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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 (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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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2230 万 (2014 年 )
基督徒：110 万（人口 5%) 
主要信仰：伊斯兰教 
逼害来源：伊斯兰极端主义、
贪污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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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逼迫来源

早在使徒行传时代，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已有虔
诚基督徒的踪影。七世纪以前叙利亚是基督教
的发祥地和传播中心，后来当伊斯兰教开始占
据统治地位后，长达一千多年仍有大量叙利亚
人信奉基督。近这一个世纪以来，由于战乱、
移民、生育率下降等原因，基督徒人口大量流
失。但我们确知神是全地的主宰，祂珍爱叙利
亚，仍要使用叙利亚的教会。我们必须要守望
他们，让这个基督教发祥地重燃昔日的光辉，
引领更多人归信基督。

随着 2011 年内战的发展，伊斯兰极端主义已
逐渐成为主要的逼迫来源，尤其在 2014 年 6
月自稱為伊斯兰国 (ISIS) 的极端组织成立后，
叙利亚大部分地区变成哈里发国。ISIS 的目的
是要在中东等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教合一的
国家。基督徒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受到极大的
逼迫。另一个逼迫来源是有组织性贪腐。在彷
似无政府状态下，有罪不罚的情况是发财的良
机，绑架成为获取巨额金钱的途径。基督徒时
常因为赎金、政治和信仰上的原因而遭到绑
架。

三、信徒面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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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基督徒人口逃离叙利亚

叙利亚的内战已经造成 23 多万人死亡 ,760 多
万人境内流离失所 ,400 多万人逃离该国（估
计难民中一半是儿童，基督徒约 70 万），暂
时栖身于土耳其、约旦、黎巴嫩等邻国 ( 联合
国难民署 2015 年 7 月报告 ) 。

ISIS 在叙利亚大部份地区执行严厉的伊斯兰教

法。拉卡城的基督徒被强迫签署“迪米协议”，
被剥夺信仰自由，若不皈依伊斯兰教 , 就会被
杀害。ISIS 意图在各地区执行此协议，强迫基
督徒缴交保护费，他们只可以在教堂内聚会，
不可以公开进行基督教信仰的活动如婚葬礼，
不可以公开展示基督教的符号（十字架），教
堂建筑物或修道院不能进行修复工程，基督徒
要遵守伊斯兰的饮食规定及装束打扮（妇女蒙
面纱），不可以对伊斯兰教作任何攻击性评
论。

基督徒多聚居在战略重要领域上，陷入政府军
和反政府武装组织之间的交火线上，基督徒被
视为异教徒，成为牺牲品。在多个至关重要的
城市如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并在霍姆斯省靠近
黎巴嫩边界的南部地区，基督徒显得更加脆
弱，现在只有少数的基督徒仍然留在霍姆斯。

霍姆斯原本是一个基督徒社区 , 当地超过九成
基督徒受到激进的伊斯兰组织 “种族清洗”，
教会遭到毁坏。2014 年 2 月，一名已久居于
叙利亚 14 年的德国教士，在危险的霍姆斯坚
守牧职岗位，最终被暴徒强行拉到家门外枪
杀。同年 10 月逊尼派领袖竟然宣称强暴非穆
斯林妇女 ( 包括基督徒妇女 ) 是没有抵触伊斯
兰的戒律。

2015 年 2 月底，约 300 名亚述基督徒被 ISIS
绑架并被要求高昂赎金，后来只有 23 人获释。
基督徒长期生活于极度恐惧和威胁中。叙利亚
的人道危机情况而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关注。
同年 3 月 23 日，ISIS 播放了一段视频，一名
亚述基督徒人质在诵读穆斯林的清真言，声称
自愿转信伊斯兰教；他后来被释放了，并惹来
了议论。一名亚述教士表示，这人的遭遇正好
反映了叙利亚基督徒的苦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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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会未来展望 叙利亚牧师的心声：

我为我的国家哭泣 , 我太难过 , 

以致无言……

他们建议我离开我的国家 , 移民去……

我回应说：

我留下来……为基督的教会……

为那些失落及惧怕的人们，

他们需要基督话语的导引；

我留下来……浩大的苦难……

深深的创伤和绝望 , 人们需要医治；

我留下来……因为广大的禾场……

我忙于拯救灵魂；

我留下来……为要跟随基督的脚踪。

主啊 ! 求祢垂听我的祷告 ! 

逼迫、患难和困苦不能阻挡叙利亚信徒去服侍
神，他们慢慢地明白这是服侍国民的时机。当
地的教会领袖们不住地禁食祷告，更呼吁世界
各地的基督徒向满有怜悯的神呼求，因为他们
见到越来越多人在内战的局面下归向基督。我
们实在刻不容缓，为这灵魂收获的时机摆上祷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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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荣耀的见证人

1. 教会坐满人

	  
尽管很多人离开，教会仍是满满的，神正在教
会兴起新的工人，每个崇拜都来了许多新朋
友，令人鼓舞。阿勒颇的青年人热心去探访新
朋友，即使原来九成的家庭走了，他们惊讶地
见到教会还是坐满了人。人们的灵性是极其饥
渴，渴望认识这位伟大的神，他们明白，只有
神才能帮助。

2. 内战起积极作用
内战唤起叙利亚人思想生命及信仰，人们开始
寻找真理，归向基督，接受洗礼和门徒训练。
这不仅发生在叙利亚，而且发生在黎巴嫩的叙

利亚难民身上。

基督徒委身于服侍，他们去敲门关心人，走到
街上为人祷告；人们显着地对福音开放的状况
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教会现时给予人们的服侍
跟从前完全不一样 , 信徒充当牧人、母亲或父
亲的角色大有意义，让人们重见幸福和快乐。

1. 主日学对儿童的祝福

	  
叙利亚四年来经历着血腥和极具破坏性的内
战。塞穆尔牧师在阿勒颇服侍，见证了在绝望
无助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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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前，一对父母描述家庭生活如同地狱一
般。父亲已经失业三年多 , 没有一点收入，孩
子们坚持要离开阿勒颇，家里每天充满着争
吵。

孩子们几乎没有朋友，因为大多数同学已经离
开了叙利亚。绝大多数的夜晚是在黑暗中度过
的 , 两个孩子睡不好，常做被极端分子追杀的
噩梦。有好几次，家长都说到：“我们无法与
他们沟通。假若我们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多么
好。孩子们不是祝福，反而是重担。”

我建议孩子们参加主日学。这样可以和其他类
似情况下的孩子们见面，也可以唱歌，听圣经
的故事，与其他孩子玩 , 并得营养的热餐和食
物包 。

几个星期后，这对父母跟我说：“牧师，孩子
们参加主日学，对我们是一个祝福。以前孩子
晚上不能睡觉，也从不祷告。现在他们读圣经
故事，每天晚上都会祷告。他们的希望在神那
里。我们也会为食物包感谢神和教会。微笑已
经进入我们的家，赞美主！”

2. 大马士革的爱德华牧师：

今天的枪击和炮炸是几个月来最厉害的 , 小孩
哭着到处跑 , 满地都是尸体 ( 有时我觉得做尸
体更幸运 , 因为不必再跑也不必再怕。) 不过
今天我们在家里经历到神奇妙的同在。神的话
语在我们灵里所赐的鼓励和安慰甚强，它掩盖
了外面所有的声音 , 心中充满的不再是焦虑，
反而是属天的平安。我们赶到教堂 , 有 150 位
难民极渴慕神话语所带来的安慰。耶稣（真安
慰者）就在这从地狱来的黑暗中，赐给每一位
信徒那从天上来的安慰和慈爱。我们在极大痛
苦中经历到神极明显的同在。我们生活的还境
充满死亡 , 但我们所敬拜的神充满了生命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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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兴旺信徒刚强 , 主的带领真奇妙 !

在火炼的试验中，神使用了叙利亚的信徒，迎
来了人不能想象的归主浪潮；祂同时在寻找对
主忠心、对人怜悯的代祷者，每天与叙利亚信
徒一同经历至终的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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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会明白无论是平安或危难，神仍掌
权，逼迫威吓不能使他们闭口不谈论主耶稣的
大作为 ;
。 他们更加亲近神、赞美神、仰望神，从
神的话语重新得力；
。 他们同心守护叙利亚的教会，在国难当
前勇敢地去见证主，分享主爱。

叙利亚信徒的祷告：

求主带我们勇敢面对叙利亚的苦杯 。
求主粉碎恶者的阴谋及战争的计划。
求主赐圣灵安慰困惑无助的受伤灵魂 ,
他们如羊没有牧人。
求主使我们放胆宣讲福音 , 并有神迹奇
事伴随 , 使人归主……
以致我们欢呼赞美。
求主差派主内肢体
供应流离失所者的需要。
求主差派主内肢体提供食物、药物、
手术 , 医治受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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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胜利、威严
都是你的；天上地下的一切都是你的；耶和华
啊，国度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
首……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
荣耀之名！”( 代上 2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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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罗不断用威吓凶悍的口气向主的门徒说
话……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
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将到大马士革的时
候，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射着
他……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
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徒 9:1-15）

第三天：为牧者代祷

。 决定留在叙利亚的牧师和教会领袖，求
主赐给他们勇敢的心，有力量和合适的语言来
帮助别人；当他们外出服侍时会得到主的保
护。

。 那些不确定是否应该离开叙利亚的，求
主引导他们，无论在那里都会荣耀主名，坚守
信仰，领人归主。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
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
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在我离开以后必
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
（徒 20:28）

第四天：为穆斯林代祷

。 穆斯林和叙利亚人会认识主，在黑暗中
看到耶稣的美丽，经历耶稣无条件的爱；
。 神会透过异梦异象向他们显现，并使用
基督徒的美好生命见证来改变他们。

“他愿意人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因为只
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也只有一位中保，是
成为人的基督耶稣。”（提前 2:4 - 5）

第五天：为政府代祷

。 求神赦免世人的罪，早日拯救叙利亚，
让叙利亚政府官员认识神、敬畏神，以公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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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治国，国家最终得到和平，战争早日结
束，流血、杀戮和痛苦要离开 。

“这是众守望者所发的命令，是众圣者所作的
决定，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并且立极卑微的人执
掌国权。”（但 4:17）

第六天：为青年人代祷

。 叙利亚的青年人，特别是 18 到 25 岁
的面临非常的困难。他们失去了学习和工作，
没有正常的生活，前途黑暗。祈求他们会寻求
神，在主里找到出路。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 腓 4:13）

第七天：为战乱下弱小者代祷

。 为难民及流离失所的家庭祷告，他们能
够脱离险境 , 早日找到安身之所；
。 老人们因家人离国而孤苦无助，许多孩
子因父母在战事中丧亡而成为孤儿；祈求神为

他们预备照顾者及容身之所，他们会感受到
爱，并得到生活所需。

“看哪，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
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性命脱离死亡，使
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
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盾牌。”（诗
33: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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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世上混乱的正义之举是由迫切祷告启动
的。
                                      卡尔·巴特 (Karl Barth)

祷告是从神的角度看清现实的一种行为。
                                      杨腓力 (Philip Yancey)

祷告并非一件懦弱的事 ; 这是与现实接轨的唯
一途径。
                            章伯斯 (Oswald 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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