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藉著禱告

第二十版

關 愛 世 上 失 喪 者



眾弟兄姐妹：

感謝大家忠心地為那些迫切需要聽見福音的人禱
告，神在垂聽你的禱告！美南浸信會的海外宣教
士匯報說，去年有 592,408 人聽到福音，栽植
了 22,744 個新教會，並以福音觸及了 93 個族
群及地方，我們為神的作為歡欣喜樂。

然而，世上最大的問題仍然是人的失喪。根據我
們最新的統計數字，每天有 157,690 人尚未信
主就死去。父神已經為這個問題提供了解答，這
個解答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神選擇使用祂的子
民將福音帶給生活在屬靈黑暗之地的失喪者。我
們能禱告、奉獻、前往及差遣，因神的恩典讓我
們參與在祂的計劃之中。

所以讓我們一同為這份手冊裡列出的百姓禱告。
神的話語說：「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
蒙悅納。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
太前書 2:3-4）感謝大家今年擺上時間為這些族
群和地方代禱，你的禱告對 IMB 的異象有直接
的影響，這個異象就是見有許多的人，是從各
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他們認識主耶穌基
督，並且敬拜祂（啟示錄 7:9）。

Todd Lafferty 博士
IMB 執行副主席

Paul Chitwood 博士
IMB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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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們為伊拉克的
雅兹迪庫爾德人禱告，他
們是第十九版的關愛失喪者
手冊中提到的福音未及的族群。
神垂聽了你的禱告，開了道路讓神的教會在雅兹
迪庫爾德人中間建立發展起來。今年，他們的故
事是這份手冊中八個福音帶來改變的故事之一。
神在改變這群失喪之人，還有 47 億人被認為是
福音未及之民。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
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羅馬書 10:14

這節經文提醒我們，為失喪者禱告至關重要，因
為要是他們沒有聽到基督的話語，沒有以信心來
回應祂，就會永遠與神隔離。我們齊心合力，尋
求將福音傳給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
人。每一天，我們為這項使命獻 上自己。 

你是否願意和我們一起為第二十版關愛失喪者手
冊所提到的福音未及之民禱告？ 

神應允禱告！



歐洲

美洲

北非和中東

失聰者
遍布全球

這份禱告手冊將帶領你
為世上不同地區的失喪者禱告

157,690人
每日失喪者

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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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

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區

中亞

南亞

世界上有 59% 的人口
（47 億）

被認為是福音未及之民

7,327個
福音未及

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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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 全球研究中心和 IMB 年度
統計報告根據 2021 年的資料所
提供的數據統計。



尼日的失聰者當中跟隨基督的不到 2%。十五年
以前，因著失聰和聽力健全的同工作見證，有好
幾個尼日的失聰者信了主。這些年來，就算沒有
當地手語的聖經，他們仍忠心地跟隨基督。眾同
工最近開始聖經翻譯的計劃，要向尼日的失聰者
傳福音。當地信徒有了這些翻譯好的聖經故事，
就能用來向尼日的失聰族群分享基督，並且栽培
他們。

尼日的失聰者

讓我們一起禱告：在列邦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
述說他的奇事。｜歷代志上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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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246,000



印度的首陀羅·達斯

印度的首陀羅·達斯（Sudra Das）住在印度東
北部的阿薩姆邦，這裡有起伏的山丘、流動的
河流、茂密的森林和美麗的茶園。他們說孟加拉
語，奉行印度教。印度的阿薩姆充斥著名的印度
教廟宇，這些廟宇都有好幾百年的歷史，因著悠
久的印度教傳統，讓首陀羅．達斯很難去相信
基督。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
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使徒行傳 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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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8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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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沙維亞人

法國的沙維亞人（Shawiya）來自阿爾及利亞的
柏柏爾族群，許多第一代的沙維亞移民找到藍領
階層的工作，在法國有很多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沙
維亞人有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雙重國籍，他們融
入了法國的文化和工作生活，接受法國教育，講
法語，從事教師、律師、醫生和企業主等工作。
他們仍然嚴格遵守從小被教導的遜尼派伊斯蘭
信仰。

讓我們一起禱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
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翰福音 1:12

人口
1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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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東北部的原住民

神在巴西東北部的原住民中間開啟了大門。在歷
史上，他們的泛靈論和折衷信仰使他們對福音採
取封閉的態度。當地信徒開始為這個部落禱告，
並刻意和他們的領袖建立關係。部落領袖允許他
們在村子裡教語言班，還歡迎外部醫療專業人員
來部落服事。神持續在一個聖經故事小組內作
工，這個小組的聚會地點是一個部落領袖家裡。
我們為禱告的大能感謝神。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
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哪，我在
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啟示錄 3:8

人口
2,500

福音帶來
改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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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的普什圖人

普什圖人（Pashtun）是世上最大的部落社會，
也是中亞最大的福音未得族群，大多數人住在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他們在伊斯蘭教及忠誠、
榮譽、好客的文化準則中找到身份認同。在歷史
上，普什圖人沒有什麼機會認識基督徒或聽到福
音，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有更多分散在世界各
地的普什圖人有機會認識基督徒及聽到福音。今
天，他們當中有數百萬人可以在網上閱讀和收聽
福音。

讓我們一起禱告：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
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使徒行傳 4:12

人口
5,3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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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尚尼亞的蘇巴人

坦尚尼亞的蘇巴人中間福音派不到 2%，而且沒
有栽培門徒的計劃。大多數人說羅語，也有一部
分人說蘇巴語。在 2021 年 11 月，IMB 有個團
隊和肯亞蘇巴人中間的浸信會信徒見面，鼓勵他
們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傳給在坦尚尼亞的蘇巴親
戚，肯亞蘇巴人有一個州聯會領袖正在研究如何
最有效地來做這件事。

讓我們一起禱告：但你們在那裏必尋求耶和華－你的
神。你盡心盡性尋求他的時候，就必尋見。｜
申命記 4:29

人口
1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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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的比沙耶人

比沙耶人是馬來西亞的原住民族群，住在沙巴西
部的婆羅洲島上。他們住在林夢河的中間地帶，
因此經常被稱為「河的子民」或「中間之人」。
他們耕種稻米和蔬菜，房屋建在離地面幾英呎高
的地方，並為家庭成員提供了好幾個套間。大多
數的比沙耶人是穆斯林，但有些人實踐泛靈信
仰，很多人相信疾病是由靈魂喪失引起的。大多
數的比沙耶人從來沒有機會聽到福音。

讓我們一起禱告：因他使心裏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
心裏飢餓的人得飽美物。｜詩篇 107:9

人口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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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巴斯克人

神在使用祂的子民來影響失喪者。巴斯克自治區
位於西班牙北部和法國南部之間，歐洲最古老的
原住民之一就以這個地區為家園。巴斯克的語
言、文化、習俗和歐洲其他地區截然不同，這是
巴斯克人引以為傲的地方。大多數人慶祝異教根
源，採納後現代的世界觀，不到 1% 的人宣稱相
信基督。神愛巴斯克人，因著祂的恩典，祂使用
了一個 IMB 團隊於 2021 年在首府聖塞巴斯提
安栽植教會，從那時起，有好幾個巴斯克人信了
主。我們感謝神的作為。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
神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
們是我們所疼愛的。｜帖撒羅尼迦前書 2:8

人口
220 萬

福音帶來
改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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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拉科族

拉科人（Laki）住在伊朗西部，有自己的語言，
跟波斯語不同。他們曾經是遊牧民族，但大多數
拉科部落現在已定居在城鎮裡。伊朗政府鼓勵拉
科人透過只有波斯語的義務教育融入主流文化，
然而，拉科人在家裡仍然說著自己的語言，他們
和大多數當地人一樣奉行什葉派伊斯蘭教。有一
些拉科語的福音影音材料，伊朗有一小群拉科人
已經相信基督。

讓我們一起禱告：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
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羅馬書 10:14

人口
12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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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的摩爾人

摩爾人是北非柏柏爾人的後裔，阿拉伯人把他們
趕到撒哈拉沙漠，現在他們居住在馬里、毛里塔
尼亞、摩洛哥和尼日。這些游牧民族以從事貿
易、零售、牧羊和務農維生，有些摩爾人已經移
居到城裡尋求過更好的生活。他們的烹飪、音樂
和藝術代表了過去殖民者阿拉伯人和法國人的融
合。許多摩爾人奉行民間伊斯蘭教，這是傳統遜
尼派伊斯蘭教與泛靈信仰的結合。雖然他們有以
自己語言哈桑語翻譯成的聖經，但是很少人跟隨
耶穌。

讓我們一起禱告：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
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
江河。｜以賽亞書 43:19

人口
3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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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巴威的奇爾庫恩達人

許多奇爾庫恩達族（Chikunda）的信徒在尚比
亞的兩個浸信會聚會，但是他們在辛巴威的親戚
仍然是福音未及之民。這個族群的名字有「征
服」的意思，在歷史上，奇爾庫恩達在尚比西河
谷做奴隸士兵保護莊園，他們的名字有「征服」
的意思，他們獵取象牙和奴隸。今天，他們的青
少年對一切西方事物感到有興趣，而自己的傳統
正在迅速消失。他們有自己語言的新約聖經，信
徒目前正在把舊約翻成奇爾庫恩達語。

讓我們一起禱告：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
他，並不懼怕。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
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以賽亞書 12:2

人口
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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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利南的失聰者

蘇利南是南美一個小國家，近一半的人口認為自
己是天主教徒，失聰群體與天主教信仰的實踐和
教導沒有關聯，國內有一間啟聰學校，但是很少
人為失聰者發言辯護。蘇利南的失聰者沒有自己
語言的聖經，也接觸不到清楚的福音見證，有同
工計劃在蘇利南的失聰者中間開始聖經翻譯和植
堂計劃。

讓我們一起禱告：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
馬可福音 13:10

人口
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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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
亞伊特佩克·查提諾人

伊特佩克·查提諾人（Yaitepec Chatino）住在
墨西哥瓦哈卡州西部的高地，所使用的語言是一
種查提諾方言。他們相信一個故事，說到耶穌
的死是這個世界的死因，這個故事與福音完全
矛盾。IMB 宣教士培訓來自好幾個原住民語言
群體的信徒，訓練他們用自己的語言來講聖經故
事。有兩位講查提諾語的婦女接受了培訓，但不
知道她們講的查提諾方言是否和伊特佩克．查提
諾人講的方言一樣。

讓我們一起禱告：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
現才表明出來了。他已經把死廢去，藉著福音，將不
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提摩太後書 1:10

人口
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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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魯烏人

魯烏人（Luwu）住在印尼的南蘇拉威西省，他
們大多數人務農，住在山坡或平原上的村莊裡，
這些村莊是由大家庭成員共同組成的，所有人
都住在一個家裡。他們是遜尼派穆斯林，重視勤
奮，尊重長者，把家人的需要放在個人需要之
前。魯烏人讓親友共同撫養兒女，藉此鞏固家庭
關係。他們沒有福音派教會，也沒有自己語言的
聖經。魯烏人需要聽到在耶穌裡的信仰，以及如
何成為神家中的一份子。

讓我們一起禱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
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翰福音 1:12

人口
5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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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帶來
改變的故事

以色列的烏克蘭難民

神靠近受苦的人。烏克蘭有一個猶太家庭處於絕
望的境地，他們覺得必須逃離戰火紛飛的烏克
蘭。當以色列邀請烏克蘭人重新定居在他們古老
的家園，這個家庭把握了這個機會。他們一來到
以色列，對這裡的宗教和文化感到很熟悉，但其
他一切都不一樣。這家人因這些遭遇而感到茫
然，但是神為他們在以色列預備了信徒來幫助他
們，為他們提供了食物、住宿和其他必需品。這
個烏克蘭家庭在信徒的生命中看見耶穌的愛，決
定要跟隨耶穌。感謝神透過人來作工。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
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詩篇 91:2

人口
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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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講恰蒂斯加爾語的
巴戴人

講恰蒂斯加爾語的巴戴人住在印度的恰蒂斯加爾
邦，主要信奉印度教。大多數巴戴人是木匠和木
雕師，他們相信自己是一個印度木匠神的後代，
這個木匠神為偶像製造武器和戰車。聖經和福音
影音材料已備有他們所使用的語言版本，但是還
不到 2% 講恰蒂斯加爾語的巴戴人認識耶穌是他
們的救主。目前還沒有福音派影響或宣教士在他
們中間試圖向他們傳福音。

讓我們一起禱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
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
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
的。｜約翰福音 1:12-13

人口
8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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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比亞的廣加利人

納米比亞的廣加利人（Kwangali）住在卡萬戈
河沿岸，也是該國最北的邊界。崇拜是這個族群
重要的文化之一，他們祭拜祖先、河神和傳統治
療師的神耐姆比，對廣加利人來說，把耶和華神
加在這些神中間很容易。他們不明白耶穌是接近
獨一真神的唯一途徑，也不相信唯有祂值得敬
拜。在鄰近的小群體中，有一些堅定的信徒回應
了神的呼召，將唯有耶穌基督的信息傳給了廣加
利人。

讓我們一起禱告：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
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
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歌羅西書 2:8

人口
1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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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干達的失聰者

同工和當地合作夥伴正在努力把聖經翻譯成烏干
達的手語，當地合作夥伴很興奮能參與將來在烏
干達失聰者中間的外展事工。在教會裡，有幾組
失聰的信徒定期聚在一起接受門徒訓練，但他們
很少接受領袖培訓。這些夥伴有機會在烏干達的
失聰者中間帶領佈道及植堂事工。

讓我們一起禱告：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
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馬太福音 24:14

人口
403,000



22

希臘的
魯米利亞土耳其人

魯米利亞（Rumelia）之意是「羅馬人之地」，
指的是現在被稱為巴爾幹半島的地區。自十四世
紀奧圖曼帝國征服希臘以來，魯米利亞土耳其人
就一直生活在這塊土地上。雖然希臘有些土耳其
人已經移民回去土耳其了，但在希臘東北部山區
的村莊裡還能找到魯米利亞土耳其人。他們堅持
自己的土耳其身份，抵制希臘文化的同化，說土
耳其語，堅持遜尼派伊斯蘭教的信仰，大多數人
從未聽過耶穌及福音拯救的大能。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
告、代求、祝謝。｜提摩太前書 2:1

人口
154,000



23

法國的法國人

只有 1% 的法國人宣稱與耶穌基督建立關係，表
明他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福音未得族群之一。法國
有許多教會、大教堂和長方形教堂都因是歷史古
蹟而受到政府的保護，在這些令人嘆為觀止的古
蹟背後，有著深層的屬靈需要。在這個藝術、科
學與哲學的全球中心，法國人對自己在世上的身
份感到自豪，相信自己的進步超越了基督信仰所
能提供的一切。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
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無
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
慧。｜哥林多前書 1:23-24

人口
5,500 萬



24

印度的巴拉德人

神賜大豐收。好幾年以來，信徒為巴拉德族群 
（Barad）禱告，並在他們中間服事。在 2021 
年，神呼召一個信主的家庭每個星期天花好幾個
小時到一個村莊與巴拉德人分享福音。在 2022 
年，他們看到了果子，巴拉德人轉離偶像，開始
跟隨基督。福音已經透過這些剛信主的巴拉德信
徒傳到了其他村莊，如今來自四個不同村莊的五
十多位巴拉德人每週聚在一起敬拜和學習神的話
語。感謝神在巴拉德人中間運行。

讓我們一起禱告：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
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
佳美。｜以賽亞書 52:7

人口
5,800

福音帶來
改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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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德之島人

德之島人（Toku-no-shima）是日本的一個原住
民族群，他們住在德之島，這是東海琉球群島的
其中一個島嶼。德之島人以高出生率和有許多百
歲人瑞而聞名，但他們過著與神隔離的日子。雖
然他們被認為是佛教徒，但顯然有薩滿教的作
法，因為他們崇拜許多看不見的神、邪靈和祖
靈，並努力安撫眾靈以避免傷害，而他們在做決
定之前會先向眾靈尋求智慧。

讓我們一起禱告：神啊，我到年老髮白的時候，求你
不要離棄我！等我將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將你的大能
指示後世的人。｜詩篇 71:18

人口
27,000



26

衣索比亞的
哈拉格奧洛莫人

哈拉格奧洛莫人（Hararghe Oromo）會出現在
衣索比亞的高山通道、沙漠山谷、肥沃平原和岩
石山坡上，他們大多數人非常貧窮，住的地方遠
離教育、基本醫療保健、電力和自來水。有些哈
拉格奧洛莫人是牧養綿羊、山羊、牛、驢和駱駝
的牧民，住在活動房屋裡，到處為牲畜尋找水源
和牧草，其他人則耕種前幾代人留下來的地，住
在用木頭和泥土建造的房子裡。他們信奉伊斯蘭
教，沒有什麼機會接觸到福音。

讓我們一起禱告：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說：「我們
要快去懇求耶和華的恩，尋求萬軍之耶和華；我也要
去。」｜撒迦利亞書 8:21

人口
6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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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馬其頓的
阿爾巴尼亞人

阿爾巴尼亞人是北馬其頓共和國最大的少數族
群，他們與馬其頓佔大多數的人口隔離，說著阿
爾巴尼亞語，這是該國的共同官方語言。大多數
阿爾巴尼亞人喜歡去講自己語言的學校，直到上
大學。阿爾巴尼亞人和馬其頓人也有不同的宗教
信仰，阿爾巴尼亞人信奉民間伊斯蘭教，這是一
種融合了穆斯林傳統和宗教習俗力量的宗教信仰
形式。

讓我們一起禱告：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約翰福音 14:6

人口
538,000



28

加蓬的北泰克人

泰克（Teke）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購買」，透
露出他們古代的職業是商人。這些傳統商人的經
濟主要以農耕為基礎，但他們也是熟練的獵人和
漁民。泰克人重視大家庭，因為一家之主會隨著
家族的壯大而獲得聲望。泰克人表現出對非洲傳
統宗教的強烈信仰及實踐，他們除了祭拜祖靈，
還追隨一個部落首領，該首領主宰了所有家庭成
員的生死，這些做法讓泰克人很難去背離自己的
宗教傳統。

讓我們一起禱告：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
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使徒行傳 17:30

人口
116,000



29

吉爾吉斯的失聰者

吉爾吉斯的失聰者沒有受過當地手語教育，大多
數人都沒有工作。在吉爾吉斯，伊斯蘭教是主要
的宗教信仰，這與百姓的文化認同和家庭忠誠有
緊密的關係。吉爾吉斯沒有給失聰者的教會，沒
有學習神話語的途徑，也沒有吉爾吉斯語的福音
見證。同工正在尋找機會去服事那些失聰者，用
當地手語和他們分享福音。

讓我們一起禱告：因為主曾這樣吩咐我們說：我已經
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極。｜
使徒行傳 13:47

人口
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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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北部孔丘科斯安卡什的
蓋丘亞族人

北部孔丘科斯安卡什的蓋丘亞族人（Northern 
Conchucos Ancash Quechua）住在秘魯安地
斯山脈高處難以觸及的地區，並在該地區耕種。
他們的崇拜似乎是天主教形式，但因受到祖先的
泛靈論影響，其世界觀是保持屬靈世界的平衡以
滿足日常所需。這個族群向諸靈獻祭，希望得到
恩寵及避免受咒詛。雖然北部孔丘科斯安卡什的
蓋丘亞族人基本上是福音未及之民，但有個來自
美國的教會計劃和秘魯利馬的一個教會合作，進
入這個族群中間傳福音。

讓我們一起禱告：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
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
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希伯來書 12:28-29

人口
1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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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努爾巴沙人

努爾巴沙人（Noorbasha）是南印度的穆斯林
族群，他們在幾個世紀以前從印度教改信伊斯蘭
教，在傳統上從事與棉花有關的貿易。他們使用
泰盧固語（Telugu），聖經、耶穌傳和福音影
音材料都備有泰盧固語的版本。南印度有些信徒
說泰盧固語，但努爾巴沙人仍然是福音未及的
族群。

讓我們一起禱告：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羅馬書 10:13

人口
715,000



32

印尼偏遠地區的人

神在族群中間動工。信徒二十年以來忠心地在印
尼偏遠地區的兩個福音未及的族群中間分享福
音，這些福音未及之民總共超過了 130 萬人。
神應允了禱告，其中一個族群開展了家庭教會網
絡，該族群的領袖差遣當地信徒去和另一個族群
分享福音，神也透過一個有影響力的家庭在這個
族群中間作工，這個家庭的兒子奇蹟般地獲得醫
治，然後他們就決定跟隨耶穌。信徒在迫害中有
神堅固他們，他們的網絡也不斷增長，因著神的
恩典，這兩個族群都不再是福音未及之民。感謝
神賜下福音。

讓我們一起禱告：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
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哈巴谷書 2:14

人口
超過 130 萬

福音帶來
改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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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俄羅斯人

俄羅斯是歐洲最大的國家，跨越十一個時區。俄
羅斯人有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東正教、羅
馬天主教、佛教、薩滿教和無神論者，不到 2% 
的俄羅斯人與耶穌有個人的關係。最近的一項研
究表明，俄羅斯人每天尚未信主就死去的人數，
比世上任何一個福音未及的族群都要多，許多人
死的時候都沒聽過耶穌的名。

讓我們一起禱告：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銀的，是人手
所造的；有口卻不能言，有眼卻不能看，有耳卻不能
聽，口中也沒有氣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樣，凡靠他的
也要如此。｜詩篇 135:15-18

人口
1,095 億



34

多哥的科托科利族

多哥的科托科利人（Kotokoli）主要是農夫，
有些人開計程車及卡車，他們在生意上以精明而
著稱，但有時也很狡猾。這個主要是穆斯林的族
群有一小部分人聽見了福音，如今跟隨耶穌，這
些信徒面臨逼迫，甚至有死亡的威脅，但是他們
同心合意渴望帶領其他科托科利人信主及栽培初
信者。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
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使徒行傳 26:18

人口
340,000



35

厄立特里亞的阿法爾人

在厄立特里亞，教會大門被封起來，信徒受到迫
害，這個國家被認為是向福音封閉的國家，但是
在過去十八年，信徒用阿法爾語將神的話語傳到
了邊境以外的穆斯林阿法爾社區。游牧民族照看
著成群的駱駝和山羊，漁夫在捕魚之後放鬆休
息，一家人晚上坐在外面乘涼，他們都能從收音
機聽到聖經的話語，聽著敬拜讚美歌聲、聖經故
事及奉彌賽亞耶穌之名的禱告。

讓我們一起禱告：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
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
然亨通。｜以賽亞書 55:11

人口
329,000



36

中國雲南省的回族

回族在中國的穆斯林族群當中是人口最多、分佈
最廣的族群，也是中國第三大的少數民族。對回
族人來說，伊斯蘭教是整體生活方式，而不僅是
一套宗教信仰，全球只有 0.0001% 的回族人認
識基督。回族人非常好客，並以美味的菜餚聞
名，雖然他們的母語是普通話，但在清真寺說的
語言和所讀的可蘭經混合了阿拉伯語和波斯語。
很少有人刻意投入生命在雲南的回族中間傳講
基督。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哥林多後書 10:4

人口
超過 400 萬



37

西非的失聰者

神對世人失喪的解決之道就是福音。阿布杜是住
在西非的年輕失聰者，他家裡和村子裡也有很多
人失聰。他在認識主之前，每天都進行跪地、誦
經和祈禱的宗教儀式，但這些例行儀式並沒有讓
阿布杜的生命有任何改變，儘管他自己付出努
力，生活卻依然動盪不安。然後神帶領了一位失
聰的信徒來跟阿布杜分享福音，他在信靠基督以
後，生命就完全不一樣了。儘管阿布杜面臨家人
和鄰居的威脅，他仍想要和國內每一位失聰者分
享耶穌基督改變生命的大能。我們為阿布杜感
謝神。

讓我們一起禱告：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
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於神；他
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
賜給我們。｜哥林多後書 5:17-18

人口
420 萬

福音帶來
改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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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哈卡斯人

俄羅斯的哈卡斯人（Khakas）來自哈卡西亞共
和國，他們是西伯利亞東南部的原住民族群，許
多人靠養牛和小規模農耕維生，就像他們的祖先
一樣。在歷史上，哈卡斯人信奉薩滿教，也受到
東正教的影響，今天有許多哈卡斯人認為自己是
基督徒，但仍繼續實踐薩滿教的信仰。

讓我們一起禱告：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
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翰福音 17:3

人口
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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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蘇魯瓦哈人

蘇魯瓦哈人（Suruwahá）是巴西亞馬遜叢林裡
的一個原住民族群，由於地處偏遠，加上政府限
制原住民族群改變其文化認同，因此人們很難進
入他們所在的地方。蘇魯瓦哈人住在河邊和小溪
邊，並在那裡種植香蕉、木薯和甘蔗。一年中
的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共同生活在一個小屋裡，
由建造小屋的人管轄。目前只有 150 到 200 個
蘇魯瓦哈人存留下來，所以要把握時間向他們傳
福音。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指著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話是
憑公義，並不反回：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憑我起
誓。｜以賽亞書 45:23

人口
15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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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吉納法索的南努納人

神的話語改變生命。藍迪是來自布吉納法索利耶
萊族群的浸信會牧師，他參加了聖經故事的培
訓。藍迪很害羞，又是教室裡最年輕的，他在練
習向培訓小組講聖經故事的時候，一直低頭看著
自己的鞋子。隨著時間過去，他累積了經驗和信
心，甚至跨文化向鄰近的南努納人分享福音，並
看見神的話語影響了那些接受基督的人。今天，
藍迪是資深的聖經故事培訓員，他訓練當地教會
使用聖經故事來傳福音及栽培門徒。我們感謝
神，祂的話語能改變生命。

讓我們一起禱告：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
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
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得前書 5:5

人口
316,000

福音帶來
改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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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講阿薩姆語的
納馬蘇德拉人

講阿薩姆語的納馬蘇德拉人（Assamese-
speaking Namasudra）經常沿著印度東北部廣
闊的河流系統在船上捕魚和工作，他們奉行印度
教，崇拜無數偶像，希望給兒女更好的生活。他
們的社會地位低，沒有福音派的影響或宣教士在
他們中間試圖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傳給他們。

人口
831,000

讓我們一起禱告：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這
盼望就是你們從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聽見的。這福
音傳到你們那裏，也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果，增
長，如同在你們中間，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神
恩惠的日子一樣。｜歌羅西書 1:5-6



42

緬甸的傣痕人

傣痕人（Tai Khun）住在緬甸東北部，擁有根
深蒂固的自決文化。他們主要是小乘佛教的信
徒，每天試圖安撫他們所相信的大地之靈，並且
每年祭祀祖先。有少數傣痕人已經成為基督徒，
有一位傣痕牧師說，從前佛教僧侶嘲笑他們說，
如果神那麼偉大，為什麼聖經沒有他們語言的版
本。如今有了，那些僧侶索取了好多本，正在專
心研究。

讓我們一起禱告：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
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
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希伯來書 4:12

人口
100,000



43

烏茲別克斯坦的
哈薩克人

哈薩克人（Kazakhs）是烏茲別克斯坦的第三大
族群，他們的第一語言是哈薩克語，但主要使用
俄語跟周圍的人溝通，而不是用烏茲別克語，這
讓想要外展的烏茲別克教會的信徒面臨了語言障
礙。與此同時，烏茲別克斯坦的俄羅斯教會由於
文化障礙，很難有效地與哈薩克人打交道。讚美
神，據報導哈薩克人表示對福音有興趣，有些人
已收到用他們的語言翻譯成的聖經。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
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這恩典是神用諸般
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以弗所書 1:7-8

人口
100 萬



44

義大利的義大利人

當你走在義大利的街道上，可在每個城市和村莊
裡找到羅馬天主教的教堂，天主教的痕跡無處不
在。城裡到處都是聖母像，學校裡每個教室的牆
上都掛著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像。雖然義大利人有 
80% 認為自己是羅馬天主教徒，但大多數人只
有節日和洗禮、婚禮、喪禮等特別的日子才去教
會。儘管有深厚的教會歷史和基督教傳統，但不
到 1% 的義大利人認識耶穌基督為他們的救主。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喜愛良善，不喜愛祭祀；喜愛認
識神，勝於燔祭。｜何西阿書 6:6

人口
5,300 萬



45

澳洲的猶太人

大多數住在澳洲的猶太人奉行猶太教，並努力在
世俗主義影響的社會中保持猶太人的身份認同。
他們與政府維持基本關係，並尋求保護免受反猶
太主義和恐怖主義的侵害。他們迫切需要耶穌，
但對外人持懷疑態度，所以基督徒很難以福音來
接觸他們。

讓我們一起禱告：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
相近的時候求告他。｜以賽亞書 55:6

人口
117,000



46

印度的蘇特拉達爾人

蘇特拉達爾人（Sutradhar）是講孟加拉語的族
群，主要住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當中有許多人
從事木工貿易。蘇特拉達爾人和印度大多數人一
樣，奉行印度教，並崇拜人手所造的偶像。聖經
和佈道材料備有蘇特拉達爾人使用的語言版本，
然而他們當中的信徒很少。

讓我們一起禱告：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
收他的莊稼。」｜馬太福音 9:37-38

人口
859,000



47

哥倫比亞的
Cañamomo

Cañamomo 是個原住民族群，在哥倫比亞中部
的咖啡種植區 Eje Cafetero 做季節性的工作，
這個熱門旅遊區的主要城市有佩雷拉、馬尼薩
萊斯和亞美尼亞。雖然 Cañamomo 已失去了母
語，但仍保有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及泛靈信仰。由
於他們現在以西班牙語為主要的語言，就能接觸
到聖經和有聲聖經材料，但是他們沒有去教會，
也沒有宣教士進入他們中間。

讓我們一起禱告：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
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
他。｜約翰福音 4:23

人口
25,500



48

俄羅斯的安迪克人

安迪克人（Andic）代表好幾個說著不同方言的
族群，住在俄羅斯的一個共和國達吉斯坦，他們
飼養牲畜、以物易物，並用梯田的方法耕種。安
迪克群體信奉遜尼派伊斯蘭教，並跟從村落長老
的傳統領導。學生在學校裡說俄語，但在家裡說
母語安迪克方言，他們還經常說一種阿瓦爾語來
和族群當中的其他村落溝通。聖經翻譯計劃已經
從主禱文開始（馬太福音 6:9-13），備有一些
安迪克方言的版本。

讓我們一起禱告：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
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提摩太前書 2:5

人口
47,000

福音帶來
改變的故事



49

越南的 Upper Ta-Oy

Upper Ta-Oy 也被稱為 Kantua，是越南中部
山區的一個少數族群。大多數的 Ta-Oy 務農，
也擅長捕獵和馴養大象，因此使他們比山區裡的
其他族群更富有。Ta-Oy 村落通常有一些用高蹺
建造的房子，每個房子裡住著幾家人。村裡大多
數人喜歡唱歌，音樂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許多 Ta-Oy 受到戰爭的影響，需
要獲得醫治，他們向諸靈尋求幫助，卻得不到所
需的醫治。

讓我們一起禱告：耶和華啊，求你醫治我，我便痊
癒，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讚美的。｜
耶利米書 17:14

人口
24,000



50

印度講印度語的
耆那教徒

耆那教徒（Jain）這個名字源自於梵文的「征
服」，他們為了獲得神聖的意識和自由，努力征
服所有人類的情慾愛好，用徹底非暴力的生活方
式來對待所有生物。許多耆那教的僧侶和尼姑臉
上戴著布面罩，走路時會清掃前方的地面，以避
免攝入或踩到任何生物。耆那教徒是印度最有文
化的族群之一，聖經已有他們所使用的語言版
本，但是他們中間目前還沒有教會，也沒有宣教
士試圖用神的話語來栽培他們。

讓我們一起禱告：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
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 2:8-9

人口
100 萬



51

黎巴嫩的
遜尼派阿拉伯人

黎巴嫩的遜尼派阿拉伯穆斯林主要生活在黎巴嫩
北部及貝魯特、西頓和特里波利等沿海城市，他
們過著艱苦的生活，很多貧困的人。由於貝魯特
港口發生重大爆炸事件，許多黎巴嫩的遜尼派阿
拉伯人受傷，有些人死了，家園被摧毀。他們已
在爆炸地點重建家園，有些人仍住在爆炸後的廢
墟中，出於絕望，許多人訴諸於犯罪。他們信奉
伊斯蘭教，努力重建生活以尋得平安，但這平安
只能透過信靠耶穌才能獲得。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
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
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 16:33

人口
150 萬



52

哥倫比亞的奇米拉人

奇米拉人（Chimila）生活在哥倫比亞北部內華
達山脈地區的其他幾個族群中間，他們相信自己
是環境的守護者，並且是周圍世界許多人的大
哥。他們的社群領袖被稱為 mamo，而這些領
袖實際上是薩滿教巫醫。奇米拉人迫害基督徒及
任何不跟從 mamo 的人，雖然有信徒分散在各
地，但在這個族群中間沒有堅固的教會。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
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
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哥林多後書 12:10

人口
1,600



53

伊拉克的
雅兹迪庫爾德人

神垂聽我們的禱告。在去年的關愛失喪者禱告手
冊之中，我們特別提到了伊拉克的雅兹迪庫爾德
人。這個少數族群在歷史上遭受了許多苦難，包
括種族滅絕，最近，雅兹迪庫爾德人遭受到 ISIS 
的暴行。基督徒得知這個族群，並開始為他們禱
告，主使用了熱切的禱告，讓福音進入好幾個雅
兹迪族群所在的地區。如今，有一群雅兹迪信徒
在一個曾遭受 ISIS 暴行的鎮上聚在一起成為一
個新教會。我們為這些信徒感謝神。

讓我們一起禱告：他從灰塵裏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
提拔窮乏人。｜詩篇 113:7

人口
200,000

福音帶來
改變的故事



54

古巴的失聰者

古巴有些聽力健全的教會有失聰者事工，但同工
和合作夥伴的目標是展開一個植堂的模式，由失
聰牧師帶領自立的失聰者教會。合作夥伴最近開
始把聖經翻譯成古巴手語，並期待這個聖經翻譯
計劃能帶來新的機會，他們禱告求神提供機會和
當地的浸信會信徒合作，在古巴栽植失聰者的
教會。

讓我們一起禱告：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
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國、各
族、各方、各民。｜啟示錄 14:6

人口
109,000



55

塞內加爾的班巴拉人

塞內加爾的班巴拉人（Bambara）最初來自馬
里，他們生活在國內各地的村莊裡，在那裡保留
著自己的馬里語言和文化。城裡有許多乞討者是
班巴拉人。要觸及許多塞內加爾的班巴拉人富有
挑戰性，尤其是要觸及那些婦女，因為他們當中
很多人喜歡和同一個族群的人待在一起。

讓我們一起禱告：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
得飽足。｜馬太福音 5:6

人口
91,000



加入成千上萬的人一起為世界各地的失喪者
與宣教士禱告。



為萬民發聲 

世界上有 59% 的人
沒有機會清楚明白地
接觸到福音

我們齊心合力能改變這個情況，就從禱告開
始，Rosita、Ali 和 Minna 等人需要你的代
禱。我們建立了一個線上禱告課程，可幫助
你和你的教會加深禱告的操練，並學習如何
有效地為失喪之人禱告，這個課程叫做「為
萬民發聲」。

若要觸及世上那些福音未及的族群，需要怎
麼做呢？美南浸信會的每一個人都需要齊心
合力，為世上的每個族群禱告。

接下來就為那些福音未及的族群
禱告。
下載 IMB 禱告應用程式

imb.org/pray

圖案及人名代表了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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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示 錄  7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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