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視窗禱告 9

在功能表列中選擇"訂閱"。

修訂版

*求聖靈幫助您借目前發生的事件"警醒禱

全球恐怖活動和世界宗教

告"，(聖經,馬太福音 26:41;歌羅西書 4:2）。

如何使用本日曆

收看電視新聞，看報紙和網上有關 10/40 視

*如需透過視窗禱告 9：全球恐怖主義和世界

窗中您所代禱國家的資料。

宗教，修訂版祈禱日曆,致電+1(719)522-1040,
*考慮去 10/40 視窗中一個或幾個國家短宣
或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WIN1040.com
或長宣。計畫祈禱旅行，這樣您可以在現場
*請將此日曆與你教會，家庭，朋友，祈禱

祈禱，並第一手體驗當地的文化，人情和屬

組，和小組分享。掛一張在家中禱告房間的

靈光景。

牆壁上。放一張在車裡。夾一張在聖經裡。

*為祈禱日曆每日特選的國家祈禱，並為你
的生日禱告（即天天為你生日那天特選的國
家祈禱）
。

*請記住，每年十月的第一個星期天慶祝
10/40 視窗宣教主日，告訴你的教會領導人
對這一特殊的日子的祈禱，並鼓勵他們參

禱告焦點
全球恐怖活動:
全球恐怖活動
以祈禱反對那些在世界各地散佈恐懼和驚

與。
慌 的 屬 靈 的 邪 惡 勢 力 。（ 聖 經 以 弗 所 書
*登記訂閱 10/40 視窗報導,是每月一期的網

6:10-18 ）

上雜誌，為您和您的教會有策略地為 10/40
祈求萬軍之耶和華起來為在邪惡勢力下受
窗口禱告。在 www.WIN1040.com 網址註冊,

苦的兒童和家庭爭戰。祈禱主賜福給那些正

的安全和保護自己的國家。為他們城市裡的

在受苦的人。（聖經,詩篇 3:7,8 ）

太平和境內的安全代禱。（聖經,約伯記 5:11;
詩篇 122:7）

祈禱恐怖分子的眼睛開放,以識別撒旦的矇
騙,並回應耶穌基督的福音的光照，接受他為

祈禱上帝將智慧賜給世界各國領導人，回擊

救主和主。（聖經,哥林多後書 4:4）

恐怖活動。祈禱保護無辜者，為落難於仇恨
和殘暴的公民癒合代禱。
（聖經,雅各 1:5）

為奧薩馬.本拉丹，紮瓦希裡，穆罕默德.奧
馬爾和其他恐怖組織領導人禱告,讓他們有

世界宗教：

懺悔和敬畏耶和華神的心。祈禱他們將不再

祈求上帝親自把那些已被謊言和虛假宗教

繼續任自己被撒旦利用成為死亡和毀滅的

引入歧途的人引向他自己。
（聖經,約翰 6:44）

工具。（聖經,箴言 1:7）
祈禱上帝喚醒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的追
祈禱耶和華將恐慌加給那些把自己完全投

隨者,和那些被撒旦設計的具有欺詐性的信

入屬靈黑暗的邪惡的人。祈求耶和華神讓他

仰體系俘虜的人。為他們祈禱,使他們懺悔自

們陷入混亂，使他們背離和遠離邪惡。 （聖

己的罪孽，並從空中掌權者的權柄中獲釋.

經,出埃及記 23:27）

（聖經,以弗所書 2:1,2）

祈禱上帝讓各地的恐怖分子思想焦慮，眼睛

為那些將在偶像崇拜和假神信仰中滅亡的

疲倦，心情絕望。讓他們充滿恐懼，直到他

人禱告,使他們聽到上帝的兒子的聲音,並得

們降伏在主耶穌基督權柄之下。（聖經,申命

到白白的永生禮物。（聖經,約翰 5:24-25）

記 28:65,66 ）
祈禱上帝給被這個世代的假神所俘虜的數
為各國政府祈禱，讓他們意識到恐怖主義構

十億人，追求上帝的心思意念。 （聖經,以

成的威脅，並立即採取步驟，以確保其人民

西結書 36:26）

的偷竊，貪婪，和破壞的靈。
（聖經,約翰 10:10）
祈求主耶穌基督以權柄向那些心地昏味，對
神的真理無知，心裡剛硬的人顯現。（聖經,

為那些因腐敗的影響而受苦，特別是那些貧

以弗所書 4:18）

困和受壓迫的人祈禱。
（聖經,申命記 15:11）

祈禱將穆斯林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其

祈禱上帝的國將改變整個社會，以聖靈的公

他宗教信徒的敵意改變成降服于那至高的

義，和平和喜樂沐浴。
（聖經,羅馬書 14:17）

萬王之王和萬主之主耶穌基督的權柄的謙
卑，（聖經,羅馬書 8:7,8）

無法：
祈求上帝釋放他的天軍推翻在 10/40 窗口內

祈求聖靈給予所有尋求去認識神，但是被撒

作亂的無法之靈。（聖經，帖撒羅尼迦前書

旦矇騙的人智慧。（聖經,哥林多前書 2:14）

2:7）

腐敗：

祈求在受混亂轄制的各國內恢復秩序與和

祈禱上帝洗淨受腐敗咒詛的各國。
（聖經,以

平。（聖經,詩篇 34:14）

賽亞書 1:4）
祈求上帝興起,捍衛那些深受無政府主義和
祈禱將賄賂，貪污，搶劫，盜竊，並金錢與

鬧事暴力之害的人。（聖經,詩篇 72:13）

權力欲所帶來的影響從人中間洗滌,使他們
祈禱和平王子進行干預，行使他的權柄於遭
能夠完成上帝對他們的生命的呼召。（聖經,
受撒旦和他的同夥破壞的地區。
（聖經,以賽
歷代志上 29:17;尼希米記 7:2）
亞 9:6;詩篇 148:13）
祈求上帝的義來滲透已腐敗氾濫的國家。
（聖經,詩篇 7:9）

祈求上帝的律法傳遍全球，使無法者歸向基
督。（聖經,加拉太 3:24）

祈禱消滅那些誘使男人女人濫用權力地位

祈求和平的上帝將他的平安永久地,全方面
為那些誰被監禁的人代禱，使他們向囚犯和
地帶給 10/40 視窗。
（聖經,帖撒羅尼迦後書
看守作見證，將他們帶到基督面前，在任何
3:16）
環境中讚頌上帝.（聖經,使徒行傳 16:25)

迫害：

為那些因基督的緣故而流離失所，失去家園

祈求上帝超然地保護生活在政府不僅容忍，
和工作，失去了家庭成員的基督徒禱告。祈
而且積極推動迫害基督徒的各國。
（聖經,詩
禱耶和華恢復所有被摧毀的。祈求上帝的安
篇 5:11）
慰包圍他們,使他們看這些試煉為在上帝裡
祈禱基督的光和愛達到針對基督徒的暴力

面的喜悅。（聖經,雅各書 1:1-4）

行為政府官員和武裝組織領袖。為他們的救

10/40 視窗有關資訊

恩代禱。
（聖經,羅馬書 5:8）
祈求上帝刺穿對他的選民"弓上弦,刀出鞘"

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

的人的心,使他們無 能為力。（聖 經,詩篇

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

37:14,15）

（原文是發白）
，可以收割了（聖經約翰 4:35
證）

祈禱耶和華靠近並醫治我們身體受虐待，心
靈破碎，靈性痛悔的兄弟姐妹們。
（聖經,詩

視窗國際網路（WIN）的合作夥伴之一鼓勵

篇 34:18）

WIN 動員在 2009 年 5 月五旬節前一天的國
際禱告日。這個印度的合作夥伴是 WIN 主

祈求基督徒因分享基督的苦難感到歡欣鼓
辦的聯網祈禱會同工，他相信上帝在這個季
舞.為他們祈禱，希望他們盼望中有喜樂，痛
節裡將使 10 萬人受洗。
苦中有忍耐,祈禱中有恆切。（聖經，彼得前
書 4:13;羅馬書 12:12）

當上帝的國降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時,你認

（聖經,馬太 9:38 新譯本)

為會是什麼樣子呢？也許有些像 2009 年五
旬節星期日在印度所發生的那樣。



祈禱耶穌基督為人頌贊,遠遠高於一切
的神，偶像，假宗教，和人為的哲學。

印度的合作夥伴報告，他們為 253,206 人施
祈禱將魔鬼的謊言，論點和主張拆掉和
洗。在印度，決定跟隨基督的人都經過正式
唾棄。祈禱在 10/40 窗口內,萬膝跪拜，
儀式。這意味著數以十萬計的靈魂被迎進上
萬口承認耶穌基督為主，榮耀歸天父上
帝的國！讚美主！正當我們同心，聯手，同
帝。（聖經,羅馬書 14:11）
聲呼喚上帝的收穫靈魂的時候，您的忠實熱
切的祈禱夥伴向我們報導了這一成果。

10/40 視窗是一個從地球南緯 10 度至北緯
40 度的巨大的矩形截面。它包含了北非，

聖經說，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的歡喜要比九
中東和中亞和東南亞地區。該 10/40 視窗被
十九義人的歡喜更大（聖經路加福音
稱為"阻力帶"，因為它頑固抵抗耶穌基督的
15:7）。
福音。我們的祈禱是，它很快就會轉化為"
靈魂收割正在加速！
正義帶"。


祈禱上帝繼續這一強大的聖靈的運行，


10/40 視窗是世界上主要的宗教的發祥

將數以十億計的人引向他的愛子。祈禱
地，又是大多數穆斯林教徒，印度教徒，
上帝的國增長，前進，跨越種族界限，
佛教徒，非宗教人士，和部落宗教追隨
宗教和國家的邊界，蓋沒所有 10/40 視
者的所在地。
窗。



約四十三億人生活在此視窗。他們大多

祈禱豐收如火通過 l0/40 視窗，焚燒通
數仍然未聽到福音（從沒有聽過以適當
過敵人的據點和穿透"封閉的"各國和
當地文化的方式宣講的福音，或從未有
福音未及的人群。
機會回應福音）。



祈求收割的主派遣工人到他的禾場。





最近的統計資料顯示， 積極支持恐怖

靈魂大豐收。祈禱 10/40 視窗的基督徒

活動的前四名政府中有三個出自 10/40

立場堅定，在任何時候繼續靠著聖靈祈

視窗：敘利亞，伊朗和蘇丹。

禱。祈求上帝保護他們，使他們能夠大

根據 2009 年門戶開放世界觀察名單，

膽為耶穌基督作見證。

迫害基督徒最惡劣的五十個國家和地





祈禱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看到需要,為

區中有四十四個處於 10/40 視窗。

10/40 視窗內迷失的,福音未及人群,各

此信息不只是巧合。神的國還沒有完全

國領袖,政府,和我們的弟兄姊妹祈禱.

進入這個地區。這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撒
旦據點。10/40 窗口內數十億人目前被
惡魔影響的統治者轄制，並被邪惡力量
索綁, 生活貧困。邪靈的勢力正將這些
人推向未來與上帝永遠分離（聖經,帖撒
羅尼迦 1:9）。


祈禱上帝，將舒適和希望帶給那些一直
在恐怖活動，腐敗和無法之下的受害者。
祈禱將對這些行為負責的組織和領導
人很快被繩之以法，並使他們的眼睛開

祈禱搖動上帝之手。在 10/40 視窗內,只要
放, 以見耶穌基督的真理。

有持續性，戰略性，並具體的祈禱，我們將


祈禱將仇敵的謊言暴露。為穆斯林教徒，

看到大量的福音未及人群來到基督面前。祈
印度教徒，佛教徒，非宗教人士，和部

禱這些將在我們這一代人時成為現實。
落宗教信徒祈禱,是他們擺脫桎梏的假
貝弗莉.蒎歌絲(Beverly Pegues)
神。祈禱上帝的靈大大運行,10/40 視窗

WIN 視窗國際網路：

視窗國際網路推出"透過窗戶祈禱 9：10/40
視窗全球恐怖主義和世界宗教，修訂版"。

正如標題所示，透過視窗祈禱 9，修訂版正
是打擊全球恐怖主義和世界宗教的屬靈爭
戰。邪惡勢力控制恐怖分子（如木偶）,為達
到撒旦的目的,給上帝所珍愛的人造成大規
模的痛苦，苦難，絕望和死亡。這些邪惡勢
力，也在欺騙數十億人，不讓他們認識真實
而永活的上帝。

祈禱日曆
1.

福音派基督徒:10.3%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印度,南亞
印度 南亞

迫害排名: 第 30

人口:1,147,995,904

腐敗百分率: 80%

政治領袖: 辛曼莫安首相

人口貧困 百分率:40%

福音派基督徒:1.8%
阿富汗,南亞
阿富汗 南亞
主流宗教:印度教
人口:32,738,376
迫害排名: 第 22
政治領袖: 哈密得.卡紮伊總統
腐敗百分率: 67%
福音派基督徒:0.03%
人口貧困 百分率:25%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毛裡坦尼亞,北非
毛裡坦尼亞 北非

迫害排名: 第 4

人口:3,364,940

腐敗百分率: 數據不足

政治領袖: 莫哈默得.歐德.阿布戴.阿茲將軍

人口貧困 百分率:53%

福音派基督徒:<1%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迫害排名: 第 18
腐敗百分率: 69%
人口貧困 百分率:40%

2.

3.
科威特,阿拉伯半島
科威特 阿拉伯半島
人口:2,596,799

蘇丹,北非
蘇丹 北非

政治領袖: 那西.阿爾-莫哈默得.阿爾-阿馬

人口:40,218,456

得.阿爾-薩巴首相

政治領袖: 烏馬.哈桑.阿馬得.阿爾柏舍總統

福音派基督徒:0.6%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幾內亞-比索
幾內亞 比索,西非
比索 西非

迫害排名: 第 32

人口:1,503,182

腐敗百分率: 52%

政治領袖: 拉伊孟多.佩瑞拉總統

人口貧困 百分率:無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1.1%
主流宗教:部落宗教

孟加拉,南亞
孟加拉 南亞
迫害排名: 無排名
人口:153,546,896
腐敗百分率: 90%
政治領袖: 茲勒.拉曼總統
人口貧困 百分率:無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0.4%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迫害排名: 第 43

5.
不丹,南亞
不丹 南亞

腐敗百分率: 80%
人口:682,321
人口貧困 百分率:45%
政治領袖: 基麥.凱薩.納格.王查國王
4.

福音派基督徒:0.32%

日本,東亞
日本 東亞
主流宗教:佛教
人口:127,288,416
迫害排名: 第 11
政治領袖: 鳩山由紀夫首相
腐敗百分率: 40%
福音派基督徒:0.4%
人口貧困 百分率:31.7%
主流宗教:神道教
迫害排名: 無排名

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半島
沙烏地阿拉伯 阿拉伯半島

腐敗百分率: 24%

人口:28,146,656

人口貧困 百分率:無排名

政治領袖: 阿布達拉.本.阿布得.阿爾-阿茲.
阿爾.薩烏國王兼總理

福音派基督徒:0.9%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迫害排名: 第 2
腐敗百分率: 67%

7.
尼日爾,西非
尼日爾 西非

人口貧困 百分率:無排名
人口:13,272,679
6.

政治領袖: 瑪莫都.坦第亞總統

幾內亞,西非
幾內亞 西非
福音派基督徒:0.1%
人口:9,806,509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政治領袖: 莫桑.韃地.卡馬拉總統
迫害排名: 無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0.98%
腐敗百分率: 77%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人口貧困 百分率:63%
迫害排名: 無排名
腐敗百分率: 81%

吉爾吉斯坦,中亞
吉爾吉斯坦 中亞

人口貧困 百分率:47%

人口:5,356,869
政治領袖: 科曼貝克.巴契夫總統

泰國,東南亞
泰國 東南亞
福音派基督徒:0.6%
人口:65,493,296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政治領袖: 阿比斯.威亞吉瓦首相
迫害排名: 無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0.7%
腐敗百分率: 78%
主流宗教:佛教
人口貧困 百分率:40%
迫害排名: 無排名
腐敗百分率: 64%

8.
伊朗,中東
伊朗 中東

人口貧困 百分率:10%

人口:65,875,224

福音派基督徒:0.8%

政治領袖: 莫哈默得.內賈德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福音派基督徒:2%

迫害排名: 無排名

主流宗教:什葉伊斯蘭

腐敗百分率: 76%

迫害排名: 第 3

人口貧困 百分率:36%

腐敗百分率: 73%
阿塞拜疆,西南亞
阿塞拜疆 西南亞
人口貧困百分率:18%
人口:8,177,717
布基納 法索,
法索 西非

政治領袖: 伊汗.阿裡耶夫總統

人口:15,264,735

福音派基督徒:0.06%

政治領袖:布萊思.康鮑瑞總統

主流宗教:什葉伊斯蘭

福音派基督徒:8.32%

迫害排名: 第 27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腐敗百分率: 76%

迫害排名: 無排名

人口貧困 百分率:24%

腐敗百分率: 68%
人口貧困 百分率:46%

10.
貝寧,西非
貝寧 西非
人口:8,532,547
政治領袖: 湯瑪斯.亞伊.波尼總統
福音派基督徒:4.61%

9.

主流宗教:部落宗教

馬里,西非
馬里 西非

迫害排名: 無排名

人口:12,324,029

腐敗百分率: 75%

政治領袖: 阿馬杜.杜曼尼.杜瑞總統

人口貧困 百分率:37%

人口:393,831
印尼,東南亞
印尼 東南亞
政治領袖:莫哈默得.阿布得拉茲總統
人口:237,512,352
福音派基督徒:<1%
政治領袖: 蘇斯羅.班邦.尤都堯納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福音派基督徒:4%
迫害排名: 無排名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腐敗百分率: 數據不足
迫害排名: 第 41
人口貧困 百分率:無排名
腐敗百分率: 76%
人口貧困 百分率:17.8%

12.
埃及,北非
埃及 北非
人口:81,713,520
政治領袖: 莫哈默得.豪斯尼.穆巴拉克總統
福音派基督徒:2.5%

11.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老撾,東南亞
老撾 東南亞
迫害排名: 第 21
人口:6,677,534
腐敗百分率: 67%
政治領袖: 周瑪力.賽納森總統兼將軍
人口貧困 百分率:20%
福音派基督徒:1.2%
主流宗教:佛教

烏茲別克斯坦,中亞
烏茲別克斯坦 中亞

迫害排名: 第 8

人口:27,345,026

腐敗百分率: 74%

政治領袖: 伊斯羅姆.卡裡莫夫總統

人口貧困 百分率:31%

福音派基督徒:0.3%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西撒哈拉,
西撒哈拉 北非
迫害排名: 第 10

腐敗百分率: 79%
人口貧困 百分率:33%

人口貧困 百分率:20%

14.
阿爾巴尼亞,東南歐
阿爾巴尼亞 東南歐
人口:3,619,778
政治領袖: 巴米爾.濤比共和國總統

13.

福音派基督徒:0.74%

尼泊爾,南亞
尼泊爾 南亞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人口:29,519,114

迫害排名: 無排名

政治領袖: 普史帕.卡馬.達哈爾首相

腐敗百分率: 74%

福音派基督徒:<1%

人口貧困 百分率:25%

主流宗教:印度教
摩洛哥,北非
摩洛哥 北非
迫害排名: 無排名
人口:34,343,220
腐敗百分率: 75%
政治領袖: 莫哈默得六世國王
人口貧困 百分率:31%
福音派基督徒:<1%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拉伯半島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阿拉伯半島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人口:4,621,399

迫害排名: 第 40

政治領袖: 卡裡法.本.紮藝德.阿爾-

腐敗百分率: 68%

奴哈彥總統

人口貧困 百分率:25%

福音派基督徒:0.8%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迫害排名: 第 35
腐敗百分率: 38%

15.

伊拉克,中東
伊拉克 中東

迫害排名: 無排名

人口:28,221,180

腐敗百分率: 41%

政治領袖: 奴裡.阿爾-馬里科首相

人口貧困 百分率:21.6%

福音派基督徒:0.1%
塔吉克斯坦,中亞
塔吉克斯坦 中亞
主流宗教:什葉伊斯蘭
人口:7,211,844
迫害排名: 第 16
政治領袖: 愛默瑪裡.拉蒙總統
腐敗百分率: 81%
福音派基督徒:0.1%
人口貧困百分率:無排名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斯里蘭卡,南亞
斯里蘭卡 南亞

迫害排名: 第 34

人口:21,128,772

腐敗百分率: 78%

政治領袖: 馬赫德.拉迦帕薩總統

人口貧困 百分率:60%

福音派基督徒:1.3%
主流宗教:佛教
迫害排名: 第 36
腐敗百分率: 69%
人口貧困 百分率:22%

16.

17.
中國,東亞
中國 東亞
人口:1,330,044,544

以色列,中東
以色列 中東

政治領袖: 胡錦濤主席

人口:7,112,359

福音派基督徒:6.02%

政治領袖: 本傑明.涅坦亞胡首相

主流宗教:無宗教

福音派基督徒:0.2%

迫害排名: 第 12

主流宗教:猶太教

腐敗百分率: 67%

人口貧困 百分率:8%

福音派基督徒:1.4%
主流宗教:佛教

吉布地,東非
吉布地 東非
迫害排名: 第 23
人口:506,221
腐敗百分率: 74%
政治領袖: 以釋馬利.歐瑪.古埃勒總統
人口貧困 百分率:14.8%
福音派基督徒:0.1%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迫害排名: 第 38
腐敗百分率: 70%
人口貧困 百分率:42%

19.
臺灣,東亞
臺灣 東亞

18.

人口:22,920,946

葉門,阿拉伯半島
葉門 阿拉伯半島
政治領袖: 馬英九總統
人口:23,013,376
福音派基督徒:2.7%
政治領袖: 阿裡.阿布達拉.薩利總統
主流宗教:華人宗教(佛/道教)
福音派基督徒:<1%
迫害排名: 無排名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腐敗百分率: 41%
迫害排名: 第 7
人口貧困百分率:1%
腐敗百分率: 74%
人口貧困 百分率:45.2%

巴林,阿拉伯半島
巴林 阿拉伯半島
人口:718,306

越南,東南亞
越南 東南亞
政治領袖: 哈馬.本.阿爾-卡裡法國王
人口:86,116,560
福音派基督徒:2.8%
政治領袖: 努仁.民.榷特總統
主流宗教:什葉伊斯蘭

迫害排名: 第 48
腐敗百分率: 43%
人口貧困率:無排名

21.
卡塔爾,阿拉伯半島
卡塔爾 阿拉伯半島

20.

人口:824,789

汶萊,東南亞
汶萊 東南亞
政治領袖: 阿米爾.哈馬德.本.卡裡法.阿爾人口:381,371
塔尼
政治領袖: 哈薩納爾.伯克亞國王
福音派基督徒:2.5%
福音派基督徒:3%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迫害排名: 第 17
迫害排名: 第 29
腐敗百分率: 40%
腐敗百分率: 數據不足
人口貧困 百分率:無排名
人口貧困 百分率:無排名
特克米尼斯塔,中亞
特克米尼斯塔 中亞
黎巴嫩,中東
黎巴嫩 中東
人口:5,179,571
人口:3,971,941
政治領袖: 哥班古裡.伯迪穆罕默都總統
政治領袖: 蜜雪兒.蘇雷曼總統
福音派基督徒:<1%
福音派基督徒:0.6%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主流宗教:蘇尼和什葉伊斯蘭
迫害排名: 第 14
迫害排名: 無排名
腐敗百分率: 78%
腐敗百分率: 64%
人口貧困 百分率:30%
人口貧困 百分率:28%
22.
埃塞俄比亞,東非
埃塞俄比亞 東非

人口:哥馬.沃德高基總統

軍

政治領袖: 以釋馬利.歐瑪.古埃勒總統

福音派基督徒:13.07%

福音派基督徒:19.7%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主流宗教:基督教(東正教)

迫害排名: 無排名

迫害排名: 第 45

腐敗百分率: 80%

腐敗百分率: 76%

人口貧困 百分率:80%

人口貧困 百分率:38.7%
阿爾及利亞,北非
阿爾及利亞 北非
緬甸,東南亞
緬甸 東南亞

人口:34,178,188

人口:48,137,741

政治領袖: 阿布得爾拉茲.布特弗利卡總統

政治領袖: 坦水將軍

福音派基督徒:0.26%

福音派基督徒:5.42%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主流宗教:佛教

迫害排名: 第 19

迫害排名: 第 24

腐敗百分率: 47%

腐敗百分率: 81%

人口貧困 百分率:14.2%

人口貧困 百分率:32.7%

24.
利比亞,北非
利比亞 北非
人口:6,310,434
政治領袖: 穆阿莫.阿爾-卡紮非上校

23.

福音派基督徒:0.3%

乍得,中非
乍得 中非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人口:10,329,208
迫害排名: 第 25
政治領袖: 阿德里斯.德比.埃特諾總統兼將
腐敗百分率: 50%

人口貧困 百分率:3.2%
卡薩克斯坦,中亞
卡薩克斯坦 中亞
馬來西亞,東南亞
馬來西亞 東南亞

人口:15,399,437

人口:25,715,819

政治領袖: 努爾蘇丹.阿.納紮巴耶夫總統

政治領袖: 莫哈默得.納吉.本.阿卜杜.拉茲

福音派基督徒:0.6%

首相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福音派基督徒:4.1%

迫害排名: 第 50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腐敗百分率: 74%

迫害排名: 無排名

人口貧困 百分率:13.8%

腐敗百分率: 50%
人口貧困 百分率:3.2%

26.
突尼斯,北非
突尼斯 北非
人口:10,486,339
政治領袖: 茲尼.埃爾.阿比蒂尼.本.阿裡總

25.

統

阿曼,阿拉伯半島
阿曼 阿拉伯半島

福音派基督徒:<1%

人口:3,418,085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政治領袖: 卡布斯.本.薩伊德.阿爾-薩伊德

迫害排名: 第 47

首相

腐敗百分率: 54%

福音派基督徒:0.3%

人口貧困 百分率:7.4%

主流宗教:以巴蒂和蘇尼伊斯蘭
柬埔寨,東南亞
柬埔寨 東南亞
迫害排名: 第 28
人口:14,494,293
腐敗百分率: 46%
政治領袖: 哈莫尼國王
人口貧困百分率:無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0.55%

腐敗百分率: 90%

主流宗教:佛教

人口貧困 百分率:無排名

迫害排名: 無排名

28.

腐敗百分率: 79%

索馬里,東非
索馬里 東非

人口貧困 百分率:35%

人口:9,832,017
政治領袖: 沙利夫酋長阿麥德酋長總統
福音派基督徒:<1%

27.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土耳其,東南歐和西南亞
土耳其 東南歐和西南亞

迫害排名: 第 5

人口:76,805,524

腐敗百分率: 數據不足

政治領袖: 阿布杜拉.古爾總統

人口貧困 百分率:無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1%
巴基斯坦,南亞
巴基斯坦 南亞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人口:176,242,949
迫害排名: 第 39
政治領袖: 阿斯夫.阿裡.紮達利總統
腐敗百分率: 62%
福音派基督徒:0.4%
人口貧困 百分率:20%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北朝鮮,東亞
北朝鮮 東亞

迫害排名: 第 13

人口:22,665,345

腐敗百分率: 78%

政治領袖: 金正日

人口貧困 百分率:24%

福音派基督徒:1.5%
主流宗教:主題思想(崇拜金日成)
迫害排名: 第 1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29.

迫害排名: 第 37

尼日利亞,西非
尼日利亞 西非
腐敗百分率: 47%
人口:149,229,090
人口貧困 百分率:14.2%
政治領袖: 烏馬魯.穆薩.亞’阿杜阿總統
福音派基督徒:23.5%

塞內加爾,西非
塞內加爾 西非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人口:13,711,597

迫害排名: 第 26

政治領袖: 阿布杜拉葉.瓦德總統

腐敗百分率: 78%

福音派基督徒:0.1%

人口貧困 百分率:70%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迫害排名: 無排名

馬爾代夫,南亞
馬爾代夫 南亞
腐敗百分率: 67%
人口: 396,334
人口貧困 百分率:54%
政治領袖: 莫哈默得.”阿尼” 納師德總統
福音派基督徒:<1%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迫害排名: 第 6
腐敗百分率: 數據不足
人口貧困 百分率:21%

30.
敘利亞,中東
敘利亞 中東
人口:20,178,485

約旦,中東
約旦 中東
政治領袖: 巴沙.阿爾-阿薩德總統
人口:6,342,948
福音派基督徒:0.1%
政治領袖: 阿布達拉二世國王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福音派基督徒:0.2%

迫害排名: 第 46

人口:1,782,893

腐敗百分率: 71%

政治領袖: 亞哈.A.J.J.亞麥總統

人口貧困 百分率:36.1%

福音派基督徒:0.3%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蒙古,北亞
蒙古 北亞
迫害排名: 無排名
人口:3,041,142
腐敗百分率: 75%
政治領袖: 納姆巴林.恩克巴亞總統
人口貧困 百分率:無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0.5%
主流宗教:佛教
迫害排名: 無排名
腐敗百分率: 72%
人口貧困百分率: 36.1%

31.

加沙地帶,
加沙地帶 中東
人口:1,551,859

東提摩,東南亞
東提摩 東南亞

政治領袖: 莫哈默得.阿巴斯總統

人口:1,131,612

福音派基督徒:0.1%

政治領袖: 猶賽.拉莫斯-豪塔總統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福音派基督徒:7.26%

迫害排名: 第 42 (包括巴勒斯坦地區)

主流宗教:天主教

腐敗百分率: 數據不足

迫害排名: 無排名

人口貧困 百分率: 80%

腐敗百分率: 數據不足
約旦河西岸,中東
約旦河西岸 中東
人口貧困 百分率:42%
人口:2,461,267
赞比亞,西非
比亞 西非

政治領袖: 莫哈默得.阿巴斯總統

福音派基督徒:0.1%
主流宗教:蘇尼伊斯蘭
迫害排名: 第 42 (包括巴勒斯坦地區)
腐敗百分率: 數據不足
人口貧困 百分率:46%

註腳:
註腳
腐敗百分率—此資料來自透明國際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腐敗觀察索

Johnstone, Patrick, and Jason Mandryk.
Operation World: 21st Century Edition.
Waynesboro, GA: Pasternoster USA,
2001
Pegues, Beverly J. The Persecuted Church
Prayer Devotional: Interceding for the
Suffering Church. Colorado Springs, CO:
Authentic Publishing, 2006.
Halverson, Dean, ed. The Compact Guide to
World Religions. Grand Rapids, MI:
Bethany House Publishers, 1996.
BBC News, news.bbc.co.uk

視窗國際網路
為上帝揀選在視窗國際網路服事的同工代

引(CPI)，此索引提供 152 個國家的腐敗程度．
禱. 求上帝繼續把他所預備的加添到這項重
CPI 是十點計分制，1 分表明腐敗現象嚴重，
要而緊迫的工作中.求聖靈給 WIN 團隊的每
10 分表明腐敗現象輕微．本日曆把 CPI 計分
一成員智慧, 識別能力,知識,和見解, 使他
制倒反，使 10 分代表腐敗嚴重，1 分代表
們能為上帝的榮耀而使用這些恩賜. 求上帝
腐敗程度輕微，再乘十得出各個國家的腐敗
帶領我們的研究工作, 幫我們準備資料. 祈
程度百分比．CPI 沒有覆蓋的國家則不具備
禱上帝完美的旨意成全.祈禱上帝釋放資源
由國際承認並可靠的機構提供的腐敗程度
繼續這項工作. 祈求上帝按耶穌基督裡榮耀
資料。詳情可參考 2007 年經濟自由索引 51
的豐盛供用 WIN, 滿足對 10/40 視窗工作的
頁。
需要. (聖經,以賽亞書 55:8,9; 雅各書 1:5; 哥
參考資料：

林多前書 12:11,12; 耶利米書 33:3; 申命記

The World Facebook, www.cia.gov/library/
publications/the-world-facebook/
Joshua Project, www.joshuaproject.net
Open Doors, www.opendoorsusa.org
“World Watch List Januray 2009,” Open Doors
Wikipedia, www.wikpedia.com

32:4; 腓立比書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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