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CTANTLY SOWING

为罗兴亚人
祈祷30天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笑颜垂顾你，施恩给你； 愿耶和华恩待你，赐你平安。’民数
记 6：24-26

世界各地的罗兴亚人不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验，但这些考验中没有一个是上帝所忽略的，也没有一
件不在他光荣的改变能力的范围之内。
今年的斋月，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的祷告团，为罗兴亚人（B.L.E.S.S）祈祷。 我们恳请上帝在身体健
康上，生计上，情感健康上，社会福祉上和灵命转变上等领域工作，以实现罗兴亚人之间真正持久的
转变，这种转变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实现。

B
第一天

第二天

第3天

身体：我们为着罗兴亚人的身体，健康和福祉方面的 需求带到主的面前。

莎珠 （Shaju）亲切地谈论缅甸和她的童年，她在一个
被兄弟姐妹和大自然包围的农场长大。她在马来西亚一
间小公寓的范围内抚养自己的孩子。有时她似乎对自己
小时候享受的空间和自由感到渴望。对儿童的成长来
说，活跃的玩耍是至关重要。为莎珠的孩子和世界各地
在类似情况下的罗兴亚孩童们向神祷告。祈求上帝打开
那扇可以帮助他们促进身体成长和发展的门。

第4天

法蒂玛（Fatima）的健康问题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
医生无法辨出她的病因。信徒们已经为她祈祷了很多
次，这个病会消退一会儿，之后会复仇地再次出现。请
为法蒂玛的医治祈祷，让她的医生有智慧，并且祈求她
的心灵能接受曾与她分享过的真理。

第五天

愿那些与罗兴亚人建立关系的耶稣信徒们都具备圣灵
的能力，以耶稣的名义为他们身体的康复祈祷。主应
许 “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
20:21）。
愿通过这些医治表明耶稣是活着的，而不仅仅是一位
先知，且把罗兴亚人吸引到了上帝的国度里。

第6天

为遍布在世界各地的罗兴亚人 祈求当地教会受到启发
和激励，发起接触罗兴亚人的事工，并且以整体方式照
顾他们。
恐惧，偏见和便利常常会妨碍耶稣在马太福音25:40中
运用的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帮助我最卑
微的一个弟兄，就是帮助我了。”
祈祷圣灵使全世界的教会克服这些障碍，并通过爱心，
伸出援手并为罗兴亚人服务来彰显耶稣。

莎莉玛（Salima）曾经说过，就算她的病情有多严
重，她都不想去“政府”医院，因为她听到有关护士如何
对待一些亲朋好友的故事。祈祷罗兴亚人的尊严将得到
政府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尊重。此外，他们将得到适当
的医疗待遇而不受任何歧视。

茱蜜拉（Zomilah）有血漏病的问题。 她的丈夫非常爱
她，曾经去过许多医生和医院，都没有成功，她仍然常
生病并且脸色苍白。似乎还有许多罗兴亚妇女遭受的苦
难就像茱蜜拉一样，没有及时得到适当的治疗。茱蜜拉
是罗兴亚邻居们和附近孩子的主要支持者。为她的康复
祈祷，也为许多其他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获得治疗的人
能得到奇迹康复而祈祷。

L

生计：我们为罗兴亚人的生活需求，特别是他们的工作, 以及提供养家糊口和改善生活的能力而代祷。

第7天

在若开邦（缅甸），许多罗兴亚人需依靠该国其他地区
的亲戚们为他们的生存提供资金。 由于缅甸目前的政
治局势，许多罗兴亚人失业，无法养家糊口。此外，转
账的常规方法已经关闭了。为在缅甸罗兴亚人的新工作
机会祈祷，并为转移资金再次开放祈祷，以至于急需的
支持可以到达若开邦的家人。

第八天

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伊斯梅尔（Ishmail）一直“没
办法“恢复工作。 在马来西亚，该病毒的传播被指责为
难民，这意味着许多雇主已停止提供工作。其他人则要
求员工为自己的新冠病毒测试付费，该测试最高可能需
要一周的薪水。请为伊斯梅尔和许多这时刻失业的罗兴
亚人祈祷，让他们能得到上天的供应，也求主感动有公
正的雇主怜悯他们。

第9天

E
第13天

罗兴亚人逃离缅甸已有35年了，最大的流亡发生在两
年多以前，当时约有100万人因暴动而逃离了自己的家
乡。 孟加拉国接待了大部分难民，但他们确实不希望
这些人留在他们的国。 目前，难民每月从非政府组织
团体获得一些钱来购买生活的必需品，接受医疗服务和
非常基本的住房。 法律禁止他们工作, 8岁以上的孩子
不能上学， 不可离家超过2英里。 人们不能永远这样
生活，请为这场危机祈求长期解决方案。 从人的观点
看，是不可能的，但在上帝，就能有奇迹。

第10天

阿努瓦（Anuwar）15岁就来到马来西亚。当他的父母
发现他离家背井时就很生气。后来他们不得不借钱以确
保他从贩运者中被释放到马来西亚。七年后，阿努瓦仍
然努力寄钱给家人，希望他的弟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但在目前的新冠病毒封锁下，他无法工作并寄钱回家。
阿努瓦尔（Anuwar）挣扎的质疑，如果他不能汇款帮
助在营地的家人，那他为什么要离家人如此遥远?
为阿努瓦尔和许多与他一样遭遇的人祈祷主供应他们的
需要。 也祈求这些挣扎和问题将使阿努瓦尔在福音中
找到希望。

第11天

雅斯敏(Jasmin) 3年前与丈夫和4个孩子一起移居美国。
她的丈夫很粗暴并且拒绝工作或帮助抚养孩子。 几个
月前，雅斯敏Jasmin）将丈夫赶出家门，现在她是4个
孩子的唯一提供者和守护人。她的两个大孩子今年将
完成高中并且有机会考上大学, 但是资金对他们来说是
个问题。
为雅斯敏的家人祷告，祈求他们真正了解认识
那能够看见，听到和提供的上帝。

第12天

拉菲克（Rafik）是一名中年男子，住在孟加拉国的一
个难民营中。他通常会从附近的基督徒那里找到工作。
他有4个女儿和1个儿子，并且担心如何支付女儿们的
婚礼费用。 离开营地寻找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营地
中的一些人从事打零工，非政府组织的翻译员或社区
工作者的职业。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失业并且分配也
有所减少。最近，一个狂热组织一直在恐吓许多罗兴亚
人，特别是从受雇者那里征收重税。为罗兴亚人就业机
会祈祷，并为他们得到保护，不至于被人占便宜祷告。

情感：我们为罗兴亚人如何处理过去被伤害和持续地创伤及找到内心平安的医治而代祷。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罗兴亚人经历了对他们无数次暴力的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仍然被认为是最受迫害的人群之一的原因。
他们因身体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暴力而导致心理损害的情绪困扰。 此外，由于持续的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对未来没有希望而导
致的日常环境压力。祈求圣灵的工作，治愈和安慰罗兴亚人受过创伤的经历，并有爱心人士给予他们爱护和照顾。

第十四天

妞茹赞（Nurujan）未婚，育有一子。 她说，孩子的父
亲违背了跟她结婚 的诺言。 此外，她还在照顾她15岁
的残疾妹妹。即使她生活在难民营中部，周围有成千上
万的人，但因被社区的罗兴亚人排斥而感到非常孤单。
即使是小孩也看不起她，並歧视她的妹妹。
请为被驱逐的妇女祈祷，她们感到未受保护，孤独无
助。 祈求她们能经历到上帝的接纳和爱。 祈求她们能
得到自己所属的社区的接纳和赞赏。

第17天

难民营中的许多孟加拉救援人员抱有沉重的偏见，对罗
兴亚人并不友善：用侮辱性的语言说话，无视他们，拒
绝照顾甚至剥削他们。 祈求那些直接与罗兴亚人合作
的人的心会从只想要一份薪水变成真正以友善和尊重的
态度服务这个弱势人群。
祈求上帝国度的工作人员，对人的爱心奉献和同情心将
向孟加拉国和罗兴亚人展示耶稣的荣光。

第15天

法伊莎（Faiza）的家人于2017年与一群耶稣信徒一起
从缅甸逃往孟加拉国。 从那以后，她住在难民营。 她
挣扎着养家糊口。 她的5岁儿子患有慢性疾病，必须定
期去营地诊所看病。
她的丈夫曾经因信仰遭到严刑拷打。他还经常被诱惑使
用毒品。祈祷法伊莎尽管有种种困难，仍然相信，知道
上帝是会维持她并带领她前进的。

第十八天

我们宣称以下上帝的诺言，为那些罗兴亚少女被逼卖性
交易，寡妇，孤儿和伤心欲绝的人祈祷。
“耶和华叫瞎子看见， 扶持被重担所压的人，
祂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异地的人，
看顾孤儿寡妇， 祂挫败恶人的阴谋诡计。
...祂医治心灵破碎的人， 包扎他们的创伤。”
（诗篇146：8-9; 147：3）。

第16天

17岁的安娜（Anna）和哥哥及其家人来到孟加拉国，
而父母则留在缅甸。 几个月前，她哥哥将她许配给了
一个从未谋面的家庭。 一切都是新的和陌生的。 她感
到孤立和不安全。 有时候，她非常想念父母，以至于
她变得忧郁沮丧，无法停止哭泣。 为所有分裂的家庭
祈祷。 祈求他们找到联系和相处的方式。 也求主让他
们能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新家庭。

S

社会：我们为罗兴亚人的社会福祉代祷，祈求他们的社区和家庭都得到改善

第19天

能够阅读，书写并拥有特定的语言文字是何等的恩赐。 不是所有的罗兴亚人的情况都是如此。特定的语言文字带给罗兴亚人很
多的鼓励，尊严和希望，让他们学会了阅读和编写自己的语言。 为正在兴起并提供给营地中的罗兴亚人的各种识字阅读计划祷
告，让这些散布在世界各地国家的罗兴亚人，认识文字后追求阅读上帝的话语并因此生命得以改变。

第20天

主啊，我们相信您在每种情况下有更新变革的能力。缅甸最近的政治变化带来所有的挑战，我们祈求祢使用这些政变提速祢的
王国降临。我们要求那些曾经对罗兴亚人冷漠，有偏见甚至仇恨他们的人会对他们越发同情。求主打开政治和宗教领袖的眼
睛，改变他们的心。愿他们看到罗兴亚人是神所造，并可能通过表现出对罗兴亚人态度有所改变，从而成为他人的榜样。

第21天

由于马来西亚对病毒疫情的限制令，许多罗兴亚家庭因
收入损失而遭受苦难。许多还在求学的男孩被要求开始
工作，以帮助养家糊口。祈求父母会意识到教育对孩子
的未来至关重要。祈求无论他们的处境多么困难，上帝
都会有方法让他们的孩子继续接受教育。

第22天

罗兴亚难民从美国各地持续移居到密尔沃基，在那里逐
渐建立了罗兴亚社区。一条街道不到一英里的距离内就
拥有四家罗兴亚杂货店，罗兴亚家庭购买彼此相邻的房
屋群以保持联系。这导致许多人丧失了学习英语或发展
外部关系的欲望或需求。祈求基督跟随者与密尔沃基的
罗兴亚人成为朋友，使他们感到被爱和欢迎。求上帝兴
起基督徒进入这些社区，在罗兴亚人的的地方作光和
盐。

S
第25天

第26天

第27天

第23天

在若开邦/缅甸当地的一个项目专门提供罗兴亚人拥有
太阳能炉灶，以节省能源和燃料成本并保护环境。进入
该区域并不是那么容易。祈求赞助者在官员的眼中被看
好，得到允许并批准他们这项为罗兴亚人开展的社会企
业项目，分发炉灶，提供使用方法的讲习班，并且让该
项目被视为耶稣的追随者对他们的爱的明显标志。

第24天

使徒保罗呼召耶稣的信徒为政府和领袖祈祷（提摩太前
书2：1-2）。让我们为缅甸，孟加拉国，马来西亚，
泰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美国（和其他国家）等
能够找到罗兴亚人的那些国家祈祷，求那里的领导人能
够改善罗兴亚人的身心灵，社会和教育状况并增加其生
活水平，在不公正之处得到正义。祈求难民得到更多的
许可证和庇护，以帮助他们在不同国家找到新的家园。

属灵：为罗兴亚人属灵里的需要代祷，使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他们中间散发出来，带来救恩，真理，正
义和转变。

大多数罗兴亚人信奉某种形式的民间伊斯兰教。大多
数人生活在恐惧中。人民向当地的巫医求祝福，驱诅
咒，免受邪灵和好运的保护。罗兴亚文化中根深蒂固
使用古兰经的水，护身符和其他符咒。大多数罗兴亚
人对恶灵的恐惧远胜于对上帝的敬畏。 “上帝儿子的显
现是为了摧毁魔鬼的工作。”（约翰一书3：8）。祈求
上帝将束缚每一个邪恶的灵魂，打破罗兴亚人所遭受
的每一个诅咒的束缚，并使他们相信耶稣能战胜恶魔
的权力。

在孟加拉国，有数位该国的信徒和其他基督徒在做福
音事工。每个小组都认识那些已经信或接近信仰的罗
兴亚难民。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些难民常常彼此
不认识。这意味着每个信徒都觉得自己是唯一的信
徒，而且每个信徒都不敢告诉其他人他们接受了信
仰。请祈祷信徒和寻求者彼此了解，并了解他们并不
孤单。为在孟加拉崛起充满活力的罗兴亚信仰社区而
祈祷。

赞美上帝，圣经翻译工作正在进行中。翻译过程中最
重要的是社区审查，这可确保译文的理解及准确性。
尤其是在当前的限制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祈
求在此阶段有人来提供帮助，并在此过程中寻求创
新。请祈祷说这言语的人会使用现有的译文，并加深
他们认识神的理解。

第28天

伊卜列兹（Ibreez）在马来西亚已经有将近7年了。无
论在哪里工作，他都一直是社区成员中的领导者。在
12月，他找到了一份出色的工作，即使在疫情锁定期
间，他也受到了很好的对待。有人鼓励他离开工作，
去向一位以激进主义教义享有盛誉的穆斯林老师学
习。请为伊卜列兹和其他像他这样被招募去参加这种
教导的年轻人祈祷。祈求他们仰望耶稣。

第29天

一位宗教领袖禁止拉米亚（Lamiah）和附近的所有罗
兴亚族妇女和一位经常拜访她们的基督徒朋友谈论属灵
的事情。他说，良好的穆斯林妇女研究上帝的话语是不
合适的。相反，他们应该听从宗教领袖的教导，并且毫
无疑问地跟随。祈祷罗兴亚妇女尽管面临挑战，在他们
寻找真相时获得解答的方法，并了解谁才是那位真正的
神。

第30天

“愿上帝怜悯并赐福我们。愿他的脸对我们微笑。愿您
的作为，您在罗兴亚各地的拯救力量在世界各地广为
人知。上帝啊，愿罗兴亚人称赞你。是的，愿所有罗
兴亚人都称赞您。让罗兴亚人欢呼雀跃，因为您以正
义统治罗兴亚人并指导着整个世界的罗兴亚人。上帝
啊，愿罗兴亚人称赞您。是的，愿所有罗兴亚人都称
赞您。这样，大地就出产丰富，上帝，我们的上帝，
要赐福我们。是的，上帝保佑我们，全世界的罗兴亚
人都要敬畏他。” （从诗篇67改编）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PRAY4ROHINGY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