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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 北非 )

人口：8470 万 (2014 年 )
基督徒：1000 万（人口 11.8%)
主要信仰：伊斯兰教 
逼迫来源：伊斯兰极端主义、                                                         

全球守望名单

（World Watch List）

“全球守望名单”排列因跟随基督耶稣而
遭受最严峻逼迫的 50 个国家。它衡量
基督徒在生活的五个层面（个人、家
庭、社区、国家、教会）所拥有的信仰
自由和面对逼迫的程度，它是根据超过
65个国家的同工以及独立专家所提供的
详细资料而厘定。

过去六十年〈敞开的门〉一直服侍全球
受逼迫的基督徒，盼望您与我们一起祷
告，就像我们的创办人安得烈弟兄的提
醒：“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留下不可磨
灭的印记，没有什么比通过祈祷投身于
神的旨意更为有力。祷告能够带我们前
往我们无法可到的地方。”

独裁偏执、
组织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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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逼迫来源

埃及的教会历史悠久，自公元一世纪就已存
在。东方正教会是埃及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福音派则于 150 年前开始，活跃于教会植
堂、教育和保健服务。

现今的埃及教会面对持续不断的压力，只拥有
极少的权利和自由，在整合穆斯林归主者的工
作上受到相当的挑战。2011 年国家动乱后，
估计基督徒的总人数为 1000 万。

埃及向来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心脏，神赐
予埃及教会有多方面的恩赐，埃及教会担当了
把福音带往阿拉伯世界的独持使命。我们祈求
他们会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在挑战满途的路
上坚定不移。

伊拉克基督徒的主要逼迫是来自伊斯兰极端主

1. 伊斯兰极端主义

埃及基督徒逼迫的主要来源是伊斯兰极端主
义。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让埃及政权更
迭，现任总统塞西的政权虽然为基督徒提供了
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环境，却招致穆斯林兄弟会
的强烈反弹，增加了对基督徒的袭击。穆斯林
兄弟会从失去国家领导权而转为秘密运作，激
进的伊斯兰组织势力在埃及从来没有消失。在
西奈，他们有恃无恐，试图改变埃及的文化，
反基督徒的情绪正不断漫延。

一、教会独特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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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独裁偏执 

专制统治是埃及的政制传统。总统塞西的独裁
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法律统治，同时也带
来了更严格的宗教事务规限；2013 年 11 月的
法例限制公开抗议，目的是控制言论自由；这
一切都不利于基督徒。

3. 组织性腐败

国内广泛的罪恶、腐败（西奈地区尤甚）导致
有恃无恐的结构性氛围，人们无需为罪行负上
刑责，脆弱的群体往往是受害者，基督徒也深
受其害（当中以基督徒妇女和穆斯林归主者最
易受到伤害）。

三、信徒面临困难

可证进行修缮工程；虽然教会确实面临行政障
碍，教会仍享有自主权，普遍受到尊重。

2013 年 6 月 30 日推翻穆尔西政权的革命后
不久，出现了教派暴力冲突的高潮。过去穆斯
林和基督徒能和平共处，随着政治危机加剧，
社会进一步分裂，基督徒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报
复的对象，不少信徒被殴打，甚至被追杀；65
所教堂、基督教书店、基督教学校和修道院被
暴民完全烧毁或毁坏；到目前为止，其中只有
5 所进行了重建，军方对翻修和重建教堂的承
诺至今仍未兑现。

埃及全国各地的基督徒均受到逼迫。当中以穆
斯林归主者的逼迫情况最为严重，为了相信基
督，他们遭受家人的惩罚，殴打或被驱逐离
家。

在社会层面，科普特基督徒群体面临歧视（包
括教育、保健、司法、基本社会服务等），使
得他们更容易陷入贫困状况。最近几年，教会
失去了过往的优势，变成被攻击的目标，政府
的立法也严重阻碍教会发展，教堂难以取得许

四、教会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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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荣耀的见证人

 1. 逼迫带来转化

埃及的未来将取决于政治稳定性和经济元素。
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支持者失去权力，他们可能
会变得更加激进，并加入地下伊斯兰武装组
织。这样的发展会加剧埃及社会的两极分化，
长远来说会严重影响埃及的稳定性，危害基督
徒的安全。我们祈祷埃及教会每天经历圣灵大
能，在危难中谨守岗位，引导穆斯林归向基
督。

“阿拉伯之春”让埃及陷入混乱，统治了三十
年的穆巴拉克下台后，由穆斯林兄弟会接管；
经济、政治和社会情况迅速下滑。基督徒和穆
斯林温和派从以前对国家的恐惧状态转换到害
怕激进的穆斯林。

教会开始醒觉，开始祈祷，在祷告里他们明白：
神允许逼迫的到来，神渴望祂的子民寻求祂；
他们该为了神的国度祈祷，而不是为了自身的
安全和舒适去祷告。

在逼迫里他们学懂：在基督里的爱胜过仇恨和
敌对；以宽恕的言语回应仇恨的语言；仇敌对
教会的拑制反而叫基督徒更放胆宣讲信仰。

2 . “我是基督徒，我爱穆斯林”
仇恨、暴力和邪恶夺去了埃及人的生命和平
安，而信心坚定的基督徒却不畏惧危险和排
斥，勇敢地走到街头去说出爱的语言，展示基
督的怜悯。

一群北方的基督徒在横幅上写道“我是基督
徒，我爱穆斯林”。他们举起横幅走到海边（许
多人在散步，享受着晚风），边走边微笑；有
些友善的路人以微笑回应，但有些人却不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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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露出仇恨和威胁的神情。

一名带面纱的女人对他们说：“谢谢你们！你
们真诚的爱是如此的感人。你们怎么可能向恨
你们的人献出爱心呢？”她的问题正好打开了
话匣子。其中一名年青姊妹便陪伴她沿着海边
散步，边走边谈论耶稣的爱。一个基督徒和一
个穆斯林自此做了朋友，圣灵继续在这个女人
心里动工。

位名叫穆斯塔法的穆斯林恰巧驾车经过，他好
奇地问道：“你们是谁？”年轻的米罗弟兄回
答：“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爱所有的穆斯林朋
友。”车辆继续往前走，这穆斯林似乎是没兴
趣。突然，穆斯塔法把车倒过来接近米罗，看
着米罗的眼睛说：“我好累，我晚上不能睡，
我有抑郁症，大量的药物也无法帮助我。”米
罗回以微笑，满怀同情地告诉穆斯塔法：“你
愿意让我为你祷告，叫你平安舒畅，并获得正
常的睡眠吗？”穆斯塔法允许米罗的请求。在
米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后，二人交换了
电话号码。

几天后，米罗打电话问候穆斯塔法，关心他的
情况。穆斯塔法的声调异常兴奋，高兴地说：
“你为我做了什么，小伙子？你为我祈祷后，
我可以正常入睡了，我感觉比以前好多了！我
由衷地感谢你。”二人的关系现在已变得越来
越深，并经常见面谈论福音。

在患难之日向人们传讲耶稣是多么幸福，因为
堕落的世界需要主！没有任何逼迫和困难可以
阻碍基督徒谈论耶稣，就像初代信徒分散往各
地去传扬福音的道（徒 8:4）。

另一群南部的年轻基督徒预备了许多小包的
枣，在穆斯林的斋月期间，每天的夕阳时分完
结禁食的时候，走到街道上向人们送上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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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
害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作天父的儿
女了。因为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
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
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做
吗？你们若只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比别人
强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做吗？所以，
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太 4:44-48）

3. 爱与恕

埃及信徒公开宣扬耶稣，表明自己是不怕被逮
捕或耻笑。大多数穆斯林期望基督徒保持沉
默，公开说“我是基督徒”这样大胆的表白，
往往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这个声明可能带
来麻烦。在埃及分发圣经和基督教刋物是违
法，可被判三年监禁，被视为侮辱国教；与穆
斯林分享福音也有同样风险。

我们被埃及肢体的勇气所激励，更不能忘记他
们的处境，甚愿神加能赐力，帮助他们实践使
命。

埃及的 21 名科普特基督徒在利比亚被伊斯兰
国恐怖分子斩首，他们是拒绝否认耶稣以换取
生命的殉道者。埃及教会为此献上祈祷，但不
是为了报复和毁灭，他们是在呼求神的怜悯和
生命，祈求神改变凶手的心。祈祷的声音响彻
了埃及。

有些伤心欲绝的妻子、母亲、父亲和殉道者的
子女在电视节目的采访中谈到了他们的心路历
程，在大气电波上表达了他们的爱和宽恕；简
单而直接的话让许多人淌泪，说明了基督信仰
的意义所在，他们在此时此刻所流露的生命见
证强而有力。

愤怒的情绪已转化为热切的祈祷浪潮，人们祈
求神改变极端主义者的心，从欺骗、黑暗和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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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祷告守望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

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雅 5:16）

误中睁开眼睛，看见神奇妙的爱。所有的乡、
镇和城市的基督徒都聚集一起，为了失丧灵魂
的救恩而呼求神，这样的祷告的确是历史性
的。

他们看到了神奇妙的工作，神正在改变人们的
生命，是他们难以想象的，正如两名曾经参与
杀害基督徒的恐怖分子被主改变，现在已参与
到传福音和服侍。

埃及基督徒认为神垂听了他们的祈祷，保守了
国家安然地渡过了多少次的危机和威胁，他们
愿意站立在埃及并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破口之
上，以祈祷去对抗邪恶的国度，不让那恶者通
过他们的国家。我们愿意与埃及教会一起无私
地、完全地投入到祷告的属灵争战之中。

第一天： 为属灵更新代祷

。       求主保守全国的祷告浪潮，让教会经历
更新，为国家带来祝福；
。 纵使伊斯兰极端主义不断影响埃及人的
思想及文化，求神使用埃及教会的独特岗位，
引领阿拉伯世界归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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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城在地上万国面前要因我的缘故，以喜乐
得名，得颂赞，得荣耀，因为他们听见我所赏
赐的一切福乐。他们因我向这城所施的一切福
乐平安，就惧怕战兢。”（耶 33:9）

第二天： 为基督徒代祷

。 信徒得到真理装备去面对争战，以温柔
敬畏的心分享福音；
。 殉道者的家人蒙主保守，继续作美好的
见证人；
。 穆斯林归主者有力量胜过家人及社会的
逼迫； 
。 遭受破坏的教堂能尽快完成复修工程。

“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即使你
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
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
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随时准备
答复；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彼
前 3:13-16 上）

第三天： 为逼迫者代祷

。 为了逼迫者的回转感谢神，因为在祂没
有难成的事；
。 被撒旦弄瞎了心眼的极端主义逼迫者会
被圣灵光照，并见到基督徒的好行为而深切反
省，最终走出黑暗，离开恶行归向神。
 
“你们这些心中顽固、远离公义的人，要听
从我。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它已不远。我的救
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
施行救恩。”     （赛 46:12-13）

第四天：为穆斯林代祷

。 求神使用基督徒的爱心和饶恕的美好见
证，让穆斯林从误解中转向寻求基督信仰；
。 求神使用异象异梦向他们显现，并按祂
的智慧和能力改变他们。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 有 赐 下 别 的 名， 我 们 可 以 靠 着 得 救。”         
（徒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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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为政府代祷

。 革命的爆发充分反映了埃及的种种问
题，求神帮助当权者明白问题所在，除去个体
的权利欲望，为国民的利益而制订长远发展项
目，改善多年来的疲弱经济状况；
。 有智慧及能力带领国家走出动荡不稳的
局势；
。 当权者会明白基督徒是国家的祝福，在
制订各项法案上不会针对基督徒。
 
“所以，我劝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
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
此，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地过平稳宁静的生
活。这是好的，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可蒙悦
纳。他愿意人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                 
（提前 2:1-4）

第六天：为国家重建代祷

。 极端主义势力仍蠢蠢欲动，求神止住暴
力事端；
。 求神医治在过去动乱中所种下的仇恨，
除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 求神除去一切不合神心意的独裁主义、
社会不公及贫腐问题。

“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我要医治
他们，将丰盛的平安与信实显明给他们。”（耶
33:6）

第七天：为青年人代祷

。 贫富悬殊及经济就业等问题困扰年青
人，他们苦无出路；祈祷他们会在主里找到出
路，生命不再一样。 

“我儿啊，要听，要领受我的言语，你就必延
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
直的路。”（箴 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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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即或不然
新浪微博：即或不然 365
网址：www.ckdm.org
电邮：info@changkaidemen.org

如果一个教会以不分昼夜地祷告为己任 － 愿
神国降临、为祂大能的道、为祂在仆人身上彰
显权能、为拯救灵魂荣耀神，那么，谁能估量
这权能将有多大啊！
                              慕安得烈 (Andrew Murray)
《诗篇》提供了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教会经
常试图压制这种情绪……基本来说，《诗篇》
帮助我连接自己所相信的生活和真实经历的生
活……《诗篇》涵盖了诗人极其痛苦的日记。
面对土崩瓦解的世界，他们愿意去相信一位充
满爱心、仁慈、信实的神。
                                      杨腓力 (Philip Yancey)

鸣谢
经文引自《和合本修订版》，版权属香港圣经公会所有，蒙允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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