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先代禱名單
東亞尚未接觸的未得之民 

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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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地圖

更多尚未接觸的未得之民 

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

各族、各民、各方來的…



奉耶穌基督榮耀尊貴的名向你問候！啟示錄

7:9-10  描繪的是一幅美麗的圖畫：「此

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

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

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

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於坐在寶

座上我們的上帝，也歸於羔羊！』」  據統

計， 全球大約有17,000個族群，而上帝的

確配得來自各國、各方、各民、各族的尊

崇、榮耀和讚美。據悉屬於某個民族，分

布在世界各地的族群就將近3,000個，沒有

人在他們當中傳講福音，也就是說，這個

民族中，絕大多數的人從生到死，從來不

曾聽過福音！而另一個只有少數人信主的

民族，僅在東亞就有218個從未接觸過福音

的族群，他們代表的是還有六百萬人，尚

未聽到這位懷抱著慈愛、真理和救贖大能

的耶穌基督。

自我們開始出版「東亞尚未接觸福音的未

得之民」專集以來，已有五年了。這些年

間，我們親眼見證到78個原是不曾聽過福

音的未得族群，因佈道和開拓教會的策略

而接觸到福音。出版第四集的目的是，要

在耶穌基督的眾教會中，繼續強調這些尚

未接觸福音的未得之民的需要，好讓眾教

會不斷地提升他們的支持：無論是禱告、

奉獻或差傳。然而，除非我們時時刻刻、

日復一日不斷地的被聖靈充滿，靠著聖靈

的奇妙大能，否則根本無法在未得之民中

完成這樣的使命。 

在「美南浸信會及其遠東宣教部」一書中，

說道：「能力，不是有限的金錢；能力，不

是大批的人力；能力，不是複雜的組織；

而是從上頭來的賞賜；是針對我們每一人

的應許和需要，而且是最迫切的需要。」

這是爾樂牧師（A. B. Earle）在美國和加

拿大，走過325,000多英里的漫漫長路，面

對至少150,000位會眾，講到耶穌基督裏的

信心時，有過19,780次這樣的宣告。爾樂

一生為主贏得靈魂，全靠著聖靈的能力。

尚未接觸福音的未得族群，舉凡：平地瑤

族、水西諾蘇族、喇叭族、麻山苗族和文

馬壯族，亟需你的禱告，只有如此，敵對

的營壘才能消弭殆盡，聖靈的澆灌才能催

促福音使者勇於超越極限與阻力，將永生

帶到每一個人的心中。請和我們一起提名

為這些族群禱告吧！在上帝眼中，他們何

等寶貴，與你我一樣。

願我們跟隨異象勇往直前！

東亞睦群協會策略領袖 

艾思福   敬上

然而，除非我們時時刻刻、日復一日不斷地的
被聖靈充滿，靠著聖靈的奇妙大能，否則根本
無法在未得之民中完成這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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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

這個住在內蒙古西南戈壁大沙漠附近，與世隔絕的族群，名

叫阿拉善蒙古族。

無論現在或歷史上，他們都被認定是伊斯蘭教信徒。雖然周

邊環繞著佛教徒、無神論者和共產主義者，但他們始終信奉

伊斯蘭教，信仰形成一道障礙，隔離了他們和其他的蒙古

人。

阿拉善蒙古人仰賴駱駝度日，整個居住地區，大約有

200,000隻駱駝，駱駝的數目遠遠超過人口的數目，和阿拉

善人的比例竟然是八比一！駱駝奶可用做乳酪、奶油、酵母

乳、冰淇淋和各類飲料。

阿拉善蒙古族約有29,000人，是中國境內最小的一支穆斯林

族群，在他們當中，目前還沒有基督徒。儘管聖經已經以他

們的語言發行，但聽到福音的人微乎其微，因為他們的社會

和宗教太過封閉，以致使他們成為全中國最難接觸到福音的

族群之一。

巴彥浩特是阿拉善人的重鎮，蒙古文的意思是「富裕之

城」。求主恩待阿拉善蒙古人發現基督裏豐盛生命所帶來

的富足。

阿拉善蒙古人熱愛歌唱，常常以歌曲闡述故事。請為福音

能在他們居住的村落中廣為吟唱禱告。

雖然世人忽視阿拉善蒙古人，但上帝卻從不忘記他們。請

為福音的種子能在阿拉善人中結實累累，喜穫豐收代禱。

中國阿拉善蒙古族 代禱事項

中國

蒙古

中國

人口 主要語言

卡爾梅克語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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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阿哲族

人口
80,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阿哲語

就像大多彝族一樣，阿哲族也慶祝火把節。火把節，顧名思義，

就是節慶時，族人燃起篝火，舉著火炬，照亮前面的道路。絕大

多數的阿哲人從來沒有聽過，上帝的話語是他們腳前的燈、路上

的光，因為到目前為止，無論是聖經或是福音材料都還沒有譯成

他們的母語。

阿哲族約有80,000人，住在中國雲南省彌勒縣。多數人務農，種

植玉米和煙草。

他們的世界觀是萬物皆有靈，所以許多節日、祭品和宗教活動都

繞著靈界打轉。除了歌詠諸靈，他們也獻祭，為的是要能夠掌控

各種神明，因為他們相信諸靈住在世界上的各個角落裏。

過去，這個族群當中曾經有幾個教會，但是異教橫掃整個地區

後，教會因此大遭破壞。

上帝的教會終將得勝，阿哲族中僅存的基督徒也會依舊存在，而

且將繼續成長茁壯，研讀上帝的話語，接受門徒訓練。

中國保諾族
(白褲族) 

保諾族住在中國貴州和廣西自治區的邊境，因為地處偏遠而與世

隔絕，所以在33,500的人口中，大部份的族人從未聽過信基督得

永生的福音。

保諾族就是眾所周知的白褲族或白褲瑤。相傳鄰近部落的族長出

兵，企圖殲滅保諾族，保諾族於是逃入深山，卻困在當地無計可

施，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一位老者指路，幫助他們從山崖平安

而下，保諾王大喜過望，拍膝叫好，不料竟在他破舊的褲管上留

下了斑斑血跡，後來他因傷而死，為了紀念他保衛百姓的英勇事

蹟，保諾族男子穿著及膝白褲，膝部繡著象徵手印的紅色條紋。

有時，觀光客來保諾族作客，深受他們有趣的風俗吸引。據悉有

一小部份保諾人已經相信基督，並以他們的語言錄製了福音，不

過絕大多數的保諾人仍然活在黑暗中，繼續膜拜他們的祖先，取

悅挾制他們的邪靈。

人口

33,5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布努語布-瑙方言

中國

寮國

中國

寮國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ӃӃ 求主讓福音的種子能夠快速生根萌芽，免得福音的種子被惡者

奪走。

ӃӃ 求主保守阿哲族信徒，不受當地異教的愚弄，而在信心上更加

堅定持守。

ӃӃ 求主恩待阿哲人的心，因福音真理而火熱，願他們帶著真理到

鄰近的村落，向他們傳講耶穌的好消息。

ӃӃ 求主賜給他們渴慕基督的心，且能歡喜快樂地接受福音。

ӃӃ 求主使用保諾族中的基督徒，以藝術的創作手法陳述聖經故

事，以便幫助人在其他村落中分享福音。

ӃӃ 求主幫助保諾族用母語清楚地閱讀見證及聖經故事，教會也能

夠不斷地倍增，直到每一位保諾人都有機會認識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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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大
理倮倮族

（厄尼蒲）

世居雲南的南大理倮倮族，約有23,000人，從來沒有聽過上帝愛

他們的好消息。

為了保有自己文化的獨特性，不受漢人文化的影響，許多南大理

倮倮人遷居到更偏遠的深山裡去。他們不遺餘力地保留口傳文

化，以說故事的方式傳承歷史，甚至背誦家譜中冗長的名單，作

為對祖先的懷念。

迷信在南大理倮倮族人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相信

一個人死後，靈魂會在地上漫遊三年。於是衍生出一套神秘的作

法，就是把人的靈魂固定在人像中，再把這個人像放入盒子，或

者置於住家的屋頂下。三年過後，家人就會消毀人像，把去世的

人從墳墓裡挖掘出來，予以火葬，然後將骨灰放進一個甕裡，如

此喪葬儀式才算完成。

目前沒有南大理倮倮族適用的福音材料，因此他們依然活在與世

人和上帝都隔離的孤絕中。

 Ӄ 求主幫助南大理倮倮族發現，這位認識他們，而且渴望稱他們

為兒女的上帝。 

 Ӄ 求主帶領這個族群不再受迷信的挾制，而能在耶穌基督裏找到

自由。 

 Ӄ 求主恩待南大理倮倮族，以他們能夠了解的方式聽到福音，並

帶領許多人來認識基督的慈愛。求主讓他們開始向每一個新世

代傳講上帝的故事。

這個說普拉語或撒尼語的族群有眾多的名字，「低高」只是其中

之一而已。他們約有30,500人，從來不曾聽過相信耶穌基督，就

會得著上帝救恩。

低高族務農，許多人在種族混合的村莊，與漢人或其他少數民族

同住。

過去，低高人在村莊的入口處，都有飛鳥或日月形象以及一隻守

護之鷹的雕刻圖騰，這些都是經由當地的薩滿祝福認可的。

現今，低高族仍然活在邪靈的恐嚇中，只要是涉及靈界的事務，

年長的族人都要去請教薩滿，他們經常以雞血、水果或是其他的

食品為祭。不論老少，人人都要尊崇祖先──從年初到年底，他

們遵守各種祭拜祖先的儀式。

低高族非常需要基督的愛釋放他們，讓他們得到心靈的自由。

中國低高族 

 Ӄ 求主帶領低高族在基督裏找到自由，遇到屬靈的事務，就帶到

永生上帝的面前，單單求問祂。

 Ӄ 求主恩待每一位低高族都有機會聽到耶穌，祂是完全無瑕的祭

物，曾為他們犧牲流血; 並求主帶領多人相信得救。

 Ӄ 求主把向低高族傳福音的心志放在基督徒心中，帶領他們在低

高族中撒種、澆灌和收割──開拓會繼續倍增的教會，幫助低

高族教會繼續傳福音領人歸主，不斷成長倍增。

人口
30,5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中文、華語

中國

寮國

中國

寮國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人口

23,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羅坡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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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偏遠的地區，沿著高地而上，住著一個名為雜拉卡的族

群。眾所周知，不丹向來物質貧乏，而雜拉卡族尤其窮困，有人

曾說，踏上雜拉卡族高地，簡直就是回到中世紀的時空當中。

雜拉卡族人口超過23,500，至今他們當中尚無人信主。正如大多

數的不丹人，雜拉卡族信奉藏傳佛教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幾個

世紀以來，佛教經師們從鄰近的西藏、尼泊爾和印度前來，期以

幫助他們堅守對佛教的信念。

雜拉卡族深信，一個人身為雜拉卡人，就必須是佛教徒，兩者合

一，密不可分，而且佛教的種種早已根深蒂固地融入到他們的傳

統裏。

向雜拉卡族傳福音是一項複雜而艱鉅的任務，因為不丹王國一向

對外封鎖，不歡迎外人進入。僅有少數幾個國家與不丹有正式的

外交關係，遊客前往不丹，必須有國家認證的導遊陪同，才能在

當地旅行，而且在停留期間，每天需繳納200美元 。只有孟加拉

和印度的國民才能隨意前往不丹。

 Ӄ 為雜拉卡族有機會聽到福音禱告，願他們能認識這位為他們的

罪而死的救主。

 Ӄ 求主差派基督徒前往這個荒涼孤絕的地區，它或許就是「蒙上

帝喜悅的地方」（賽62：4）。

 Ӄ 一旦有人信主，求主在這個偏鄉，帶領教會團契開始幫助初信

的人。

不丹雜拉卡族

人口

23,500

國家

不丹

主要語言

雜拉卡語 

中國鄂族 「人人辛勤工作，卻沒有聖經，沒有主日，沒有禱告，沒有讚美

詩；有領袖，卻沒有公平正義；有家庭，卻沒有平安；有婚姻，

卻沒有委身；青年沒有理想，毫無熱情；孩童失去純潔，不再天

真；母親沒有智慧，缺乏自制；貧困，一籌莫展，沒有憐憫；病

痛，不得有效的醫療，沒有悉心的照護；愁苦和罪行沒有解藥；

最令人心碎的是，死於黑暗，沒有基督。」

這段話是法國宣教士金純仁醫生，於二十世紀初期，在廣西自治

區服事時，對鄂族的觀感。有37,000人口的鄂族，至今仍然尚未

聽到福音，不認識基督。

他們大多信奉泛靈和多神，也祭祀祖先──不過，有些人什麼也

不信。由於沒有鄂語發行的聖經及耶穌傳影片，也沒有廣播節目

或錄音帶、CD等等，所以目前鄂族最大的需要是以他們的母語

聽到福音。

 Ӄ 求聖靈臨到鄂族，幫助他們分辨真實與謊言，帶領多人歸向基

督，得到永生。

 Ӄ 求主帶領鄂族，一起來敬拜上帝──願有一首讚美詩能充滿他

們的心，也願大家高唱這首詩歌，直到人人都聽見。 

 Ӄ 求主幫助各種福音材料能以鄂族的母語發行，同時住在鄂人附

近的基督徒能夠搭起信任的橋樑，把他們帶領到上帝面前。 

人口
37,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鄂語

中國

不丹

中國

寮國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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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9,500人口的爾蘇族，散布在四川南部的七個縣份中，他們從

來沒有聽到耶穌的名字。

爾蘇族認為自己信奉藏傳佛教，但他們大多是有名無實，隨口說

說而已，在他們的地區中，佛教寺廟極為稀少。

由於出現了一本手稿，寫著不尋常的象形文字，令語言學者們對

其來源困惑不已，許多人對爾蘇語大感興趣。爾蘇語包含三種方

言，每一種都極為不同。儘管爾蘇族有獨特的文化和語言，可是

他們並未保有自己的特色，反而深受周遭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

住在西藏人中間的爾蘇人被當作藏人看待，而住在傈僳族中的爾

蘇人，則歸屬於傈僳族。

二十世紀初期，有人傳福音給鄰近的少數民族，卻沒有爾蘇人信

主的紀錄。事實上，在他們當中並無教會，那是因為爾蘇人不曾

聽到福音的緣故。雖然外人對他們的語言有興趣，但卻沒有任何

證據顯示，爾蘇人有何回應。

 Ӄ 求主興起教會，來認領這個未得之民，領他們歸主。  

 Ӄ 求主帶領爾蘇男子，能負起向自己同胞傳福音的責任。

 Ӄ 求主把這個偶像林立的地方，轉化為敬拜上帝的聖地。

中國革蒙族 革蒙族在貴州中部的村莊中定居，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數百年

前，他們曾為了自己的土地權益而奮戰，因此握有大權，不過現

在已經失勢，而且被邊緣化了。貴州風景秀麗，蓊鬱柔軟的綠野

和嶔崎陡峭的高山處處可見，但在經濟上，卻是中國最窮困的省

份之一，革蒙族則是一個赤貧的族群。

他們堅稱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但卻有祭祖的習慣。每個家庭都設

有祭壇，供奉祖先之外，也向列祖和家族神明祝禱。革蒙族認為只

要是冒犯祖先的行為，都會招致嚴重的懲罰，為全家帶來災難。

在57,500人的革蒙族中，尚不知有人信主，附近的族群裏，卻有

少數的基督徒，而絕大多數的革蒙人，從來沒有聽過福音，也不

曾遇到基督徒。

 Ӄ 求主使福音的亮光傳到這個黑暗而被忽視的地方。

 Ӄ 求主帶領中國境內強壯的教會能夠接受革蒙族，並有向他們

傳福音的心志。

 Ӄ 求主恩待革蒙族，幫助他們對這位「疲乏的，祂賜能力；軟

弱的，祂加力量」的獨一真神有信心（賽40：29）。

中國爾蘇族

人口
39,5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爾蘇語

人口

57,5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川黔滇方言

中國

中國

寮國

寮國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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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幫助回人在基督

裏找到他們真正的身

分，而不是與生俱來

的種族認定。

為回族有機會聽到福

音禱告一一不論他們

所居住的國家有何等

嚴苛的限制。

為與回族文化相近的

基督徒禱告，願他們

有向回族傳福音的心

志，而且以他們能夠

了解與接受的方式，

幫助他們認識主。

主後第七世紀，阿拉伯和波斯的商旅來到中國，和當地的中

國人及蒙古人通婚，他們的後裔就是現在的回族。

回族分布在許多國家，舉凡台灣、新加坡、緬甸、泰國和馬

來西亞都有他們的足跡。他們擁有誠實、努力和成功商人的

聲譽。

雖然回族在文化上與中國人相似，但他們卻因伊斯蘭教的信

仰而與中國人不同。大部份的回人都屬於遜尼派，他們有句

諺語──生為回人，生為穆斯林。他們的種族認同已經深深

融入宗教信仰了。

回族當中已有幾個教會存在，不過只有不到1%的人口聽過耶

穌的好消息。福音進入這個族群，要面對極大的挑戰，因為

他們認為若要跟隨耶穌，就不再是回人了。

主要語言
中文、華語

國家  人口
台灣 27,500
新加坡  17,500
緬甸                 133,000
泰國   82,000 
馬來西亞  15,500

散居的回族

更多的禱告事項
－請參閱
Pray4Hui.com

代禱事項

台灣

緬甸
泰國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Ӄ

 Ӄ

 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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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西部地區，遍地密密麻麻地擁塞著許多極小的村莊，當地的居

民就是我們熟知的喇叭族。喇叭族約有264,000人，絕大多數不曾

聽過福音。

雖然他們說普通話，但是喇叭族視自己與漢族為截然不同的族群。

喇叭族可能是當年遣往貴州，與苗族作戰軍人的後代。戰事結束

後，漢軍與當地苗族女子通婚，於是安定下來，漸漸地就遺忘了自

己的漢族根源，而接受了這個獨特族的身份。

今天，喇叭族與附近的苗族有許多相同的特點，比方說，他們都祭

拜祖靈，而且以牛隻為牲品，認為祖先會在來世享受美味佳餚。

喇叭族的苗人鄰居中已有多人信主，而且福音已經傳給一小群的喇

叭族。附近村落中的村民雖然聽過基督徒鄰居分享福音，卻認為那

是知識份子的專利，而不是大多不識讀寫的喇叭人該關心的事情。

 Ӄ 求主讓喇叭族對他們不斷獻供品的祖先無法滿足，而渴望認

識這位獨一真神。

 Ӄ 求主興起有使命感的基督徒團隊，在每一個喇叭族村莊開拓

教會。

 Ӄ 求主對所有不識讀寫者的心說話，讓他們明白他們也可以敬

拜祂。 

中國卓尼藏族 住在青藏高原東部邊緣超過六百年的卓尼藏族，人口約136,000，

他們信奉佛教的傳統把自己和基督完全隔離。

他們的語言近似康巴藏語及當地其他的方言。現在許多青年學子

都在學習中文和安多藏語，不過老一輩的族人仍以卓尼藏語為

主。目前尚無他們的母語聖經。

卓尼原本是一個獨立王國，直到1928年，有個中國將軍入侵，占

據了他們的國土，迫使當時的國王遜位下台。卓尼國王登基採世

襲制，依照傳統，國王在擁有172幢建築，住著將近4,000名僧侶

的卓尼寺廟裏擔任喇嘛。不過，時至今日，這塊土地上，已經沒

有國王，也不再有任何具代表性的宗教場所存在。

據悉在卓尼西北部有200位基督徒，他們曾在1997年間，蓋了一

座教堂。傳聞有個家庭賣了家中的電視機，另有一位姐妹則賣了

她的頭髮，作為支付建堂的費用。但如今在卓尼藏人當中，有關

基督徒傳福音的痕跡卻很難找到。

 Ӄ 求主帶領住在卓尼地區的中國基督徒，開始向他們的鄰居傳

講福音。

 Ӄ 為卓尼藏族有饑渴慕義的心禱告。願他們能熱切回應聖經，

以致福音可以在他們的土地上傳遍。

 Ӄ 求主興起信徒再一次在主面前放下一切一一為了祂的榮耀，

也為了蒙主使用。

中國喇叭族

人口
136,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卓尼語

人口

264,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中文、華語

中國

中國

寮國

不丹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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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的哀牢山是幾個不同族群的家鄉，其中之一就是拉烏

族。大多數的拉烏人不曾聽過耶穌基督的好消息。

數百年來，拉烏族相信萬物皆有靈之外，也信奉多神，並且

祭祖。他們有個傳統，就是每逢拉烏族的陰曆二月，都有敬

拜龍神的節日，他們深信龍神掌管降雨和其他的自然事件。

屆時村民齊聚，竭盡所能的取悅龍神，一心指望虔誠敬奉就

能免於水患和旱災之苦。

拉烏族中的基督徒為數不多。他們亟需能力和毅力，帶著充

滿盼望的信息前往鄰村，和村民分享。

目前，人們正發展可以在拉烏族和其他少數族群中居住和工

作的創意方式，期望基督徒能帶著救恩的信息，跨越文化，

走向數千位極需聽到福音的拉烏族。

 Ӄ 求主恩待拉烏族，但願有

朝一日他們能全心全意全

力地敬拜耶穌。

 Ӄ 求主幫助拉烏族，不但能

敬拜獨一真神，而且明白

惟獨握有超越自然能力的

就是上帝。

 Ӄ 求主在拉烏族中建立祂的

教會，讓更多人聽到耶穌

基督的福音。

中國拉烏族

代禱事項

中國

寮國緬甸

27,000 中國

人口 主要語言

西山壩拉羅語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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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蘇族，通常指的是住在山區的人，他們是彝族中最窮困的一

個族群。族人大多務農，教育水準很低，因為高居山上，外人

不易來訪。人口約20,000的勒蘇族，大多分布在100個雲南各

地的村莊中。他們用普通話和外人溝通。

勒蘇族主要是相信萬物皆有靈，特別敬奉山神。他們試圖以牲

品取悅他，是為山神祭，當天，勒蘇族不得在田裏工作，免得

冒犯了山神。

勒蘇族是一個沒有聽過福音的未得族群，一千個人中只有一個

基督徒。他們之所以還未聽到耶穌的好消息，是因為目前還沒

有以他們的母語發行聖經，而且只有少數幾位基督徒去過他們

的地區。

 Ӄ 為勒蘇族能夠認識這位獨一真神禱告。

 Ӄ 勒蘇族敬拜山神，為他們能認識這位創造高山的上帝禱告。

 Ӄ 願上帝在勒蘇族所居住的各個村莊中得著榮耀。

中國里民族 安居在貴州省的里民族，人口約有102,000。里民族擅長經商，

也喜歡寫浪漫的詩篇──儘管如此，他們卻從來沒有聽過上帝對

他們的大愛。

他們自稱為「里」，說的是帶著貴州方言的普通話，穿著則與附

近的苗族幾乎相同，不過里民族視自己為一支獨一無二的族群。

有些里民族相信鬼神、祭拜祖先，與周圍的族群並無二致，只是

大多數人都宣稱自己完全沒有宗教信仰。

據悉里民族中，有幾個基督徒散居在貴州西部。1999年間，兩位

里民族的傳道人設法跟族人傳福音，但成效不彰，後來就轉往鄰

近的布依族服事，結果約有300人信主。

 Ӄ 求主差派當地的信徒和里民族分享上帝的真理。為他們有適

合的傳福音方式禱告，並幫助里民族不只認識基督，更明白需

要祂的救恩。 

 Ӄ 求主帶領里民族歡迎傳福音給他們的人，並成為灑滿福音種

子的沃土。

 Ӄ 求主幫助里民族和「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腓1:27）

的基督徒連結，而且渴慕認識基督。

中國勒蘇彝族

人口
20,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東尼蘇語 

人口

102,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中文、華語

中國 中國

寮國

寮國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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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伶話族 廣西省的東北是伶話族的家鄉。他們約有26,000人，住在這個遠

離文明，而又擁擠山區，在稀少的農地耕種，生活十分艱辛。生

活用水是以竹筒銜接最近的河流，引進家來──然而活水尚未接

觸到這個族群。目前在他們當中還沒有基督徒。 

大多數伶話人敬拜祖先，雖然很多中國人不認為祭祖是一種宗

教，卻對他們在屬靈方面的想法極具影響力。

1949年之前，廣西在中國是一個不受重視的省份。那時，公路很

少，交通往返十分困難，傳福音就更加困難了，因為當地有許多

族群，每一個族群都有他們自己的語言。據估計，福音已經傳給

7%的伶話人。

幸好許多伶話人會說中文，已經出版的福音材料可以幫助他們更

認識基督，與基督的關係更加穩定成長──不過，如果他們不曾

聽到，怎能相信呢？

中國西 
羅羅坡族

歷史上，彝族內部兄弟鬩牆、骨肉相殘的事件層出不窮，以致死

傷無數。即使沒有彈藥軍火，他們的肉搏戰也進行得很熾烈，要

休兵還得仰賴第三方居中調解，才能達成共識。今天，西羅羅坡

族仍然需要一位調停者──只有這位調停者才能幫助他們與上帝

和好。

約有23,000人的西羅羅坡族，大多住在雲南省大理鄉的山區。他

們使用的語言屬於藏緬語，沒有書寫的形式，與一般彝族使用的

語言截然不同，因此無法與同為彝族的同胞溝通。目前聖經還尚

未以他們的語言譯成，不過有少數的福音材料已經以他們的母語

錄製問世。

由於對創造天地的上帝一無所知，所以西羅羅坡族都是萬物皆有

靈的信徒，除了敬拜有生命力的神靈，也祭拜無生命的物質。至

於祭祖，每年以幾個儀式敬奉祖先則是司空見慣的事。這個族群

中，至今還沒有聽說有人信主，成為基督徒。

 Ӄ 為聖經翻譯者能夠留心上帝的呼召，為西羅羅坡族翻譯聖經禱

告，更求主讓他們因上帝的話語、聖靈的感動而悔改信主，得

著救恩。

 Ӄ 求主幫助西羅羅坡族明白，這位創造一切的上帝不但認識他

們，也呼喚他們的名字。為他們能來尋求主、找到祂禱告。

 Ӄ 求主帶領其他中國族群的基督徒，克服種種文化障礙，把福音

帶給西羅羅坡族。

 Ӄ 求主祝福帶著福音前往伶話族中的佳美腳蹤。

 Ӄ 求主保守伶話族單單敬拜天父上帝。

 Ӄ 就像水流入伶話族的社區一樣，求主使傳福音的通路順暢一一

不但解決他們屬靈的饑渴，更能與外界的基督徒有所連結。

人口
26,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未辨識

人口

23,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藏緬語

中國

中國

寮國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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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羅武族 散布在中國雲南山間的羅武族，約有30,500人，從來不曾聽過

福音。

年輕的羅武人經常請媒人尋找適合的對象。婚禮儀式長達三天，

相當隆重，包括致贈禮物給新娘的家屬。婚禮最後一天，新娘的

家屬要吹奏一個名為嗩吶的長號，表示允許新娘進入新郎的家，

宣告他們結為夫婦。

羅武族主要的節慶是火把節。相傳有個美麗的羅武女孩，愛上了

一個名叫阿龍的男孩，但女孩的追求者眾多，其中有一個人放話

威脅，揚言若是未能雀屏中選，女孩的整個村子就要遭殃。為了

逃避嫁給這個她不愛的人，她毅然跳入火中。火把節就是以歌舞

紀念這個為愛犧牲的故事。

羅武族相信各種神明，以致活在邪靈要殺害他們，甚至毀滅他們

的恐懼中。雖然近年有些福音材料已經以他們的語言錄製成功，

但絕大部份的羅武人，都不曾聽過耶穌的名字。

 Ӄ 為羅武族能認識耶穌禱告，耶穌是那位為了他們付上自
己生命的獨一真神。

 Ӄ 求主帶領中國基督徒找到羅武族，與他們分享福音。 
 Ӄ 求主幫助羅武族能夠明白，上帝要拯救他們──而不是
毀滅他們。 

中國六盤水 
苗族

65,000位六盤水苗族，住在貴州省，因為與世隔絕，而且孤立

無援，至今仍滯留在屬靈的黑暗中。

遷來貴州之前，他們住在湖南，在那裡學會說湘語──和苗語截

然不同的語言。當地已有許多人聽到福音，一心轉向基督，但六

盤水苗族卻因語言障礙，無法了解救恩信息，也就沒有聽到上帝

的大愛。

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很多年輕人不得不搬進城裡尋找工作。由

於深受中國文化和共產黨思維的影響，不少年輕一代的六盤水苗

族，放棄了父母和先祖們奉行不渝的萬靈論，而相信無神論。他

們是一個亟需福音的族群，只有福音能釋放他們，使他們從罪的

捆綁中得到自由。

 Ӄ 由於居住的地點偏遠難尋，六盤水苗族至今仍停留在極其孤絕

的景況裏，求主差遣工人前去宣講耶穌基督的好消息。

 Ӄ 求主帶領距離六盤水苗族較近的教會，奮力跨越牆垣，為主得

著這個族群。

 Ӄ 在六盤水苗族中已有幾個基督徒，求主幫助他們在信心裏長大

成熟，並堅固他們的事工，賜他們向失喪者傳福音的心志。

人口
30,5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彝語東部方言

人口

65,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湘語

中國
中國

寮國
寮國

緬甸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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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麻山
苗族

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宣教士William Clifton Dodd遇到麻山苗族

這個少數民族時，寫道：「我們走過的是一個沒有人認識基督的

土地。一個人處在一個全然異教的環境裏，若有基督徒相伴，或

許還可以忍受幾天，但足踏數千里，卻不曾看到或聽見一點有關

基督徒的事蹟……簡直就是進入了黑暗之地。」

苗族飽受中國人殘暴的欺凌，有一段相當長遠的歷史。1800年，

中國軍隊大舉入侵，企圖殲滅苗族，約有500,000苗人慘遭殺

害，迫使倖存的族人逃往更偏遠的山區。苗族四散之後，在他們

的村落裏，遂形成多種語言和不同的風俗習慣。

苗族中的四大群體都供奉他們宗族的信仰，也相信萬物皆有靈。

他們的社會與社區結構極其獨特，因此在接受福音上，形成更

多一層的障礙。在217,000人的麻山苗族當中，只知有200位信

主、一個教會，以及少數以他們能夠了解的方言錄製的福音材

料。

 Ӄ 求主恩待在麻山苗族中現存的教會，能夠成長茁壯。當地的基督

徒在1990年代信主，但福音並未因此在這個200人信主的村莊廣

傳。

 Ӄ 求主帶領離家到中國沿海城市工作的族人，不但有機會聽到福

音、接受福音，並且能在農曆年返鄉探親之際，放膽宣講福音。

 Ӄ 求主在麻山苗族當中，興起更多撒福音種子的工人。

中國草苗族 草苗族住在廣西自治區、貴州和湖南交界的陡峭山坡上。在許多草

苗族的村莊裏，常可以看到有著重重疊疊，向上翻飛屋簷的鼓樓，

那份精雕細琢，簡直就是中國建築的翻版。

雖然草苗族是屬於苗族的一支少數民族，但他們住得離侗人很近，

也說他們的語言，不過侗人卻曾經驅趕草苗族，脅迫他們蓋自己的

村子。結果，侗人連連饑荒，長達三年。侗人認為是他們排斥草苗

族，才造成的惡果，於是與他們和平共處。

令人難過的是，有102,000人口的草苗族從來不曾聽到耶穌的名

字。他們相信萬物皆有靈，敬拜各種神明和祖先，也信任村子裏的

薩滿可以藉著獻祭和各種儀式，幫助他們消弭神明的怒氣。他們是

從未接觸過福音的族群，只能活在恐懼中，因為他們對這位創造他

們，願意給他們完全之愛的獨一真神一無所知。

 Ӄ 上帝完全知道草苗族是誰。求主帶領他們單單在主裏找到自己

的身分與地位。

 Ӄ 求主幫助每一個草苗族的村莊能夠歸向上帝，一起來敬拜祂。 

 Ӄ 求主憐憫草苗族，願他們對一生恐懼神明的心態感到不滿足，

而開始尋求真神，直到得著這位說「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

在」（賽41:10）的上帝所賜的救恩。 

人口
217,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西麻山苗語

人口

102,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草苗語

中國中國

寮國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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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莫族 定居於貴州南部的莫族，約有25,000人，是一個幾乎被人

遺忘的族群，始終活在恐懼鬼魔為害的陰影中，對耶穌救恩

的大能一無所知。

莫族的農村坐落在荔波縣的獨山鄉和甲良鎮，因為水源奇缺，十

分不便，有些莫人為了家用飲水，以及灌溉稻米、棉花、煙草、

絲和大麻等農作物，必須徒步好幾個小時才能得到需要的水量。

不論生活多麼艱辛，他們依然好客，常以甜米做成「枕頭糕」招

待朋友。

他們信奉各種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但沒有蓋造任何可供膜拜

的寺廟。盤古是所有與布依族相關族群的祖先，有些莫人相信，

要豐收就要就要敬拜神明，盤古就是其中之一。莫人的家中會供

奉著祖先牌位，而祭拜鬼神的供品，則留在村子裏。

目前尚無莫語的基督教福音材料，據說莫人教會始於1995年，至

今相信基督的人，仍然為數不多。

 Ӄ 求主引領莫族歡迎基督進入他們的生命，而且惟獨敬拜祂。

 Ӄ 求主帶領為數不多的莫族基督徒能夠得到培訓，受到鼓勵，然

後被差派到附近村落傳福音。

 Ӄ 求主打開莫人的眼睛，讓他們明白只有基督才是豐收的主。求

主驅除他們的恐懼，因為他們已經進入上帝的國度，應該一無

所懼。

河南 
蒙古族 

十三世紀時，蒙古人締造了一個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如今，全

球75%的蒙古人組成了一支中國官方認可的少數民族。

河南蒙古自治縣屬青海省，當時的蒙古人源自於衛拉特族。1958

年，衛拉特語遭禁，不能繼續使用，蒙古人遂被迫說藏語，說衛

拉特語的蒙古社區從此四分五裂，散居到河南自治縣各地去。今

天，有33,500個蒙古人說安多藏語，維持著為數不多的藏人文化

習俗，不過卻始終保留著他們傳統的衣飾、建築和蒙古新年。

數千年來，蒙古人以精於牧羊、養馬和他們遍布整個草原的蒙古

包聞名於世。和許多草原民族一樣，河南蒙古人豪放外向，喜歡

講笑話，經常大笑不止。

又像與他們同住的藏人一樣，蒙古人心硬如石，他們都是至死不

渝的藏傳佛教信徒，至今都沒有人信主。雖然已有福音材料，卻

仍有許多人從未聽過耶穌基督的好消息。

 Ӄ 求主帶領河南蒙古族明白自己需要一位救主，並且呼求主

耶穌拯救他們。

 Ӄ 求主興起近文化的基督徒，留心聖靈的呼召，願意忍辱負

重地把耶穌的真理帶到蒙古族部落。

 Ӄ 求主在河南蒙古族中，成立一個能夠倍增的教會。

人口
25,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莫語

人口

33,5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安多藏語

中國中國

寮國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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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納日藏族

納日縣位於西藏自治區最西北之處，僅佔西藏的四分之一，

人口密度為全國最低。68,000人的納日藏族只住在這個地

區。

西藏人視宗教為最重要，宗教對他們生活各個層面的影響極

為深遠，大部份的納日藏族都信奉藏傳佛教。

人們湧入納日縣的岡仁波齊峰，是印度教、佛教和其他宗教

的聖地，一般人相信，距山峰約32英里處，有一個環狀物

可以彌補人一生的罪惡。他們也崇敬西藏的瑪旁雍錯湖，那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視其為聖湖，無論是在湖中沐

浴，或是飲湖中的水，就能洗淨所有的罪愆。許多人從來沒

有聽過只有耶穌才有潔淨罪惡的大能。

上帝正在西藏地區動工，近來常有基督徒來此旅行，並和從

未聽聞耶穌的納日藏人分享福音。

 Ӄ 請為住在「上帝之山」

一一岡仁波齊峰的納日

藏族禱告，願他們來認

識創造這座山的上帝。

 Ӄ 求主推動本地的基督

徒，願以破釜沈舟的決

心搬遷到納日藏人中

間，以便開拓新教會。

 Ӄ 求主帶領納日藏族來認

識這位獨一真神，惟有

祂才能洗淨他們的罪。

代禱事項

中國

不丹尼泊爾

68,000 中國

人口 主要語言

藏語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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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地瑤族 身處低地的瑤族，就是眾所週知的平地瑤。他們住在廣西省低

地，已經融入附近族群的文化，現在大多數的平地瑤都不會說母

語，而說普通話和當地的商業語言。四十歲以下的平地瑤只受過

小學教育，而上了大學的族人為了得到更好的就業機會，通常都

會搬遷到較大的城市去。

數百年來，平地瑤族從生到死都沒有聽過耶穌基督的好消息。今

天，超過1,500,000人的平地瑤，亟需聽到上帝差派祂的兒子拯

救他們的福音。目前，聖經尚未譯成他們使用的湘語，而福音和

門徒訓練材料，也未以他們慣用的商業語言發行。

 Ӄ 求主呼召中國基督徒住在平地瑤族當中，撒下福音的種子，從

事門徒訓練。求主祝福健康、本色化的教會能在每一個平地瑤

族的村莊成立以及成長。

 Ӄ 求主恩待住在大城市的年輕人能夠聽到福音，相信基督，並有

返鄉與親友分享新信仰的心志。

 Ӄ 求主憐憫，願傳福音與門徒訓練的教材能以當地的商業語言印

行，供平地瑤族使用。

中國水西諾蘇族 住在貴州省的水西諾蘇族，約有318,000人，深陷屬靈的捆綁之

中，完全倚賴薩滿作法，保護他們不受鬼魔的侵擾，同時也為了

族群的安全與幸福，試圖取悅各類鬼魔。他們知道有一位創造

主，卻對祂擁有超乎鬼魔的能力一無所知，就更不知道祂在基督

裏，賜下救恩了。

一百年前，一位名叫柏格理（Samuel Pollard）的宣教士，來到

水西諾蘇族的地區，當時有幾個族人聽到福音。近年來，鄰近同

是少數民族的苗人傳福音給他們，已有五千名水西諾蘇人回應了

福音，並宣告基督是他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然而，還有許多聽

到真理，卻不願接受基督的人，此外，更有成千上萬的人尚未聽

到福音。

 Ӄ 求主堅固水西諾蘇族基督徒的信心，能夠堅強有力，而不是

停滯不前；能夠朝氣蓬勃，而不只是承襲守舊；能夠向外發

展，而不只是對內建造。

 Ӄ 求主帶領鄰近族群中有信心的基督徒，能有力地影響水西諾

蘇族人，幫助他們在正道上積極前進。　　

 Ӄ 求主引領現有的信徒，能在傳福音、植堂、婚姻和家庭等方

面，明白上帝的心意，得到紮實且符合聖經真理的教導。 

人口
1,500,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湘語

人口

318,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彝語東部方言

中國
中國

寮國
寮國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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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四川 
蒙古族 

四川省西南部的交通非常不便，當地的柏油路極其罕見。因此，

福音就很難傳到住著29,000多四川蒙古人的偏遠村落了。前往這

些村落的綿延小路十分陡峭，沿途怪石嶙峋，滿是泥土，他們就

用這種泥土蓋房子。務農為生的四川蒙古人，大多窮困到無法擁

有任何一種交通工具。

今天，當地文化與語言的影響力早已超過蒙古文化，他們漸漸地

融入主流的漢人社會。雖然很多人不再說母語，也不再穿傳統的

民族服飾，但他們始終堅定地宣稱自己是蒙古人。

他們相信鬼神，對佛教則採不即不離的態度。有人過世的時候，

他們會請祭司來行禮如儀一番，並相信經過一連串的宗教儀式，

便能把逝者的亡魂送回遙遠的內蒙古去，那是他們的原鄉。絕大

多數的四川蒙古人從來沒有聽過耶穌的名字。

 Ӄ 求主帶領近文化的基督徒來到這些偏遠的村落，以便有機

會和四川蒙古人分享基督的福音。

 Ӄ 為四川蒙古人能在基督裏找到真正的身份禱告，相信他們

必會驕傲地為主挺身而出。

 Ӄ 求主在四川蒙古人中開拓一個會倍增的教會，如此福音就

會從一個村落傳到另一個村落，直到所有的四川蒙古人都

聽到。

中國土蘇族 有一個住在雲南省，人口超過43,000的族群，自稱為土族或者土

蘇族，他們的歷史約有1,300年，終其一生都對耶穌基督的好消

息一無所知。

土蘇族相信多神、甚至認為萬物皆有靈，同時也拜祭祖先。他們

甚至參加一年一度的潔淨典禮，為的是洗去前一年所犯的過錯。

土蘇族和遠在青海省的土族完全不同，不能混為一談。

雖然鄰近的漢族和白族中，有幾個教會存在，但土蘇族沒有機會

接觸到福音，所以依然是未得族群。目前已知有少數幾位土蘇人

信主，成為基督徒。

 Ӄ 為土蘇族放棄錯繆不實的宗教禱告，而能盡心、盡性、盡意、

盡力獻上自己，給這位為了洗淨他們的罪而受死的獨一真神。

 Ӄ 求主攪動附近漢族和白族基督徒的心，帶領他們跟土蘇族分享

福音。

 Ӄ 為福音的大能臨到整個土蘇族村莊禱告，因此全族歸向基督。

人口
29,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周邊蒙古語

人口

43,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西山壩拉羅語

中國中國

寮國

寮國

中国中国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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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瓦囊曲族

瓦囊曲族是一個從未接觸福音的未得族群，因為向他們傳福

音要有堅強的心志，和不畏艱辛的雙腳。

瓦囊曲族住在尼泊爾東部的台柏爾地區。他們的村莊坐落在一

個保護區內，必須花費600美元，辦理徒步旅行證才能進入。

拿到旅行證的遊客先飛抵加德滿都，第二天開八小時車，再忍

受三到五天的步行，方能到達最近的瓦囊曲族村莊。

瓦囊曲族大約有21,000人，一般人認為多年前，他們從西

藏搬遷到尼泊爾。長久以來，瓦囊曲族在西藏、尼泊爾和印

度之間做生意，不過令人難過的是，瓦囊曲人主要收入的來

源因為現代化公路興建而大幅減少，所以很多人為了就業機

會，不得不移居到別的社區去。

瓦囊曲族信奉藏傳佛教，目前只知他們當中有兩位基督徒，

還沒有成立教會，聖經和福音資料也還未以他們語言翻譯及

錄製發行。

 Ӄ 求主帶領剛強壯膽的基督

徒，勇於長途跋涉，把福

音帶給瓦囊曲族。

 Ӄ 瓦囊曲族為收入來源痛苦

掙扎已久。請為他們能在

基督裏找到珍寶禱告。

 Ӄ 求主裝備有能力的人，以

瓦囊曲族的語言翻譯基要

真理，以及耶穌傳影片，

供他們閱讀與觀賞。

代禱事項

中國

尼泊爾

21,000 尼泊爾

人口 主要語言

瓦囊曲語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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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湘西苗族 

東湘西苗族住在苗族地區最偏遠的東北角，習慣把村落蓋在高

山上。

湘西苗務農，不是養蠶，就是種植農作物，包括稻米和桑葚。

他們熱中紡紗、編織、刺繡和色彩繽紛的剪紙。回顧第十世紀

的時候，他們都是驍勇善戰的鬥士，為了捍衛家園，不惜與掠

奪的惡勢力對抗，即使受盡長達數百年的欺壓後，他們依然保

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湘西苗相信萬物皆有靈，膜拜樹神和山神。為了敬拜門神，他

們力行一年一度的供奉儀式，獻上整頭豬之外，並把豬血灑在

門柱上。他們也祭拜盤孤，認為牠是龍狗的祖先。

有慶典的時候，他們喜歡唱歌、跳舞、打大鼓和吹嗩吶。他們

當中只有少數幾個基督徒。如果一直對耶穌的救恩一無所知，

東湘西苗將無法在天上歡唱跳舞了。

 Ӄ 求聖靈動工，透過中國宣

教士盡心盡力的分享福

音，而在這個族群中建

立本色化的教會。

 Ӄ 求主恩待東湘西苗族成為

捍衛福音的戰士。

 Ӄ 求主帶領他們以歌舞歡慶

他們在基督裏的新生命。

代禱事項

中國

寮國

123,000 中國

人口 主要語言

東湘西苗語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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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西錫箔族

兩百多年前，一支有三千人的滿清精銳部隊，從中國東部前往遠

在西部邊陲的新疆，代表皇帝統治當地。今天，為數約35,000人

的西錫箔族，正是當年駐軍的後裔，現在仍住在新疆和哈薩克斯

坦的邊界上，這個地區一向以種族動亂和穆斯林文化聞名於世。

雖然西錫箔族與異國為鄰，卻始終都保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服飾

和房舍。即使周遭都是穆斯林族群，他們依然堅信薩滿教、藏傳

佛教或多神教。不過近年有人信主，成為基督徒。儘管他們有書

寫的文字，卻依然沒有聖經，只有一些以他們的語言錄製的聖經

故事，供他們聆聽、使用。

 Ӄ 求主帶領本國的福音工人對西錫箔族有負擔，而前往中國西

部，在當地分享福音、為人施浸以及造就門徒。

 Ӄ 求主恩待西錫箔族認識這位「耶和華尼西」的主──主是他們

的旌旗──因此他們就屬於祂，得到祂的救贖。

 Ӄ 為現有的幾位西錫箔基督徒禱告，願他們不灰心不喪膽地在自

己的同胞當中撒下福音的種子。  

中國洗期麻族 在雲南雲縣裏，約有42,000人的洗期麻族，是一個屬於彝族的支

系，也是一個幾乎沒有接觸到福音的族群。

從十八世紀開始，洗期麻族的語言、文化就漸漸被居主流地位的

漢族吞沒了，只保留了一些舞蹈、節日和宗教儀式，以此區別他

們確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族群。他們的語言近乎絕跡，惟有老一輩

的人還會說，但也為數不多，而年輕的一代都說普通話。

即使他們祭祖的方式與漢人很接近，但是有些人卻採用道教的儀

式，不過大多數的洗期麻人並沒有宗教信仰，年輕的一代更是如

此，他們視宗教儀式為落伍，甚至是愚不可及的行為。

儘管已經以他們的語言發行了許多聖經、錄音帶和各種基督教書

籍，不過到目前為止，在說普通話的洗期麻人當中，還沒有基督

徒與教會。

 Ӄ 求主帶領年輕的洗期麻人，當他們離家求學時，能接觸到基督

徒； 為他們能得著基督裏的新生命禱告，並把福音帶回家鄉。

 Ӄ 為被人忽略的洗期麻族禱告，願他們明白上帝從未忽視他們。

 Ӄ 求主引領說普通話的基督徒，願意勉力前往洗期麻族，與他們

分享耶穌的好消息。

人口
35,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錫箔語

人口

42,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中文、華語

中國

中國

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

寮國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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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平臘魯人 

雲南省玉溪市外的哀牢山上，住著53,000多位新平臘魯

人。他們是一個與基督耶穌福音隔絕的族群。

雖然新平臘魯人被官方劃歸為彝族的一支少數民族，但他們

對自己的文化和語言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這一點有別於其

他的彝族。音樂在他們的族群中，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每

年他們都會舉辦歌唱大賽，奪冠的男女青年就被視為社區中

最匹配的婚姻伴侶。

臘魯人敬奉多神，祭拜各種神明、鬼魂、惡魔與邪靈，並且

相信一個人的個性，將決定其死後會變成善鬼或是厲鬼。至

今只有25%的新平臘魯人聽過福音，相信基督的人則不到

1%。

目前已經以他們語言錄製了一些福音材料，附近有些少數民

族的基督徒，設法向和新平臘魯人傳講基督，結果有150人

成為信徒，並成立了兩間教會。但是至今仍有成千上萬的新

平臘魯人還未聽到耶穌。

ӃӃ 求主帶領新平臘魯人， 

有朝一日可以寫歌敬拜

獨一真神。

ӃӃ 求主幫助新平臘魯人了

解，供奉各種神明、鬼

魂、惡魔與邪靈並不能滿

足他們內在的需求。求主

帶領他們在基督裏找到平

安、喜樂和赦免。　 　 

ӃӃ  求主加添力量給新平臘

魯人中的基督徒，引導

他們使教會倍增，並全

力栽培新生代的信徒。

人口

53,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西山壩拉羅語

代禱事項

中國

寮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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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諾族 分布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有諾族，人口約有24,000，屬於紅瑤

族的一支，紅瑤族下的支系，使用的語言完全不同。有諾族說的

是西苗語。

煌羅村的有諾族婦女，到了通婚年齡（16-18歲）時，就要舉行

一生一次的剪髮禮，因為從此不再修剪，任頭髮生長，所以外人

就稱這個村莊為「天下第一長髮村」。據說他們一直保持著長髮

的世界紀錄。

有諾族大多務農為生，他們敬拜各種鬼神，包括龍神寨蘭，相信

龍神掌控天氣和諸水，而且總以彩虹的姿態出現。

他們也相信古時候洪水泛濫，水勢高漲直達天際，但人們以喧天

價響的鑼聲喚醒了雷神，他立時阻止水患，解救了他們。

目前還沒有以他們母語發行的福音材料，所以尚無人信主。

 Ӄ 為有諾族渴望認識這位真神禱告，祂才是那位掌管海洋，以彩

虹為記，象徵永不改變盟約的上帝。

 Ӄ 為全中國的基督徒能聽到上帝的呼召禱告，求主帶領他們願意

前往與世隔絕的村落中，以當地人可以明白的方式分享福音。

 Ӄ 求主在有諾族當中開拓一個將會倍增的教會，以致於福音得以

在整個龍勝鄉廣傳。

中國楊黃族 1990年之前，楊黃族並不屬於中國官方認定的族群，他們只是

「未辨識民族」名單中的一員。如今，有57,000人口的楊黃族，

有了自己的名稱，但仍活在不認識上帝，而上帝卻總是記掛他們

的日子中。

楊黃族隱居在貴州省山區，他們的村莊夾雜在其他族群之中。因

此，大部份的楊黃人能說好幾種語言，包括漢語、布依語和他們

的母語。

由於楊黃族有語言方面的優勢，附近又有一個莫族的教會，所以

他們可能經由廣播，或者當地的事工而聽到福音，不過楊黃族卻

依舊滯留在多神和萬物皆有靈的黑暗中。

楊黃族信奉各種神靈和鬼魔，深信牠們能控管人的生命，因此必

須取悅牠們才能確保一生成功順利。而且認為要消災解厄、遠避

疾病和死亡，舉行合宜的儀式、獻上牲祭和供品絕對有其必要。

無疑的，這個族群亟需認識這位釋放他們，給他們自由的獨一真

神。

 Ӄ 求主賜饑渴慕義的心給楊黃族，驅使他們尋求上帝。當他們尋

求的時候，求主幫助他們很容易找到福音廣播和材料，甚至遇

到傳福音的人，而且很快地了解真理，歡欣地接受。

 Ӄ 求主帶領基督徒進入山區，分享福音、培訓信徒、開拓教會，

同時教導當地的信徒從事同樣的事工。

 Ӄ 求主使用他們的語言能力，差派他們出去，「用真理當做帶子

束腰，用公義當做護心鏡遮胸」（弗6:14），將福音傳給人。

人口
57,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楊黃語

人口

24,000

國家
中國

主要語言
有諾布努語

中國
中國

寮國

代禱事項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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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庫塔恩博提阿族  ӃӃ 中國臘拔潑人 ӃӃ 巴基斯坦拉達克族 ӃӃ 中國徐掌臘魯人Ӄ ӃӃ

中國老烏人 ӃӃ中國博嘎而珞巴族 ӃӃ中國荑都珞巴族 ӃӃ中國六德人ӃӃӃ中國六甲人  Ӄ   中國

里烏人  Ӄ   中國龍家人  Ӄ   中國水田族   Ӄ   中國盧人族 ӃӃ 中國東南羅羅坡人  Ӄ  中國呂蘇

人 Ӄ  中國孟烏人 Ӄ 中國恩施苗族Ӄ中國密察人 Ӄ 中國米古巴人  Ӄ 中國命族 ӃӃ 中國措那

門巴族 ӃӃ中國墨脫門巴族  ӃӃ中國墨脫門巴族 ӃӃ德國蒙古人ӃӃӃ中國莫治黑族 Ӄ 中國北母基人 

Ӄ 中國母資人 Ӄ 中國納哼人 ӃӃ中國納據藏人ӃӃ中國納木義族 ӃӃ中國南京人族 ӃӃ尼泊爾爾普巴

族ӃӃӃ中國納若族 ӃӃ尼泊爾那瓦夏爾巴族 ӃӃ中國大黑聶素人 ӃӃ中國小黑聶素人 ӃӃ越南艾族 ӃӃ

南美洲日裔  ӃӃ中國努把族  ӃӃ中國努毛族 ӃӃ日本沖永良部島人 ӃӃ中國鄂和他族  ӃӃ中國恩可族 

ӃӃ越南巴哼族 ӃӃ中國啪與族  ӃӃ中國潑胚族 ӃӃ尼泊爾 - Puma  ӃӃ中國普日族  ӃӃ中國巴繞克族ӃӃ

ӃӃ中國普沙族 ӃӃ中國喀努族  ӃӃ中國羌夷族      ӃӃ中國七姓民人 ӃӃ中國饒家人ӃӃ玻利維亞琉

球人 ӃӃ中國東撒馬多人ӃӃ中國西撒馬堵人 ӃӃ中國 撒滿族ӃӃӃ中國散達人ӃӃӃ

中國三鍬人 ӃӃ中國神州人ӃӃ 中國史興藏族ӃӃ 中 國雲南水族 Ӄ 不丹錫金博

提阿人ӃӃ俄羅斯的ӃSoyot  ӃӃ中國塔爾人 ӃӃ 中國塔穀人ӃӃ 中國塔

綠人 ӃӃ寮國泰坦人 ӃӃӃӃ瑞典藏族ӃӃ不丹 藏族 ӃӃ 台灣藏族 

ӃӃ中國鉢盂藏族ӃӃ尼泊爾Thudam博提阿 族ӃӃ 日本德之島

人ӃӃ不丹蘇果人ӃӃӃ尼泊爾蘇果族ӃӃ中國 土老族 ӃӃ中國文馬Ӄ

壯族  ӃӃ中國窩普人 ӃӃ中國唔奈人 ӃӃ中國五 屯人 ӃӃ 中國西家人 ӃӃӃ

中國下路司人 ӃӃ日本八重山群島人  ӃӃ中國壓庫族  ӃӃ中國羿子族  ӃӃ中國用春人 ӃӃ日本與論島

人 ӃӃ中國油邁人ӃӃӃ中國恩格而裕固族ӃӃ中國撒里裕固族 Ӄ中國雜人 ӃӃ巴基斯坦紮斯加爾族

中國唉查麼人 Ӄ 日本阿伊努人 Ӄ 中國艾努人 Ӄ 中國阿靈人 ӃӃ 寮國阿魯人 ӃӃ 中國阿魯人

 ӃӃ 中國阿尼人Ӄ  ӃӃ 中國阿歐人 ӃӃ 中國阿普人 ӃӃ 中國阿灑黑人 ӃӃ 中國北阿烏人

中國黎平巴哼人 ӃӃ 中國被動諾人 ӃӃ 中國玻鍋爐人 ӃӃ 中國玻璃哦子人

中國保安族  ӃӃ 中國保安同仁族  ӃӃ 中國保安同仁族  ӃӃ 中國布難人Ӄ

烏茲別克斯坦布里亞特族  ӃӃ 中國布央人  ӃӃ 中國長袍人  ӃӃ 中國車蘇人 

中國西達斡爾族 ӃӃ中國達讓登人 ӃӃ中國格曼登人 ӃӃ中國天保人ӃӃ 中國刁人 ӃӃ中國都潑人Ӄ 

不丹多雅人 ӃӃ中國西改蘇 Ӄ 中國稿人  Ӄ 越南仡佬族 ӃӃ中國葛蘇人 ӃӃ中國乖滾族 Ӄ尼泊爾亞桑

多巴族 ӃӃ中國哈給人 ӃӃ法屬圭亞那的客家人 ӃӃ蓋亞那客家人 ӃӃ秘魯客家人 ӃӃ孟加拉華裔 ӃӃ

巴基斯坦華裔 ӃӃ斯里蘭卡華裔 ӃӃ辛巴威華裔ӃӃ巴哈馬華裔 ӃӃ烏茲別克斯坦華裔 ӃӃ希臘華裔Ӄ

ӃӃ 波札那華裔 ӃӃ 說粵語的辛巴威華裔 ӃӃ 說粵語蓋亞那的華裔Ӄ ӃӃ 海地說粵語的華裔 ӃӃӃ

說粵語的庫拉索華裔 ӃӃ 千里達及托巴哥說粵語的華裔 ӃӃ 說粵語的阿根廷華裔 ӃӃ說粵語的宏

都拉斯華裔 ӃӃ 說粵語的厄瓜多爾華裔Ӄ ӃӃ說國語(普通話)的巴貝多華裔 ӃӃ說國語(普通話)的

貝里斯華裔  ӃӃ Ӄ說國語(普通話)的馬提尼克華裔 ӃӃ說國語(普通話)的厄瓜多華裔 Ӄ 說國語

（普通話）的墨西哥華裔 Ӄ 說國語（普通話）的聯合大公國華裔 Ӄ 說國語（普通話）的賴

索托華裔 ӃӃ 秘魯說閩南語的華裔  ӃӃ 中國赫哲族  ӃӃ 法國日裔  ӃӃ 葡萄牙日裔ӃӃӃ 中國日裔 

ӃӃ台灣日裔 ӃӃ密克羅尼西亞日裔 ӃӃ多明尼加日裔ӃӃ 阿根廷日裔 ӃӃ德國日裔 Ӄ中國戛叟人Ӄ

ӃӃ 中國捕遠基諾族 ӃӃ 吉爾吉斯斯坦卡爾梅克衛拉特人 ӃӃ 烏茲別克斯坦卡爾梅克衛拉特族Ӄ

Ӄ 吉爾吉斯斯坦的卡爾梅克衛拉特，薩爾特卡爾梅克人  ӃӃ 中國科計人 ӃӃ 台灣

喀爾喀蒙古人 ӃӃ 吉爾吉斯斯坦喀爾喀蒙古人  ӃӃ 不丹東漢帕人  ӃӃ 中國炯奈人  ӃӃӃ

      更多活在黑暗中的人 需要你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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