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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中东 )

人口：3,580 万 (2014 年 )
基督徒：30 万（人口 0.84 %) 
主要信仰：伊斯兰教 
逼害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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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资料整理制定而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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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会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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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逼迫来源早于主前 700 年先知约拿被神差往尼尼微（即
伊拉克的摩苏尔）去宣讲悔改的信息，结果是
全城人民悔改。按传统说，耶稣的福音是由门
徒多马带到伊拉克去的，到了今天，伊拉克的
教会已经拥有多个不同的宗派，而第一所福音
派教会则于 100 多年前在尼尼微旧城建立，
首都巴格达和其他城市也有许多教会。

伊拉克曾经是中东地区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国
家，1990 年已超越 120 万，但 2003 年战争
暴发后，现在仅余下 30 万名基督徒于国内。

第二大城摩苏尔的基督徒人口从 35000 减至
3000，摩苏尔的教会近 1600 年以来首次没有
举行崇拜。

基督徒人数的锐减叫人惋惜。但回溯 2700 年
前，神定意要怜悯尼尼微，祂今天同样要爱
惜、要拯救伊拉克。在动荡不安的伊拉克，神
要不怕逼迫，坚守真道的福音见证人，为神赢
得更多灵魂。在面对这场激烈的属灵争战，我
们极其需要以祷告参与到这场争战中。 

伊拉克基督徒的主要逼迫是来自伊斯兰极端主
义者，当中以南方阿拉伯语地区的穆斯林归主
者所受的逼迫最为严重。在北面库尔德某些基
督徒主要城市，政府多年前已规定土地只能售
予穆斯林，时间久了，这些地区便成为主要的
穆斯林小区。另外，由于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
林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北部大量的基督徒被
迫逃离家园。

伊 斯 兰 极 端 主 义 者 向 来 抱 持 反 西 方 思 想，
2003 年美军进入伊拉克后，敌对基督徒的情
绪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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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 伊拉克的局势急剧变化 , 自称为伊
斯兰国（ISIS）的极端组织于 6 月开始侵占多
个城市 , 大量屠杀基督徒。ISIS 宣称其目的是
要在中东等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
家，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法，让国民成为真正
的穆斯林，基督徒是被铲除的对象。

其他相对较轻微的逼迫来源包括：部族敌对、
宗派傲慢、独裁偏执、贪污腐败，以及较少影
响力的宗教民族主义。

三、信徒面临困难

伊拉克的基督徒在生活各方面受尽逼迫，没有
宗教自由。穆斯林归主者若泄露身份将会面对
亲属的排斥，生命的危险。

在 ISIS 所占领的地区，教堂和修道院不是被炸
毁，就是作为其他用途。ISIS 以残暴的方式对
待异己。基督徒男女被杀害、绑架或遭强暴，
儿童亦不能幸免于难，老年人被迫遗留在家
乡。

ISIS 所到之处，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被赶走，
基督徒家庭的门外被张贴死亡标示，他们一旦
回来就会被杀害。基督徒的选择就只有放弃信
仰、缴付高昂税款或逃离家园。流散的基督徒
做成严重的国内难民潮。

一位基督徒母亲说：“我们很想留下来，因为
这是我们的国家，但如果我们留下来，将会是
无日无之的折磨。许多人处于惶恐中，无论大
人或小孩时常会作恶梦。”

我们祈求神的医治临到心灵和肉体受伤的人，
祂的旨意要成全在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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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会未来展望 五、荣耀的见证人

1. 两名修道士在患难中的学习

长年的战事和危机让人感到绝望，基督徒开始
发现坚守信仰的意义，他们经历到主所赐的平
安，他们乐意帮助别人。国难当前，伊拉克基
督徒所散发的光芒更为耀眼。基督徒忠心于难
民营服侍，他们不单供应人们肉体的需要，更
关心到儿童的身心发展。更不可思义的是穆斯
林开始反思生命，寻找值得委身的信仰，开始
回转归向基督。

修道士巴拿巴和布特罗斯的修道院位于尼尼微
平原附近的小镇，离 ISIS 的占领区域仅 5 公里。
虽然危机四伏，他们并没有打算离开，信心和
祷告的力量驱使他们留下来。

在这一段日子，他们领受了两个来自神的信
息。第一条是关于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在过
去开始远离神，通过这些困难和恶劣的情况，
神教导我们回到祂的身边。现在，我们见证并
体验到耶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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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是关于穆斯林：“ISIS 让穆斯林开始反
思伊斯兰教、信仰和生命的意义；我们不会恨
穆斯林，我们爱他们，要为他们祈祷，我们也
为 ISIS 祈祷。我们学到应该向穆斯林展现基督
的爱。”

两位修道士同时经历到代祷的力量。“按常
态，修道院最大可能支持三个月，但 ISIS 来到
了尼尼微平原已经是第十个月了，如果没有忠
心代祷者，这是不可能的。”

2. 摩苏尔的年老难民：“我没有失去耶稣”

七十出头的美莉安与侄子居住在摩苏尔，直到
2014 年 6 月被 ISIS 赶离家园。她只拿了一袋衣
服和圣经，去了摩苏尔附近的一个城市。不过，
个多月后再次被 ISIS 赶走，最终去了埃比尔。她
听说家里的一切都被盗取了，门外被划上“N”
符号（耶稣的跟随者的标志）。现在，美莉安与
另外四个家庭共用一个由教会提供的房子。

在生命线上危难的当下，祷告是美莉安的所有。
通过学习圣经，她发现自己可以失去一切，唯有
“信心和祷告”是不能失去的，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耶稣和祂的话语是唯一永存的。她重视其他
人的祈祷，但她强调，伊拉克人自己应该好好祈
祷。“其他人都在为我们祈祷，这是不够的，我
们伊拉克人应该自己向神祷告，为我们的状况恳
求”。

美莉安已经说服一个人效法她去祈祷，就是她 16
岁的侄子。“当我发现他竟然听了我的建议每天
祈祷，我很高兴，”她笑着说，“这可以帮助他
睡得好，有助于对抗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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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做在我弟兄
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太 25:40）

雅兹迪人被贴上死亡标签
2014 年 7 月 13 日，年轻的雅兹迪人（被逊
尼派极端武装分子贴上死亡标签，被视为异教
徒）艾哈迈德和家人紧急地离开了在伊拉克北
部的辛贾尔山的家乡。他们只拿了一些衣服和
一点珠宝，无奈地留下了所有的财产，通过边
界逃到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

他们暂居于一个主要客运站内，一群安卡拉的
基督徒每周会到车站来探访，带来食物，为人
祷告。当基督徒知道保安人员正打算踢走无家
可归者的消息后，便帮助艾哈迈德的家庭找住
房并支付他们的食物和水电费。

艾哈迈德对基督教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耶
稣一点点，我的父亲告诉我，基督徒相信耶稣
是神的儿子，祂很不错。”

在辛贾尔的时候，他已经对当地的教会感兴
趣。但母亲警告他不要进去，因为教会是恐怖
分子最常攻击的危险地方。

安卡拉的基督徒为艾哈迈德祈祷，并邀请他参
加团契，他很快便投入到教会的新生活。他要
求基督徒为他的身体毛病祷告，他果然得了医
治。他的母亲和妹妹也有同样的经历。当八月
中旬辛贾尔被 ISIS 攻陷的消息传到时，为了他
们的家乡，他请求基督徒的代祷。

耶稣亲自递给他水喝
在伊拉克时，艾哈迈德时常感到焦躁不安，总
希望离开伊拉克。抵达安卡拉几个月后，他仍
是焦虑不安。一天晚上，艾哈迈德与妻子一起

3. 雅兹迪人夫妇逃到土耳其后遇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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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他请求耶稣的帮助，并向自己显示。

在那一刻，他听到房间靠窗的声音，他看见耶
稣出现在一个异象里。祂递水给艾哈迈德，并
告诉他喝。

“我喝了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我不只是面带
微笑，而且是经常笑。我告诉妻子耶稣就在这
里，祂来找我！她却说：‘什么！你疯了吗？ '”

后来，他的妻子也祈求耶稣的安慰，疑惑和痛
苦同样离开了。

新生基督徒的逼迫
艾哈迈德身为雅兹迪人及基督徒的身分，使他
承受相重的压迫。虽然大多数土耳其人从来没
有遇到过一个雅兹迪人，但他们通常怀有根深
柢固的偏见。

艾哈迈德在兼职工作里首次经验到逼迫。同样
讲库尔德语的穆斯林同事一向友善，但当他们
知道艾哈迈德是基督徒后，一切都改变了。
“他们用电话骚扰我，我的薪水微薄，他们
竟向我借大量金钱，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还我
的。”

从黑暗的沙漠到天堂
艾哈迈德不得不寻找另一份兼职工作，并且学
习英语；就好像众多的难民，唯一的希望就是
合法地移居外地重新生活。

艾哈迈德夫妇已经接受了主，他们并没有告诉
家人，不是因为害怕家人的拒绝，而是不想带
给他们更多问题和忧虑。雅兹迪人没有转换信
仰的空间，如果人们离开他们的宗教或娶一个
非雅兹迪人，他们将不再是一名雅兹迪人了。

不过，艾哈迈德并不担心。他说：“我相信从
逃离伊拉克的那一刻开始，耶稣已经为我计划
了一切，祂会引导我走向下一阶段。”

“我的生活起了重大变化，从离开伊拉克到现
在，我会在笔记本上写我的故事。我一直在
写，我把它叫作‘从黑暗的沙漠到天堂’。这
里真的像沙漠没有水或树木，生活艰难，总是
危险。但感谢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仍是安
全。”

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大的愿望是为自己找到新
生活，不受逼迫。但对艾哈迈德来说，生命最
兴奋之处，就是成为基督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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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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为基督徒代祷
。 他们会明白神仍在掌权，依然爱伊拉
克，对伊拉克有独特的心意；
。 他们会亲近神、赞美神、仰望神，从神
的话语重新得力；
。 他们不会被逼迫和困苦打跨，反而是重
拾基督精兵的角色和任务，为神打美好的仗。
“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
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
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
认：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给父神。”（腓
2:9-11）

第二天：为逼迫者代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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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在基督里的犹太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
的面。不过他们听说‘那从前压迫我们的，现
在竟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信仰’。他们就为我
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加 1:22-24）

第三天：为穆斯林代祷

那么，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什么叫我们兴
奋？是见到受逼迫的弟兄姊妹坚定不移？因他
们的得胜而鼓舞？就好像保罗的教导：“ 若
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
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
前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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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迷失中会认清基督信仰的真义和
宝贵，并且从基督徒身上找到关爱和温暖，继
而寻求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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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神使用勇敢的基督徒向他们传扬福
音，让更多穆斯林明白真道，早日归主。
“神藉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藉所受的欺压开通
他们的耳朵。”（伯 36:15）

第四天：为牧者和基督徒工作者代祷
。 求圣灵每天充满他们，保护他们个人及
其家人，坚固他们服侍的心志和信心；
。 求神使用他们的牧养和圣经培训，让信
徒信心坚固，灵命成长，成为主合用的器皿；
。 求神赐福他们在伊拉克及在邻国的服
侍，供应他们所需用的资源。
“末了，弟兄们，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让主
的道快快传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
样。”（帖后 3:1）

第五天：为难民代祷
。 许多难民在国内外流离失所，饱受失去
家人的痛苦，面对经济压力，前途未明；求神

安慰他们，让他们经历神的爱和帮助，灵魂得
救；
。 在面对难民当前庞大的需要，祈求有更
多国家及人们关注并采取实际的帮助，让众多
难民早日找到安身之所，重新生活。
“他必为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拯救贫穷之
軰，压碎那欺压人的人。”（诗 72:4）

第六天：为政府代祷
。 伊拉克政府及国际间会和平共处，放弃
追求经济利益的考虑，为寻求地区和平和发展
而努力，让伊拉克国民能早日回归家乡，重建
国家。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
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 6:8）

第七天：为妇女和孩子代祷
。 妇女和孩子在战乱中特别脆弱，许多妇
女被侵犯，孩子成为孤儿；求神特别看顾和保
护他们，医治受伤的心灵，让他们经历到神的
爱和信实；
。 求神使用基督徒和专业辅导帮助他们重
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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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察看，照念人的忧患和愁苦，放在你
的手中。无倚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给你，
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诗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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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可以超越于他的祷告生活……讲道的职
事是针对少数人的呼召；但是祷告的职事，这
个全人类最高的职事，则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伦纳德·雷文希尔 (Leonard Ravenhill)

耶稣从来没有教导门徒怎样讲道，只是告诉他
们要怎样祷告……明白怎样与神说话，比知道
怎样对人说话重要得多。
                              慕安得烈 (Andrew Mu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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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