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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大会节目
宣教祷告会

(ZOOM线上平台)
7月6日 星期三 晚上 7:45pm-9:15pm

宣教大会
7月15日 星期五 晚上 7:30pm-9:30pm
7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 4:30pm-6:30pm

地点：会所

宣教工作坊
宣教早餐交通会

7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 8:30am-9:30am 
地点：交谊厅

宣教工作坊
7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 9:30am-11:00am

地点：加利利堂

宣教主日
华/英语聚会 (会所) 

7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 8:45am-10:15am 

双语聚会 (会所)
7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 11.00am-12.30pm

林庆忠牧师是北大行道会主任牧师。他共栽植三间分会。其中一间教会在六年间
从二十人增长至一千两百人。他致力建造阳光、卓越、又充满影响力，并且兼具人

性化、现代化、国际化的二十一世纪教会！

林庆忠牧师(宣教大会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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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伊罗戈斯(数码) | 2022年11月

林治荣
负责人

马来西亚
马六甲 
2022年7月29-31日 | 2022年9月 | 2022年11月

马来西亚
新邦令金 | 2022年6月 | 2022年八月
2022年10月 | 2022年12月

张肖玲
负责人

赵典光｜双语聚会｜何惠清
负责人

马来西亚
关丹 
2022年7月 | 2022年12月

邓德良
负责人

菲律宾
米沙鄢 | 2022年12月

杨伟康
负责人

柬埔寨
2022年6月18-22日

邱约翰
负责人

越南
2022年10月

杨志辉
负责人

印度尼西亚
丹戎檳榔
2022年7月 | 2022年12月

王超浩 | 邓德良
负责人

印度尼西亚
吉里汶
2022年九月 | 2022年12月

Herman Hassan
负责人

印度
西里古里 | 2022年11月5-11日

刘意明
负责人

若你有意参加短宣或欲知详情，
你可以扫描二维码或填妥新加坡教会短宣兴趣表

或联络雪仙（宣教事工秘书) @94351648

短宣日期
2022年6月至12月的宣教旅

4



序言

我们的上帝是信实、无所不能且掌权的！当世界陷入在迅速蔓延
的冠病疫情中时，上帝仍不停歇地继续建立、扩展和巩固衪的国

度。祂运行的方式超越我们的理解。
 

冠病疫情打乱了生活，并在封锁期间使一切都陷入停顿。然而，
来自不同宣教点的报告见证了上帝奇妙的作为。尽管发生了冠病
疫情，表达关爱的机会却增加了。我们看到上帝建立衪的实体教
会，通过感动人心，拯救灵魂以及使祂的羊群信心加增来扩展

祂的属灵教会。许多人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并受洗。教会的人
数不断增加，因此必须建造和扩建教堂建筑和设施。哈利路亚！

这场爭战的确属于我们的上帝，没有什么能抵挡祂的大能！
 

当我们过渡到疫情后的复元时期，我们在上帝的大使命中的角
色又是什么呢？

 
2022 年宣教大会的主题经文取自帖撒罗尼迦后书 三1，要  

“祷告祈求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就如新冠病毒在世界
迅速地传播一样，让我们成为福音迅速传播到所

有族群的使者。
 

数百万人死于冠病疫情。最近在一些国家发生的政治暴力事件
导致数千人丧生。其他人正在经历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无数的
灵魂在不认识上帝的情况下死亡。如今世界正在遭受苦难，许多
人需要上帝的盼望和拯救。我们的任务很紧迫。现在是我们重

燃宣教使命的时候了。

让我们跨出“文化边界”去接触在我们当中的客工。让我们跨越“
地理边界”到海外的宣教点服事。让我们以数码方式与“实体边
界”以外的人建立联系，促进关系，分享基督永恒的盼望和爱。
愿圣灵重新点燃我们的心去履行基督所赐予我们的大使命！

2022年宣教大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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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自去年，我们有两名志愿教师在周一至周五以及主日学的时候
帮助教导儿童和青少年。但他们俩还未信基督，因此我们正在努力与他们
更多地谈论基督，好让他们有朝一日会悔改并接受上帝为他们的救主。

在过去两年，感谢主我们有七人接受了耶稣基督，
其中有五人已受了洗。哈利路亚！

柬埔寨 •  磅同

请为我们的两位志愿教师--拉珂
娜和瑟拉荅祷告，让我们的牧师和
领袖能告诉他们更多关于基督的
事，好让他们会信靠耶稣基督。为
拉珂娜售卖咖啡和其他饮料的小本
生意祷告，愿她生意兴隆并仍有时
间来教导孩子和青少年。

请为我的两个女儿的教育代祷。
我们负担不起她们的学费，因为
我们没有工作。女儿们已经到了
可以上学的年龄，但由于经济困
难所以她们还没有开始上学。祷
告求主来供应。

代祷事项

磅同教会

达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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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为离开算命先生转而信基督的家庭
祷告。祈望他们坚守自己的基督教信
仰并不再求助于算命先生。也为之前
病重妻子的兄弟姐妹有一天会相信基
督而代祷。

有一个人的妻子病得很重，他们
花了很多钱向算命先生求助。
算命先生给了妻子很多高棉人
的药，还尝试给她驱鬼。这一
切都花费了他们很多钱。他们
卖掉了土地和牛以得到钱付给
算命先生，但妻子並没有痊愈。
最后他们来到教会向我们求助。 
我们要求她相信基督，她信了！
在我们祷告求医治下，她逐渐
康复。如今，我们正在教导
她有关基督的事，她和她的
家人每周日都来和我们一起
敬拜。

这里有个小家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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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西孟加拉邦

我们很荣幸与您分享2021年10月DK家里
所发生的好消息。他们来自K福音未及之
民。DK、他的妻子和母亲生活在缺乏关
怀、爱和平安的环境中。DK常酗酒。每天
晚上，他都会醉醺醺地回家和他的母亲和
妻子吵架。他们的邻居也都受到打扰。他
们的家庭生活一直处于混乱和恐惧之中。
而且，没有人愿意去拜访他们。赞美我们
的永生上帝！尼迈莫姆先生和他的兄弟菘
姆莫姆可以拜访他们并与他们建立友谊。

我们慢慢地帮助他们了解上帝是多么爱他
们的家人。我们每周拜访一次并为他们祷
告。主的灵触动了DK的心，他们的家庭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此以后，这个家庭接
受了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不再有吵
架；DK现在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赞美
上帝，他们的家人已经成为邻居的见证。
这家人于2022年5月14日受洗。另外两名
新信徒也在同一天受洗。让我们继续为他
们祷告。

巴塔希宣教点的见证

印度 •  西孟加拉邦

万乔尼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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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  西孟加拉邦

凭着信心与信靠上帝的供应，我们于2021年5月3日开始建
造TMTC大楼。我们将一切都交在上帝的手中，并为这三
层楼的建筑物奠定了基础。建立这个培训中心的愿景和愿
望是培训致力于扩展祂的国度的年轻男女。靠着上帝的恩
典，现在已经完成了大楼的底层，我们将从2022年6月的
第一周开始训练第三批的学员。赞美主！

TMTC建筑项目(新发展）

请为DK的家人祷告，他们
将成为整个地区的光。也
请为另外两位受洗的新信
徒祷告。

T M T C 建 筑 项 目 正 在 进
行 中 。 我 们 知 道 上 帝 对 
TMTC家庭有一个更大的
计划来扩展祂的国度。因
此，我们谦卑地为这个特
定的项目请求上帝供应。

代祷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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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卡里汶

平安！
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为仍能在丹戎巴莱卡里汶进行的事工而感恩。

以下是卡里汶事工过去十二个月的一些进展：

我们为卡里汶的青少年开办了启发课程。
包括我们的同工，一共有十六人参加。大
部分课程都是在直落瑟提卜的一位会友的
家中 进行。一些参与者分享

了上帝对他们的爱的见
证。我们观察到参加
过的人现在更热衷于
参加主日敬拜并希望
参与服事。为此我们
赞美并感谢上帝！

目前，他们参与音乐事工，以歌唱、手鼓
舞和多媒体工作人员的身份在主日敬拜时
侍奉。我们正在训练他们中的一些人演奏
乐器。我们祈望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和爱继
续增长。请在祷告中纪念卡里汶的青年，
并在卡里汶的众青年中兴起一位或一群有
热忱服事意愿的领袖。

与青年进行音乐彩排

青年人的启发课程

 印度尼西亚 •  卡里汶

亨德力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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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正在一位直落瑟提卜的会友家中为家长
们进行启发课程。我们已经完成了七节课。目前有
十四位热衷的家长参于此课程。他们有很多关于上
帝如何在困难时期帮助他们，以及他们如何在生活
中经历上帝的良善之类的好见证。一位曾是是佛
教徒的参与者参加了所有七节课。她见证说，她
现在奉耶稣的名向上帝祷告。我们祈望在这个启
发课程之后，靠着上帝的恩典，她会敞开心扉接
受耶稣作为她的救主，并凭信采取下一步即接
受洗礼。请为这位女士祷告，她的名字是呢哈芽。

去年，我们为四位人施洗，并为两对基督徒夫妇
举办了婚礼。其中一对夫妻曾是佛教徒，他们接
受了基督并受洗。至于另一对夫妇，妻子曾是

佛教徒也接受了基督并受洗。请为他们
代祷，让他们在属灵生命上更加成
熟，并真正地委身于上帝。

请为这位女士祷告，
她的名字是呢哈芽。

曾为佛教徒的夫妇今已受洗

为新会友施洗

成人启发

代祷事项

 印度尼西亚 •  卡里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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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卡郎（Senggarang）社区中心大楼

印度尼西亚
丹戎槟榔

自2019年冠病疫情首次爆发以来，在全球造成了许
多挑战。我们的光照马来事工也受到了影响。

 印度尼西亚 •  丹戎槟榔

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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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赞美上帝通过光照马来
事工，在丹戎槟榔所做的一
切。上帝一直信实地帮助
我们度过这个困难时期。
祂以极富创意的方式帮助
我们，不仅让我们生存下
来，并朝着成全祂给我们
的异象向前迈进。在过去的
十二个月里，上帝最伟大的
工作之一就是建立了胜卡郎 
(Senggarang)社区中心大
楼。在丹绒槟榔成立十二年
后，光照马来事工终于有了
一座社区中心大楼。

今年上帝回应了我们的祷告。这座建筑的目
的是帮助社区中的失丧者并在社区发展教育
工作。这将是一个为社区而设的地方，它有

英语部、儿童部、舞蹈部、体
育部和其他活动。社区也可
以使用该建筑楼层举行婚
礼、会议，甚至敬拜聚会。

在面对这么多障碍和挑战之
后，上帝终于帮助我们建成
了这大楼。有一段时间， 
我们因为缺乏材料而延迟了
建筑工作。但信实的上帝为
我们提供了资金。祂感动人
们的心, 用卡车运送沙子和
其他材料来祝福我们。我们

看到了上帝奇迹般的作为。通
过这个项目，光照马来事工能够服事胜卡

郎这个新的社区。我们接触了几个家庭，社
区里的其他人也目睹了这座建筑物的竣工。

请继续为胜卡郎社区中心项目代祷。求主允
准我们的计划，就是在这个社区中安排两名
工作负责人员，祷告求主来供应。 

 印度尼西亚 •  丹戎槟榔

在过去的十二个
月里，上帝最伟
大的工作之一就
是建立了胜卡郎 
(Senggarang) 社
区中心大楼。

代祷事项

13



自从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在马来西亚爆发以来，“彩虹宝贝”儿童教会
也随着防疫政策而停止了实体聚会。原以为只是短期暂停一个月，无奈管制令一而再

再而三地宣布展期。

马来西亚
马六甲基督徒团契

彩虹宝贝的灵命与得
救人数的复兴

兴起更多同工来服侍儿童事
工(导师、交通载送)

除了教会会友的孩子，彩虹宝贝大部份儿
童都是从扶贫事工接洽来的非信徒孩子。
为了扶持孩子们的灵命，我们在2020年
4月底开始了第一场面子书直播，让孩子
们每个星期都可以登入“彩虹宝贝FBLive”
继续主日学。同年9月开始，我们使用
ZOOM网络平台增加与孩子们在线上团契
的互动、让孩子操练敬拜祷告、学习主的
话语。我们也在疫情期间关心孩子们的需

要、甚至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给确诊的
家庭送上补助品。孩子们都十分想念能够
来参加实体儿童教会的日子，一直迫不及
待想回到教会。

感谢赞美主, 过了两年，我们终于正式恢复
实体儿童教会。彩虹宝贝在2022年4月17
日回到实体团契！

马来西亚 •  马六甲

代祷事项

李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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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栽培儿童敬拜者，
儿童教会兴起敬拜团

也感谢主，孩子们都踊跃回
到教会。除了原有的同工，更
看见青少年愿意来服侍彩虹宝
贝。看见孩子们在上帝的殿所举手
赞美敬拜上帝，就见证了上帝的恩
典。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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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缅甸 •  仰光

庇护之家
“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我的视线”

笇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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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仰光庇护之家向大家
问安!

2021年的7月份，儿童之家的所有人都感
染了冠状病毒。在那段时间里，我日夜
祷告，也天天锻炼身体。每个人都从诗
篇91章1-16节上帝的话中得到安慰，并
认真服药。靠着上帝的恩典，一周后
我康复了，但孩子们仍然病着。我向
上帝祷告：“让我脱离这病毒。我是
祢的仆人，如果祢接受我的祷告，请
治愈祢的孩子。他们是祢的孩子，请按照历
代志下7章14节成全祢的话语，赦免他们的
罪，医治他们的土地。主啊，我请求祢的宽
恕。祢是我所仰望的。我们是祢的。请继续
帮助我和孩子们。不要离开我们。”

即使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仍感谢上帝，感谢
新加坡教会的支持，供应我们药品和营养食
品，让我能够很好地给孩子们供食。上帝回
应了我所有的祷告，没让我蒙羞。上帝总是
在我的视线中。

2022年2月28日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晚上8点钟有人打电话通知我，说我的丈夫
但以理去世了。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很震

惊。我能做的只有祷告。圣灵给了我力量
并安慰了我。第二天，我可以去领取我丈夫
的遗体。上帝在以赛亚书41章10节给了我衪
的应许：“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
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
你。”

在那段困难的时期，我没有在孩子们面前表
现出我的悲伤。我意识到上帝允许我经历寡
妇的生活。我对丈夫的最后一句话是：“直
奔天堂。别担心，上帝一直在看顾孩子们和
我。”

感谢您为我们祷告并鼓励我。上帝是我的一
切。上帝祝福你们。

缅甸 •  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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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伊罗戈斯

菲律宾 •  伊罗戈斯

维尼腓洛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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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  伊罗戈斯

塔垉教会 - 见证

请帮助我们为新的教会地段和教
会建筑物祷告。由于人数增长，
现在的敬拜场所已经不能容纳所
有的人了。

组。我们也有来自附近城镇的成员，但由于
受限制，我们无法到那里去。我们的青少年
和儿童事工门徒培训也在进行中。

新加坡教会的援助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
使教会的出席人数迅速增加。有些人信主
了，有些人受洗了，他们现在正忠心地参加
教会的活动。上帝使用你们的支援、鼓励和
生命来感动人们的心，让他们意识到上帝是
如此爱他们。当我们在逐家分发、配给您所
提供的食物时，看到了弟兄姐妹们脸上露出
了喜乐，展现出他们和家人对上帝充满感恩 
的心。

感谢上帝改善了我们的事工。尽管疫情肆
虐，我们的事工仍做得很好。所有的荣耀
和尊荣归给永生的上帝！谢谢新加坡教会！
非常感谢你们，我们一直在为你们所有人 
祷告。

请帮助我们为新的教会地段和教会建筑物祷
告。由于人数增长，现在的敬拜场所已经不
能容纳所有的人了。

非常感谢。
上帝祝福大家！

愿你蒙福！

上帝真良善！我们为着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
而感恩。祂总是在保守并指引我们。我们在
祂面前是安全稳妥的。这几年我们遭受的疫
情无法改变上帝如此良善的事实。冠病即不
能关闭上帝的眼睛，也不能关闭上帝的耳
朵。祂总是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从未在冠病疫
情造成的困难中抛弃我们。

即使在冠病疫情期间，我们仍能在教会前方
扩建一个设施，使教会空间更为宽敞。教会
也进行了一些发展和改进。此外，我们添购
了一些乐器，例如鼓器、扬声器、吉他和其
他重要的必需品。这一切归功于关心我们的
兄弟们提供了经济援助。荣耀归于上帝！

因封锁的缘故，我们在冠病疫情期间的事
工极为困难。政府不允许我们进行敬拜聚
会。我们不能到处走动，每家每户只允许一
个人外出购买必需品。所有的户外活动都暂
停了，甚至连逐家探访也不许。由于不能出
门，我们只能呆在家里为弟兄姐妹们祷告。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线上、电话、聊天和
短信彼此鼓励。在服务社区方面，上帝为我
们提供了新机会。那就是跪在上帝面前为社
区祷告。

我们的教会成员人数增加了。目前，主日敬
拜的出席人数超过六十人，其中包括儿童。
有些人已受洗，并成为领袖，其他人则在
音乐/敬拜团队事奉。我们每周四晚上都有
祷告会。到目前为止，在市内有五个查经小

代祷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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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全能的上帝！在经历
了近两年可怕的冠病疫情（虽然还没有结
束）之后，我为教会的会友一直保持忠诚，
也为上帝使他们刚强屹立于祂的应许而感谢
上帝。

我们感谢新加坡教会通过领袖们在疫情期间
为我们这个地区的兄弟和一些贫困家庭提供

了不间断的帮助。这些家庭当中，有些
人现在正在参加教会的聚会。

所有教会事工都已从2022年3月起恢
复。现在新的活动已在个别的教会中
展开了。事奉学校 (SOM) 每周日下午
1点至下午2点在拜拜-普克，下午4点至
下午5点在卡基罗和马卡托，以及每周
三下午6点至7点在安达膏的教会进行。
生命小组、青年团契、弟兄事工、妇女事
工、儿童事工正在许多地方进行。在一些
义工和教会核心领袖的帮助下，水浸礼、
献婴礼、祷告会、音乐事工、逐家探访
正在进行中。过去几周的其他教会活动包

括：在安达膏举行的青年特别聚会，有八十
五人参加，在卡基罗有十二对夫妇的夫妻团
契，以及十二名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主的男
士。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例常参加主日
敬拜。我们于4月14日在卡基罗和4月15日在
安达膏进行了特别的耶稣受难节聚会。当天
的信息是关于耶稣基督最后七个字的反思。
真为感动！

现在，我们不断地为更多的地方祷告，让我
们可以通过救主耶稣基督将上帝的救恩带到
那里。

米赛鄢教会
安达膏, 卡利博, 阿克兰事奉学校

贝贝圤坷, 卡利博

安达膏的主日学 (主要教会） 

卡吉罗儿童事工

菲律宾 •  米赛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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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学校
卡吉罗，玛卡朵，阿克兰 

菲律宾 •  米赛鄢

菲律宾
米赛鄢

安妮萨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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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在教会大家庭中，旧邑新生命教会为三对
夫妇举办了婚礼并欢庆了两个婴儿的出
生。接下来还有几对夫妇也在准备今年或
明年结婚。教会的两个姐妹，飒幂和霞加
入了旧邑新生命教会成为全职同工，另一
位姐妹爱丽丝则是兼职同工。
 
疫情期间，教会会友将他们的布道工作集
中在未得救的家人和朋友，以及旧邑新生

命教会所在社区的年轻人身上。黃牧师和
他的教牧团队会定期组织到胡志明市以外
的城镇和村庄，有些甚至远至四百公里之
外，去进行布道探访与年轻会友的父母分
享福音。通过他们的贡献和毅力，这些父
母中的一些人已经得救了。

尽管面临冠病疫情的挑战，越南胡志明市的旧邑新生命教会在过去两年
中，在会众人数和会友灵命方面都继续增长。

越南 •  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

黄永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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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  胡志明市

五年前，我第一次到越南胡志明市的旧邑
新生命教会宣教。黃牧师带着我们新加坡
宣教团队到市外的大学城区。我们参观了
一所国际大学，并与校园内的学生一起进
行街头布道。许多学生来自越南各地，英
语相对说得较好。他们很愿意与我们交
谈，也很高兴能够练习英语对话。建立了
融洽的关系后，我们邀请他们到旧邑新生
命教会参加耶稣受难节的布道活动。
 
参观了大学后，黃牧师带我们到附近的一
块土地。他告诉我们上帝给了他一个异
象，在大学城区内建立一个教会社区场
地，让大学生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认识基
督。出于顺服，黃牧师筹集资金购买了那
块土地。之后我们为这片土地祷告，盼望
上帝成就这个教会社区项目。

 
今年我们
回到那块
土地上，建
筑工作进展顺利。靠着上帝的恩典
和供应，黃牧师能够筹集到建造大楼所需
的大部分资金。我们相信上帝会提供所需
建筑资金的余额，使新生命教会II(NLII)能
于2022年10月中旬完成。NLII周围有十所
大学，所以有很多良机与这些大学附近的
数千名学生分享福音。教会一楼将有一个
供学生聚会的咖啡馆，教会也会定期组织
社区活动以吸引学生到NLII。NLII希望通过
这些活动和咖啡馆，让福音以易近的方式
分享出去。

在过去的三到四个月里，旧邑新生命教会还在周日晚上开始了
每周一次的足球事工，通过足球友谊赛联系会友的朋友和同
事。由于足球在越南是一项受欢迎的运动，因此这些每周的比
赛作为一种易近的福音布道形式非常有效。黃牧师每周在开
赛前都会为球赛安全进行而祷告，许多初信者都会礼貌地静
看，并在赛后团聚聆听分享的福音信息。
 
请在祷告中支持黃牧师和年轻的全职教牧团队，年轻而充满
活力的旧邑新生命教会社区以及许多布道活动，以便在胡志明
市看到并感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光照和温暖。

请在祷告中支持黃牧师和他的团
队、NLII项目及建筑资金余额，让
更多越南大学生有机会听到福音。

代祷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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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
我参与了一个帮助年轻人接受汽车机械和
裁缝培训的职业学校事工。作为事工的一
部分，我每周五都会去一个村庄探访在籍
学生的家人。同时，我和我的队友也会分
享上帝的话语，为村里的孩子们举办主日
学。

每周，我们都会拜访这个村庄的戈帕和斯
坎达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自2021年9月
起加入我们的职业学校。戈帕开始接受职
业学校教育的几周后，遭遇了一场严重的
意外事故，昏迷了数周。我们为他祷告。

感谢上帝，他从昏迷中醒来了。目前，他
的左手还不能正常活动，不能正常行走。
但感谢上帝保全了他的生命并使他日渐康
复。戈帕每天都在家人的帮助下勤奋地做
物理治疗。祷告这治疗能帮助他恢复正常
的身体状况。

我们给了戈帕和他的家人一本新约圣经。
来到职业学校后，他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由于他错过了许多课程，因此必须在2022
年9月以新生的身份加入。

请与我们一起为戈帕祷告，他将
利用这段康复的时间每天学习上
帝的话语，并建立他的信心。也
祈求他的家人和亲戚在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里得救。

请为这个职业学校事工祷告，在这
里学习的学生会认识基督并成为基
督的门徒。此外，祈求他们将学 
习一技之长，使他们能够在未来 
谋生。

南亚

代祷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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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事工

中国事工的服侍

劳动节当天，我们也带同胞们去滨海湾漫
步，拓展他们对新加坡的认识。

的确，宣教不等于必须要去到远方，现
今，上帝已将未得之 民带到新加坡家
门口。求上帝给我
们爱的视角，发现
周围的外乡人，用
爱的行动将他们
带到上帝面前。

感谢上帝的信实，祂在疫情中没有放弃在
新加坡的中国客工弟兄。封城期间，弟兄
们在宿舍中，眼看着自己的室友一个个被
送去医院、方舱医院、游轮甚至酒店。得
知情况后，我们马上建立了专属祷告的小
组，陪伴工友每天中午祷告一小时，上帝
借着祷告加添力量给他们，使他们成为使
命者直面困难。

教会领袖更是看到工友的需要，买维生素C
给他们提升免疫力。在蔡厝港客工宿舍，
春节期间我们除了举办两场布道会共一百
人，有二十四人人接受主。我们也预备了
他们心心念念的水饺，以略解思乡之苦。
为了帮助他们了解新加坡的民俗民情，还
带领他们去游新加坡河。2022年5月1日

中国事工
徐现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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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重温
这课程使我更了解天

父的心意，灵里苏。我鼓励
各位弟兄姐妹越早上越好，

因为这是天父的心意。  
马耶心

(城市丰收教会)

“2022年的3月份，我
们决定通过ZOOM线上

平台开办中文版的 
《把握时机》课程。线
上授课虽没实体课那
么直接与震撼，但因免
去了往来行程，更多人
能参与。新邦令金宣教
点的弟兄姐妹能参加，
远在中国的统筹也参与
并观摩如何开办这个课
程。很多学员得着属灵
复兴并重新委身于上帝
的大使命。这真是改变

生命的课程啊！”

许振国
新加坡教会《把握时机》

课程统筹

这课程有助于人对上帝的
敞开、顺服于信靠。我要
在宣教六法中的“出去、
差派、接待、动员、学习

和祷告”略尽绵力。
陈小玲 
(广东聚会)

我对宣教工作从无知
到深入了解，从望尘
莫及到心潮澎湃，跃

跃欲试。

郑颖 
(中央基督教会)

《把握时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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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这个课程
是给资深的基督徒或者
宣教士上的。但上过之
后，其内容对我这个未
读圣经的初教徒有很大

的帮助和鼓励。

李金富 
(华语聚会)

我明白了顶线与底线
祝福之间的区别。接下

来，我要参与短宣，并积
极地为底线祝福而祷告。 

郑润玉
(双语聚会)

《把握时机》课程使我明白典型
的基督徒和合乎圣经世界观的基督
徒的分别。我求上帝赐我力量继续
在本土传广主的福音，使主得荣

耀。我极力鼓励弟兄姐妹参与以后
教会所开办的《把握时机》课程。

林秀华
(华语聚会)

这课程使我有很大的改
变，让我有一个新的规

划。我要为荣耀主而活，
更要做一个胸怀普世的基

督徒。 

张志明 
(华语聚会)

信仰不单是“我已得救”。
上帝将大使命委托了祂的儿女
来完成。上帝对全人类的救赎
计划在进行中，我们需要知道

祂的计划，各族、各邦都在
祂的旨意中。

陈庆忠
(华语聚会)

作主门徒应当把普世宣教
的大使命摆在生命的核

心。我愿为万国祷告，继
续参加教会的短宣，并参

与中国的宣教。
陈嘉龄 
(华语聚会)

《把握时机》课程

27



145 MARINE PARADE ROAD SINGAPORE 449274

MCI(P)  011/01/2022

6345 5575 cosmp@cos.org.sg6345 7651 www.cos.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