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az Tingson : 校園研究生和教職員

事工: 丁君德 

 
        紐約大都市校園研究生和教職員事工，為研

究生、博士後、專業和教職員工提供空間，讓他們認識 神，在友好 

的社區中成長，更多了解基督教信仰與他們生活的緊密關係，包括學

習、職業等。作為研究生和教研事工的工作人員，我正在培訓研究生和

教職員工。靠著聖靈，這事工有以下的目標： 1) 靈命成長 2)社區 3)傳福

音與服事 4)信心、學習、實踐的結合。你們的夥伴關係將幫助我接觸這

群人，在他們尋求大學和職業時，鼓勵和裝備他們。 

 

        二零二二是困難的一年，不同的事情影嚮着學生們和校園。我們經

常被問到：福音仍是佳音嗎? 簡單的答案：這當然是對的! 可是，同學們

很難和他們的同輩打開屬靈的交談，因為若坦白地自問，有時候我個人

也不感到福音的真實。 

 

        今年夏天我們的職員團隊專注在哥林多後書 4:2，而我個人一直在深

入思考着父 神這學年中對我們事工的期望。 

我們這秋季的焦點會繼續接觸紐約市的研究生，邀請他們思考這福音的

佳訊，並在追求學業和事業中跟隨主，耶穌會改變他們的人生。 

 

禱告事項: 

1. 同學們可保持開放去探索這福音所帶來的喜訊 

2. 我們成為了石溪大學正式的研究生團體的同時, 能受到校園中的歡迎 

3. 我家準備在明年一月迎接第三名孩子的誕生 

 



ZEG ：亞洲傳教士 

感謝中宣會持續的支持，使我們能夠與這裡的穆斯林

鄰居分享福音，並動員當地信徒也這樣做。我們的事

工是去接觸東亞 50,000 塔博克人(Taboks)，他們是東

亞尚未接觸到福音的穆斯林群體。我們前線的主要事

工是經常到城裡的清真餐廳與塔博克人建立關係。此

外，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福音門戶城市”，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

在這裡學習和工作。這裡還有 25 萬印尼移民工人，許多人必須學習基

本的貿易語言才能完成工作。這是我們與他們分享上帝的愛和真理的

好機會。莊稼多，工人少。我們繼續與當地教會合作，動員和建立信

徒加入我們的工作，鼓勵他們就在家門口從事跨文化宣教。 

2022 年更新：今年充滿了令人興奮的新機遇。我們的團隊啟動了一個

新的資源開發項目，專門用於接觸 BOX - 我們被呼召服務的未得之民

群體。培訓材料包括書面文章、電子書和為期三天的人種學課程。這

些培訓材料已經在 BOX 員工中流傳，到目前為止反應非常積極。在八

月份，我們為 C-land 的工人教授了一門關於跨文化 MSNs 的課程，以

作為他們到工場前和在工場時培訓的一部分。當他們在非常堅硬的土

壤中播種時，與他們並肩作戰並取得勝利真是一種祝福。 

2022-2023 年計劃：秋天將是我們為今年年底的家庭作業做準備的過渡

期。我們將傳遞指揮棒，指導由本地兄弟姐妹組成的 Journey 小組，轉

為跨文化工作呼召。我們計劃在 2023 年上半年在美國休息並與合作夥

伴、朋友和家人重新建立聯繫。這也是我們了解天父旨意的時候，祂

會讓我們在完成家庭任務後繼續為 BOX 的人服務。 

禱告事項： 

1. 為我們一直在門訓的本地信徒祈禱，儘管存在障礙，他們仍繼續追   

    求他們對跨文化工作的呼召。 

2. 為 All4Box 事工繼續提供實用的資源，以培訓現有和未來的工人以 

    接觸 BOX 的人。 

3. 為我們接下來平靜的家庭任務和明確我們未來方向禱告。 



「希望聖經協會」葛瑞

才牧師、葛黛比師母董

事-中美洲瓜地馬拉 
 
        H.O.P.E. 聖經協會的使命在中美洲瓜地馬拉服侍。國家團隊致力培養

於服務不足的社區，這些社區最嚴重缺乏的是聖經培訓、教育和醫療。聖

經協會與位於瓜地馬拉城的 AGAPE 合作，使用飛行小型航空飛機宣教，

幫助瓜地馬拉 Quiché 山區的牧師、教堂和教師，提供親身參與和靈命上

的造就。聖經協會專注於屬靈領袖培訓、青年培訓和當地教會兒童教師的

Firm Foundation 計劃。「奔跑:希望」(Run:Hope) 是我們的教育計劃，旨在

為教師提供培訓並支持學生接受中學教育。我們擁有三所合作學校，服侍

大約 250 名學生和 22 名教師。 

       新冠防疫限制在二零二二年的頭幾個月仍然很具挑戰，當地團隊都接

種了疫苗後，所有事工現在都全面進行。我們的流動「聖經學院」已重新

在三處的訓練中心為 65 位牧者和信徒領袖提供教導和資源。我們的「奔

跑:希望」教育計劃正在幫助 264 名在三處山區的兒童上學, 並為 27 位老師

提供培訓，幫助，和他們學校所需的資源。「A.G.A.P.E. (英文字首意: 

“真愛”) 飛行事工」亦正十分活躍地為偏遠地區提供運輸和醫療服務。 

 二零二三年將會以一月初舉行的「奔跑:希望」教師研討會為開

始。這裏的新學年是由一月中開始，我們的目標是贊助 300 名學生繼續他

們的學業。「聖經學院」正在另一個很有需要的地方開辦新的(第四)訓練

中心。「A.G.A.P.E.」飛行事工將有額外兩名現正受訓和考核的新機師加

入服務。感謝神和「中宣會」的大力支持，並請在禱告中記念我們。 

 

代禱事項 

1. 為我們每位的當地同工 (七對夫婦和五位單身) 的靈命和身體健康代求。 

   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在 Quiché 地區通行和工作已是很費體力的。 

2. 為我們「奔跑:希望」事工三所在 Quiché 合作的學校代禱，十月是他們 

  學期的完結和計劃來年一月中開課的新學年。為我們開辦第四處的聖經 

  訓練中心禱告，求神開路。 

3. 請為葛黛比師母禱告，她在籌劃 2023 年 1 月的「奔跑:希望」研討會， 

  並幫助當地準備在 Salquil Grande, Quiché 舉行的「從創世到基督」的課 

  程。 



 
 
 

 

       我們(“阿布哈利勒”家庭)與 Pioneers International 合作。Pioneers 通

過與當地教會合作發起植堂運動，動員團隊在未得之民中榮耀上帝。 

      我們在中東的事工專注於向北非和中東講阿拉伯語的穆斯林群體傳

福音、開展門徒運動並培訓來自基督教和穆斯林背景國家的信徒，以

完成大使命。“Rafik”既是 Maarifa（我們媒體部門的一個項目）的負

責人，也是我們北非中東地區兩個國家的區域負責人，而“Cindy”在 

Media 擔任平面設計師。 

 

        從 2022 年 一月到八月，我們的媒體事工已經見證了 159 名來自阿

拉伯世界的新基督徒，其中 14 人已經在分享他們的信仰。我們有

6,491 位聯繫人，積極與我們交流，148 人已開始與我們一起學習聖

經。66 位聯繫人已加入 Zoom 聖經學習/團契小組。阿拉伯語聖經的下

載量已達 7,521，有 20 位新信徒受洗。通過我們在傳福音和宣教事工

方面的阿拉伯基督徒培訓和裝備，我們已經見證了 36 個家庭教會的建

立，以及 27 名基督徒被派往阿拉伯世界的宣教工場。 

 

        我們明年培訓事工的目標包括：培訓另外 60 名阿拉伯基督徒傳福

音、門徒訓練和宣教。我們希望再派 25 名阿拉伯傳教士到宣教工場。

在媒體事工中，我們祈禱每天能有一位新信徒。我們計劃在 Zoom 網上

門訓超過 75 名新信徒。我們還在設計為阿拉伯婦女的新事工、網絡事

工，及專為蘇丹和乍得人民設計的事工。 

 

禱告事項： 

1.  媒體事工：尋找在網絡領域有技能的年輕人加入我們。 

2. 培訓事工：我們能培訓既對上帝充滿熱情，又對接觸阿拉伯穆斯林 

   充滿熱情的合適人選。 

3. 個人：請為我們去年大學畢業還在找工作的兒子，以及在中東長 

   大，剛上大學非常想家，與美國文化格格不入的女兒禱告。 

 



Chinese Gospel Broadcasting Center USA  

華僑福音廣播中心  

        華播在 1979 年成立於倫敦，1983年在紐

約市開始。 異象是華人都能聽到中文及家郷方

言的福音廣播。70 年代手提錄音機流行，我們

用錄音帶作媒介，把福音節目送到家庭，衣

廠，餐館，外賣店甚至在遊船及漁船上的中國

員工。隨著科技發展，在紐約、洛杉磯、達拉斯及澳洲雪梨各大華

埠用電台及短波廣播，之後自 1999 年開始改用網上廣播。透過互聯

網的普及性、生命廣播 www.cgbc.net 已運作了 22 年，每天向全世界

廣播。  

        2022年中國福音廣播中心（CGBC）正在轉型。 

        二十年來，在香港的中心通過 www.CGBC.net 提供每日網上直

播生活廣播。但從今年三月開始，我們被要求探索新的經營模式，

以適應政府新政策的需求。儘管其中一位創始人正在休假至九月，

美國 CGBC 的董事會目前正與CGBC的創始人和來自香港的現任事

工經理密切合作。我們努力不間斷地繼續我們的使命。 

        目前，在Andrina Kan領導下台灣的同工、在Penny Ito領導下洛

杉磯的同工和在創始人監督下的香港的同工仍然忠實地開發福音廣

播的內容，完成廣播劇的劇本和編輯成熟的基督徒、平信徒以及長

期從事事工的人的採訪。這些努力並沒有中斷。 

        鑑於地區政治氣候的變化、媒體技術的進步、目標人群和受眾

的識別，以及主呼召合適的工人擔任領導、技術服務和事工，我們

正在辨別來自主的引導。我們尋求繼續推進福音，以實現 四十多年

前賦予創始人的願景和使命。我們渴望您在這些領域為 中國福音廣

播中心 祈禱。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神恩澤僑胞，福音遍全歐。我們的使命和

策略是與志同道合的教會和福音機構攜手合

作：佈道 – 向英國和歐洲大陸各地華人(留學

生，移民，本土的下一代)傳福音並提供門徒訓

練；栽培 – 裝備信徒建立健康整全的教會並服事當地社區；差傳 – 鼓勵信

徒和教會向英國、歐洲大陸甚至更多地區的近文化和跨文化群體傳遞救恩；

從而推動和促進神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各地興起成熟華人信徒的工作。 

Candy Zhang :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宣教士 

        我主要服事于英國和歐洲講國語的學生和在職青年。 

除了幫助集會之外，我還通過提供教材以及實體的分享或講

道來支持幾個當地的團契和教會。這事工的其他部分包括带

領 STEP Pro（在職青年事工），定期支持倫敦北部的一家華

人教會，並主持一個推薦基督教文學的 YouTube 頻道。 

        隨著新冠防疫限制的放寬，我們大部分的事工都恢復正常，組織了三個

比較大型的實體營會：辭舊迎新學生福音營，復活節學生門徒營，以及國語

夏季合家歡營會。除了辦營會，我們也一直在探索要怎樣用有針對性的培訓

課程更好地裝備弟兄姊妹。今年到目前為止，我們開了一班國語網絡聖經課

程教授『創世記』，以及一個粵語實體的輔導培訓週末課程。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培訓中心』是COCM剛開始的一項新事工，所以有很

多需要發展的地方，包括基礎設施如網站架設，以及培訓項目，如課程設計

和資源庫建立。因此，我大部分的精力將會投入在培訓中心這項新事工。與

此同時，我也會定期支持一間倫敦教會的國語部。 

 

代禱事項: 

1. 負責協調『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培訓中心』對我來說是一個新挑戰。請為 

    我禱告，讓我在需要做決定的時候，神賜給我智慧，使這項事工讓宣教工         

    場上的弟兄姊妹得益。 

2. 由於新冠及人事變動，我定期支援的那所教會的國語崇拜已經暫停兩年，       

    感謝主，最近剛剛重新開始聚會。求神感動更多人的心來建立基督的身   

    體，並且在社區中傳福音。 

3. 從這個九月，我開始了部份時間修讀一『基督教與藝術』的課程。求神藉   

    著這個課程來豐富我對祂的認識，以及裝備我將來能更有創意地事奉祂。 

        謝謝您們！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英國，願神祝福我們手中的工作。 

 



 
 
 
 
 
 
 

Xu 和 Melody 宣教士夫婦與孩子
Caleb, Olivia, Clayton 
       主要從事國語學生事工。我們主要負責帶領2

個學生校園團契(範圍包括三所大學)。兩所大學

在英國中部城市Leicester，另外一所在離COCM總部車程20分鐘的

Cranfield大學。事工主要的工作透過多種多樣的方法，帶領講國語的大學

生尋求主，認識主，並且更深追求主。這些方法包括帶領查經班，個人佈

道，個人陪談和關懷，門徒培訓，領袖培訓等等。此外，我們也支持

COCM其他的國語事工，例如營會事工，佈道隊和華人教會講臺的服事。 

 過去三年我們有三名子女出生 (包括今年五月時出生的一對男女雙

胞) 。我們的事工從組織參與全國性的活動改變為扎根本地的牧養。英國

克蘭菲爾德大學離「華僑佈道會」總部十五分鐘車程, 其國語學生團契是

「華佈」和該大學基督徒聯會及「米堅頓華人基督教會」於2019年共同創

立的。我們目前的主要事工是帶領該團契。除此以外, 我們也參與支持

「米堅頓華人教會」的國語堂事工，包括帶查經，主日證道和肢體關懷。 

大學的新學年即將在秋季開始，克蘭菲爾德大學的國語學生團契的迎新活

動正在籌劃中。此外，來年中我們會花更多時間來牧養「米堅頓華人基督

教會」的國語堂。Xu會繼續他在倫敦神學院兼職的神學課程。 

 

代禱事項: 

1. 請為克大國語學生團契的迎新會代禱。感謝主，團契已有幾位委身的同 

   工  一起參與服侍。願神賜福我們的團隊，並且使用這團契祝福這學年 

   中新來的中國學生。 

2. 請為我們在「米堅頓華人基督教會」國語堂全新的牧者角色代禱。對我 

    們來說這是新的經歷。願神使用我們和給予智慧來建立教會。 

3. 請為我們家庭的需要禱告。養育三名幼兒成長非常地不容易和花費精 

    力。盼望主賜我們智慧和力量帶領他們在祂的旨意中成長。願我們家成 

    為主愛和恩典的見証。 



Tim, Rosie 宣教士夫

婦與女兒Adora 
       李哲和彭璐常駐米

爾頓凱恩斯，在基督教

華僑佈道會（COCM）事工中心服事。我們的

事工包括三個主要部分：學生事工、教會支持

和新媒體。Tim和Rosie在倫敦市中心帶領校園學生團契，並支持

倫敦新蘇荷區華人教會（帶領敬拜、帶領查經和講道）。Tim還

負責協調“活水”新媒體事工，包括在線基督教雜誌（COCM活

水文字-活水事工（livingwatercocm.org））和播客（魚舟暢

聊）。除了幫助集會，他還協調 COCM 國語學生事工論壇，並為 

COCM 總經理每月分享製作視頻。 

 
        去年九月Rosie帶領了倫敦的「燈火」學生團契。除了經常

的聚會, 她和團契的核心小組在二零二二年春節期間組織了兩次

的佈道活動，有六十多人來聽到了福音。Tim主要負責倫敦市中

心一教會的事工，包括講道，訓練和栽培。我們二人都參與了三

個疫後大型的營會：歲末學生福音營，復活節學生門訓營和國語

家庭夏令會。 
 

因Rosie正在懷孕，Tim將帶領「燈火」國語學生團契。我們正在

計劃一連串的迎新活動。Tim也在幫助(倫敦的)教會建立一更凝聚

的事奉團隊。 

代禱事項： 

1. 求神興起委身的信徒來我們的團契，願祂建立熱情與合一的核 

    心團隊。 

2. 求神賜予更多不同分享福音的機會。 

3. 請為Rosie十二月底預產期的順利分娩代求。願神藉此新的家庭   

    成員祝福我們。請為將入讀學前班和成為大姐姐的Adora祈求,  

    盼望神保守和祝福她。 



Great Commission:  

Mak & Narola Sanglir 勝嘉拉夫婦 

(大使命中心)  
        我們的事工是整體性的，專注於泰國北部難府 

(Nan Province)的苗族 (Hmong)人，他們的宗教背景

是泛靈論和民間信仰。 我們參與傳福音、植堂、門

徒訓練、領袖培訓、關懷以及兒童和青年事工。主帶領我們成立了穩

固基金會(The Firm Founda on) ，專注於接觸從一年級的兒童到大學

生。 目前，磨縣(Pua) 的凱西之家(Kathy's Home)、塔旺帕縣

(Thawangpha) 的希望之家(House of Hope) 和清邁的明燈廳(Beacon Hall) 

都在這基金會下註冊。 我們週一至週五在凱西之家服侍，在周六至週

日服侍苗族村莊。 

 
凱西之家： 這學年開始時有來自9個村莊的32名學生参加。他們當中

不少人都是來自不信的家庭。兩個最小的姊弟是來自一個破碎的家

庭，父母離婚後，家裡的孩子都被遺棄了。我們救出了她 (9歲) 和他 (6

歲) ，並將他們帶到凱西之家裡來。 
 

鄉村事工：蘇卡特是我們凱西之家的校友，他聽從上帝的呼召出來服

侍。我們把他送到聖經學校裝備，現在他回到村裡來牧養教會。他還

承諾每週2天到凱西之家來教授孩子們聖經真理。 

  

我們承諾每季度為凱西之家的孩子們舉辦英語夏令營和學年結束前舉

辦暑期聖經班。英語夏令營將會幫助他們為未來在大學的學習做好準

備。 
  

禱告事項： 

1. 請為凱西之家的孩子們禱告，讓我們的教導使他們能認識耶穌是他 

    們生命的主和救主。 

2. 請為各教會祈禱，讓他們不斷地在他們的村莊裡為基督作見證。 

3. 請為 Mak、Narola 和我們的同工禱告，讓我們有同一樣的心志和負 

    擔去接觸小孩，並在我們的生活中彰顯基督的愛。 



New York Short Term Mission: 紐約短宣訓練中心  

Min. Audrey Chan 陳淑儀 傳道   

       多謝中宣會一直支持紐約短宣中心，在傳福音召命上我

們常合作成為佈道夥伴。感謝神！ 很高興能在貴教會10月

的宣教月中，與信徒分享我所事奉的機構及我的事奉！ 

「紐約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簡稱：紐約短宣中心)於

1993年成立，距今已有28年。 成立目的：培訓信徒作佈道

人，一生履行大使命。  短宣宗旨：「信徒興起 .遍傳福音.短期受訓 .長期宣

教」  時光飛逝，踏入2022年沒多久的事，轉眼間便是10月，也是中宣會的宣

教月，我懷著感恩的心分享在紐約短宣中心過去三季充實的事奉。 

1. 疫情期間，真理報轉為電子版發行，感恩隨著教會恢復實體聚會，真理報也 

    在今年1月恢復印刷，現時每月製作電子版和紙章版真理報，在手機、臉    

    書、紐約短宣中心網頁上傳送出去，也郵寄及送報到各教會。 

2. 尊青佈道證書課程 (春季) 繼續在網上教學及電話視像向親友作關懷佈道。 

3. 與教牧開會統籌和執行6月燃亮生命和8月耶穌愛華埠短宣周，今年兩區的短 

    宣周都以網上作佈道訓練，出隊佈道除電話視像佈道外，亦安排在社區外展 

    佈道， 讓信徒在線上、線下，雙管齊下多作關懷佈道。暑期短宣周的壓軸是 

    8月28日「兒童歡樂日」，再近距離接觸家長和小孩，以遊戲、活動分享福 

    音，暑期連串佈道行動確實撒下不少福音種子及帶領多人歸信主。感謝神！  

4. 每主日在中宣會與信徒在教會門外擺福音站接觸坊眾，在1-2月(周六)及7-8月 

    (主日)開設佈道訓練班，課後帶隊街站佈道。第四季的事奉：尊青佈道證書 

    課程(秋季)網上及實體的上課及出隊佈道，統籌、編排各科和講師，自己要 

    預備教學及帶領出隊佈道實習；10月29日「紐宣29周年感恩午餐會暨新同工 

    就職禮」的籌備和執行的工作；12月冬季本地佈道體驗日統籌的事工。 

代禱事項： 

1. 為「紐宣29周年感恩午餐會暨新同工就職禮」禱告，願出席的教牧及信徒再 

    蒙神更新心志和異象，忠主託負，努力廣傳福音。 

2. 為尊青受訓的新、舊學員能蒙神興起他們在信仰和佈道上熱心追求，樂傳福 

    音禱告。 

3. 為2023年新同工李志成傳道夫婦加入紐宣事奉，求主保守他們的投入和適 

    應，讓我們同心合一，互相配搭事奉神！ 



DAI International 

        南亞國際發展協會的基本工作方法是先聽取意見，

研究領導者的實際需求，然後設計解決這些需求的有效

工具，並開始建立本地分配系統以使領導者能夠使用這

些工具。協會編寫的每門課程都是以這種方式進行的，

包括廣受歡迎的組織領導藝術碩士課程。通過不斷的培

訓、指導、諮詢、和獲取關鍵資源，本地基督教領袖的

誠信和效能不斷提高。 隨著新需求的確定或需求的變化，協會的項目不斷增

長和發展。協會有34個事工中心，其專職人員專注於滿足其地區的需求。 目

前，我們在80多個國家/地區工作，我們把這些地區劃分為9個區域-東非，西

非，法語非洲，歐亞大陸，東亞，南亞，拉丁美洲，中東/北非和北美。 
 

DAI: 仙迪  (Cindy) - 東南亞 
2022年第一至第三季度事工更新 

• 通過國家事工中心與海地、斯里蘭卡、尼泊爾、緬甸和巴基斯坦的相關領 

   袖，協調響應DAI 的救援事工「危機中的憐憫」。 

• 促進印度東北部婦女領袖之間的「創傷治療」團體； 裝備和指導南亞國家 

   領袖作為治療創傷推進者，慢慢擴大整個地區的影響。 

• 與來自 8 個國家的DAI東南亞高層領袖一起，推動靈命成長「同行」退修   

   會，並為 10 月的第二次退修會做籌備工作。 

• 年中與我妹妹和妹夫在美國度過了四個月，妹妹和妹夫從中國回來，能夠在    

   妹夫去世前與家人一起度過最後幾個月是難忘的經歷。  
 

秋季與明年事工的計劃 

• 返回印度，並在 2022 年最後一個季度在南亞度過——繼續擴大「治療創    

   傷」小組和培訓國家推進者；協調響應DAI「危機中的憐憫」救援資源，為    

   DAI 相關領袖提供資源。 

• 到東南亞各地的事工場地與受訓者會面——以神的愛為動力來鼓勵、推薦和 

   愛他們。  
 

禱告事項 

1. 2022 年底前需要新的印度簽證——在我尋求與神同行的過程中，認識神在 

   來年對我的旨意。 

2. 我希望在2023 把DAI 「危機中的憐憫」和「治療創傷」的事工都交給年輕  

    的領導者，並用更多的時間在旁邊指導幾位神讓我有幸與之同行的關鍵南 

    亞領袖。  



 
 
 
 
 
 
 
 
 
 

Yesudas & Deborah Sodemba (緬甸國際發展社)  

今年事工首三季度的進度報告 

1. 從2022年1月至2022年4月的第二週成功地通過 Zoom 進行線上 

    崇拜。 

2. 實體崇拜已於2022年4月的第3週（復活節主日）重新開放。 

3. 2022年6月，我們向居住在克欽邦萊扎（約300名）尼泊爾人分 

   享了福音這個好消息。 

4. 經過兩年的關閉，ECCD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Development-

Preschool) 幼童保育和發展-學前班已於2022年6月14日重新開放。 

今年秋季和來年事工的計劃 

1. 如果國家局勢許可，我們會恢復監獄事工 

2. 分享福音並教導和教育鄰居和孩子 

3. 差派宣教隊（教會青年計劃） 

4. 如果有機會，會與來自克欽邦、撣邦、曼德勒等其他地區的人 

    分享福音。 

禱告事項 

1. 為我們繼續在宣教工作上能忠心和謙卑地服侍。 

2. 在這個混亂的世代，教會信徒能更多地依靠上帝。 

3. 為我們兒子耶利米要完成在東亞神學院3年的聖經研究課程    

    (B.A.C.M)。 

我們常常感謝您們對我們的事工支持和關心，期望與你們一起繼

續的服侍主。願主更多地使用中宣會來榮耀祂的名！ 



 
 
 
 
 
 
 
 
 
 

Peter and Subana Sodemba  
(緬甸國際發展社)  
今年（2022）首三季度事工進度報告 

從第一季度到現在，我們在家鄉附近進行佈道工

作，以及幫助住在附近的窮人和有需要的人。 

我們還向教會弟兄姊妹和宣教工場服侍的人講道

和聖經培訓。 

 

今年秋季和來年的事工計劃 

我們計劃在11月進行聖經培訓。 如果國家的局

勢比較和平穩定，我們會進行外展福音佈道。 

 

禱告事項： 

相信你們了解我們國家的局勢，請特別為我們的

國家禱告，叫我們在眾多的困難裡仍能忠心地事

奉主。 



 
 
 
 
 
 
 
 
 
 
 
 

Thomas and Lily Subba (緬甸國際發展社)  
2022年第一至第三季度事工更新 

托馬斯在緬甸的尼泊爾教會擔任助理牧師事奉主。他正在為村

裡那些沒有機會上學的孩子做兒童教育事工，還每月為緬甸浸

信會雜誌撰寫基督教文章，並撰寫和出版基督教書籍。他教導

學生聖經故事，指導他們的學校課程。   

 

瑪麗正在為無法上學的孩子，特別是來自鄉村的孩子做兒童教

育事工。 她也在尼泊爾教會財務部事奉。有時候，他們提供

食物和用品給有需要的人，同時分享福音。   

 

秋季與明年事工的計劃 

在緬甸政治和經濟形勢日益惡化的情況下，能夠繼續擔任兒童

教育事工。因為有很多鄉村孩子沒有機會上學，我們禱告明年

能接收更多的學生。透過兒童教育事工，來擴展神的國度。   

 

禱告事項:  

1. 能夠為學生建造宿舍（25 x 14 英尺），地基已經打好，以  

    便明年有更多的學生（男孩和女孩）來上學。  

2. 托馬斯能夠在一年內完成他寫的書。  



 
 
 
 
 

亞克(Yajak)牧師 和喬蒂(Jyoti Tamang)師母, 尤

伊娜(Yojna)女兒, 杰顿(Jadon)兒子 
         我們的事工包括植堂、教會領袖發展培訓、教導和服侍貧窮的寡婦和孤

兒。 我們主要在印度東北部、不丹和尼泊爾東部服事，並在網上教導在美國

的不丹難民教會的領袖。 我們也一直在有真正需要的地區進行救援工作。  
 

2022年第一至第三季度事工更新 神賜給我們的主要事工是： 

1. 牧養事工：我和妻子繼續服侍我們在兩個不同地方建立的小教會， 

    也幫助另外兩個分會。 

2. 教牧領袖訓練（P.L.D）：今年我將繼續為本地區和尼泊爾不同教會 

    的教牧提供領袖訓練。繼續在網上給美洲的尼泊爾教牧授課。教導     

    東尼泊爾一群年輕的新興教會領袖。 

3. 寡婦事工：我妻子喬蒂繼續服侍社區的貧困寡婦和其他四個城鎮的  

    寡婦。他們是非常貧窮，有很多需要。我們正在通過神的話語、團   

    契、食物分享上帝的愛，並給她們一些其他物品來幫助她們，滿足 

    他們的一些日常其本需求。 

秋季與明年事工的計劃 

1. 探訪和教導我們新建立的教會。 

2. 在印度開始新的領袖訓練小組。 

3. 為組織第二次寡婦大會禱告 

4. 繼續教導尼泊爾領袖訓練小組 

5. 新葡受洗計劃 
 

禱告事項: 

1. 我們正在禱告，並準備接觸附近的未信家庭，與植堂事工。 

2. 2023年2月在我們地區將進行為期一個月的住宿培訓項目。 



 
 
 
 
 
 

Pastor Samir & Jaya Sinha (緬甸國際發展社)  
        我們非常感謝 DAI 和中宣會，幫助我們向貧困的疫情災區分發救濟

物資；感謝神，讓我們有機會向他們發送救濟。 

 

2022年第一至第三季度事工更新 

我們熱衷於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去完成大使命，並看到了聖靈的帶領遍

及西孟加拉邦印度。  

        這是我們的召喚和異象，所以我們正在為主耶穌基督努力作工。 

約翰福音 九:4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

沒有人能作工了。”  
 

秋季與明年事工的計劃 

我們的心在繼續為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孟加拉人哭泣。 我們憑著信心計劃

好孟加拉文化崇拜小組，配備儀器電影放映機音響系統，為主作工。 
 

禱告事項： (事工)  

1. 為我們需要的孟加拉文化敬拜團隊和儀器如 LCD 投影儀以及為傳道    

    工作設置的音響系統禱告。 

2. 為我們需要資金來建設我們已經在 2020 年開始的永久敬拜中心禱    

    告，以便能夠盡快完成。 
 

我們家人的禱告事項： 

1. 我的妻子賈亞和我，仍然需要接受醫療幫助，並且每個月都要醫生檢 

   查和藥物。  

2. 為我用於傳教領域的自行車禱告，自行車在意外中損壞了，現在我沒 

    自行車可用。 



Erika Lee Manni 
Lee, May Lee 
     女士之光  (WOW!- Women of 

Wonder) 簡況 女士之光的使命是建立

一個與女性並肩同行的社區，通過禱

告、教導、和慶賀來發現和肯定神對她們的呼召。實現看到姐妹們翱翔的願景。我們

的事工反映了以下的價值：1) 認知（我們致力於探索神是誰以及我們是誰的持續旅

程），2) 熱心（通過恰當的歡迎、接納、和參與來體現了上帝的愛心），3) 參與（我

們邀請你慷慨而富有同情心地關注他人、自我和上帝。我們彼此的同在，尋求以慈愛

尊重每一個故事，把它作為上帝故事的一部分)  。我們踐行我們的願景、使命和價值

觀，與教會和機構結成夥伴關係，關懷和支持他們的領袖。我們的事工包括每月一次

的聖經教學研討會、靜修、禱告支持，和靈命關懷。女士之光相信這有助於興旺教

會，以回應神對領袖、門徒、弟兄姊妹的呼召，同心帶領神在地上的國度。 
 

         WOW！一直在深化和擴展上帝賜給我們管家的工作和關係，以照顧和支持尋求通

過我們的事工加深與主同行的男女。我們每月的聖經教學研討會都集中在以撒社區，

去年探索以撒主題為基礎，通過我們的女性聖經領導播客將聖經提供給更多的觀眾。

我們繼續提供網上靜修會、一對一或團體屬靈指導/屬靈的辨識課程和每月祈禱聚會。

此外，我們還舉辦了兩場網上實體混合研討會、兩場實體的重新得力退修會和兩次靈

命關懷團聚。我們慶祝完成了為期三年的導師匹配指導，並為兩個不同的女性群體提

供空間讓他們更合一地一起度過大齋期。總體而言，我們的聚會平均影響8至12人，我

們為15至20名在不同事工中服侍的婦女提供持續、定期的祈禱支持和接觸。我們一直

在支持本地社區計劃和參與在今年二月的唐人街祈禱守夜活動，以及與 NYCAAPIC、中

宣會和其他紐約市教會合作在五月舉行的團結一致禱告行。今年秋天，我們將進入一

個忙碌的事工季節，我們會完成關注以撒社區內的正義行動的最後一季每月研討會。

我們的第四次靈命關懷隊和為期八個月的團體屬靈方向新開創事工將於 10 月開始。這

個機會加上我們第一次舉辦關於辨別和尋求的一天實體退修會，將使我們能夠繼續與

該隊的一些前成員並其他對這種團體關懷形式感興趣的人一起探索和成長。我們正在

籌劃我們的十週年慶典，屆時我們將向 WOW！ 創始人梅國蘋牧師致敬。在這一年

中，我們看到各種各樣的人來到 WOW！從傳教士、牧師、平信徒領袖、神學生、教

授、校園傳教士、那些尋求、解構和重建的人。展望 2023 年，我們將評估如何有效地

提供尋求、休息和反思的空間，並關懷上帝差派出去的工人。 

禱告事項： 

1.上帝會提供我們需要的資源、資金、夥伴關係和人力來完成目前的事工和我們正在 

   製定的新開創事工。我們祈求上帝加深我們的肯定、信靠、委身和順服，讓我們在 

   生活中和服事别人的同時，跟隨上帝的旨意。 

2.為WOW! 向創始人梅國蘋牧師致敬的十週年慶典和在十一月五日 星期六 唐人街的歡 

   樂之家舉行WOW! 事工禱告。 

3.個人要求：因為我們團隊的許多人在過去一年中轉為了主要關懷的角色，祈求上帝    

  支持、保護和照顧WOW！工作人員、董事會、志願者以及我們各自的家庭成員。 



Local Missions Budget 本地佈道       

Evangelistic Outreach (Gospel Camp)福音佈道外 $20,000 

Evangelistic/Outreach Meetings  福音佈道聚會  $5,000 

Miscellaneous  其他 $5,000 

OCM Street Fair 社區同樂日  $10,000 

Evangelistic Training 福音訓練 $5,000 

Baptism and Follow Up Ministry 洗禮與跟進事工  $3,000 

Higher Heights Basketball Ministry暑期籃球事 $10,000 

Community Outreach program 社區外展計劃  $7,000 

Outreach Supplies/Tracts, etc 傳福音物資/福音單張 $10,000 

Mandarin Student Ministry 國語學生事工 $11,000 

Just for Fun Football Outreach (JFF)  $2,000 

  
OCM Supported Missionaries 支持的宣教士   

Kenny Chau 周君平教士 $18,112.50 

Boaz Tingson 丁君德 $13,000 

Open 開放 $500 

  
Mission Organizations 宣教機構  

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角聲佈道團 $12,000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萬國兒童佈道團 $4,100 

WOW! (Women of Wonder) 婦女的奇蹟 $3,500 

Intervarsity Staff: 國際校園基督徒團契4位同工 $3,060 

New York Short-Term Mission 紐約短宣訓練中心  $5,000 

(NYSTM) Min. Audrey Chan  陳淑儀 傳道 $5,280 

Ambassadors for Christ (AFC) 使者 $3,750 

Chosen People Ministries 猶太人歸主事工 $500 

  
Local Missions Total 本地佈道總計 $149,802.5



Global Missions Budget 普世宣教  

Missions Conference/Education 宣道年會及宣道教育基金 $8,000 

Short Term Mission 短期宣教訓練 $70,000 

Internships/Scholarships (OCM) 神學生實習 神學生助學金 $30,000 

Internships/Scholarships (non-OCM) 神學生實習 神學生助學金 $5,000 

Core Internship Seminarian Development:  $66,682 

OCM Supported Missionaries 支持的宣教士   

Pioneer Missionary sister 前線宣教士姊妹 $26,460 

OMF Missionary couple $38,474 

Mission Organizations 宣教機構   

H.O.P.E. Bible Mission 盼望聖經差會  $14,950 

H.O.P.E.—Ludin and Becky Reyes  $3.018.75 

Pioneer Missionary Family  費約、卡里  (阿拉伯世界事工) $6,732 

Great Commission (Kathy’s Home)—General Fund $7,750 

Great Commission—Mak/Narola Sanglir 勝嘉拉夫婦 (大使命中心) $7,245 

Cindy (DAI) 貝仙蒂教士 (國際發展社) $9,853 

Yesudas & Deborah Sodemba (緬甸國際發展社)  $3,381 

Thomas and Lily Subba (緬甸國際發展社)  $7,245 

Peter and Subana (緬甸國際發展社) $3,622 

Yajak Tamang (緬甸國際發展社) $2,415 

Pastor Samir Sinha  (緬甸國際發展社) $3,018.75 

Christian Gospel Broadcasting Center 華僑福音廣播中心  $3,000 

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7,500 

COCM—Tim Li & Rosie Peng $6,050 

COCM—Melody Zhang & Xu Yu $6,050 

COCM—Candy Zhang $3,300 

Chinese Operation Int. 華人福音普傳會(神州華傳) $500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海外福音使團  $500 

SEED USA—Steven Chang  $500 

MSI Professional Services MSI  國際專業服務機構 $500 

Frontiers—Paul & Sarah Hong $500 

Local Missions Total 本地佈道總計 $149,802.5 

Total Global Missions 普世宣教總計 $339,227.75 

Total 2022 Missions Budget 宣教總額 $489,030.25 



Minister Kenny Chau 周君平教士 

職稱：教會推動國際學生組織 (ISI)。 

        我的名字是周君平，我的使命是與國際學生分享基督的愛，與當地

教會合作，為上帝的國度培訓他們。作為紐約大學的專職教士，我們通

過許多活動和策劃幫助學生。其中包括：帶領每週一次的國際基督徒團

契 (ICF)，指導專業導師規劃，中宣會友是該計劃的導師。 

首三季度事工摘要: 

1. 「國際基督團契」(英語)每週都聚集來自十多個國家的學生查經，門    

    徒訓練和傳福音。 

2. 通過與一位來自印度的研究生一起研經, 他確認了主耶穌為他獨一的 

    神! 

3. 仙迪協同帶領已為人父母的國際學生小組。當中的一位媽媽開始跟隨  

    主! 這家庭參加了「明恩教會」的聚會。上個月她的丈夫也接受了耶 

    穌成為他的救主! 

4. 重啓了與紐約大學不同學系、「中宣會」、以及其它本地教會的合 

    作，以至這大學視我們衆教會為可信任的伙伴和資源。 

秋季事工計劃: 

1. 「國際基督徒團契」: 正在新添兩位導師的加入，以對學生們進行們 

    徒訓練，扎根在基督裹, 向同學和室友作見証。 

2. 「中宣會」與「明恩教會」合作的「專業導師計劃」: 培訓導師緊握 

    異象，分享個人與主關係，使學生向主倘開的心門。 

3. 引導新信徒到本地教會聚會，並和參加新生命班。 

禱告事項: 

1. 為我家的靈命，情緖和健康代禱：求神賜全副軍裝和晚上的安眠，小 

    兒和小女與神有好的關係，使他倆能為神祝福他們同學的管道。我們 

    的婚姻在繁重的事工和養育兒女中堅固。 

2. 求主賜一個在紐約大學附近可徒步往返的地方，好讓學生們能到來聚 

    餐，門徒訓練讓聽福音和接受輔導。 

3. 求聖靈帶領未來七年的國際學生事工。 



親愛的中宣會弟兄姊妹： 

        感謝您們積極地以禱告、參與和經濟上的支持，來分享耶穌愛的

真諦。 
 

我們今年的宣道基金目標是籌集 $ $489,030.25 
  

        中宣會支持在美國以及和世界各地宣教士和宣教機構。我們要優

先支持那些專注於傳福音、門徒培訓、建立當地教會。從而，我們教

會的兄弟姊妹得到造就。當您們閱讀這本中宣會宣教小冊子和查看宣

教預算時，請為每位宣教士禱告，並考慮在即將到來的 2023 年捐款支

持他們。 

我如何參與支持宣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團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參加哪一堂的崇拜？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金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一次性 

[   ]  每月  

[   ]  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