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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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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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的一群年輕藝術家能做些什麽來幫助
把宣教士送到最有需要的地方？
 如果把我們對繪畫的熱愛和在主耶穌裏的信心結合起來，會怎麽樣？

 以前我們從不知道可以藉著熱情和專業技能來推動宣教意識！在這一段無奈被
困在家裏的時間，我們的教會鼓勵並祝福我們嘗試新事物。電子化宣教成為神
對我們的禱告之回應。

 電子宣教是通過電子工具、資源和策略來分享福音。現在是利用技術和互聯
網接觸那些不認識耶穌的人的時候了。如今，神正在讓年輕的信徒參與電子宣
教。我們利用數字藝術技能為最缺乏福音團體設計一本祈禱手冊。

我們鼓勵你為神的全球宣教使命使用你的天賦和才能。當我們對神說 “是 “的時
候，他帶我們走得比我們想象的要遠。

 我們邀請你和你的家人為世人認識耶穌的好消息而禱告！

—  ANDREW FENG, INDIGITOUS 美國主事, 和 NICK WU



誰是福音邊緣群體？
福音邊緣群體是按語言和文化分類的民族。他們是 “邊緣”，因為只
有不到0.1%的人是基督徒。這意味著在他們的群體中，每1000人中
只有不到一個人以任何方式認同耶穌 。

世界上大約有5,000個邊緣民族群體， 而這份禱告指南展示了31個最
大的福音邊緣群體。你的禱告將覆蓋總共7億人! 其中許多人是穆斯林
或印度教徒。據統計，他們一生中都不會遇到一個基督徒。由於基督
徒如此之少，福音邊緣人民更需要宣教士。請為基督徒禱告，讓他們
去幫助這些人民成為耶穌的跟隨者!

給父母的
我們邀請你和你的家人為31個福音邊緣群體祈禱。

首先，從人物的角度講述故事。然後，一起為他們禱告三個禱告事
項。最後，掃描二維碼，觀看祈禱視頻。

你的祈禱會帶來最大的改變!



請註意以下幾頁中的這個進展表。該量表計算了福音派和信奉基督教
的人在人群中的百分比。

掃描下頁的二維碼，
去prayercast.com 上
了解更多關於每個人
群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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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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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LOV

進度表

未得之民
很少有福音派人士，也很少有認同為基督徒的人。幾乎沒有基督教歷史
文化背景。福音邊緣群體是未得之民的一個子集。 

最低限度接觸
很少有福音派人士，但有相當數量的人自我認同為基督徒。

淺層接觸
很少有福音派人士，但有很多人自我認同為基督徒。非常需要
靈性更新和對聖經信仰的承諾。

部分接觸
福音派教徒的存在感不強。

顯著接觸
福音派教徒有很大的影響力。

進度表和祈禱項目參考了joshuaproject.net 
的內容。

6      



5

28

31

29

1

12

18

14

10
16

15

20

21

11

9

13

23

3
17

19
8

30

26

25

4

7
6

地理圖例

註：人民團體是按國家分類的。僅為近似
地理位置。

1 阿富汗塔       
吉克族

2 阿爾及利亞圖
阿雷格族

3 謝克族

4 回族

5 哈薩克族

6 蒙古族

7 維吾爾族

8 安薩裏族

9 巴尼亞族

10 婆羅門族

11 多比族

12 賈特族

13 卡普族

14 庫姆哈爾族

15 昆比族

16 馬赫拉塔族

17 奈族

18 拉傑普特族

19 泰利族

20 雅達夫族

21 馬來族

22 摩洛哥族

23 若開族

24 富拉尼族

25 阿雷恩族

26 普什圖族

27 沃洛夫族

28 土耳其族

29 烏茲別克族

30 阿拉伯人北也
門族

31 車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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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Jessica Tse

語言   

達裏語 波斯語

地點
 阿富汗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10,831,000

阿富汗塔吉克人 

。我叫謝爾佐德，屬於阿富汗的塔吉克族人  !(salaam alaikum) سالم علیکم
我做了兩道美味的菜肴，一道叫奧什的米飯和一些扁食。奧什是我
最喜歡的菜肴之一。它裏面有羊肉，不同的香料，以及辣椒和大蒜
等蔬菜。在我們的傳統中，表示好客並且讓客人到我家做客是一種
巨大的榮譽。我希望稍後過來的朋友們也能喜歡這兩道菜!

祈禱事項 :

 求神恢復阿富汗的政治和平和穩定。

 求神呼召受過達裏語培訓的基督徒將福音帶
給塔吉克人，並建立強大的地方教會。

 為生活在饑荒地區的人祈禱，使他們能夠得
到救濟資金。

0.01% 基督徒
祈禱廣播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
作客旅、你們留我住。
— 馬太福音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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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及利亞圖阿雷格人 

語言 
阿拉伯語，阿爾及

利亞撒哈拉語

地點  
阿爾及利亞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137,000

祈禱事項 :

 阿爾及利亞對基督教工作者不是很歡迎。為
宣教士禱告，讓他們能夠有創意地與圖阿雷
格人和阿爾及利亞人分享福音。

 求聖靈軟化穆斯林部落的心。祈求他們能夠
接受福音。

 為為數不多的圖阿雷格信徒禱告，讓他們在
自己的社區中反映基督和福音。

你們好!我叫阿瑪斯坦，今年9歲， 我是阿爾及利亞的圖  !(ahlan‘) أهال
阿雷格人。我父親和我正帶著家裏的驢子前往附近的水井，為我們
家帶回來一些水。我最高興的是和朋友們一起玩一個叫Melghas的
遊戲。Melghas這個遊戲需要大家先把自己藏起來。然後，另一個
人試圖在他們到達井邊喝水之前找到並標記他們。上次我們玩的時
候，我還沒摸到井就被抓住了。這一次，我要跑過所有其他人，先
到達井邊！

插圖： Ben Tong

0.01% 基督徒
祈禱廣播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分，在萬國之中叫人
為他的名信服真道。
— 羅馬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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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赫族

祈禱事項 : 

 求主打開謝赫人們的心，讓他們接受耶穌基
督的福音。

 求主讓門徒訓練運動在這十年內為謝赫族人
帶來祝福 。

 求主差遣忠心的信徒到謝赫人那裡，告訴他
們耶穌的事。

আসসালাম ুআলাইকমু (āsasālāmu ālā’ikuma)! 我叫哈迪拉，是一名謝赫
學校的老師。謝赫族人的職業非常多樣化。我的許多表兄弟是鄉下
的農民，而我的一些朋友是工匠和小販。現在，許多謝赫人都跟上
了現代世界的步伐，我聽說有些族人也是相當好的商人。雖然我們
分佈廣泛，從事著許多不同的工作，但我們都被真主團結在一起。
我相信，因著安拉的祝福，我們才能有不同的技能和才能，並取得
成功！

插圖：
Becky Seo

語言 
孟加拉語

地點 
孟加拉國/南亞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125,776,000

0.00% 基督徒
祈禱廣播

使地上的萬民都知道惟獨耶和華是神，並無別神。
— 列王紀上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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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Becky Seo

回族

祈禱事項 :

 求主使回族人渴望屬靈的真理，使他們能夠與
基督徒鄰居一起尋求和找到基督。

 為中國信徒禱告，讓他們盡全力向回族穆斯林
介紹耶穌基督。

 為門徒訓練運動禱告，讓它在回族人當中蓬勃
發展。

你好 (ni hao)! 我姓馬，這是我心愛的孫子白。他長得真快!我們屬於
中國的回族群體，作為遜尼派穆斯林，我們想表達對真主的虔誠。
現在小白已經10歲了，我們家決定帶他一起參加每年一次的麥加朝
聖之旅。我很高興地看到，小白對朝聖非常興奮。
這個旅程。我們期待著我們在這次旅行中一起創造的所有回憶！

語言 
普通話

地點 
中國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13,917,000

0.01% 基督徒
祈禱廣播

凡求告耶和華的，就是誠心求告他的，耶和華便與
他們相近。
— 詩篇 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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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基督徒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
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 以弗所書 3:20

插圖： 
Whitney Hii

哈薩克族

祈禱事項 :

 求主派遣長期的宣教士住在哈薩克人中間，
與他們分享基督的愛。

 求聖靈打開哈薩克人對基督徒的心，使他們
能夠接受福音。

 求主在哈薩克人中興起強大的地方教會。

Сәлеметсіз бе (sälemetsiz be)! 我叫英珠，屬於中國的哈薩克族。我
民族以騎手和遊牧而聞名，這意味著我們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
方，為牲畜尋找新鮮的牧場。幾代人以來，我和我的家人一直在草
原上照顧著幾十匹馬。這匹馬的名字叫仁珠，她對我來說非常特
別，因為她從出生起就一直陪伴著我。仁珠從不離開我身邊，還幫
助我照顧新生的馬匹和馬駒。有時，我騎著她，讓其他馬匹自由馳
騁。仁壽和我是永遠的朋友，她永遠在我心中占據一個特殊的位置!

語言 
哈薩克

地點 
中國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1,887,000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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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基督徒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
為耶和華─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
丟棄你。
— 申命記 31:6

插圖： 
Jessica Tse

蒙古族

祈禱事項 : 

 蒙古族基督徒的人數尚未經證實。為這些信徒禱
告，讓他們能夠與非信徒分享福音，並堅定他們的
信仰和對神的信任。

 祈求神幫助蒙古人度過嚴寒的冬天。求主讓蒙古人
能夠從神的愛和恩典中體驗到屬靈的溫暖。

 許多蒙古人崇拜大自然的力量（例如月亮、星星、
太陽和河流）。祈求神能向蒙古人顯明祂自己是唯
一的真神。

Сайн байна уу (san ban oh)! 我叫巴圖，今年9歲。我已經為今年的那
達慕節準備好了弓和箭。這是蒙古人在夏天慶祝的一個節日。它有
三個主要項目：摔跤、賽馬和射箭。這些也被稱為 “男人的三個比
賽”。今年，我和我的朋友們將作為一個團隊參加射箭比賽。盡管
我還是個小孩，但我將盡我所能擊中盡可能多的目標！

語言 
蒙古語，周邊地區

地點 
中國

宗教信仰 
佛教；自然崇拜

人口  
5,655,000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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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
的作為！
— 詩篇 105:1

插圖：
Jessica Tse

維吾爾族

祈禱事項 :

 求主讓漢族信徒能夠帶頭，向維吾爾人展現基
督的憐憫。

 今天，有超過一百萬的維吾爾人被拘留並被安
置在拘留營中。為保護這些營地中的維吾爾族
男子、婦女和兒童禱告。

 為維吾爾人禱告，讓他們在痛苦中找到耶穌，
也讓神利用這非常的痛苦來帶領他們進入天
國。

我的名字叫梅裏埃姆，來自維吾爾族。我 !(yakhshimusiz) خەيرلىك ئەتىگەن
生活在新疆，位於中國西部。我的家庭和其他維吾爾族家庭一樣，
收割不同的資源，如棉花、葡萄、甜瓜和其他水果。我們住在一個
灌溉系統附近，灌溉系統使我們的農作物蓬勃發展。因此，我們的
農業產業規模很大，也很成功。我剛剛完成了收集
來自附近葡萄農場的葡萄。我要把這些東西帶回家給父母，幫助父
母賣掉葡萄或把它們釀成葡萄酒！

語言 
維吾爾族

地點 
中國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11,921,000

0.01%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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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
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凈我們一切的罪。
— 約翰一書1:7

插圖：
Samuel Chiu

安薩裏族

祈禱事項 :

 求神差遣印度的耶穌信徒到他們的安薩裏
鄰居那裏，與他們分享好消息。

 為這十年來在他們當中開展的門徒訓練運
動禱告。

 為好的學校祈禱，以便安薩裏的孩子能夠
獲得教育，幫助他們擺脫貧困。

我是納西拉，一個生活在印度北方邦的安薩裏婦女。我 (halloo) !ہیلو
是一名女裁縫，在我社區內的大型紡織廠工作。我母親和祖母在我
之前也是做的同樣的工作。每天，我都用我的手搖紡織機製作絲質
的衣服，就像我現在穿的這一件！今天，我要和家人們一起下到農
村，為生活條件不太好的農民提供幫助。我有一個緊密的家庭，任
何時候，我們都喜歡幫助我們社區裏的人!

語言 
烏爾都語

地點 
印度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遜尼派）

人口 
10,700,000

0.00%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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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神在何西阿書上說：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我
要稱為我的子民； 本來不是蒙愛的，我要稱為蒙愛
的。
— 羅馬書 9:25

नमस्ते (namaste)! 我的名字叫艾莎娜，我是印度的一個巴尼亞香料商
人。我所有的香料都是我和家人自製的。你想要一些草藥讓你的茶
變得甜美，還是想要一些香料讓你的湯變得辛辣？我們都有!我把我
的香料賣給當地的村民和鄰居。有時，我也喜歡與鄰近的村莊或商
人交易香料。那裏的當地食材與我們在家裏找到的食材不同。你永
遠不知道你會找到什麽樣的調料!

巴尼亚族

祈禱事項 :

 為這些人的得救禱告，求神差遣幾位基督信
徒到他們中間，滿足他們的屬靈和物質需
要。

 為他們的發展和識字計劃禱告。

 為巴尼亞和凡尼亞社區的屬靈饑渴禱告，讓
他們能夠歸向基督。

插圖：
Whitney Hii

語言  
印地語

地點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29,240,000

0.02%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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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
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
在我身上了。
— 馬太福音 25:40

插圖：
Becky Seo

婆羅門族

祈禱事項 :

 婆羅門被視為有知識和開明的人；為福音之光
禱告，讓他們在印度獲得基督的知識。

 為與婆羅門交好並分享其信仰的耶穌門徒祈求
智慧。

 求主讓真神向這個社區彰顯祂自己，並使用婆
羅門來宣揚和教導耶穌基督。

शुभ प्रभात (shubh prabhaat)。早上好，我是Ved。你想觀察我進行這種崇拜儀
式嗎？只有婆羅門族能夠進行這種特殊的儀式，因為我們是唯一能夠成為
祭司的種姓。外人能觀察到這一點是非常榮幸的，因為我們只為更高種姓
的人舉行印度教儀式。年輕一代的婆羅門不再尋求這種古老的做法，也很
少有人知道吠陀的知識。大多數人現在都想成為教育家、立法者、學者、
醫生、政治家、計算機工程師等等。然而，作為一名年長的牧師，我希望
能傳播我們的傳統和知識的重要性。

語言 
印地語

地點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59,134,000

0.00%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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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願列邦稱贊你！願萬民都稱贊你！
— 詩篇 67:3 多比族

祈禱事項 :

 由於他們的許多職業都沒有生意了，請為多比人祈
禱，讓他們在現代社會獲得更好的教育和新技能。

 祈禱多比人能夠聽到福音，並祈禱只有耶穌基督能
夠洗凈他們的罪孽。

 求聖靈賜予多比人精神上的渴望，使他們在嘗到並
看到主的好之前，不會感到滿足。

नमस् े(namaste)! 我的名字叫Bhavna，我是印度多比人的一員。我的生活一
直圍繞著水，因為我家人和鄰居一生都是洗衣工和清潔工。當我還是個孩
子時，我會在洗衣池周圍跑來跑去，在水裏玩耍。母親會抓住我，然後教
我晾曬和熨燙父親洗過的衣服。現在我長大了，我想以各種方式幫父母掙
錢。最近，由於洗衣機的普及，顧客越來越少。我希望我可以在我力所能
及的範圍內一直支持我的父母。

插圖：
Becky Seo

語言 
印地語

地點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11,993,000

0.02%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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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了，只歸榮耀與
神，說：這樣看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
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
— 使徒行傳 11:18

插圖：
Samuel Chiu

賈特族

祈禱事項 :

 為基督徒醫生、護士和人道主義援助工作
者禱告，讓他們有機會分享耶穌的愛。

  求主在賈特人中帶出成長的教會，以榮耀
他的名。

 為教會和宣教組織禱告，希望他們能夠接
受領養和接觸賈特人的挑戰。

ਸਤ ਸ੍ਰਰੀ ਅਕਾਲ, (sata srī akāla), 我是Jumari， 是一個來自旁遮普的賈特婦女。現
在，我正在做這個Phulkari，即刺繡。我最喜歡的部分是這些小花，它們是
不是很好看？我從我母親那裏學會了如何刺繡，現在正在為我妹妹今年的
婚禮製作這個。這場婚禮總共會有100件這樣的刺繡作品!我去年舉行了自己
的婚禮，這就是為什麽我戴著這個nathli，即鼻環。我所在社區的所有已婚
婦女都戴著這樣的鼻環，有些甚至還有裝飾用的珠子在上面。好了，說得
夠多了，我得回去工作了!

語言 
旁遮普語、西語

地點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錫克教、

伊斯蘭教

人口 
29,863,000

0.03%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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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
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 啟示錄 11:15

插圖：Jessica Tse

卡普族

祈禱事項 :

 求主派遣印度信徒到卡普地區，告訴他們耶穌
基督的事。

 卡普人居住的村莊往往缺乏現代醫學、電力和
清潔水。求主幫助，讓耶穌基督滿足卡普人的
精神和物質需要。

 印度教在卡普人中廣泛流行。求神打開卡普人
的思想和心靈，讓他們接受聖經的真理，並彰
顯祂自己是唯一的真神。

నమస్కారం (namaskārām)!  我叫卡蘭，這是我女兒安雅。我們屬於印度
的卡普人群體。卡普的意思是農民或保護者，而這正是我的工作：
耕種和保護我的家人。許多卡普人曾經是軍隊的一員，但現在我們
大多是農民。我在去農場的路上，順便送安雅去學校。她今年開始
讀高中! 她要帶很多書，我希望她沒有忘記任何東西！

語言 
泰盧固語

地點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15,424,000

0.02%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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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說：以色列家啊，我待你們，豈不能照這窯
匠弄泥麽？以色列家啊，泥在窯匠的手中怎樣，你
們在我的手中也怎樣。
— 耶利米書 18:6

插圖：
Whitney Hii

庫姆哈爾族

祈禱事項 :

 為庫姆哈爾社區的屬靈渴望禱告，使他們
能夠歸向基督。

 求主讓門徒訓練運動在這十年中為庫姆哈
爾人帶來祝福。

 求主差遣信徒團隊，幫助庫姆哈爾人滿足
他們的屬靈和身體需要。

नमस् े(namaste)! 我叫米西卡，屬於印度的庫姆哈爾人。我的村莊專
門從事陶器製作。我們製作各種大大小小的罐子。在製壺過程中，
我最喜歡的部分是在我們製作的壺上添加顏色和繪製圖案。現在，
我正在給一個小碗上色，那是我的一個兄弟今天早上做的。首先，
我讓新鮮的粘土幹燥，然後加入薄薄的底色，等底色幹了以後，我
就可以加入圓圈、線條和漩渦作為裝飾。這只碗將成為我創作的配
套套裝的一部分!

語言 
印地語

地點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15,375,000

0.01%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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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說：你們要向列國中觀看，大大驚奇；因為
在你們的時候，我行一件事，雖有人告訴你們，你
們總是不信。
—哈巴谷書 1:5

插圖：
Samuel Chiu

祈禱事項 :

 為昆比人的救贖禱告，求神派遣基督徒到他們
中間工作，滿足他們的精神和物質需要。

 為昆比族基督徒禱告，讓他們向自己的人民伸
出援手。

 為昆比族的男人和女人祈禱，使他們能夠放棄
吸煙。

नमस् े(namaste), 我是Advik， 是一個來自古吉拉特邦的昆比人。現
在，我的村子正在為我們的傳統果阿舞做準備。等一下，婦女們
將開始跳舞，而男人們將演奏這些ghumots，或鼓。表演這種舞蹈
是為了祈禱保護我們的家園和社區。在這個舞蹈中，我們也穿會
傳統的衣服，男人和女人都穿著粉紅色的衣服。粉紅色的染料來自
manjistha植物，我們的很多衣服都是用的這種植物。哦，他們現
在在叫我，回頭見。

昆比族

語言 
古吉拉特語

地點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18,499,000 0.05%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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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說：因為困苦人的冤屈和貧窮人的嘆息，我
現在要起來，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穩妥之地。
— 詩篇 12:5

插圖：
 Jessica Tse

馬赫拉塔族

祈禱事項 :

 求主使馬赫拉塔人能夠找到希望，接受福音
的無償恩澤。

 祈求神使馬赫拉塔人遠離對假偶像的崇拜。

 馬赫拉塔人是農村上層階級的一部分；大多
數家庭擁有土地並種植農作物。因此，他們
看不起不如他們的人。為馬赫拉塔人禱告，
讓他們能夠經歷神的愛和恩典。

 नमस् े(namaste)! 我的名字叫Grisma，是一名來自印度的馬赫拉塔族
婦女。我在家裏工作，在房子周圍做各種雜事，而我丈夫則照顧家
裏的奶牛。他用牲畜來幫助耕地和收割莊稼。早些時候，我在手洗
我們的衣服，就是用肥皂在衣服上摩擦，然後在一個水桶裏沖洗衣
服。現在，我正在用明火煮粥，以便我丈夫回家後可以吃。我迫不
及待地想讓這忙碌的一天結束。

語言 
馬拉提語

地點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31,159,000

0.00%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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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們的頭發，也都被數過了。不要懼怕，你們
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 路加福音 12:7

插圖：
Jessica Tse

奈族

祈禱事項 :

 為印度信徒禱告，讓他們與奈族人建立友
誼，並向他們介紹救主。

 求主讓門徒訓練運動在這十年裏祝福奈族
人。

 許多奈族人不知道如何閱讀。為獲得聖經的
音頻材料禱告，求神帶領奈族人收聽他們語
言的基督教廣播節目。

नमस् े(namaste)! 我叫阿希什，是印度奈族人的一員。奈族的意思是
理發師，這也是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奈族人的工作。我的工作包括
理發、刮胡須，以及偶爾為婚禮做準備。給人理發可能看起來不
難，但卻很有意義，因為我可以給人們一個新的外表。當看到人
們臉上的笑容時，我為自己的工作感到高興和自豪。我希望這個
男孩會喜歡他的新發型!

語言 
印地語

地點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11,933,000

0.00% 基督徒
祈禱廣播

24      24      24      福音邊緣群體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
— 以弗所書 3:8

插圖：
 Samuel Chiu

拉傑普特族

祈禱事項 :

 為拉傑普特社區禱告，讓他們對耶穌的認識
和對耶穌的需要日益增長。

 求主賜予拉傑普特人精神上的饑渴，並滿足
這種饑渴。

 求主使拉傑普特人能夠理解成為神的王室成
員的價值。

 नमस् े(namaste), 你好， 我是 Mahendra.我是一個來自北方邦的拉傑
普特人。我們拉傑普特人是皇家血統的後裔，今天我們繼續保持
這些榮譽傳統。這是在婚禮和其他儀式上使用的禮儀用劍，
這是每年駱駝節的傳統服裝。我們社區的另一個重要傳統是設計
胡須!正如你所看到的，我把我的胡須和胡子卷起來，就像我社區
裏的許多男人一樣。這只是我們保護和表達我們的文化的眾多方
式之一!

語言 
印地語

地點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45,611,000 0.02%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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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
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
— 約翰一書 4:16

插圖：
Samuel Chiu

泰利族

祈禱事項 :

 求聖靈膏抹泰利社區領袖，帶領他們為他們的
人民打開大門，讓他們跟隨耶穌。

 求主使信徒能夠將基督的祝福傳給這個族群。

 求主興起泰利族的信徒，讓他們對其他人進行
門徒訓練，並開始在這個民族中展開門徒訓練
運動。

नमस् े(namaste),  你好，我是阿卡什。我是來自北方邦的泰利族農
民，現在我在家裏的農場裏。我們在這裏種植了大片的芥末和其他
植物來提取植物油。我的家庭世代從事煉油生意，我們社區的許多
成員也是如此。現在我們正在攢錢買一臺機械榨油機，這會讓工作
更容易。

語言 
印地語

地點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18,839,000

0.02%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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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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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圖：
Becky Seo

亚达夫族

祈禱事項 :

 為亞達夫人的救恩禱告，並為宣教士在他們
當中開拓新的事工禱告。

 為亞達夫人的識字和社區發展工作禱告。

 為結束童工的做法禱告，並為所有兒童，特別
是女孩，能夠獲得教育而禱告。

नमस् े(namaste)! 我叫戴維，這是我的大哥哥迪曼。他是我最好的朋
友，當我們一起工作時，永遠不會感到無聊。雖然我們必須從早到
晚照顧牛群，但有時著也很有趣！在休息時，我們喜歡摔跤。休息
的時候，我們喜歡和表兄弟們摔跤，也經常唱歌跳舞。我們還喜歡
聽叔叔阿姨給我們講關於毗濕奴和克裏希納等神的故事。
他們還教我們如何定期向辛加吉祈禱，並送上黃油、未成熟的芒果
和糖等祭品，以保護我們的牛，生活還不算太糟，但有時我希望自
己能像其他孩子一樣去上學，而不是在田裏幹活。

語言 
印地語

地點 
印度

宗教信仰 
印度教

人口  
58,642,000

0.01%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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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的萬族啊，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
都歸給耶和華！
— 詩篇 96:7

插圖：
Whitney Hii

馬來族

祈禱事項 :

 祈求掌管豐收的主派遣基督徒在每個馬來群
體中工作。

 求聖靈賜予專註於馬來人的宣教機構智慧和
恩惠。

 求神賜給少數馬來信徒的膽量，讓他們能夠
向自己的人民分享基督。

嗨!我的名字叫AZURA（藍色），這些是我的朋友，JAYA（綠色）
和NURIN（粉色）。我們是馬來西亞的馬來人。前幾天在放學回來
的路上，我和我的家人朋友找到了一些花、根和蕨類植物來種植，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照顧它們!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它們已經長得這麽
高了！我們的人民在鄉下非常重視農業，那裏有成千上萬的植物可
以探索和收獲。由於馬來西亞的天氣潮濕，我們能夠種植各種水果
和蔬菜。我最喜歡的一些水果是榴蓮、番石榴、山竹和紅毛丹!

語言 
英語、馬來語

地點 
馬來西亞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13,192,000 0.10%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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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
起直傳到萬邦。
— 路加福音 24:47

插圖：
Samuel Chiu

摩洛哥人

祈禱事項 :

 求聖靈軟化摩洛哥阿拉伯人對基督徒的
心，使他們能夠接受福音。

 求神呼召信仰堅定的代禱者團隊，為摩洛
哥的阿拉伯人禱告。

 求神賜給摩洛哥的阿拉伯信徒勇氣，與他
們的朋友和家人分享基督的愛。

我是伊利亞斯。我來自摩洛哥，現在我在家裏的農，（萨拉姆） سالم
場裏。我和父母、姐姐一起在這裏工作，每天早上我負責給山羊擠
奶，我還負責看管雞和綿羊。我喜歡照顧它們! 我戴著一頂叫做fez
的帽子，許多來自摩洛哥的男孩都戴著它。通常情況下，我不會穿
得這麽花哨，但這件袍子是為節日而特別準備的。

語言 
阿拉伯語、

摩洛哥語口語

地點 
摩洛哥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24,221,000 0.09%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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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邦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
的奇事。
— 歷代誌 16:24

插圖： Whitney Hii

若開族

祈禱事項 :

 為若開族人祈禱，希望他們能夠充分使用緬甸語聖經
作為書面學習材料。

 求主讓若開語的福音材料（如視聽材料、歌曲、傳單
等）得以製作開發。

 為若開邦社區的屬靈渴望禱告，使他們能夠歸向基
督。

ဟယ််လုို� (haallo)! 我們的名字是Kyine、Pemala和Yadana，我們屬於緬甸的若
開族人。我們都在前往潑水節的路上。這個一年一度的節日對我們來說意義
重大，因為它標誌著新年的第一天!我們人民的一個長期傳統是拿著thabyay
植物（熱帶植物的葉子）的枝條，用它們蘸著銀碗裏的香水灑向朋友和家
人。我們喜歡的另一個習俗是無盡的緬甸街頭食品攤位，在節日裏所有東西
都是免費的。這是對生命和重生的慶祝!

語言 
若開族，緬甸人

地點 
緬甸 (BURMA)

宗教信仰 
佛教

人口  
2,718,000

0.10% 基督徒
祈禱廣播

30      30      30      福音邊緣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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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圖：
Whitney Hii

富拉尼人

祈禱事項 :

 為富拉尼族人中為數不多的基督徒禱告，希望他們能
夠被派去當老師，幫助他們在信仰上建立良好的基
礎。

 求主讓他們找到彼此，以便一起團契，並讓他們學會
在基督的靈的能力中生活，持續體驗祂的果實。

 求主使富拉尼人能夠充分照顧他們的家庭，並使他們
能夠更好地應對21世紀快速變化的世界。

Sannu! 我的名字是邁穆納（左），這是我的母親納比拉（右）。我們屬於
尼日利亞的富拉尼族人。我們兩個剛從一次短途旅行中回來，在那裏我們
為部落裏的孩子們送牛奶。我們旅行時，我和母親戴著這些臉部標記，還
有這些特殊的牛奶碗，代表我們來自哪個部落。我們的部落分散在許多牧
場上，因為我們是半遊牧民族，也就是說，我們要走很遠的路去尋找物資
和住所，同時還要照顧牛和其他動物。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們下一步會
去哪裏!

語言 
豪薩語

地點 
尼日利亞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30,453,000

0.08%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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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
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 以賽亞書 9:2

插圖：
Becky Seo

阿雷恩族

祈禱事項 :

 祈求全能的神帶領忠心的信徒，將救恩的信息帶給
巴基斯坦的阿雷恩人。

 為巴基斯坦的阿雷恩族人禱告，希望他們能夠盡快
在耶穌的道路上接受門徒訓練。

 求主使人們在精神上對伊斯蘭教感到不滿足，願意探
索耶穌基督的主張。

ਅਸੱਲਾਮ ੂਅਲੈਕੁਮ (asalāmū alaikuma)! 嘿，你們好！我的名字叫帕維斯-拉姆戴，
我是巴基斯坦阿雷恩族的一員。我們來自一個卑微的農業種姓背景，但經
過多年的努力，我們已經發展起來並成為立法者和政治家。我的父親是一
名律師，我也跟著成為一名律師。有一天，我會讓我未來的兒子在受教育
期間努力學習，因為我們阿雷恩人總是勤奮工作。現在，我得給一個客戶
打電話。等會兒再聯系。

語言 
旁遮普語、西語

地點 
巴基斯坦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9,830,000 0.00%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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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
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 但以理書 12:3

插圖：
Jessica Tse

普什圖人

祈禱事項 :

 信仰的最大障礙是社會和文化障礙。巴基斯坦的普什
圖人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部落社會。為普什圖
人禱告，讓他們通過耶穌基督找到真正的希望和救
贖。

 沒有人知道有多少普什圖人在跟隨耶穌。福音的種子
已經廣泛播撒。求聖靈加強和保護新信徒免受任何迫
害，使他們的生命能夠為神作見證

 為正在進行的聖經翻譯工作禱告。

我是馬赫紮拉，來自巴基斯坦的普什圖族婦女。我 !(salaam alaikum) سالم علیکم
穿上這身鮮艷的衣服是因為我正練習阿坦舞。這是普什圖人在戰爭時期或
婚禮上表演的一種民間舞蹈，現在是民族舞蹈。男女舞者圍成一圈，隨著
鼓點的節奏拍打和轉動。我很高興能表演這個舞蹈，我希望大家也能喜歡
這個舞蹈 。

語言 
普什圖語，北部

地點 
巴基斯坦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26,061,000

0.00%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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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你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你；他們
也要榮耀你的名。
— 詩篇 86:9

插圖：
Samuel Chiu

沃洛夫族

祈禱事項 :

 為少數的沃洛夫信徒禱告，讓他們有勇氣和自己的
族人分享基督的愛，並在逼迫中保持堅強。

 求主給沃洛夫信徒機會，讓他們與自己的百姓分享
基督的愛。

 求主在沃洛夫族中興起強大的地方教會。

Salaam aleekum, 我是Fadia!我是一名生活在非洲塞內加爾的沃洛夫族婦女。
現在，我正在村裏的廣場上。所有的社區活動都在這裏舉行，比如跳舞和
摔跤比賽。在我的社區，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穿著，我喜歡穿花哨的衣服
和頭飾。稍後，我會去市場為我的家人購買糧食。市場上的許多人都會穿
著正式的服裝，因為服裝是我們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

語言
WOLOF

地點
塞內加爾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6,331,500 0.01%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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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們的行為和他們的意念。時候將
到，我必將萬民萬族聚來 ，看見我的榮
耀 。
— 以賽亞 66:18

插圖：Whitney Hii

土耳其人

祈禱事項 :

 為教會和宣教組織禱告，希望他們能夠接受向土
耳其人傳福音的挑戰。

 求神賜給土耳其信徒和土耳其人中的主要領導人
膽量，與他們自己的人民分享福音。

 祈禱土耳其能夠避免種族沖突（尤其是與庫爾德
人的沖突）和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復蘇。

梅爾哈巴!我叫西拉赫，屬於土耳其的土耳其人。我是一名地毯匠，意思是
說我紡紗，把五顏六色的繩結變成地毯，並繡上手工刺繡。地毯製作是我
的家族傳統的一部分，已經有好幾代了。我的母親教我，她的母親教她，
以此類推。我們的一個傳統是使用大地的顏色，如
如深綠色和棕色，還有一些更豐富的顏色，如皇家紫色和紅色。我手中的
這塊布是我最新的創作！它可以做成很多不同的東西，比如地毯或毛毯，
或者是某種圍巾。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它變成了什麽樣子!

語言 
土耳其

地點 
土耳其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56,199,000

0.01%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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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
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沈淪，乃願人
人都悔改。
— 彼得後書 3:9

插圖：
Samuel Chiu

烏茲別克族

祈禱事項 :

 求主使新的烏茲別克基督徒能夠迅速理解神
的話語，並委身於當地的團契，在那裏他們
能夠找到力量。

 求神在所有這些國家的烏茲別克人中興起強
大的地方教會。

 求主差遣更多的長期宣教人員，住在烏茲別
克人中間，與他們分享基督的愛。

薩洛姆!我是阿諾拉，這是我的朋友塔赫米娜。我們都是生活在烏茲
別克斯坦的烏茲別克婦女。我來自一個牧羊人的家庭。
在我的城市，牧羊是一個常見的職業。今天，我的孩子和孫子在我
年輕時工作的農場繼續工作。現在，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和社區裏的
老年婦女在一起，我們喜歡坐在那裏聊天，看著年輕的孩子在街上
玩耍。

語言 
烏茲別克語

地點 
烏茲別克斯坦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35,857,000

0.02%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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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要說：你們修築修築，預備道路，將絆腳石
從我百姓的路中除掉。
— 以賽亞書 57:14

插圖：
Whitney Hii

阿拉伯人 北也門人

祈禱事項 :

 為薩納尼阿拉伯語的書面聖經譯本禱告。有一
些音頻聖經資源，但沙特政府嚴格限製互聯
網。

 為聖靈的感動禱告，讓北也門人願意接受耶穌
基督為主和救主，以便他們只依靠祂來獲得救
贖。

 為在沙特阿拉伯的北也門人中開展門徒訓練運
動禱告，使其能夠擴展到也門的故鄉。

我的名字叫馬金，這是我的妻子，瑞瑪。我們都屬!（薩拉姆） سالم
於也門的北方阿拉伯人群體。我們幾個月前剛結婚，此後一直幸福
地生活在一起。我們倆也是我家裏唯一的基督徒。
我們兩個人剛剛從一個秘密聚會回來，在那裏我們唱著歌，向上帝
獻上贊美。因為在也門，敬拜上帝是不允許的，所以我們必須小心
翼翼地前往這些聚會。我希望有一天瑞瑪和我能夠與我們的家人和
社區自由地敬拜上帝。

語言 
阿拉伯語、

薩納尼語、口語

地點 
也門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12,111,000

0.00%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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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回果子，每月都
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 啟示錄 22:2

插圖：
Becky Seo

車臣族

祈禱事項 :

 為少數已知的車臣信徒的忍耐和保護禱告。

 為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居住地區的政治穩定禱
告。

 求主拆除阻礙福音的障礙，使在車臣人中生
活和工作的基督徒傳教士能夠看到果實。

Салам (salam)! （薩拉姆）!我是薩拉姆，車臣軍隊的一名士兵。即
使國家處於戰爭狀態，我總有時間來跳舞!我們跳舞是因為我們是一
個獨立的國家!無論俄羅斯軍隊如何入侵，真主都會賜予我們自由!

我是喬夫卡，薩拉姆的妻子。這是一個很棒的日子，因為我可以
和我的丈夫一起跳舞。他總是在外面打仗，參加戰鬥，所以我每天
都向真主祈禱，希望他能安全回家。當我每天早上出去在田裏工
作時，我都會擔心我丈夫的情況。我只能祈禱並希望安拉繼續保護
他，以便我們能夠再次像這樣一起跳舞。

語言 
車臣

地點 
俄羅斯

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

人口 
1,454,000

0.01% 基督徒
祈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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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角色設計小組
Jessica Tse
藝術生 

Jessica正在 Azusa Pacific 大學完成她的教育碩士學位。她在疫情期間
開始探索數碼藝術，並很高興能用她的藝術來榮耀上帝。

Whitney Hii
藝術生
Whitney 在 Azusa Pacific 大學學習動畫和視覺效果。她熱愛和基督徒
藝術家們一起工作，為神的國發揮才幹。

Becky Seo
藝術生
Becky 是藝術中心的一名插畫學生。雖然她是角色設計的新手，但是她
很享受這種挑戰。她希望利用她的天賦和熱情對世界產生積極影響。

Samuel Chiu
藝術生
Samuel 是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大學的一名動畫學生。他喜歡
服侍教會，並加深他設計相關的知識。他渴望看到上帝塑造他的藝術
作品和未來計劃。

Ben Tong
藝術總監和導師 
Ben 是一位專業的角色設計師，曾在夢工廠TV工作過。 作為這本祈禱
手冊的指導老師和藝術總監，他引導學生在藝術和屬靈上成長。

Amanda Zuniga
顧問
Amanda 是一位妻子和母親，也是Panda Express的設計經理。她看到
神通過這個藝術項目為自己帶來榮耀，並期待著借此動員教會來進行
宣教。

Nick Wu
製作人
Nick是一名創意內容製作人，同時也是DTS神學院的學生。他為動員年
輕人使用上帝賜予的天賦和才能進行宣教而感到振奮。

Andrew Feng
Indigitous， 美國主事 
喜歡想象新的方式，讓人們在教會四面墻之外實現宣教的大使命。
 

書籍編排和設計：Kat Yao, Jeanette Feng



INDIGITOUS 代表”本土化 “和 “數字化”。Indigitous熱衷於讓信徒參與到全球活動、數字資源和
社區建設中，以幫助完成傳道的偉大使命。 www.idserve.org

JOSHUA PROJECT 是一項研究計劃，旨在強調世界上基督信徒最少的民族群體。
www.joshuaproject.net

洛杉磯中國福音教會是一個多語言的教會，有英語、粵語和普通話的崇拜和事工，自1974年以來將
基督的福音帶給蒙特利公園和大聖蓋博谷的社區。www.cefcla.org

世界福音派聯盟尋求通過全國聯盟來加強地方教會，支持和協調基層領導，並尋求實際的方式來
展示基督身體的合一。www.worldea.org





福音邊緣群
體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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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