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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对世界的影响力似乎在不断增
长，伊斯兰的形象也越来越常出现。在
尼日利亚的九个州，也是非洲人口最稠
密的州，就刚刚采纳了伊斯兰教教法。在世界各
地我们也可以看到公众对伊斯兰的委身，其中一
个证明就是忠实的公共祷告。人们好像不得不认
为他们真的很满足和忠诚。
然而，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穆斯
林背景的人归向基督。准确的数据是难以统计
的。在一些地区，许多人转向基督的人都可以勇
敢地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然而，在很多其它地
方，基督徒却非常的低调，他们必须非常谨慎的
选择透露信仰的对象。现在越来越流行的是几个
忠实追随者组成的秘密小组，他们有例常聚会，
但有时候却不公开他们刚找到的新信仰，甚至是
对他们的家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以撒（古兰
经里对耶稣的称呼）的跟随者则在各种的环境下
聚会和敬拜，他们也采纳不同的形式敬拜。这些
沉默的实施者，再加上政府普遍倾向于反对任何
的宗教叛变，导致非常难以准确知道新的皈依基
督的人数。
然而，他们信仰的核心都是一样的。不论是
一个人接一个人，还是一个家庭接一个家庭，都
被带到真主及耶稣基督面前。至于他们的属灵方
向，他们找到一本在一切之上的书，就是圣经。
一位爪哇的男人在读完整本圣经之后，他对登山
宝训有很多的回应思想，“如果基督徒的生命是
那样的，那我要成为一位基督徒。”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些住在以穆斯林为
主的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是付了很高的代价来信
基督。特别是家庭成员，可以给新信徒极大的压
力。当我们思考那些信基督的人常付的代价时，
很自然的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到底他们所得到的
对耶稣或基督徒的信心是如何激励他们愿意付那
么重的代价？圣灵到底如何向他们启示有关耶稣
是值得不惜一切跟谁的对象呢？
在过去十年，世界宣明会的福乐神学院编制
了一个大规模的问卷，是由六百位穆斯林背景的
信徒所合订的（或是那些熟悉他们的人）。 这里
的结果是从这些问卷中所抽出的一百二十位的代
表样本。回应者来自三十九个国家，超过五十个
民族。它提供了一个很广阔的窗口来帮助人们进
入那些从伊斯兰转向基督之人的思维和内心世
界。在很多个案中，这些调查的回应大部分都是
宣教士们也同样认为的。但有一些个案，这些新
信徒令人惊讶的发现是令人大开眼界及完全没有
预料到的。很多时候，他们有非常好的敬畏的
心，是得自于圣灵感动人相信被钉十字架及死里
复活的基督。
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报告，让这些皈
依者的心声有机会被听见。一个人们认为不应该
成为他们被吸引的原因恰恰是他们说不得不被吸
引的原因：多数皈依的主要因素都是互相牵连
的。人们在他们信主时都会表达许多这些因素。
至终，在不可抗拒的与基督建立关系的因素面
前，这些因素都只是补充成分。

成长最快的宗教

确定的救恩

在数字上，伊斯兰其实比基督教发展得快。
伊斯兰年增长率是 2.15% ，超越了基督教的
1.45%。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 96%的增长
是属于自然的成长，就是在穆斯林家庭中出世的
小孩。伊斯兰在世界上那些人口增长快的地区非
常的兴盛。相对来说，基督教则是较为分散地增
长，它传统的基地是在那些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甚
至停滞的地区。这就是为什么从总的趋势来看伊
斯兰成长快过基督教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者成长的比较。根据 2000
年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的数字，每年有九十五万
人从其他宗教改信伊斯兰。而基督教每年有两百
七十万人皈依基督教，并且据推测他们是从某一
其他宗教皈依效忠基督。

这一问题是人类的问题。这个有关人类永恒
归宿的问题，常萦绕在那些渴望天堂及要肯定他
们的罪已经蒙赦免并已经得救的人。古兰经指出
救恩是属于“那些相信及行公义的人，这些人会
是乐园的居民，他们将会永远的住在那里”（古
兰经文 2：82，译者不明）。然而，它也提到真主
原谅那些他所愿的，及惩罚那些他所愿的（古兰
经文 2：284）。在实践上，甚至对那些最虔诚的
穆斯林，确定的救恩盼望是难以捉摸的。
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妇女在她的伊斯兰家庭里
得到的教导说，通向天堂的路就好像一根头发那
么细。这传统可以在穆罕默德的言行录里找到。
她被教导说，就算是好行为，也不能保证她可以
安全抵达乐园。要走过这条好像头发一般细的桥
梁是非常困难及危险的。对她而言，一个来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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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面前的关键因素就是领悟到她不能自救，只有
耶稣的宝血可以救赎她。
一位西非的妇女要肯定地知道她的罪已经被
赦免及洗净。当一位在美国的波斯流亡者被问及
基督是否给他脱离恐惧的自由时，她说，“哦，
是的！我感到比较多被赦免，也更有被赦免的确
据。”对这些和其他的人，他们在基督里找到的
是永恒、安全的避难所。一位埃及男人就比较广
泛及明确地提到，对一位穆斯林而言，基督教的
主要吸引力是救恩的确据。一位爪哇的男人则简
单的说道，“当我接受基督之后，我对我生命的
终局有信心。”
耶稣

当基督是所有穆斯林皈依者所刚找到的新信
仰的清楚核心时，基督的性情是主要的因素，也
是最有吸引力的。简单来说，从穆斯林的眼光，
基督的性格通常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一位在
美国的巴基斯坦移民特别被基督在被虐待时仍拒
绝报复所吸引。这位男人写道，“他忍受着，从
来没有报复。”
虽然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都相信基督并没有被
钉死在十字架上，1 古兰经肯定的接受他的反对者
企图要杀他，以及他愿意死。所以这波斯人的报
告，他说他在还没有被基督教吸引之前就已经被
基督吸引，这对穆斯林来说并非是异常的事，基
督在伊斯兰里是被崇敬的。虽然在许多的经文
中，它的意思是有争议性，但至少基督被认同是
先知（古兰经文 19：30-31）。
一位西非的男人是被基督的谦卑及有关基督
并没有被罪污染的启示所吸引。虽然古兰经没有
提到多次提到基督为没有瑕疵的人（古兰经文
19 ： 19 ）。而穆罕默德必须要为他的罪祈求赦免
（古兰经文 40：55；47：19；48：2）。当被问及
到底基督教哪一些特别的教导吸引他时，这埃及
男人简单地说，“钉十架的弥赛亚。”
圣书：圣经的能力

摩西五经、诗篇及福音书（一般的了解就是
新约）都是穆斯林所尊崇的圣书。虽然不熟悉圣
经的内容，但当他们开始读时，就会发觉它相当
地引人入胜。对一位黎巴嫩的穆斯林而言，基督
登山宝训的教导是他信主的主要工具。一位北非
的信徒被基督对穷人、被压迫者及被抛弃者的爱
所感动。另一位男人是被基督跟随者的这些素质
所吸引。他看到基督徒是唯一深深关心穷人与被
压迫者应得到的公平。
其他人也在圣经里找到可信的真理。在寻找
圣经时，一位巴基斯坦信徒找到他所关心的许多
问题的答案。当他对圣经的感激不断的增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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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觉到自己被那些以前教导他圣经已经腐败的
人所欺骗。
一位北非人发觉到圣经所教导的真理非常有道
理，它满足了他的知性。一位信基督的埃及人，
就发觉到圣经帮助他看到真主真正的性格。他对
古兰经的疑问不断的增加，但至于圣经，他说，
“是有能力及令人满意的。”同样的，一位伊朗
人说，“圣经是讲得通的，它是合理及有逻辑
的，它与我们有关且不受文化的限制。”
我曾经有一个梦

对那些不曾接触过穆斯林背景基督徒的人，他
们最大的惊讶很可能是梦和异象在吸引人归向基
督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虽然对大多数的西方人而
言，梦在他们皈依的决定上是无关紧要的。超过
四分之一的问卷调查都相当强调地提到梦和异象
是吸引他们到基督面前及支持他们渡过困境的关
键所在。前锋的国际董事，爱理克也发觉到同样
的模式。他写道：“正如真主使用异象使保罗归
主，同样的，真主透过梦和异象向穆斯林启示他
自己。正如真主预备哥尼流透过异象让他听到福 2
音，真主也预备大批的穆斯林来回应他的好消。”
一位来自几内亚的信徒常常梦到一个人，后
来他相信那就是基督。那人穿着白色的袍，呼召
这个男人来跟随他。在另一个有关的梦里，他记
得同一人物伸展他的手臂，招手要他跟随他。这
类的梦已经成为穆斯林当中的样本。虽然有些不
同，但在那些曾经有梦和异象的人当中，基督穿
着白袍出现已经是一个不断重现的形象。相似
的，一位穆斯林马来妇女从她死去的基督徒父母
取得异象。她看到他们喜乐的与其他人一起在天
上。耶稣穿着白袍说道，“如果你要来我这里，
就来吧！”她感觉到她用一生来接触真主，却从
来没有成功过，然而，现在她却看到真主主动地
透过耶稣来接触她。
一位来自中东的归依者，曾经患有严重的头
痛，一直躺在他的床上。在为他生病的儿子祷告
之后，一位带着美丽与平安面貌的男人出现。他
穿着白色的衣服，走向这男人的床头并触摸他的
头三次。第二天早上他的头痛就没有了。他的儿
子也一样，完全痊愈了。可以理解，他现在自信
的讲述说，“我相信奉耶稣的名祷告。”
大多数的梦似乎都属于这两大类别之一。第
一类可被称为预备的梦。就好像基督穿着白袍出
现，这异象肯定了他们曾有过有关基督或基督徒
信仰的思想或谈话。第二类可被称为坚固的梦。
这里的梦和异象一般来说是给信徒能力来面对逼
迫。如果缺乏逼迫，它就会给信徒勇气，增强他
们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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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的梦

一位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逊尼妇女在一个梦里
看到一个人向她显现，告诉她去探望一位她所认
识的基督徒妇女。这个人，之后她肯定就是基
督，告诉她这位妇女会教导她。在他还没有信主
前，一位波斯男人见到一个异象，在那里他跌入
一个黑暗的悬崖，有一道光扶着他的背救起他。
因着对真主使用梦和睡眠的着迷，一位阿尔
及利亚人讲述她如何听到她正在睡觉的穆斯林祖
母说道，“耶稣并没有死。我要告诉你他现在在
这里。”一位西非男人讲述他信主前一个简要但
却有力的异象。他看到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在地狱
及一位穷得没有能力施舍的基督徒在天堂。一个
声音就向他解释说分别就在于相信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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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爱，其次是真主直接的示范以及圣经里的证
据。
“你们若彼此相爱，这样众人就知
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一位约旦信徒将他的信主归功于他在他基督
徒朋友身上所见到的“无条件的爱及平安和满足
的气氛”。一位在法国的阿拉伯流亡者，形容他
基督徒同伴的友善，他说他们“散发出基督的荣
美。”这些朋友，在她之前已经移民来这里，并
在她抵达之前已经将他们的生命交给基督，他们
祈求真主垂听她要找一份工作的祷告。她说她对
“主如何不断地回答她的祷告”而惊叹。这位年
轻的逊尼穆斯林妇女看到了慈爱以及经历了与她
信徒朋友的亲密无间，这让她相信真主也是一
样，可以成为她的朋友，并给她永恒的生命。

坚固的梦
坚固的梦

一位北非的信徒在他因信仰而被下在监狱里
时，在梦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能力来面对坐牢。
在梦里，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信徒涌现在他的城市
的街道上，在他受限制的国家里公开宣讲他们的
信仰。他在监牢时被折磨，无数个小时赤裸裸的
被倒挂起来，被电藤鞭打，及不断被威胁要被处
死。他所见到的异象，就是有一天他国家的百姓
会公开在街道上宣称他们的信仰，给了他能力在
困难的时刻可以坚忍下去。
相遇

虽然这并非严格的是一个梦或异象，但许多
穆斯林背景的信徒都曾有过一个很重要的超自然
相遇，这成为带领他们归向耶稣的管道。一位埃
及穆斯林在读福音书路加福音第三章时，在那里
圣灵如同鸽子降在耶稣身上。真主说，“这是我
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他读到这些话时，一
阵狂风破入他的房间。有一个声音向他说道，
“我就是耶稣，你所恨的那一位。我就是你在寻
找的主。”他回忆当时他“不断的哭泣，就从那
时开始接受了耶稣。”
不论个人对梦和异象和基督徒的信心道路的
看法如何，如果我们对真主继续透过那些被看为
非惯例的管道来引人归向他自己的方法没有认知
及不愿意向它开放，那我们就很难参与在穆斯林
的事工里了。
“其中最大的是爱”

到目前为止，最多穆斯林归向基督的理由是
爱的力量，这是最被赞赏的理由。好像保罗一
样，许多穆斯林背景的信徒都发觉到“其中最大
的是爱”（林前 13：13）。超过一半转移信仰的
所有穆斯林都肯定真主的爱是他们做决定的关键
因素。爱的吸引力可以简单分为两类：第一是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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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的爱

无可否认的，要分开信徒所示范的爱的榜样
和圣经的见证证明真主的爱是非常困难的。一位
孟加拉男人说，“真主的大爱，他自己的罪贯满
盈，以及基督为他的伟大牺牲的启示征服了
他。”一位从冈比亚来的西非人简单地说，“真
主就是这样爱原原本本的我。”他形容他在伊斯
兰里的经历是“要非常严格地顺服真主。”他感
觉到自己不能完全取悦真主。虽然他曾因着在耶
稣里的信心而被扔石头，但他还是忠心地活出他
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对那些被其他穆斯林欺压的穆斯林而言，真
主的爱是特别的强大。一位什叶派（Shi’i）男人
被“真主爱所有人”，以及真主爱及保护他个人
的真理所吸引。同样，一位北非人惊讶于真主的
爱竟然“是给万国万民的，包括了仇敌。”他在
伊斯兰里的经历使他深信阿拉伯穆斯林对非洲黑
人是有种族偏见的。他很难过地形容伊斯兰为
“阿拉伯人用来压迫非阿拉伯人的一种工具。”
“我称你为朋友”：与
“我称你为朋友”：与真主
：与真主的关系
真主的关系

对一些百分之十的穆斯林背景信徒而言，他
们信主的最强及最明显的因素就是与真主关系的
吸引力。一位阿尔及利亚的流亡者，在这之前提
过这一重点，就是真主可以是他的一位朋友及一
位父亲。同样，一位北非的皈依者也是被有机会
与真主有直接的关系所吸引。他觉得他在伊斯兰
里所缺乏的是任何的与真主接近，没有可能又可
以与真主同行的关系。在基督里，他提到一个非
常强的吸引力就是主与人之间直接的关系。就如
同隔离的面纱已经被拿开了。
一位埃及信徒说明了两个吸引他入基督教的
有力的理由：成为真主的儿子及圣灵内住在他里
面。这正面的反映了一位印度尼西亚人负面的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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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伊斯兰：“真主是全宇宙的及没有家庭的。没
有办法可以知道真主到底是怎样的。”
北美福音派的信仰和教义一直以来都被批评
为强调经验及个人化。在这个穆斯林背景信徒们
见证的光照之下，有机会接触真主及与真主建立
关系的机会对北美人来说就不是一个独特的渴
求。反而，来自穆斯林背景的这些基督跟随者的
一个典型教训可能是那被称为真主的普世性的爱
的罗曼史：那就是基督对他的教会的爱以，及他
渴望要与那些他称为属于他自己的人沟通。
“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

一些称它为第八个福（太 5：10）。其他则认
为它应该只是活出先前福气的副产品。但如果从
释经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很清楚的，那些来自穆
斯林世界的信徒比那些来自西方世界的更熟悉逼
迫。
一位西非的信徒被他自己的家人刺杀及烧
伤。虽然他没有被杀死，但现在他的家人都当他
死了。虽然身体上的受苦是极大的，但那些被当
成死了的心灵创伤可能被低估了。一位北非男人
发觉他根本无法形容这种被拒绝、被鞭打及无家
可归的创伤。令人悲哀的是，国家教会也没有接
纳他。
在信主之后，一位黎巴嫩的穆斯林失去了他
所有教导和专业的特权，至终被杀害。其他的专
业人士，习惯了某种程度的尊重，也惊讶于他们
因着选择跟随基督而经历的鄙视。一位观察者就
以“精神上的创伤”来形容一位阿拉伯北非人所
经历的被逮捕、盘问及被警方拘留两天。
对那些曾经因着他们的种族而被迫害的人，
因着新信仰而带来的迫害对他们就不是那么的惊
讶了，反而更坚定了他们要离弃前信仰的决定。
一个北非人，发觉到基督徒是他所知道的唯一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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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族偏见的人，他因而可以忍受非常严酷的迫
害。他的一位兄弟以及几位要好的朋友都已经被
杀害了。一位西非男人的屋子被烧毁，被那些尝
试要杀害他的人及家人赶出去。一位从菲律宾来
的渔夫经历了变本加厉的逼迫，人们偷了他的
船，切断他的网，及折磨他的儿女。然而，观察
者却注明，“他并没有动摇。”
在面对逼迫时的坚定不移至少部分说明了逼
迫所扮演的角色，就算是如果它并没有刺激数字
上的成长，它肯定鞭策了灵魂的成长，带来更强
大的基督徒，这是这些以穆斯林为主的团体的恐
怖对待造成的。在面对逼迫时，圣经经文的安慰
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了深切的帮助。一位爪哇的
弟兄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里找到了面对逼迫的
勇气：“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
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基督的教导调
整了他的看法，他开始当它是一种的福气。他也
提到带领他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刻是在教会聚会中
讲解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时。
一位埃及信徒在他被吐唾沫及面对死亡的威
胁时，也从圣经中得到类似的安慰。那些嘲笑者
告诉他的弟弟，他是没有宗教信仰的。然而，当
他读福音书时，他感受到了真主的爱，感觉到耶
稣的同在。与古兰经相对的，他发觉到福音书是
大有能力及令人满意的。
真主在
真主在做工

从这些较简略的观察可以看到真主在这一非
常大的人类群体里的作为，我们看到他以戏剧性
的方式来传达他的心意。真主一部分使用梦和异
象吸引人是因为缺乏了愿意亲自向穆斯林仔细说
清楚及示范福音的大能之血肉之躯的见证人。如
果没有其他的方法，上面这些见证让我们看到真
主在做工。明显的，当穆斯林有机会看到所启示
的基督的完全的爱时，他们会喜悦与基督同行的
生命。归根结底，恩典是不能抗拒的。

课程 12，完整阅读 1 到此为止。
吴督理对穆斯林的爱以及他对他们的信仰和文化的知识已经是长期被公认的。他曾经在黎巴嫩、巴基斯坦、
阿富汗及沙地阿拉伯服侍。苏拉社是前锋（Mission Frontiers）的助理编辑。
取自吴督理（Dudley Woodberry）及苏拉社，《穆斯林说：为什么我选择耶稣》《前锋》（三月，2001)，页
28-33。版权所有。www.missionfrontiers.org.

尾注

1
2

根据古兰经文 4：157-159（埃及人编辑，页 156-157，傅鲁泽编辑）
爱理克，《穆斯林，魔术和神国》（Pasadena, 加州：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0）页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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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穆斯林女性祷告
作者：葛乐金著（Kim Greig）

有效地为穆斯林女性祷告的第一个步骤
是以真主的眼光来看她们。每一位穆斯
林女人，就和你我一样，是真主所爱
的。这看起来似乎是很明显的声明，但因着惧怕
和无知，我们太多人竟然退缩不前，不愿以耶稣
的爱来接触穆斯林及为他们祷告。其实在真主眼
中，每一位穆斯林女人都是独特及奇妙的，我们
绝对不可以假设她们每一个都一样。若要更有效
地为她们祷告，我们需要考虑一些重要的属灵要
素。

看顾的真主
看顾的真主

夏甲的故事让我们了解真主如何地看顾穆斯
林女性。在创世记十六章，我们读到当夏甲怀了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之后就逃入旷野。在那
里，真主的天使劝夏甲回到她的女主人撒莱那
里，夏甲就称这地方为“庇耳拉海莱”，意思就
是“那看顾我的真主”。今天，穆斯林女性所认
识的真主是疏远及非个人的。真主并没有看到她
们。但真主的真正性格不单只是看到她们，他也
爱她们，听他们的心声，甚至为她们哭泣，不愿
任何一人灭亡。
我们可能也必须要诚实地承认我们并没有常
常向穆斯林表白真主的心意。我们并没有好像真
主一样地聆听或看顾她们。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祈
祷之前，可能我们必须要为我们对穆斯林的态度
悔改。我们需要以怜悯的心，凭信心为她们祷
告。
身份和价值

个男人的一半。无数的规则条文将她放在次要的
地位。在为穆斯林女性祷告时，我们必须要明了
男性并非敌人。真正的敌人是撒旦，它来抢走了
女性的身份及在基督里的价值（约翰 10：10）。
惧怕的堡垒

对一位穆斯林女性而言，恐惧是其中一个最
大的堡垒。她惧怕被虐待、被殴打或丈夫与她离
婚。她害怕不育、惧怕她的家婆、谣言、宗教领
袖、及宗教警察。除了面对身为伊斯兰女性的极
度脆弱的威胁，她也在伊斯兰民间习俗里寻求庇
护，包括向死去的穆斯林圣徒祈福及平息恶眼。
她们认为恶眼控制了日常生活的许多层面。
脱离奴隶的身份
脱离奴隶的身份……
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以实玛利是
一位女奴所生的儿子。伊斯兰的意思是顺服。一
位穆斯林女性了解她是真主的仆人、她丈夫的使
女、及她兄弟和儿子们的仆人。穆斯林只能够从
仆人或奴隶的地位来与真主联系。他们必须要透
过好行为才能得到救恩。然而，基督徒却是透过
真主的恩典，赐下一位救主，耶稣，将我们从奴
隶的身份转变为儿女（加 4：7）。穆斯林需要明
白在加略山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就是透过悔
改我们就可以蒙赦免。
……给女儿们
要穆斯林女性认真主为父亲是非常困难的。
耶稣是神子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的冒
犯，只有透过圣灵的启示才可以让她们完全掌握
这真理。伊斯兰有九十九个名字给真主，“父
亲”并不是其一。我们必须要为穆斯林女性祷
告，希望她们会认识到真主是她们的父亲。

一位穆斯林女性只是从她的父亲或丈夫那里
得到身份，她的整个世界都是被男人控制，他们
的权威覆盖她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面纱就是遮盖
和顺服的外在代表。她得体的穿着就是为了要守
护她家庭的名誉，特别是男性成员。一位穆斯林
女性并没有她自己本身的身份，她的价值只是一
课程 12，完整阅读 2 到此为止。
葛乐金（Kim Greig）自 1979 年就在南亚与中东的穆斯林当中服侍。金和她的丈夫，基思是国际祷告事工的
国际协调员。该祷告事工被称为焦点三十天为穆斯林祷告，目前是教会历史以来其中最大的一个焦点祷告运
动。每年在世界各地有超过三千万的基督徒参与。
取自葛乐金（Kim Greig），《从恐惧到相信》中《为穆斯林女性祷告》，卡玛丽与多卡洛编辑（Pasadena,
加州：威廉克理图书馆，2002），页89-90。版权所有。www.wclbook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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