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05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Populations between 5,000 and 49,999  May 2010

POPID 國家 人本集團 人口 語言 宗教

1 23944 阿富汗 阿拉伯 11,873 塔吉克 阿拉伯 - (ab回教遜尼派

2 23947 阿富汗 亞塞里 5,000 南方 亞塞拜然 - (az回教遜尼派

3 23952 阿富汗 巴許加利 20,159 卡蒂 - (bsh) 回教遜尼派

4 24020 阿富汗 帶曰瓦扎 20,159 帶曰瓦扎 - (drw) 回教遜尼派

5 23956 阿富汗 古球爾 拉賈斯坦 28,705 古球爾 - (gju) 回教遜尼派

6 24003 阿富汗 猶太, 波斯 10,837 猶太-波斯 - (jpr) 猶太教

7 23959 阿富汗 卡姆微利 8,198 卡姆微利 - (xvi) 回教遜尼派

8 23962 阿富汗 哥族 8,305 哥瓦爾 - (khw) 回教遜尼派

9 23964 阿富汗 高里 吉普賽 9,273 多馬里 - (rmt) 回教遜尼派

10 46626 阿富汗 庫德, 中央 23,000 中央 庫德ish - (ckb回教遜尼派

11 23968 阿富汗 莫高爾 6,048 莫高爾 - (mhj) 回教遜尼派

12 23969 阿富汗 蒙基-義得加 5,056 蒙基 - (mnj) 回教什葉派

13 23970 阿富汗 難加拉米 32,254 葛蘭加里 - (nli) 回教遜尼派

14 23981 阿富汗 歐爾木里 6,585 歐爾木里 - (oru) 回教遜尼派

15 23987 阿富汗 帕拉基 11,558 帕拉基 - (prc) 回教遜尼派

16 47002 阿富汗 魯閃 6,000 書格尼 - (sgh) 回教什葉派

17 24013 阿富汗 秀族 6,048 薩維 - (sdg) 回教遜尼派

18 23986 阿富汗 書格尼 32,254 書格尼 - (sgh) 回教什葉派

19 24016 阿富汗 信德 16,127 信德 - (snd) 回教遜尼派

20 24021 阿富汗 堂梳里 17,471 堂梳里 - (tnf) 回教遜尼派

21 24025 阿富汗 烏爾都 12,000 烏爾都 - (urd) 回教

22 24024 阿富汗 維吾爾 6,182 維吾爾 - (uig) 回教遜尼派

23 23984 阿富汗 瓦罕 13,439 瓦罕 - (wbl) 回教什葉派

24 24029 阿富汗 瓦爾度基 6,048 瓦爾度基 - (wrd) 回教

25 24030 阿富汗 薩爾加爾 12,095 巴爾幹半島 羅曼 - 回教遜尼派

26 47633 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聾人 16,743 不詳 - (xxx) 各種

27 11260 阿爾及利亞 埃及阿拉伯 14,077 埃及 阿拉伯 - (arz) 基督教

28 42648 阿爾及利亞 貝都因, 納由 30,623 中央阿特拉斯塔馬塞回教

29 11262 阿爾及利亞 巴巴里, 古拉拉 43,314 塔茲納提特 - (grr) 回教

30 11276 阿爾及利亞 巴巴里, 提迪凱勒特 9,746 提迪凱勒特 塔馬塞回教

31 11277 阿爾及利亞 巴巴里, 圖古爾特 6,497 阿爾及利亞 阿拉伯回教

32 42636 阿爾及利亞 車諾 17,242 車諾 - (cnu) 回教

33 11263 阿爾及利亞 豪薩 9,313 豪薩 - (hau) 回教

34 42641 阿爾及利亞 艾佛拉 圖阿雷格 17,326 它哈賈爾特 塔馬哈回教遜尼派

35 17607 安道爾共和國 法語 5,176 法語 - (fra) 基督教

36 17608 安道爾共和國 葡萄牙 8,135 葡萄牙 - (por) 基督教

37 17333 阿根廷 艾馬拉, 中央 10,000 中央 艾馬拉 - (ayr) 其它宗教

38 17332 阿根廷 加泰隆 10,000 加泰羅尼亞 - (cat) 基督教

39 43710 阿根廷 迪亞吉塔 卡爾查基 8,000 西班牙 - (spa) 其它宗教

40 17366 阿根廷 塞爾維亞 5,700 塞爾維亞 - (srp) 無

41 17367 阿根廷 斯洛伐克 6,900 斯洛伐克 - (slk) 無

42 17368 阿根廷 斯洛維尼 10,000 斯洛維尼 - (slv) 基督教

43 24032 亞美尼亞 亞塞里 17,000 北方 亞塞拜然 - (az回教什葉派

44 47640 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聾人 16,200 亞美尼亞 手語 - (ae各種

45 47937 澳大利亞 阿富汗 19,400 達里 - (prs) 回教遜尼派

46 4 奧地利 阿拉伯 7,236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遜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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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3 奧地利 捷克 7,855 捷克 - (ces) 基督教

48 6 奧地利 奧地利聾人 39,386 奧地利 手語 - (asq)各種

49 17 奧地利 法語 15,500 法語 - (fra) 基督教

50 25 奧地利 義大利 7,855 義大利 - (ita) 基督教

51 26 奧地利 庫德, 北方 23,800 北方 庫德 - (kmr) 回教遜尼派

52 34 奧地利 波斯 16,539 西方 波斯 - (pes) 其它宗教

53 38 奧地利 俄語 15,500 俄語 - (rus) 基督教

54 41 奧地利 斯洛維尼 31,000 斯洛維尼 - (slv) 基督教

55 24061 亞塞拜然 白俄羅斯 5,523 白俄羅斯 - (bel) 基督教

56 24060 亞塞拜然 布達克 5,965 布達克 - (bdk) 回教遜尼派

57 46997 亞塞拜然 亞塞拜然聾人 31,000 土耳其 手語 - (tsm)各種

58 24064 亞塞拜然 喬治亞 17,232 喬治亞 - (kat) 無

59 24065 亞塞拜然 猶太 36,563 西方 意第緒 - (ydd)猶太教

60 24071 亞塞拜然 克利茲 8,616 克利茲 - (kry) 回教遜尼派

61 46631 亞塞拜然 庫德, 北方 24,061 北方 庫德 - (kmr) 回教遜尼派

62 24090 亞塞拜然 韃靼 33,139 韃靼 - (塔村) 回教遜尼派

63 24091 亞塞拜然 察胡爾 15,465 察胡爾 - (tkr) 回教遜尼派

64 24092 亞塞拜然 土耳其 20,988 土耳其 - (tur) 回教遜尼派

65 24094 亞塞拜然 烏克蘭 35,348 烏克蘭 - (ukr) 基督教

66 22263 巴哈馬 牙買加 5,468 牙買加 克里奧爾 英基督教

67 42658 巴林 阿拉伯 7,609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

68 42659 巴林 古吉拉特 15,219 古吉拉特 - (guj) 印度教

69 11302 巴林 庫德, 北方 32,987 北方 庫德ish - (kmr回教

70 11303 巴林 馬來亞里 8,370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基督教

71 11306 巴林 泰米爾 7,609 泰米爾 - (tam) 回教

72 11307 巴林 泰盧固 7,917 泰盧固 - (tel) 回教

73 11308 巴林 烏爾都 35,626 烏爾都 - (urd) 回教

74 1151 孟加拉共和國 阿拉伯 47,046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遜尼派

75 1164 孟加拉共和國 西方 俾路 7,547 西方 俾路支 - (bgp 回教遜尼派

76 1196 孟加拉共和國 奧里西 39,885 奧里雅 - (ori) 印度教

77 1198 孟加拉共和國 旁遮普語 29,023 蓬加畢 - (pan) 其它宗教

78 1210 孟加拉共和國 達傑布爾 15,834 朗布爾 - (rkt) 其它宗教

79 1212 孟加拉共和國 譚昌亞 30,563 譚昌亞 - (tnv) 佛教

80 1216 孟加拉共和國 烏蘇 6,998 烏蘇 - (usi) 印度教

81 42381 比利時 安哥拉 5,481 英語 - (eng) 基督教

82 72 比利時 突尼西亞阿拉伯 7,330 突尼西亞 阿拉伯 - 回教遜尼派

83 50 比利時 比利時聾人 26,300 比利時法國手語 - (各種

84 57 比利時 中國漢人 16,250 中國華語  - (cmn) 無

85 60 比利時 卡拜爾 49,000 卡拜爾 - (kab) 回教遜尼派

86 42493 比利時 科索沃 20,010 葛哥 阿爾巴尼亞 - 回教遜尼派

87 62 比利時 庫德, 北方 26,400 北方 庫德 - (kmr) 回教遜尼派

88 42371 比利時 羅曼 20,620 羅曼 - (ron) 基督教

89 70 比利時 沙威亞 37,600 它查威 - (shy) 回教遜尼派

90 42368 比利時 烏爾都 9,100 烏爾都 - (urd) 回教遜尼派

91 16199 貝里斯 加勒比黑人 18,090 加利福納 - (cab) 其它宗教

92 16202 貝里斯 伊察 18,200 伊察 – (itz)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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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16203 貝里斯 凱克奇 11,884 凱克奇 - (kek) 基督教

94 16204 貝里斯 低地 德國 7,658 低地德語 - (pdt) 基督教

95 16206 貝里斯 莫潘 馬雅 15,000 莫潘 馬雅 - (莫族p)基督教

96 12315 貝南 希族 20,600 希族 葛畢 - (cib) 其它宗教

97 47715 貝南 貝南聾人 34,407 不詳 - (xxx) 各種

98 12317 貝南 埃維 45,275 埃維 - (埃維) 其它宗教

99 12320 貝南 甫度 15,450 甫度 - (fod) 回教

100 12327 貝南 豪薩 5,729 豪薩 - (hau) 回教

101 12333 貝南 科族 27,944 逢語 - (逢語) 其它宗教

102 12334 貝南 哥多哥 45,619 譚姆 - (kdh) 回教

103 12339 貝南 曼丁卡 6,467 曼丁卡 - (mnk) 回教

104 12343 貝南 莫西 23,340 莫西 - (莫族s) 其它宗教

105 12370 貝南 澤爾馬 5,729 澤爾馬 - (dje) 回教

106 1241 不丹 查利 9,748 查利卡 - (tgf) 佛教

107 47671 不丹 不丹聾人 12,044 不詳 - (xxx) 各種

108 1231 不丹 列普恰 43,739 列普恰 - (lep) 其它宗教

109 1232 不丹 林布 38,481 林布 - (lif) 佛教

110 1234 不丹 馬嘉 25,654 西方 馬嘉 - (mgp) 其它宗教

111 42387 不丹 萊族 23,149 尼泊爾 - (nep) 印度教

112 1228 不丹 萊族, 克拉底 38,704 林布 - (lif) 其它宗教

113 1238 不丹 舍爾丘普卡 5,131 舍爾丘普卡 - (sdp) 佛教

114 42386 不丹 錫金 菩提亞 12,827 錫金 - (sip) 佛教

115 1239 不丹 西藏 5,585 西藏 - (bod) 佛教

116 1240 不丹 澤苦 7,696 澤苦 - (tsk) 佛教

117 17386 玻利維亞 玻利維亞 瓜拉尼 33,670 西方 玻利維亞 瓜拉基督教

118 17432 玻利維亞 西方 玻利維亞 瓜拉尼 7,000 西方 玻利維亞 瓜拉基督教

119 47716 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 波士尼亞聾人 17,124 不詳 - (xxx) 各種

120 47717 波紮那 波紮那聾人 8,142 不詳 - (xxx) 各種

121 17028 巴西 穆拉-毗拉哈 8,100 毗拉哈 - (myp) 其它宗教

122 17069 巴西 帕塔科-哈哈海 9,000 葡萄牙 - (por) 其它宗教

123 17153 巴西 土耳其 5,700 土耳其 - (tur) 回教

124 46982 巴西 朱苦如 6,363 葡萄牙 - (por) 其它宗教

125 18519 汶萊 比薩 都東 22,796 汶萊 比薩 - (bsb) 回教

126 18224 汶萊 杜松 27,596 楠榜 阿比 - (ljp) 回教

127 19588 汶萊 伊班 20,000 伊班 - (iba) 其它宗教

128 18244 汶萊 印巴 11,500 印地 - (hin) 印度教

129 18229 汶萊 都東 9,000 都東 - (ttg) 其它宗教

130 47718 保加利亞 聾人 保加利亞 37,185 保加利亞 手語 - (bq各種

131 12373 布基那法索國 阿拉伯, 貝都因 12,664 阿爾及利亞 阿拉伯回教

132 12382 布基那法索國 博隆 18,196 博隆 - (bof) 回教

133 12390 布基那法索國 多貢 26,522 多羅 所 多貢 - (dts)其它宗教

134 12389 布基那法索國 多垢色 21,407 多垢色 - (dos) 回教

135 12391 布基那法索國 多垢色 分因 10,703 多垢色 - (dgs) 回教

136 12393 布基那法索國 戴安 21,921 戴安 - (dya) 其它宗教

137 12460 布基那法索國 卡拉伯羅, 西方 25,208 西方 卡拉伯羅 - ( 其它宗教

138 12436 布基那法索國 帕納 8,438 帕納 (布基那法索) 其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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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12430 布基那法索國 塞努佛, 塞納拉 45,526 塞納拉 塞努佛 - (se其它宗教

140 12446 布基那法索國 索寧克 5,628 索寧克 - (snk) 回教

141 47720 蒲隆地 蒲隆地聾人 37,190 不詳 - (xxx) 各種

142 14466 蒲隆地 古吉拉特 9,752 古吉拉特 - (guj) 印度教

143 14467 蒲隆地 尼揚科里 - 喜瑪 9,021 尼揚科里 - (nyn) 其它宗教

144 14471 蒲隆地 斯瓦希里 7,802 斯瓦希里 (單獨語言回教

145 8189 柬埔寨 馬來 13,614 普通 馬來 - (zsm) 回教遜尼派

146 22375 柬埔寨 泰語 10,849 泰語 - (tha) 佛教

147 12533 喀麥隆 比畢勒 35,663 比畢勒 - (beb) 基督教

148 12554 喀麥隆 幫瓦爾 7,314 幫瓦爾 - (bmw) 基督教

149 12701 喀麥隆 門卡 24,380 門卡 - (mea) 基督教

150 12724 喀麥隆 恩德姆里 6,826 恩德姆里 - (nml) 回教

151 12807 喀麥隆 沃姆 26,204 沃姆 (奈及利亞) – (基督教

152 12823 維德角 葡萄牙 9,721 葡萄牙 - (por) 基督教

153 16215 開曼群島 英國 5,741 英語 - (eng) 基督教

154 47727 中非共和國 中非共和國聾人 19,075 不詳 - (xxx) 各種

155 12854 中非共和國 俘魯 6,828 俘魯 - (fuu) 基督教

156 12869 中非共和國 豪薩 30,775 豪薩 - (hau) 回教

157 42681 查德 貝都因, 索里曼 16,962 哈薩尼亞 - (mey) 回教

158 11323 查德 比迪歐 19,961 比迪歐 - (bid) 回教

159 11336 查德 伯科魯 41,803 達爾西拉達菊 - (da其它宗教

160 11328 查德 布阿 9,214 布阿 - (bub) 其它宗教

161 42663 查德 波爾戈達 27,760 達薩加- (dzg) 回教

162 11333 查德 達格爾 15,983 基貝特 - (kie) 回教

163 47051 查德 查德聾人 48,944 查德 手語 - (cds) 各種

164 11310 查德 德卡其爾, 巴加拉 9,697 巴達 (奈及利亞) - ( 回教

165 11340 查德 登澤 5,576 薩拉卡巴納 - (kwv)其它宗教

166 46396 查德 法國 9,563 法語 - (fra) 基督教

167 11352 查德 戈洛 8,768 西方 中央 班達 - (b基督教

168 11356 查德 古拉 8,049 贊 古拉 - (zna) 回教

169 11361 查德 希馬特, 巴加拉 16,646 蘇丹 阿拉伯 - (apd 回教

170 11364 查德 張果爾 29,136 米加阿馬 - (mmy) 回教

171 11372 查德 卡加克瑟 15,126 卡加克瑟 - (ckq) 回教

172 11381 查德 肯加 38,003 肯加 - (kyq) 其它宗教

173 11383 查德 基貝特 23,435 基貝特 - (kie) 回教

174 42675 查德 昆族 5,576 不詳 - (xxx) 不詳

175 42676 查德 馬哈米德 14,359 查德 阿拉伯 - (shu)回教

176 11398 查德 馬瓦 6,524 馬瓦 (查德) - (mcw 回教

177 11399 查德 馬杰拉 5,631 馬杰拉 - (xmj) 回教

178 11405 查德 馬斯拉姆 8,784 馬斯拉姆 - (msv) 回教

179 11406 查德 馬薩拉特 33,765 查德 阿拉伯 - (shu)回教

180 11407 查德 馬瓦 8,351 馬斯苦姆 - (mje) 回教

181 11413 查德 美多哥 29,769 納巴 - (mne) 回教

182 11415 查德 美斯美杰 32,936 美斯美杰 - (mes) 基督教

183 42680 查德 米加阿馬 5,744 米加阿馬 - (mmy) 回教

184 11418 查德 咪咪 10,783 阿姆丹 - (amj) 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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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11422 查德 摩古姆 8,867 摩古姆 - (莫族u) 其它宗教

186 11423 查德 莫庫盧 15,201 莫庫盧 - (莫族z) 其它宗教

187 11425 查德 莫洛 15,983 基貝特 - (kie) 回教

188 11429 查德 穆比 29,136 穆比 - (mub) 回教

189 11335 查德 薩阿榮哥 43,070 達爾大菊大菊 - (djc回教

190 11454 查德 辛亞爾 15,126 辛亞爾 - (sys) 回教

191 11455 查德 蒐口洛 5,202 蒐口洛 - (sok) 回教

192 46398 查德 蘇爾巴克哈爾 6,334 蘇爾巴克哈爾 - (sb回教

193 11459 查德 塔納 33,277 太諾 - (tnq) 基督教

194 11462 查德 多羅姆 6,050 多羅姆 - (trj) 回教

195 17437 智利 巴斯克 6,700 巴斯克 - (eus) 基督教

196 6651 中國 阿車 43,166 西方 尼蘇 - (nos) 東亞宗教

197 6654 中國 阿昌, 胡沙 7,180 阿昌 - (acn) 佛教

198 20435 中國 艾努 7,803 艾努 (中國) - (aib) 回教

199 22100 中國 阿玲 6,882 烏撒 納蘇 - (yig) 其它宗教

200 22145 中國 阿魯 6,763 西方 尼蘇 - (nos) 東亞宗教

201 6666 中國 安庫 7,801 空可烏 - (kkn) 佛教

202 6673 中國 巴哼, 黎平 6,118 巴哼 - (pha) 東亞宗教

203 6674 中國 巴哼, 三江 48,850 巴哼 - (pha) 東亞宗教

204 6676 中國 白依 26,979 四川 依 - (iii) 東亞宗教

205 6678 中國 拜馬 16,437 拜馬 - (bqh) 其它宗教

206 6680 中國 包諾 29,737 布瑙布怒 - (bwx) 其它宗教

207 6681 中國 北族 25,720 中央 白 - (bca) 東亞宗教

208 7392 中國 泰國黑人 37,493 泰達姆 - (blt) 其它宗教

209 6694 中國 保安 11,702 保安 - (peh) 回教

210 6695 中國 保安, 同仁 6,075 保安 - (peh) 佛教

211 22154 中國 蔡族 28,499 布倫 - (bdi) 東亞宗教

212 6707 中國 曹蘭 41,910 曹蘭 - (mlc) 其它宗教

213 22155 中國 長袍 6,095 布瑙布怒 - (bwx) 其它宗教

214 6710 中國 車蘇 7,911 西方 尼蘇 - (nos) 東亞宗教

215 6717 中國 達斡爾, 西方 6,139 華語 中國 - (cmn) 東亞宗教

216 6718 中國 德昂, 帕勒 9,233 如清布朗 - (pce) 佛教

217 6719 中國 德昂, 如麥 5,187 如麥 布朗 - (rbb) 佛教

218 6720 中國 德昂, 隨 6,674 隨 布朗 - (pll) 佛教

219 6721 中國 僜, 達朗 9,391 迪加洛米需米 - (mh東亞宗教

220 6722 中國 僜, 格曼 12,506 彌苴米需米 - (mxj) 東亞宗教

221 6725 中國 滇寶 11,448 不詳 - (xxx) 其它宗教

222 6731 中國 娥族 36,113 娥語 - (eee) 其它宗教

223 6732 中國 依尼普 19,665 洛洛頗 - (ycl) 東亞宗教

224 6734 中國 爾蘇 33,414 爾蘇 - (ers) 佛教

225 6735 中國 埃文克, 索倫 27,758 埃文克 - (evn) 東亞宗教

226 22166 中國 哥波, 西方 7,886 希山霸拉洛 - (ywt) 東亞宗教

227 6743 中國 各色 14,587 烏撒 納蘇 - (yig) 東亞宗教

228 6744 中國 格蘇 14,741 華語 中國 - (cmn) 東亞宗教

229 7186 中國 赫哲 5,893 華語 中國 - (cmn) 東亞宗教

230 7195 中國 苗族 弗龍 5,193 大花苗 - (hmd) 其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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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7212 中國 日本 6,297 日語 - (jpn) 佛教

232 7215 中國 嘉絨, 四大堡 6,622 觀音橋 - (jiq) 佛教

233 22172 中國 加嗽 36,691 薩尼 - (ysn) 其它宗教

234 7216 中國 荊族 25,320 越南 - (vie) 東亞宗教

235 7218 中國 基諾 21,446 遊樂 基諾 - (jiu) 東亞宗教

236 7233 中國 庫從 43,812 庫從 - (lkc) 佛教

237 22181 中國 拉魯, 楊柳 45,444 希山霸拉洛 - (ywt) 東亞宗教

238 7255 中國 珞巴, 宜都 9,204 宜都-米需米- (clk) 東亞宗教

239 7263 中國 利米 34,392 希山霸拉洛 - (ywt) 東亞宗教

240 22184 中國 菱花 24,270 不詳 - (xxx) 東亞宗教

241 22187 中國 里屋 5,099 四川 依 - (iii) 東亞宗教

242 22188 中國 洛洛, 西南方 43,166 尼希 (中國) - (yso) 東亞宗教

243 7270 中國 洛皮 14,389 華語 中國 - (cmn) 無

244 7272 中國 羅五 26,979 烏撒 納蘇 - (yig) 東亞宗教

245 22195 中國 孟五 22,182 薩尼 - (ysn) 東亞宗教

246 7282 中國 苗, 白石 14,757 華語 中國 - (cmn) 東亞宗教

247 7301 中國 米利 28,237 米利 - (ymh) 東亞宗教

248 7302 中國 明族 13,265 華語 中國 - (cmn) 無

249 22199 中國 米希蘇 6,115 四川 依 - (iii) 其它宗教

250 7307 中國 莫族 21,978 莫語 (中國) - (mkg)東亞宗教

251 7308 中國 門巴, 科納 38,943 塔望 門巴 - (twm) 佛教

252 7309 中國 門巴, 墨脫 7,285 昌哥拉 - (tsj) 佛教

253 7314 中國 蒙古, 四川 32,037 外圍 蒙古 - (mvf) 佛教

254 7315 中國 蒙古, 雲南 8,145 卡多 - (ktp) 東亞宗教

255 7318 中國 墨汁黑 5,142 南方 土家 - (tjs) 其它宗教

256 22201 中國 仫佬家 33,580 仫佬 - (mlm) 東亞宗教

257 22206 中國 納魯 14,699 四川 依 - (iii) 東亞宗教

258 7325 中國 納魯歐 14,468 四川 依 - (iii) 東亞宗教

259 22207 中國 納蘇, 荊宏 22,062 四川 依 - (iii) 其它宗教

260 7329 中國 內蘇, 大黑 7,674 烏撒 納蘇 - (yig) 東亞宗教

261 7330 中國 內蘇, 小黑 8,953 烏撒 納蘇 - (yig) 東亞宗教

262 7335 中國 內蘇, 中央 34,173 烏撒 納蘇 - (yig) 東亞宗教

263 7345 中國 鄂倫春 9,190 鄂倫春 - (orh) 東亞宗教

264 7347 中國 帕爾于 13,289 華語 中國 - (cmn) 其它宗教

265 7350 中國 波貝 5,784 洛洛頗 - (ycl) 其它宗教

266 7353 中國 普拉 23,285 普拉 - (phh) 其它宗教

267 7354 中國 普曼 15,826 余語 - (uuu) 佛教

268 7358 中國 普沙 5,489 華語 中國 - (cmn) 其它宗教

269 7359 中國 洽奴 13,437 北方 黔東 苗 - (hea其它宗教

270 22107 中國 羌義 12,290 南方 羌語 - (qxs) 東亞宗教

271 22108 中國 七星民 5,328 博隆 - (bof) 佛教

272 23112 中國 饒族 11,407 饒語 - (rao) 其它宗教

273 7374 中國 俄語 16,211 俄語 - (rus) 基督教

274 22110 中國 撒瑪度, 西方 8,761 華語 中國 - (cmn) 東亞宗教

275 7377 中國 撒梅 33,266 撒梅 - (smh) 其它宗教

276 22111 中國 薩尼 30,598 烏撒 納蘇 - (yig) 東亞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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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22112 中國 三橋 5,883 南方 墥 – (kmc) 其它宗教

278 7382 中國 三蘇 14,925 三蘇 - (sca) 東亞宗教

279 7388 中國 隨族, 雲南 10,559 隨語 - (swi) 其它宗教

280 7390 中國 蒐果阿立格 43,741 西藏安多 - (adx) 佛教

281 24997 中國 塔吉克, 撒里庫爾 39,154 撒里庫爾 - (srh) 回教

282 1251 中國 塔吉克, 瓦罕 11,741 瓦罕 - (wbl) 回教

283 22120 中國 塔魯 8,479 四川 依 - (iii) 東亞宗教

284 7409 中國 西藏, 舟曲 45,951 卡姆斯 西藏 - (khg 東亞宗教

285 7415 中國 圖肅 38,070 圖語 - (mjg) 東亞宗教

286 7418 中國 回輝 7,371 回輝 - (huq) 回教

287 1254 中國 維吾爾, 羅布泊 41,047 維吾爾 - (uig) 回教

288 7419 中國 烏茲別克 16,482 北方 烏茲別克 - (uz回教

289 46999 中國 瓦罕 7,000 瓦罕 - (wbl) 回教什葉派

290 7393 中國 白 泰語 12,038 白 泰語 - (twh) 其它宗教

291 7425 中國 烏奈 11,058 烏奈 布奴　 - (bwn東亞宗教

292 7433 中國 錫伯, 西方 31,269 錫伯 - (sjo) 東亞宗教

293 7445 中國 永春 14,282 左江 莊 - (zzj) 東亞宗教

294 23114 中國 又諾 21,223 又諾 布奴 - (buh) 其它宗教

295 7449 中國 裕固, 英格 5,130 東方 裕固 - (yuy) 佛教

296 7450 中國 裕固, 沙拉格 10,261 西方 裕固 - (ybe) 佛教

297 22135 中國 連山莊 48,887 連山莊 - (zln) 其它宗教

298 16268 哥倫比亞 阿拉伯, 巴勒斯坦 12,000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遜尼派

299 16275 哥倫比亞 阿瓦快可 12,936 阿瓦快可 - (kwi) 其它宗教

300 46905 哥倫比亞 坎亞摩摩 25,000 西班牙 - (spa) 其它宗教

301 46904 哥倫比亞 科科努科 6,141 西班牙 - (spa) 其它宗教

302 46903 哥倫比亞 科亞馬 24,500 西班牙 - (spa) 其它宗教

303 16244 哥倫比亞 加里帕科 7,066 加里帕科 - (kpc) 其它宗教

304 23157 哥倫比亞 安貝拉鮑多 5,000 安貝拉鮑多 - (bdc) 其它宗教

305 46899 哥倫比亞 坎苦阿莫 7,500 西班牙 - (spa) 基督教

306 46893 哥倫比亞 帕斯托斯 25,000 西班牙 - (spa) 其它宗教

307 43719 哥倫比亞 蓋楚瓦, 低地 7,200 納波 低地 蓋楚瓦 - 其它宗教

308 46892 哥倫比亞 歸拉辛加 5,000 西班牙 - (spa) 基督教

309 16291 哥倫比亞 沃納納 6,284 沃恩繆 - (noa) 其它宗教

310 46889 哥倫比亞 亞納科納 17,000 西班牙 - (spa) 基督教

311 47761 剛果 剛果聾人 17,243 不詳 - (xxx) 各種

312 12971 剛果 豪薩 5,729 豪薩 - (hau) 回教

313 12979 剛果 克韋拉 22,279 利克韋拉 - (kwc) 基督教

314 12982 剛果 洛巴拉 28,644 洛巴拉 - (loq) 基督教

315 12988 剛果 姆班扎 8,487 姆班扎 - (zmz) 基督教

316 12995 剛果 孟姜波 6,365 孟姜波 – (moj) 基督教

317 13000 剛果 恩加拉 波洛基 5,729 波洛基 - (bkt) 基督教

318 13019 剛果 南方 特克 23,128 特克-庫庫雅 - (kkw基督教

319 14477 剛果民主共和國 阿拉伯 20,831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遜尼派

320 14561 剛果民主共和國 哈姆巴 20,831 恩庫圖 - (nkw) 基督教

321 14577 剛果民主共和國 甘果 (第甘果) 6,720 甘果 (巴士委萊 地區其它宗教

322 33483 剛果民主共和國 甘果 (利甘果) 9,676 甘果 (巴士委萊 地區其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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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14588 剛果民主共和國 口古魯 6,168 波古魯 - (bqu) 其它宗教

324 14652 剛果民主共和國 姆北薩 13,842 姆北薩 - (zms) 基督教

325 14671 剛果民主共和國 恩丹佈 隆達 48,650 隆達 - (lun) 基督教

326 14672 剛果民主共和國 恩登格塞 11,558 登格塞 - (dez) 基督教

327 14674 剛果民主共和國 恩多博 13,842 恩多博 - (ndw) 基督教

328 14677 剛果民主共和國 恩頓加 7,257 恩頓加 - (ndt) 其它宗教

329 14683 剛果民主共和國 恩哥賓達 6,988 恩哥賓達 - (nbd) 基督教

330 14691 剛果民主共和國 恩吉 17,337 北方 恩哥賓達 - (ng其它宗教

331 14686 剛果民主共和國 恩戈利 13,842 恩戈 - (nlo) 基督教

332 14690 剛果民主共和國 恩根度 6,988 恩根度 - (nue) 基督教

333 14699 剛果民主共和國 寧杜 13,842 寧杜 - (nyg) 基督教

334 14704 剛果民主共和國 佩倫代 13,842 佩倫代 - (ppp) 基督教

335 14710 剛果民主共和國 葡萄牙 6,720 葡萄牙 - (por) 基督教

336 14715 剛果民主共和國 桑巴 6,988 桑巴 - (smx) 基督教

337 14717 剛果民主共和國 桑戈 6,988 桑戈 - (sag) 基督教

338 14720 剛果民主共和國 瑟瑞 8,601 瑟瑞 - (swf) 其它宗教

339 14724 剛果民主共和國 蒐族 20,831 蒐族 (剛果民主共基督教

340 14727 剛果民主共和國 松戈 20,831 松戈 - (soo) 基督教

341 14735 剛果民主共和國 塔格波 28,222 塔格波 - (tbm) 其它宗教

342 39282 剛果民主共和國 特克, 南方中央 20,831 特克-弗烏姆 - (ifm)基督教

343 14747 剛果民主共和國 亞科馬 16,933 亞科馬 - (yky) 其它宗教

344 14748 剛果民主共和國 亞空格利 20,831 亞空格利 - (ymg) 基督教

345 24959 哥斯大黎加 阿拉伯 5,975 北方 黎凡特 阿拉伯回教

346 13060 象牙海岸 波嗦 15,618 珍拿馬 波嗦 - (bze)回教

347 14380 象牙海岸 科莫諾 6,095 基薩 - (kqm) 回教

348 13095 象牙海岸 空楊可 15,536 馬尼卡森林  - (myq回教

349 13136 象牙海岸 圖拉 46,011 圖拉 (象牙海岸) - ( 其它宗教

350 13147 象牙海岸 沃洛夫 12,617 沃洛夫 - (wol) 回教

351 47760 克羅埃西亞共和國 克羅地亞聾人 17,294 克羅地亞 手語 - (cs各種

352 22302 古巴 海地 40,000 海地 - (hat) 基督教

353 22303 古巴 牙買加 5,000 牙買加 克里奧爾 英基督教

354 46779 捷克共和國 中國漢人 20,000 華語 中國 - (cmn) 佛教

355 46784 捷克共和國 俄國 33,893 俄語 - (rus) 基督教

356 777 捷克共和國 越南 25,000 越南 - (vie) 佛教

357 80 丹麥 克羅地亞 5,400 克羅地亞- (hrv) 基督教

358 82 丹麥 丹麥聾人 24,400 丹麥 手語 - (dsl) 各種

359 86 丹麥 德國 25,900 德語 - (deu) 基督教

360 87 丹麥 格林蘭 10,000 格林蘭 - (kal) 基督教

361 88 丹麥 冰島 8,440 冰島 - (isl) 基督教

362 91 丹麥 波斯 9,000 西方 波斯 - (pes) 回教

363 98 丹麥 瑞典 21,345 瑞典 - (swe) 基督教

364 99 丹麥 土耳其 30,500 土耳其 - (tur) 回教遜尼派

365 46401 吉布地 法語 15,908 法語 - (fra) 基督教

366 16320 多米尼加共和國 多米尼加聾人 43,314 多米尼加 手語 - (do各種

367 16322 多米尼加共和國 中國廣東漢人 8,663 粵 中國 – (yue) 佛教

368 17463 厄瓜多爾 查其 5,000 查其 - (cbi) 其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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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42924 厄瓜多爾 中國廣東漢人 7,500 粵 中國 - (粵) 無

370 42687 埃及 巴哈利亞 24,989 阿爾及利亞 撒哈拉回教

371 22025 埃及 巴巴里, 錫瓦 11,717 錫瓦 - (siz) 回教

372 11513 埃及 圖斯克 22,828 圖斯克 阿爾巴尼亞回教

373 11515 埃及 土耳其 38,265 土耳其 - (tur) 回教

374 13161 赤道幾內亞 歐非 11,936 西班牙 - (spa) 基督教

375 13165 赤道幾內亞 豪薩 9,752 豪薩 - (hau) 回教

376 13169 赤道幾內亞 恩古姆巴 12,462 瓜希 - (nmg) 基督教

377 11518 厄立特里亞 阿皋, 西方 12,739 阿姆哈拉 - (amh) 基督教

378 42706 厄立特里亞 阿拉伯, 巴勒斯坦 38,545 南黎凡特 阿拉伯 - 回教

379 42707 厄立特里亞 沙烏地阿拉伯 42,275 希賈茲 阿拉伯 - (ac回教

380 42710 厄立特里亞 阿拉伯, 葉門 25,260 塔依茲-亞丁 阿拉伯回教

381 47758 厄立特里亞 厄立特里亞聾人 23,859 不詳 - (xxx) 各種

382 47725 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聾人 6,292 愛沙尼亞 手語 - (es各種

383 11545 衣索比亞 阿拉伯 7,931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遜尼派

384 42743 衣索比亞 阿拉伯, 葉門 6,308 塔依茲-亞丁 阿拉伯回教

385 12137 衣索比亞 巴勒 6,597 卡希波-巴勒 – (koe基督教

386 11552 衣索比亞 巴斯可都 14,341 巴斯可都 - (bst) 基督教

387 11556 衣索比亞 博迪 5,600 米恩 - (mym) 基督教

388 11559 衣索比亞 博羅 9,236 博羅 (衣索比亞) - ( 基督教

389 11565 衣索比亞 恰拉 6,597 恰拉 - (cra) 基督教

390 42703 衣索比亞 達什 6,742 加莫 - (gmv) 基督教

391 42705 衣索比亞 迪希納 8,251 高瓦達 - (gwd) 回教

392 11570 衣索比亞 多巴瑟 7,917 布薩 - (dox) 回教

393 42718 衣索比亞 多科 7,931 恩貢貝 (剛果民主共基督教

394 42719 衣索比亞 東依羅 47,586 尼揚加通 - (nnj) 基督教

395 11546 衣索比亞 依利波利 8,844 依利波 - (arv) 基督教

396 11581 衣索比亞 甘扎 7,125 甘扎 - (gza) 回教

397 11577 衣索比亞 賈瑞 7,125 博拉娜-阿西-古吉 歐回教

398 11582 衣索比亞 高瓦達 42,993 高瓦達 - (gwd) 其它宗教

399 11583 衣索比亞 吉多萊 6,597 迪拉沙 - (gdl) 基督教

400 42712 衣索比亞 勾蘭哥 8,724 高瓦達 - (gwd) 基督教

401 42713 衣索比亞 勾羅瑟 7,931 高瓦達 - (gwd) 基督教

402 42721 衣索比亞 谷巴 7,931 博羅 (衣索比亞) - ( 基督教

403 11539 衣索比亞 哈馬爾 32,987 哈默班納 - (amf) 基督教

404 11593 衣索比亞 哈拉爾 18,906 哈拉爾 - (har) 回教

405 42723 衣索比亞 哈拉蒐 7,931 高瓦達 - (gwd) 回教

406 11604 衣索比亞 科比納 39,528 科比納 - (ktb) 基督教

407 11606 衣索比亞 科雷于 7,931 博拉娜-阿西-古吉 歐基督教

408 42727 衣索比亞 科馬 13,146 科馬巴格 帕哈利亞基督教

409 11610 衣索比亞 昆菲爾 6,453 翁基 - (awn) 基督教

410 11611 衣索比亞 朗加 5,497 歐普沃 - (lgn) 基督教

411 11615 衣索比亞 馬吉 29,424 蒂津 - (mdx) 基督教

412 11616 衣索比亞 馬勒 26,390 馬勒 (衣索比亞) - ( 基督教

413 42729 衣索比亞 米森哥 33,463 馬揚 - (mpe) 基督教

414 11619 衣索比亞 米斯米斯 14,514 米斯米斯 - (mys)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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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11623 衣索比亞 穆爾西 6,729 穆爾西 - (muz) 基督教

416 11624 衣索比亞 瑙族 16,393 那衣 - (noz) 基督教

417 11626 衣索比亞 北方 科馬 18,285 庫阿瑪 - (kmq) 回教

418 11627 衣索比亞 北方 毛族 6,095 班巴希 - (myf) 回教

419 11628 衣索比亞 尼揚加通 6,729 尼揚加通 - (nnj) 基督教

420 11633 衣索比亞 雷希亞特 43,147 大阿三納可 - (dsh) 基督教

421 42732 衣索比亞 薩霍 28,682 薩霍 - (ssy) 回教

422 42733 衣索比亞 沙貝爾 15,862 索馬利 - (som) 回教

423 11640 衣索比亞 雪科 36,761 雪科 - (she) 基督教

424 42734 衣索比亞 辛納沙 7,233 博羅 (衣索比亞) - ( 基督教

425 11647 衣索比亞 蘇里 26,390 蘇里 - (suq) 回教

426 42737 衣索比亞 蒂爾馬 23,793 蘇里 - (suq) 基督教

427 42738 衣索比亞 投波薩 23,119 投波薩 - (toq) 基督教

428 11650 衣索比亞 澤馬 14,171 澤馬 - (tsb) 基督教

429 42739 衣索比亞 溫比拉 7,931 博羅 (衣索比亞) - ( 基督教

430 11661 衣索比亞 扎伊 6,439 扎伊 - (zwa) 基督教

431 11659 衣索比亞 扎伊瑟 13,966 扎伊瑟-折古拉 – (z基督教

432 8234 斐濟 旁遮普語 8,079 蓬加畢 - (pan) 印度教

433 111 芬蘭 聾人 芬蘭 8,000 芬蘭 手語 - (fse) 各種

434 110 芬蘭 芬蘭 拉布蘭 5,730 伊納里薩莫斯 - (sm其它宗教

435 113 芬蘭 卡累里亞 10,000 卡累里亞 - (krl) 基督教

436 119 芬蘭 俄語 45,300 俄語 - (rus) 基督教

437 42469 法國 阿富汗 37,050 達里 - (prs) 回教遜尼派

438 11664 法國 埃及阿拉伯 25,000 埃及 阿拉伯 - (arz) 回教

439 11667 法國 阿拉伯, 伊拉克 25,000 美索不達米亞阿拉伯回教

440 11672 法國 阿拉伯, 黎巴嫩 25,000 北方 黎凡特 阿拉伯回教遜尼派

441 11676 法國 阿拉伯, 巴勒斯坦 25,000 南黎凡特 阿拉伯 - 回教

442 132 法國 阿爾利斯克 巴爾幹半島 吉 10,500 巴爾幹半島 羅曼 - 基督教

443 136 法國 孟加拉 30,600 孟加拉 - (ben) 印度教

444 11668 法國 巴巴里, 賈巴拉 25,000 摩洛哥 阿拉伯 - (ar回教

445 145 法國 捷克 12,350 捷克 - (ces) 無

446 146 法國 丹麥 12,350 丹麥 - (dan) 基督教

447 11663 法國 德魯茲 25,000 北方 黎凡特 阿拉伯回教

448 42899 法國 福爾富德-富拉尼 30,874 阿達馬瓦 福爾富德回教

449 156 法國 德語 瑞士 37,050 瑞士 德語 - (gsw) 基督教

450 11665 法國 依拜帶 25,000 薩伊迪 阿拉伯 - (ae回教

451 167 法國 日本 11,600 日語 - (jpn) 東亞宗教

452 172 法國 寮國 18,500 寮國 – (lao) 佛教

453 180 法國 曼迪亞克 22,000 曼迪亞克 - (mfv) 基督教

454 11675 法國 馬扎 25,000 馬扎 - (mzb) 回教

455 189 法國 留尼旺島 12,350 留尼旺 克里奧爾 法基督教

456 134 法國 羅曼, 巴爾幹半島 10,500 巴爾幹半島 羅曼 - 基督教

457 191 法國 羅曼, 辛特 10,000 辛特 羅曼 - (r莫族) 基督教

458 192 法國 羅曼安 14,300 羅曼安 - (ron) 基督教

459 11678 法國 撒哈拉威 25,000 哈薩尼亞 - (mey) 回教

460 195 法國 塞爾維亞 24,700 塞爾維亞 - (srp) 基督教

www.finishingthetask.com  10 of 33



   1,505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Populations between 5,000 and 49,999  May 2010

POPID 國家 人本集團 人口 語言 宗教

461 200 法國 瑞典 12,350 瑞典 - (swe) 基督教

462 205 法國 烏克蘭 21,600 烏克蘭 - (ukr) 基督教

463 16338 法屬圭亞那 客家 14,628 客家 中國 - (hak) 佛教

464 16342 法屬圭亞那 蘇里納摩 18,596 蘇里南 湯加 - (srn) 其它宗教

465 13175 加彭 巴拉馬 7,460 巴拉馬 - (bbg) 基督教

466 47745 加彭 加彭聾人 6,631 不詳 - (xxx) 各種

467 13185 加彭 逢族 17,066 逢語 - (逢語) 其它宗教

468 13186 加彭 富拉尼 5,979 阿達馬瓦 福爾富德回教遜尼派

469 13187 加彭 根族 17,066 根語 - (guw) 其它宗教

470 13188 加彭 豪薩 8,968 豪薩 - (hau) 回教

471 13198 加彭 民度莫 5,231 恩度莫 - (nmd) 其它宗教

472 13200 加彭 買因 43,518 買因 - (mye) 基督教

473 13205 加彭 北方 特克 14,859 特克-特克 - (teg) 基督教

474 13218 加彭 溫布 16,164 溫布 - (vum) 基督教

475 13226 甘比亞 班諾克 27,819 班諾克-根亞莫羅 - 回教

476 13227 甘比亞 班巴拉 7,302 班巴拉 - (bam) 回教

477 47049 甘比亞 甘比亞聾人 8,241 不詳 - (xxx) 各種

478 42196 甘比亞 瑟瑞爾 41,278 瑟瑞爾 - (srr) 回教

479 24109 喬治亞 車臣 8,000 車臣 - (che) 回教遜尼派

480 47771 喬治亞 聾人 喬治亞 16,834 不詳 - (xxx) 各種

481 24112 喬治亞 庫德, 北方 30,000 北方 庫德ish - (kmr回教什葉派

482 42506 德國 阿拉伯 5,000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

483 42456 德國 阿拉伯, 摩洛哥 46,100 摩洛哥 阿拉伯 - (ar回教遜尼派

484 42454 德國 突尼西亞阿拉伯 26,300 突尼西亞 阿拉伯 - 回教遜尼派

485 224 德國 白俄羅斯 9,241 白俄羅斯 - (bel) 基督教

486 221 德國 博傑普爾 17,000 博傑普爾 - (bho) 印度教

487 231 德國 西方 弗里西 11,350 西方 弗里西 - (frs) 基督教

488 42397 德國 衣索比亞 5,778 阿姆哈拉 - (amh) 基督教

489 238 德國 德語 瑞士 33,660 瑞士 德語 - (gsw) 基督教

490 243 德國 印地 25,560 印地 - (hin) 印度教

491 42436 德國 伊拉克 5,000 美索不達米亞阿拉伯回教

492 42427 德國 日語 24,500 日語 - (jpn) 東亞宗教

493 247 德國 哈薩克 5,000 哈薩克 - (kaz) 回教

494 251 德國 拉脫維亞 9,150 拉脫維亞 - (lav) 基督教

495 252 德國 立陶宛 40,360 立陶宛 - (lit) 基督教

496 258 德國 北方 索佈 7,222 德語 - (deu) 基督教

497 265 德國 羅曼, 維拉克斯 12,000 維拉克斯 羅曼 - (rm基督教

498 269 德國 羅曼 吉普賽 32,680 葉尼車 - (yec) 基督教

499 42413 德國 泰語 5,343 泰語 - (tha) 佛教

500 33511 德國 圖斯克 32,680 圖斯克 阿爾巴尼亞回教

501 273 德國 圖洛又 20,200 圖洛又 - (tru) 回教遜尼派

502 277 德國 烏爾都 17,500 烏爾都 - (urd) 回教遜尼派

503 13310 迦納 朱拉 18,362 朱拉 - (dyu) 回教

504 13352 迦納 利格比 15,918 利格比 - (lig) 回教

505 13369 迦納 恩特魯波 10,404 德樂 - (ntr) 其它宗教

506 13387 迦納 司沙拉 20,808 西方 司沙拉 - (ssl) 其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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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 13377 迦納 桑海 5,624 科利亞博羅 桑尼 桑回教遜尼派

508 13391 迦納 澤爾馬 5,514 澤爾馬 - (dje) 回教

509 16348 瓜德羅普島 東方 印度 14,218 泰米爾 - (tam) 基督教

510 13392 幾內亞 巴底阿拉 7,320 巴底阿拉 - (pbp) 回教

511 47732 幾內亞 幾內亞聾人 27,079 幾內亞手語 - (gus) 各種

512 13409 幾內亞 豪薩 7,108 豪薩 - (hau) 回教

513 47042 幾內亞 空卡貝 7,957 卡卡貝 - (kke) 回教

514 13449 幾內亞比紹 比阿法的 49,164 比阿法的 - (bif) 回教

515 47048 幾內亞比紹 聾人 幾內亞-比秀 7,561 不詳 - (xxx) 各種

516 42188 幾內亞比紹 沃洛夫 7,297 沃洛夫 - (wol) 回教遜尼派

517 16364 蓋亞那 印地 38,279 加勒比 印度斯坦 - 印度教

518 47769 海地 聾人 海地 40,680 不詳 - (xxx) 各種

519 16374 海地 多米尼加 34,658 西班牙 - (spa) 基督教

520 24760 宏都拉斯 中國廣東漢人 5,975 粵 中國 - (粵) 東亞宗教

521 25028 宏都拉斯 投魯潘 19,300 投魯 - (jic) 其它宗教

522 42237 匈牙利 塞爾維亞 10,000 塞爾維亞 - (srp) 基督教

523 42151 印度 阿迪安 14,832 拉武拉 - (yea) 其它宗教

524 42066 印度 埃傑 22,862 坎那達 - (kan) 其它宗教

525 42006 印度 阿苟里 28,814 印地 - (hin) 印度教

526 41947 印度 眉心 38,046 印地 - (hin) 印度教

527 42017 印度 安巴拉法希 27,498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印度教

528 42073 印度 艾炎納法 14,404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印度教

529 42154 印度 巴迪克 13,888 印地 - (hin) 其它宗教

530 42097 印度 巴迪 20,135 蓬加畢 - (pan) 其它宗教

531 41908 印度 拜格 43,798 烏爾都 - (urd) 回教

532 42062 印度 貝哥 23,205 烏爾都 - (urd) 回教

533 41971 印度 巴卡爾瓦 34,837 古札爾 - (gju) 印度教

534 41931 印度 巴拉山頭失 40,957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535 48005 印度 巴尼亞 (安吉卡) 6,486 安吉卡 - (anp) 印度教

536 48009 印度 巴尼亞 (布德甘地) 20,562 本德利 - (bns) 印度教

537 48026 印度 巴尼亞 (多格里) 30,906 多格里 (單獨語言) 印度教

538 48031 印度 巴尼亞 (剛卡尼) 33,093 剛卡尼 (單獨語言) 印度教

539 48035 印度 巴尼亞 (邁德里) 5,063 邁德里 - (mai) 印度教

540 47996 印度 巴尼亞, 阿加瓦爾 (坎那達 31,671 印地 - (hin) 印度教

541 41942 印度 班加尼亞 38,779 古吉拉特 - (guj) 印度教

542 47983 印度 班加拉 (哈爾炎比) 29,583 班加爾 - (bjn) 印度教

543 47976 印度 班加拉 (馬爾尼里 - 古吉拉 42,024 馬爾尼里 (印度) - ( 印度教

544 47980 印度 班加拉 (奧里雅) 18,708 班加爾 - (bjn) 印度教

545 47981 印度 班加拉 (拉賈斯坦) 14,952 巴格里 - (bgq) 印度教

546 41967 印度 巴爾加 35,081 恰蒂斯加爾 - (hne)印度教

547 42057 印度 伯爾瓦爾 23,764 阿沃提 - (awa) 其它宗教

548 41977 印度 貝拉爾 33,396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549 41879 印度 巴恩塔 48,211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550 48022 印度 巴特 (孟加拉) 44,056 孟加拉 - (ben) 印度教

551 41975 印度 巴特 33,706 拉達克 - (lbj) 其它宗教

552 42042 印度 布衣亞 25,009 印地 - (hin) 其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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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41901 印度 布里亞 44,839 奧里雅 - (ori) 印度教

554 41999 印度 布恩賈 30,586 布恩賈 - (bhu) 其它宗教

555 42013 印度 賓德拉 15,277 泰盧固 - (tel) 其它宗教

556 41997 印度 比薩提 31,020 烏爾都 - (urd) 回教

557 41922 印度 本德利 42,448 本德利 - (bns) 印度教

558 42055 印度 布達苦卡拉 16,827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559 41976 印度 布德漢 33,612 喀什米爾 - (kas) 回教

560 41969 印度 本卡爾 34,970 瓦格帝 - (wbr) 印度教

561 42041 印度 裘達爾 25,015 印地 - (hin) 印度教

562 42070 印度 朱地亞 22,428 奧里雅 - (ori) 其它宗教

563 42121 印度 春查爾 17,566 坎那達 - (kan) 印度教

564 41916 印度 達杜教義 43,091 馬爾尼里 (巴基斯坦印度教

565 42123 印度 達萊拉 17,311 印地 - (hin) 印度教

566 47936 印度 達爾基 (奧里雅) 23,925 奧里雅 - (ori) 印度教

567 42068 印度 德哈 22,752 哈爾炎比 - (bgc) 其它宗教

568 42061 印度 達瓦 23,480 孟加拉 - (ben) 回教

569 47916 印度 多比 (坎那達) 26,884 坎那達 - (kan) 回教

570 47917 印度 多比 (喀什米爾) 6,216 喀什米爾 - (kas) 回教

571 41896 印度 愛滋哈法希 41,695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印度教

572 42102 印度 甘達拉 19,551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573 42088 印度 甘甘尼 20,764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574 42034 印度 甘拉爾 25,381 奧里雅 - (ori) 印度教

575 41927 印度 賈陸第 41,371 烏爾都 - (urd) 印度教

576 42008 印度 哥亥 28,467 帕哈里-帕瓦里 - (p 印度教

577 42111 印度 勾杉基 25,858 泰盧固 - (tel) 其它宗教

578 41963 印度 加溫教義 35,703 印地 - (hin) 印度教

579 42145 印度 瓜爾 14,833 印地 - (hin) 其它宗教

580 47952 印度 古札爾, 錫克 32,496 古札爾 - (gju) 其它宗教

581 41949 印度 哈爾刊差 37,732 坎那達 - (kan) 印度教

582 42136 印度 哈薩拉如 15,873 坎那達 - (kan) 其它宗教

583 47962 印度 耆那 (邁德里) 37,201 邁德里 - (mai) 其它宗教

584 47964 印度 耆那 (泰盧固) 48,074 泰盧固 - (tel) 其它宗教

585 42117 印度 卡達爾 17,938 卡達爾 - (kej) 其它宗教

586 42077 印度 凱卡里 22,005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587 41878 印度 卡拉地 48,043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其它宗教

588 47887 印度 卡瑪 (部落) 恰蒂斯加爾 25,065 卡瑪 - (keq) 其它宗教

589 41899 印度 坎查拉 45,024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590 42094 印度 坎德拉 20,254 印地 - (hin) 印度教

591 42098 印度 卡里帕拉 17,399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印度教

592 42110 印度 卡斯霸特 18,571 古吉拉特 - (guj) 回教

593 41998 印度 卡蒂帕姆拉 30,799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594 42056 印度 卡瓦拉 16,832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印度教

595 42044 印度 卡爾瓦爾 24,895 恰蒂斯加爾 - (hne)其它宗教

596 41940 印度 卡爾帕 39,567 古吉拉特 - (guj) 印度教

597 41968 印度 古姆拉 35,087 米瓦里 - (mtr) 印度教

598 41996 印度 口哈提 31,211 馬拉地 - (mar) 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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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 42144 印度 科利亞 9,407 泰米爾 - (tam) 印度教

600 41865 印度 哥馬拉盤它 32,000 剛卡尼 (單獨語言) 印度教

601 42045 印度 科拉加 19,479 罔布勒 - (wme) 其它宗教

602 42021 印度 庫塔 27,016 阿沃提 - (awa) 印度教

603 42026 印度 拉達爾 26,651 坎那達 - (kan) 印度教

604 42074 印度 洛伊絲 22,245 卡多 - (kdv) 其它宗教

605 41937 印度 馬朱拉 17,325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606 42009 印度 莫克蘭 28,452 南方 俾路支 - (bcc)印度教

607 42171 印度 馬拉庫拉番 20,789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其它宗教

608 42174 印度 馬萊庫底 9,839 土魯 - (tcy) 其它宗教

609 47911 印度 馬里斯 25,701 奧里雅 - (ori) 印度教

610 42011 印度 曼納佐拉 16,483 泰盧固 - (tel) 其它宗教

611 42063 印度 馬蒂亞帕提達 23,169 古吉拉特 - (guj) 印度教

612 41985 印度 馬比蘭 36,689 土魯 - (tcy) 印度教

613 42131 印度 馬瓦斯 16,397 印地 - (hin) 其它宗教

614 42016 印度 梅達 41,880 科達瓦 - (kfa) 其它宗教

615 41907 印度 姆克利 44,083 烏爾都 - (urd) 回教

616 42118 印度 穆克希 17,882 阿薩姆 - (asm) 印度教

617 41819 印度 木里 18,240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618 42064 印度 納班斯 22,999 孟加拉 - (ben) 印度教

619 42000 印度 納格達 30,468 瓦格帝 - (wbr) 印度教

620 41980 印度 納哥斯阿 33,259 沙德里 - (sck) 印度教

621 41872 印度 納伊塔 49,497 馬爾維 - (mup) 回教

622 41962 印度 內亞拉 14,888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623 42137 印度 伯特爾 15,762 古吉拉特 - (guj) 其它宗教

624 42139 印度 佰奇 17,504 泰盧固 - (tel) 其它宗教

625 41958 印度 潘達蘭 24,162 泰米爾 - (tam) 印度教

626 42104 印度 潘迪薩爾 9,072 泰米爾 - (tam) 印度教

627 42128 印度 潘格瓦拉 16,677 潘格瓦拉 - (pgg) 其它宗教

628 41961 印度 潘納地 5,680 泰米爾 - (tam) 印度教

629 41944 印度 帕薩爾瓦 38,687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630 42109 印度 帕提亞 11,471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印度教

631 41960 印度 帕提加爾 10,670 卡里亞 - (khr) 印度教

632 41902 印度 平達拉 44,608 烏爾都 - (urd) 回教

633 41912 印度 拍拉布 巴丹 43,224 古吉拉特 - (guj) 印度教

634 42038 印度 普利薩爾 7,708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印度教

635 41991 印度 普爾畢 32,112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636 41894 印度 拉查瓦 33,115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637 41842 印度 拉加普爾 45,991 剛卡尼 (單獨語言) 印度教

638 42085 印度 拉吉巴爾 20,863 博傑普爾 - (bho) 印度教

639 42089 印度 勞特 20,686 恰蒂斯加爾 - (hne)印度教

640 41657 印度 沙曼山 23,059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印度教

641 41972 印度 桑克爾 34,830 馬拉地 - (mar) 印度教

642 41920 印度 沙斯瓦拉 42,654 古吉拉特 - (guj) 印度教

643 41930 印度 希克黎加 40,995 印地 - (hin) 其它宗教

644 47989 印度 信德 (阿沃提) 39,452 信德 - (snd) 印度教

www.finishingthetask.com  14 of 33



   1,505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Populations between 5,000 and 49,999  May 2010

POPID 國家 人本集團 人口 語言 宗教

645 42096 印度 希塔利 20,155 沙德里 - (sck) 印度教

646 42050 印度 所利加 37,836 所利加 - (sle) 其它宗教

647 42173 印度 什灣格拉 10,914 帕塔尼 - (lae) 其它宗教

648 42018 印度 苔族 27,143 烏爾都 - (urd) 回教

649 42105 印度 坦馬底 19,227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650 42120 印度 提爾加爾 17,732 古吉拉特 - (guj) 其它宗教

651 42058 印度 圖拉依哈 23,699 印地 - (hin) 其它宗教

652 42027 印度 土裡巴羅特 26,731 古吉拉特 - (guj) 印度教

653 41873 印度 維拉馬士迪 36,963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654 41903 印度 維丹 29,888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其它宗教

655 42081 印度 亞它 21,381 泰盧固 - (tel) 印度教

656 42007 印度 葉拉瓦 24,597 拉武拉 - (yea) 其它宗教

657 22626 印尼 阿希路路 11,046 阿希路路 - (asl) 回教

658 22420 印尼 巴杜依 5,523 巴杜依 - (bac) 其它宗教

659 22786 印尼 巴拉參 6,075 巴拉參 - (bls) 回教

660 22488 印尼 巴利德 22,092 普通 馬來 - (zsm) 回教

661 22553 印尼 伯勞 22,092 伯勞 馬來 - (bve) 回教

662 22793 印尼 賓陶納 8,837 賓陶納 - (bne) 回教

663 22795 印尼 邦訥拉特 11,046 邦訥拉特 - (bna) 回教

664 22807 印尼 達姆皮拉薩 14,360 達姆皮拉薩 - (dms)回教

665 22808 印尼 棟多 16,569 棟多 - (dok) 回教

666 22653 印尼 各色 戈羅姆 40,319 各色-戈羅姆 - (ges 回教

667 22658 印尼 希圖 17,674 希圖 - (htu) 回教

668 22500 印尼 基金姆 16,569 普通 馬來 - (zsm) 回教

669 22677 印尼 拉爾依基-瓦卡希胡 13,918 拉爾依基-瓦卡希胡回教

670 22830 印尼 林波托 11,046 哥倫打洛 - (gor) 回教

671 22682 印尼 立瑟拉 13,255 立瑟拉 - (lcl) 回教

672 22514 印尼 陸埠 38,662 陸埠 - (lcf) 其它宗教

673 22734 印尼 莫依 巴拉 13,255 西方 莫依 - (mqs) 回教

674 22643 印尼 莫依 帖木兒 22,092 東方 莫依 - (mky) 回教

675 22837 印尼 馬林彭 6,075 馬林彭 - (mli) 回教

676 22841 印尼 馬洛寧 38,662 馬洛寧 - (mqn) 回教

677 22853 印尼 巴加納 16,569 巴加納 - (pnp) 回教

678 22698 印尼 帕塔尼-馬巴 14,360 帕塔尼 - (ptn) 回教

679 22527 印尼 皮卡爾 44,185 皮卡爾 - (pel) 回教

680 22529 印尼 彭古魯 27,616 普通 馬來 - (zsm) 回教

681 22859 印尼 拉酣布 5,523 拉酣布 - (raz) 回教

682 22657 印尼 謝伊特-凱特圖 11,599 謝伊特-凱特圖 – (h回教

683 22774 印尼 蒐阿 11,046 蒐阿 - (ssq) 基督教

684 22775 印尼 索洛爾 32,147 拉馬侯落 - (slp) 基督教

685 22703 印尼 蘇拉 22,092 蘇拉 - (szn) 回教

686 22870 印尼 蘇瓦瓦 14,360 蘇瓦瓦 - (swu) 回教

687 22871 印尼 太極歐 22,092 太極歐 - (tdj) 回教

688 22721 印尼 特納提 46,394 特納提 - (tft) 回教

689 22723 印尼 提多爾 28,720 提多爾 - (tvo) 回教

690 22882 印尼 托米尼 48,603 托米尼 - (txm) 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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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 22894 印尼 瓦王尼 27,616 瓦王尼 - (wow) 回教

692 22895 印尼 沃吐 6,628 沃吐 - (wtw) 回教

693 24132 伊朗 阿斯提安 20,300 阿斯提安 - (atn) 回教什葉派

694 24145 伊朗 巴許卡爾 6,000 巴許卡爾 - (bsg) 回教遜尼派

695 24147 伊朗 布拉灰 15,000 布拉灰 - (brh) 回教遜尼派

696 24151 伊朗 法爾斯 6,763 南方西方 法爾斯 - 回教

697 24152 伊朗 加布里 12,000 瑣羅亞斯德 達里 - 其它宗教

698 24154 伊朗 加齊 6,000 加齊 - (gzi) 回教

699 24155 伊朗 喬治亞 18,046 喬治亞 - (kat) 無

700 46632 伊朗 古拉尼 庫德 26,000 古拉尼 - (hac) 回教什葉派

701 24160 伊朗 哈爾贊 32,000 哈爾贊 - (hrz) 回教什葉派

702 24168 伊朗 卡林甘 16,700 卡林甘 - (kgn) 回教什葉派

703 24169 伊朗 哈薩克 6,000 哈薩克 - (kaz) 回教遜尼派

704 24171 伊朗 哈拉吉 40,500 土耳其 哈拉吉 - (kl回教什葉派

705 24173 伊朗 昆沙爾 20,300 昆沙爾 - (kfm) 回教什葉派

706 24188 伊朗 曼底安 8,800 曼底安 - (mid) 基督教

707 24193 伊朗 回教 塔村 10,100 回教 塔村 - (ttt) 回教什葉派

708 24195 伊朗 拿坦茲 6,700 拿坦茲 - (ntz) 回教什葉派

709 24196 伊朗 那衣 6,700 那衣 - (nyq) 回教什葉派

710 24141 伊朗 羅曼, 巴爾幹半島 27,000 巴爾幹半島 羅曼 - 回教遜尼派

711 24209 伊朗 桑基薩爾 39,766 桑基薩爾 - (sgr) 回教什葉派

712 24210 伊朗 塞姆納尼 20,300 塞姆納尼 - (smy) 回教什葉派

713 24215 伊朗 希凡地 6,700 希凡地 - (siy) 回教什葉派

714 24216 伊朗 蒐依 6,700 蒐依 - (soj) 回教什葉派

715 24217 伊朗 所爾可 11,046 所爾可 - (sqo) 回教什葉派

716 24230 伊朗 維弗斯 20,300 維弗斯 - (vaf) 回教什葉派

717 11692 伊拉克 阿第哥 29,601 阿迪格 - (ady) 回教遜尼派

718 11693 伊拉克 安那托利亞 土耳其 28,705 土耳其 - (tur) 回教遜尼派

719 11708 伊拉克 埃及阿拉伯 15,580 埃及 阿拉伯 - (arz) 回教

720 42746 伊拉克 阿拉伯, 巴勒斯坦 17,471 北方 黎凡特 阿拉伯回教

721 11694 伊拉克 敘利亞阿拉伯 17,698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

722 11701 伊拉克 亞述 46,739 亞述 新-阿拉姆 - (a基督教

723 11703 伊拉克 巴杰蘭 31,159 巴杰蘭 - (bjm) 回教

724 42745 伊拉克 索卡西亞 17,195 阿迪格 - (ady) 其它宗教

725 11713 伊拉克 好拉米 28,771 古拉尼 - (hac) 回教什葉派

726 11714 伊拉克 赫爾基 29,566 北方 庫德 - (kmr) 回教

727 11721 伊拉克 希卡基 29,566 北方 庫德 - (kmr) 回教

728 11723 伊拉克 蘇爾基 17,138 北方 庫德 - (kmr) 回教

729 22253 愛爾蘭 愛爾蘭聾人 20,055 愛爾蘭 手語 - (isg) 各種

730 48049 愛爾蘭 羅曼安 8,289 羅曼安 - (ron) 基督教

731 11739 以色列 埃及阿拉伯 28,737 埃及 阿拉伯 - (arz) 回教遜尼派

732 11772 以色列 以色列聾人 36,728 意第緒 手語 - (yds)各種

733 11743 以色列 呼拉 呼拉 9,942 呼拉呼拉 - (huy) 回教

734 11749 以色列 猶太, 庫德斯坦 11,495 利珊納 登尼 - (lsd) 猶太教

735 11751 以色列 馬來亞拉姆 9,196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回教

736 11752 以色列 馬拉地 9,196 馬拉地 - (mar) 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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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11753 以色列 回教 吉普賽 8,506 多馬里 - (rmt) 回教

738 11768 以色列 土耳其 34,484 土耳其 - (tur) 回教

739 42324 義大利 阿拉伯, 阿爾及利亞 15,493 阿爾及利亞 阿拉伯回教遜尼派

740 33520 義大利 埃及阿拉伯 40,583 埃及 阿拉伯 - (arz) 回教

741 33519 義大利 孟加拉 8,000 孟加拉 - (ben) 回教遜尼派

742 316 義大利 波士尼亞 29,000 波士尼亞 - (bos) 基督教

743 321 義大利 白雲巖 30,000 拉登 - (lld) 基督教

744 325 義大利 法語 28,400 法語 - (fra) 基督教

745 347 義大利 里托羅曼斯 21,000 羅曼斯 - (roh) 基督教

746 312 義大利 羅曼, 巴爾幹半島 5,100 巴爾幹半島 羅曼 - 回教

747 353 義大利 沙威亞 37,000 它查威 - (shy) 回教

748 357 義大利 索馬利 6,440 索馬利 - (som) 回教

749 358 義大利 西班牙 11,062 西班牙 - (spa) 基督教

750 16388 牙買加 巴西 5,687 葡萄牙 - (por) 基督教

751 47778 牙買加 聾人 牙買加 13,560 牙買加 Country 手語各種

752 22271 牙買加 海地 8,749 海地 - (hat) 基督教

753 7550 日本 艾努 25,000 日語 - (jpn) 其它宗教

754 47501 日本 印巴 35,704 日語 - (jpn) 印度教

755 7575 日本 衝永良部 14,551 衝永良部 - (okn) 東亞宗教

756 7578 日本 徳之島町 27,167 徳之島町 - (tkn) 東亞宗教

757 7579 日本 八重山 47,844 八重山 - (rys) 東亞宗教

758 7581 日本 輿論 5,691 輿論 - (yox) 東亞宗教

759 42751 約旦 沙烏地阿拉伯 26,878 希賈茲 阿拉伯 - (ac回教

760 24250 約旦 亞塞里 6,915 南方 亞塞拜然 - (az回教遜尼派

761 11786 約旦 聾人 約旦 30,321 約旦 手語 - (jos) 各種

762 42748 約旦 庫德, 中央 7,252 中央 庫德ish - (ckb回教

763 42750 約旦 奴爾 吉普賽 7,217 多馬里 - (rmt) 回教

764 24255 哈薩克 巴什口特 41,200 巴什基爾 - (bak) 回教遜尼派

765 24257 哈薩克 保加利亞 11,000 保加利亞 - (bul) 基督教

766 24259 哈薩克 車臣 48,700 車臣 - (che) 回教遜尼派

767 24260 哈薩克 車臣 21,000 Ingush - (inh) 回教遜尼派

768 24261 哈薩克 楚瓦士 21,900 楚瓦士 - (chv) 基督教

769 24266 哈薩克 鄧根 40,000 鄧根 - (dng) 回教遜尼派

770 24268 哈薩克 喬治亞 9,300 喬治亞 - (kat) 無

771 24272 哈薩克 希臘 46,000 莫族dern 希臘 (145基督教

772 24274 哈薩克 猶太 18,800 西方 意第緒 - (ydd)猶太教

773 24278 哈薩克 哈薩克斯坦 吉普賽 7,000 辛特 羅曼 – (rmo) 回教遜尼派

774 46638 哈薩克 庫德, 北方 25,000 北方 庫德ish - (kmr回教遜尼派

775 24286 哈薩克 勒茲其 13,700 勒茲其an - (lez) 回教遜尼派

776 24287 哈薩克 立陶宛 10,964 立陶宛 - (lit) 基督教

777 24288 哈薩克 瑪里 12,000 西方 瑪里 - (mhr) 基督教

778 24289 哈薩克 莫爾瓦 29,500 厄爾茲亞 - (myv) 基督教

779 24296 哈薩克 塔吉克 26,000 塔吉克 - (tgk) 回教遜尼派

780 24299 哈薩克 土耳其 48,600 土耳其 - (tur) 回教遜尼派

781 24328 哈薩克 烏德穆爾特 15,786 烏德穆爾特 - (udm 基督教

782 14762 肯亞 阿里爾 倫迪爾 9,389 桑布魯 - (saq) 其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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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 14772 肯亞 布爾吉 8,208 布爾吉 - (bji) 回教

784 33477 肯亞 達桑納 33,696 大阿三納可 - (dsh) 其它宗教

785 48002 科索沃 戈蘭尼 28,462 塞爾維亞 - (srp) 基督教

786 11796 科威特 埃及阿拉伯 30,252 埃及 阿拉伯 - (arz) 回教

787 42756 科威特 阿拉伯, 阿曼 15,657 阿曼 阿拉伯 - (acx)回教遜尼派

788 42758 科威特 敘利亞阿拉伯 13,048 北方 黎凡特 阿拉伯回教

789 42759 科威特 阿拉伯, 葉門 6,887 塔依茲-亞丁 阿拉伯回教

790 42753 科威特 貝都因 6,524 灣 阿拉伯 - (afb) 回教

791 47765 科威特 科威特聾人 12,219 不詳 - (xxx) 各種

792 11801 科威特 庫德, 北方 5,464 北方 庫德 - (kmr) 回教遜尼派

793 11802 科威特 馬哈拉 5,350 馬哈拉 - (gdq) 回教

794 11803 科威特 馬來亞里 46,890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回教

795 11805 科威特 旁遮普語 10,588 蓬加畢 - (pan) 回教

796 24335 吉爾吉斯斯坦 亞塞里 19,220 北方 亞塞拜然 - (az回教什葉派

797 24339 吉爾吉斯斯坦 白俄羅斯 10,829 白俄羅斯 - (bel) 基督教

798 46993 吉爾吉斯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聾人 20,000 俄語 手語 - (rsl) 各種

799 24351 吉爾吉斯斯坦 猶太 6,849 西方 意第緒 - (ydd)猶太教

800 24352 吉爾吉斯斯坦 卡爾梅克-衛拉特 6,075 卡爾梅克 - (xal) 佛教

801 24368 吉爾吉斯斯坦 卡爾梅克-衛拉特, 薩爾特- 5,854 卡爾梅克 - (xal) 佛教

802 24355 吉爾吉斯斯坦 哈薩克 45,290 哈薩克 - (kaz) 回教遜尼派

803 46639 吉爾吉斯斯坦 庫德, 北方 17,343 北方 庫德 - (kmr) 回教遜尼派

804 24364 吉爾吉斯斯坦 莫爾瓦 5,520 厄爾茲亞 - (myv) 基督教

805 24369 吉爾吉斯斯坦 塔吉克 39,766 塔吉克 - (tgk) 回教遜尼派

806 24371 吉爾吉斯斯坦 土耳其 24,302 土耳其 - (tur) 回教遜尼派

807 20890 寮國 阿卡, 努基 9,593 阿卡 - (ahk) 其它宗教

808 20891 寮國 阿卡, 奴其 6,168 阿卡 - (ahk) 其它宗教

809 9091 寮國 奧洛克 22,300 奧洛克 - (alk) 其它宗教

810 9101 寮國 標族 24,051 萊夫 - (brb) 其它宗教

811 20896 寮國 卡利 17,828 蒐 - (sss) 其它宗教

812 47751 寮國 寮國聾人 29,161 寮國 手語 - (lso) 各種

813 20899 寮國 季愛雅 6,851 布依 - (pcc) 其它宗教

814 9109 寮國 哈朗 8,167 哈朗 - (hal) 其它宗教

815 9118 寮國 依爾 5,282 依爾 – (irr) 其它宗教

816 9120 寮國 正族 8,923 正族語 - (jeg) 其它宗教

817 9127 寮國 卡辛 10,788 卡辛 - (kgc) 其它宗教

818 9129 寮國 卡土 23,344 西方 卡土 - (ktv) 其它宗教

819 9130 寮國 可羅爾 10,788 Ngeq - (ngt) 其它宗教

820 20907 寮國 高棉 5,351 中央高棉 - (khm) 其它宗教

821 20910 寮國 克木, 魯 27,427 克木 - (kjg) 其它宗教

822 33450 寮國 庫恩 10,971 庫恩 - (khf) 其它宗教

823 20915 寮國 金門 6,168 金門 - (mji) 其它宗教

824 9138 寮國 拉棉 22,954 拉棉 - (lbn) 其它宗教

825 20923 寮國 拉登 5,485 金門 - (mji) 其它宗教

826 20924 寮國 寮國 伊森 9,593 北方西方 泰語 - (tts其它宗教

827 20925 寮國 寮森 8,984 塔仁 - (tgr) 其它宗教

828 33451 寮國 馬爾 31,804 馬爾 - (mlf) 其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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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20941 寮國 恩廣 35,973 克木 - (kjg) 其它宗教

830 20942 寮國 奈亞宏 7,058 奈亞宏 - (nev) 其它宗教

831 9159 寮國 歐依 20,491 歐依 – (oyb) 其它宗教

832 9160 寮國 帕口 18,126 帕口 - (pac) 其它宗教

833 33454 寮國 帕拉 5,485 阿卡 - (ahk) 其它宗教

834 33456 寮國 沛族 20,564 沛族 - (prt) 其它宗教

835 20934 寮國 普諾 48,869 普諾 - (pho) 其它宗教

836 33457 寮國 彭族 29,329 洪族 - (hnu) 其它宗教

837 33466 寮國 紅 泰語 34,833 泰 登 - (tyr) 其它宗教

838 9172 寮國 色索 22,856 色索 - (skb) 其它宗教

839 20938 寮國 星木恩 7,923 寮國 - (寮國) 其它宗教

840 9177 寮國 蒐崔 28,646 西方 布魯 - (布如) 其它宗教

841 33468 寮國 泰 赫 10,971 泰 - (taw) 其它宗教

842 33469 寮國 泰 卡連 8,911 西北方 泰語 - (tts) 其它宗教

843 20946 寮國 泰 港 6,851 泰 港 - (tnu) 其它宗教

844 9182 寮國 泰 龍 5,851 泰 龍 - (thi) 其它宗教

845 20949 寮國 泰 門 9,874 泰 門 - (tmp) 其它宗教

846 20951 寮國 泰 諾 47,992 泰 諾 - (tdd) 其它宗教

847 20952 寮國 泰 紐 16,188 紐語 - (nyw) 其它宗教

848 20956 寮國 泰 源 11,885 北方 泰語 - (nod) 其它宗教

849 20957 寮國 大連 31,657 大連 - (tdf) 其它宗教

850 20962 寮國 通族 12,556 翁語 - (oog) 其它宗教

851 20945 寮國 白 泰語 49,217 泰語 - (twh) 其它宗教

852 845 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聾人 11,298 拉脫維亞 手語 - (ls 各種

853 846 拉脫維亞 立陶宛 12,541 立陶宛 - (lit) 基督教

854 841 拉脫維亞 羅曼, 巴爾幹半島 5,361 巴爾幹 羅曼 - (rm 無

855 850 拉脫維亞 烏克蘭 16,453 烏克蘭 - (ukr) 基督教

856 11816 黎巴嫩 阿拉伯, 伊拉克 13,124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

857 42761 黎巴嫩 敘利亞阿拉伯 29,477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

858 47764 黎巴嫩 黎巴嫩聾人 20,955 不詳 - (xxx) 各種

859 11820 黎巴嫩 庫德, 北方 16,243 北方 庫德ish - (kmr回教

860 47731 賴索托 莫索托聾人 9,157 不詳 - (xxx) 各種

861 47750 賴比瑞亞 賴比瑞亞聾人 14,207 不詳 - (xxx) 各種

862 42765 利比亞 庫夫拉貝都因 26,292 利比亞 阿拉伯 - (ay回教遜尼派

863 42769 利比亞 貝都因, 里亞 33,463 利比亞 阿拉伯 - (ay回教遜尼派

864 42770 利比亞 貝都因, 沙努西 5,858 利比亞 阿拉伯 - (ay回教遜尼派

865 42771 利比亞 貝都因, 希爾提 40,081 利比亞 阿拉伯 - (ay回教遜尼派

866 42766 利比亞 巴巴里, 亞洛 48,082 哈薩尼亞 - (mey) 回教

867 42767 利比亞 巴巴里, 亞法 31,848 利比亞 阿拉伯 - (ay回教

868 11842 利比亞 利比亞聾人 34,150 利比亞 手語 - (lbs) 各種

869 11838 利比亞 多馬里 吉普賽 39,438 多馬里 - (rmt) 回教

870 11846 利比亞 蒐可納 7,389 蒐可納 - (swn) 回教

871 11837 利比亞 塔馬謝克 20,317 它哈賈爾特 塔馬哈回教

872 11848 利比亞 泰達 6,062 泰達 - (tuq) 回教

873 11851 利比亞 扎加瓦 8,202 扎加瓦 - (zag) 回教

874 363 列支敦斯登 德語 瑞士 31,128 瑞士 德語 - (gsw) 基督教

www.finishingthetask.com  19 of 33



   1,505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Populations between 5,000 and 49,999  May 2010

POPID 國家 人本集團 人口 語言 宗教

875 47763 立陶宛 立陶宛 聾人 16,585 立陶宛 手語 - (lls) 各種

876 366 盧森堡 英國 6,500 英語 - (eng) 基督教

877 368 盧森堡 法國 21,874 法語 - (fra) 基督教

878 369 盧森堡 德國 11,593 德語 - (deu) 基督教

879 47749 馬其頓 馬其頓聾人 10,385 不詳 - (xxx) 各種

880 18465 馬來西亞 阿拉伯 13,558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遜尼派

881 18467 馬來西亞 巴里 5,423 巴里 - (ban) 印度教

882 18471 馬來西亞 孟加拉 27,115 孟加拉 - (ben) 回教遜尼派

883 18475 馬來西亞 比賽亞 19,309 沙巴 比賽亞 - (bsy)回教

884 9222 馬來西亞 布頓 16,269 窩裡沃 - (wlo) 回教

885 20235 馬來西亞 古吉拉特 27,115 古吉拉特 - (guj) 回教

886 20237 馬來西亞 暉族 13,558 華語 中國 - (cmn) 回教

887 20238 馬來西亞 伊蘭嫩 馬拉瑙 11,538 依爾蘭嫩 - (ill) 回教

888 20242 馬來西亞 爪哇 10,824 沙巴 馬來 - (msi) 回教

889 9304 馬來西亞 莫波格 6,887 莫波格 - (pwm) 回教

890 18228 馬來西亞 帕坦 5,423 南方 普什圖 - (pbt)回教

891 18260 馬來西亞 信德 27,115 信德 - (snd) 印度教

892 18276 馬來西亞 泰語 27,115 泰語 - (tha) 佛教

893 19330 馬來西亞 烏爾都 13,558 烏爾都 - (urd) 回教

894 9374 馬來西亞 亞疆 13,164 亞疆 - (yka) 回教

895 47861 馬利 多貢 哥蘭 蒐 32,139 哥蘭 蒐 多貢 - (dkl其它宗教

896 13561 馬利 莫西 22,847 莫西 - (莫族s) 其它宗教

897 47171 馬利 薩摩亞 11,474 加拉姆瑟 - (knz) 回教

898 13577 馬利 沃洛夫 26,878 沃洛夫 - (wol) 回教

899 374 馬爾他 阿拉伯 7,200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遜尼派

900 375 馬爾他 英國 24,200 英語 - (eng) 基督教

901 46662 馬提尼克島 白 克里奧爾 5,255 法語 - (fra) 基督教

902 16390 馬提尼克島 法語 33,632 法語 - (fra) 基督教

903 13579 茅利塔尼亞 班巴拉 18,688 班巴拉 - (bam) 回教

904 47738 茅利塔尼亞 茅利塔尼亞聾人 6,208 不詳 - (xxx) 各種

905 13582 茅利塔尼亞 富拉 馬希納 6,480 馬希納 福爾富德 -回教遜尼派

906 13591 茅利塔尼亞 沃洛夫 13,842 沃洛夫 - (wol) 回教

907 13581 茅利塔尼亞 澤納加 7,175 澤納加 - (zen) 回教遜尼派

908 15346 模里西斯 法國摩里西斯 37,984 法語 - (fra) 基督教

909 39046 墨西哥 阿穆斯戈, 格雷羅 39,373 格雷羅 阿穆斯戈 - 其它宗教

910 39044 墨西哥 阿穆斯戈, 聖佩德羅, 普特拉 6,400 聖佩德羅 阿穆斯戈其它宗教

911 39047 墨西哥 查蒂諾, 拉紹-約洛特佩克, 11,729 西方 高地 查蒂諾 - 其它宗教

912 39051 墨西哥 查蒂諾, 崖特佩克, 胡基拉, 7,521 西方 高地 查蒂諾 - 其它宗教

913 39057 墨西哥 奇南特科, 拉拉納, 紹班, 瓦 14,140 拉拉納 奇南特科 - 其它宗教

914 39063 墨西哥 奇南特科, 奧希特蘭, 圖斯特 28,280 奧希特蘭 奇南特科其它宗教

915 39064 墨西哥 奇南特科, 歐朱馬辛, 圖斯特 5,152 歐朱馬辛 奇南特科其它宗教

916 39065 墨西哥 奇南特科, 帕蘭特拉, 圖斯特 15,150 帕蘭特拉 奇南特科其它宗教

917 39066 墨西哥 奇南特科, 基奧特佩克, 伊斯 8,888 基奧特佩克 奇南特其它宗教

918 39069 墨西哥 奇南特科, 德皮納帕, 紹班, 10,100 德皮納帕 奇南特科其它宗教

919 39071 墨西哥 奇南特科, 烏希拉, 圖斯特佩 11,110 烏希拉 奇南特科 - 其它宗教

920 39073 墨西哥 求求特可, 諾赫伊斯特蘭, 瓦 16,485 求求特可 - (coz) 其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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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39059 墨西哥 喬爾, 蒂拉, 契亞帕斯 45,199 喬爾 - (ctu) 其它宗教

922 39062 墨西哥 丘族, 伊斯特蘭, 瓦哈卡 12,120 丘族 - (cac) 其它宗教

923 24953 墨西哥 柯拉 16,485 納雅爾 柯拉 - (crn)其它宗教

924 39134 墨西哥 柯拉, 聖達特里薩-納亞里特 7,979 聖達特里薩 柯拉 - 其它宗教

925 39076 墨西哥 歸卡特科, 德沛以拉, 歸卡特 11,110 德沛以拉 歸卡特科其它宗教

926 39077 墨西哥 歸卡特科, 塔蒂拉, 歸卡特蘭 12,120 塔蒂拉 歸卡特科 - 其它宗教

927 24958 墨西哥 德國 10,814 德語 - (deu) 基督教

928 24949 墨西哥 中國漢人 33,904 華語 中國 - (cmn) 無

929 24861 墨西哥 華爾利基 6,491 華爾利基 - (var) 其它宗教

930 39086 墨西哥 加口特科, 西方, 契亞帕斯 13,130 加口特科 - (jac) 其它宗教

931 39087 墨西哥 坎求巴爾, 西方, 契亞帕斯 14,733 西方 坎求巴爾 - (kn其它宗教

932 39090 墨西哥 馬姆, 托多斯桑托斯, 契亞帕 12,120 馬姆 – (mam) 其它宗教

933 39101 墨西哥 馬薩特克, 聖佩德羅 伊斯卡 14,140 伊斯卡特蘭 馬薩特其它宗教

934 39097 墨西哥 米黑, 科阿特蘭, 瓦哈卡 7,373 科阿特蘭 米黑 - (m其它宗教

935 39098 墨西哥 米黑, 吉奇科維, 瓦哈卡 25,250 地峽 米黑 – (mir) 其它宗教

936 39099 墨西哥 米黑, 胡基拉, 瓦哈卡 18,180 胡基拉 米黑 - (mxq其它宗教

937 39102 墨西哥 米黑, 馬薩特蘭, 瓦哈卡 21,210 馬薩特蘭 米黑 - (m其它宗教

938 39106 墨西哥 米黑, 奎薩爾特佩克, 瓦哈卡 26,260 奎薩爾特佩克 米黑其它宗教

939 39104 墨西哥 米黑, 提拉會投魯特佩克, 瓦 5,858 提拉會投魯特佩克其它宗教

940 39105 墨西哥 米黑, 投同特佩克, 瓦哈卡 6,565 投同特佩克 米黑 - 其它宗教

941 39103 墨西哥 米黑, 薩卡特佩克, 瓦哈卡 26,260 奎薩爾特佩克 米黑其它宗教

942 39130 墨西哥 米斯特科, 阿塔村拉胡卡, 特 9,696 阿塔村拉胡卡 米其它宗教

943 39108 墨西哥 米斯特科, 中央 胡斯特拉瓦 20,780 胡斯特拉瓦加 米斯其它宗教

944 39131 墨西哥 米斯特科, 哥籌斯班, 特奧蒂 6,182 哥籌斯班 米斯特科其它宗教

945 39113 墨西哥 米斯特科, 庫亞梅卡爾科, 歸 6,257 庫亞梅卡爾科 米斯其它宗教

946 39128 墨西哥 米斯特科, 暉特佩克, 薩奇拉 5,050 暉特佩克 米斯特科其它宗教

947 39124 墨西哥 米斯特科, 伊克塔于特拉, 哈 5,959 伊克塔于特拉 米斯其它宗教

948 39115 墨西哥 米斯特科, 哈米爾特佩克-查 48,480 查于科 米斯特科 - 其它宗教

949 39145 墨西哥 米斯特科, 奴哈, 諾赫伊斯特 8,787 南方西方 諾赫伊克其它宗教

950 39148 墨西哥 米斯特科, 奴尤, 特拉希亞科 7,272 聖瑪麗亞 薩卡特佩其它宗教

951 39121 墨西哥 米斯特科, 培紐雷斯, 埃特拉 14,424 西班牙 - (spa) 其它宗教

952 39132 墨西哥 米斯特科, 聖胡安科羅拉多 17,170 聖胡安科羅拉多 米其它宗教

953 39133 墨西哥 米斯特科, 聖胡安米斯特佩 20,780 西方 胡斯特拉瓦加其它宗教

954 39140 墨西哥 米斯特科, 聖米格爾昆內特 15,455 西班牙 - (spa) 其它宗教

955 39119 墨西哥 米斯特科, 聖地牙哥 哈米爾 14,140 哈米爾特佩克 米斯其它宗教

956 39141 墨西哥 米斯特科, 聖托馬斯歐科特 14,424 歐科特佩克 米斯特其它宗教

957 39142 墨西哥 米斯特科, 錫拉加尤潘, 瓦華 20,200 錫拉加尤潘 米斯特其它宗教

958 39150 墨西哥 米斯特科, 特薩特蘭, 瓦華潘 6,464 特薩特蘭 米斯特科其它宗教

959 33585 墨西哥 米斯特科, 圖圖特佩克, 胡基 38,380 圖圖特佩克 米斯特其它宗教

960 39152 墨西哥 米斯特科, 西方 胡斯特拉瓦 28,280 西方 胡斯特拉瓦加其它宗教

961 39156 墨西哥 米斯特科, 歐查帕, 格雷羅 12,120 阿爾科紹卡 米斯特其它宗教

962 46792 墨西哥 納瓦特, 中央 華斯特克 40,400 西方 華斯特克 納瓦其它宗教

963 39172 墨西哥 奧托米 謝拉 25,250 西方 高地 奧托米 - 其它宗教

964 39242 墨西哥 奧托米 德加克特佩克 12,364 德加克特佩克 奧托其它宗教

965 39173 墨西哥 奧托米 譚姆歐亞 46,460 譚姆歐亞 奧托米 其它宗教

966 39174 墨西哥 奧托米 特南哥 12,120 特南哥 奧托米 - (ot其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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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24934 墨西哥 帕帕戈 14,424 帕帕哥 - (ood) 其它宗教

968 24937 墨西哥 皮馬巴霍, 索諾拉 21,636 皮馬巴霍 - (pia) 其它宗教

969 24940 墨西哥 塔拉胡馬拉 巴哈 16,485 低地 塔拉胡馬拉 - 其它宗教

970 24944 墨西哥 特佩瓦,  北方 11,333 北方 特佩瓦 - (ntp)其它宗教

971 24946 墨西哥 特佩瓦,  南方西方 8,787 南方西方 特佩瓦 - 其它宗教

972 46980 墨西哥 特拉帕內科, 阿卡特佩克 10,406 阿卡特佩克 米非 - 東亞宗教

973 46977 墨西哥 特拉帕內科, 阿茲歐依 35,030 阿茲歐依 米非 - (t其它宗教

974 46979 墨西哥 特拉帕內科, 特拉帕內科 7,212 特拉帕內科 米非 - 其它宗教

975 46802 墨西哥 托托納克- 寇依特拉 49,518 寇依特拉 托托納其它宗教

976 39161 墨西哥 崔幾, 聖安德烈 支加瓦特拉 8,888 支加瓦特拉 崔幾 - 其它宗教

977 39162 墨西哥 崔幾, 聖胡安 口帕拉, 胡斯 19,190 口帕拉 崔幾 - (trc) 其它宗教

978 39170 墨西哥 索西, 金納坎特科, 契亞帕斯 31,310 索西 - (tzo) 其它宗教

979 24947 墨西哥 雅基 19,190 雅基 - (yaq) 其它宗教

980 39171 墨西哥 普德高, 阿爾巴拉達斯, 特拉 6,464 聖多明哥 阿爾巴拉其它宗教

981 39179 墨西哥 普德高, 紹班, 紹班, 瓦哈卡 28,280 紹班 普德高 - (zpc)其它宗教

982 39180 墨西哥 普德高, 科德卡斯 阿爾塔, 5,959 科德卡斯 阿爾塔 普其它宗教

983 39181 墨西哥 普德高, 西方 米亞瓦特蘭, 8,551 米斯特佩克 普德高其它宗教

984 39183 墨西哥 普德高, 西方 特拉科路拉, 16,160 聖佩德羅 歸亞通尼其它宗教

985 39201 墨西哥 普德高, 拉奇魯阿幾, 阿爾塔 5,358 亞提 普德高 - (zty) 其它宗教

986 39214 墨西哥 普德高, 拉帕歸亞, 米亞瓦特 5,461 拉帕歸亞-歸維尼 普其它宗教

987 39185 墨西哥 普德高, 米特拉, 特拉科路拉 29,290 米特拉 普德高 - (za其它宗教

988 39194 墨西哥 普德高, 北阿爾塔村, 伊斯特 31,310 林孔 普德高 - (zar) 其它宗教

989 39188 墨西哥 普德高, 北方東方 雅烏特佩 5,050 歸亞維庫薩 普德高基督教

990 39196 墨西哥 普德高, 西北 特萬特佩克, 5,358 拉奇古依爾 普德高其它宗教

991 39208 墨西哥 普德高, 佩特帕, 胡契坦, 瓦 10,303 佩特帕 普德高 - (zp其它宗教

992 39199 墨西哥 普德高, 聖巴爾投羅 雅烏特 9,582 雅烏特佩 普德高 - 其它宗教

993 39217 墨西哥 普德高, 華雷斯山脈, 伊斯特 5,050 華雷斯山脈 普德高其它宗教

994 39223 墨西哥 普德高, 南方 林孔, 阿爾塔 12,791 南方 林孔 普德高 - 其它宗教

995 39224 墨西哥 普德高, 南方 阿爾塔村, 卡 5,358 卡侯諾斯 普德高 - 其它宗教

996 39225 墨西哥 普德高, 德哈拉潘, 埃特拉, 6,079 德哈拉潘 普德高 - 其它宗教

997 39226 墨西哥 普德高, 西方 伊斯特蘭, 提 9,067 亞仁 普德高 - (zae)其它宗教

998 39228 墨西哥 普德高, 西方 奧科特蘭, 瓦 18,180 奧科特蘭 普德高 - 其它宗教

999 39232 墨西哥 普德高, 亞拉拉格, 阿爾塔村 5,358 亞拉拉格 普德高 - 其它宗教

1000 39219 墨西哥 普德高, 亞維夏, 伊斯特蘭, 7,272 南方西方 伊斯特蘭其它宗教

1001 39200 墨西哥 普德高, 肅溝求, 阿爾塔村, 5,358 肅溝求 普德高 - (zp其它宗教

1002 18365 密克羅西尼亞 莫爾特羅克 6,079 莫爾特羅克 - (mrl) 基督教

1003 18396 密克羅西尼亞 雅浦 10,365 雅浦 - (yap) 基督教

1004 864 摩爾多瓦 猶太 25,000 西方 意第緒 - (ydd)猶太教

1005 22233 摩納哥 義大利 5,094 義大利 - (ita) 基督教

1006 382 摩納哥 力古利亞 5,094 力古利亞 - (lij) 基督教

1007 46426 蒙古 蒙古聾人 13,341 蒙古 手語 - (msr) 各種

1008 42779 摩洛哥 貝都因, 吉爾 43,023 哈薩尼亞 - (mey) 回教

1009 42775 摩洛哥 哈拉丁 26,390 哈薩尼亞 - (mey) 回教

1010 42782 摩洛哥 以薩古恩 16,731 哈薩尼亞 - (mey) 回教

1011 11861 摩洛哥 猶太, 馬格里布 7,609 猶太-摩洛哥 阿拉伯猶太教

1012 42785 摩洛哥 賴蓋巴特 36,570 哈薩尼亞 - (mey) 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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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42787 摩洛哥 沙威亞 26,401 它查威 - (shy) 回教

1014 42784 摩洛哥 白 摩爾 26,081 哈薩尼亞 - (mey) 回教

1015 22044 緬甸 中央 泰語 36,489 泰語 - (tha) 佛教

1016 9430 緬甸 古吉拉特 46,934 古吉拉特 - (guj) 印度教

1017 9444 緬甸 讓哥 7,754 讓哥 - (hra) 其它宗教

1018 9458 緬甸 基爾 9,122 基爾 – (xko) 佛教

1019 9476 緬甸 馬來 10,000 吉打 馬來 - (meo) 回教

1020 9489 緬甸 姆如 金 43,139 姆如 - (mro) 佛教

1021 9494 緬甸 諾拉 10,000 諾拉 – (RR) 其它宗教

1022 22055 緬甸 中緬 13,683 緬甸 - (mya) 佛教

1023 46357 緬甸 提斯 23,000 卡多 – (kdv) 佛教

1024 9539 緬甸 韋朗 9,122 韋朗 - (weu) 其它宗教

1025 46603 緬甸 白 苗 10,000 苗語 道 - (mww) 東亞宗教

1026 15439 那米比亞 斐族 10,827 斐族語 - (few) 其它宗教

1027 15462 那米比亞 蘇維亞 34,998 蘇維亞 - (sbs) 其它宗教

1028 6176 尼泊爾 巴爾哈姆 8,650 巴爾哈姆 - (brd) 印度教

1029 6182 尼泊爾 博特-馬基 9,337 博特-馬基 - (bmj) 印度教

1030 6187 尼泊爾 朝亞洲 5,238 罔布勒 - (wme) 印度教

1031 6201 尼泊爾 地瑪 22,891 地瑪 - (dhi) 佛教

1032 6212 尼泊爾 加馬勒 康區 14,260 加馬勒 康區 - (kgj) 印度教

1033 6218 尼泊爾 何蘭普 夏爾巴 16,601 何蘭普 夏爾巴 - (sc佛教

1034 6211 尼泊爾 鑑, 加馬勒 29,787 南方 格爾 - (ghe) 印度教

1035 6230 尼泊爾 卡尤爾特 25,271 卡尤爾特 - (kyv) 印度教

1036 6244 尼泊爾 其榮 5,608 其榮 - (kgy) 佛教

1037 6252 尼泊爾 落合榮 19,919 北方 落榮 - (lbr) 印度教

1038 6188 尼泊爾 馬嘉, 臣特 11,411 臣特 - (chx) 其它宗教

1039 6274 尼泊爾 帕爾帕 帕哈里 13,480 帕爾帕 - (plp) 印度教

1040 6279 尼泊爾 普馬 5,050 普馬 - (pum) 佛教

1041 6167 尼泊爾 萊, 阿斯帕爾 24,844 當馬爾 - (raa) 印度教

1042 6228 尼泊爾 萊, 卡玲 10,800 卡玲 - (klr) 印度教

1043 6236 尼泊爾 萊, 庫倫格 34,439 庫倫 (尼泊爾) - (kle其它宗教

1044 6267 尼泊爾 萊, 紐完格 39,069 西方 苗恆 - (raf) 印度教

1045 6292 尼泊爾 塞斯 康區 22,197 塞斯 康區 - (kip) 印度教

1046 6301 尼泊爾 塔米 33,200 塔米 - (thf) 其它宗教

1047 6193 尼泊爾 塔魯, 奇特旺 42,482 奇特旺 塔魯 - (the)其它宗教

1048 6309 尼泊爾 澤苦 5,720 澤苦 - (tsk) 佛教

1049 6310 尼泊爾 茨姆 5,720 茨姆 - (ttz) 佛教

1050 6272 尼泊爾 瓦朗工 戈拉 13,062 瓦魯格 - (ola) 佛教

1051 6317 尼泊爾 亞卡 19,691 亞卡 - (ybh) 佛教

1052 388 荷蘭 阿富汗 28,436 達里 - (prs) 回教

1053 391 荷蘭 安哥拉 7,241 葡萄牙 - (por) 基督教

1054 402 荷蘭 克里奧爾, 高地 幾內亞 13,388 高地 幾內亞 克里奧回教

1055 428 荷蘭 猶太, 葡萄牙 16,569 葡萄牙 - (por) 猶太教

1056 420 荷蘭 韓國 6,782 韓國 - (科族r) 佛教

1057 421 荷蘭 庫德, 北方 44,185 北方 庫德 - (kmr) 回教

1058 33524 荷蘭 奈及利亞 5,414 英語 - (eng)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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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 22255 荷蘭 波斯 8,663 西方 波斯 - (pes) 其它宗教

1060 442 荷蘭 泰米爾 7,656 泰米爾 - (tam) 印度教

1061 16405 荷屬安的列斯 蘇里南 克里奧爾 6,628 蘇里南 湯加 - (srn) 基督教

1062 22414 荷屬安的列斯 西方 印度 黑人 14,029 維爾京群島 克里奧基督教

1063 18341 新喀裡多尼亞 義大利 7,093 義大利 - (ita) 基督教

1064 18342 新喀裡多尼亞 爪哇 10,572 新克里多尼亞 爪哇無

1065 18377 新喀裡多尼亞 越南 7,880 越南 - (vie) 基督教

1066 18381 新喀裡多尼亞 瓦利斯 OC 15,200 瓦利斯 - (wls) 基督教

1067 18385 新喀裡多尼亞 薩拉庫 5,708 薩拉庫 - (ane) 基督教

1068 47796 紐西蘭 紐西蘭聾人 19,888 紐西蘭 手語 - (nzs)各種

1069 18501 紐西蘭 猶太 6,969 英語 - (eng) 猶太教

1070 13596 尼日 布都馬 9,004 布都馬 - (bdm) 回教

1071 13605 尼日 摩爾 45,020 哈薩尼亞 - (mey) 回教

1072 39312 尼日 塔格達爾 45,020 塔格達爾 - (tda) 回教

1073 13614 尼日 耶爾瓦 卡努裡 45,020 中央卡努裡 - (knc) 回教

1074 13626 奈及利亞 阿法代 35,006 阿法代 - (aal) 回教

1075 13652 奈及利亞 邦基 18,285 邦基 - (bqx) 其它宗教

1076 13654 奈及利亞 巴車維 6,095 巴車維 - (bec) 基督教

1077 13679 奈及利亞 巴烏希 21,649 巴烏希 - (bsf) 回教

1078 13706 奈及利亞 布薩-比薩 37,454 布薩 - (bqp) 回教

1079 13708 奈及利亞 布塔寧吉 36,570 豪薩 - (hau) 回教

1080 13735 奈及利亞 德諾 10,404 德諾 - (dbb) 回教

1081 13741 奈及利亞 底爾亞 8,531 底爾亞 - (dwa) 回教

1082 13751 奈及利亞 度外 13,525 度外 - (dbp) 回教

1083 13772 奈及利亞 埃佩 24,968 埃佩 - (epi) 其它宗教

1084 13777 奈及利亞 埃凡德 12,434 埃凡德 - (bzz) 基督教

1085 13795 奈及利亞 巴亞 11,593 北方西方 巴亞 - (gy基督教

1086 13799 奈及利亞 杰魯馬 9,676 杰魯馬 - (gea) 回教

1087 13817 奈及利亞 格馬納 5,100 格馬納 - (gvm) 回教

1088 13665 奈及利亞 關姆希-烏日 20,698 關姆希-烏日 - (bga其它宗教

1089 13898 奈及利亞 鑑鑑 5,202 邦諾 - (bgu) 回教

1090 13920 奈及利亞 基利非 17,407 基我 - (kks) 回教

1091 25090 奈及利亞 科楊加瓦 20,001 科楊加 - (tye) 回教

1092 13962 奈及利亞 拉魯 17,926 拉魯 - (lan) 其它宗教

1093 13969 奈及利亞 洛帕 21,137 洛帕 - (lop) 其它宗教

1094 13980 奈及利亞 馬哈 24,970 馬哈 - (mew) 回教

1095 14076 奈及利亞 帕阿 11,965 帕阿 - (pqa) 回教

1096 13958 奈及利亞 汝湖 14,566 拉美 - (bma) 回教

1097 14120 奈及利亞 塔馬杰克 24,466 塔瓦拉馬特 塔馬杰回教

1098 7585 北韓 哈爾卡 蒙古 7,967 哈爾 蒙古ian - (khk無
1099 7587 北韓 俄語 5,311 俄語 - (rus) 無

1100 43171 挪威 安哥拉 24,200 英語 - (eng) 基督教

1101 47777 挪威 挪威聾人  21,927 挪威 手語 - (nsl) 各種

1102 451 挪威 北方 薩米 15,000 北方 薩米 - (sme) 基督教

1103 460 挪威 塔村 吉普賽 6,000 維拉克斯 羅曼 - (rm基督教

1104 46409 阿曼 埃及阿拉伯 45,895 埃及 阿拉伯 - (arz) 回教遜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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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46412 阿曼 約旦阿拉伯 13,048 南黎凡特 阿拉伯 - 回教

1106 11889 阿曼 沙烏地阿拉伯 27,227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

1107 46414 阿曼 蘇丹阿拉伯 14,353 蘇丹 阿拉伯 - (apd 回教

1108 11896 阿曼 阿拉伯, 葉門 13,765 塔依茲-亞丁 阿拉伯回教

1109 11871 阿曼 阿拉伯, 巴哈拿 口語 15,126 巴哈拿 阿拉伯 - (ab回教

1110 11873 阿曼 阿拉伯, 虛赫 口語 15,126 虛赫 阿拉伯 - (ssh)回教

1111 47776 阿曼 聾人 阿曼 15,614 不詳 - (xxx) 各種

1112 11876 阿曼 古吉拉特 5,445 古吉拉特 - (guj) 回教

1113 46411 阿曼 印地 11,357 印地 - (hin) 印度教

1114 11880 阿曼 基巴利 37,815 什利 - (shv) 回教遜尼派

1115 11882 阿曼 魯瓦地 7,563 魯瓦地 - (luv) 回教

1116 11886 阿曼 波斯 48,137 西方 波斯 - (pes) 回教

1117 11888 阿曼 旁遮普語 33,277 蓬加畢 - (pan) 回教

1118 46413 阿曼 僧伽羅 26,095 錫蘭 - (sin) 佛教

1119 11894 阿曼 泰米爾 10,891 泰米爾 - (tam) 回教

1120 11897 阿曼 贊茲巴利 36,736 斯瓦希里 (單獨語言回教

1121 6322 巴基斯坦 阿爾哈加爾 吉普賽 18,583 維拉克斯 羅曼 - (rm回教

1122 6330 巴基斯坦 巴許加爾 7,136 卡蒂 - (bsh) 回教

1123 6331 巴基斯坦 巴特利 35,697 巴特利 - (btv) 回教

1124 6333 巴基斯坦 巴特提安 18,583 巴特 新-阿拉姆 - ( 回教

1125 6396 巴基斯坦 比爾, 桑西 18,728 桑西 - (ssi) 回教

1126 6340 巴基斯坦 達梅爾 7,172 達梅爾 - (dml) 回教

1127 46998 巴基斯坦 聾人 巴基斯坦i 29,214 巴基斯坦 手語 - (pk各種

1128 6351 巴基斯坦 古加利 12,990 瓦罕 - (wbl) 回教

1129 6354 巴基斯坦 漢中國 9,218 華語 中國 - (cmn) 佛教

1130 6360 巴基斯坦 賈特 18,583 賈加利 - (jdg) 回教

1131 6363 巴基斯坦 卡爾科地 6,058 卡爾科地 - (xka) 回教

1132 6365 巴基斯坦 卡瑙里 5,575 卡瑙里 - (kfk) 印度教

1133 6368 巴基斯坦 克托安尼 18,583 克托安尼 - (xhe) 回教

1134 6375 巴基斯坦 拉達克 9,291 拉達克 - (lbj) 佛教

1135 6377 巴基斯坦 拉西 13,008 拉西 - (lss) 回教

1136 6388 巴基斯坦 帕魯拉 13,101 發魯拉 - (phl) 回教

1137 6391 巴基斯坦 普拉蘇尼 5,575 普拉蘇尼 - (prn) 回教

1138 6394 巴基斯坦 拉杰科提 18,583 卡拉米 - (gwc) 回教

1139 6409 巴基斯坦 土耳其 5,575 土耳其 - (tur) 回教

1140 6412 巴基斯坦 維吾爾 9,291 維吾爾 - (uig) 回教

1141 46991 巴基斯坦 瓦罕 9,000 瓦罕 - (wbl) 回教什葉派

1142 46996 巴基斯坦 伊哈 6,000 伊哈 - (ydg) 回教什葉派

1143 6421 巴基斯坦 贊格斯卡 7,433 贊格斯卡 - (zau) 佛教

1144 47735 巴拿馬 帕納曼尼聾人 18,087 帕納曼尼 手語 - (ls各種

1145 24841 巴拿馬 猶太 6,060 希伯來 - (heb) 猶太教

1146 47775 巴布新幾內亞 巴布新幾內亞聾人 25,598 不詳 - (xxx) 各種

1147 9964 巴布新幾內亞 中國漢人 14,560 華語 中國 - (cmn) 東亞宗教

1148 17222 巴拉圭 奇里帕 10,000 奇里帕 - (nhd) 其它宗教

1149 17278 巴拉圭 南方 倫古阿 5,100 倫古阿 - (leg) 其它宗教

1150 42928 祕魯 阿什寧加 佩雷 9,000 阿什寧加 佩雷 - (pr其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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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 47027 祕魯 奇諾河洛 29,000 西班牙 - (spa) 基督教

1152 47020 祕魯 因澤投 11,000 西班牙 - (spa) 基督教

1153 17517 祕魯 蓋楚瓦, 佩斯科山 35,000 聖阿尼亞代土司帕斯其它宗教

1154 46619 菲律賓 埃斯卡亞斯 11,468 帕拉 - (pau) 基督教

1155 7699 菲律賓 賈馬 馬彭 29,237 馬彭 - (sjm) 回教

1156 7724 菲律賓 馬加哈特 10,415 馬加哈特 - (mtw) 其它宗教

1157 46615 菲律賓 馬拉維格 20,658 伊塔維 - (itv) 基督教

1158 7757 菲律賓 波洛哈嫩 21,393 波洛哈嫩 - (prh) 基督教

1159 885 波蘭 波蘭聾人 38,195 波蘭 手語 - (pso) 各種

1160 877 波蘭 猶太 5,500 西方 意第緒 - (ydd)猶太教

1161 879 波蘭 立陶宛 11,500 立陶宛 - (lit) 基督教

1162 46696 波蘭 俄語 30,000 俄語 - (rus) 基督教

1163 886 波蘭 斯洛伐克 38,000 斯洛伐克 - (slk) 基督教

1164 491 葡萄牙 阿拉伯, 摩洛哥 6,300 摩洛哥 阿拉伯 - (ar回教

1165 478 葡萄牙 法語 5,804 法語 - (fra) 基督教

1166 492 葡萄牙 米爾安德沙 10,000 米爾安德沙 - (mw基督教

1167 498 葡萄牙 西班牙 卡洛 5,000 卡洛 - (rmr) 基督教

1168 11901 卡達 埃及阿拉伯 13,160 埃及 阿拉伯 - (arz) 回教

1169 11906 卡達 沙烏地阿拉伯 13,554 希賈茲 阿拉伯 - (ac回教

1170 11908 卡達 蘇丹阿拉伯 13,160 蘇丹 阿拉伯 - (apd 回教

1171 11899 卡達 俾路支, 南方 15,657 南方 俾路支 - (bcc)回教

1172 11903 卡達 馬來亞里 9,832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基督教

1173 46417 卡達 僧伽羅 14,341 錫蘭 - (sin) 佛教

1174 11911 卡達 烏爾都 35,470 烏爾都 - (urd) 回教

1175 24403 俄羅斯 阿古爾 17,700 阿古爾 - (agx) 回教遜尼派

1176 24405 俄羅斯 阿克瓦克 5,900 阿克瓦克 - (akv) 回教遜尼派

1177 24407 俄羅斯 安迪 10,600 安迪 - (ani) 回教遜尼派

1178 24413 俄羅斯 巴格維拉爾 5,000 巴格維拉爾 - (kva) 回教遜尼派

1179 43094 俄羅斯 埃文克 30,000 埃文克 - (evn) 基督教

1180 24450 俄羅斯 卡拉塔 5,000 卡拉塔 - (kpt) 回教遜尼派

1181 24452 俄羅斯 凱達克 28,000 達爾格瓦 - (dar) 回教遜尼派

1182 24459 俄羅斯 克利茲 6,000 克利茲 - (kry) 回教遜尼派

1183 24477 俄羅斯 盧塔 19,200 盧塔 - (rut) 回教遜尼派

1184 24482 俄羅斯 汀地 5,000 汀地 - (tin) 回教遜尼派

1185 24484 俄羅斯 察胡爾 5,000 察胡爾 - (tkr) 回教遜尼派

1186 24486 俄羅斯 澤茲 7,000 黛朵 - (ddo) 回教遜尼派

1187 14875 盧安達 阿拉伯 8,501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遜尼派

1188 47734 盧安達 盧安達聾人  41,162 不詳 - (xxx) 各種

1189 14886 盧安達 斯瓦希里 14,628 斯瓦希里 (單獨語言回教

1190 11913 沙烏地阿拉伯 俾路支, 南方 12,367 南方 俾路支 - (bcc)回教

1191 11915 沙烏地阿拉伯 孟加拉 17,575 孟加拉 - (ben) 回教遜尼派

1192 42795 沙烏地阿拉伯 法雅法 24,380 馬哈拉 – (gdq) 回教遜尼派

1193 11927 沙烏地阿拉伯 卡巴爾德 22,431 卡巴爾德 - (kbd) 回教

1194 42798 沙烏地阿拉伯 馬哈拉 20,317 馬哈拉 - (gdq) 回教遜尼派

1195 11929 沙烏地阿拉伯 馬來 11,348 普通 馬來 - (zsm) 回教

1196 42800 沙烏地阿拉伯 沙哈拉 40,633 什利 - (shv) 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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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 11935 沙烏地阿拉伯 索馬利 44,862 索馬利 - (som) 回教

1198 11937 沙烏地阿拉伯 土耳其 22,431 土耳其 - (tur) 回教

1199 11939 沙烏地阿拉伯 維吾爾 7,074 維吾爾 - (uig) 回教

1200 14245 塞內加爾 卡宋可 7,039 卡宋可 - (kao) 回教

1201 14253 塞內加爾 莫西 26,522 莫西 – (mos) 其它宗教

1202 14265 塞內加爾 蘇蘇 30,175 蘇蘇 - (sus) 回教

1203 47733 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聾人  47,457 南斯拉夫 手語 - (ys各種

1204 33628 塞爾維亞 約蘭斯 20,000 基爾曼杰基 (單獨語回教遜尼派

1205 33358 獅子山 阿庫 6,365 克里奧 - (kri) 其它宗教

1206 33356 獅子山 班塔 門德 15,914 門德 (獅子山) – (m其它宗教

1207 14270 獅子山 班塔 譚姆 30,475 譚姆 – (tim) 回教

1208 14273 獅子山 博姆 6,924 博姆 - (bmf) 其它宗教

1209 14279 獅子山 戈拉 9,752 戈拉 - (gol) 回教

1210 14282 獅子山 克里姆 14,261 克里姆 - (krm) 其它宗教

1211 14285 獅子山 克魯 11,717 寮國 - (klu) 其它宗教

1212 14292 獅子山 北方 基西 42,436 北方 基西 - (kqs) 其它宗教

1213 14298 獅子山 瓦伊 18,746 瓦伊 - (瓦伊) 回教

1214 10685 新加坡 阿拉伯 32,473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遜尼派

1215 10688 新加坡 巴扎 低馬來 克里奧爾 43,477 普通 馬來 - (zsm) 回教

1216 47772 新加坡 新加坡聾人 22,742 新加坡 手語 - (sls) 各種

1217 18444 新加坡 暉族, 鄧根 16,826 華語 中國 - (cmn) 回教

1218 10706 新加坡 印尼 43,477 印尼 - (ind) 回教

1219 10712 新加坡 摩洛哥 克里奧爾 19,565 摩洛哥 克里奧爾 葡基督教

1220 10716 新加坡 帕勒班各色 13,043 穆西 - (mui) 回教

1221 10718 新加坡 廖內 馬來 13,043 普通 馬來 - (zsm) 回教

1222 10722 新加坡 僧伽羅 18,472 錫蘭 - (sin) 佛教

1223 970 斯洛伐克 捷克 40,000 捷克 - (ces) 基督教

1224 974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聾人 27,000 斯洛伐克ian 手語 -各種

1225 975 斯洛伐克 烏克蘭 10,000 烏克蘭 - (ukr) 基督教

1226 47794 斯洛維尼亞共和國 斯洛維尼亞聾人 9,799 南斯拉夫 手語 - (ys各種

1227 10816 所羅門群島 瓦雷澤 9,593 瓦雷澤 - (vrs) 基督教

1228 11956 索馬利亞 阿拉伯, 葉門 15,126 塔依茲-亞丁 阿拉伯回教

1229 11948 索馬利亞 大巴瑞 30,252 大巴瑞 - (dbr) 回教

1230 47793 索馬利亞 索馬利 聾人 47,773 不詳 - (xxx) 各種

1231 11951 索馬利亞 基度 26,095 基度 - (jii) 回教

1232 42803 索馬利亞 朱巴 索馬利 26,095 斯瓦希里 (單獨語言回教

1233 11953 索馬利亞 木書恩戈 26,095 木書恩戈 - (xma) 回教

1234 11942 索馬利亞 斯瓦希里, 班圖 48,403 斯瓦希里 (單獨語言回教

1235 11955 索馬利亞 突尼 30,252 突尼 - (tqq) 回教

1236 42332 西班牙 阿拉伯, 阿爾及利亞 5,000 阿爾及利亞 阿拉伯回教遜尼派

1237 521 西班牙 法拉 10,500 法拉 - (fax) 基督教

1238 6430 斯里蘭卡 孟加拉 21,654 孟加拉 - (ben) 回教遜尼派

1239 6436 斯里蘭卡 馬皮拉 5,197 馬來亞拉姆 - (馬爾回教

1240 6439 斯里蘭卡 旁遮普語 10,829 蓬加畢 - (pan) 其它宗教

1241 11961 蘇丹 阿非提 5,409 阿非提 - (aft) 回教

1242 11963 蘇丹 阿吉爾 16,134 北方西方 丁卡 - (di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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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 42862 蘇丹 阿拉伯, 葉門 19,792 塔依茲-亞丁 阿拉伯回教

1244 11967 蘇丹 阿特我特 32,987 瑞爾 - (atu) 基督教

1245 11972 蘇丹 巴卡 32,987 巴卡 (喀麥隆) - (bk基督教

1246 11974 蘇丹 班達, 中南方 7,653 中南方 班達 - (bjo) 基督教

1247 11976 蘇丹 班達-姆布雷 9,916 班達-姆布雷 - (bqk 基督教

1248 11977 蘇丹 班達-恩代萊 42,426 班達-恩代萊 - (bfl) 基督教

1249 11978 蘇丹 巴亞 11,479 北方西方 巴亞 - (gy基督教

1250 11981 蘇丹 貝蘭達 多爾 10,556 貝蘭達 波爾 - (bxb)其它宗教

1251 14891 蘇丹 貝利 13,439 貝利 (蘇丹) - (blm) 其它宗教

1252 11983 蘇丹 貝利 8,709 貝利 (蘇丹) - (blm) 其它宗教

1253 11985 蘇丹 百得亞 7,653 扎加瓦 - (zag) 回教

1254 42811 蘇丹 波科魯格 38,665 達爾西拉達菊 - (da其它宗教

1255 11991 蘇丹 波依 7,609 納林 - (loh) 基督教

1256 42812 蘇丹 布倫, 蘭格 23,751 布倫 - (bdi) 回教

1257 42814 蘇丹 黛蓮 6,878 黛蓮 – (dil) 回教

1258 12012 蘇丹 棟哥投諾 7,051 棟哥投諾 - (ddd) 回教

1259 42815 蘇丹 東依羅 13,310 尼揚加通 - (nnj) 基督教

1260 42817 蘇丹 歐非 13,161 英語 - (eng) 基督教

1261 11969 蘇丹 汎亞 45,602 汎亞 – (fni) 回教

1262 42690 蘇丹 弗提特 10,921 卡拉 (中央非共和國回教

1263 12034 蘇丹 古勒 22,431 古勒 - (gly) 回教

1264 12030 蘇丹 灣安 36,780 勾爾凡 - (ghl) 回教

1265 12045 蘇丹 古魯 29,042 卡特拉 - (kcr) 回教

1266 12041 蘇丹 因蓋薩納 39,584 加姆 - (tbi) 回教

1267 12043 蘇丹 基業 40,185 卡拉莫 - (kdj) 回教

1268 12069 蘇丹 卡希波 8,367 卡希波-巴勒斯 – (回教

1269 42824 蘇丹 卡達爾 8,392 卡達爾 - (kdu) 回教

1270 12051 蘇丹 卡迪爾 6,597 莫族 - (mgd) 回教

1271 12056 蘇丹 卡里科 11,951 卡里科 - (kbo) 回教

1272 12058 蘇丹 肯加 11,989 肯加 - (kcp) 回教

1273 12061 蘇丹 卡爾科族 16,869 卡爾科族 – (kko) 回教

1274 12063 蘇丹 卡特拉 17,887 卡特拉 - (kcr) 回教

1275 12064 蘇丹 凱加 16,928 凱加 - (kec) 回教

1276 42826 蘇丹 克拉爾斯 38,297 蘇丹 阿拉伯 - (apd 回教

1277 42828 蘇丹 基尼納維 22,645 蘇丹 阿拉伯 - (apd 回教

1278 12072 蘇丹 科族莫族 13,195 科族莫族 (剛果民主回教

1279 12073 蘇丹 克雷什 21,112 巴亞 (蘇丹) - (krs) 回教

1280 12074 蘇丹 科隆科 27,304 科隆科 - (kgo) 回教

1281 12075 蘇丹 庫法-利馬 14,387 肯加 - (kcp) 回教

1282 42829 蘇丹 昆阿馬 20,156 昆阿馬 - (昆族) 回教

1283 12077 蘇丹 拉佛發 6,676 拉佛發 - (laf) 回教

1284 12078 蘇丹 蘭戈 25,365 蘭戈 (烏干達) - (laj 回教

1285 12079 蘇丹 拉羅 9,503 拉羅 - (lro) 回教

1286 12081 蘇丹 林加拉 38,265 林加拉 - (lin) 回教

1287 42831 蘇丹 L依爾i 45,414 蘇丹 阿拉伯 - (apd 回教

1288 42832 蘇丹 洛哥 8,037 洛哥 - (log) 基督教

www.finishingthetask.com  28 of 33



   1,505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Populations between 5,000 and 49,999  May 2010

POPID 國家 人本集團 人口 語言 宗教

1289 12084 蘇丹 洛科亞 16,351 洛科亞 - (lky) 其它宗教

1290 42819 蘇丹 曼達爾 25,433 巴格利 - (bfy) 其它宗教

1291 42820 蘇丹 馬拉利特 27,456 馬拉利特 - (mgb) 回教

1292 12098 蘇丹 馬薩金 45,560 達依克 - (dec) 回教

1293 12103 蘇丹 米都 45,378 米都 - (mei) 回教

1294 12105 蘇丹 米爾 33,866 卡查-卡杜格利-米爾回教

1295 12107 蘇丹 米薩 11,875 莫如 - (mgd) 基督教

1296 12109 蘇丹 莫達里 45,418 曼達里 - (mqu) 其它宗教

1297 42821 蘇丹 納林 7,609 納林 – (loh) 基督教

1298 12118 蘇丹 恩加拉 35,626 巴恩加拉 - (bxg) 回教

1299 12101 蘇丹 吉爾 49,362 吉爾 - (jle) 回教

1300 12124 蘇丹 奈安瓜拉 23,751 巴利 - (bfa) 回教

1301 12126 蘇丹 歐魯波 20,092 歐魯波 - (lul) 回教

1302 42836 蘇丹 歐多羅 地多羅 16,366 歐多羅 - (otr) 回教

1303 12128 蘇丹 帕里 35,511 帕里 - (lkr) 回教

1304 42837 蘇丹 瑞爾 31,706 瑞爾 - (atu) 基督教

1305 12131 蘇丹 沙拉 甘拜 9,702 恩甘拜 - (sba) 其它宗教

1306 42840 蘇丹 澀北 15,154 庫薩比尼 - (kpz) 其它宗教

1307 42845 蘇丹 塞利姆 45,414 蘇丹 阿拉伯 - (apd 回教

1308 12132 蘇丹 沙塔 19,485 沙塔 - (shj) 回教

1309 12140 蘇丹 辛亞爾 5,975 辛亞爾 - (sys) 回教

1310 12143 蘇丹 森勾爾 46,182 阿桑戈爾 - (sjg) 回教

1311 12145 蘇丹 斯瓦希里 19,792 斯瓦希里 (單獨語言回教

1312 12148 蘇丹 塔勾 16,887 塔勾 - (tag) 回教

1313 42851 蘇丹 塔拉 巴卡 31,576 巴卡 (蘇丹) - (bdh) 基督教

1314 42852 蘇丹 譚姆恩 11,989 譚姆恩 - (teq) 基督教

1315 12155 蘇丹 圖利 18,852 圖利 - (thu) 基督教

1316 42854 蘇丹 提格 40,185 提格利尼亞 - (t依爾基督教

1317 12158 蘇丹 庭加爾 10,072 庭加爾 - (tie) 回教

1318 42855 蘇丹 提拉 47,958 提拉 - (tic) 其它宗教

1319 12129 蘇丹 多哥勒 42,848 多哥勒 - (ras) 回教

1320 12165 蘇丹 土里須 10,864 土里須 - (tey) 回教

1321 12167 蘇丹 坦馬 13,517 卡查-卡杜格利-米爾回教

1322 12168 蘇丹 圖姆特姆 9,483 圖姆特姆 - (tbr) 回教

1323 42843 蘇丹 烏度克 13,951 烏度克 - (udu) 基督教

1324 42844 蘇丹 烏姆海坦 20,842 科阿利 - (kib) 其它宗教

1325 11994 蘇丹 威依爾 21,112 貝蘭達 威依爾 - (bv回教

1326 12169 蘇丹 瓦利 44,970 瓦利 (蘇丹) - (wll) 回教

1327 42861 蘇丹 耶加 7,644 伊瓦格-諾圖 - (nou回教

1328 22265 蘇里南共和國 東方 印度 (回教) 18,000 蘇里南 湯加 - (srn) 回教

1329 47743 史瓦濟蘭 史瓦濟 聾人 6,080 不詳 - (xxx) 各種

1330 573 瑞典 阿拉伯, 黎凡特 8,500 北方 黎凡特 阿拉伯回教

1331 548 瑞典 克羅地亞 26,000 克羅地亞- (hrv) 基督教

1332 47790 瑞典 聾人 瑞典 40,192 瑞典 手語 - (swl) 各種

1333 552 瑞典 愛沙尼亞 26,000 愛沙尼亞 - (est) 基督教

1334 557 瑞典 拉脫維亞 6,000 拉脫維亞 - (lav) 基督教

www.finishingthetask.com  29 of 33



   1,505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Populations between 5,000 and 49,999  May 2010

POPID 國家 人本集團 人口 語言 宗教

1335 567 瑞典 俄語 8,990 俄語 - (rus) 基督教

1336 569 瑞典 斯洛維尼 5,100 斯洛維尼 - (slv) 基督教

1337 572 瑞典 瑞典 25,000 塔夫玲格 羅曼 - (rm基督教

1338 22249 瑞典 塔村 吉普賽 25,000 塔夫玲格 羅曼 - (rm基督教

1339 576 瑞典 土耳其 5,100 土耳其 - (tur) 回教

1340 582 瑞士 捷克 14,504 捷克 - (ces) 基督教

1341 604 瑞士 瑞士聾人 37,407 瑞士-德語 手語 - (s各種

1342 584 瑞士 法普羅旺斯 7,732 法普羅旺斯 - (frp) 基督教

1343 590 瑞士 匈牙利 14,504 匈牙利 - (hun) 基督教

1344 600 瑞士 羅曼, 辛特 23,197 辛特 羅曼 - (r莫族) 基督教

1345 42865 敘利亞 約旦阿拉伯 35,853 北方 黎凡特 阿拉伯回教

1346 12185 敘利亞 迦勒底, 新-阿拉姆 6,597 迦勒底 新-阿拉姆 -其它宗教

1347 42864 敘利亞 索卡西亞 44,218 阿迪格 - (ady) 回教

1348 42867 敘利亞 馬魯拉 17,926 西方 新-阿拉姆 - (a基督教

1349 12193 敘利亞 波斯 19,792 西方 波斯 - (pes) 回教

1350 12202 敘利亞 土耳其門 39,584 南方 亞塞拜然 - (az回教

1351 12205 敘利亞 佐特 吉普賽 13,195 多馬里 - (rmt) 回教

1352 17642 臺灣 暉族 26,015 華語 中國 - (cmn) 回教

1353 7521 臺灣 日語 11,759 日語 - (jpn) 佛教

1354 7525 臺灣 哈爾卡 蒙古 6,993 哈爾 蒙古 - (khk) 東亞宗教

1355 24491 塔吉克斯坦 埃馬克 7,314 埃馬克 - (aiq) 回教遜尼派

1356 24496 塔吉克斯坦 亞塞里 5,242 北方 亞塞拜然 - (az回教什葉派

1357 24498 塔吉克斯坦 巴什口特 9,996 巴什基爾 - (bak) 回教遜尼派

1358 24501 塔吉克斯坦 白俄羅斯 5,973 白俄羅斯 - (bel) 基督教

1359 24503 塔吉克斯坦 克里米亞韃靼 10,605 克里米亞韃靼 - (crh回教遜尼派

1360 46994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聾人 20,000 俄語 手語 - (rsl) 各種

1361 24508 塔吉克斯坦 哈薩克 16,822 哈薩克 - (kaz) 回教遜尼派

1362 24514 塔吉克斯坦 莫爾瓦 8,167 厄爾茲亞 - (myv) 基督教

1363 47001 塔吉克斯坦 魯閃 18,000 書格尼 - (sgh) 回教什葉派

1364 24531 塔吉克斯坦 韃靼 10,000 韃靼 - (塔村) 回教遜尼派

1365 24533 塔吉克斯坦 土耳其門 15,000 土耳其門 - (tuk) 回教遜尼派

1366 14920 坦尚尼亞 科摩羅 11,041 馬奧爾 科摩羅 - (sw回教

1367 14932 坦尚尼亞 關諾 42,665 關諾 - (gwe) 基督教

1368 14935 坦尚尼亞 中國漢人 45,947 華語 中國 - (cmn) 東亞宗教

1369 14941 坦尚尼亞 霍洛洛 5,364 霍洛洛 - (hoo) 基督教

1370 14946 坦尚尼亞 依科馬 24,989 依科馬 - (ntk) 基督教

1371 14965 坦尚尼亞 基西 21,698 基西 - (kiz) 其它宗教

1372 14969 坦尚尼亞 苦土 48,760 苦土 - (kdc) 回教

1373 15004 坦尚尼亞 恩奎勒 44,163 奎勒 - (cwe) 回教

1374 15009 坦尚尼亞 奈安科勒 - 喜瑪 20,357 奈安科勒 - (nyn) 基督教

1375 15021 坦尚尼亞 品貝 48,760 品貝 - (piw) 基督教

1376 15029 坦尚尼亞 倫格瓦 29,987 倫格瓦 - (rnw) 基督教

1377 15040 坦尚尼亞 索馬利 48,848 索馬利 - (som) 回教

1378 15041 坦尚尼亞 譚姆i 27,549 譚姆i - (soz) 其它宗教

1379 15052 坦尚尼亞 通衛 36,570 通衛 - (tny) 基督教

1380 15056 坦尚尼亞 溫扎 16,700 溫扎 - (vin) 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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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 10846 泰國 西方/北方 拉瓦 8,905 西方 拉瓦 - (lwl) 其它宗教

1382 10857 泰國 昆族 6,782 昆語 - (kkh) 佛教

1383 10871 泰國 克木 33,511 克木 - (kjg) 其它宗教

1384 10901 泰國 尼翁 13,565 傭語 - (yno) 佛教

1385 10906 泰國 普諾 13,565 普諾 - (pho) 其它宗教

1386 10910 泰國 旁遮普語 23,263 蓬加畢 - (pan) 其它宗教

1387 10914 泰國 色索 13,565 色索 - (skb) 佛教

1388 10922 泰國 蒐崔 7,600 西方 布如 - (布如) 佛教

1389 10932 泰國 烏爾都 10,000 烏爾都 - (urd) 回教

1390 23118 東帝汶 大勾達 36,570 發它魯庫 - (ddg) 基督教

1391 23121 東帝汶 埃達特 7,314 埃達特 - (idt) 基督教

1392 23124 東帝汶 拉卡雷 7,314 拉卡雷 - (lka) 基督教

1393 23130 東帝汶 外馬哈 5,624 外馬哈 - (wmh) 基督教

1394 13255 多哥 阿克瑟倫 15,450 阿克瑟倫 - (aks) 回教

1395 14317 多哥 勃固 8,755 勃固-庫森土 - (bqg回教

1396 14358 多哥 豪薩 10,185 豪薩 - (hau) 回教

1397 14406 多哥 馬姆普魯 8,805 馬姆普魯 - (maw) 其它宗教

1398 14414 多哥 莫西 20,900 莫西 - (莫族s) 其它宗教

1399 14448 多哥 土希安 20,688 南方 土希安 - (wib)其它宗教

1400 14456 多哥 瓦馬 11,670 瓦馬 - (wwa) 其它宗教

1401 16446 特里尼達和多巴哥 法語 西方 印度 8,770 特里尼達 克里奧爾基督教

1402 16447 特里尼達和多巴哥 中國廣東漢人 5,938 粵 中國 - (粵) 佛教

1403 12216 突尼西亞 阿拉伯, 黎凡特 22,092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

1404 12219 突尼西亞 塞奈德 6,269 塞奈德 - (sds) 回教

1405 12220 突尼西亞 沙威亞 45,278 它查威 - (shy) 回教

1406 42879 突尼西亞 馬過特 6,912 塞奈德 - (sds) 回教

1407 24549 土耳其 阿巴札 11,819 阿巴札 - (abq) 回教遜尼派

1408 24594 土耳其 巴爾幹半島 格格烏 土耳其 16,569 格格烏 - (gag) 基督教

1409 24547 土耳其 車臣 7,291 車臣 - (che) 回教遜尼派

1410 24556 土耳其 喬治亞 44,185 喬治亞 - (kat) 無

1411 24559 土耳其 匈牙利 7,291 匈牙利 - (hun) 基督教

1412 24560 土耳其 猶太 9,500 拉地諾 - (lad) 猶太教

1413 24575 土耳其 中東 吉普賽 31,371 多馬里 - (rmt) 回教遜尼派

1414 24577 土耳其 奧塞梯 36,673 奧塞梯 - (oss) 回教遜尼派

1415 24586 土耳其 羅曼安 21,982 羅曼安 - (ron) 基督教

1416 24588 土耳其 塞爾維亞 36,673 塞爾維亞 - (srp) 基督教

1417 24589 土耳其 敘利亞 阿拉姆 31,592 圖洛又 - (tru) 基督教

1418 24590 土耳其 韃靼 25,627 韃靼 - (塔村) 回教遜尼派

1419 24596 土耳其 土耳其 吉普賽 23,197 多馬里 - (rmt) 回教遜尼派

1420 24601 土耳其 烏爾都 21,982 烏爾都 - (urd) 回教遜尼派

1421 24606 土庫曼 巴魯基 43,518 西方 俾路支 - (bgn 回教遜尼派

1422 24607 土庫曼 巴什口特 7,192 巴什基爾 - (bak) 回教遜尼派

1423 24610 土庫曼 白俄羅斯 8,271 白俄羅斯 - (bel) 基督教

1424 46645 土庫曼 庫德, 中央 6,704 中央 庫德ish - (ckb回教遜尼派

1425 24626 土庫曼 勒茲其 15,969 勒茲其 - (lez) 回教遜尼派

1426 24631 土庫曼 波斯 11,702 西方 波斯 - (pes) 回教什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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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7 42882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拉伯, 伊拉克 11,460 美索不達米亞阿拉伯回教

1428 12256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蘇丹阿拉伯 22,863 蘇丹 阿拉伯 - (apd 回教

1429 42886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敘利亞阿拉伯 32,099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

1430 12262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拉伯, 葉門 19,792 塔依茲-亞丁 阿拉伯回教

1431 12226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非洲黑人 6,993 斯瓦希里 (單獨語言回教

1432 47755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艾米利聾人 17,467 不詳 - (xxx) 各種

1433 12242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馬來 6,993 普通 馬來 - (zsm) 回教

1434 42887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納瓦爾 吉普賽 14,388 利比亞 阿拉伯 - (ay回教

1435 12251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虛赫 6,597 虛赫 阿拉伯 - (ssh)回教

1436 12252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信德 35,626 信德 - (snd) 回教

1437 12253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僧伽羅 42,223 僧伽羅 - (sin) 回教

1438 12254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索馬利 32,987 索馬利 - (som) 回教

1439 12261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烏爾都 6,993 烏爾都 - (urd) 回教

1440 15071 烏干達 阿拉伯 7,535 普通 阿拉伯 - (arb)回教遜尼派

1441 33494 烏干達 希馬 30,252 希馬 - (nix) 其它宗教

1442 43172 烏干達 依克 5,376 依克 - (依克x) 其它宗教

1443 15119 烏干達 門寧 5,913 馬尼卡森林 – (myq其它宗教

1444 15124 烏干達 努比亞 22,847 努比 - (kcn) 回教

1445 42892 烏干達 南方 亞洲 13,048 古吉拉特 - (guj) 印度教

1446 42401 英國 阿富汗 10,500 瑣羅亞斯德 達里 - 回教

1447 608 英國 荷蘭裔南非人 29,000 南非荷蘭 - (afr) 基督教

1448 663 英國 阿拉伯, 摩洛哥 5,786 摩洛哥 阿拉伯 - (ar回教

1449 624 英國 捷克 10,000 捷克 - (ces) 基督教

1450 626 英國 荷蘭 24,000 荷蘭 - (nld) 基督教

1451 629 英國 愛沙尼亞 14,000 愛沙尼亞 - (est) 基督教

1452 632 英國 法語 14,000 法語 - (fra) 基督教

1453 686 英國 德語 瑞士 13,000 瑞士 德語 - (gsw) 基督教

1454 635 英國 戈安 10,589 戈安 剛卡尼 - (gom印度教

1455 642 英國 匈牙利 19,000 匈牙利 - (hun) 基督教

1456 650 英國 韓國 12,000 韓國 – (kor) 佛教

1457 654 英國 拉脫維亞 12,000 拉脫維亞 - (lav) 基督教

1458 643 英國 波斯 29,415 西方 波斯 - (pes) 回教

1459 679 英國 塞爾維亞 12,000 塞爾維亞 - (srp) 基督教

1460 688 英國 圖斯克 30,000 圖斯克 阿爾巴尼亞回教

1461 24662 烏茲別克斯坦 白俄羅斯 23,283 白俄羅斯 - (bel) 基督教

1462 24666 烏茲別克斯坦 楚瓦士 14,994 楚瓦士 - (chv) 基督教

1463 24672 烏茲別克斯坦 鄧根 21,224 鄧根 - (dng) 回教遜尼派

1464 24674 烏茲別克斯坦 喬治亞 6,948 喬治亞 - (kat) 無

1465 24304 烏茲別克斯坦 魯力 吉普賽 11,824 多馬里 - (rmt) 回教遜尼派

1466 24306 烏茲別克斯坦 摩爾達維亞 8,899 羅曼安 - (ron) 基督教

1467 24307 烏茲別克斯坦 莫爾瓦 17,797 厄爾茲亞 - (myv) 基督教

1468 24308 烏茲別克斯坦 奧塞梯 8,655 奧塞梯 - (oss) 回教遜尼派

1469 24309 烏茲別克斯坦 波斯 37,057 西方 波斯 - (pes) 回教什葉派

1470 24316 烏茲別克斯坦 韃靼 24,000 韃靼 - (塔村) 回教遜尼派

1471 11087 萬那杜 烏里皮弗 9,347 烏里皮弗-瓦拉-拉諾基督教

1472 16455 委內瑞拉 阿拉伯 6,700 猶太-摩洛哥 阿拉伯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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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3 16460 委內瑞拉 巴斯克 5,500 巴斯克 - (eus) 基督教

1474 16461 委內瑞拉 英國 7,300 英語 - (eng) 基督教

1475 16464 委內瑞拉 加泰隆 5,500 加泰羅尼亞 - (cat) 基督教

1476 16472 委內瑞拉 中國廣東漢人 25,000 粵 中國 – (yue) 佛教

1477 16471 委內瑞拉 中國漢人 22,000 華語 中國 - (cmn) 佛教

1478 42201 委內瑞拉 猶太 16,000 西班牙 - (spa) 猶太教

1479 46850 委內瑞拉 帕勞哈諾 11,205 西班牙 - (spa) 基督教

1480 16498 委內瑞拉 烏克蘭 9,300 烏克蘭 - (ukr) 基督教

1481 11139 越南 哈洛 45,000 哈洛 - (hro) 其它宗教

1482 11171 越南 拉哈 6,400 拉哈 (越南) - (lha) 其它宗教

1483 11172 越南 拉胡 7,700 拉胡 - (lhu) 其它宗教

1484 11173 越南 寮國 12,954 寮國 – (lao) 其它宗教

1485 11175 越南 拉奇 12,000 拉奇 - (lbt) 其它宗教

1486 11186 越南 魏族 5,400 丹語 - (daf) 東亞宗教

1487 11194 越南 帕口 17,900 帕口 - (pac) 其它宗教

1488 11198 越南 弗拉 10,100 普拉 - (phh) 其它宗教

1489 11210 越南 楞高 17,900 楞高 - (ren) 其它宗教

1490 11178 越南 泰魯 5,600 魯 - (khb) 其它宗教

1491 11240 越南 俊-寮國 44,533 俊-寮國 - (tsl) 其它宗教

1492 11241 越南 高地 大安 21,200 高地 大安 - (tth) 其它宗教

1493 11248 越南 辛門 20,200 普克 - (puo) 其它宗教

1494 18326 瓦利斯和富圖納群島 瓦利斯 10,162 瓦利斯 - (wls) 基督教

1495 47786 約旦河西岸 聾人 巴勒斯坦 20,699 不詳 - (xxx) 各種

1496 12277 葉門 埃及阿拉伯 15,126 埃及 阿拉伯 - (arz) 回教

1497 12271 葉門 阿拉伯灣 15,126 阿拉伯灣 - (afb) 回教

1498 42889 葉門 阿拉伯, 伊拉克 32,619 美索不達米亞阿拉伯回教

1499 12288 葉門 阿拉伯, 巴勒斯坦 21,176 北方 黎凡特 阿拉伯回教

1500 12294 葉門 蘇丹阿拉伯 7,790 蘇丹 阿拉伯 - (apd 回教

1501 12278 葉門 赫比 27,318 赫比 - (hoh) 回教

1502 12270 葉門 猶太 6,492 希伯來 - (heb) 回教

1503 12283 葉門 馬來 42,353 普通 馬來 - (zsm) 回教

1504 12289 葉門 波斯 21,176 西方 波斯 - (pes) 回教

1505 15570 尚比亞 英國 6,334 英語 - (eng) 基督教

POPID 國家 人本集團 人口 語言 宗教

No research is totally without error.  We know that the information on this list is changing rapidly.
If you have updated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us at commit@finishingthetask.com.

We are interested in the number of known believers, number of churches, and number of full‐tim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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