩個教派之間的
關係因此而日益緊張，什葉派社團面臨著前所未
有的挑戰。

僅2017年巴基斯坦就發生了12次教派襲擊，死
亡人數多達200多人，而大部分襲擊都是針對該

國各地的什葉派穆斯林。



2020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