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2 DIASPORA PEOPLES WITHOUT A CHURCH
Populations over 25,000

 

如果你會說
 我們需要你去這個國家...  於這些人中植堂...  人口 

1 阿第哥 (ady) 伊拉克 阿第哥 29,601

2 阿第哥 (ady) 約旦 索卡西亞 105,687

3 阿第哥 (ady) 敘利亞 阿第哥 52,779

4 阿第哥 (ady) 敘利亞 索卡西亞 44,218

5 南非荷蘭 (afr) 英國 南非荷蘭裔 29,000

6  馬來安汶 (abs) 荷蘭 安汶 50,205

7 西藏安多 (adx) 中國 蒐果阿立格 43,741

8 塞浦路斯阿拉伯(acy) 塞普勒斯 北黎凡特阿拉伯 99,190

9 埃及阿拉伯(arz) 法國 埃及阿拉伯 25,000

10 埃及阿拉伯(arz) 以色列 埃及阿拉伯 28,737

11 埃及阿拉伯(arz) 義大利 埃及阿拉伯 40,583

12 埃及阿拉伯(arz) 科威特 埃及阿拉伯 30,252

13 埃及阿拉伯(arz) 利比亞 埃及阿拉伯 585,830

14 埃及阿拉伯(arz) 阿曼 埃及阿拉伯 45,895

15 埃及阿拉伯(arz) 沙烏地阿拉伯 埃及阿拉伯 351,498

16 埃及阿拉伯(arz) 約旦 埃及阿拉伯 756,295

17 猶太摩洛哥阿拉伯(aju) 法國 猶太摩洛哥阿拉伯 619,000

18 利比亞阿拉伯(ayl) 利比亞 昔蘭尼加阿拉伯 1,673,130

19 利比亞阿拉伯利比亞阿拉伯利比亞 庫夫拉貝都因 26,292

20 利比亞阿拉伯利比亞阿拉伯利比亞 利亞貝都因 33,463

21 利比亞阿拉伯(ayl) 利比亞 錫爾提加貝都因 40,081

22 利比亞阿拉伯(ayl) 利比亞 亞法巴巴里 31,848

23  美索不達米亞阿拉伯(acm) 美國 伊拉克 58,801

    

所謂“大移居”是用來指分散的宗教或種族群體遠離他們的家園，無論是被迫還是自願的

。這個詞也用來指那些群體。被連根拔起是個人和文化方面巨大的事件，因此向這些人

傳講福音是很重要的。以群體而言，他們安置在一個新的地方，保留對往前家園與文化

的聯繫。不像有些移民，大移居成員會保留文化和宗教傳統。

超過25000人口的未被接觸的人本集團有30%屬大移居團體。幾乎全部有教會在他們的祖

國。因此，或許有福音信徒可以去這些分散各地的大移居團體。公認的是在祖國的教會

都很新，可能在為生存而掙扎。然而，聖經告誡我們不僅對耶路撒冷和猶太傳福音,而是如何使用:
1.   在左欄查看你說的語言 - 你的母語。

2.   在第二個欄你會發現有一個國家，一群人需要你的語言能力。

3.   第三欄將列出的族群的名稱。

4.   在最後一欄會列出該族群的人口。

如果您願意成為一個到散居人族的傳教士請聯繫 Sadiriat: ldlt@gatheredscattered.com 或 

commit@finishingthet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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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摩洛哥阿拉伯(ary) 比利時 摩洛哥阿拉伯 157,200

25 阿拉伯, 摩洛哥(ary) 埃及 巴巴里 1,367,326

26 阿拉伯, 摩洛哥(ary) 德國 摩洛哥阿拉伯 46,100

27 阿拉伯, 摩洛哥(ary) 義大利 摩洛哥阿拉伯 253,362

28 阿拉伯, 摩洛哥(ary) 利比亞 巴巴里 267,138

29 納吉迪阿拉伯(ars) 科威特 沙烏地阿拉伯 121,758

30 北黎凡特阿拉伯(apc) 加拿大 黎巴嫩阿拉伯 79,220

31 北黎凡特阿拉伯(apc) 法國 黎巴嫩阿拉伯 25,000

32 北黎凡特阿拉伯(apc) 法國 德魯茲 25,000

33 北黎凡特阿拉伯(apc) 科威特 黎巴嫩阿拉伯 96,410

34 北黎凡特阿拉伯(apc) 利比亞 巴勒斯坦阿拉伯 64,535

35 北黎凡特阿拉伯(apc) 卡達 黎巴嫩阿拉伯 67,706

36 北黎凡特阿拉伯(apc) 卡達 巴勒斯坦阿拉伯 99,450

37 北黎凡特阿拉伯(apc) 沙烏地阿拉伯 約旦阿拉伯 104,834

38 北黎凡特阿拉伯(apc) 沙烏地阿拉伯 黎巴嫩阿拉伯 126,145

39 北黎凡特阿拉伯(apc) 敘利亞 約旦阿拉伯 35,853

40 北黎凡特阿拉伯(apc) 美國 敘利亞猶太 50,500

41 薩南阿拉伯(ayn) 吉布地 阿曼阿拉伯 68,120

42 南黎凡特阿拉伯(ajp) 厄立特里亞 巴勒斯坦阿拉伯 38,545

43 阿拉伯, 南黎凡特(ajp) 法國 巴勒斯坦阿拉伯 25,000

44 阿拉伯, 南黎凡特(ajp) 德國 中東阿拉伯 62,000

45 阿拉伯, 南黎凡特(ajp) 美國 約旦阿拉伯 51,178

46 阿拉伯, 南黎凡特(ajp) 美國 敘利亞阿拉伯 54,209

47 阿拉伯, 南黎凡特(ajp) 美國 巴勒斯坦阿拉伯 73,876

48 普通阿拉伯(arb) 孟加拉共和國 阿拉伯 47,046

49 阿拉伯, 普通(arb) 法國 敘利亞阿拉伯 53,600

50 阿拉伯, 普通(arb) 印度 阿拉伯 98,672

51 阿拉伯, 普通(arb) 約旦 敘利亞阿拉伯 362,574

52 阿拉伯, 普通(arb) 科威特 約旦阿拉伯 100,794

53 阿拉伯, 普通(arb) 黎巴嫩 敘利亞阿拉伯 29,477

54 阿拉伯, 普通(arb) 阿曼 沙烏地阿拉伯 27,227

55 阿拉伯, 普通(arb) 巴基斯坦 阿拉伯 185,827

56 阿拉伯, 普通(arb) 卡達 敘利亞阿拉伯 61,196

57 蘇丹阿拉伯(apd) 厄立特里亞 蘇丹阿拉伯 100,278

58 蘇丹阿拉伯(apd) 利比亞 蘇丹阿拉伯 266,538

59 蘇丹阿拉伯(apd) 蘇丹 克拉爾斯 38,297

60 蘇丹阿拉伯(apd) 蘇丹 塞利姆 45,414

61 太子阿德尼阿拉伯口語(acq) 德國 突尼西亞阿拉伯 26,300

62 太子阿德尼阿拉伯口語(acq) 義大利 突尼西亞阿拉伯 6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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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太子阿德尼阿拉伯口語(acq) 利比亞 黑人阿拉伯 117,119

64 太子阿德尼阿拉伯口語(acq) 荷蘭 突尼西亞阿拉伯 67,610

65 突尼西亞阿拉伯口語(aeb) 利比亞 突尼西亞阿拉伯 190,020

66 亞美尼亞 (hye) 德國 亞美尼亞 33,660

67 亞美尼亞 (hye) 土庫曼 亞美尼亞 43,640

68 亞美尼亞 (hye) 英國 亞美尼亞 29,415

69 阿沃提 (awa) 印度 庫塔 27,016

70 北亞塞拜然(azj) 哈薩克 亞塞里 88,700

71 北亞塞拜然(azj) 土庫曼 亞塞里 51,442

72 南亞塞拜然(azb) 土耳其 卡拉卡爾帕克 73,457

73 南俾路支 (bcc) 印度 莫克蘭 28,452

74 俾路支, Southern (bcc) 阿曼 南俾路支 197,090

75 班巴拉 (bam) 塞內加爾 班巴拉 64,524

76 巴什基爾 (bak) 哈薩克 巴什口特 41,200

77 巴什基爾 (bak) 烏茲別克斯坦 巴什口特 51,929

78 孟加拉 (ben) 法國 孟加拉 30,600

79 孟加拉 (ben) 馬來西亞 孟加拉 150,000

80 孟加拉 (ben) 馬來西亞 孟加拉 27,115

81 孟加拉 (ben) 阿曼 孟加拉 122,385

82 孟加拉 (ben) 泰國 孟加拉 67,382

83 孟加拉 (ben)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孟加拉 117,434

84 波士尼亞 (bos) 義大利 波士尼亞 29,000

85 保加利亞 (bul) 土耳其 保加利亞 73,457

86 本德利 (bns) 印度 本德利 42,448

87 加泰羅尼亞(cat) 安道爾共和國 安道爾 27,846

88 中央阿特拉斯塔馬塞特(tzm) 阿爾及利亞 貝都因, 納由 30,623

89 中央阿特拉斯塔馬塞特(tzm) 法國 中央阿特拉斯巴巴里, 114,000

90 中央阿特拉斯塔馬塞特(tzm) 荷蘭 巴巴里 270,714

91 中央卡努裡(kph) 蘇丹 卡努裡 257,298

92 中央高棉 (knm) 法國 高棉 67,900

93 車臣 (che) 哈薩克 車臣 48,700

94 恰蒂斯加爾(hne) 印度 巴爾加 35,045

95 中國布里亞特(bxu) 中國 布里亞特 98,793

96 中國華語 (cmn) 中國 外治 36,871

97 中國, 華語 (cmn) 德國 中國漢人 50,885

98 中國, 華語 (cmn) 義大利 中國漢人 100,109

99 中國華語 (cmn) 北韓 中國漢人 185,879

100 中國, 華語 (cmn) 荷蘭 中國漢人 89,253

101 中國, 華語 (cmn) 土耳其 中國漢人 5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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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中國, 華語 (cmn) 馬來西亞 中國泰語 67,626

103 中國閩南 (nan) 馬來西亞 中國潮州漢人 459,474

104 中國粵語 (yue) 委內瑞拉 中國廣東漢人 25,000

105 克里米亞韃靼(crh) 烏茲別克斯坦 克里米亞韃靼 90,000

106 捷克 (ces) 斯洛伐克 捷克 40,000

107 達里 (prs) 法國 阿富汗 37,050

108 達里 (prs) 荷蘭 阿富汗 28,436

109 達里 (prs) 伊朗 阿富汗波斯 2,000,000

110 迪姆里 (diq) 土耳其 迪姆里庫德 1,515,000

111 荷蘭 (nld) 丹麥 荷蘭 26,400

112 荷蘭 (nld) 瑞典 荷蘭 43,000

113 東馬尼卡 (emk) 獅子山 馬尼卡 97,419

114 愛沙尼亞 (est) 瑞典 愛沙尼亞 26,000

115 埃維 (埃維) 貝南 埃維 45,275

116 西方波斯 (pes) 法國 波斯 61,800

117 波斯, 西方 (pes) 伊拉克 波斯 326,193

118 波斯, 西方 (pes) 科威特 波斯 134,392

119 波斯, 西方 (pes) 阿曼 波斯 48,137

120 波斯, 西方 (pes) 巴基斯坦 波斯 168,628

121 波斯, 西方 (pes) 卡達 波斯 110,419

122 波斯, 西方 (pes) 卡達 波斯-遜尼 77,188

123 波斯, 西方 (pes)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波斯 105,558

124 波斯, 西方 (pes) 英國 波斯 29,415

125 波斯, 西方 (pes) 烏茲別克斯坦 波斯 37,057

126 芬蘭 (fin) 挪威 芬蘭 27,944

127 法語 (fra) 吉布地 法國 28,400

128 福爾富德阿達馬瓦(fub) 查德 富拉尼 78,030

129 福爾富德, 阿達馬瓦(fub) 法國 福爾富德-富拉尼 30,874

130 福爾富德, 阿達馬瓦(fub) 迦納 福爾富德 阿達馬瓦 52,020

131 福爾富德, 阿達馬瓦(fub) 蘇丹 富拉尼 118,753

132 波爾古福爾富德(fue) 多哥 福爾富德 貝南-多哥 51,135

133 德語 (deu) 丹麥 德國 25,900

134 戈安 剛卡尼(gom)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戈安剛卡尼 53,060

135 現代希臘 (ell) 哈薩克 希臘 46,000

136 古吉拉特 (guj) 孟加拉共和國 古吉拉特 78,410

137 古吉拉特 (guj) 加拿大 古吉拉特 83,933

138 古吉拉特 (guj) 印度 土裡巴羅特 26,734

139 古穆茲 (guk) 蘇丹 古穆茲 52,779

140 古拉尼 (hac) 伊朗 古拉尼 庫德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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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哈薩尼亞 (mey) 利比亞 亞洛巴巴里, 48,082

142 哈薩尼亞 (mey) 摩洛哥 吉爾貝都因, 43,023

143 哈薩尼亞 (mey) 摩洛哥 摩爾白人 26,390

144 哈薩尼亞 (mey) 尼日 摩爾 45,020

145 哈薩尼亞 (mey) 摩洛哥 賴蓋巴特 36,570

146 豪薩 (hau) 中非共和國 豪薩 30,775

147 豪薩 (hau) 象牙海岸 豪薩 106,053

148 豪薩 (hau) 衣索比亞 豪薩 79,311

149 豪薩 (hau) 奈及利亞 布塔寧吉 36,570

150 豪薩 (hau) 蘇丹 豪薩 551,542

151 印地 (hin) 加拿大 印地 80,606

152 印地 (hin) 德國 印地 25,560

153 印地 (hin) 印度 加溫教義 35,703

154 印地 (hin) 印度 希克黎加 40,995

155 印地 (hin) 馬來西亞 印地 54,231

156 苗語  道 (mww)法國 道苗 134,200

157 苗語 道 (mww)美國 白苗 81,487

158 印尼 (ind) 新加坡 印尼 43,477

159 日語 (jpn) 阿根廷 日本 50,000

160 日語 (jpn) 巴西 日本 1,320,000

161 日語 (jpn) 日本 艾努 25,000

162 日語 (jpn) 日本 印巴 35,704

163 卡拜爾 (kab) 比利時 卡拜爾 49,000

164 中央卡努裡(knc) 尼日 耶爾瓦 卡努裡 45,020

165 卡拉卡爾帕克(kaa) 吉爾吉斯斯坦 卡拉卡爾帕克 55,231

166 喀什米爾 (kas) 印度 布德漢 33,612

167 哈薩克 (kaz) 土庫曼 哈薩克 133,850

168 哈薩克 (kaz) 烏茲別克斯坦 哈薩克 864,960

169 吉爾吉斯 (kir) 哈薩克 吉爾吉斯 320,000

170 吉爾吉斯 (kir) 塔吉克斯坦 吉爾吉斯 137,842

171 剛卡尼 (knn) 印度 哥馬拉盤它 32,000

172 剛卡尼 (individual language)(knn) 印度 拉加普爾 45,713

173 中央庫德 (ckb) 科威特 庫德 197,862

174 北方庫德 (kmr) 比利時 北方庫德 26,400

175 庫德ish, 北方(kmr) 喬治亞 北方庫德 30,000

176 庫德ish, 北方(kmr) 伊拉克 赫爾基 29,566

177 北方庫德 (kmr) 伊拉克 希卡基 29,566

178 林布 (lif) 不丹 林布 38,481

179 林布 (lif) 不丹 克拉底萊 3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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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林加拉 (lin) 蘇丹 林加拉 38,265

181 盧我 (lwo) 蘇丹 盧我 133,873

182 普通馬來 (zsm) 印尼 彭古魯 27,616

183 馬來, 普通 (zsm) 新加坡 巴扎低馬來克里奧爾 43,477

184 馬來亞拉姆(mal) 印度 安巴拉法希 27,498

185 馬來亞拉姆(mal) 印度 愛滋哈法希 41,695

186 馬來亞拉姆(mal) 印度 卡拉地 48,043

187 馬來亞拉姆(mal) 印度 維丹 29,888

188 馬來亞拉姆(mal) 阿曼 馬來亞里 163,097

189 毛爾 科摩羅(swb) 法國 科摩羅 93,700

190 馬奧爾 科摩羅(swb) 馬約特島 科摩羅 毛利 118,420

191 馬拉地 (mar) 印度 口哈提 31,211

192 馬拉地 (mar) 印度 桑克爾 34,833

193 馬爾尼里 (巴基斯坦)(mve) 印度 達杜教義 43,097

194 米瓦里 (mtr) 印度 古姆拉 35,087

195 莫西 (mos) 塞內加爾 莫西 26,522

196 北方 基西 (kqs) 獅子山 北方 基西 42,436

197 奧里雅 (ori) 孟加拉共和國 奧里西 39,502

198 奧里雅 (ori) 印度 布里亞 44,812

199 奧塞梯 (oss) 土耳其 奧塞梯 36,673

200 旁遮普語 (pan) 孟加拉共和國 旁遮普語 28,745

201 蓬加畢 (pan) 加拿大 錫克 374,892

202 蓬加畢 (pan) 馬來西亞 旁遮普語 108,461

203 蓬加畢 (pan) 緬甸 西方旁遮普語 77,910

204 蓬加畢 (pan) 阿曼 旁遮普語 33,277

205 蓬加畢 (pan)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旁遮普語 69,932

206 西方 蓬加畢,(pnb) 伊朗 西方 普什圖 119,000

207 蓬加畢,  西方 (pnb) 利比亞 西方旁遮普語 71,252

208 帕西 (prp) 英國 帕西 75,000

209 北方普什圖(pbu) 土耳其 普什圖 58,766

210 普安 (phu) 泰國 寮 普安 220,924

211 馬拉加西高原 (plt) 法國 馬拉加西 61,749

212 波蘭 (pol) 奧地利 波蘭 40,321

213 葡萄牙 (por) 葡萄牙 安哥拉 80,000

214 拉尼 (fuc) 蘇丹 弗拉昆達 164,871

215 普拉 (fuf) 馬利 弗拉亞洛 78,619

216 普拉 (fuf) 獅子山 弗拉亞洛 217,469

217 巴爾幹半島羅曼(rmn) 伊朗 巴爾幹半島羅曼, 27,000

218 R阿曼, 巴爾幹半島(rmn) 土耳其 巴爾幹半島羅曼, 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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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R阿曼, 巴爾幹半島(rmn) 英國 吉普賽 70,000

220 弗拉克斯羅曼(rmy) 巴西 弗拉克吉普賽 354,000

221 俄語 (rus) 波蘭 俄國 30,000

222 俄語 (rus) 瑞典 俄國 26,000

223 塞爾維亞 (srp) 土耳其 塞爾維亞 36,673

224 撣語 (shn) 泰國 撣人 66,277

225 信德 (snd) 馬來西亞 信德 27,115

226 信德 (snd)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信德 35,626

227 僧伽羅 (sin) 阿曼 僧伽羅 26,095

228 斯洛維尼亞(slv) 奧地利 斯洛維尼 31,000

229 索馬利 (som) 厄立特里亞 索馬利 66,240

230 索馬利 (som) 衣索比亞 朱巴 索馬利 381,545

231 索馬利 (som) 肯亞 索馬利 546,843

232 索馬利 (som) 沙烏地阿拉伯 索馬利 44,862

233 索馬利 (som) 坦尚尼亞 索馬利 48,848

234 索馬利 (som)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索馬利 32,987

235 索馬利 (som) 葉門 索馬利 438,651

236 西班牙 (spa) 哥倫比亞 坎亞摩摩 25,000

237 西班牙 (spa) 哥倫比亞 帕斯托斯 25,000

238 斯里蘭卡克里奧爾馬來(sci) 斯里蘭卡 馬來 60,267

239 斯瓦希里 (swh) 沙烏地阿拉伯 非洲黑人 270,493

240 斯瓦希里 (swh) 索馬利亞 朱巴索馬利 26,095

241 斯瓦希里 (swh) 索馬利亞 班圖斯瓦希里 48,403

242 瑞士 德語 (gsw) 法國 瑞士德國 37,050

243 瑞士 德語 (gsw) 德國 瑞士德國 33,660

244 瑞士 德語 (gsw) 列支敦斯登 瑞士德國 31,128

245 它查威 (shy) 法國 沙威亞 114,000

246 塔加拉 (tgl) 德國 菲律賓 38,790

247 塔加拉 (tgl) 阿曼 菲律賓 57,915

248 塔加拉 (tgl) 卡達 菲律賓 29,877

249 它哈賈爾特 塔馬哈(thv) 阿爾及利亞 圖阿雷格 75,800

250 太 登 (tyr) 越南 紅太 160,000

251 太 諾 (tdd) 緬甸 中國 撣 92,000

252 塔吉克 (tgk) 伊朗 塔吉克 67,700

253 塔吉克 (tgk) 哈薩克 塔吉克 26,000

254 塔吉克 (tgk) 吉爾吉斯斯坦 塔吉克 39,766

255 塔瑪沙克 (taq) 茅利塔尼亞 塔瑪沙克 80,635

256 泰米爾 (tam) 法國 泰米爾 100,000

257 泰米爾 (tam) 德國 泰米爾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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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泰米爾 (tam) 馬來西亞 印度回教徒 108,243

259 塔里非特 (rif) 法國 里非巴巴里 117,000

260 韃靼 (tat) 亞塞拜然 韃靼 33,139

261 韃靼 (tat) 哈薩克 韃靼 250,000

262 韃靼 (tat) 吉爾吉斯斯坦 韃靼 80,637

263 韃靼 (tat) 土耳其 韃靼 25,627

264 韃靼 (tat) 土庫曼 韃靼 60,462

265 泰盧固 (tel) 印度 巴拉山頭失 40,957

266 泰盧固 (tel) 印度 貝拉爾 33,396

267 泰盧固 (tel) 印度 巴恩塔 48,211

268 泰盧固 (tel) 印度 勾杉基 25,858

269 泰盧固 (tel) 印度 坎查拉 45,024

270 泰盧固 (tel) 印度 普爾畢 32,112

271 泰盧固 (tel) 印度 維拉馬士迪 36,963

272 泰語 (tha) 馬來西亞 泰國 27,115

273 泰語 (tha) 緬甸 中央 泰國 36,489

274 提格利尼亞 (tir) 蘇丹 提格 40,185

275 圖斯克 阿爾巴尼亞(als) 土耳其 圖斯克 100,962

276 圖斯克 阿爾巴尼亞(als) 美國 圖斯克 92,890

277 土耳其 (tur) 奧地利 土耳其 72,375

278 土耳其 (tur) 比利時 土耳其 51,800

279 土耳其 (tur) 丹麥 土耳其 30,500

280 土耳其 (tur) 埃及 土耳其 38,265

281 土耳其 (tur) 希臘 魯米利亞土耳其 153,699

282 土耳其 (tur) 伊拉克 安那托利亞土耳其 28,705

283 土耳其 (tur) 以色列 土耳其 34,484

284 土耳其 (tur) 哈薩克 土耳其 48,600

285 土耳其 (tur) 瑞士 土耳其 89,066

286 土耳其 (tur) 敘利亞 土耳其 53,779

287 土耳其 (tur) 英國 塞浦路斯土耳其 161,300

288 土耳其 (tur) 烏茲別克斯坦 美斯可黑田土耳其 158,957

289 土庫曼 (tuk) 伊拉克 土庫曼 372,265

290 維吾爾 (uig) 中國 羅布泊維吾爾 41,047

291 烏克蘭 (ukr) 亞塞拜然 烏克蘭 35,348

292 烏爾都 (urd) 巴林 烏爾都 35,626

293 烏爾都 (urd) 印度 俾路支 129,950

294 烏爾都 (urd) 印度 比薩提 31,020

295 烏爾都 (urd) 印度 賈陸第 41,371

296 烏爾都 (urd) 印度 姆克利 44,083

9/10/2010 8 of  9



 312 DIASPORA PEOPLES WITHOUT A CHURCH
Populations over 25,000

 

如果你會說
 我們需要你去這個國家...  於這些人中植堂...  人口 

297 烏爾都 (urd) 印度 平達拉 44,614

298 烏爾都 (urd) 印度 土耳其 530,187

299 烏爾都 (urd) 阿曼 烏爾都 51,938

300 烏爾都 (urd) 卡達 烏爾都 35,470

301 烏爾都 (urd) 沙烏地阿拉伯 烏爾都 514,122

302 烏爾都 (urd) 加拿大 烏爾都 150,223

303 越南 (vie) 中國 荊族 25,320

304 越南 (vie) 捷克共和國 越南 25,000

305 越南 (vie) 德國 越南 65,365

306 維爾京群島 克里奧爾 英語(vic) 多明尼加 西方印度黑人 27,000

307 瓦格帝 (wbr) 印度 本卡爾 34,973

308 瓦格帝 (wbr) 印度 納格達 30,459

309 優魯巴 (yor) 多哥 優魯巴 65,776

310 Yue 中國 (yue) 越南 中國廣東漢人 552,311

311 (apd) 沙烏地阿拉伯 蘇丹阿拉伯 102,778

312 (azj) 烏茲別克斯坦 亞塞里 66,435

36,389,978

沒有研究是完全沒有錯誤的。我們知道這份名單上的資料會有所變。

如果您有最新資料請發郵件給我們: commit@finishingthetask.com。

我們有興趣知道有多少信徒，教會人數和全職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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