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LQLVWHU�.HQQ\�&KDX�周君平教士 

職稱：教會推動國際學生組織 (/^/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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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Ϳ。我指導專業導師規劃。 

ŚƩƉƐ͗ͬͬƉƌŽĨĞƐƐŝŽŶĂůŵĞŶƚŽƌƐŚŝƉƉƌŽŐƌĂŵ͘ǁĞĞďůǇ͘ĐŽŵͬ� 
我們還與紐約大學的多個部門合作，以各種方式為國際學生提供

服務。 

 

在疫情爆發之初，紐約大學轉為線上教學(All Virtual)。因此，我

們把與非信徒團契(/�&Ϳ�的查經都帶到網上進行，對聖經進行了非

常深入的查考。一位來自香港的學生信了主，由於很難帶他去教

會，我們開始給這位學生門訓，每週五次在網上查考約翰福音。

很快，其他基督徒學生聽說了這件事，也開始加進來。從那時

起，這名學生接受了洗禮，成為我們夥伴教會的會友。後來，我

每週都會在我的樓頂上與男同學見面，參加“兒子午餐社區”

(^ŽŶƐ��ŽŵŵƵŶŝƚǇ�>ƵŶĐŚ�Ϳ。現在，我們就可以實體見面了。一起

在戶外用餐，在室內則戴口罩。 

禱告請求:  

屬靈爭戰在我們團隊一直很激烈，請為我們的團隊和家人禱告，

求神裝備，主是我們的得勝！也請代禱，祈求天父提供一個可以

步行到紐約大學的事工之家，歡迎所有國家的留學生。目前，我

完成了七年的國際學生事工 (/^DͿ，請為接下來七年的異象禱

告。謝謝中宣會家人！你們是神給萬國的祝福！願神賜福給你

們！ 



 
 
 
 

%RD]�7LQJVRQ���丁君德  
紐約大都市大學的研究生和教研事工，為研究生、博士後、專業

和教職員工提供空間，讓他們認識神，在友誼和社區中成長，並

更多了解基督教信仰與他們各方面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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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在他們尋求大學和職業

時，鼓勵和裝備他們。 

 

在疫情期間，像許多人一樣，我們重新調整了計劃以適應虛擬平

台。我們嘗試了各種線上媒體的方式（Zoom、IG 現場直播、預

先錄製的敬拜等），這些事工方式比以往更需要創意。由於許多

學生都經歷了網絡疲勞，在與他們保持聯繫方面也面臨挑戰。儘

管如此，我們知道神在學生和教職員工中工作，不斷地吸引他們

靠近祂。隨著新學年的開始，根據大學政策，我們採用實體和網

上的模式。當越來越多學生返回校園時，我們看到他們對靈命/

信仰的話題大感興趣。 

 

一、事工 

1) 為我們在石溪大學(Stony Brook University) 培育事工的新開始禱

告，為學生領袖邀請他們的同齡朋友和同事加入我們的群體代

禱。2)  撥款給這項事工。我們目前仍然缺少 $10,000 的年度事工

預算目標。求神在這新的年度按時供應，與祂同工。 

二、 個人 

1)  請為我和 Megan 禱告，為人父母，在喜樂與混亂中繼續成，

愛上帝、愛對方，愛我們的孩子。 



2&0�6XSSRUWHG�0LVVLRQ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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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博克人(7DERN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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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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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最近，我們島上的疫情才得到较好的控制。去年，疫

情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門，可以向老年人和他們的印度看護提供急

需的抗疫用品。我們能夠抓住機會滿足他們的切身需要，同時分

享基督的愛。然而，今年，我們進入了一段很長的封鎖期，從那

以後，我們對餐廳的探訪完全停止。但很感恩，我們可以通過網

上會議繼續推動和培訓當地信徒做穆斯林事工。事實上，隨著人

們接受虛擬的聚會，疫情期間，我們大大增加了推動和培訓的參

與。傳福音之外，疫情還挑戰我們去探索其他事工。最近，我們

與團隊領導一起集思廣益，如何利用這段自願與社會隔離的時期

來開發資源 (即 7DERNV�培訓課程和 7DERNV�術語表)，以加強對這

個未得之民群體的事工。 

禱告請求:  

���為我們正在進行的語言學習禱告。 

���為我們遇到的人準備好接受福音禱告。 

���儘管我們的語言有缺陷，但仍為當地信徒的有效動員和門徒培

訓禱告。 

���為我們的靈命和家庭生活的好節奏禱告。 



 
 
 
 
 
 
 
 
 

+�2�3�(��聖經使命 | 董事，葛牧師和師母 

+�2�3�(��聖經使命在中美洲危地馬拉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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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與位於危地馬拉城的 $*$3( 合作，透過飛行小型飛機航空宣

教，幫助危地馬拉 4XLFKp�山區的牧師、教堂和教師 提供親身參與和靈

命上的造就。+�2�3�(�專注於屬靈領袖培訓、青年培訓和當地教會兒童

教師的 )LUP�)RXQGDWLRQ計劃。5XQ�+RSH是我們的教育計劃，旨在為教

師們提供培訓並支持學生接受中學教育。 我們擁有三所 5XQ�+RSH�合

作學校，服待大約 ����名學生和 ���名教師。 

這場疫情不僅極大地影響了 +�2�3�(��的宣教，在 �����年 ���月接二連

三的颶風也摧毀了這個難以到達的地區內的農作物、道路和許多基礎

設施。 國家團隊的應對是通過電話和臉書與該地區的牧師和教師進行

溝通。 此外，$*$3(�亦在颶風過後提供了運送醫療和救援物資幫

助。儘管該地區的許多人無法上網，但 +�2�3�(��團隊正在最大限度地

利用可用的網絡機會，並在這個充滿挑戰的季節繼續用資源支持牧師

和教師。 

在禱告中支持我們 

���請為我們團隊（��對夫婦和 ��個人）的每位成員的健康和力量禱

告。  有些人已經從新冠肺炎中康復，但即使在非疫情時期，在 4XLFKp�

地區工作和往返也需要很大的體力支持。���請為三間 5XQ�+RSH�合作學

校禱告，因為他們在 ���月完成本學年後，計劃在 ��月中旬會開始新的

學年。 但因網絡資源非常有限，這會面對很多困難。���請為葛師母禱

告，她會在秋季帶領 5XQ�+RSH�會議，她亦會幫助國家隊與位於危地馬

拉 4XLFKp省 6DOTXLO�*UDQGH 鎮的 )LUP�)RXQGDWLRQV�計劃和 &UHDWLRQ�WR�

&KULVW�展開新一年的準備。 



 
 
 
 

費約、卡里  (阿拉伯世界事工)� 

哈利勒家在中東事工是通過使用媒體技術接觸阿拉伯

人，我的妻子是一名平面設計師，我是事工主任。 我

們一起專注於使用媒體來培訓國來民以建立教會。網站

上的社交媒體和移動應用是與阿拉伯人交流福音的非常

戰略性和有效的方法。通過使用媒體，為我們的聯繫人

保持安全的環境，讓他們感到安全可靠地與我們聯繫，

並鼓勵他們做出跟隨主的決定。 

 

由於我們從一開始就使用互聯網、社交媒體和移動應用

程序，因此在疫情期間我們不需要做任何改變。事工正

是在這段時間蓬勃發展，更多的人與我們取得了聯繫，

有更多的時間在網上與聽眾交流，並能夠開始網上門徒

培訓小組和網上教會。在過去的 18 個月裡，我們有 702 

名來自阿拉伯的新信徒。 

 

禱告請求： 

1) 我們希望通過媒體，在阿拉伯看到植堂運動。 今

年，我們從 �� 個家庭教會開始，有 ��� 名成員。 

���阿拉伯人不再害怕詢問有關伊斯蘭教或基督的問題。 

讓他們敞開心扉，了解他們所缺少的東西。 

���讓我們的女兒 .�從焦慮中得到治愈 



 
 
 
 
 

 
 
 
 
 
 
 
 

&KLQHVH�&KULVWLDQ�+HUDOG�&UXVDGHV角聲佈道團��� 
5HY��0LNH�&KDQ�陳熾牧師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的宗旨是服侍美國的亞裔移民，透過

各樣事工提供社區服務與義工的機會。此外，角聲亦致

力於加強與當地教會的關係，並一起配搭以致可在服務

社區的同時彰顯神的愛。 

        疫情期間，我們透過各種不同的渠道來接觸社區，

為那些在經濟、情感以及靈裡受創的弱勢群體提供急需

的服務與諮詢。我們也與紐約市長移民辦公事務以及人

權委員會共同組織了停止亞裔仇恨犯罪論壇，並且舉辦

了免費的新冠病毒檢測以及疫苗接種流動站。同時我們

也在開始了特殊孩童的事工，此事工正在成為我們於唐

人街的指標項目。 

禱告請求： 

我們最近重新全面開放服務社區，請為我們禱告，求神

繼續通過禱告站事工進行街頭佈道，並通過聖經故事屋

和青少年團契來滿足在唐人街與布碌崙的兒童及青少年

的需求。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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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ĂŶĚǇ��ŚĂŶŐ͗�張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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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或講道傳道來支持幾個當地的團契和教會。我事工

的其他部分包括带領 ^d�W�Wƌ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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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ŽƵdƵďĞ�頻道。 

 

由於疫情，所有定期聚會，例如查經，主日崇拜和會議都調整到網上

舉行。此外，在職青年事工團隊針對疫情作出了幾個創意：ϭ）網上歡

樂時光——為分散歐洲各地的在職青年提供網上的連接平台； ϮͿ�讀書

會——基督教文學在線討論群； ϯͿ�聖誕禮盒 - 設計並送出帶有口罩和

馬可福音作為傳福音工具的禮盒。 

禱告請求： 

ϭͿ�在職青年事工: 作為一個相對較新的事工，仍然存在一些不穩定和不

確定的領域。願神賜給我洞察力，讓我做出明智的決定，並建立一個

成熟的事工團隊。 

ϮͿ�培訓資料: 事工試圖從培訓轉變為培養培訓師，以便裝備和培養更多

當地的平信徒領袖。求神帶領我，幫助我構想合適的培訓材料。 

ϯͿ�個人禱告請求: 由於疫情的旅行限制，我已經有一段時間無法見到我

的父母了。請為他們代禱，求神的平安和祝福與他們同在，也請為我

父親的救恩禱告，讓他明白並接受上帝的真理和恩典。 



 
 
 
 
 
 
 

;X�<X�	�0HORG\�=KDQJ 
;X和0HORG\在英國&2&0主要從事國語學生事工。我們主要負責帶領

�個學生校園團契(覆蓋三所大學)。兩所大學在英國中部城市

/HLFHVWHU，另外一所在離&2&0總部車程��分鐘的&UDQILHOG大學。事工

主要的工作包括通過多種多樣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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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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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著疫情的緣故，我們的服事都轉到了網上。但是我們依然在網上嘗

試各樣創新的方式繼續傳揚福音，建立門徒。其中包括與來自英國，

北歐和愛爾蘭近��多個學生團契一起舉辦網上聯合迎新會，並在接下

來的一學年每個月在網上舉辦一次校園團契聯合講座。此外，&2&0

的各類國語國語營會，包括辭舊迎新和復活節學生營，夏季闔家歡，

以及幾個讀經營，在疫情期間都通過網路進行。 

 

請為新學年的學生事工禱告。英國已經基本解除封鎖，但是我們不確

定新學生是否願意參加實體聚會。我們已經為新學期預備了各樣迎新

活動。希望神使用這些活動，並且提供機會讓我們接觸到新學生。希

望校園團契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成為學生們的祝福。 

 

禱告請求： 

請為我們的家庭禱告。兒子&DOHE快要二歲了。求神給我們智慧,用屬神

的方式撫養他長大。當我們離開居住的城市去外地服事時，求神讓

&DOHE可以健康，並且儘快適應新的環境。也請為我們在中國的家人禱

告，現在依然很難回國探訪他們，求神保守他們的身心健康。 



dŝŵ�>ŝ�Θ�>Ƶ�WĞŶŐ͗� 
李哲和彭璐 

李哲和彭璐常駐米爾頓凱恩

斯，在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K�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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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

和彭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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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還負責協調“活水”新媒體

事工，包括在線基督教雜誌（�K�D活水文字-活水事工

（ůŝǀŝŶŐǁĂƚĞƌĐŽĐŵ͘ŽƌŐ））和播客（魚舟暢聊）。除了幫助集會，李哲

還協調 �K�D�國語學生事工論壇，並為 �K�D�總經理每月分享製作視

頻。 

 

在疫情爆發之初，李哲協調了一次與已返回中國的�K�D志願者舉行的

網上禱告會。我們在這次禱告會中互相支持，見證了神在我們中間的

奇妙作為。在疫情期間，所有的定期會議都轉移到了網上，由於必須

為敬拜和佈道做很多錄音，我們學到了更多的“技術”。關於傳福

音，一些尋求者來到我們教會的網上會議，我們為他們開設了一個網

上的“阿爾法課程”(�ůƉŚĂ��ŽƵƌƐĞͿ。他們中的一些人信主受洗。此

外，我們發現非常需要情緒和心理健康，特別是在禁閉期間。我們接

受了一些諮詢培訓，並定期為一名在禁閉期間有精神問題的學生提供

幫助。 

 

禱告請求： 

ϭͿ�校園團契: 新學年將於 ϵ�月下旬開始，請為 >^��國語團契禱告，我們

去年只剩下一個學生，願上帝帶新學生來認識耶穌。請為彭璐禱告，

她今年要帶領這團契。 

Ϯ）“活水”事工: 請為李哲禱告，這是一個全新的事工。願神帶領有

恩賜的志願者幫助建立和維護網站，編輯音頻並將好的英文資源翻譯

成中文。 

ϯͿ�個人禱告請求: 請為李哲彭璐禱告，成為敬虔的父母，用愛心、耐心

和智慧來照顧二歲的女兒 �ĚŽƌĂ，願神在她去托兒所時保護她免受病毒

感染 



*UHDW�
&RPPLVVLRQ�� 
.DWK\¶V�
+RPH�� 
 
 
 

DĂŬ�Θ�EĂƌŽůĂ�^ĂŶŐůŝ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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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ĂŶ�WƌŽǀŝŶĐĞͿ的苗族 

(,ŵŽŶŐ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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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ŚĞ�&ŝƌŵ�&ŽƵŶĚĂƟŽŶͿ�，專注於接觸從一

年級的兒童到大學生。 目前，磨縣(WƵĂͿ�的凱西之家(<ĂƚŚǇΖƐ�,ŽŵĞͿ、

塔旺帕縣(dŚĂǁĂŶŐƉŚĂͿ�的希望之家(,ŽƵƐĞ�ŽĨ�,ŽƉĞͿ�和清邁的明燈廳

(�ĞĂĐŽŶ�,Ăůů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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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期間，我們透過聯繫與村里的家庭，鼓勵信徒，分享福音與慕

道朋友並與他們一起祈禱。 我們還優先打電話給在不同大學就讀的凱

西之家校友，聽聽他們的奮鬥和喜悅的故事，並鼓勵、指導他們和為

他們祈禱。 我們也有機會在線上服侍——馬柯(DĂŬͿ受邀每週在 �ŽŽŵ�

上為在 ϯϴ�年前主幫助他在尼泊爾建立的教會講道，為信徒在疫情期間

在基督裡成長感到鼓舞。 自 ϮϬϮϭ�年 ϲ�月 ϭ�日開學以來，我們在凱西

之家的每節聖經課都會分享福音，並鼓勵信靠主的孩子們為基督活出

的信仰。 
 

禱告請求： 

ϭͿ�神的話會植根深到於凱西之家的孩子和村里苗族家庭的心裡，讓他

們得到神的救恩。 

ϮͿ�凱西之家校友蘇查特和庫森入讀神學院，為未來在苗族人中的事工

做準備。求主的恩典和智慧臨到他們。 

ϯͿ�我們訓練年輕的提摩太，讓他們可以在磨縣的凱西之家 和苗族村莊

一起繼續苗族事工。求主保護並賜身體健康， 



EĞǁ�zŽƌŬ�^ŚŽƌƚ�dĞƌŵ�DŝƐƐŝŽŶ͗�紐約短宣訓練中心� 
DŝŶ͘��ƵĚƌĞǇ��ŚĂ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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ϭ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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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ϭϵϵϯ年成立，距今已有Ϯ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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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的事奉如下： 

ϭͿ�中心「尊青佈道證書課程」(兩年制部分時間)，及中宣會佈道培訓與佈道實

習。       

ϮͿ�教會邀請：講道及提供不同的佈道訓練。 

ϯͿ�與教會合辦 ：本地短宣周、聯合佈道日、福音嘉年華會。     

ϰͿ�參與《真理報》製作，提供一份合適傳福音的報刊。 

ϱͿ�短宣書室：提供不同的佈道資源，如佈道工具、福音單張和書籍等給弟兄

姊妹佈道之用。          

ϮϬϮϬ-ϮϬϮϭ年，在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中心佈道訓練課程、短宣周及聯合佈道

日等轉移網上舉辦，佈道實踐以〝電話視像佈道”，讓信徒學習另一種佈道

形式，向親友傳福音，感恩參與的信徒更多更廣。《真理報》以電子版發

行；紐宣周年餐會製作「屬靈盛宴」節目在網上分享事工及傳遞異象，又邀

請不同講員製作多場佈道會在zŽƵƚƵďĞ頻度播放。暑期ϴ月ϭϱ�日與耶穌愛華埠

合辧教會舉辦《:>�兒童歡樂日》，透過攤位遊戲及個人接觸向坊眾分享福

音，看見眾教會同心服侍，讓街坊朋友歡度一個愉快的下午。在疫情下，感

謝神賜福使用短宣中心！  

短宣中心代禱事項： 

ϭ͘�為接受「尊青課程」(ϵ-ϭϮ月)及「短期佈道訓練班」(中宣會ϮϮ年ϭ-ϯ月)的弟

兄姊妹專心受訓和佈道祈禱。 

Ϯ͘�為ϭϬ月ϯϬ日(六)紐宣Ϯϴ周年感恩實體聚會、ϭϭ月、ϭϮ月及明年ϭ月共三場網

上佈道會的籌備祈禱。 

ϯ͘�為中心董事及同工的身心靈蒙主恩佑，加能賜力、同心事主祈禱。  



'$,�,QWHUQDWLRQ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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ϯ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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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Ϭ多個國家/地區工作，我們把這些地區劃分為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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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G\�貝仙蒂教士 (國際發展社)� 

辛迪在夏初返回美國並接種了疫苗。在美國期間，她擔任 '$,�

的教會聯絡人和籌款人。為她本週回到宣教工場禱告。 

 

禱告請求： 

���為她本週返回亞洲的航班禱告。為陰性 3&5�測試祈禱！保障

滿員航班的健康，抵達時檢疫要求不變！以及所有需要上傳的新

文件，以滿足入境的健康要求。 

���為工場需要的昂貴電腦和相機設備的安全到達禱告，沒有海關

困難，順利通過移民局。 

���辛迪目前的工作簽證將於 ���月 ���日到期—禱告她能再延期一

年，或者找到替代方案。 

���為辛迪與整個地區的同事和朋友重聚和重建關係禱告。求智

慧，能快速適應新的國內和地區旅行限制，她需要出去與不同的

同事和夥伴見面。 



 
 
 
 
 
 
 
 
 
 

Yesudas & Deborah Sodemba �緬甸國際發展社)� 
親愛的中宣會朋友們， 

      我和我的妻子從前有一個強烈的異象，是要在緬甸的尼泊爾

人中宣教。靠著上帝的恩典，我們於 ϭϵϵϯ�年開始了。到 ϮϬϬϬ�

年，我們被公認為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宣教教會。 我們一邊繼續

向那些不認識耶穌基督的人傳福音，我們一邊也一直致力於培養

和訓練教會會友。 我們還在假期中教孩子們英語，並安排流動

醫療團隊探訪周邊的村莊。 儘管疫情使我們無法像往常一樣前

往宣教工場，但我們找到了方法向他們提供所需的食物、藥物和

其他材料。 我們也能通過手機與他們分享福音、作輔導、鼓勵

和祈禱。 
 

請為我們的事工禱告： 

ϭͿ�隨著疫情的緩解，我們能夠越來越有效率和持續地完成使命。 

ϮͿ�為我們教會會友在基督裡的信心更加成長和成熟，能去面對疫

情和政治危機等生活的艱鉅挑戰。 

ϯͿ�我個人的代禱事項—請為我們在新加坡的兒女耶利米和伊利莎

白·希拉禱告，他們正在進修神學課程。願他們能順利完成學

業，帶著上帝向我們破碎土地的異象回來。 
 

非常感謝您的所有支持和祈禱，我們也為中宣會禱告。 

願上帝賜恩典與福氣臨到你們。 

主內，耶蘇達斯和底波拉 



 
 
 
 
 
 
 
 
 
 

Peter and Subana �緬甸國際發展社)� 

來自緬甸的 “DŝŶŐĂůĂďĂƌ͟（緬甸語的問候） 

      我們是侍奉於該國北部的尼泊爾浸信會的牧師們，

它是一個小型的宣教士教會。感謝您們每月的支持！這

支持對我們的家庭和事工也非常有幫助。由於疫情，我

們的教會不得不自 ϮϬϮϬ�年初便開始停止了祟拜。但在

上帝的幫助下，我們仍然能夠繼續服侍我們的會眾，不

僅在精神上，而且還滿足了他們的身體需要，並且也能

夠繼續外展事工。我們教會許多人都遭受了新冠肺炎的

折磨，其中也包括我們的家人。但靠著上帝的恩典，我

們雖然仍然很虛弱，但大部分人都康復了。 
 

請為以下事項禱告: 

ϭͿ�我們的國家正走向內戰。 

ϮͿ�我們的教會成員繼續飽受新冠肺炎及其帶來的飢餓和

失業之苦，以及災難性的政治局勢。 

ϯͿ�我們的家庭，尤其是我們孩子的教育所受到的干擾。 

 

衷心感謝，我們一直為中宣會禱告  

彼得和蘇巴納 



 
 
 
 
 
 
 
 
 
 
 
 

Thomas and Lily Subba �緬甸國際發展社)� 
 
湯瑪仕和瑪麗莉莉 

'DŝŶŐĂůĂďŽƌΖ！ 我和妻子在緬甸中部事奉主。 我在一個

以尼泊爾族為主的教會任助理牧師，從事教學事工，為

基督教雜誌撰寫文章，並用緬甸語撰寫和出版基督教所

需的書籍。 但我們共同的理想是幫助農村的孩子們可

獲得受教育的機會 - 通過提供學費、裝備他們上學，並

將一些未能上學校的孩子帶到我們家中。 我們也喜歡

通過音樂課來教養我們兩個可愛的女兒，並照顧我年邁

的母親。 

 

請為我們禱告： 

ϭͿ�由於疫情和緬甸的政治局勢，學校都關閉了，願我們

能以創造性的方式繼續開展兒童教育事工。 

ϮͿ�能在今年內寫完最新的書，並用於擴展主的國度。 



7KH�7DPDQJ�)DPLO\� 

�緬甸國際發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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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我們不得不適應，並在網上進行大部分教會服

侍、教學和培訓。 我國政府仍然不允許實體聚會； 由於邊

境關閉，我們也無法按照慣例前往鄰國佈道。 但感謝上

帝，邊界關閉也無法阻止互聯網！ 我們還能夠通過廣泛的

救濟工作所伸出的援助之手，以及幫助有需要的牧師和教會

工作人員來表達上帝的愛——這讓我們有機會分享福音並為

前來領取救濟食品的人們祈禱。 

 

禱告需要： 

���我們在與我們家相連的一個大房間裡建立了一個新教

會。 請為我們祈禱，以贏得新的靈魂並訓練他們完成大使

命。 

���為正在進行的大樓工程，並完成工程的資金禱告。大樓

完成後會用作培訓和服侍貧窮的寡婦和兒童（我的妻子負責

寡婦的事工）。 

���請為我們青年期的女兒，她今年開始上大學，而兒子正

在讀 ���年級。請為他們的學習、身體健康和上帝保守他們

免受不良的影響祈禱。 



 
 
 
 
 

3DVWRU�6DPLU�6LQK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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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落後的村莊，有 12 個染疫的家庭，還有許多人在封鎖期間也生病

了。當我們探訪他們時，我們無法控制自己。出於發自內心的愛，我

們呼求上帝幫助他們。我們開始為他們籌集資金，我們愛上帝，並學

習在他人有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  

  

最初，我們從當地社區的朋友和家人（包括印度教徒）那裡收集了一

些當地資金，盡力幫助有需要的人，尤其是那些沒有食物並且染疫的

人。我們收集了大約 20,000 盧比，為 50 個家庭提供了大米和藥物。 

12 個染疫的家庭收到了 25 公斤大米，另外 38 個貧困家庭收到了 10 公

斤大米。  

 

同時，我們聯繫了中宣會和DAI，要求為13個非常貧困和有需要的家庭

發放救濟金。感謝神，我們收到了 70,258 盧比的捐贈，我們忠實地分

發給了 80 個家庭（約 320 人），他們通過您們得到了幫助，並得著祝

福和鼓勵。我們讚美神，能夠幫助三個不同村莊的 500 多人。 

 

禱告請求： 

1) 我們鼓勵您繼續與我們站在一起，為未得之民禱告。希望您知道您

可以參與的地方或方式。 

2) 請為救恩事工禱告。 

3) 請繼續為這些村莊的貧困家庭和他們的孩子禱告。他們需要你的幫

助。 

 



:RPHQ�RI�:RQGHU�� 
(ULND�/HH�0DQQL�/HH�0D\�/HH 
女士之光  (tKt͊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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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我們致力於探索神是誰

以及我們是誰的持續旅程），熱心（通過恰當的歡迎、接納、和參與來體現

了上帝的愛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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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以慈愛的尊重每一個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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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神的對領袖、門徒、弟兄姊妹的呼召，同心帶領神在地上的國度。 

 

自 ϮϬϮϬ�年 ϯ�月以來，我們從實體轉到虛擬平台，過去的實體事工（每月一次

的聖經教學研討會、每半年一次的半天的靜修會、ϲ�節靈魂關懷 課以支持婦

女參與事工、一對一 或團體的靈命指導/靈性認識课程、以及與每月定期的女

士之光社區禱告聚會）。神很奇妙地祝福了這個實體到虛擬的轉變，擴大了

我們在裝備、支持和幫助傳道人、平信徒領袖、以及教會方面的地理範圍，

使他們增長了對上帝的認識，禱告生活更堅固，分享耶穌基督福音的機會更

多。我們的教學為參與者提供了反思和應用問題，以尋求方法來幫助他們在

解決過去一年中所看到的廣泛而復雜的問題時建立信心。這些教導現在可以

通過播客獲得，讓人們更容易查阅。同時，我们向事工合作夥伴（個人、機

構、和教會）伸出援手，適應 ϮϬϮϮ�年的使命，我們將繼續為所有的事工提供

虛擬平台。針對大西洋槍擊案，亞裔美國女牧師齊聚一堂，談論如何照顧面

臨許多挑戰的年輕一代女性。我們現在每個月為這些女性領袖舉行教牧禱告

會，以鼓勵和禱告彼此以及教會的需要。 

 

禱告請求: 

ϭͿ�女士之光繼續與合作夥伴建立更美好的關係和承諾（個人、機構、和教

會）關顧我們的牧者和宣教士，他們站在群體的最前線，及所有繼續受疫情

影響的人。 

ϮͿ�為 ϮϬϮϮ�年的實體聚會作準備（靜修、聖經教學研討會和 禱告會） 

ϯͿ�個人：由於疫情持續的影響，求神使我們能平衡照顧家庭需要， 與社區的

事工合作。 



&KLQHVH�*RVSHO�%URDGFDVWLQJ�&HQWHU�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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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手提録音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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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年頭作全天候向全世界廣播。  

 

透過網路，廣播不受地域，時間的限制，人們可以隨時，隨

地，按各人的 選擇收聼，國語、粵語、音樂、英文、四個

電台的節目，另外也可透過 www.tcmbs.com 進入多媒體圖書

館，選播我們網上有聲書室各類節目，內容非 常豐富，歡

迎收聽。在疫情下，廣播並未受到影響，同工及節目製作由

於不能 進錄音室、感恩由於科技進步、大家在家中用電腦

連結録音設備繼續製作新節 目。我們網上全天候 24/7 廣播

仍然正常播出。  

 

由於疫情及香港環境改變的影響，華播事工只會在海外即紐

約和英國繼續發展。為新董事今夏重組而感恩，為英國急需

一全時間同工代求，更請為參與 華播服事的肢體的安全，

健康及信心代禱。深信事工出於神的計劃必會按祂的安排及

時間而成就 



 
 
 
 
 

陳候活牧師-教牧事工  

Pastoral and Laity Ministries: (PALM) Rev. Howard Chan  

PaLM 是一個成立於 1982 年的機構，其目的是建立和加強紐約/新澤西

地區亞裔美國教會的英語事工。通過各種活動來支持我們的使命，多年

來，我們主辦和贊助基督教教育、崇拜聚會、短宣、研討會、禱告音樂

會等。我們事工的主要目標是獲得該地區英語事工牧師的支持，為我們

的牧師舉辦定期聚會，讓他們互相聯繫、禱告和學習。尤其是一年一度

的聖誕感恩午餐，讓他們感到我們對他們的感謝。 
 

由於疫情，我們無法像以前那樣實體見面。因此，像其他所有人一樣，

我們已經使用網上聚會。遺憾的是，網上聚會使我們的牧師無法像以前

實體聚會後享用 PaLM 的免費午餐，但網上聚會的好處是讓紐約和新澤

西州的牧師可以一起會面，而不是在各自的地區會面。 

 

至於我們前往納瓦霍(Navajo Reservation)的年度短宣，很遺憾，疫情導致

我們不得不推遲 2020 年和 2021 年的短宣，第一次是由於全國範圍的封

鎖，第二次是由於缺乏參與者。我們的盼望和禱告是，在 2022 年夏

天，疫情過去後，我們將能夠再次恢復年度的短宣，再次與我們的納瓦

霍朋友分享神的愛。 
 

禱告請求 

1.PaLM目前處於轉型期。霍華德(Howard) 已半退休，正在任命新的執行

董事，祈求神保守這位新 董事，對 PaLM 有全新的願景。 

2. 最初，PaLM 希望我們可以在 2021 年下半年恢復實體的牧師會議。但

是，由於病毒的 Delta 變種，這看起來不太可能。求神繼續使用網上聚

會來祝福和培育我們的牧師。 

3. 個人：我八月份的日程安排很忙，我覺得有點“空虛”。這部分是由

於繁忙的日程安排迫使我取消了早上的散步。為我禱告，下個月重新開

始散步時可以從新得力。 



Local Missions Budget 本地佈道��     

Language Ministry (English class) 語言事工(英文班) $3,000 

Evangelism Training (EE) 佈道訓練 (三元佈道訓練)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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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cellaneous  其他 $5,000 

Computer Classes (Buy laptops) 電腦課程(買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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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Higher Heights Basketball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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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Mandarin Student Ministry 國語學生事工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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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M Supported Missionaries 支持的宣教士   

Kenny Chau ($12,000.00/yr.) 周君平教士 $17,250 

Boaz Tingson ($6,000.00/yr.) 丁君德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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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ard Chan (PALM) 陳候活牧師-教牧事工�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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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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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760 

  

  

OCM Community Center 中宣會社區中心 $1,000 



Global Missions Budget 普世宣教  

Missions Conference/Education 宣道年會及宣道教育基金 $16,000 

Short Term Mission 短期宣教訓練 $42,000 

Internships/Scholarships (OCM) 神學生實習 神學生助學金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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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0 

OMF Missionary couple $36,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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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5 

Pioneer Missionary Family  費約、卡里  (阿拉伯世界事工) $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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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Commission—Mak & Narola Sanglir 勝嘉拉夫婦 (大使命中心) $6,900 

Cindy (DAI) 貝仙蒂教士 (國際發展社) $9,384 

Yesudas & Deborah Sodemba �緬甸國際發展社)� $3,220 

Thomas and Lily Subba (緬甸國際發展社)  $6,900 

Peter and Subana (緬甸國際發展社) $3,450 

Tamang (緬甸國際發展社) $2,300 

Pastor Samir Sinha  (緬甸國際發展社) $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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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u Peng $5,500 

COCM—Melody Zhang & Xu Yu $4,500 

COCM—Candy Zhang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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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國際專業服務機構 $500 

Frontiers—Paul & Sarah Hong $500 

Local Missions Total 本地佈道總計 $133,760 

Total Global Missions 普世宣教總計 $311,248 

Total 2022 Missions Budget 宣教總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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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宣會支持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和宣教機構。我們要優先支持

那些專注於傳福音、門徒訓練，和建立當地教會的宣教工作。在參與

中，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也被建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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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奉獻支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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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奉獻金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一次性 

>���@��每月  

>���@��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