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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 马太福音 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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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的一群年轻艺术家能做些什么来帮助
把宣教士送到最有需要的地方？
如果把我们对绘画的热爱和在主耶稣里的信心结合起来，会怎么样？

以前我们从不知道可以藉着热情和专业技能来推动宣教意识！在这一段无奈被
困在家里的时间，我们的教会鼓励并祝福我们尝试新事物。电子化宣教成为神
对我们的祷告之回应。 

 电子宣教是通过电子工具、资源和策略来分享福音。现在是利用技术和互联
网接触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的时候了。如今，神正在让年轻的信徒参与电子宣
教。我们利用数字艺术技能为最缺乏福音团体设计一本祈祷手册。

我们鼓励你为神的全球宣教使命使用你的天赋和才能。当我们对神说 “是” 的时
候，他带我们走得比我们想象的要远。

 我们邀请你和你的家人为世人认识耶稣的好消息而祷告！

—  ANDREW FENG, INDIGITOUS 美国主事, 和 NICK WU



谁是福音边缘群体？
福音边缘群体是按语言和文化分类的民族。他们是 “边缘”，因为只
有不到0.1%的人是基督徒。这意味着在他们的群体中，每1000人中
只有不到一个人以任何方式认同耶稣。

世界上大约有5,000个边缘民族群体， 而这份祷告指南展示了31个最
大的福音边缘群体。你的祷告将覆盖总共7亿人! 其中许多人是穆斯林
或印度教徒。据统计，他们一生中都不会遇到一个基督徒。由于基督
徒如此之少，福音边缘人民更需要宣教士。请为基督徒祷告，让他们
去帮助这些人民成为耶稣的跟随者!

给父母的
我们邀请你和你的家人为31个福音边缘群体祈祷。

首先，从人物的角度讲述故事。然后，一起为他们祷告三个祷告事
项。最后，扫描二维码，观看祈祷视频。

你的祈祷会带来最大的改变!



请注意以下几页中的这个进展表。该量表计算了福音派和信奉基督教
的人在人群中的百分比。

扫描下页的二维码，
去 prayercast.com 上
了解更多关于每个人 
群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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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表

未得之民
很少有福音派人士，也很少有认同为基督徒的人。几乎没有基督教历史
文化背景。福音边缘群体是未得之民的一个子集。 

最低限度接触
很少有福音派人士，但有相当数量的人自我认同为基督徒。

浅层接触
很少有福音派人士，但有很多人自我认同为基督徒。非常需要
灵性更新和对圣经信仰的承诺。

部分接触
福音派教徒的存在感不强。

显著接触
福音派教徒有很大的影响力。

进度表和祈祷项目参考了joshuaproject.net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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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图例

注：人民团体是按国家分类的。仅为近似
地理位置。

1 阿富汗塔           
吉克族

2 阿尔及利亚图
阿雷格族

3 谢克族

4 回族

5 哈萨克族

6 蒙古族

7 维吾尔族

8 安萨里族

9 巴尼亚族

10 婆罗门族

11 多比族

12 贾特族

13 卡普族

14 库姆哈尔族

15 昆比族

16 马赫拉塔族

17 奈族

18 拉杰普特族

19 泰利族

20 雅达夫族

21 马来族

22 摩洛哥族

23 若开族

24 富拉尼族

25 阿雷恩族

26 普什图族

27 沃洛夫族

28 土耳其族

29 乌兹别克族

30 阿拉伯人北也
门族

31 车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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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Jessica Tse

语言   

达里语 波斯语

地点
 阿富汗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10,831,000

阿富汗塔吉克人 

。我叫谢尔佐德，属于阿富汗的塔吉克族人  !(salaam alaikum) سالم علیکم
我做了两道美味的菜肴，一道叫奥什的米饭和一些扁食。奥什是我
最喜欢的菜肴之一。它里面有羊肉，不同的香料，以及辣椒和大蒜
等蔬菜。在我们的传统中，表示好客并且让客人到我家做客是一种
巨大的荣誉。我希望稍后过来的朋友们也能喜欢这两道菜!

祈祷事项 :

 求神恢复阿富汗的政治和平和稳定。

 求神呼召受过达里语培训的基督徒将福音带
给塔吉克人，并建立强大的地方教会。

 为生活在饥荒地区的人祈祷，使他们能够得
到救济资金。

0.01% 基督徒
祈祷广播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
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 马太福音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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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图阿雷格人 

语言 
阿拉伯语，阿尔及

利亚撒哈拉语 

地点 
阿尔及利亚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137,000

祈祷事项 :

 阿尔及利亚对基督教工作者不是很欢迎。为
宣教士祷告，让他们能够有创意地与图阿雷
格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分享福音。

 求圣灵软化穆斯林部落的心。祈求他们能够
接受福音。

 为为数不多的图阿雷格信徒祷告，让他们在
自己的社区中反映基督和福音。

你们好!我叫阿玛斯坦，今年9岁， 我是阿尔及利亚的图  !(ahlan‘) أهال
阿雷格人。我父亲和我正带着家里的驴子前往附近的水井，为我们
家带回来一些水。我最高兴的是和朋友们一起玩一个叫Melghas的
游戏。Melghas这个游戏需要大家先把自己藏起来。然后，另一个
人试图在他们到达井边喝水之前找到并标记他们。上次我们玩的时
候，我还没摸到井就被抓住了。这一次，我要跑过所有其他人，先
到达井边！

插图： Ben Tong

0.01% 基督徒
祈祷广播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
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 罗马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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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克族

祈祷事项 : 

 求主打开谢赫人们的心，让他们接受耶稣基
督的福音。

 求主让门徒训练运动在这十年内为谢赫族人
带来祝福

 求主差遣忠心的信徒到谢赫人那里，告诉他
们耶稣的事。

আসসালাম ুআলাইকমু (āsasālāmu ālā’ikuma)! 我叫哈迪拉，是一名谢赫
学校的老师。谢赫族人的职业非常多样化。我的许多表兄弟是乡下
的农民，而我的一些朋友是工匠和小贩。现在，许多谢赫人都跟上
了现代世界的步伐，我听说有些族人也是相当好的商人。虽然我们
分布广泛，从事着许多不同的工作，但我们都被真主团结在一起。
我相信，因着安拉的祝福，我们才能有不同的技能和才能，并取得
成功！

插图：
Becky Seo

语言 
孟加拉语

地点 
孟加拉国/南亚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125,776,000

0.00% 基督徒
祈祷广播

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惟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
— 列王纪上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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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Becky Seo

回族

祈祷事项 :

 求主使回族人渴望属灵的真理，使他们能够与
基督徒邻居一起寻求和找到基督。

 为中国信徒祷告，让他们尽全力向回族穆斯林
介绍耶稣基督。

 为门徒训练运动祷告，让它在回族人当中蓬勃
发展。

你好 (ni hao)! 我姓马，这是我心爱的孙子白。他长得真快!我们属于
中国的回族群体，作为逊尼派穆斯林，我们想表达对真主的虔诚。
现在小白已经10岁了，我们家决定带他一起参加每年一次的麦加朝
圣之旅。我很高兴地看到，小白对朝圣非常兴奋。
这个旅程。我们期待着我们在这次旅行中一起创造的所有回忆！

语言 
普通话

地点 
中国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13,917,000

0.01% 基督徒
祈祷广播

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
他们相近。
— 诗篇 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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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基督徒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
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 以弗所书 3:20

插图： 
Whitney Hii

哈萨克族

祈祷事项 :

 求主派遣长期的宣教士住在哈萨克人中间，
与他们分享基督的爱。

 求圣灵打开哈萨克人对基督徒的心，使他们
能够接受福音。

 求主在哈萨克人中兴起强大的地方教会。

Сәлеметсіз бе (sälemetsiz be)! 我叫英珠，属于中国的哈萨克族。我
民族以骑手和游牧而闻名，这意味着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
方，为牲畜寻找新鲜的牧场。几代人以来，我和我的家人一直在草
原上照顾着几十匹马。这匹马的名字叫仁珠，她对我来说非常特
别，因为她从出生起就一直陪伴着我。仁珠从不离开我身边，还帮
助我照顾新生的马匹和马驹。有时，我骑着她，让其他马匹自由驰
骋。仁寿和我是永远的朋友，她永远在我心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语言 
哈萨克

地点 
中国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1,887,000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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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基督徒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
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
丢弃你。
— 申命记 31:6

插图： 
Jessica Tse

蒙古族

祈祷事项 : 

 蒙古族基督徒的人数尚未经证实。为这些信徒祷
告，让他们能够与非信徒分享福音，并坚定他们的
信仰和对神的信任。

 祈求神帮助蒙古人度过严寒的冬天。求主让蒙古人
能够从神的爱和恩典中体验到属灵的温暖。

 许多蒙古人崇拜大自然的力量（例如月亮、星星、
太阳和河流）。祈求神能向蒙古人显明祂自己是唯
一的真神。

Сайн байна уу (san ban oh)! 我叫巴图，今年9岁。我已经为今年的那
达慕节准备好了弓和箭。这是蒙古人在夏天庆祝的一个节日。它有
三个主要项目：摔跤、赛马和射箭。这些也被称为 “男人的三个比
赛”。今年，我和我的朋友们将作为一个团队参加射箭比赛。尽管
我还是个小孩，但我将尽我所能击中尽可能多的目标！

语言 
蒙古语，周边地区

地点 
中国

宗教信仰 
佛教；自然崇拜

人口  
5,655,000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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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
的作为！
— 诗篇 105:1

插图：
Jessica Tse

维吾尔族

祈祷事项 :

 求主让汉族信徒能够带头，向维吾尔人展现基
督的怜悯。

 今天，有超过一百万的维吾尔人被拘留并被安
置在拘留营中。为保护这些营地中的维吾尔族
男子、妇女和儿童祷告。

 为维吾尔人祷告，让他们在痛苦中找到耶稣，
也让神利用这非常的痛苦来带领他们进入天
国。

我的名字叫梅里埃姆，来自维吾尔族。我 !(yakhshimusiz)خەيرلىك ئەتىگەن
生活在新疆，位于中国西部。我的家庭和其他维吾尔族家庭一样，
收割不同的资源，如棉花、葡萄、甜瓜和其他水果。我们住在一个
灌溉系统附近，灌溉系统使我们的农作物蓬勃发展。因此，我们的
农业产业规模很大，也很成功。我刚刚完成了收集来自附近葡萄农
场的葡萄。我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家给父母，帮助父母卖掉葡萄或把
它们酿成葡萄酒！

语言 
维吾尔族

地点 
中国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11,921,000

0.01%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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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
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 约翰1书

插图：
Samuel Chiu

安萨里族

祈祷事项 :

 求神差遣印度的耶稣信徒到他们的安萨里
邻居那里，与他们分享好消息。

 为这十年来在他们当中开展的门徒训练运
动祷告。

 为好的学校祈祷，以便安萨里的孩子能够
获得教育，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我是纳西拉，一个生活在印度北方邦的安萨里妇女。我 (halloo) !ہیلو
是一名女裁缝，在我社区内的大型纺织厂工作。我母亲和祖母在我
之前也是做的同样的工作。每天，我都用我的手摇纺织机制作丝质
的衣服，就像我现在穿的这一件！今天，我要和家人们一起下到农
村，为生活条件不太好的农民提供帮助。我有一个紧密的家庭，任
何时候，我们都喜欢帮助我们社区里的人!

语言 
乌尔都语

地点 
印度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逊尼派）

人口 
10,700,000

0.00%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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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
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
的。
— 罗马书 9:25

नमस्ते (namaste)! 我的名字叫艾莎娜，我是印度的一个巴尼亚香料商
人。我所有的香料都是我和家人自制的。你想要一些草药让你的茶
变得甜美，还是想要一些香料让你的汤变得辛辣？我们都有!我把我
的香料卖给当地的村民和邻居。有时，我也喜欢与邻近的村庄或商
人交易香料。那里的当地食材与我们在家里找到的食材不同。你永
远不知道你会找到什么样的调料!

巴尼亚族

祈祷事项 :

 为这些人的得救祷告，求神差遣几位基督信
徒到他们中间，满足他们的属灵和物质需
要。

 为他们的发展和识字计划祷告。

 为巴尼亚和凡尼亚社区的属灵饥渴祷告，让
他们能够归向基督。

插图：
Whitney Hii

语言 
印地语

地点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29,240,000

0.02%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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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
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
在我身上了。
— 马太福音 25:40

插图：
Becky Seo

婆罗门族

祈祷事项 :

 婆罗门被视为有知识和开明的人；为福音之光
祷告，让他们在印度获得基督的知识。

 为与婆罗门交好并分享其信仰的耶稣门徒祈求
智慧。

 求主让真神向这个社区彰显祂自己，并使用婆
罗门来宣扬和教导耶稣基督。

शुभ प्रभात (shubh prabhaat)。早上好，我是Ved。你想观察我进行这种崇拜仪
式吗？只有婆罗门族能够进行这种特殊的仪式，因为我们是唯一能够成为
祭司的种姓。外人能观察到这一点是非常荣幸的，因为我们只为更高种姓
的人举行印度教仪式。年轻一代的婆罗门不再寻求这种古老的做法，也很
少有人知道吠陀的知识。大多数人现在都想成为教育家、立法者、学者、
医生、政治家、计算机工程师等等。然而，作为一名年长的牧师，我希望
能传播我们的传统和知识的重要性。

语言 
印地语

地点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59,134,000

0.00%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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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 诗篇 67:3 多比族

祈祷事项 :

 由于他们的许多职业都没有生意了，请为多比人祈
祷，让他们在现代社会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新技能。

 祈祷多比人能够听到福音，并祈祷只有耶稣基督能
够洗净他们的罪孽。 

 求圣灵赐予多比人精神上的渴望，使他们在尝到并
看到主的好之前，不会感到满足。

नमस् े(namaste)! 我的名字叫Bhavna，我是印度多比人的一员。我的生活一
直围绕着水，因为我家人和邻居一生都是洗衣工和清洁工。当我还是个孩
子时，我会在洗衣池周围跑来跑去，在水里玩耍。母亲会抓住我，然后教
我晾晒和熨烫父亲洗过的衣服。现在我长大了，我想以各种方式帮父母挣
钱。最近，由于洗衣机的普及，顾客越来越少。我希望我可以在我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一直支持我的父母。

插图：
Becky Seo

语言 
印地语

地点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11,993,000

0.02%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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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
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 使徒行传 11:18

插图：
Samuel Chiu

贾特族

祈祷事项 :

 为基督徒医生、护士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者祷告，让他们有机会分享耶稣的爱。

  求主在贾特人中带出成长的教会，以荣耀
他的名。

 为教会和宣教组织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接
受领养和接触贾特人的挑战。

ਸਤ ਸ੍ਰਰੀ ਅਕਾਲ, (sata srī akāla), 我是Jumari， 是一个来自旁遮普的贾特妇女。现
在，我正在做这个Phulkari，即刺绣。我最喜欢的部分是这些小花，它们是
不是很好看？我从我母亲那里学会了如何刺绣，现在正在为我妹妹今年的
婚礼制作这个。这场婚礼总共会有100件这样的刺绣作品!我去年举行了自己
的婚礼，这就是为什么我戴着这个nathli，即鼻环。我所在社区的所有已婚
妇女都戴着这样的鼻环，有些甚至还有装饰用的珠子在上面。好了，说得
够多了，我得回去工作了!

语言 
旁遮普语、西语

地点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锡克教、

伊斯兰教

人口 
29,863,000

0.03%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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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
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 启示录 11:15

插图：Jessica Tse

卡普族

祈祷事项 :

 求主派遣印度信徒到卡普地区，告诉他们耶稣
基督的事。

 卡普人居住的村庄往往缺乏现代医学、电力和
清洁水。求主帮助，让耶稣基督满足卡普人的
精神和物质需要。

 印度教在卡普人中广泛流行。求神打开卡普人
的思想和心灵，让他们接受圣经的真理，并彰
显祂自己是唯一的真神。

నమస్కారం (namaskārām)!  我叫卡兰，这是我女儿安雅。我们属于印度
的卡普人群体。卡普的意思是农民或保护者，而这正是我的工作：
耕种和保护我的家人。许多卡普人曾经是军队的一员，但现在我们
大多是农民。我在去农场的路上，顺便送安雅去学校。她今年开始
读高中! 她要带很多书，我希望她没有忘记任何东西！

语言 
泰卢固语

地点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15,424,000

0.02%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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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
匠弄泥么？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
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 耶利米书 18:6

插图：
Whitney Hii

库姆哈尔族

祈祷事项 :

 为库姆哈尔社区的属灵渴望祷告，使他们
能够归向基督。

 求主让门徒训练运动在这十年中为库姆哈
尔人带来祝福。

 求主差遣信徒团队，帮助库姆哈尔人满足
他们的属灵和身体需要。

नमस् े(namaste)! 我叫米西卡，属于印度的库姆哈尔人。我的村庄专
门从事陶器制作。我们制作各种大大小小的罐子。在制壶过程中，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在我们制作的壶上添加颜色和绘制图案。现在，
我正在给一个小碗上色，那是我的一个兄弟今天早上做的。首先，
我让新鲜的粘土干燥，然后加入薄薄的底色，等底色干了以后，我
就可以加入圆圈、线条和漩涡作为装饰。这只碗将成为我创作的配
套套装的一部分!

语言 
印地语

地点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15,375,000

0.01%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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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
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
们总是不信。
— 哈巴谷书 1:5

插图：
Samuel Chiu

祈祷事项 :

 为昆比人的救赎祷告，求神派遣基督徒到他们
中间工作，满足他们的精神和物质需要。

 为昆比族基督徒祷告，让他们向自己的人民伸
出援手。

 为昆比族的男人和女人祈祷，使他们能够放弃
吸烟。

नमस् े(namaste), 我是Advik， 是一个来自古吉拉特邦的昆比人。现
在，我的村子正在为我们的传统果阿舞做准备。等一下，妇女们
将开始跳舞，而男人们将演奏这些ghumots，或鼓。表演这种舞蹈
是为了祈祷保护我们的家园和社区。在这个舞蹈中，我们也穿会
传统的衣服，男人和女人都穿着粉红色的衣服。粉红色的染料来自
manjistha植物，我们的很多衣服都是用的这种植物。哦，他们现
在在叫我，回头见。

昆比族

语言 
古吉拉特语

地点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18,499,000 0.05%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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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
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
— 诗篇 12:5

插图：
 Jessica Tse

马赫拉塔族

祈祷事项 :

 求主使马赫拉塔人能够找到希望，接受福音
的无偿恩泽。

 祈求神使马赫拉塔人远离对假偶像的崇拜。

 马赫拉塔人是农村上层阶级的一部分；大多
数家庭拥有土地并种植农作物。因此，他们
看不起不如他们的人。为马赫拉塔人祷告，
让他们能够经历神的爱和恩典。

 नमस् े(namaste)! 我的名字叫Grisma，是一名来自印度的马赫拉塔族
妇女。我在家里工作，在房子周围做各种杂事，而我丈夫则照顾家
里的奶牛。他用牲畜来帮助耕地和收割庄稼。早些时候，我在手洗
我们的衣服，就是用肥皂在衣服上摩擦，然后在一个水桶里冲洗衣
服。现在，我正在用明火煮粥，以便我丈夫回家后可以吃。我迫不
及待地想让这忙碌的一天结束。

语言 
马拉提语

地点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31,159,000

0.00%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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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
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 路加福音 12:7

插图：
Jessica Tse

奈族

祈祷事项 :

 为印度信徒祷告，让他们与奈族人建立友
谊，并向他们介绍救主。

 求主让门徒训练运动在这十年里祝福奈族
人。

 许多奈族人不知道如何阅读。为获得圣经的
音频材料祷告，求神带领奈族人收听他们语
言的基督教广播节目。

नमस् े(namaste)! 我叫阿希什，是印度奈族人的一员。奈族的意思是
理发师，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奈族人的工作。我的工作包括
理发、刮胡须，以及偶尔为婚礼做准备。给人理发可能看起来不
难，但却很有意义，因为我可以给人们一个新的外表。当看到人
们脸上的笑容时，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高兴和自豪。我希望这个
男孩会喜欢他的新发型!

语言 
印地语

地点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11,933,000

0.00%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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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 以弗所书 3:8

插图：
 Samuel Chiu

拉杰普特族

祈祷事项 :

 为拉杰普特社区祷告，让他们对耶稣的认识
和对耶稣的需要日益增长。

 求主赐予拉杰普特人精神上的饥渴，并满足
这种饥渴。

 求主使拉杰普特人能够理解成为神的王室成
员的价值。

 नमस् े(namaste), 我是 Mahendra.我是一个来自北方邦的拉杰普特
人。我们拉杰普特人是皇家血统的后裔，今天我们继续保持这些
荣誉传统。这是在婚礼和其他仪式上使用的礼仪用剑，这是每年
骆驼节的传统服装。我们社区的另一个重要传统是设计胡须!正如
你所看到的，我把我的胡须和胡子卷起来，就像我社区里的许多
男人一样。这只是我们保护和表达我们的文化的众多方式之一!

语言 
印地语

地点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45,611,000 0.02%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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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
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 约翰一书 4:16

插图：
Samuel Chiu

泰利族

祈祷事项 :

 求圣灵膏抹泰利社区领袖，带领他们为他们的
人民打开大门，让他们跟随耶稣 。

 求主使信徒能够将基督的祝福传给这个族群。

 求主兴起泰利族的信徒，让他们对其他人进行
门徒训练，并开始在这个民族中展开门徒训练
运动。

नमस् े(namaste),  你好，我是阿卡什。我是来自北方邦的泰利族农
民，现在我在家里的农场里。我们在这里种植了大片的芥末和其他
植物来提取植物油。我的家庭世代从事炼油生意，我们社区的许多
成员也是如此。现在我们正在攒钱买一台机械榨油机，这会让工作
更容易。

语言 
印地语

地点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18,839,000

0.02% 基督徒
祈祷广播

26      26      26      福音边缘群体   



於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
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 马太福音 9:37-38

插图：
Becky Seo

亚达夫族

祈祷事项 :

 为亚达夫人的救恩祷告，并为宣教士在他们
当中开拓新的事工祷告。

 为亚达夫人的识字和社区发展工作祷告。

 为结束童工的做法祷告，并为所有儿童，特别
是女孩，能够获得教育而祷告。

नमस् े(namaste)! 我叫戴维，这是我的大哥哥迪曼。他是我最好的朋
友，当我们一起工作时，永远不会感到无聊。虽然我们必须从早到
晚照顾牛群，但有时着也很有趣！在休息时，我们喜欢摔跤。休息
的时候，我们喜欢和表兄弟们摔跤，也经常唱歌跳舞。我们还喜欢
听叔叔阿姨给我们讲关于毗湿奴和克里希纳等神的故事。他们还教
我们如何定期向辛加吉祈祷，并送上黄油、未成熟的芒果和糖等祭
品，以保护我们的牛，生活还不算太糟，但有时我希望自己能像其
他孩子一样去上学，而不是在田里干活。

语言 
印地语

地点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58,642,000

0.01%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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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
— 诗篇 96:7

插图：
Whitney Hii

马来族

祈祷事项 :

 祈求掌管丰收的主派遣基督徒在每个马来群
体中工作。

 求圣灵赐予专注于马来人的宣教机构智慧和
恩惠。

 求神赐给少数马来信徒的胆量，让他们能够
向自己的人民分享基督。

嗨!我的名字叫 Azura（蓝色），这些是我的朋友，Jaya（绿色）和
NURIN（粉色）。我们是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前几天在放学回来的
路上，我和我的家人朋友找到了一些花、根和蕨类植物来种植，然
后我们就一直在照顾它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它们已经长得这么高
了！我们的人民在乡下非常重视农业，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植物可以
探索和收获。由于马来西亚的天气潮湿，我们能够种植各种水果和
蔬菜。我最喜欢的一些水果是榴莲、番石榴、山竹和红毛丹!

语言 
英语、马来语

地点 
马来西亚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13,192,000 0.10%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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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
起直传到万邦。
— 路加福音 24:47

插图：
Samuel Chiu

摩洛哥人

祈祷事项 :

 求圣灵软化摩洛哥阿拉伯人对基督徒的
心，使他们能够接受福音。

 求神呼召信仰坚定的代祷者团队，为摩洛
哥的阿拉伯人祷告。

 求神赐给摩洛哥的阿拉伯信徒勇气，与他
们的朋友和家人分享基督的爱。

我是伊利亚斯。我来自摩洛哥，现在我在家里的农，（萨拉姆） سالم
场里。我和父母、姐姐一起在这里工作，每天早上我负责给山羊挤
奶，我还负责看管鸡和绵羊。我喜欢照顾它们! 我戴着一顶叫做fez
的帽子，许多来自摩洛哥的男孩都戴着它。通常情况下，我不会穿
得这么花哨，但这件袍子是为节日而特别准备的。

语言 
阿拉伯语、

摩洛哥语口语

地点 
摩洛哥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24,221,000 0.09%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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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
的奇事。
— 历代志 16:24

插图： Whitney Hii

若开族

祈祷事项 :

 为若开族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够充分使用缅甸语圣经
作为书面学习材料。

 求主让若开语的福音材料（如视听材料、歌曲、传单
等）得以制作开发。

 为若开邦社区的属灵渴望祷告，使他们能够归向基
督。

ဟယ််လုို� (haallo)! 我们的名字是Kyine、Pemala和Yadana，我们属于缅甸的若
开族人。我们都在前往泼水节的路上。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日对我们来说意义
重大，因为它标志着新年的第一天!我们人民的一个长期传统是拿着thabyay
植物（热带植物的叶子）的枝条，用它们蘸着银碗里的香水洒向朋友和家
人。我们喜欢的另一个习俗是无尽的缅甸街头食品摊位，在节日里所有东西
都是免费的。这是对生命和重生的庆祝!

语言 
若开族，缅甸人

地点 
缅甸 (BURMA)

宗教信仰 
佛教

人口  
2,718,000

0.10%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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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
水充满洋海一般。
— 哈巴谷书 2:14

插图：
Whitney Hii

富拉尼人

祈祷事项 :

 为富拉尼族人中为数不多的基督徒祷告，希望他们能
够被派去当老师，帮助他们在信仰上建立良好的基
础。

 求主让他们找到彼此，以便一起团契，并让他们学会
在基督的灵的能力中生活，持续体验祂的果实。

 求主使富拉尼人能够充分照顾他们的家庭，并使他们
能够更好地应对21世纪快速变化的世界。

Sannu! 我的名字是迈穆纳（左），这是我的母亲纳比拉（右）。我们属于
尼日利亚的富拉尼族人。我们两个刚从一次短途旅行中回来，在那里我们
为部落里的孩子们送牛奶。我们旅行时，我和母亲戴着这些脸部标记，还
有这些特殊的牛奶碗，代表我们来自哪个部落。我们的部落分散在许多牧
场上，因为我们是半游牧民族，也就是说，我们要走很远的路去寻找物资
和住所，同时还要照顾牛和其他动物。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们下一步会
去哪里!

语言 
富拉语

地点 
尼日利亚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30,453,000

0.08%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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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
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 以赛亚书 9:2

插图：
Becky Seo

阿雷恩族

祈祷事项 :

 祈求全能的神带领忠心的信徒，将救恩的信息带给
巴基斯坦的阿雷恩人。

 为巴基斯坦的阿雷恩族人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尽快
在耶稣的道路上接受门徒训练。

 求主使人们在精神上对伊斯兰教感到不满足，愿意探
索耶稣基督的主张。

ਅਸੱਲਾਮ ੂਅਲੈਕੁਮ (asalāmū alaikuma)!  嘿，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帕维斯-拉姆戴，
我是巴基斯坦阿雷恩族的一员。我们来自一个卑微的农业种姓背景，但经
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发展起来并 成为立法者和政治家。我的父亲是一
名律师，我也跟着成为一名律师。有一天，我会让我未来的儿子在受教育
期间努力学习，因为我们阿雷恩人总是勤奋工作。现在，我得给一个客户
打电话。等会儿再联系。

语言 
旁遮普语、西语

地点 
巴基斯坦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9,830,000 0.00%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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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
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 但以理书 12:3

插图：
Jessica Tse

普什图人

祈祷事项 :

 信仰的最大障碍是社会和文化障碍。巴基斯坦的普什
图人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部落社会。为普什图
人祷告，让他们通过耶稣基督找到真正的希望和救
赎。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普什图人在跟随耶稣。福音的种子
已经广泛播撒。求圣灵加强和保护新信徒免受任何迫
害，使他们的生命能够为神作见证。

 为正在进行的圣经翻译工作祷告。

我是马赫扎拉，来自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妇女。我 !(salaam alaikum) سالم علیکم
穿上这身鲜艳的衣服是因为我正练习阿坦舞。这是普什图人在战争时期或
婚礼上表演的一种民间舞蹈，现在是民族舞蹈。男女舞者围成一圈，随着
鼓点的节奏拍打和转动。我很高兴能表演这个舞蹈，我希望大家也能喜欢
这个舞蹈 。

语言 
普什图语，北部

地点 
巴基斯坦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26,061,000

0.00%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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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
也要荣耀你的名。
— 诗篇 86:9

插图：
Samuel Chiu

沃洛夫族

祈祷事项 :

 为少数的沃洛夫信徒祷告，让他们有勇气和自己的
族人分享基督的爱，并在逼迫中保持坚强。

 求主给沃洛夫信徒机会，让他们与自己的百姓分享
基督的爱。

 求主在沃洛夫族中兴起强大的地方教会。

Salaam aleekum, 我是Fadia!我是一名生活在非洲塞内加尔的沃洛夫族妇女。
现在，我正在村里的广场上。所有的社区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比如跳舞和
摔跤比赛。在我的社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穿着，我喜欢穿花哨的衣服
和头饰。稍后，我会去市场为我的家人购买粮食。市场上的许多人都会穿
着正式的服装，因为服装是我们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

语言
WOLOF

地点
塞内加尔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6,331,500 0.01%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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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
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 ，看见我的荣
耀 。
— 以赛亚 66:18

插图：Whitney Hii

土耳其人

祈祷事项 :

 为教会和宣教组织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向土
耳其人传福音的挑战。

 求神赐给土耳其信徒和土耳其人中的主要领导人
胆量，与他们自己的人民分享福音。

 祈祷土耳其能够避免种族冲突（尤其是与库尔德
人的冲突）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复苏。

梅尔哈巴!我叫西拉赫，属于土耳其的土耳其人。我是一名地毯匠，意思是
说我纺纱，把五颜六色的绳结变成地毯，并绣上手工刺绣。地毯制作是我
的家族传统的一部分，已经有好几代了。我的母亲教我，她的母亲教她，
以此类推。我们的一个传统是使用大地的颜色，如如深绿色和棕色，还
有一些更丰富的颜色，如皇家紫色和红色。我手中的这块布是我最新的创
作！它可以做成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地毯或毛毯，或者是某种围巾。我
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语言 
沃洛夫

地点 
塞内加尔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56,199,000

0.01%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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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
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
人都悔改。
— 彼得后书 3:9

插图：
Samuel Chiu

乌兹别克族

祈祷事项 :

 求主使新的乌兹别克基督徒能够迅速理解神
的话语，并委身于当地的团契，在那里他们
能够找到力量。

 求神在所有这些国家的乌兹别克人中兴起强
大的地方教会。

 求主差遣更多的长期宣教人员，住在乌兹别
克人中间，与他们分享基督的爱。

萨洛姆!我是阿诺拉，这是我的朋友塔赫米娜。我们都是生活在乌兹
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妇女。我来自一个牧羊人的家庭。
在我的城市，牧羊是一个常见的职业。今天，我的孩子和孙子在我
年轻时工作的农场继续工作。现在，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社区里的
老年妇女在一起，我们喜欢坐在那里聊天，看着年轻的孩子在街上
玩耍。

语言 
土耳其

地点 
土耳其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35,857,000

0.02%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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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
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
— 以赛亚书 57:14

插图：
Whitney Hii

Arab Northern Yemeni

祈祷事项 :

 为萨纳尼阿拉伯语的书面圣经译本祷告。有一
些音频圣经资源，但沙特政府严格限制互联
网。

 为圣灵的感动祷告，让北也门人愿意接受耶稣
基督为主和救主，以便他们只依靠祂来获得救
赎。

 为在沙特阿拉伯的北也门人中开展门徒训练运
动祷告，使其能够扩展到也门的故乡。

我的名字叫马金，这是我的妻子，瑞玛。我们都属!（萨拉姆） سالم
于也门的北方阿拉伯人群体。我们几个月前刚结婚，此后一直幸福
地生活在一起。我们俩也是我家里唯一的基督徒。
我们两个人刚刚从一个秘密聚会回来，在那里我们唱着歌，向上帝
献上赞美。因为在也门，敬拜上帝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必须小心
翼翼地前往这些聚会。我希望有一天瑞玛和我能够与我们的家人和
社区自由地敬拜上帝。

语言 
乌兹别克语

地点 
乌兹别克斯坦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12,111,000

0.00%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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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回果子，每月都
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 启示录 22:2

插图：
Becky Seo

车臣族

祈祷事项 :

 为少数已知的车臣信徒的忍耐和保护祷告。

 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居住地区的政治稳定祷
告。

 求主拆除阻碍福音的障碍，使在车臣人中生
活和工作的基督徒传教士能够看到果实。

Салам (salam)! （萨拉姆）!我是萨拉姆，车臣军队的一名士兵。即
使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我总有时间来跳舞!我们跳舞是因为我们是一
个独立的国家!无论俄罗斯军队如何入侵，真主都会赐予我们自由!

我是乔夫卡，萨拉姆的妻子。这是一个很棒的日子，因为我可以
和我的丈夫一起跳舞。他总是在外面打仗，参加战斗，所以我每天
都向真主祈祷，希望他能安全回家。当我每天早上出去在田里工
作时，我都会担心我丈夫的情况。我只能祈祷并希望安拉继续保护
他，以便我们能够再次像这样一起跳舞。

语言 
阿拉伯语、萨纳尼

语、口语

地点 
也门

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人口 
1,454,000

0.01% 基督徒
祈祷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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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角色设计小组
Jessica Tse
艺术生 

Jessica正在 Azusa Pacific 大学完成她的教育硕士学位。她在疫情期间
开始探索数码艺术，并很高兴能用她的艺术来荣耀上帝。

Whitney Hii
艺术生
Whitney 在 Azusa Pacific 大学学习动画和视觉效果。她热爱和基督徒
艺术家们一起工作，为神的国发挥才干。

Becky Seo
艺术生
Becky 是艺术中心的一名插画学生。虽然她是角色设计的新手，但是她
很享受这种挑战。她希望利用她的天赋和热情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Samuel Chiu
艺术生
Samuel 是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大学的一名动画学生。他喜欢
服侍教会，并加深他设计相关的知识。他渴望看到上帝塑造他的艺术
作品和未来计划。

Ben Tong
艺术总监和导师 
Ben 是一位专业的角色设计师，曾在梦工厂TV工作过。 作为这本祈祷
手册的指导老师和艺术总监，他引导学生在艺术和属灵上成长。

Amanda Zuniga
顾问
Amanda 是一位妻子和母亲，也是Panda Express的设计经理。她看到
神通过这个艺术项目为自己带来荣耀，并期待着借此动员教会来进行
宣教。

Nick Wu
制作人
Nick是一名创意内容制作人，同时也是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神
学院的学生。他为动员年轻人使用上帝赐予的天赋和才能进行宣教而
感到振奋。

Andrew Feng
Indigitous， 美国主事 
喜欢想象新的方式，让人们在教会四面墙之外实现宣教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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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边缘群
体是谁?

洛杉矶的一群年轻艺术家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把宣
教士送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如果把我们对绘画的
热爱和在主耶稣里的信心结合起来，会怎么样？

我们邀请你和你的家人为世人认识耶稣的好消息
而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