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十大基督徒受迫害國家



現今是基督徒受迫害最厲害的世代

全球每年有10萬基督徒被殺害
2億人受到迫害



OpenDoors『敞開的門』事工

『敞開的門』的使命：

在世界最遭壓迫、專制的國家中
堅固那些遭迫害的基督徒
並裝備他們在這些黑暗之地成為真光
照耀



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
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

披着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
受窮乏、患難、苦害
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

（希伯來書11:36-39)



10.厄利垂亞(Eritrea) 

國土面積: 121,100 平方公里

人口: 5,223,994

人口成長率: 3.15%

首都: 阿斯馬拉

基督徒人口百分比：47.31%

都市人口百分比: 21.6% 



國家現況

除了東正教、天主教、信義宗、伊
斯蘭之外，全部新教福音派的教會
都在2002年遭到政府禁止而關閉。

當地政府也逼迫非傳統的基督徒，
而東正教的會友也會檢舉福音派的
基督徒。

穆斯林極端份子準備接管那些政府
離開的地方，基督徒被發現的話將
會被逮捕，並送往軍營中的貨櫃箱，
至少105位基督徒在2012年被逮捕，
31位基督徒死於監獄中。



代禱事項

求上帝堅固被關在監獄的
基督徒，尤其是在2012年
被逮捕的人。

為被迫流亡在不同國家的
基督徒配偶和家庭禱告。

為世界能夠關注厄利垂亞
基督徒所面對的困境禱告。



9.葉門（Yemen）

國土面積： 531,869 平方公里

人口: 24,255,928

人口成長率: 2.90%

首都:薩那

基督徒人口百分比：0.08%

都市人口百分比: 31.8% 



國家現況
當地的外來者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空
間，且在艾登市有一些提供給當地
流放者、難民的官方教會存在。

但在南方，沒有任何實體的教會建
築物，國家情勢動盪，有相當多的
人逃離國家，傳福音和改教者都是
被禁止的，葉門國民離開伊斯蘭信
仰將會被處死。

幾百個從伊斯蘭轉至基督信仰者面
對來自家庭汗政府當局的逼迫，極
端份子甚至施以恐怖威脅要他們回
歸伊斯蘭信仰。



代禱事項

當地孤立無援的基督徒能想
辦法聚集、團結。

《敞開的門》的職業訓練課
程能使當地的基督徒更加被
堅固。

2012年自殺炸彈攻擊殺死超
過一百人，祈求和平能存在
於這個分裂的國家。



8.伊朗（Iran）

國土面積: 1,648,196 平方公里

人口: 75,077,547

人口成長率: 1.19%

首都: 德黑蘭

基督徒人口百分比：0.51%

都市人口百分比: 69.5% 



國家現況
當地基督徒受到恐怖的威脅的情況持
續增加，尤其是家庭教會的基督徒。

政府當局嚴密監控基督徒的活動，特
別是那些向穆斯林傳福音的基督徒，
傳福音、聖經教導、印製波斯語聖經
都違法的。

當地基督徒被拘留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些被逼迫的基督徒被迫離開他們的
家庭甚或離開國家。

任何穆斯林背景轉至基督信仰的信徒
受到極大的壓力，將會面臨死刑的刑
責。



代禱事項

為當地被關在監獄的基督
徒，以及為他們的辯護律
師的禱告。

為當地許多夢想破滅的伊
朗穆斯林開始對基督教產
生渴望禱告，祈禱他們能
夠在基督耶穌裡找到盼望。



7.馬利（Mali）

國土面積: 1,240,192 平方公里

人口: 13,323,104

人口成長率: 2.40%

基督徒人口百分比：2.64%

首都:巴馬科

都市人口百分比: 33.3% 



國家現況
直到最近，馬利才有在憲法上承認且
相對穩定的非宗教人口，和一些溫和
的穆斯林人口。

2012年3月的政變，伊斯蘭教鬥爭者
和圖阿雷格人叛變並攻佔了北方，宣
告其為獨立的國家並建立了惡劣的政
權。

數以千計的馬利人逃往南方或是離開
國家，也包括許多的基督徒，目前在
北方的基督徒遭受到高度的敵視，基
督徒在那邊根本無法存在。



代禱事項

為那些提供援助和避難所給當
地受逼迫的基督徒的人，能夠
逃至南方禱告。

為國際軍隊能夠干預並成功推
翻佔據北方的政權禱告，並能
夠平安、穩定地重建。

馬利當地社會對有宗教信仰者
有激進的行動，需要為情況好
轉禱告。



6.馬爾地夫(Maldives) 

國土面積: 298 平方公里

人口: 313,920

人口成長率: 1.43%

基督徒人口百分比：0.17%

首都：馬律

都市人口百分比: 40.5% 



國家現況
這是世界唯一需要全部的公民都必須成
為伊斯蘭教徒的國家，法律禁止人民和
他人分享信仰，轉教者必須面對從家庭
和社會極大的逼迫，大多數都必須要離
開國家。

國家當局大規模控管、導正任何稍微背
離伊斯蘭信仰者。

當地沒有任何實體教會建築物存在，當
地宗教幾乎都朝向支持復興運動的伊斯
蘭遜尼派，一個塔利班的宗教，其使命
是清除伊斯蘭信仰當中任何外來的影響。

當地僅有非常少數的基督徒。



代禱事項

為當地少數秘密的基督徒能持續在神的愛中成
長禱告。

為到外地讀書的年輕人禱告，祈求上帝能讓他
們領受福音，並且願意回到原本的居住地與人
分享。

為新約聖經翻譯成當地語言的完成禱告。



5.索馬利亞(Somalia）

國土面積: 637,000 平方公里

人口: 9,358,602

人口成長率: 2.30%

基督徒人口百分比：0.33%

首都:摩加迪休

都市人口百分比: 37.4% 



國家現況
在這個嚴守伊斯蘭教規的國家，基督
徒在公開場合見面是非常危險的。

恐怖組織諸如伊斯蘭青年黨努力想將
轉至基督信仰者消滅，在這種被劫持
的危險下，人道援助者、基督徒及其
他人需要更嚴密的安全保護。

在2012年選舉出新任國會和總統，致
力於營造一個合法政府的架構組織，
但當地遭逼迫的基督徒來說，未來還
是十分嚴峻，臨時的憲法不讓人民享
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代禱事項
伊斯蘭青年黨，其背後的支持者
是蓋達組織，仍然對當地基督徒
有相當大的威脅，祈求這樣的危
險威脅能慢慢地減少。

當地基督教廣播電台能能夠給那
些孤立無援及尋求上帝的基督徒
帶來希望。

祈求那些因為當地政治局勢改變
回到索馬利亞的人，能夠轉向基
督，祈禱可以使當地基督徒得到
更多的寬容。



4.伊拉克（Iraq)

國土面積: 438,317 平方公里

人口: 31,466,698

人口成長率: 2.19%

基督徒人口百分比：1.59%

首都: 巴格達

都市人口百分比: 66.4% 



國家現況
基督徒在伊拉克屬於被消滅的邊緣，被
迫害的基督徒大量逃至國外或是到庫德
斯坦的區域，在那裡將會面對失業、不
適當的教育、醫療、居住的情況。

教會面對許多挑戰，許多會友遭殺害或
是綁架，且缺少領導者。

在中部和南部的伊拉克，傳統的基督徒
受到許多穆斯林背景的教徒迫害，是顯
而易見的事情。

在2012年五月，二十個基督徒家庭在摩
蘇爾遭受威脅，而其他的基督徒家庭的
房子則被故意縱火。



代禱事項

為許多被家庭展示以謀殺、
綁架威脅的基督徒禱告。

祈求上帝興起許多敬虔、有
智慧的領袖去牧養當地教會。

為《敞開的門》對受到迫害
影響的孩童、家庭療傷顧問
的工作禱告。



3.阿富汗（Afghanistan）

國土面積: 652,225 平方公里

人口: 29,117,489

人口成長率: 3.51%

基督徒人口百分比：0.05%

首都: 喀布爾

都市人口百分比: 24.8% 



國家現況
家庭和社會環境交織的壓力以及政府的
逼迫使當地的教會必須地下化。

國家對待從伊斯蘭教轉至基督教者施以
非常敵意的態度，由於這些逼迫，基督
徒不能在公開場合見面，甚至在私人的
房子內都需要相當的注意。

沒有任何教會建築物存在，流放者、本
地和外地基督徒都易於受到孩童誘拐、
綁架、謀殺，所以需要逃離國家。

塔利班正在重建勢力並誓言清除阿富汗
外地和本地的基督徒。



代禱事項

祈求2013-2014年，國際駐軍能夠
逐步穩定地撤離。

祈求上帝阻止塔利班試圖把目標
瞄準非政府組織及各救援組織的
情況。

基督教的廣播和電視台節目，能
堅固那些被隔離的信徒，且把福
音帶進這個封閉的國家。



2.沙烏地阿拉伯 （Saudi Arabia ）

國土面積: 2,240,000 平方公里

人口: 26,245,969

人口成長率: 2.14%

基督徒人口百分比：5.43%

首都: 利雅德

都市人口百分比: 82.1%



國家現況
在這個伊斯蘭教的王國中，人民並沒有
信仰宗教的自由，每個公民都應該跟隨
伊斯蘭信仰，如果有人改變至其他信仰，
將會被處死。

基督徒公開的敬拜是不被允許的，敬拜
者將有羈押、鞭刑、驅逐出境、拷問等
風險。

向伊斯蘭教徒傳福音以及傳佈非伊斯蘭
教的冊子是非法的，轉至基督信仰的伊
斯蘭教徒將有被遮羞殺人的危險，當地
的外國基督徒雇工，會被僱主虐待。

儘管在逼迫之下，轉教者可依然以對基
督教電視台作出好的迴響，以及夢見從
神來的異象。



代禱事項

祈禱上帝保守那些在危險之下，
依然勇敢分享福音的基 督徒。

祈求上帝保守那些因遭家人驅
逐、迫害而遭隔離的基督徒。

感謝上帝使人民藉著衛星電視、
廣播和異夢更認識他。



1.北韓(North Korea) 

國土面積: 122,370平方公里

人口: 23,990,703人

人口成長率: 0.39%

基督徒人口百分比：1.48%

首都: 平壤

都市人口百分比: 63.4% 



國家現況
十一年以來，北韓一直是全球迫害基
督徒最嚴重的國家，他們是目前世界
僅存的幾個共產政權之一。

以激烈的手段反對信仰任何宗教，將
基督徒歸類為敵人，且基督徒將會面
對逮捕、滯留、拷問甚至公開執行死
刑等情況。

一個勞改營系統裡面出名的第十五號
監獄，據報導裡面關了六千位被迫害
的基督徒。

儘管在這樣嚴重的迫害之下，北韓地
下的教會仍然持續成長，估計全國目
前擁有四十萬名的基督徒。



代禱事項

為金正恩帶領北韓改善政治和
經濟現況禱告。

報導指出，北韓派出一些間諜
至中國，祈求上帝保守在中國
的北韓難民以及保護他們的人。

感謝上帝，《敞開的門》可以
送出緊急物資去幫助北韓。





福音派增
長最快速
國家

排名 國家 年增⻑率

1 伊朗 19.6%

2 阿富汗 16.7%

3 甘比亞 8.9%

4 柬埔寨 8.8%

5 格陵蘭島 8.4%

6 阿爾及利亞 8.1%

7 索馬利亞 8.1%

8 蒙古 7.9%

9 科威特 7.3%

10 塔吉克斯坦 6.9%

11 寮國 6.8%

12 茅利塔尼亞 6.7%

13 聖多美普林西比 6.5%

14 蘇丹 6.4%

15 蘇利南 6.3%

16 幾內亞比索 6.2%

17 塞內加爾 6.1%

18 北韓 6.0%

19 哥倫比亞 5.9%

20 安道爾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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