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世界的基督徒一直期待盼望我們救主
耶穌基督的再來。但是他自己在馬太福
音24:14裡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
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
到。”目前在全世界仍然有上千的少數
民族語言群體還未聽到耶穌基督的福
音，其中在中國55個少數民族裡就有將
近180個少數民族語言群體。這些少數
民族語言群體被稱為尚未接觸的未得
之民。如此稱呼，乃是因為在他們中間
廣傳福音，建立教會的策略還沒有被執
行。這些未得之民如何能聽到福音，並
且如何能夠在天上寶座前敬拜上帝？

你可以透過禱告來參與得著這些未得之
民的福音事工。祈求莊稼的主差派工人
去這些未得之民中收割莊稼，並且為這
些未得之民禱告。本禱告手冊為你列出
中國的31個最少聽聞福音的未得之民，
讓你可以每一天為他們禱告，也讓你可
以開始認識他們的文化和攔阻他們聽到
福音的障礙。他們先被列在此手冊中的
原因，不僅是因為他們的人口比較多，
而且是他們還保留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和
語言。我們邀請你一起來參與這個禱告
事工，透過這個31天的禱告手冊，按語
言和族群的分類，每天委身為這些未得
之民禱告。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信息，如何為基督贏
得這些未得之民，請與我們聯絡。電子
郵址為 

gowest@pobox.com





村人是漢人的後裔，大約一千年前移居

到海南島，與海南黎族毗鄰。歷經幾代

的通婚，他們最後發展形成了自己的語

言、文化及民族特色。

現今，有88,000村人生活在海南島西部

昌化江兩岸。而海南島是中國南面的一

個熱帶島嶼。村人從事漁業和農業，他

們主要的農作物為大米。此外還有椰

子、咖啡、腰果、橡膠、芒果及其他種

類的熱帶水果。海南島氣候溫暖、濕

潤，因而，他們可以種植全年的作物。

村人過去非常貧窮，他們也沒有自己的

傳統服飾。

村人講村語，而他們自己稱之為“村

話”。村話源自於漢語，但又介入了其

他一些少數民族的辭彙。大多數的村人

非常迷信，他們透過占星來作抉擇。也

有很多人信奉中國民間宗教及萬物有靈

論。然而，大部分的村人完全活在屬靈

的黑暗之中。他們在田間勞苦，來養活

家人。

大約20年前，一個在香港的宣教團體將

福音帶給了一些村人。他們之中有幾個

人歡喜快樂地接受了福音的好消息，並

向他們的親友分享。現在大概有200個

村人信徒，但仍然有五分之四以上的村

人尚未聽到過福音，而且也沒有翻譯成

村話的聖經及福音材料。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保守語言學家們會儘快將聖經

譯成村話，好使村人能用自己的語言

聽福音。

>求神幫助那些村人信徒能夠勇而無

畏地向他們的親友分享基督的真理以

及因信主而有的盼望。

>求神向村人顯明他自己，使村人願

意尋求那位天地萬物的創造主，而不

是信靠天上萬象。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祈求上帝，將來有一天， 鼓樓能成

為大部分村子的中心場所，讓村民在

這裏崇拜唯一真神上帝。

>祈求上帝，將來有一天， 在山谷中

傳唱的歌聲能變成村民們獻給唯一真

神上帝的讚歌。

> 為為數不多的北侗基督徒禱告。

祈求他們能在每天跟上帝行走中不斷

成長，成為救主基督耶穌火熱的見證

人。

中國中南部山巒起伏。這裏居住著約一

百三十萬的少數民族。他們的名字叫做

北侗族人。他們一千人中相信耶穌基督

的不到一人。其餘人都生活在毫無希望

之中。由於他們沒有書面語言，福音的

傳播只能靠著口語進行。 

北侗族人文化十分重視家庭。每一村

子約有50至600戶人家，但所有人都只

使用一二種姓氏。但農事並不十分繁忙

時，村民們會聚集在“鼓樓”裏。這些

鼓樓十分特殊，高達100英尺，但建造

時不用一隻釘子。它們是村子社會活動

的中心。北侗人會在這裏唱歌、講故

事、玩遊戲，交流消息。

節日是北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

的節日儀式讓青年男女有機會遇到未來

的丈夫或妻子。在這樣的日子裏，女孩

子要練唱兩三天的歌而沒有任何重複。

每年二月都舉行盛大的歌會，參加者多

達兩萬五千人至三萬人左右，有的是競

賽參加者，有的則是觀眾。此時，悠揚

的歌聲在山谷裏迴響，敍述美妙的侗族

文化。

北侗族人相信，世界上每一個人、每一

件事物都有精靈，包括江河、山嶽、樹

林、石塊和田野在內。恐懼緊緊地抓住

北侗族人的心，因此他們一生中一直在

設法討好精靈，不使他們發怒。對於祖

先的崇拜也貫穿在整個侗族文化之中。

他們望著死去的人，思考精靈和活著的

人之間的關係。北侗族人需要認識基

督，他是上帝和人之間的中保。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 祈求上帝，雖然仫佬族人不信宗

教，但是要讓他們知道自己需要通過

耶穌基督跟上帝建立關係。

>祈求上帝，使居住在這塊美麗地土

上的人產生一種願望，瞭解是上帝創

造了這裏的一切，能夠用他們自己的

語言聽到福音。

>  祈求上帝，使耶穌的名字在仫佬族

人中傳揚。不要再讓任何仫佬族人說

自己根本不懂跟隨基督，或不明白把

基督作為主和救主的意義。

廣西省內有著名並世界上最讓人歎為觀

止的自然景觀。由石灰岩構成的峻削山

峰向空中伸展，高達數百英尺，每座山

峰就像一把利劍。仫佬族人就長期居住

在這麼俊美的自然景色之中。雖然大部

分仫佬族人操仫佬族方言，但是他們中

間許多人也能說普通話、壯族或侗族的

方言。今天，在仫佬文明的中心，仫佬

族人已經不再穿著傳統服裝，許多仫佬

族年輕人把中文作為自己的母語。

仫佬族人過去相信宗教，相信諸多神

靈，但是現在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已經

起不起重大作用。過去，在過依飯節

時，仫佬族人會宰豬殺羊，舉行祭祀，

跳獅子舞和龍舞，“薩滿”（即巫師）

則在一邊反覆吟唱著。雖然這一地區的

中國人吃各式各樣怪異的食物，包括

狗、貓和猴腦，但是仫佬族人文化卻禁

止仫佬人吃狗或吃任何動物的內臟。

1949年之前，這裏似乎沒有傳教的活

動，儘管某些報導說這裏的基督徒超過

2000名，最近來到這裏的訪問者說：他

們遇到的當地人告訴他們，之前從來沒

有遇到過一個基督徒；他們甚至連“基

督徒”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麼也不知道。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祈求上帝給予木老家民族一顆饑渴

尋求他的心。

> 祈求上帝開路讓基督徒，聖經和

中文的電臺廣播可以深入木老家人當

中，他們得以聽到福音。祈求上帝給

他們異夢和異象指向他的真理。所以

當他們聽到福音時, 可以快跑來到上

帝的面前。

>  祈求天父興起對木老家民族有負擔

的信徒，給他們傳講福音，而傳講的

方式是他們簡單而易懂的。

惡劣的地形, 政府的限制以及其他障礙

的阻礙, 使得在中國貴州省東部的三萬

四千六百名木老家族沒有機會聽到關於

上帝的愛。

對於木老家族的認識甚少，不應和廣西

省的仫老族混淆。木老家村莊位於貴州

的麻江﹑凱裏﹑黃平﹑都勻﹑福泉﹑甕

安等縣的陡峭山間，主要在於苗族和漢

族之間。儘管他們常被稱為苗人，但他

們視自己實在是不同於苗族的木老家族

群。 

原始的木老家語言已不可考，而且他們

的部落也大多忘了他們的母語。現在多

說漢語，也大多採用本地漢族習俗，也

包括一些特定的節慶。但他們仍然保有

一項獨特且聞名的制刀術。

當一對新人要結婚時，他們的父母仍然

會以牛的數目來做為新娘議價的標準。

那一家人的牛數目越多，就被其他的木

老家村民認為越有錢。

木老家人崇敬鬼和假神，就連米神﹑水

神﹑樹神和森林之神他們都拜。複雜的

儀式在婚禮，葬禮和其他重要的節慶中

辦理，都是為了要安撫這些假神，以致

於落入惡魔束縛的陷阱當中。木老家民

族迫切的需要認識一位元真正可以叫他

們擺脫束縛得以自由的上帝。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 求神使水族人能對那位獨一的真 

神打開他們的眼睛，盡心、盡力、盡

意 、盡性追隨主。

> 因水族村莊坐落於偏遠、難以到

達的地區，求神保守福音可以一步步

深入到這些偏僻地區，並一村村的傳

遍。

>  求神使水族人中為數不多的基督徒

能向他們的同族人大膽地傳講福音，

從而改變人的心，去追隨耶穌基督。

中國貴州省的水族是未得之民。他們

生活在農村，平均一個村子約有200人

或45戶左右。水族是一個友好的少數民

族，喜愛款待客旅。他們與社會的各個

領域隔絕，生活上自給自足。水族人口

較之中國其他少數民族來說數量不多，

約有444,250人左右。其中基督徒不到

100人。

水族人以農耕為主。在梯田上耕種，使

用水牛犁地。水族男人們耕地, 並在鎮

上做生意。女人們則常常是背著小孩種

莊稼、收割、幹農活。

水族的宗教信仰是中國孤立民族的典

型。他們相信多神論、萬物有靈論，他

們拜祖先，也有某些調和了的天主教信

仰。拜祖先是他們主要的信仰，雖然大

多水族人並不認為拜祖先是一種信仰，

他們覺得那只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或他

們文化的一部分。萬物皆有靈佔據了他

們文化的一大部分。水族人相信自然界

中的萬物都有靈。在十九世紀天主教曾

傳入水族，那時有一些天主教的宣教士

在他們當中服事，並建立了30所教堂，

有5000左右的水族信徒。但是，這些成

果沒有一個留存到今天。水族各種宗教

信仰混雜、融合在一起，構成了他們當

今的信仰體系。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興起全國的工人，對西錫箔人

有負擔，願意旅行到中國西部向西錫

箔人分享耶穌基督的真理。

>求神讓西錫箔人渴慕他，求神給他

們機會可以聽到福音並認識他。

>求神保守那為數不多的西錫箔人信

徒，賜給他們勇氣，使他們可以大膽

地向本族人傳揚耶穌基督的真理。

二百多年前一支3000人的滿族駐軍，奉

派從華東前往西部邊陲的新疆，代表

皇帝統治那地。現今的西錫箔有人口

31,000左右，是當年那支駐軍的後裔，

他們留在了新疆。此後住在跟哈薩克斯

坦交界之處，那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民族

關係不穩定，穆斯林文化居主流的地

區。

雖然西錫箔人被穆斯林人包圍，但他們

主要還是信奉薩滿教。同時，有些人皈

依了藏傳佛教，其他一些人相信多神

論。然而最近，有一些錫箔人信主，成

為了基督徒。目前有少量譯成他們語言

的語音形式的聖經故事，卻還沒有譯成

他們語言的聖經。

西錫箔人保留著他們自己獨特的語言、

服飾和房屋。他們以擅長箭術和騎術聞

名。這些技能的重要性由他們的習俗顯

明了出來，那就是，一旦有兒子出生，

他們會在屋門上掛一張弓，如果生的是

女兒，他們則掛一面紅旗。

很多的西錫箔人講雙語或多種語言，因

為他們被各種語言群包圍，如漢人、哈

薩克人、維吾爾人、俄羅斯人和蒙古

人。雖然僅剩一半人還會講錫箔土語，

但他們仍保有自己特有的書面語言，那

是滿文的一種。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 在革蒙人歷經了數年的被邊緣化

之後，求神使他們的心對福音打開，

並能在耶穌基督裏找到他們真正的身

份。

>求神使附近族群的信徒願意跨越文

化及地域的攔阻，從而將福音傳給革

蒙人。

>  求神釋放革蒙人脫離迷信和拜祖先

的暗昧及重擔，而去敬拜、尋求永活

的父神。

一千多年來苗族，革蒙人都住在華南貴

州省中部的一些村莊裏。幾百年前，革

蒙在當地大權在握，時常為捍衛土地而

戰。現在，苗族，革蒙人被邊緣化了，

也失去了原有的權力。貴州風景秀麗，

到處遍佈天鵝絨般的綠地及陡峭的群

山，然而，它卻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

一，而苗族，革蒙人則是一個貧困的族

群。

中國政府將苗族，革蒙人劃歸到苗族或

佘族，但苗族，革蒙人拒絕此一身份的

認定，他們渴望被認可為一個獨立的民

族。苗族，革蒙人講川黔滇語，著傳統

服飾並有本族群特有的節日。每年十月

苗族，革蒙人舉辦大型的鬥雞、鬥牛

節，節日期間同時還伴有地區性的宴

會。

他們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但是所有的

苗族，革蒙人都拜祖先。每家都擺祭

壇，向列祖獻祭、禱告。苗族，革蒙人

認為許多舉止都有可能會冒犯祖先，而

嚴重的冒犯會給全家帶來災難。

苗族，革蒙人有人口50,000多。在他們

當中沒聽說有基督徒。他們居住的地區

偏僻、荒涼。苗族，革蒙人附近的某些

族群有少量的基督徒，而大多數的革蒙

人從未聽到過福音或遇見過基督徒。也

沒有譯成他們語言的聖經及福音材料。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祈禱 基督徒能夠在基督的信仰

上站立得穩，讓他們不至灰心。

>祈禱一間又一間充滿活力的教會可

以成立，教會信徒喜愛分享好消息。

> 祈禱神的話語和聖靈可以衝破攔

阻，祈禱 可以體會到創造主愛他

們並可以拯救他們。

第一次聽到耶穌，是因為有一位個

澳洲宣教士，M.H頓，在1920年代的時

候進入他們地區，很努力地為 創造

了文字系統，到1937年的時候，詩歌集

出版了，但不知道當時有沒有發行。

當第一個 成為基督徒之時，宣教

士感到莫大的興奮，M.H哈頓提過： 

「我花了九年的祈禱和工作進入他們的

族群拯救了一個靈魂，現在他們有六個

弟兄，我亦聽到他們的家人和妻子都對

福音有興趣了。」

在1951年宣教士被驅逐之前，有一小部

分的 已經接受了主耶穌，但他們

受到騷擾，時至今日，那些初時信主的

已經消失了，也沒有留下一絲絲播

種的痕跡，甚至連文字系統也消失了，

所以出版聖經翻譯本變得不可能，因而

在口譯聖經方面就更顯得迫切。

住在貴州省美麗的山區，大多數

都奉行傳統信仰，包括萬物有靈，

多神教和祭拜祖先，他們不曉得創造主

希望和他們建立一個個人的關係。在十

二萬五千員 中，不到一百三十人接

受了神的救恩，你願意為 的救恩祈

禱嗎?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賜給羅迫河苗族人一顆渴慕他

的心，求神為他們打開一條出路，認

識主。求神保守聖經能夠翻譯成他們

的語言，並且他們可以得到語音的福

音材料。

>求神興起工人，願意用羅迫河苗族

人容易理解的方式向他們傳揚福音。

>求神讓那些外出找工作的罗迫河苗

族人願意接觸福音，擁抱主的愛，並

且將福音帶回家向家人、鄰舍分享。

人口94,000多的羅迫河苗族人位於貴州

省中部。由於隱藏在中國西南部的群山

之中，加上受貧困、環境限制、萬物有

靈論的信仰影響及語言的阻隔，從而使

他們與福音隔絕。大多數的羅迫河苗族

人從未聽到過耶穌基督的名。

他們的村莊點綴在陡峭的山坡上，那裏

極少有肥沃的耕地和充足的水源。貧窮

使一些孩子上完小學六年級就被迫輟

學。很多的羅迫河苗族人即不能讀寫也

不能說漢語。

羅迫河苗族人獨特的苗語使得他們與周

邊的民族隔絕，甚至包括其他的苗族語

言群體，因為他們的語言彼此不通。現

在還沒有譯成羅迫河苗語的聖經或福音

材料，也沒聽說他們當中有信主的。

他們相信萬物有靈論，認為靈存在於樹

木、橋樑、井泉、山嶺及門柱上。每家

都顯眼地擺放著供奉祖先的祭壇，並且

不管何時家中有人生病他們都會求問薩

滿（巫師），以此來與靈界調停。羅迫

河苗族人認為必須要在特定的時間用特

定的方法向諸位神靈合宜地獻祭，否

則，神靈會發怒，會用火、災難、疾病

甚至死亡來報復他們。

他們生活在恐懼之中，沒有機會認識那

位原愛他們並能釋放他們的真神。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祈求上帝，讓長期生活在黑暗中的

馬山苗族人看到基督之光，認識基督

是他們的主和救主。

> 祈求上帝，儘管馬山苗族人散居

在大山之中，基督徒能夠帶著福音進

入最偏僻的山村。祈求上帝，使各種

方言人群能夠通過自己的方言接受福

音。

> 祈求上帝，使那250名馬山苗族基

督徒能大膽地向周圍的人宣揚基督的

大愛。也使這些基督徒能互相鼓勵，

在一起研讀福音，經常交流。祈求上

帝，使這些小組能夠發展成為教會。

20世紀20年代，美國傳教士威廉·克裏

夫頓·鐸德曾在中國西南部馬山苗族人

居住的地區旅行。他在書中寫道，“我

們經過的是一塊沒有基督的土地。一個

人如果有幾位基督徒伴旅，他能夠堅持

生活在這塊絕對的異教文化之中。但

是，如果讓你旅行數千英里，而見不到

任何關於基督的跡象，聽不到任何關於

基督的聲音，讓你在這樣一塊為異教文

化統治的空白中行進，那無異於進入了

黑暗的世界，你一定會深刻感受到的。

在統治者對苗族人進行漫長的殘酷統治

歷史中，可能算得上最殘酷的戰爭開始

於1800年。統治者從全國各地調集了一

支龐大的軍隊，來到這裏進行圍剿，目

的是要消滅苗族人。

在隨後的大屠殺中喪生的約有50萬苗

人。倖存者被迫躲進更遙遠的山區。這

場戰爭和許多類似的歷史事件使苗族人

分散在各地，形成了今天各種苗族方

言。目前貴州主要有四種苗族方言，按

居住地區分成：北、南、中、西部方

言。

這四類苗族人各有自己的方言和風俗習

慣，也各有自己的信仰和“泛靈論”。

據瞭解，目前馬山苗族人中尚無教堂，

只有少量用當地方言錄製的錄音資料。

馬山苗族人總數超過20萬，但基督徒只

有250名。



貴陽北苗族人迷信，如果母親幫助女兒

坐產，女兒以後就不會有奶水。他們又

迷信，客人在看望新生兒時，得說一

聲，“這孩子真醜”。這樣，魔鬼才會

覺得這孩子不值得他們麻煩，以後也就

不會給孩子帶來麻煩。

苗民又相信，天堂是天空上方一塊方形

土地，他們的祖先就居住在那兒。那是

一塊神奇的土地，沒有疾病和死亡，沒

有山好爬，沒有地好種。那裏陽光永遠

明媚，水源十分充沛。

19世紀80年代，傳教士來到這裏傳播福

音。他們的播種剛要開始收穫，義和團

運動爆發。傳教活動不得不停止，傳教

士離開了中國。在這段時間裏，有兩位

元官員走遍整個地區，威脅苗民說，他

們如果加入“洋教”，將格殺勿論。儘

管如此，今天這裏還有一個小小的教堂

吸引著貴陽北苗族人中的信徒。

貴陽北苗族人居住在中國貴州省西部，

總數為13萬1千人。信仰上帝的人共有

1180人。迄今為止，還沒有用他們的語

言撰寫的《聖經》。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祈求上帝，能很快完成一部用貴陽

北苗的方言錄製的《聖經》。這樣， 

這裏的貴陽北苗族人才能聽到用自己

的語言傳講的耶穌基督的資訊。

>祈求上帝，能使現存的貴陽北苗基

督徒靈命得到成長，大膽地走進鄰居

中。祈求上帝，使貴陽北苗居住的每

個縣都能有一所教會。

>  懇求上帝，允許那些已經有美麗天

堂異象的信徒能夠獲得一個更加完整

的異象，願意一生跟隨上帝。



在湖南交界的陡峭山坡上點綴著草苗在

族人古雅的小木村。四鄰稱他們為“草

苗族人”。他們人口約 95,500，其中

大部分人未曾聽到過福音。

雖然從歷史上和民族上看，草苗族人是

苗族的後裔，但是，因為他們與侗族比

鄰而居，這極大地改變了他們的文化。

他們講一種侗族方言，一些村民誇耀說

草苗族人那美麗非凡、引人入勝的鼓樓

是侗族特有的。這些八角建築凌空而

立，帶翹角的重簷層層疊疊，並常常伴

有多簷的寶頂。在特殊節日裏，如中國

新年，幾個草苗族人村落會相聚在一

起，共同慶祝。

但草苗的侗族鄰居並不將他們視為侗族

人，而是看為一個與之不同的族群。實

際上，某個侗族村的村民就講到，以前

他們曾驅逐過住在他們當中的草苗族

人，並迫使草苗人建造自己的村莊。但

其後卻有連續三年的欠收，他們覺得一

定是他們的做法給他們帶來了壞運氣，

所以，從此以後他們便開始與草苗族人

的鄰居和睦相處了。

草苗族人相信萬物有靈論。他們敬拜各

種神明，也拜祖先。他們相信村子裏的

薩滿（巫師）可以通過獻祭以及各種儀

式幫助他們降服發怒的神明。他們活在

恐懼之中，不認識那位原創造他們的真

神，也不知道神渴望他們認識他，經歷

祂的大愛，那愛可以幫助他們趕走各種

的懼怕。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使草苗族人渴慕祂。

>求神興起工人們，使他們願意學習

草苗人的方言，從而用草苗族人容易

理解的方式將福音帶給這些失喪的子

民，並向他們做見證、分享。

>  求神讓薩滿（巫師）的工作落空，

從而使草苗人去尋求那位願意拯救他

們、有更大能力的真神。



大多數的布利亞特蒙古族人住在南西伯

利亞，不過在中國北方的內蒙古自治

區，大約有78,000人。他們的先祖於十

八世紀中移民來此，居住在接近中俄及

蒙古邊界，是這個地區的最北之處。

由於布利亞特蒙古族人世居於此，和蒙

古人很親近，所以有相近的歷史、文

化、信仰、生活方式以及語言。傳統

上，布利亞特蒙古族人是遊牧民族。他

們的文化、經濟都以蓄養馬匹、牛羊和

馴鹿為主，有些人則以農業為生。原本

布利亞特蒙古族人住在覆蓋著毛氈的圓

頂帳棚裏，但是現在遊牧生活不如過去

那麽盛行，於是他們蓋圓形的房子居

住。

布利亞特蒙古族人信奉藏傳佛教，也有

人屬於精靈崇拜，他們相信許多東西都

有靈魂，所以崇拜的儀式都在力求保

護家人遠離惡靈，卻也企圖欺騙精靈來

保護他們。比方說，他們為孩子命名的

時候，刻意取一個與性別不同的名字，

以混淆精靈的視聽， 避免精靈傷害孩

子。

由於地處偏遠荒僻，氣候嚴酷，又屈於

當局政權的打壓之下，大部份的布利亞

特人無法聽到福音。而且到目前為止，

只有部份聖經被譯成布利亞特蒙古族人

語言，影片耶穌傳還未翻譯成他們的語

言。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為整本聖經翻譯成布利亞特語言禱

告。

> 為基督徒能夠在布利亞特蒙古族

人中間有足夠的自由生活及傳福音禱

告。

>為屬靈的營壘能被拆毀，布利亞特

蒙古族人對福音有正面的回應代禱。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 求神保守聖經翻譯成卡爾梅克-維

拉特語的工作能儘快完成。

> 求神感動那些為維拉特人的鄰居

漢人的基督徒願意跟維拉特人分享福

音。

>求神保守可以在中國的維拉特人中

植堂。

維拉特人是蒙古族的一支。中國境內人

口有250,708，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另

外也有一部分維拉特人住在甘肅和黑龍

江省。

1618年因為與其他的蒙古族群發生衝

突，維拉特人西逃至俄羅斯。在十八世

紀時他們在俄羅斯受到壓迫，因而1771

他們逃回中國。那是一段艱辛的旅程，

他們遭遇到仇敵的攻擊以及饑荒災害。

僅有20％的維拉特人成功回到新疆。其

餘的維拉特人則滯留在俄羅斯，成為了

今天為人所知的卡爾梅克人，意為“ 

殘留的或留下來的”。

維拉特人講卡爾梅克-維拉特語。維拉

特人信奉藏傳佛教。很多人也持有薩滿

教信仰，而且薩滿們依然在維拉特人中

主持各種儀式、慶典。維拉特人將死人

留在田間，而不埋葬，因為他們相信人

死後靈魂立即離開身體升天。

1827年，新約曾被翻譯成卡爾梅克-維

拉特語，但直到1894年才被印刷。新版

的聖經正在翻譯、印製過程中。

Mongolian



在中國甘肅省南部的山區居住著40,000

左右的竹曲藏族人，他們活在沒有基督

亮光的暗昧之中。

按傳統來說，他們是多神論者，同時也

信奉以佛教為前身的苯教。他們的信仰

包括敬拜“聖山”，他們相信在聖山的

最高峰住著大力的鬼神。禱告的人爬到

山上祈求成功、平安和富有。

竹曲藏族人每年都過“插箭節”。在慶

典時，男人們騎馬到高山之顛，插上他

們的祈禱旗。在那兒，他們也獻麵粉、

黃油、茶和大麥的燔祭給“山神”。

因為他們用土、木、石頭在陡峭的山坡

上建造村莊，所以每家屋前屋後像平臺

一樣延伸而出的庭院往往成了下面一家

鄰居的屋頂。 

竹曲藏族人講康巴藏語中的一種，他們

的方言與周邊人講的康巴藏語不能互

通。沒有譯成他們語言的基督教材料，

也沒聽說過有人直接向他們傳福音。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使竹曲藏族人饑渴慕義；使他

們不再滿足於拜鬼神，而去渴慕神的

愛。

> 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割莊

稼，求神預備竹曲藏族人的心，接受

好消息。

>求神保守工人們能接受挑戰，將聖

經翻譯成竹曲藏族人的藏語，並且有

語音形式的錄音帶、碟片等提供給尋

求真理的人。





列君王的統治，此後共產黨廢除了阿日

柯皇室的統治權。

現在，阿日柯人信奉藏傳佛教或苯教，

那是混入了薩滿教及萬物有靈論在內的

一種西藏式的佛教。他們定期在犛牛糞

搭建的高塔上向鬼神祭牲。

惡劣的天氣，崎嶇不平的山地，語言及

宗教信仰還不是向阿日柯人傳福音的全

部攔阻，阿日柯人馴養了大量的看門

狗，用以攻擊一切試圖進入村莊的外來

人。

在中國青海省寒冷的高原上生活著

45,000的蘇果阿日柯人。他們與福音隔

絕。

阿日柯人生活在海拔11,500英呎的陸地

上，那片土地一年之中僅有三個月不被

積雪覆蓋，這三個月土壤變成泥淖。

如今他們的語言與宗教習俗跟周邊的藏

族人相似，但是他們的傳統還是屬於蒙

古族的。實際上，他們依舊住在蒙古風

格的蒙古包內，蒙古包是用毛氈覆蓋，

用木頭做框架的圓形帳棚。

阿日柯人已然遺失了他們原先的語言，

而使用夾雜了一些蒙古辭彙的安多藏語

(Amdo Hbrogpa Tibetan Language)。

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們依舊受一系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作工，挫敗阿日柯人一切拜鬼

神的習俗，並讓他們渴慕那使他們得

自由的真理。

>求神在絕境為阿日柯人開道路，使

他們能夠認識主。求神興起工人對阿

日柯人有負擔，願將福音大膽地帶給

他們。

>求神讓阿日柯人得到譯成他們語言

的聖經，及用他們語言製作的福音方

面的錄音、錄影帶及電影基督傳。求

神使他們能明白福音並願意張開膀臂

接受耶穌基督。



“起初，一隻青蛙創造了世界，而且所

創造的世界是完美的。然後人本性有

罪，把這只青蛙殺了進而破壞這完美的

合諧。這只青蛙臨死之前，它把人從靈

界給分了出去，並帶來了痛苦，疾病和

終必一死的結局。自此之後，人們開始

因歹運而受苦，神靈降災給這世界。 

“三江巴哼人就是這樣的相信。

三江巴哼人是一個未被接觸未得的少數

民族語言群體，主要是群居在中國偏南

地區靠近越南邊界。三江巴哼人是這整

個族群其中二大支群中的最大族。在這

族群其中的五萬人，有一大部份住在廣

西及貴州的各小村莊。三江巴哼人有很

嚴謹的氏族分界，並且只與別氏族人通

婚。他們的主要語言是巴哼語。

三江巴哼人的族群中只有少數的基督徒

但沒有教會。大多數的巴哼人的信仰參

雜了民間宗教，泛神論以及祭拜祖先。

他們相信人有十二條靈魂並且當人一

死，靈魂要回歸到祖先的靈界村落。每

一個巴哼人家裏都有一個家庭祭祀壇用

來供奉祖先、祈求平安、求病得醫治。

現存有用巴哼人的母語錄製的聖經福音

書，但是沒有巴哼文的翻譯聖經，近年

來巴哼族群中沒有任何教會繁殖運動的

推動與進行。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禱告求基督可以在三江巴哼族中被

宣揚開來，並且好消息可以從一個氏

族傳到另一個氏族，從一個村落傳到

另一個村落。

>禱告求主開三江巴哼人的眼，他們

的心能尊那唯一真神為大，而不是他

們的祖先。

>禱告求在三江巴哼族中的少數基督

徒以及鄰近的族群能放膽向他們的鄰

居傳揚好消息，進而整個村莊可以認

識主並榮耀祂的名。



為了躲避壯族和漢族鄰居的迫害，華南

的努努人逃到了廣西西部岩石林立的山

區, 直到今天他們依然在那片貧瘠的土

地上艱難度日。他們不認識那位原創造

萬有的真神。

努努人也被稱作背隴瑤。他們講苗語，

是中國瑤族11個獨特的布努族群之一。

努努有人口61,000多人，他們的生活困

苦，水源缺乏。以前，在他們生活的地

區常有老虎、熊、鹿、野豬以及小獵物

出沒，所以努努人靠打獵為生。努努女

人則在森林中採集蔬菜和蘑菇。然而，

如今獵物稀少，耕種又困難。一些努努

人不得不長途跋涉尋找水源打水。

努努人信奉萬物有靈論，這導致了他們

敬拜祖先，同時他們供奉一個虛假的神

靈：潘戶。每年陰曆十月十六日，努

努人舉辦一個敬拜潘戶的熱鬧生動的節

日，節日期間村民會進行各種類似於魔

鬼附身的儀式。

在努努人中沒聽說有基督徒，也沒有譯

成他們語言的聖經。他們辛苦勞作，卻

處於貧困及對鬼神的懼怕之中。他們生

老病死，從不知道有一位耶穌成了贖罪

祭，使他們能得自由。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預備努努人有渴慕他的心，以

至於當福音的種子撒到他們那裏時，

能夠落在好土上，紮根建造，使他們

得著救恩。

>求神興起當地的信徒，使他們對失

喪的努努人有負擔，因而願意學習努

努人的方言，願意將福音的真理用努

努人容易理解的方式傳給他們。

>求神作工，在努努人敬拜各種神明

時，使他們能看到假神的虛妄，因而

更多地渴慕真神。求神保守，當神的

愛向他們顯明時，他們願意張開臂膀

擁抱他。



在貴州省南部的山區之中隱藏著大約

55,000左右的楊黃人。他們未曾聽到過

耶穌基督的名。

楊黃人的村莊依傍在其他族群之中。因

此，大多的楊黃人講兩種、甚至三種語

言，即漢語、布衣語和他們自己的方

言。

楊黃人是稱之為騰 (Ten )的毛南人

(Maonan)與稱之為饒(Rao)的水族(Shui)

人混合的少數民族語言群體。所以，楊

黃人即稱他們自己為騰，又稱他們自己

為饒，儘管所有的楊黃人都說同一種方

言。

他們所講的與水族近似的語言可能與周

邊莫人 ( Mo people) 講的莫話為同一種

語言。在十九世紀晚期有宣教士到莫人

中傳福音，所以莫人中有一些基督徒。

因為楊黃人有語言的優勢並且周圍又有

莫人的教堂，所以楊黃人有可能可以通

過無線電廣播及當地傳道人的工作而聽

到福音。但楊黃人依然活在多神論及萬

物有靈論的黑暗之中。他們不認識那位

原創造他們、愛他們的真神。

楊黃人信奉各種的神靈，相信這些神靈

掌管人的生命，因而必需被安撫，才能

確保他們一生順利、成功。他們認為舉

行合宜的宗教儀式，並且獻祭品、貢品

給諸位神靈是必須的，否則，會招致疾

病、禍患及死亡。

他們非常需要認識那位能使他們得自由

的真神。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賜給楊黃人饑渴慕義的心，並且

為他們打開一條出路，認識主。求神讓

楊黃人的渴慕之心驅動他們去尋找漢語

的基督教無線電臺，或走進莫人的教會

去求問，或尋求那些住在其他市鎮的願

意跟他們分享福音的基督徒。

>求神開他們眼，使他們可以真正地認

識祂，從而在他們聽到耶穌基督的真理

時，願意張開雙手接受主。

>求神興起基督徒，使他們願意用楊黃

人易於接受的方式將福音帶給他們。



葛潑人生活在位於中國西南的雲南省境

內，中國政府將其劃歸為彝族的一個族

群。葛潑人又進一步細分為兩個小分

支：東葛潑及西葛潑，他們各自又有自

己獨特的語言和風俗。直到1949年，東

葛潑人依然被周邊的族群看作是下等階

層，甚至曾做附近其他彝民的奴隸。東

葛潑人與周邊彝族通婚是受到限制的，

但近些年來人們已然打破了原先的這些

社會法則。今天東葛潑有人口78,000

多。他們一直小心地保守著他們的文化

特色，也依然穿戴傳統的服飾，其中包

括婦女們戴的大頭巾。

大多數的東葛潑人是多神論者而且相信

萬物皆有靈。他們也追隨佛教、道教，

並敬拜祖先。他們敬拜很多的神靈，其

中包括豐收神。他們向豐收神獻雞及其

他牲畜，以確保年年獲得大豐收。東葛

潑人也信守各種各樣的醫療衛生規則，

那其實是一種習俗，源於對以往瘟疫爆

發的經歷以及對疾病與死亡的恐懼。他

們相信神靈掌管疾病，因而需要安撫、

操縱神靈，以免使全家滅亡。

東葛潑人有少量的基督徒，近年來這些

基督徒遭受到極大的逼迫。土地被沒

收，信徒被鞭打、被拷問甚至被迫害致

死。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保護東葛潑信徒的安全，並使他

們可以公開、自由地活動，並分享他們

的信仰。

>求神作工使東葛潑人遠離他們所敬拜

的假神、假靈，而去尋求獨一的真神。

> 求神釋放東葛潑人脫離對疾病、死

亡的懼怕，並轉向那位勝過了死亡的真

神。



彝族是中國官方認可的55個少數民族之

一。然而，彝族卻是由眾多的少數民族

語言體構成的，而且之中大多數未曾聽

到過福音。楊柳臘魯人就是其中一個未

得之民。

人口約45,000的楊柳臘魯人散佈在與緬

甸交界的雲南省中西部的偏遠山區。他

們在明清時為躲避彝人和外遷漢人之間

的戰亂而遷入到那裏。

楊柳臘魯人慶祝很多節日，其中之一

是“女兒節”。在這個特殊的場合，已

婚的女人們放下日常家事，而歡喜快樂

地回娘家休息。

楊柳臘魯人傳統上住在由三間房間構成

的木屋裏，中間一間是堂屋，他們在那

兒作飯招待客人吃飯。

楊柳臘魯人拜祖先，也相信人死後靈魂

不會去另一個世界，而是在地上遊蕩。

大多數的楊柳臘魯人沒有機會聽福音，

也沒聽說過他們當中有教會被建立。沒

有譯成他們語言的聖經及福音材料可以

使用。

但是，現今越來越多的楊柳臘魯人不能

說本族的語言了，而只會說漢語。這也

意味著，他們可以更容易地使用和理解

現有的漢語福音材料。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讓楊柳臘魯人渴慕他，願意認識

他。所以當福音傳到他們那裏時，他們

願意聽、願意相信。

> 求神保守他所呼召的楊柳臘魯人信

徒，使他們敢於大膽地向本族的兄弟姐

妹分享福音，也求神保守可以在楊柳臘

魯人中建立教會。

>求神作工，讓那些錯誤地認為祖先的

靈魂在地上流蕩的楊柳臘魯人能認識至

高神，他的眼目遍查全地，要顯大能説

明向他心存誠實的人(歷代志下16:9)。

祈求有一天他們會加入到稱頌、敬拜至

高神的行列之中。



位於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是一些少數民

族的家鄉。這些少數民族還未曾聽到過

耶穌基督救贖的好消息。俐米人是其中

之一。

中國政府視俐米人為彝族的一個少數民

族語言群體，但俐米人仍然保留著自己

特有的語言、文化和習俗。只在近期他

們才開始與本族群以外的人通婚。

35,000左右的俐米人住在雲南西部偏遠

的山區。較之周邊的少數民族，人們覺

得俐米人更孤立、更內向。他們說自己

的方言，跟外界的接觸很少，這就使得

福音難於達到他們的村莊。

他們的宗教習俗由各種形式的神靈敬拜

構成，包括拜祖先、多神論及萬物有靈

論。他們舉行各種儀式和慶典來尊崇神

靈、榮耀祖先。

目前還沒有譯成俐米人語言的聖經或其

他的福音材料，加上他們的心對外界封

閉，因此，俐米人是雲南省福音最難於

達到的少數民族之一。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 求神興起工人，願意短期或長期委

身，進到俐米人的村莊，用他們易於理

解的方式向他們分享耶穌基督的好消

息。

> 求神打開俐米人的心，使他們願意

聽，也願意回應耶穌基督的福音。

>求神讓那些接受了福音的俐米人有負

擔向本族的兄弟姐妹分享福音，並逐步

在他們當中建立教會。



東南羅羅人散居在雲南省東南部並蔓延

到越南境內。他們非常需要福音。

中國政府將他們劃為彝族的一個少數民

族語言群體。他們也被稱為東南羅羅坡

(Luoluopo)。但人口36,000的東南羅羅

人講的是與其他羅羅坡人完全不同的語

言。

東南羅羅人迷信，他們信奉多種神靈也

拜祖先。例如，當有人去世時，家人會

聚在一起“跳大神”。期間，家中的女

婿要在肩膀上扛著一個裝在袋子裏的布

球。這個儀式的目的旨在幫助死者的靈

魂找到祖先安息之處。

東南羅羅人每家都有拜家神的祭壇，一

般靠著後牆。左面是廚房，裏面立著祖

先的靈牌。家中最年長的負責照管這些

祭壇並主持各類的儀式來拜祖先。羅羅

人敬拜兩個他們認為創造了天地萬物

的神。他們誤以為“開到”(音義：Ket 

Do)創造了宇宙萬物和人類，而“米

到”(音義：Mit Do) 統管全地、看顧他

們羅羅族。

沒聽說在東南羅羅族人中有信主的，或

在他們當中建有教會。而且也沒有譯成

他們語言的任何書面、語音或錄影錄影

的福音材料。因為東南羅羅人與周邊的

漢人日益融合，因而，他們文化和語言

的特性正在急速衰退。

東南羅羅人能說漢語，這有助於他們得

到更多的聽福音的機會，可是他們仍然

活在暗昧之中。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莊稼的主興起工人，使他們有負擔

去東南羅羅人中收割莊稼，使東南羅羅

人信靠耶穌基督，得到救贖。

>求聖靈幫助東南羅羅人看見他們的信

仰的虛妄，而能轉向獨一的真神。

>求神釋放東南羅羅人擺脫拜祖先的捆

綁，那是撒旦的謊言，為的是不讓他們

跟耶穌基督建立關係，不讓他們被主釋

放得自由。



在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省境內遍佈著眾

多的少數民族。人口34,000的中聶蘇人

即生活在雲南省的偏遠地區，以至於連

耶穌基督福音的傳播者也將他們從自己

傳福音的名單上除掉了。中聶蘇人周邊

的少數民族也是福音未達之地，而其中

中聶蘇人更與世隔絕，難於知道愛他們

的神。

在中聶蘇人的文化中，人們認為一對夫

婦只有生了孩子才算是正式結婚。女孩

子16歲時會在父母的家中有自己的房

間，也可邀請她的男朋友來探訪她。在

生小孩子之前，這對年青伴侶之間的婚

約可以通過包括折斷一根棍子在內的一

個簡單的儀式就得以解除。但是，一旦

生了孩子以後，婚約就不可以取消了。

夫妻雙方可以隨意搬進他們自己的新

家。

中聶蘇人敬拜多種多樣的神靈。其中一

些神靈是和善的，但大部分都很兇惡。

中聶蘇人生活在持續不斷的恐懼之中。

他們總是試圖安撫這些神靈，以此來躲

避風險，獲得賜福。

雖然有一些譯成聶蘇語的語音的聖經故

事和關於耶穌基督的影片，但他們之中

絕大多數仍未接觸過福音。他們極需要

知道真神。神的愛可以釋放他們脫離恐

懼和罪。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讓中聶蘇族人渴慕他，而且是單

單渴慕他。

>求神興起工人們，願意委身向中聶蘇

族人分享那位獨一真神的好消息，神愛

他們並且願意跟他們建立關係。

>求神除掉中聶蘇族人屬靈的盲點，並

且打開他們的眼睛看到神對他們的愛。



生活在中國雲南和貴州邊界的芒部諾蘇

人曾經以食人而聞名，現在他們已然放

棄了這種戰爭年代的民俗，與周邊的人

和睦而居了。然而，真正的平安尚未臨

到他們，因為只有極少的人聽到過耶穌

基督的好消息。

幾百年來，芒部諾蘇人一直與當地其他

的五個強大部落聯合共同抵抗漢人的統

治。二十世紀初期，一些途經那裏的傳

道人看到他們依然還在跟漢人爭戰，他

們吃敵人的心臟，以此希望獲得勇氣和

力量。但傳道人同時也發現他們對多神

論及偶像崇拜極其火熱。他們的一個頭

目甚至發誓說，他寧可死，也不會轉信

基督教。

儘管在79,000芒部諾蘇人中大多數尚未

聽到過福音，或者雖聽到但拒絕接受福

音，然而，在貴州已經有了1000左右的

芒部諾蘇人信了主。他們那些未信主的

鄰居極其排斥他們，強迫他們住在隔離

的社區。

芒部諾蘇人是彝族的一個少数民族语

言群体。他們講一種與納蘇烏撒(Nasu 

Wusa)人相關的方言。雖然還沒有譯成

芒部諾蘇語的福音材料，但據說在雲南

的其他地區已然有了60,000的納蘇烏撒

人基督徒。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鼓勵、堅固芒部諾蘇人之中的基

督徒。求神保守鄰近地區的基督徒起來

支援芒部諾蘇信徒，培訓他們為了主去

接近本族人，去傳揚福音。

>求神呼召人們將聖經翻譯成芒部諾蘇

人的語言，並預備語音形式的福音材料

提供給他們。

> 求神讓芒部諾蘇人轉離多神論的信

仰，並能在神裏面找到希望和安慰。求

神保守當福音傳到他們那裏時，聖靈打

開他們的眼睛，使他們能明白真理，也

能張開雙手接受耶穌基督。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為已經接受基督的成千水西諾蘇族人

禱告。也為更強大的、有能力繁殖的教

會禱告，使它們能把福音傳遍長滿山茶

花的山丘。

>求神作工，即使有語言、文化和信仰

的障礙都不致影響水西諾蘇族人聽到福

音，接受基督。

>願福音能無懼怕、清楚、充滿愛心地

傳給水西諾蘇族人來禱告。

水西諾蘇族人被精神枷鎖牢牢地捆鎖，

他們經常請“薩滿” （即巫師）舉行

祭儀，保護他們不受邪靈汙鬼的侵犯，

為了得著平安、幸福，他們極力安撫種

種鬼魔。他們知道有一位創造神，卻不

知道神有大能勝過魔鬼世界、並賜下在

基督裏的救恩。

二十八萬水西諾蘇族人居住在貴州省西

北部，雖然他們自稱“諾蘇人”，但是

他們的語言和其他諾蘇支派完全不同。

他們居住的山區十分美麗，滿山遍野都

是山茶花。

100年前，有幾名水西諾蘇人聽到福

音，因有一位叫伯格裏的傳教士來到這

裡。 近年來，他們又從鄰近的苗族那

裏聽到了福音。已經有6千7百人接受了

基督為他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但是，

許多聽過福音的諾西族人還沒有接受基

督。更有成千上萬的人需要聽到福音。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祈求上帝，使納蘇盤縣納蘇人基督徒

的信仰能變得更加堅強、勇敢。祈求上

帝使他們不要太膽怯，而能讓聖靈之光

照射到遠處，不局限於附近社區。

>祈求上帝，能讓納蘇盤縣納蘇人基督

徒緊緊地抓住異象，和所有納蘇盤縣納

蘇人分享聖經真理。

>祈求上帝，能使中國基督徒走進納蘇

盤縣納蘇人居住的地區。

納蘇（盤縣）人總數約為29萬，大部分

居住在貴州省西部，少數居住在廣西和

雲南。官方把他們劃入彝族。儘管他們

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但是中國文化在

他們居住的地區長期占統治地位，因此

盤縣納蘇人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特色，包

括服裝和文化在內。

今天，很少見到婦女穿著傳統服裝： 

流線型黑色或藍色長裙，扣子打在身子

右邊，外面再套上花色長條圍裙。納蘇

盤縣族人操兩種不同的方言，但方言的

交流並不容易。

在某縣，約5000名基督徒形成了一個堅

強的群體，數十年來一直在家庭教會中

進行崇拜。雖然他們對鄰近的社區有所

影響，但是還很少證據，可以說明他們

對其他納蘇盤縣族人有多少影響。福音

的種子還沒有在納蘇盤縣納蘇人中又廣

又深地播種下去。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 祈禱聖經能夠翻譯成壯文,好讓他們

可以讀和聽福音,明白神的愛。 

>祈禱既然雞鳴能夠在三省聽到，福音

的聲音更加能被聽到。 

>祈禱在三個地區每一個村落都能夠有

人開始教會，讓他們體會到新信弟兄姊

妹的喜樂。

被稱為<屬土之民>，壯族人在廣西省西

北部風景秀麗的山區,和鄰近的雲南和

貴州,日出而作,但日入而未息,長時間

地工作,相傳在三省交界之處,人能夠聽

到三省雞鳴的聲音,壯族人穿著代表他

們獨特文化的傳統服裝,部分婦女仍然

穿著無領,左面扣紐的刺繡衣裳,寬鬆的

長褲,或是有褶的裙。

牛魂節是壯族人在農曆四月初八慶祝牛

王誕生的日子,和表達對牛的愛戴和尊

敬。在這一天，每一隻牛都從軛中被釋

放開,不用耕作,人們又會為牛洗滌，擊

鼓，每家每戶的父母都唱民謠,又餵五

色糯米給牛吃。這個節慶代表著他們對

一個豐收的寄望。

桂邊壯族人很需要聽福音,在一百一十

萬人之中,只有三千個信眾，目前仍未

有壯文的聖經和福音廣播，向桂邊壯族

人傳福音仍需要很大的努力。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使連山壯族人渴慕他，並且為他

們打開一條出路，認識他。求神保守聖

經可以譯成他們的語言，並有語音形式

的聖經、福音材料。

>求神興起工人，願意用連山壯族人容

易理解的方式向他們分享福音。

> 求神保守那些外出打工的連山壯族

人願意聽福音，願意張開臂膀迎接主的

愛，並且願意將福音帶回老家，與家

人、鄰里分享。

在廣東西北角風景如畫的山區生活著

49,000的連山壯族人。他們需要福音。

壯族的某些亞族群之間所講的方言彼此

無法聽懂，連山壯族占這類少數民族語

言群體的百分之一。在中國的29個行政

省中，超過15個省有壯族人聚居，人口

有一千七百萬以上。將福音傳給所有的

壯族人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連山壯族人也不例外。一個報導稱在鄰

近的廣西省有四萬或更多的壯北人信

主，他們在250多家教會聚會。然而，

有關廣東連山壯族人的報導罕見。

大多數的連山壯族人是農民或林業工作

者，他們靠充沛的降雨及濕潤的氣候所

滋養的綠色植披為生。喀斯特地貌的山

巒及湍急的瀑布形成了一幅引人入勝的

風景畫。然而，連山壯族並不認識那位

原創造主，神的權能可以釋放他們，使

他們脫離罪和假神的捆綁。

有一套譯成連山壯族人方言的語音的聖

經故事系列，叫“生命的話語”是可以

得到的。但絕大多數的壯族人仍然用各

式各樣的儀式、慶典來拜祖先。一些壯

民也是多神論者，他們敬拜樹木、岩

石、龍、蛇、山川、飛鳥等等。

他們需要知道耶穌基督的好消息，他來

了釋放他們得以自由。

壮族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使柳黔壯族人願意呼求真神，接

受真理，敬畏神並得救贖。

>求神保守工人們願意長期委身，使用

當地方言向柳黔壯族人傳福音。

>求神保守柳黔壯族信徒及教會興起，

使福音傳到全柳黔壯族之地。

壯族有一千萬人口，是中國最大的少數

民族。一個1922年的報導如此地描述壯

族的村莊：“四處儘是無人顧念的生

命”。從那以後，很多的基督徒拋頭顱

灑熱血向壯族人傳福音。

然而，還有某些壯族的少數民族語言群

體從來沒有或幾乎沒有聽過基督徒的見

證分享。柳黔壯族人就是其中之一。柳

黔壯族人口大約有375,000，其中僅有

不到一千人承認基督是他們的救主。

柳黔壯族人很迷信，他們生活在恐懼之

中，總是謹慎小心地不觸犯靈界。他們

不斷地舉辦各種節日慶典來敬拜祖先，

安撫各類的假神。祭牲是他們常規的活

動，只是他們還沒有聽到過耶穌的名，

以及耶穌為了救贖罪人，而成了那美好

的贖罪祭。

柳黔壯族人生活在廣西省群山環繞的農

業區。外面的世界往往以為他們早已被

漢族同化了，其實他們仍然說自己的方

言。一代又一代的柳黔壯族人未曾聽到

過救主的好消息就死了。

請為從事開拓教會事工的人禱告，求神

保守他們願意委身，用柳黔壯族的方言

將基督福音傳給他們。你是否願意坦然

地向神禱告，讓神可以呼召你與他同

工。



初 步 的 禱 告 事 項
>求神使丘北壯族人渴慕他，並預備他

們的心成為好土，以便在撒下福音的種

子時，能成長讓丘北壯族人得到救恩。

>求神興起工人，使他們對丘北壯族人

有負擔，願意用丘北壯族人容易理解的

方式向他們分享福音，將他們帶出黑暗

而進入神的光明國度。

>求神保守那些外出打工的丘北壯族人

能夠認識耶穌基督，並且將救恩的好消

息帶回老家，與家人、鄰里分享神無盡

的愛。

童話般的山巒從片片低矮平坦地面上拔

地而起，在這引人入勝的背景映襯之

下，雜亂地擁擠著雲南丘北壯族人土坯

房構成的小村莊。丘北壯族人活在沒有

愛子之光的黑暗之中。

有215,000多人口的丘北壯族人有時稱

自己為布衣 (Pu-Joi or Pu-Yi)。他們的

壯北方言與鄰省貴州的布衣人 (Puyi or 

Bouyei)相關。丘北壯族人被認作是沙壯

族人(Sha)的一部分,他們不同的服裝風

格反映出他們對自己不同的命名，如：

布雅衣(Bu Yai),布哈(Bu Ha),布越 (Bu 

Yue)。

壯族人祭拜各種各樣的神靈，他們認為

這些神靈住在山川、村莊、水源、森林

等地。他們活在持續的恐懼之中，他們

害怕觸犯這些神靈，因而，有時他們將

紅色的旗子或其他東西貼在門上，以此

來擊退鬼魔。大部分的丘北壯族人也拜

祖先，並舉行某些特定的儀式來安撫列

祖。

尚沒有譯成丘北壯語的福音材料，也沒

聽說有人在竭力地向他們傳福音。他們

依然生活在暗昧之中，不認識愛他們的

基督，不知道主為他們捨命，好使他們

從罪和恐懼的捆綁之下得到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