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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想像生為一個亞洲的未得之民，終其一生都沒有聽到耶穌福音的情景嗎？

未得之民，如：平地瑤、奧卡苗、爾蘇和土族，這些族群居住在偏遠的地方，

因此他們不但與世隔絕，也造成絕大多數的人一生都沒有機會聽到福音。大部分的未

得之民，就算聽到福音，也無法清楚地了解其中的意義，因為一般人以通用的語言傳

講福音，而不是用他們的母語。當你發現這些限制、攔阻、敵對以及缺乏福音所需要

的資源時，要知道這些因素，不但對未得族群的生命發展有實質的影響；也對基督徒

工人想在每一個情況下，把永恆帶進他們心裏，有實際的限制。

以弗所書6:18說：「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 徒祈求。

」使徒保羅鼓勵我們，以各種方式時時禱告。這是一種擊垮一切營壘，為福音鋪路，使福

音如野火一般，在這些未得族群中不斷延燒的禱告，這是一種熱切、大有能力、隨時隨地

的禱告。這種禱告，不是一個禱告運動就能產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更不是勢

不可當的人力資源；這種禱告，將帶動每一種資源，背負著福音，去到這些未得族群中。

你，可以禱告，成就一番不同往常的新氣象！

願上帝施恩祝福你！

 東亞睦群協會

 艾思福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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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求主鬆軟柳江壯人心中的土

壤，成為使福音種子發芽茁壯

的沃土，進而得到救恩。願他

們不但因為「大地之子」而聞

名，更因是「永生上帝之子」

而蒙福！

•  願柳江壯語的聖經迅速且精確

的翻譯完成，同時有關福音的

影音材料也製作成功，好讓當

地人能以他們容易明白的方式

聽到福音。

•	 	求主在信徒心中放下負擔，帶

領他們向柳江壯人傳講耶穌基

督的福音。

1922年間，有人形容當時的廣西省

是：「儘管稠密的人群熙攘往來，卻

沒有任何福音活動，沒有人將福音傳給

他們」。令人難過的是，今天的廣西，

人口1,680,000的柳江壯人當中，信主的

卻很少。這個族群是中國境內最大的一

支「尚未接觸的未得之民」。

柳江壯人屬於中國最大的少數民族――

擁有17,000,000人口壯族裏的一個亞族

群，柳江壯語是壯人七大主要方言中的

一種。

壯人傳統的房子都以木頭建造，由柱腳

高高地撐起來，不過，柳江壯人卻習慣

住在狹長的磚房裏，這類房子在廣西處

處可見。農民則住在溫暖多雨的地區，

他們經常被稱為「大地之子」。

壯人對萬物皆有靈的概念深信不疑，他

們認為：只要敬拜任何他們相信的神

靈，就會得到健康、財富，而且會飛黃

騰達。雖然在過去一百五十年，基督徒

試著跟壯族傳福音，但成效不彰，今天

在柳江壯人當中，沒有任何福音活動。

他們亟需基督釋放他們對邪靈的畏懼，

得到自由。

Liujiang Zhuang people of China

   中國

柳江壯人          



代禱事項

•	 	由於平地瑤地處偏遠，使用創意

的方式向他們傳福音勢在必行。

請為基督徒工人禱告，求主幫助

他們用心研發能顧及平地瑤身心

靈的傳福音方式。

•  平地瑤受到外族嘲諷欺凌多年。

請為他們禱告，讓他們了解到每

一個族人，在至高上帝的眼中都

是特別的，並且能夠清楚明白地

了解福音，成為上帝的孩子。

•	 	若非他們以自己的語言聽到福

音，否則如何相信？請熱切地為

聖經能以平地瑤方言翻譯禱告，

求主帶領翻譯的過程，這個工程

不但浩大，必須努力不懈，而且

要儘快開始。

2 擁有1,440,000人口的平地瑤族，

所住的農村都在湖南、廣西和廣

東三省交會的山巔上。瑤族是中國較大

的少數民族，一般認為平地瑤隸屬於瑤

族，他們遷往山區，是因為飽受其他族

群的欺凌和嘲諷。由於他們與世隔絕，

所以得以保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大多數

的平地瑤都是種稻的淳樸農夫。

族人的故事代代相傳下來，包括一個洪

水氾濫，直抵天際，長達七天七夜的傳

說。隨著故事的發展是，洪水之後倖存

的兩個人就結婚了，後來竟然生下一個

肉瘤，他們把這個肉瘤切成三百六十

片，遍灑在周圍的土地上，這些肉片就

成了少數民族中的瑤族，和佔中國人口

最多的漢族。

平地瑤亟需聽到耶穌基督的好消息――

就是上帝差派祂的兒子來拯救他們。目

前沒有平地瑤族使用的湘語聖經，但新

約聖經已由近似的語言翻譯完成，不過

兩種方言差異甚大，所以平地瑤無法完

全了解其中的意義。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Pingdi Yao people of China

   中國

平地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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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求主給北侗人饑渴慕義的心，

揭去矇蔽他們眼睛的布幕，幫

助他們看見上帝的真實。

•  但願有一天，那些在山谷中繚

繞的歌聲，成為讚美的詩歌，

獻給這位獨一的真神。 

•	 	為少數的北侗基督徒禱告。求

主恩待他們，在與上帝同行之

際，日有長進，勇敢而積極的

為救主耶穌基督活出美好的見

證。 

一支擁有1,350,000人口，世居於中國

中南部，綿延起伏山地裏的寶貴族

群，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北侗族。他們每一

千人中，相信耶穌基督的不到一人；大部

份人過著沒有盼望的日子，由於他們沒有

書寫的文字，所以向絕大多數是文盲的北

侗人傳福音，必須靠口頭分享。

北侗族的傳統文化是以家庭為中心，每

一個村落都有五十到六百不等的家庭，

卻只有一個或兩個姓氏。在農事不那麼

繁忙的時候，村子裏的家族會聚集在 

「鼓樓」前，「鼓樓」是個極盡奢華的

建築，樓高一百多英呎，整座樓沒有用

到一根釘子，是村民社交生活的中心。

侗人環繞鼓樓高歌、說故事、交換消

息，或玩耍嬉戲。

節慶在北侗文化中，佔有一席重要的地

位，傳統的求偶儀式，為北侗族的男女

青年提供遇到未來配偶的機會。求偶期

間，北侗族女孩要連續唱歌兩三天，而

且不能重覆。

每年二月，都會舉辦一場巨型的歌唱節

日，往往吸引兩萬五千到三萬名參賽者

或觀眾前來。優美的曲調以北侗方言唱

出，飄蕩在山谷中，彷彿在訴說侗族文

化的神奇壯麗。

北侗人相信自然萬物都有靈，無論是山

川、樹木、岩石和原野，都有掌管它們的

神靈存在。由於對靈界心生恐懼，他們總

是提心吊膽，甚至耗盡一生心血，試圖取

悅神靈。祖先崇拜也深入北侗文化，期待

死去的人在靈界和世間，居中扮演調停

的角色。北侗人亟需認識耶穌基督，惟

有祂才是上帝與人類之間的中保。

Northern Dong people of China

   中國

北侗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求主興起當地的基督徒對黔東南

苗族有使命感，懷抱著異象向他

們傳福音。 

•  為住在黔東南苗族附近的基督徒

禱告。求主給他們勇氣，跟黔東

南苗族分享福音。 

•	 	求主開路，讓聖經中的某些部

份，在短期內翻譯成黔東南苗族

的方言，如此，他們就能以自己

的母語聽到福音。 

4 在中國少數民族中，黔東南苗族是

最不容易接觸到的一個族群了，

他們有765,000的人口 ，世居貴州東南

的山地，有些族人還延伸到附近的廣西

壯族自治區去定居。

他們居住的環境相當閉鎖偏僻，因此很

多人都不具中文聽說讀寫的能力。正因

為黔東南苗族分布在不同的山地，所以

語言、服飾往往依各村而異。

黔東南苗族的服飾，以他們獨一無二的

刺繡和銀飾聞名。有些村落的婦女穿著

「飛裙」，踏著舞步，甚是耀眼。所謂

「飛裙」，就是在每一段有刺繡的布條

尾端上，縫著一根雞羽毛，每當她們跳

旋轉舞步的時候，裙襬就在空中飛揚，

相當多采多姿。在另一個村落中，被稱

為岜沙的黔東南苗族男子，裝束十分奇

特，他們蓄髮，卻又剃頭，將長髮挽成

一個髻，盤在頭頂上，婦女則穿著在接

縫處有刺繡點綴的三角形圍裙。

黔東南苗族是一個多元而美麗的族群，

他們熱愛歌舞，卻對救主為了釋放他

們，而犧牲自己的事蹟一無所知。他們

相信萬物皆有靈，一生都活在被邪靈威

嚇的恐懼中，竭盡所能的討好邪靈，是

他們生命中的第一要務，免得邪靈作

惡，慘遭殘害。

Southern Qiandong Miao people of China

   中國
黔東南苗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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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越南基督徒和眾教會禱告，

求主帶領他們有計畫地向當地

的華裔分享福音。

•  為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人教

會禱告，願他們承接向越南華

裔傳福音的事工，並差派宣教

士進入越南，在當地建立華人

教會。

•	 	為已經在越南的華人基督徒禱

告，求主帶領他們熱切地敬

拜、服事主，向華人傳講耶穌

的好消息。

在越南，說粵語的華裔約有576,000

人，佔當地華裔總數的三分之

一，是越南境內最大宗的少數民族之

一。長久以來，華裔在越南的經濟上居

舉足輕重的地位，一般說來，南部的華

裔越人在稻米買賣、製造業、房地產和

銀行等行業裏相當活躍，而北部華裔則

以開店和從事礦產業為主。

1975年，南北越統一後，經濟活動受

到嚴格限制，繼之而來的是，越南人和

華裔之間的關係逐漸惡化，甚至降至冰

點。很多人因此被驅逐出境，離開越

南。

大乘佛教是佛教主要的派別，也是越南

境內最大的宗教團體，另有少數人信奉

天主教。此外還有小乘佛教、伊斯蘭

教、以佛教教義為中心思想的「和好

教」，及提倡一神論的「高台教」等，

雖然很多越南華裔遵守祭拜祖先和民族

英雄等傳統禮教，卻自認為沒有任何宗

教信仰。

雖然在越南境內有一些持守信仰的基督

徒教會，但在心裡接受耶穌為主的華裔

卻很少。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Han Chinese people of Vietnam

   越南

華裔          



代禱事項

•	 	為盤縣納蘇族的基督徒禱告。求

主在信仰上保守他們，能夠堅強

勇敢；帶領他們不把自己的光藏

在斗底下，而能照耀在鄰近社區

以外更遠的地方。 

•  為納蘇族的基督徒禱告。願他們

實踐異象，跟所有的納蘇族人分

享福音。

•	 	為中國基督徒禱告。求主帶領他

們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向盤縣納

蘇族人傳福音。

6 盤縣納蘇族的人口約有376,000，

大多住在貴州省西部和廣西、雲

南的幾個縣份。雖然官方將他們劃歸為

彝族，他們也有幾百年的歷史，但中國

文化卻是他們居住地區的主流，因此盤

縣納蘇族早已失去他們在服飾和文化上

的特色。至今極少見到婦女穿著傳統的

服裝：黑或藍色的寬邊長袍，扣子縫在

右邊，外加一條鑲著花邊的黑色圍裙。

盤縣納蘇族有兩種方言，彼此卻不易溝

通。

盤縣納蘇族內，有一群愛主的基督徒，

大約五千人，在某個縣份的家庭教會敬

拜主，已長達數十年之久。雖然他們對

鄰近的社區有所影響，卻看不出來對自

己的族群有傳福音的跡象。福音的種子

還沒有在盤縣納蘇族中散播下去。

Panxian Nasu people of China

   中國
盤縣納蘇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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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已經受到其他族群影響的奧

卡人禱告。求主帶領他們知道

耶穌是他們的生命的主，也是

他們救主，他們必須在祂裡面

尋找自己的定位點，並為祂作

見證影響別人。

•  為發展奧卡族語的錄音和廣播

禱告，如此他們就能夠清楚的

聽到耶穌的好消息，正確的　

瞭解福音的真諦。

•	 	奧卡人對鬼魔和邪靈的存在深

信不疑。求主帶領他們認識這

位對一切受造物擁有至高權柄

的獨一真神。

奧卡族的人口約有334,000，住在中

國東南部，以湖南省為主。沒有

人知道這個族群的歷史過往，他們的語

言近似普通話（國語），服裝則是傳統

的苗族衣飾。儘管人類學家就其種族和

語言，不斷地討論他們應該歸屬於哪一

族群，但奧卡族是上帝獨特的創造，只

有祂才知道他們內在最深的需要。

根據民間傳說，奧卡人相信，曾經有一

座梯子立於天地之間，不過日後梯子斷

落，從此世人再也無法進入天堂了。今

天，大部份的奧卡人相信萬靈論，無論

敬拜的對象是否有生命，他們對周遭的

一切，都一律敬拜無誤。所以他們已經

知道，世上確有靈魂存在，而且早就開

始信奉鬼魔與邪靈。

奧卡族大多數是文盲。雖然他們大多懂

普通話（國語），但只有少數識字的人

才能閱讀，瞭解中文版聖經。和其他未

得之民一樣，奧卡族人也面臨一個艱鉅

的任務，就是必須建立自給自足的教

會。現在，奧卡族語發音的「耶穌傳」

影片已經發行，這是目前惟一可以用母

語向他們傳福音的材料。

Aoka people of China

   中國

奧卡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為已經接受基督的水西諾蘇族人

讚美主！為成立穩固、能夠倍增

的教會禱告，願這些教會散布在

還未接受祂的家庭間，以及鄰近

的村落中。

•  求主動工，幫助水西諾蘇族人無

視語言、文化和信仰等重重障礙

的攔阻，而能聽到福音，接受基

督。 

•	 	為基督徒能夠無畏無懼、清楚明

白，而且充滿愛心地將福音傳給

水西諾蘇族人禱告。

8 水西諾蘇族深受屬靈枷鎖的捆綁，

總要倚賴薩滿（巫師）做法，

保護他們免於鬼魔的侵擾。為了把平安

和幸福帶給自己的族群，他們試圖安撫

各類鬼魔。雖然他們知道有一位造物主

上帝，但卻對祂有能力勝過魔界一無

所知，甚至也不知道祂在基督裏賜下救

恩。

水西諾蘇族人口約有304,000，住在貴州

省西北部風景秀麗的山區，當地以品種

繁多的杜鵑花聞名。雖然他們自稱為「

諾蘇」，不過他們的語言與其他諾蘇族

的語言全然不同。

一百年前，一位名叫柏格理的宣教士來

到當地時，有幾位水西諾蘇人聽到福

音。近年來，另有些人從鄰近的少數民

族――苗人口中聽到福音，大約有五千

人回應，公開承認基督是他們的救主和

生命的主。然而，還有更多聽到福音，

卻沒有接受基督的人，更有成千上萬的

人從來沒有聽過福音。

Shuixi Nosu people of China

   中國
水西諾蘇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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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求主賜渴慕獨一真神的心給喇

叭人，求主帶領他們經由和鄰

村信徒接觸，來尋求、認識

祂。 

•  求主在喇叭族和苗族的基督徒

心中賜下異象，帶領他們在每

一個喇叭村莊中傳揚基督。

•	 	求主在喇叭族當中開始有開拓

教會的運動。

深入貴州省晴隆、水城、普安和盤

縣等縣份中一些極小的村莊，就

會看到一支被稱為喇叭人的族群。他們

約有260,000人口，絕大多數不曾聽過

福音。

雖然他們說的是近似普通話（國語）的

方言，但喇叭人視自己與漢人為完全不

同的族群。有時候，他們也被稱為「湖

廣人」，可能是因為他們最早源於湖南

省湖廣地區的緣故。

喇叭人的祖先可能是早年遣往貴州和苗

人作戰的漢軍。戰役結束後，漢軍與當

地女子通婚，於是定居下來，由於通婚

的女子中，苗族佔了很大的比例，漢軍

漸漸就遺忘了自己在漢族的根源，而接

受了妻子的族群，成為苗人。

時至今日，喇叭族不但與附近的苗族有

許多相同的文化特點，並且使用苗人的

語言。此外，喇叭人祭拜祖先，過去每

三年就獻上一隻牛，而且相信祖先會在

來世享受美味佳餚。

十九世紀末葉，宣教事工在此開展， 因

此，目前許多喇叭人周遭的苗族都信了

耶穌。於是，福音就傳到人口很少的喇

叭族群當中，不過喇叭村落裏相信耶

穌、跟隨基督的村民，僅限於少數識字

的人，而非大部份不識讀寫的喇叭人。

Laba people of China

   中國

喇叭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求主賜渴慕祂的心給丘北壯族，

並預備他們的心成為好土，好使

福音的種子一經撒下，就能結實

纍纍，飽得救恩。 

•  求主興起對丘北壯族有負擔的基

督徒，帶著福音的亮光進入他們

的黑暗之地，以他們容易了解的

方式，分享福音的好消息。

•	 	求主祝福丘北壯人，在他們到外

地找工作的時候，也能找到耶

穌，並且帶著救恩的好消息返

鄉，與鄉親鄰里共享上帝無盡的

愛。 

10 一重重宛若仙境的山巒，從低平的

綿延大地倏然崛起，蔚為一片令

人歎為觀止的背景。丘北壯人用泥磚蓋

的狹小房舍，雜亂地擁塞在雲南的村落

中，和壯麗的重山形成強烈的對比，正

像他們活在沒有基督之光照耀的屬靈黑

暗中。

丘北壯族人口約有215,000，有時候他

們自稱為布依，其實他們和住在貴州省

的緊鄰――布依族，所使用的方言很接

近，只是丘北壯族視自己為壯族中 

「沙」的一部份，通常他們以不同的服

裝款式，反映出不同族群的名稱。

壯人敬奉各種各樣的神靈，認為眾神靈

居住在山巔、水源、村落和森林中。終

其一生，他們都活在惟恐觸怒神靈的驚

懼中，所以有時候他們會用紅色的旗

子，或其他東西掛在門上，以此斥退惡

魔。大部分丘北壯族人敬拜祖先，舉行

許多儀式祭祀列祖列宗。

目前尚無以丘北壯族方言翻譯的福音材

料，也不曾聽到有人正在向他們傳福

音，因此，他們仍然活在黑暗中，既不

認識愛他們的基督，更不知道基督為了

拯救他們脫離罪惡和恐懼，使他們得自

由，而甘心犧牲自己的生命。

Qiubei Zhuang people of China

   中國

丘北壯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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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麻山苗族禱告，長久以來，

他們一直活在黑暗中，求主帶

領他們來認識真光耶穌，為他

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懇求基

督翻轉麻山苗族人的生命和文

化，而將上帝的愛反射在他們

周遭的人身上。

•  為基督徒能到偏遠的麻山苗村

莊，向當地人傳福音禱告。求

主恩待四個不同的族群，都能

以自己的方言接受福音。

•	 	為那兩百位信主的麻山苗人禱

告，願他們大膽的向他們四周

的人傳揚基督的愛。更為他們

能互相鼓勵、聚集查經、彼此

團契，進而建立教會禱告。 

1920年代，美籍宣教士杜威廉穿越中

國南方的麻山苗地區時，他寫道：

「我們走過的是一個全然不認識基督的

地方。如果有幾個基督徒朋友同行，對

一個充滿異教之風的地方還可以忍受幾

天，但足跨千里，卻絲毫看不到基督徒

的蹤影，也聽不到一點有關基督徒的事

蹟，沿著這樣一個異教長城大膽地前進

了這麼久，這麼遠，所能感受到的，無

異於進入一個不見天日的黑暗之地。」

從中國人對苗族施暴的歷史看，我們知

道最殘酷的戰爭始於十九世紀。一支龐

大的軍隊從全國各省調度而來，企圖鎮

壓，甚至將苗族摧毀殆盡，大約有五十

萬名苗人在貴州慘遭殺害，迫使倖存者

不得不逃往更偏遠的山區。暴行和其他

類似的歷史因素，造成苗族分散各地，

於是形成了今天種類繁多的苗語。麻山

苗共有四種方言，每一種都以他們居住

的貴州地區命名：所以是北麻山苗語、

南麻山苗語、中麻山苗語和西麻山苗語

等。

四個不同地區的麻山苗人，不但方言各

異，風俗習慣也不盡相同。然而，每一

族都有自己的民間信仰和萬靈論。目前

在他們當中沒有教會，只有少數以他們

能懂的方言，所錄製的福音材料。由於

他們的社會和社區結構非常獨特，更為

引進福音平添了一層障礙。在207,000位

麻山苗族中，已知的基督徒僅有兩百位

左右。

Mashan Miao people of China

   中國

麻山苗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求主從鄰近的城市和教會中，興

起向卓尼人傳福音的基督徒工

人。

•  求主打開卓尼藏人的心，因此，

當基督徒工人向他們傳講福音

時， 就能立刻接受。

•	 	求主在卓尼藏人中興旺福音工

作，並在他們當中開始植堂，建

立教會。

12 住在青藏高原東部邊緣的卓尼藏

族，人口約131,000，他們信奉佛

教的傳統把自己和基督信仰完全隔絕。

世代務農的卓尼藏人，大部份住在甘肅

西南卓尼縣的村落裏，少部份則在四川

北部，他們在這個地區生活已超過六百

年。「卓尼」，可能源於西藏文，意為

「兩棵松樹」。 

其實卓尼原本是個獨立王國，直到1928

年時，一個中國將軍攻打卓尼，迫使當

時在位的國王遜位下台。卓尼國王登基

採世襲制。依照傳統，國王也必須在擁

有172幢建築，住著將近四千個僧侶的卓

尼僧院裏擔任喇嘛。如果一個國王有兩

個兒子，那麼將由長子繼承王位，次子

則出家為喇嘛。不過到了今天，卓尼這

塊土地上，不再有國王， 也沒有具代表

性的宗教場所。

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宣教士住在距離卓尼

很近的城鎮裏，發現卓尼國王十分仁厚親

民，但因人手不足，以致於無法向他們傳

福音。據悉在卓尼西北邊的臨潭縣內，大

約有兩百個卓尼基督徒，他們在1997 年

間，蓋了一座教堂。為了籌措建堂基金，

據說有個家庭賣掉家裡的電視機，另有一

位姊妹則賣了她的留了多年的長髮，但是

時至今日，在卓尼藏人中，有關基督徒傳

福音的痕跡卻很難找到。

他們的語言近似康巴藏語及當地其他的

方言。現在有很多年輕孩子學習中文和

安多藏語，但老一輩的卓尼人仍然以說

卓尼藏語為主。目前尚無卓尼藏語聖經

可供閱讀。

Jone Tibetan people of China

   中國

卓尼藏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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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說普通話（國語）的基督徒

禱告，求主帶領他們忠心的向

回民傳福音。

•  為緬甸的回民禱告。他們居住

在一個自由受限的國家，求主

給他們機會聽到福音。

•	 	為緬甸的回民禱告。求主賜他

們夢想和異象，帶領他們找到

耶穌，接受救恩。

回族，是第七世紀時，阿拉伯和波

斯商賈旅居中國的後裔；也是十

三世紀，蒙古戰士征服亞洲之後，定居

中國的後人。那時，蒙古的統治者可汗

徵召穆斯林轄管雲南地區。

西元1855到1873年間，一百萬名回民

在雲南回變之後，慘遭大規模的種族屠

殺。因此，為了避難，大批回民遂逃往

泰國和緬甸。

絕大多數的回民是遜尼派穆斯林。他們

堅守穆斯林清規，禁戒食用豬肉就是一

例。回民男子戴黑或白色的帽子，婦女

則戴頭巾，他們以擅長做生意著稱。

中國少數民族大多有自己的語言，而回

族卻沒有，他們說的是普通話（國語）

。所以許多福音材料，他們都可以使

用，不過，他們仍然十分抗拒福音。在

127,000位緬甸回民當中，就算有基督

徒，也是少數中的少數。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Hui people of Myanmar

   緬甸

回族          



代禱事項

•	 	求主興起基督徒對苗族有負擔，

並以東湘西苗人容易了解的方

式，向他們傳福音。

•  求主在東湘西苗族和福音之間搭

起橋樑，幫助他們聽到福音時，

就明白那是真理。

•	 	求主柔軟東湘西苗族的心田，對

主耶穌有一份迫切的渴慕。

14 人口超過一千萬的苗族，分布在中

國五個省當中，在幾個近似的語

言和族群裏，已經有人相信基督，但在

苗族人口分布最偏遠的東北角，住著大

約121,000東湘西苗人，又名「高雄苗」

，卻是從來沒有聽過耶穌名字的族群。

東湘西苗人的方言和擁有一百萬人口的

西湘西苗人隸屬同一語系， 卻無法了解

彼此，不能互相溝通。東湘西苗人把村

莊建造在湖南省的瀘溪、吉首、古丈和

龍山等縣的高山上，刻意與世隔絕，和

附近的湘人（湖南人）老死不相往來。

湘西人都是農民，以種植稻米、桑葚為

主，有些人則以養蠶為業。他們熱愛紡

紗、編織、刺繡以及製作色彩繽紛的剪

紙藝術，回顧第十世紀時，他們是驍勇

善戰的鬥士，為了捍衛家園，不惜與侵

略家園的勢力對抗，拼搏到底。即使受

盡欺壓長達數百年，他們仍然依舊保有

自己的文化特色。

東湘西苗人相信萬物皆有靈，尊崇所有住

在各個地方的神靈，如：樹神、山神等。

為了敬拜門神，他們力行一年一度供奉整

頭豬，並將豬血灑在門柱上的儀式；他們

也祭拜盤弧，視其為龍狗的祖先。

雖然在西湘西苗族中，已經有福音事

工，但在東湘西苗族裏卻沒有看到一個

基督徒。他們熱中以歌唱、舞蹈、打大

鼓和吹奏類似雙簧管的嗩吶慶祝節日，

卻對耶穌的救恩一無所知，如果一直這

樣下去，將來在天上，就看不到東湘西

苗族的歌舞。

Eastern Xiangxi Miao people of China

   中國
東湘西苗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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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香堂族禱告。求主帶領他

們，無論老少都體會到自己需

要一位救主，並開始尋找這位

早已認識他們，並且一心一意

愛著他們的主。 

•  為定居於香堂族附近的中國基

督徒禱告。求主在他們心中賜

下憐憫和勇氣，把耶穌基督的

救恩告訴香堂人。

•	 	求主在香堂族中，建立不斷倍

增的教會禱告。餵養初信的基

督徒，予以門徒訓練，造就出

繼續分享福音的門徒。  

香堂族約有107,000人，大多住在雲

南省的西南部，他們從來沒有聽

過耶穌的名字，完全不知耶穌是誰。

香堂族務農，主食是玉米、蕎麥、豆腐

和蔬菜。許多年代悠久的風俗已經隨著

時間消失了，不過他們還是保持某些傳

統，比方說：敦請重要的賓客坐在最尊

榮的位子，即爐火後方；一般的客人則

坐在門邊。另有一個古老的習俗，就是

買新娘，新郎必須在婚前給女方一些銀

幣，或同意為新娘家工作三年，做為娶

她的聘禮。

雖然住在偏遠的地區，香堂人對自己的

文化和信仰，仍然牢牢的緊握不放。在

這種農村地帶，他們祭祀祖先，也對各

類神靈所代表的迷信深信不疑，包括善

靈和惡靈；此外，香堂人也敬拜大龍和

「山溝之神」，向他們禱告求助、祈福

以及尋求庇護。

現在香堂族遷往各大城市地區，早已順

應了周遭漢人的主流文化，而放棄自己

的宗教信仰，每當有人問他們有何信仰

時，大部份年輕的一代會這樣回答： 

「我相信自己。」

Xiangtang people of China

   中國

香堂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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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求主在里民族中，興起有心向自

己同胞傳福音的基督徒。願主教

導他們該如何以里民族可以明白

的方式分享福音，進而接受基督

為他們的救主。

•  為里民族禱告，求主幫助他們了

解，惟有祂才能滿足他們一切需

要，並在他們心中賜下對上帝的

渴慕。 

•	 	求主帶領里民人信步走進教堂，

或者無意間在廣播中收聽到國語

的福音節目，並遇到樂意跟他們

傳講福音的基督徒。

里民族安居在貴州西部的彝、苗

和布依等族群當中，人口約有

100,000，和其他少數民族一樣，他們亟

需認識耶穌。

他們自稱為「里」，與海南島的黎民或

雲南的俐米族不同。雖然他們說的是帶

著貴州方言的普通話（國語），穿著則

與附近漢人的服裝相同，但里民族視自

己為一支與他們截然不同的民族，他們

大多住在貴州的六枝、關嶺、晴隆、普

安、興仁、鎮寧和安龍等縣。

二十世紀末葉，政府官員試圖將他們歸

類到少數民族中的一支，並要求里民族

成為彝族的一部份，且獲里民族同意，

雖然至今連他們也不知道自己起源究竟

為何。

儘管周遭有些苗人已經相信基督，但大

多數里民族在屬靈上卻未覺醒，仍是失

喪的一群。和附近的族群一樣，里民族

相信鬼神， 也敬拜祖先，但大多里民人

卻宣稱自己完全沒有宗教信仰。

根據報導，里民族中有幾個基督徒散居

在貴州西部，1999年時，兩位里民族的

傳道人設法跟自己的族人傳福音，但成

效不彰，於是只好轉往附近的布依族，

結果約有三百人信主。

Limin people of China

   中國

里民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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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求主賜渴慕祂的心給草苗族。 

•  求主興起對草苗族有負擔的基

督徒，他們不但願意學習草苗

方言，也願帶著福音到不信主

的草苗村落，以各種他們可以

了解的方式向他們傳福音。

•	 	求主讓薩滿大遭挫敗，以致草

苗人回轉，尋求這位擁有更高

能力，樂意拯救他們的上帝。

散落在廣西、貴州與湖南三省交界

之間陡峭山坡上的古樸村莊，是

四圍鄰人熟知的「草苗族」，他們的人

口約有97,500，絕大多數都不曾聽過耶

穌的福音。

雖然以種族和歷史看，草苗人是苗族的

後裔，但因與侗族比鄰而居，致使原本

的文化深受影響，而有了極大的改變。

他們習慣說侗人的方言，許多村落也以

美得令人目眩神馳，巧得叫人歎為觀止

的鼓樓為榮，鼓樓是侗族的傳統建築，

一個凌空而立的八角形多層建物，每層

屋簷都向上揚起，頂樓設有一個多簷的

亭台。在類似農曆新年的特殊節慶裡，

幾個草苗村落的居民就會齊聚一堂，共

享美好時光。 

不過，草苗人的侗族鄰居並不視他們為

同類，而認為他們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

族群。事實上，侗人有個傳說，他們曾

經趕逐住在侗族中的草苗人，迫使草苗

人不得不建造自己的村莊。此後三年，

侗族村落年年歉收，侗人於是驚覺必是

自己的作為導致如此惡運，於是和草苗

人重修舊好，從此和平相處。

草苗人相信萬物皆有靈，他們敬拜各種

神靈，也祭拜祖先。他們相信村裏的薩

滿（巫師），會幫助他們以牲禮和各樣

儀式，使神靈息怒。他們活在恐懼中，

對創造他們的真神一無所知，對上帝渴

望他們認識祂也渾然不覺，更不知道祂

期待他們經歷到祂的大愛，而趕走所有

恐懼害怕。

Mjuniang people of China

   中國

草苗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求主帶領語言學家儘快地以村語

翻譯聖經，好讓村族能以自己的

母語聽福音。 

•  求主幫助村族基督徒大無畏地跟

親友傳講真理，並宣告基督裏的

盼望。

•	 	求主向村族彰顯祂自己，如此他

們就會開始尋求創造天地的主，

而不再相信受造的風水星象。

18 村族是一千年前，搬遷到海南島的

漢人和當地黎族的後裔。歷經幾

代的通婚之後，發展出一種屬於他們語

言、文化和族群的特色。今天，他們約

有89,500人，就是住在華南沿岸的熱帶

離島――位於海南省西岸昌化江流域的

村族。

村族從事農漁業，主要出產是稻米、椰

子、咖啡、腰果、橡膠、芒果和其他熱

帶水果。溫暖濕熱的氣候，使海南島形

成四季皆宜的耕種環境。

過去的村族十分貧困，所以沒有自己的

傳統服飾。他們說的「村語」，正是他

們所謂的「鄉談」，這種方言源自於漢

語，不過，他們也向其他少數民族借用

了許多字彙。

絕大多數的村人都很迷信，除了以風水

命盤幫助自己做決定之外，也有很多人

信奉中國的民間宗教和萬靈論。但，可

以確定的是，他們在田間辛勤勞苦，養

家活口之際，也活在屬靈全然黑暗之

中。

大約二十年前，一個香港宣教團隊將福

音帶給部份村族，少數幾位歡喜快樂地

接受了福音，也跟他們的親友分享這個

好消息。現在大約有兩百位村人信主，

但是仍有五分之四以上的村人還未聽過

福音。至今尚未有以村語翻譯的聖經或

福音材料。

Cun people of China

   中國

村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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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在墨西哥城中，現有的中國

教會禱告。願他們支持向社區

傳福音的工作。 

•  為墨西哥城裏的教會禱告，願

他們欣然接受大使命的挑戰，

向城裏的中國人傳福音，領人

歸主，使這個影響遍佈全球，

直到地極。

•	 	為墨西哥華裔禱告。願他們憬

悟到天父的愛，是毫不偏待，

永不改變，絕不終止的。 

在墨西哥，說普通話（國語）的華

裔，大約有70,000人，他們大多住

在墨西卡利和墨西哥兩個大城裏。正如在

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華裔在墨西哥的

歷史，不但漫長而且充滿了痛苦和辛酸。

因為華裔曾在1930年代初期到1960年之

間，飽嘗被驅逐之苦，就算日後可以回

去，但從一個自己所愛的地方被驅離的

悲痛，即使在數十年後的今日，仍記憶猶

新，被歧視的苦楚不曾稍減。

中國人初抵墨西哥後，很快就找到介紹

廉價勞工的仲介。由於他們刻苦耐勞、

勤儉持家、非常喜歡群聚，不久就在農

業和小型企業上大獲口碑，相當成功，

於是在墨西哥佔有一席之地。

墨西哥的中國城，又叫唐人街，大概是全

球最小的中國城了，主要是因為中國人早

已融入當地，到處都有中國人居住，而不

必局限在僅佔兩條街的中國城裏，因此他

們傳統的祖宗牌位處處可見，就像在街道

上，隨時可以看到墨西哥人所敬重的聖人

雕像一樣。正如許多國家，新移民的工時

總是很長，這就減少了他們融入社會和學

習當地語言的機會。                       

最近在墨西哥城裏，一個華人教會有開

拓教會的異象。近年來，墨西哥是中國

移民的熱門國家，重要的是，中文教會

的數目和中國移民的數目，正同步增加

中。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和新移民之間

已存在障礙必須拆毀，只有在基督裏，

這一切才會成真。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Chinese people of Mexico

   墨西哥

華裔          



代禱事項

•	 	感謝莊稼的主，近年在臘麻族區

設置了較完善的交通系統。求主

呼召華人或海外的基督徒來到如

此偏遠的村落，傳福音給他們。

•  為臘麻族離開偶像崇拜和求問鬼

神禱告。求主帶領他們轉向上

帝，祂是按著每一位臘麻人的名

字，一一認識他們的真神。

•	 	求主賜渴慕真理的心給臘麻人，

鼓勵他們敞開心胸接受愛他們的

主。

20 隱居在雲南和米央馬（緬甸）國境

邊界高山上的臘麻人，至今仍不

曾聽到相信耶穌，就能得著救恩的福

音。

大約有68,500名的臘麻人，住在海拔九

千英呎以上的山區，他們把自己的家蓋

在陡峭的山坡上，再用鐵鍊和繩索做成

橋樑，以便在老虎、豹和熊等野獸經常

出沒的重重密林間，連接各條路徑便於

通行。

正因為他們與世隔絕，臘麻人最基本的

信仰之一，是一種結合了自然崇拜、精

靈崇拜以及敬拜當地鬼神的宗教。他們

相信人類不僅有肉體，還有靈魂，死亡

只是身體死去，但靈魂依然活著，於是

靈魂離開了身體，成為鬼魂去到另一個

世界，因此葬禮儀式中的詩詞、歌唱

和舞蹈都在引導死者的靈魂前往祖靈的

家。此外，臘麻人也敬奉牲禮給當地的

神明，期盼神明祝福他們豐收，他們也

會徵詢薩滿（巫師）的意見，請薩滿協

助他們跟鬼神溝通，了解鬼神的旨意。

由於臘麻人尊榮長者，所以每逢新年， 

年輕人會以柴火為禮，表達他們對長輩

關心照顧，祝福他們衣食無虞的心願，

同時也會以碗盛米、酒、煙草、糖和茶

葉送給長輩，做為賀禮。

Lama people of China

   中國

臘麻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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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求主賜渴慕上帝的心給六盤水

苗族，帶領他們努力尋求祂，

直到找著。

•  求主興起對六盤水苗族有負擔

的基督徒，用他們可以明白的

方式，跟他們分享福音。 

•	 	為離家到外地去找工作的六盤

水苗族禱告，願他們聽到福

音，敞開心胸接受祂的愛，並

帶著福音返鄉，和親友鄰里分

享福音。

63,000位六盤水苗族，住在貴州西

部，雖然他們劃歸為苗族，不過他

們的苗族鄰居卻完全不把他們當作同胞

看待。他們的湘語和周圍的語言極為不

同，因此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該地區

有很多人轉向基督，而六盤水苗人卻仍

然因為與世隔絕，而滯留在沒有上帝的

黑暗中。

多年前，他們從湖南西部遷移到現在居

住的地方，他們在湖南時，說的是稱為

「湘」的方言。史學家們不確定為什麼

他們曾大舉西遷（當時只有三百左右的

苗人留在湖南老家），但受到激烈的迫

害後，整個苗人族群搬遷到其他地區是

常見的現象。

他們務農為生，雖然為了現今的經濟需

求，以及追尋更好的生活水準，迫使許

多年輕人搬進城裏尋找工作。由於深受

中國和共產黨文化的影響，很多年輕一

代的六盤水苗人，放棄了父母和先祖們

奉行不渝的萬靈論，而採信無神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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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panshui Miao people of China 

   中國
六盤水苗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求主在努努族中賜下渴慕上帝的

心，因此當福音的種子撒在努努

村莊裏的時候，就能落在沃土

上，發芽成長，結實累累，得著

救恩。

•  求主興起對努努族有負擔的基督

徒，鼓勵他們學習努努方言，用

努努族可以明白的方式，分享真

理。

•	 	為敬拜神靈的努努族禱告，願他

們看到這些儀式無效，轉而尋求

真神。求主恩待他們，當上帝的

愛呈現在他們面前時，就樂意展

開雙臂接受祂。

22 為了躲避壯族和漢人鄰居的迫害，

華南的努努族逃到廣西西部，怪

石嶙峋的山區中。他們在那片貧瘠的土

地上艱辛度日，至今仍不認識創造美麗

景緻的上帝。

努努族又稱為背隴瑤。他們說苗語，是

中國十一個布努族群中的一支。

人口有62,500的努努族，因水源缺乏，

生活十分艱困。他們居住的地區曾經常

有老虎、熊、鹿、野豬和小動物出沒，

所以男子以打獵養家糊口，婦女則在森

林中採集蔬菜和蘑菇為生。不過，時至

今日，獵物稀少、農耕困難，有些人必

須長途跋涉，才能找到最近的水源。

相信萬靈論的努努人，除了有祭拜祖先

的傳統，還供奉一個名為盤弧的神靈。

每年農曆十月十六日，他們都會舉辦一

個敬拜盤弧的盛大慶典，慶典期間，村

民著手進行一些類似鬼魔附身的儀式。 

目前沒有聽說在努努族中有基督徒，也

還未將聖經翻譯為努努語。他們辛勤勞

苦，卻貧窮困頓，又因畏懼鬼神加害，

終其一生，都不知道這位為他們付代價

而犧牲，可以賜他們自由的耶穌。

Nunu people of China

   中國

努努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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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邊緣化多年的革蒙人禱告，

願他們敞開心胸接受福音，並

且在基督裏找到自己真實的身

分。

•  為革蒙族周邊族群中的基督徒

禱告。願他們跨越文化和環境

的障礙，將福音帶給革蒙人。

•	 	為革蒙人得釋放禱告。願他們

早日掙脫從迷信和祭祖而來的

重擔與黑暗，取而代之的是尋

求、敬拜永生的上帝。 

革蒙族居住的村莊散布在華南貴州

省中部，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了。數百年前，為了捍衛自己的家園，

革蒙人奮力而戰時，他們掌握了當地的

大權。不過，現在他們已被邊緣化，也

不再握有任何權勢。壯麗秀美的貴州，

有著天鵝絨般的綠野、陡峭的群山，卻

也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一，革蒙則是

一個赤貧的族群。

中國政府將革蒙族劃歸為苗族或畲族，

但革蒙人拒絕這個身分認定，而渴望被

視為一個獨立的族群。他們說一種近似

革家話的苗語，穿傳統的服飾，保有自

己特有的風俗和節慶。每年十月，革蒙

族都會舉辦大型的鬥雞和鬥牛活動，活

動期間還設有以社區為主的盛宴。

他們沒有固定的宗教信仰，但是所有的

革蒙人都敬拜祖先。每一個家庭都設有

祭祀和禱告的神龕。革蒙人相信任何舉

止都可能會冒犯祖先，而嚴重的冒犯會

給全家帶來災難。

在57,000位革蒙人中，還不曾聽說有基

督徒。他們地處偏遠荒僻，有些鄰近的

族群雖有少數的基督徒，但大多數革蒙

人從來沒有聽過福音，也從未見過一個

基督徒。目前還沒有用他們的方言翻譯

聖經或福音材料。

Ga Mong people of China

   中國

革蒙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求主賜渴慕祂的心給楊黃人，為

他們開一條認識祂的道路。願楊

黃人受到渴慕真理的驅使，發現

以普通話（國語）發音的福音廣

播電台，或走進莫人的教會，甚

至在外地找到願意和他們分享好

消息的基督徒。 

•  求主開楊黃人的眼，幫助他們看

見祂就是真理，因此當他們有機

會聽到基督的真理時，就能展開

雙臂接受祂為救主。

•	 	求主興起對楊黃人有負擔的基督

徒，將他們容易了解的方式，把

福音帶給他們。

24 隱居在貴州南部重山間的楊黃族，

約有56,000人，他們不曾聽過耶

穌的名字。楊黃族的村莊坐落在其他族

群當中。因此，大多數的楊黃人能操兩

種甚至三種語言，漢語、布依以及自己

的方言。

楊黃族是稱為「騰」的毛南族和稱為 

「饒」的水族，通婚後的族群。因此，

儘管所有的楊黃人都說相同的方言，但

他們卻自稱為「騰」或「饒」。他們的

方言近似水族人和鄰近莫人的方言，據

說十九世紀末葉，宣教士進入莫人地區

傳福音，所以莫人當中有一些基督徒。

由於楊黃人的語言能力，加上周遭有莫

人的教會，所以他們可以經由廣播，或

當地的福音活動而聽到真理的好消息。

不過，楊黃人依然活在多神論和萬靈論

的黑暗中，他們不認識這位創造他們、

深愛他們的上帝。

楊黃人信奉各種神靈，認為牠們掌控人

的生命，必須多方取悅，才能確保自己

平安健康、成功發達。楊黃人相信若要

事事順利，就必須舉行獻牲祭、禮品給

神靈的儀式，否則就會遇害遭災，患病

甚至死亡。他們實在亟需認識這位可以

釋放他們的主。

Yanghuang people of China

   中國

楊黃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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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新平臘魯人敬拜這位獨一真

神禱告，願他們用自己的歌聲

和樂器宣揚上帝的威嚴、憐憫

和慈愛。

•  為新平臘魯人對基督有饑渴慕

義的心禱告，如此當他們一聽

真理的信息，就立刻展開雙臂

接受祂為救主。

•	 	求主興起更多工人，跟新平臘

魯人分享好消息，並在他們中

間開拓多間教會。 

人口超過50,000的新平臘魯族，住

在雲南省玉溪市郊區的哀牢山

中，因為地處偏遠，所以和耶穌基督的

福音完全隔絕。

官方認為他們是彝族的一支，但新平臘

魯人堅持自己與其他彝族全然不同，他

們大多定居於新平縣和鎮沅縣間，說著

一口和雲南南部臘魯人不同的方言。

雖然他們深受周遭少數民族的影響，但

新平臘魯人保有他們活潑的獨特文化，

在這當中，音樂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他們不但定期聚集歌唱，彈奏樂器，而

且每年農曆二月間，都會舉辦一個歌唱

比賽，得勝的男女歌手，被公認為是社

區中最理想的婚姻對象。

多神論的臘魯族敬拜各種神明、鬼魂、

神靈等等。他們相信一個人的個性會決

定死後成為「善靈」或「惡靈」。目

前，大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新平臘魯人

聽過福音，但僅僅百分之一的人相信基

督。

有一些福音材料，已經以他們的語言錄

製完成，鄰近少數民族的基督徒，也設

法跨越文化的障礙，向他們傳福音。經

過這些努力的結果是，大約有一百五十

人信主，並且成立了兩間教會，不過還

有更多新平臘魯人不曾聽過福音，仍待

努力。

Xinping Lalu people of China

   中國
新平臘魯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為在阿根廷的日裔基督徒禱告。

求主帶領他們開始熱忱地向親友

分享福音的好消息。

•  為阿根廷日裔禱告。願他們的心

因尋求真理而攪動，也願主耶穌

差派基督徒跟他們分享福音。

•	 	為阿根廷日裔禱告。求主幫助他

們認清罪需要赦免，而不是靠儀

式的事實，惟有藉著愛他們的救

主所流的寶血才能使他們得到赦

免。

26 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日本人

於二十世紀初期開始移民阿根

廷。大部份人都定居於像布宜諾斯艾利

斯這樣的城市，尋找洗衣店、咖啡館或

園藝方面的工作。二次大戰後，極多日

本人被南美洲的農業及經濟條件吸引，

而在1960和1970年代開始大舉進入阿根

廷。

目前住在阿根廷的日裔人口已超過

50,000，其中包括了11,000個日籍公民

及大約40,000的日裔阿根廷公民。他們

主要的語言是西班牙語和日語。

今天，在阿根廷社會的各階層中，日本

人隨處可見。在阿根廷出生的年輕日

裔，尤其知道力爭上游的道理；他們不

但在當地的學校受教育，也認同當地的

社會。在阿根廷的日本人，多數都已融

入當地的文化，和其他民族通婚的情形

比比皆是。

許多有日本血統的阿根廷公民聲稱自己

是天主徒。有些日裔則信奉佛教或神道

教――那是一種日本本土的信仰，著重

在潔淨禮儀或犯錯之後的淨化。只有百

分之一的阿根廷日裔是福音派的基督

徒。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Japanese people of Argentina

   阿根廷

日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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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求主賜渴慕認識祂的心給楊柳

臘魯人，因此在他們聽到福音

的時候，就能相信，而且接

受。

•  為已信主的楊柳臘魯人禱告，

求主興起他們勇敢地跟自己的

兄弟姐妹傳福音，進而建立教

會。

•	 	為所有誤信祖先的靈魂在地上

漫遊的楊柳臘魯人禱告，求主

帶領他們來到上帝面前，這位

上帝是「眼目遍察全地，要顯

大能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

（代下16：9）。也為終有一

天，他們會在萬民中歌頌、敬

拜至高上帝禱告。

中國政府正式認定，彝族是55個少

數民族中的一個族群。然而，彝

族是由許多小而不同的亞族群組成，絕

大多數的亞族群，從來不曾聽過福音，

楊柳臘魯人就是未得族群中的一個。

人口約有49,500的楊柳臘魯人，散居在

雲南中西部與緬甸交界的偏遠山區裏。

明清時代，為了躲避彝人和遷入的漢人

引發的戰事，他們移居於此。

楊柳臘魯人慶祝各種節日，其中有一個

叫「女孩節」，在這個特殊的節日裏，

婦女們歡歡喜喜地暫時放下日常的家

務，回到娘家，與父母團聚。

楊柳臘魯人住在一個有三個房間的木屋

裏，中間的是堂屋，兼作接待客人的客

廳、烹飪煮食的廚房以及吃飯的餐廳。

楊柳臘魯人一向祭祀祖先，相信人死

後，靈魂仍會留在地上四處遊蕩，而不

會去另一個世界。

大部份楊柳臘魯人從沒有機會聽到耶穌

是誰，他們當中沒有教會。目前也沒有

以他們的語言翻譯的聖經或福音材料。

不過，現在愈來愈多楊柳臘魯人不會說

母語，只會講普通話（國語）了。這意

味著，使用現有的中文福音材料，對他

們反而更容易了解。

Yangliu Lalu people of China

   中國
楊柳臘魯人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求主賜渴慕祂的心給連山壯族，

願主開路帶領他們認識祂。也為

聖經能翻譯成他們的語言禱告，

甚至錄製聖經供他們聆聽。

•  求主興起對連山壯族有負擔的基

督徒，願他們以族人容易了解的

方式傳福音。

•	 	為到外地找工作的連山壯人禱

告，求主帶領他們聽到福音，展

開雙臂接受祂的愛，然後帶著福

音返鄉，跟親人鄰里分享。

28 廣東省西北角，風景如畫的山區

中，住著人口約49,000的連山壯

族。他們非常需要福音。

壯族由數百個亞族群組成，連山壯族是

當中的一支。中國有二十九個省級行政

區（包括二十二個省，五個自治區和兩

個特別行政區），人口超過17,000,000

的壯族，就散布在其中十五個省份及地

區裏。這些亞族群說著彼此無法溝通了

解的語言。所以要向所有的壯族傳福

音，似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連山壯族的情況就是這樣。正當緊鄰的

廣西省有超過四萬個北壯人信主，而且

加入兩百五十個家庭教會之際，但廣東

連山壯族則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報告。

大部份連山壯族不是務農，就是在森林

中討生活，他們靠充沛的降雨量和潮濕

的天氣綠化大地。而石灰岩高山和湍急

的瀑布形成一幅如詩如畫的景致，然

而，連山壯族並不認識造物主，也不知

道祂有能力帶領他們脫離罪惡和神靈的

捆綁，使他們得自由。

目前有一本以連山壯族語錄製的聖經故

事輯，名為「生命之道」，不過多數連

山壯族仍透過各種禮儀祭拜祖先，有些

人則相信多神，敬拜諸靈，如樹木、岩

石、龍蛇、山和鳥等等。他們實在需要

釋放他們得自由的福音。

FPO

Lianshan Zhuang people of China

   中國的

連山壯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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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求主堅固八重山族的基督徒，

賜他們勇氣向自己的親友宣講

福音。 

•  求主使復興以雷霆萬鈞之勢，

臨到八重山群島，願福音穿越

語言、地域、宗教和文化的障

礙，向每一個村莊、家庭和人

心傳遞耶穌的好消息。

•	 	為已經在八重山群島展開事工

的基督徒禱告，求主賜智慧與

恩膏給他們；並求主興起更多

工人在這些島嶼中傳福音。

人口約48,000的八重山族是東南亞

人和日本人混血的後代，住在台

灣與日本之間的群島中。

就語言來說，各島有各島的語言，各村

有各村的方言，不過，今天年輕的一代

在成長的過程中，都說日語，而不用他

們父祖輩的方言。

過去，八重山族是揚帆遠渡，前往中國

大陸、日本和亞洲各大海港經商的商

人，但時至今日，他們大多務農為生。

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就是以家庭為

單位的活動，常可以看到全家人一起照

顧田地，獨自工作或休閒的八重山族十

分罕見。

和多數沒有宗教信仰的日本人不同。一

般人認為八重山族是佛教徒，但他們也

信奉各種神明、鬼魔和祖靈，還相信神

道，那是一種看不見的諸神，認為這類

神祇控管各種領域，包括神明和自然

界，所以在做任何一個決定之前，都要

先徵詢牠們的意見，才可放心行事。

儘管基督徒工人集中火力地在八重山族

中間開拓教會，但信主的人仍然不多。

大多數的八重山人需要了解，基督有釋

放他們脫離罪惡和鬼魔捆綁的能力。

Yaeyama people of Japan

   日本

八重山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懇求莊稼的主，興起對東南羅羅

坡人有負擔的工人，去到他們中

間，幫助他們信靠耶穌基督，得

到救贖。

•  求聖靈幫助東南羅羅坡族，看清

迷信的虛妄，進而轉向獨一的真

神。

•	 	求主釋放東南羅羅坡人早日脫離

祭祖的捆綁，那是撒旦的技倆，

企圖使他們自絕於耶穌基督之

外，無法與主建立關係，也得不

著自由。 

30 除了分布在雲南省東南，並延伸到

越南的東南羅羅坡族，是一個亟

需福音拯救的族群。中國政府將他們歸

劃為彝族中的一支，但他們喜歡自稱為

東南羅羅坡族。人口約有47,000，使用

的方言和中國境內其他的羅羅坡族完全

不同。

東南羅羅坡族相當迷信，他們相信多

神，也祭拜祖先。舉例來說，每當有人

辭世，逝者的女婿會在肩上背著一個裝

著布球的袋子，家人則在一旁「跳大

神」，這個儀式意在幫助逝者的靈魂找

到祖先安息之處。每一戶人家的後牆

上，都設有供奉家神的神龕，而左邊是

廚房，裏面立著祖先的牌位。

家中最年長的成員有兩大責任，一是負

責照護神龕，二是主持各類儀式，帶領

家人行禮如儀，尊榮祖先。此外，他們

還敬奉兩個神祇，相信他們創造了世

界，一個是創造宇宙和人類的「開到」

，另一個是「米到」，統管全地，並看

顧他們這個族群。

目前在東南羅羅坡族中，沒有看到基督

徒或教會，也沒有任何以他們的語言發

行的福音書籍，或是影音材料。由於他

們日益融入周邊的漢人，所以文化和語

言的特色正在急速衰退中。即使他們說

普通話（國語）的能力，有助於增添他

們聽到福音的機會，可是他們仍然活在

黑暗昏昧之中。

Southeastern Lolo people of China

   中國東南

羅羅坡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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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錯那門巴族有饑渴慕義的心

禱告，求主讓他們想了解基督

救恩的信息。 

•  求主賜給錯那門巴族各種聽到

福音的機會，不論是從短波廣

播，或是附近的基督徒工人，

甚至其他的方式。

•	 	求主在錯那門巴族中建立教

會，並且攔阻撒但不再在他們

當中設立營壘。

住在不丹和印度交界以北的錯那門

巴族，人口約42,000，非常需要

基督拯救的大能臨到他們。

由於地緣特殊，加上政府控制，錯那門

巴族是中國境內，最少接觸到福音的一

支族群。大約三百年前，他們翻越喜馬

拉雅山搬遷到此，直到1949年，淪為藏

民壓迫下的農民。今天，他們主要的大

本營是西藏錯那縣內及其周邊地區，當

地對外國人的進出，限制得相當嚴格。

大約有百分之九十八的錯那門巴族，從

來不曾聽過福音，所以在當地也沒有看

到基督徒。

門巴族是中國官方認可下最小的一支

少數民族。可靠消息指出，大約還有

180,000說錯那門巴語的人，住在東不丹

與印度，那就是蒼拉人。

門巴族是目前在中國惟一實施水葬的族

群。這個習俗是將死者的大體切成一百

零八塊，然後投入河裏，任其漂流。

門巴族雖是典型的藏傳佛教信徒，但他

們的宗教習俗也因混合了多神觀念，和

薩滿教的儀式。他們宰殺牛隻、馬匹企

圖取悅鬼神，相信鬼神是一切疾病災害

的根源。

在不丹，錯那門巴族可以收聽一些福音

短波廣播電台，也能夠聽得懂，但是他

們畢竟是因為地域、政治和異教風俗而

與耶穌的好消息隔絕的族群。

Cona Monba people of China 

   中國
錯那門巴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為土族認識這位從歲首到年終都

愛他們的主禱告，這位上帝渴望

一次就洗淨他們一切的罪。

•  為上帝呼召附近教會的基督徒，

向土族傳福音禱告。   

•	 	求主打開土族的心，敞開心胸接

受福音。

32 縱觀他們長達1,300年的歷史，不難

發現土族的一生，都活在對基督

的好消息一無所知的黑暗中。

這支住在雲南省中西部的族群，雖自稱

為土，但和青海土族不同。雲南土族人

口超過41,000。官方認為他們是彝族的

一部份，土族原本定居於雲南祥雲縣，

後來才分布到別的縣份。

土族常常因特殊的節慶而相聚，比方

說：虎舞節，這個節慶提供他們一個休

閒的機會，不但可以忘掉生活的艱辛，

還可和親朋好友共話家常。

土族信奉多神論、萬靈論和祖先崇拜，

他們也參與一年一度的潔淨儀式，試圖

將前一年的的罪污一次洗淨。

附近的漢人和白族中都有基督教教會，

但土族極少接觸到福音，在他們的族群

中，只有少數幾個基督徒。

FPO

Tusu people of China

   中國

土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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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洗期麻族能與中文聖經、錄

音製品、基督徒和其他資源接

觸禱告，這樣他們就有機會聽

到福音。 

•  為這個被人遺忘的族群禱告。

求主帶領洗期麻族認識這位創

造他們、眷顧他們、深愛他

們，也期望他們屬於祂的上

帝。 

•	 	懇求莊稼的主差派說普通話 

（國語）的基督徒，去到洗期

麻族中，跟他們分享耶穌的好

消息。

雲南西南的雲縣裏，有一支洗期麻

族，人口約40,000，是彝族裡最

融入漢族文化，也是沒有接觸到福音的

一個亞族群。

十八世紀以來，洗期麻族的文化和語

言，漸漸被居主導地位的漢族吞沒了，

只有一些特定的舞蹈、節慶和宗教儀式

仍然向世人宣告，他們是一個獨特的族

群。所說的語言已經瀕臨失傳，因為只

有少數幾位長者會說這種方言，比較年

輕的族人全都說普通話（國語）了。

說到被漢人影響，他們連祭祖的方式都

與漢人十分近似，雖然有些人也採納道

教的禮儀，不過，基本上大多洗期麻人

都沒有宗教信仰。

即使聖經和許多錄音製品、屬靈書刊都

以中文發行，但在說普通話（國語）的

洗期麻族中，並沒有發現信主的人或教

會，他們，仍在福音之外。

Xijima People of China

   中國

洗期麻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為改積族找到自己的身分禱告，

不是靠周圍的文化和族群，而是

單單在基督裏知道自己是誰。  

•  求主賜機會給每一位改積人，讓

他們聽到關於耶穌慈愛、釘死、

復活和救贖大能的故事。

•	 	求主差派基督徒工人去到改積族

當中，傳講這位深愛他們的基

督，並收取服事他們的果實。

34 住在雲南，人口約40,000的改積

族，幾乎不為人所知，即使是周

遭的人，也不見得知道他們。但上帝從

來沒有遺忘這個族群，渴望他們來認識

祂。

身為彝族裏的一支亞族群，雲縣的改積

族幾乎已完全融入漢人的生活，而且從

來沒有納入任何一份中國民族語言的列

表之中。年輕的孩子已經不再承襲族

裏，以口代代相傳的習俗和故事，因

此，改積族對自己的過往歷史所知極為

有限。

改積族傳統的婚禮儀式，包括新郎新娘

擇吉攜手走入樹林，合力砍伐柴火，然

後由新娘背著柴回到夫家，接連服侍公

婆兩天。隨後，新人一起造訪新娘的

家，這時新郎去挑水，要設法使水桶平

衡，桶裏的水不能灑出來，才算合格。

通過考驗過後，新人再度回到夫家，這

時他們才被認為是已婚的夫婦。

有些跡象顯示他們曾經拜過祖先，相信

道教和泛靈論，但如今，愈來愈多改積

族沒有宗教信仰，和他們的漢人鄰居一

樣。

目前在說普通話（國語）的改積族當

中，雖然有豐富的資源可供使用，卻沒

有傳福音的活動。因此，他們仍然對耶

穌基督裏的愛與希望一無所知。

Gaiji people of China

   中國

改積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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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戛叟族禱告，求主幫助他們

了解造物主的真實故事，並明

白如何藉著基督，得到祂已提

供的救贖和自由。 

•  求主預備戛叟族的心，因此當

他們聽到福音的時候，就能接

受救贖的信息。  

•	 	為福音的信息能以戛叟族語言

傳揚禱告。

有些戛叟人相信他們的祖先敬拜一

位無所不能、高於一切的上帝，

但是後來和祂失去了聯繫。

今天，住在雲南東南的戛叟族，人口約

有40,000，除了敬奉祖先和神靈，也設

法討好來騷擾他們的惡靈。

儘管戛叟族的文化和語言相當獨特，卻

已劃歸屬於彝族。早期可能和孟烏同屬

一個族群，但經過幾個世紀之後，他們

各自發展出兩個不同的族群，都有自己

獨特語言和文化。

戛叟族相信古時候，在南遷到現居的廣

南縣之前，他們住在雲南中部的滇池

邊，因此，每當戛叟族中有人過世，殯

葬過程都包括將逝者的靈魂送回滇池池

畔的儀式，他們相信這段路途，就是幾

世紀前搬遷的路徑。

目前，在戛叟族中沒有基督徒，倒是在

廣南縣裏有幾位。顯然，戛叟族對基督

可以幫助他們回到那位曾經敬拜、無所

不能的上帝面前，仍然一無所知。

Jiasou people of China

   中國

戛叟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求主賜渴慕的心給中聶蘇族，而

且是單單地渴慕祂。

•  求主興起對中聶蘇族有負擔的基

督徒，鼓勵他們向中聶蘇族傳福

音，告訴族人這位獨一的上帝愛

他們，渴望與他們建立美好的關

係。 

•	 	求主挪去中聶蘇族的屬靈瞎盲，

幫助他們睜眼看見上帝對他們的

愛。 

36 許多少數民族遍佈在中國西南部雲

南省的山區裏，人口約37,000的

中聶蘇族就是其中之一，由於他們住得

過於偏遠，以致前來傳福音的人不多。

附近的少數民族也不曾接觸到福音，而

與世隔絕的中聶蘇族，聽到上帝大愛的

機會就更渺茫了。

依照中聶蘇族的文化，一對男女直到有

了孩子，婚姻關係才算正式成立。女孩

長到十六歲的時候，父母會在家裡給她

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女孩就可以邀請

男朋友來訪。在孩子出生前，這對年

輕男女可以折斷一根棍子做為分手的象

徵。不過第一個孩子出世後，婚姻關係

從此緊密，不得撤消，而且夫婦可以自

由地搬到自己喜歡的地方。

中聶蘇族敬拜許多神明和鬼魂：有些很

仁慈，大多數卻極為恐怖。因此，他們

始終住在恐懼中，為了趨吉避凶，總在

試圖安撫神明和鬼魂。

雖然已經以他們的語言錄製了一些聖經

故事，和「耶穌傳」影片，但絕大多數

的中聶蘇人卻從來沒有聽過福音。他們

亟需認識這位可以幫助他們脫離恐懼和

罪惡的上帝。

Central Niesu people of China

   中國

中聶蘇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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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求主興起外地的基督徒，為了

福音願意前往鄂族地區，住在

他們當中，學習他們的語言。

•  求主在鄂族文化中，建立與福

音有關的連結，以致於日後有

人向他們傳講福音的時候， 他

們就會明白福音的真理，而轉

向耶穌，得到救恩。

•	 	為住在附近族群中的鄂人禱

告，願他們在異文化中看到福

音，心有所感，而願意把福音

帶回自己的家鄉。

男男女女辛勤工作，卻沒有聖經，

沒有主日，沒有禱告，也沒有讚

美詩。他們有領袖，卻沒有公平正義；

有家，卻沒有平安；有婚姻，卻沒有聖

潔的婚姻關係；青年男女沒有理想，也

沒有熱情；兒童沒有純潔，沒有天真； 

母親沒有智慧，無法自制；窮人不得安

慰，沒有憐憫；病人得不到醫治，也沒

有人細心照護；痛苦和罪行沒有解藥；

最令人心碎的是，這些人到死也不認識

基督。」 

以上這段話，是法國醫療宣教士金純仁

醫生（Dr. Whitfield Guiness）說的。二

十世紀初，金醫生來到中國時，廣西壯

族自治區的鄂族已有36,500人，不曾聽

到福音。許多年後的今天，他們仍然沒

有聽到福音。 

由於在他們當中沒有基督徒，鄂族就被

界定為典型的「未得之民」。他們盤踞

之處，僅佔十九個村落，全都位於長久

以來被人視為「文化和信仰熔爐」的廣

西北部，儘管苗族和仫佬族與他們比鄰

而居，然而一直以來，鄂族對融入這兩

族的文化和宗教，始終不感興趣。

雖然有些鄂人什麼也不信，不過一般說

來，大部份族人都敬拜泛靈和多神，也

祭祀祖先。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鄂族語

言的聖經及「耶穌傳」影片，也沒有福

音廣播節目或可供收聽的錄音帶、CD

等，所以鄂族人最大的需要是， 以他們

自己的母語聽到福音。

E people of China

   中國

鄂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求主賜渴慕祂的心給爾蘇族，以

致於當有人向他們傳講好消息

時，他們就會敞開心胸接受。

•  求主興起基督徒語言學家，用爾

蘇族的母語將好消息帶給他們。

•	 	求主帶領基督徒在爾蘇族生活的

七個縣份裡建立教會，恩待他們

在基督裏找到自己的新身分，而

不是加入另一種文化。 

38 人口有36,500的爾蘇族分佈在四川

南部的七個縣份裏，他們從來沒

有聽過耶穌的名字，遑論福音了。

爾蘇族認為他們相信藏傳佛教，但其實

他們大多是有名無實而已。因為在他們

當中，並無寺廟，只有幾個和尚，主要

是協助喪葬事宜。如果要有祭祀儀式，

通常都在家裡舉行。

有一份稀有象形文字的真跡， 曾經使許

多語言學者對它的起源備感困惑。很多

人對爾蘇語言十分有興趣，它由三種方

言組成，彼此有極大的不同。

即使他們的語言、文化很獨特，爾蘇族

卻沒有保留下來，反倒是受到周邊少數

民族的影響極大，住在西藏人中間，就

自稱西藏人，與傈僳族為伍，就自認是

傈僳族。

二十世紀初期，有些基督徒來到鄰近的

少數民族間傳福音，但爾蘇族卻完全沒

有記錄。事實上，在爾蘇族沒有任何教

會，所以他們不可能聽過福音。儘管外

人對他們的語言很感興趣，卻無人向爾

蘇族作見證，傳講好消息。

Ersu people of China

   中國

爾蘇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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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四川蒙古人禱告。求主恩待

他們體會到自己需要一位救

主，而呼求主耶穌，以致在主

裏找到真正的家。 

•  為周遭近文化的基督徒禱告。

求主幫助他們意識到聖靈的召

喚， 在千辛萬苦中，堅忍不拔

地把耶穌的真理與亮光帶到蒙

古族。

•	 	為四川蒙古人開始建立不斷倍

增的教會禱告，深願他們高聲

讚美這位獨一的真神。

四川省西南部的交通非常不便，當

地的柏油路很少。因此，福音就

很難傳到住著35,000多名蒙古人的偏遠

村落。前往這些村落的綿延小路十分陡

峭，沿途怪石嶙峋，一路上滿是泥土， 

他們就用這種泥土來蓋房子。 

四川蒙古人務農，他們窮困到無法擁有

任何一種車子，只能靠雙腳徒步。他們

用自己語言自稱「納子」，普通話（國

語）的意思是「蒙古族」，並以歷代的

傳統為榮，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祖先隸

屬於元世祖忽必烈大軍，在幾世紀前，

這隊軍旅曾大克當地居民，征服了整個

四川地區。

今天，當地文化與語言的影響已經開始

超越蒙古人的影響力，漸漸把他們帶入

主流的漢人社會。即使很多蒙古人不再

說自己的母語，不再穿著代表族群的傳

統服裝，但是他們始終堅定地承認自

己是蒙古人。就算認識蒙古文字的人不

多，不過蒙古文和中文在這個地區依然

同時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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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死者的亡魂送回他們

遙遠的原鄉內蒙古去。絕大多數的四川

蒙古人從未聽過耶穌的名字。

Sichuan Mongol people of China

   中國四川

蒙古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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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求主賜渴慕認識祂的心，給所

有木老家族的人。 

•  求主引導基督徒、聖經和普通

話（國語）的福音廣播進入木

老家族，好讓他們聽得懂好消

息。求主給他們的夢想和異象

都指向真理，所以當他們聽到

福音時，就會快跑奔向祂。

•	 	求主興起對木老家族有負擔的

基督徒，以他們容易理解的方

式傳講福音。 

險惡的地形、政府的限制和許多障

礙，造成貴州東部35,000名木老

家族沒有機會聽到福音。

世人對木老家族的認識極為有限，他們

和廣西省的仫佬族不同，不能混為一

談。木老家的村莊位於形勢陡峭的貴州

山區――和苗族、漢族共處於麻江、凱

里、黃平、都勻與甕安等縣之間。鄰居

常稱他們為苗族，但遭木老家族斷然拒

絕，他們視自己為一支完全不同於苗的

族群。

原始的木老家族語已不可考，而且很多

部落也忘了自己的母語，現在都以普通

話（國語）溝通。他們採用當地漢族的

習俗，包括慶祝一些特定的節日。不過

他們仍保有一項獨特而聞名的製刀技

術。

當一對青年男女打算結婚的時候，父母

常會以牛隻的數目做為新娘聘禮議價的

標準。一戶人家擁有的牛隻愈多，族人

就會視他們為愈富有。木老家族敬奉各

種鬼神，包括米神、水神、樹神和森林

之神等等。婚禮、葬禮和其他重要的節

慶中，都要舉行複雜的儀式，為的是安

撫這些鬼神，以致於落入鬼魔的捆綁，

而無法脫身，木老家族迫切需要認識這

位渴望釋放他們的上帝。

Mulao Jia people of China

   中國

木老家族          



代禱事項

•	 	為撒聶族離開萬靈和月亮崇拜， 

轉向這位明亮的晨星――耶穌禱

告， 祂已經一一的認識他們，

也期盼他們能認識祂。

•  求主帶領一群基督徒回應聖靈的

呼召，願意獻上自己的生命，在

撒聶族中傳揚耶穌的福音。

•	 	求主挪去語言、文化和屬靈方面

的障礙，這樣教會就能在撒聶族

中成長興旺。

41 人口超過33,000的撒聶族，被附近

的漢人稱為白彝或白倮倮。他們

大多不知道耶穌的福音，就算知道，人

數也相當少。

撒聶族定居於雲南省會昆明附近的西

山、富民、安寧等縣份。他們保留自己

的族群特點，以別於同一地區其他的彝

族。雖然會說撒聶方言的人愈來愈少， 

但仍然跟孩子講自己的母語的家庭不在

少數。這些務農的百姓以好客和種植美

味的蘋果聞名。

將近一百年前，曾經有宣教事工在此地

展開，不過撒聶族卻沒有把握機會相信

耶穌。直到今日，基督徒還是沒有把注

意力放在這個未得之民身上，以致於他

們依舊活在黑暗和恐懼邪靈為害的陰影

中。

撒聶族信奉中國人的民間宗教，那是一

種混合了佛教、道教和祖先崇拜的信

仰。全年有許多節慶，日期都以陰曆為

準。每逢節慶，他們都會供奉簡單的牲

品，還有燒香、拜月等儀式，老年婦人

常常對月吟唱，頌讚月亮是「溫柔而且

帶著一身清新的露水，祝福著大地的夜

間使者」。

Sanie people of China

   中國

撒聶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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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保諾族渴望認識主耶穌禱

告，以致於當福音進入這個族

群時，他們就能敞開心胸接受

基督為他們的救主。

•  為上帝興起對保諾族有異象的

基督徒禱告。求主帶領他們以

保諾族最能瞭解的方式，分享

福音，領他們信主。

•	 	為保諾族語聖經能順利翻譯成

功禱告。並求主在他們的村落

中不斷的建立教會，好讓保諾

人都有機會認識主耶穌。

保諾族世居於貴州南部和廣西北

部壯族自治區的邊界，人口約

32,500，由於地處偏遠，大部份保諾人

從來沒有聽過信基督有永生的福音。相

傳他們曾經是食人族，專吃死人的屍

體。但有一次，他們正要吃一個小男

孩的媽媽時，經小男孩苦苦哀求方才住

手，從此，他們不再吃人，而是在葬禮

後，開始有宰牛解饑的習俗。

就種族來說，保諾族屬瑤族，但他們說

苗語，這種語言被歸類為十一種布努族

方言中的一種。然而保諾人和其他說布

努語和瑤族語言的人，並不能溝通。

保諾族就是一般人所知的「白褲族」或

「白褲瑤」。傳說鄰近有個部落的酋長

出兵，企圖掃蕩保諾族，保諾族不敵，

只能節節敗退，坐困高山，就在此千鈞

一髮之際，有位老者指示他們從山崖

平安而下，保諾族王大喜過望，拍膝叫

好，不料竟留下斑斑血跡在破舊的褲子

上。後來他在戰場上受傷而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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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他

們有趣的風俗和精妙的臘染。據悉有一

小群保諾族已經相信基督，並以他們的

語言錄製了福音材料，供族人收聽，不

過絕大多數的保諾族仍停留在黑暗中，

繼續祭祀他們的祖先，取悅控制他們的

邪靈。

Baonuo people of China 

   中國

保諾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代禱事項

•	 	為咪哩族能以他們容易了解的方

式聽到福音禱告。

•  求主興起對咪哩族有負擔的基督

徒，為主基督向他們傳福音。

•	 	求主恩待咪哩族，渴慕認識這位

深愛他們，已為他們付上生命代

價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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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 People of China

   中國

咪哩族          

地圖承「世界概況2014年版」提供，特此致謝。

分布在雲南中部山區四個縣份裏的

咪哩族，人口約有30,500，活在

完全不知道上帝大愛的黑暗中。

咪哩族已被官方劃歸為彝族的一部份，

不過由於他們語言的複雜性和差異性，

以致和其他西彝族群溝通困難。正因為

他們語言難懂、文化特殊、衣飾獨特，

而且歷史有別於其他族群，所以鄰近的

少數民族視咪哩族為與他們全然不同的

族群。

從喪葬的儀式就可一窺咪哩族文化獨特

於一二。入殮之前，逝者的兒子和孫子

輪流對著他的口吹氣，然後放一塊包著

米、茶葉和錢幣的紅布於逝者口裏。這

個儀式旨在尊榮逝者，而置於口中的禮

物，則是滋潤其靈魂，並支付來生所有

的需用。

咪哩族的信仰是多神和泛靈的混合體，

直到1950年代，凡事都要徵詢薩滿（巫

師）的意見。據說他們覺得要和自然界

有著極親密的關係，就得努力保持心靈

的平衡。

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曾經有宣教士接觸

過咪哩族。他們以及附近的少數民族，

都處於和救主完全隔絕的狀態，而這位

救主，一心想救拔他們脫離罪惡和畏懼

邪靈的捆綁。



怎樣取得禱告資訊?
請到http://imbresources.org/，索取中文禱告日誌、東亞尚未接觸的未得族群、未得

城市、海外華人，以及更多關心東亞人的禱告小冊。

所有的資訊也可在eastasianpeoples.imb.org下載，或前往EA Connect App參閱免費的app。

有任何問題，或願為本小冊中的某些族群守望禱告，歡迎來信：eaprayer@pobox.com

http://bit.ly/19iL2rF http://bit.ly/18eI1IN http://bit.ly/18eHKp3

EA Connect App (免費)



請到我們的網站http://eastasianpeoples.imb.org， 
訂閱「東亞人通訊」，或下載免費的app，就可按月
看到新的禱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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