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窗口祷告 9

在菜单栏中选择"订阅"。

修订版

*求圣灵帮助您借目前发生的事件"警醒祷

全球恐怖活动和世界宗教

告"，(圣经,马太福音 26:41;歌罗西书 4:2）。

如何使用本日历

收看电视新闻，看报纸和网上有关 10/40 窗

*如需透过窗口祷告 9：全球恐怖主义和世界

口中您所代祷国家的资料。

宗教，修订版祈祷日历,致电+1（ 719 ）
*考虑去 10/40 窗口中一个或几个国家短宣
522-1040

， 或 访 问 我 们 的 网 站
或长宣。计划祈祷旅行，这样您可以在现场

www.WIN1040.com 。
祈祷，并第一手体验当地的文化，人情和属
*请将此日历与你教会，家庭，朋友，祈祷

灵光景。

组，和小组分享。挂一张在家中祷告房间的
墙壁上。放一张在车里。夹一张在圣经里。

*为祈祷日历每日特选的国家祈祷，并为你
的生日祷告（即天天为你生日那天特选的国
家祈祷）
。

祷告焦点
*请记住，每年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庆祝
10/40 窗口宣教主日，告诉你的教会领导人

全球恐怖活动:
全球恐怖活动
以祈祷反对那些在世界各地散布恐惧和惊

对这一特殊的日子的祈祷，并鼓励他们参与。
慌 的 属 灵 的 邪 恶 势 力 。（ 圣 经 以 弗 所 书
*登记订阅 10/40 窗口报道,是每月一期的网

6:10-18 ）

上杂志，为您和您的教会有策略地为 10/40
祈求万军之耶和华起来为在邪恶势力下受
窗口祷告。在 www.WIN1040.com 网址注册,

苦的儿童和家庭争战。祈祷主赐福给那些正

的安全和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他们城市里的

在受苦的人。
（圣经,诗篇 3:7,8 ）

太平和境内的安全代祷。
（圣经,约伯记 5:11;
诗篇 122:7）

祈祷恐怖分子的眼睛开放,以识别撒旦的蒙
骗,并回应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光照，接受他为

祈祷上帝将智慧赐给世界各国领导人，回击

救主和主。（圣经,哥林多后书 4:4）

恐怖活动。祈祷保护无辜者，为落难于仇恨
和残暴的公民愈合代祷。
（圣经,雅各 1:5）

为奥萨马.本拉丹，扎瓦希里，穆罕默德.奥
马尔和其他恐怖组织领导人祷告,让他们有

世界宗教：

忏悔和敬畏耶和华神的心。祈祷他们将不再

祈求上帝亲自把那些已被谎言和虚假宗教

继续任自己被撒旦利用成为死亡和毁灭的

引入歧途的人引向他自己。
（圣经,约翰 6:44）

工具。（圣经,箴言 1:7）
祈祷上帝唤醒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的追
祈祷耶和华将恐慌加给那些把自己完全投

随者,和那些被撒旦设计的具有欺诈性的信

入属灵黑暗的邪恶的人。祈求耶和华神让他

仰体系俘虏的人。
为他们祈祷,使他们忏悔自

们陷入混乱，使他们背离和远离邪恶。（圣

己的罪孽，并从空中掌权者的权柄中获释.

经,出埃及记 23:27）

（圣经,以弗所书 2:1,2）

祈祷上帝让各地的恐怖分子思想焦虑，眼睛

为那些将在偶像崇拜和假神信仰中灭亡的

疲倦，心情绝望。让他们充满恐惧，直到他

人祷告,使他们听到上帝的儿子的声音,并得

们降伏在主耶稣基督权柄之下。（圣经,申命

到白白的永生礼物。（圣经,约翰 5:24-25）

记 28:65,66 ）
祈祷上帝给被这个世代的假神所俘虏的数
为各国政府祈祷，让他们意识到恐怖主义构

十亿人，追求上帝的心思意念。 （圣经,以

成的威胁，并立即采取步骤，以确保其人民

西结书 36:26）

的偷窃，贪婪，
和破坏的灵。
（圣经,约翰 10:10）
祈求主耶稣基督以权柄向那些心地昏味，对
神的真理无知，心里刚硬的人显现。（圣经,

为那些因腐败的影响而受苦，特别是那些贫

以弗所书 4:18）

困和受压迫的人祈祷。
（圣经,申命记 15:11）

祈祷将穆斯林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其

祈祷上帝的国将改变整个社会，以圣灵的公

他宗教信徒的敌意改变成降服于那至高的

义，和平和喜乐沐浴。
（圣经,罗马书 14:17）

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的谦
卑，（圣经,罗马书 8:7,8）

无法：
祈求上帝释放他的天军推翻在 10/40 窗口内

祈求圣灵给予所有寻求去认识神，但是被撒

作乱的无法之灵。（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

旦蒙骗的人智慧。（圣经,哥林多前书 2:14）

2:7）

腐败：

祈求在受混乱辖制的各国内恢复秩序与和

祈祷上帝洗净受腐败咒诅的各国。
（圣经,以

平。（圣经,诗篇 34:14）

赛亚书 1:4）
祈求上帝兴起,捍卫那些深受无政府主义和
祈祷将贿赂，贪污，抢劫，盗窃，并金钱与

闹事暴力之害的人。（圣经,诗篇 72:13）

权力欲所带来的影响从人中间洗涤,使他们
祈祷和平王子进行干预，行使他的权柄于遭
能够完成上帝对他们的生命的呼召。（圣经,
受撒旦和他的同伙破坏的地区。
（圣经,以赛
历代志上 29:17;尼希米记 7:2）
亚 9:6;诗篇 148:13）
祈求上帝的义来渗透已腐败泛滥的国家。
（圣经,诗篇 7:9）

祈求上帝的律法传遍全球，使无法者归向基
督。（圣经,加拉太 3:24）

祈祷消灭那些诱使男人女人滥用权力地位

祈求和平的上帝将他的平安永久地,全方面
为那些谁被监禁的人代祷，使他们向囚犯和
地带给 10/40 窗口。
（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
看守作见证，将他们带到基督面前，在任何
3:16）
环境中赞颂上帝.（圣经,使徒行传 16:25)

迫害：

为那些因基督的缘故而流离失所，失去家园

祈求上帝超然地保护生活在政府不仅容忍，
和工作，失去了家庭成员的基督徒祷告。祈
而且积极推动迫害基督徒的各国。
（圣经,诗
祷耶和华恢复所有被摧毁的。祈求上帝的安
篇 5:11）
慰包围他们,使他们看这些试炼为在上帝里
祈祷基督的光和爱达到针对基督徒的暴力

面的喜悦。（圣经,雅各书 1:1-4）

行为政府官员和武装组织领袖。为他们的救

10/40 窗口有关信息

恩代祷。
（圣经,罗马书 5:8）
祈求上帝刺穿对他的选民"弓上弦,刀出鞘"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的人的心,使他们无 能为力。（圣 经,诗篇

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

37:14,15）

（原文是发白），可以收割了（圣经约翰 4:35
证）

祈祷耶和华靠近并医治我们身体受虐待，心
灵破碎，灵性痛悔的兄弟姐妹们。
（圣经,诗

窗口国际网络（WIN）的合作伙伴之一鼓励

篇 34:18）

WIN 动员在 2009 年 5 月五旬节前一天的国
际祷告日。这个印度的合作伙伴是 WIN 主

祈求基督徒因分享基督的苦难感到欢欣鼓
办的联网祈祷会同工，他相信上帝在这个季
舞.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盼望中有喜乐，痛
节里将使 10 万人受洗。
苦中有忍耐,祈祷中有恒切。（圣经，彼得前
书 4:13;罗马书 12:12）

当上帝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时,你认

为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有些像 2009 年五



祈祷耶稣基督为人颂赞,远远高于一切
的神，偶像，假宗教，和人为的哲学。

旬节星期日在印度所发生的那样。

祈祷将魔鬼的谎言，论点和主张拆掉和
印度的合作伙伴报告，他们为 253,206 人施
唾弃。祈祷在 10/40 窗口内,万膝跪拜，
洗。在印度，决定跟随基督的人都经过正式
万口承认耶稣基督为主，荣耀归天父上
仪式。这意味着数以十万计的灵魂被迎进上
帝。（圣经,罗马书 14:11）
帝的国！赞美主！正当我们同心，联手，同
声呼唤上帝的收获灵魂的时候，您的忠实热

10/40 窗口是一个从地球南纬 10 度至北纬

切的祈祷伙伴向我们报道了这一成果。

40 度的巨大的矩形截面。它包含了北非，
中东和中亚和东南亚地区。该 10/40 窗口被

圣经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欢喜要比九
称为"阻力带"，因为它顽固抵抗耶稣基督的
十九义人的欢喜更大（圣经路加福音 15:7）。
福音。我们的祈祷是，它很快就会转化为"
灵魂收割正在加速！
正义带"。


祈祷上帝继续这一强大的圣灵的运行，


10/40 窗口是世界上主要的宗教的发祥

将数以十亿计的人引向他的爱子。祈祷
地，又是大多数穆斯林教徒，印度教徒，
上帝的国增长，前进，跨越种族界限，
佛教徒，非宗教人士，和部落宗教追随
宗教和国家的边界，盖没所有 10/40 窗
者的所在地。
口。



约四十三亿人生活在此窗口。他们大多

祈祷丰收如火通过 l0/40 窗口，焚烧通
数仍然未听到福音（从没有听过以适当
过敌人的据点和穿透"封闭的"各国和
当地文化的方式宣讲的福音，或从未有
福音未及的人群。
机会回应福音）。



祈求收割的主派遣工人到他的禾场 。

（圣经,马太 9:38 新译本)

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 积极支持恐怖



活动的前四名政府中有三个出自 10/40

立场坚定，在任何时候继续靠着圣灵祈

窗口：叙利亚，伊朗和苏丹。

祷。祈求上帝保护他们，使他们能够大

根据 2009 年门户开放世界观察名单，

胆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迫害基督徒最恶劣的五十个国家和地





祈祷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看到需要,为

区中有四十四个处于 10/40 窗口。

10/40 窗口内迷失的,福音未及人群,各

此信息不只是巧合。神的国还没有完全

国领袖,政府,和我们的弟兄姊妹祈祷.

进入这个地区。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撒
旦据点。10/40 窗口内数十亿人目前被
恶魔影响的统治者辖制，并被邪恶力量
索绑, 生活贫困。邪灵的势力正将这些
人推向未来与上帝永远分离（圣经,帖撒
罗尼迦 1:9）。


祈祷上帝，将舒适和希望带给那些一直
在恐怖活动，腐败和无法之下的受害者。
祈祷将对这些行为负责的组织和领导
人很快被绳之以法，并使他们的眼睛开

祈祷摇动上帝之手。在 10/40 窗口内,只要
放, 以见耶稣基督的真理。

有持续性，战略性，并具体的祈祷，我们将


祈祷将仇敌的谎言暴露。为穆斯林教徒，

看到大量的福音未及人群来到基督面前。祈
印度教徒，佛教徒，非宗教人士，和部

祷这些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时成为现实。
落宗教信徒祈祷,是他们摆脱桎梏的假
贝弗莉.蒎歌丝(Beverly Pegues)
神。祈祷上帝的灵大大运行,10/40 窗口
灵魂大丰收。祈祷 10/40 窗口的基督徒
WIN 窗口国际网络：

窗口国际网络推出"透过窗户祈祷 9：10/40
窗口全球恐怖主义和世界宗教，修订版"。

正如标题所示，透过窗口祈祷 9，修订版正
是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和世界宗教的属灵争
战。邪恶势力控制恐怖分子（如木偶）,为达
到撒旦的目的,给上帝所珍爱的人造成大规
模的痛苦，苦难，绝望和死亡。这些邪恶势
力，也在欺骗数十亿人，不让他们认识真实
而永活的上帝。

祈祷日历
1.

福音派基督徒:10.3%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印度,南亚
印度 南亚

迫害排名: 第 30

人口:1,147,995,904

腐败百分率: 80%

政治领袖: 辛曼莫安首相

人口贫困 百分率:40%

福音派基督徒:1.8%
阿富汗,南亚
阿富汗 南亚
主流宗教:印度教
人口:32,738,376
迫害排名: 第 22
政治领袖: 哈密得.卡扎伊总统
腐败百分率: 67%
福音派基督徒:0.03%
人口贫困 百分率:25%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毛里坦尼亚,北非
毛里坦尼亚 北非

迫害排名: 第 4

人口:3,364,940

腐败百分率: 数据不足

政治领袖: 莫哈默得.欧德.阿布戴.阿兹将军

人口贫困 百分率:53%

福音派基督徒:<1%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迫害排名: 第 18
腐败百分率: 69%
人口贫困 百分率:40%

2.

3.
科威特,阿拉伯半岛
科威特 阿拉伯半岛
人口:2,596,799

苏丹,北非
苏丹 北非

政治领袖: 那西.阿尔-莫哈默得.阿尔-阿马

人口:40,218,456

得.阿尔-萨巴首相

政治领袖: 乌马.哈桑.阿马得.阿尔柏舍总统

福音派基督徒:0.6%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几内亚-比索
几内亚 比索,西非
比索 西非

迫害排名: 第 32

人口:1,503,182

腐败百分率: 52%

政治领袖: 拉伊孟多.佩瑞拉总统

人口贫困 百分率:无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1.1%
主流宗教:部落宗教

孟加拉国,南亚
孟加拉国 南亚
迫害排名: 无排名
人口:153,546,896
腐败百分率: 90%
政治领袖: 兹勒.拉曼总统
人口贫困 百分率:无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0.4%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迫害排名: 第 43

5.
不丹,南亚
不丹 南亚

腐败百分率: 80%
人口:682,321
人口贫困 百分率:45%
政治领袖: 基麦.凯萨.纳格.王查国王
4.

福音派基督徒:0.32%

日本,东亚
日本 东亚
主流宗教:佛教
人口:127,288,416
迫害排名: 第 11
政治领袖: 鸠山由纪夫首相
腐败百分率: 40%
福音派基督徒:0.4%
人口贫困 百分率:31.7%
主流宗教:神道教
迫害排名: 无排名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半岛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半岛

腐败百分率: 24%

人口:28,146,656

人口贫困 百分率:无排名

政治领袖: 阿布达拉.本.阿布得.阿尔-阿兹.
阿尔.萨乌国王兼总理

福音派基督徒:0.9%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迫害排名: 第 2
腐败百分率: 67%

7.
尼日尔,西非
尼日尔 西非

人口贫困 百分率:无排名
人口:13,272,679
6.

政治领袖: 玛莫都.坦第亚总统

几内亚,西非
几内亚 西非
福音派基督徒:0.1%
人口:9,806,509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政治领袖: 莫桑.鞑地.卡马拉总统
迫害排名: 无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0.98%
腐败百分率: 77%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人口贫困 百分率:63%
迫害排名: 无排名
腐败百分率: 81%

吉尔吉斯坦,中亚
吉尔吉斯坦 中亚

人口贫困 百分率:47%

人口:5,356,869
政治领袖: 科曼贝克.巴契夫总统

泰国,东南亚
泰国 东南亚
福音派基督徒:0.6%
人口:65,493,296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政治领袖: 阿比斯.威亚吉瓦首相
迫害排名: 无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0.7%
腐败百分率: 78%
主流宗教:佛教
人口贫困 百分率:40%
迫害排名: 无排名
腐败百分率: 64%

8.
伊朗,中东
伊朗 中东

人口贫困 百分率:10%

人口:65,875,224

福音派基督徒:0.8%

政治领袖: 莫哈默得.内贾德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福音派基督徒:2%

迫害排名: 无排名

主流宗教:什叶伊斯兰

腐败百分率: 76%

迫害排名: 第 3

人口贫困 百分率:36%

腐败百分率: 73%
阿塞拜疆,西南亚
阿塞拜疆 西南亚
人口贫困百分率:18%
人口:8,177,717
布基纳 法索,
法索 西非

政治领袖: 伊汗.阿里耶夫总统

人口:15,264,735

福音派基督徒:0.06%

政治领袖:布莱思.康鲍瑞总统

主流宗教:什叶伊斯兰

福音派基督徒:8.32%

迫害排名: 第 27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腐败百分率: 76%

迫害排名: 无排名

人口贫困 百分率:24%

腐败百分率: 68%
人口贫困 百分率:46%

10.
贝宁,西非
贝宁 西非
人口:8,532,547
政治领袖: 托马斯.亚伊.波尼总统
福音派基督徒:4.61%

9.

主流宗教:部落宗教

马里,西非
马里 西非

迫害排名: 无排名

人口:12,324,029

腐败百分率: 75%

政治领袖: 阿马杜.杜曼尼.杜瑞总统

人口贫困 百分率:37%

人口:393,831
印度尼西亚,东南亚
印度尼西亚 东南亚
政治领袖:莫哈默得.阿布得拉兹总统
人口:237,512,352
福音派基督徒:<1%
政治领袖: 苏斯罗.班邦.尤都尧纳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福音派基督徒:4%
迫害排名: 无排名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腐败百分率: 数据不足
迫害排名: 第 41
人口贫困 百分率:无排名
腐败百分率: 76%
人口贫困 百分率:17.8%

12.
埃及,北非
埃及 北非
人口:81,713,520
政治领袖: 莫哈默得.豪斯尼.穆巴拉克总统
福音派基督徒:2.5%

11.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老挝,东南亚
老挝 东南亚
迫害排名: 第 21
人口:6,677,534
腐败百分率: 67%
政治领袖: 周玛力.赛纳森总统兼将军
人口贫困 百分率:20%
福音派基督徒:1.2%
主流宗教:佛教

乌兹别克斯坦,中亚
乌兹别克斯坦 中亚

迫害排名: 第 8

人口:27,345,026

腐败百分率: 74%

政治领袖: 伊斯罗姆.卡里莫夫总统

人口贫困 百分率:31%

福音派基督徒:0.3%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西撒哈拉,
西撒哈拉 北非
迫害排名: 第 10

腐败百分率: 79%
人口贫困 百分率:33%

人口贫困 百分率:20%

14.
阿尔巴尼亚,东南欧
阿尔巴尼亚 东南欧
人口:3,619,778
政治领袖: 巴米尔.涛比共和国总统

13.

福音派基督徒:0.74%

尼泊尔,南亚
尼泊尔 南亚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人口:29,519,114

迫害排名: 无排名

政治领袖: 普史帕.卡马.达哈尔首相

腐败百分率: 74%

福音派基督徒:<1%

人口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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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排名
人口:34,343,220
腐败百分率: 75%
政治领袖: 莫哈默得六世国王
人口贫困 百分率:31%
福音派基督徒:<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半岛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人口:4,621,399

迫害排名: 第 40

政治领袖: 卡里法.本.扎艺德.阿尔-

腐败百分率: 68%

奴哈彦总统

人口贫困 百分率:25%

福音派基督徒:0.8%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迫害排名: 第 35
腐败百分率: 38%

15.

伊拉克,中东
伊拉克 中东

迫害排名: 无排名

人口:28,221,180

腐败百分率: 41%

政治领袖: 奴里.阿尔-马里科首相

人口贫困 百分率:21.6%

福音派基督徒:0.1%
塔吉克斯坦,中亚
塔吉克斯坦 中亚
主流宗教:什叶伊斯兰
人口:7,211,844
迫害排名: 第 16
政治领袖: 爱默玛里.拉蒙总统
腐败百分率: 81%
福音派基督徒:0.1%
人口贫困百分率:无排名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斯里兰卡,南亚
斯里兰卡 南亚

迫害排名: 第 34

人口:21,128,772

腐败百分率: 78%

政治领袖: 马赫德.拉迦帕萨总统

人口贫困 百分率:60%

福音派基督徒:1.3%
主流宗教:佛教
迫害排名: 第 36
腐败百分率: 69%
人口贫困 百分率:22%

16.

17.
中国,东亚
中国 东亚
人口:1,330,044,544

以色列,中东
以色列 中东

政治领袖: 胡锦涛主席

人口:7,112,359

福音派基督徒:6.02%

政治领袖: 本杰明.涅坦亚胡首相

主流宗教:无宗教

福音派基督徒:0.2%

迫害排名: 第 12

主流宗教:犹太教

腐败百分率: 67%

人口贫困 百分率:8%

福音派基督徒:1.4%
主流宗教:佛教

吉布提,东非
吉布提 东非
迫害排名: 第 23
人口:506,221
腐败百分率: 74%
政治领袖: 以释马利.欧玛.古埃勒总统
人口贫困 百分率:14.8%
福音派基督徒:0.1%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迫害排名: 第 38
腐败百分率: 70%
人口贫困 百分率:42%

19.
台湾,东亚
台湾 东亚

18.

人口:22,920,946

也门,阿拉伯半岛
也门 阿拉伯半岛
政治领袖: 马英九总统
人口:23,013,376
福音派基督徒:2.7%
政治领袖: 阿里.阿布达拉.萨利总统
主流宗教:华人宗教(佛/道教)
福音派基督徒:<1%
迫害排名: 无排名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腐败百分率: 41%
迫害排名: 第 7
人口贫困百分率:1%
腐败百分率: 74%
人口贫困 百分率:45.2%

巴林,阿拉伯半岛
巴林 阿拉伯半岛
人口:718,306

越南,东南亚
越南 东南亚
政治领袖: 哈马.本.阿尔-卡里法国王
人口:86,116,560
福音派基督徒:2.8%
政治领袖: 努仁.民.榷特总统
主流宗教:什叶伊斯兰

迫害排名: 第 48
腐败百分率: 43%
人口贫困率:无排名

21.
卡塔尔,阿拉伯半岛
卡塔尔 阿拉伯半岛

20.

人口:824,789

汶莱,东南亚
汶莱 东南亚
政治领袖: 阿米尔.哈马德.本.卡里法.阿尔人口:381,371
塔尼
政治领袖: 哈萨纳尔.伯克亚国王
福音派基督徒:2.5%
福音派基督徒:3%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迫害排名: 第 17
迫害排名: 第 29
腐败百分率: 40%
腐败百分率: 数据不足
人口贫困 百分率:无排名
人口贫困 百分率:无排名
特克米尼斯塔,中亚
特克米尼斯塔 中亚
黎巴嫩,中东
黎巴嫩 中东
人口:5,179,571
人口:3,971,941
政治领袖: 哥班古里.伯迪穆罕默都总统
政治领袖: 米歇尔.苏雷曼总统
福音派基督徒:<1%
福音派基督徒:0.6%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主流宗教:苏尼和什叶伊斯兰
迫害排名: 第 14
迫害排名: 无排名
腐败百分率: 78%
腐败百分率: 64%
人口贫困 百分率:30%
人口贫困 百分率:28%
22.
埃塞俄比亚,东非
埃塞俄比亚 东非

人口:哥马.沃德高基总统

军

政治领袖: 以释马利.欧玛.古埃勒总统

福音派基督徒:13.07%

福音派基督徒:19.7%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主流宗教:基督教(东正教)

迫害排名: 无排名

迫害排名: 第 45

腐败百分率: 80%

腐败百分率: 76%

人口贫困 百分率:80%

人口贫困 百分率:38.7%
阿尔及利亚,北非
阿尔及利亚 北非
缅甸,东南亚
缅甸 东南亚

人口:34,178,188

人口:48,137,741

政治领袖: 阿布得尔拉兹.布特弗利卡总统

政治领袖: 坦水将军

福音派基督徒:0.26%

福音派基督徒:5.42%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主流宗教:佛教

迫害排名: 第 19

迫害排名: 第 24

腐败百分率: 47%

腐败百分率: 81%

人口贫困 百分率:14.2%

人口贫困 百分率:32.7%

24.
利比亚,北非
利比亚 北非
人口:6,310,434
政治领袖: 穆阿莫.阿尔-卡扎非上校

23.

福音派基督徒:0.3%

乍得,中非
乍得 中非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人口:10,329,208
迫害排名: 第 25
政治领袖: 阿德里斯.德比.埃特诺总统兼将
腐败百分率: 50%

人口贫困 百分率:3.2%
卡萨克斯坦,中亚
卡萨克斯坦 中亚
马来西亚,东南亚
马来西亚 东南亚

人口:15,399,437

人口:25,715,819

政治领袖: 努尔苏丹.阿.纳扎巴耶夫总统

政治领袖: 莫哈默得.纳吉.本.阿卜杜.拉兹

福音派基督徒:0.6%

首相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福音派基督徒:4.1%

迫害排名: 第 50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腐败百分率: 74%

迫害排名: 无排名

人口贫困 百分率:13.8%

腐败百分率: 50%
人口贫困 百分率:3.2%

26.
突尼斯,北非
突尼斯 北非
人口:10,486,339
政治领袖: 兹尼.埃尔.阿比蒂尼.本.阿里总

25.

统

阿曼,阿拉伯半岛
阿曼 阿拉伯半岛

福音派基督徒:<1%

人口:3,418,085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政治领袖: 卡布斯.本.萨伊德.阿尔-萨伊德

迫害排名: 第 47

首相

腐败百分率: 54%

福音派基督徒:0.3%

人口贫困 百分率:7.4%

主流宗教:以巴蒂和苏尼伊斯兰
柬埔寨,东南亚
柬埔寨 东南亚
迫害排名: 第 28
人口:14,494,293
腐败百分率: 46%
政治领袖: 哈莫尼国王
人口贫困百分率:无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0.55%

腐败百分率: 90%

主流宗教:佛教

人口贫困 百分率:无排名

迫害排名: 无排名

28.

腐败百分率: 79%

索马里,东非
索马里 东非

人口贫困 百分率:35%

人口:9,832,017
政治领袖: 沙利夫酋长阿麦德酋长总统
福音派基督徒:<1%

27.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土耳其,东南欧和西南亚
土耳其 东南欧和西南亚

迫害排名: 第 5

人口:76,805,524

腐败百分率: 数据不足

政治领袖: 阿布杜拉.古尔总统

人口贫困 百分率:无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1%
巴基斯坦,南亚
巴基斯坦 南亚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人口:176,242,949
迫害排名: 第 39
政治领袖: 阿斯夫.阿里.扎达利总统
腐败百分率: 62%
福音派基督徒:0.4%
人口贫困 百分率:20%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北朝鲜,东亚
北朝鲜 东亚

迫害排名: 第 13

人口:22,665,345

腐败百分率: 78%

政治领袖: 金正日

人口贫困 百分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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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29.

迫害排名: 第 37

尼日利亚,西非
尼日利亚 西非
腐败百分率: 47%
人口:149,229,090
人口贫困 百分率:14.2%
政治领袖: 乌马鲁.穆萨.亚’阿杜阿总统
福音派基督徒:23.5%

塞内加尔,西非
塞内加尔 西非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人口:13,711,597

迫害排名: 第 26

政治领袖: 阿布杜拉叶.瓦德总统

腐败百分率: 78%

福音派基督徒:0.1%

人口贫困 百分率:70%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迫害排名: 无排名

马尔代夫,南亚
马尔代夫 南亚
腐败百分率: 67%
人口: 396,334
人口贫困 百分率:54%
政治领袖: 莫哈默得.”阿尼” 纳师德总统
福音派基督徒:<1%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迫害排名: 第 6
腐败百分率: 数据不足
人口贫困 百分率:21%

30.
叙利亚,中东
叙利亚 中东
人口:20,178,485

约旦,中东
约旦 中东
政治领袖: 巴沙.阿尔-阿萨德总统
人口:6,342,948
福音派基督徒:0.1%
政治领袖: 阿布达拉二世国王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福音派基督徒:0.2%

迫害排名: 第 46

人口:1,782,893

腐败百分率: 71%

政治领袖: 亚哈.A.J.J.亚麦总统

人口贫困 百分率:36.1%

福音派基督徒:0.3%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蒙古,北亚
蒙古 北亚
迫害排名: 无排名
人口:3,041,142
腐败百分率: 75%
政治领袖: 纳姆巴林.恩克巴亚总统
人口贫困 百分率:无排名
福音派基督徒:0.5%
主流宗教:佛教
迫害排名: 无排名
腐败百分率: 72%
人口贫困百分率: 36.1%

31.

加沙地带,
加沙地带 中东
人口:1,551,859

东提摩,东南亚
东提摩 东南亚

政治领袖: 莫哈默得.阿巴斯总统

人口:1,131,612

福音派基督徒:0.1%

政治领袖: 犹赛.拉莫斯-豪塔总统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福音派基督徒:7.26%

迫害排名: 第 42 (包括巴勒斯坦地区)

主流宗教:天主教

腐败百分率: 数据不足

迫害排名: 无排名

人口贫困 百分率: 80%

腐败百分率: 数据不足
约旦河西岸,中东
约旦河西岸 中东
人口贫困 百分率:42%
人口:2,461,267
赞比亚,西非
赞比亚 西非

政治领袖: 莫哈默得.阿巴斯总统

福音派基督徒:0.1%
主流宗教:苏尼伊斯兰
迫害排名: 第 42 (包括巴勒斯坦地区)
腐败百分率: 数据不足
人口贫困 百分率:46%

脚注:
脚注
腐败百分率—此数据来自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腐败观察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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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国际网络
为上帝拣选在窗口国际网络服事的同工代

引(CPI)，此索引提供 152 个国家的腐败程
祷. 求上帝继续把他所预备的加添到这项重
度．CPI 是十点计分制，1 分表明腐败现象
要而紧迫的工作中.求圣灵给 WIN 团队的每
严重，10 分表明腐败现象轻微．本日历把
一成员智慧, 识别能力,知识,和见解, 使他
CPI 计分制倒反，使 10 分代表腐败严重，1
们能为上帝的荣耀而使用这些恩赐. 求上帝
分代表腐败程度轻微，再乘十得出各个国家
带领我们的研究工作, 帮我们准备资料. 祈
的腐败程度百分比．CPI 没有覆盖的国家则
祷上帝完美的旨意成全.祈祷上帝释放资源
不具备由国际承认并可靠的机构提供的腐
继续这项工作. 祈求上帝按耶稣基督里荣耀
败程度数据。详情可参考 2007 年经济自由
的丰盛供用 WIN, 满足对 10/40 窗口工作的
索引 51 页。
需要. (圣经,以赛亚书 55:8,9; 雅各书 1:5;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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