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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联伙伴”（Partnership Alliance）

是由多个以整全社区发展事工的福音机构

所组成的一个国际联盟。这个联盟的工作

方式是与当地基督教的自立团体或领袖合

作，以带来可持续性的转变及神国度的拓

展。“普联伙伴”成员包括美國國際協傳

會、加拿大國際協傳會、英國WorldShare差

會、澳洲WorldShare差會以及新加坡的福

音自傳會。虽然联盟成员在组织上是各自

独立，但在事工上我们是站在同一阵线，

并分享资源，以伙伴关系一起推动宣教事

工。“普联伙伴”的工作果效可见于右边

的图表。

普联伙伴 赖木森牧师

“普联伙伴”中各别差会的事工所在地以及他们的宣教事项可见于下列的网址：

美國國際協傳會：https://www.partnersintl.org

 加拿大國際協傳會：http://partnersinternational.ca

 英國WorldShare差會：http://www.worldshare.org.uk

 澳洲WorldShare差會：https://www.worldshare.org.au

倘若您有兴趣认识“普联伙伴”，并想参与各差会在各国所进行的事工，欢迎您与新加坡福音自傳會联系。

（按：在这一期的感恩与代祷时报中，我们也特别报导了美國國際協傳會在印度贫民窟中的事工。）

「福音自传会」办公室同工
祝大家「圣诞蒙恩」

宣教事项
其他

植堂  3,200 受训的领导人  40,200 受助者  631,600

为主赢得  119,200

全球性使命带来的影响
过去一年透过5,000名同工，分布于超过50个国家里的事工结果



主内的朋友们！您有看过《贫民窑的百万富

翁》这部电影吗？它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如果您未曾到过印度，或许这部电影可以让您看到那里

贫民窟里儿童的生活状态。影片中一些画面也比我亲眼

见到的更为贫困！在一次短宣旅程中，当我们踏入贫民

窟时，圣经中的一段话马上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

马太福音9：35“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导

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病症。”这

一节的经文没有太多描述城乡环境的具体状况，想必应

该是鸡狗牛羊随处可见吧！或许，主耶稣得小心祂脚下

地面落脚的地方；就如当时的我们不得不留意脚下一

样。  

2009年5月的一天，烈日当空。在班加罗尔，我们请

了三轮车夫载我们到一所贫民窟里的幼儿园。车夫让我

们在堆积如山的垃圾旁下车。我们还未看清周围环境之

前，一阵阵腐臭味迎面扑来，使我感到窒息并想作呕！

我紧紧地跟着当地同工，快步地来到一间小屋前才停

下脚步。在昏暗的厚墙内、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好多

双明亮的大眼睛望着我们。大约有30几名的孩子席地而

坐。幼儿园里有两名年轻的姐妹老师，她们负责教孩子

们祷告和唱歌，并用玩具和简单的教具教导孩子们颜色

和数字。她们以大自然和图画书向孩子们讲解上帝奇妙

的创造。这群孩子能上幼儿园应该算是幸运的了。还有

几个衣着褴褛的小孩子羞涩地站在门外张望，眼神里流

露出学习的饥渴！

在孟买附近的另外一个贫民窟里，倾斜的院墙支撑

着低低的铁皮屋顶。那里住着好几百户家庭，但他们却

只能共用几间卫生间。他们没有自来水，所以有大卡车

每两周一次供应他们的需用水。每回大卡车一到，大人

小孩便赶紧拿着他们的水桶蜂拥到卡车那里去取水。过

后，孩子们开始在水沟旁洗澡，妇女们则就地洗起衣服

来，洗好的衣服就晾到附近的矮墙上。当电单车或牛车

掠过的时候，飞扬起来的尘土就正好落在那刚刚晾好的

衣服上。我心想：“这衣服还是干净的吗？”他们缺乏

个人卫生常识与基本设施，或许这说明了他们经常肚子

痛或有其他疾病的缘故吧！随后，我们又来到一间小小

的补习中心，那里挤满了孩子。经过介绍后，知道这些

贫民窟的孩子来补习是因为他们的学习进度老是跟不上

其他地区的孩子。爱他们的老师们不仅教导他们念书，

还训练他们如何洗手和照顾自己。那天，我们带了一些

水果去当教具，使他们有所学习外，也很开心地把水果

吃光了！

短宣队最后来到新德里。这里有来自美国教会的一

个教师团队正在表演圣经故事的话剧。在一个大房间

里，我们见证了500多名儿童利用假期参加圣经营会并

在那里唱歌和祷告。今年，我从印度的事工报告中得知

在同一个区域，他们利用暑假为1,300名贫困儿童举办

了营会！感谢赞美主！唯有主耶稣能改变他们贫困的命

运！

美国生命树教会一直非常关注这些贫困儿童，要把

福音传给他们，并让他们有念书的机会。这间教会与美

国国际协传会合作，并联合了印度当地的几间机构合力

要将大好福音传给尚未听到福音的“贱民”（当地人称

之为）与贫民窟里的儿童。每年，生命树教会也差派短

宣队到他们当中。我们的祷告是：“父啊！愿祢的国降

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愿饥饿的得到饱足，愿贫

穷的得富足。求祢赏赐他们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并使

他们能够认识祢，爱祢。”

文·胡鼎汉牧师
贫民窟的儿童



我愿意赠送下列的圣诞爱心礼物：

数量	 礼物

             冬装外套，每件S$25 (RM64)                 

             棉被，每张S$25 (RM64)                         

             雨衣，每件S$5 (RM13)                           

             儿童拖鞋，每双S$3 (RM8)                                

             圣经参考书，每本S$10 (RM26)              

             儿童圣经，每本S$10 (RM26)

             维他命丸，每瓶S$25 (RM64)

             烫伤药膏，每打S$12 (RM30)                               

             手提电脑，每台S$600 (RM1,536)                                                                                                                             

             桌面电脑，每台S$500 (RM1,280)                        

             数码相机，每台S$200 (RM512)

             吉打，每支S$120 (RM307)                                                                                                     

             投影机，每台S$450 (RM1,152)                        

             影印机，每台S$450 (RM1,152)       

             急救箱，每个S$35 (RM90)                           

             电单车，每台S$2,000 (RM5,120)                              

             雨鞋，每双S$4 (RM10)

             雨伞，每把S$5 (RM13)

             椅子，每张S$10 (RM26)                                         

             文具，每套S$5 (RM13)

             书包，每个S$12 (RM31)

             校服，每套S$24 (RM60)

             刷牙用具，每套S$5 (RM13)

             米，每包 S$40 (RM102)    

             鼓，每套S$800 (RM2,048)

             笛子，每支S$33 (RM84)

             小提琴，每把S$140（RM360）

             单簧管， 每支S$330（RM845）    

             小猪， 每头S$60 (RM154)

             小牛，每头S$500 (RM1,280)                                                                                                                                 

             小鸡，每只S$2 (RM5) 

             小羊，每头S$70 (RM180)

             厕所，每间S$750 (RM1,920)   

             柠檬树苗， 每棵S$2 (RM5)

             芒果树苗，每棵S$2 (RM5)                          

             玉米种子，每包 S$70 (RM180）

             水井， 每个S$950 (RM2,400)                     

奉献总额：S$/RM 

回 应 表

姓名：                                                                                          

 （牧师/博士/先生/女士/小姐）

地址：                                                                                            

                                                                                                        

电邮：                                                                                            

电话：                                                                                            

支票抬头请注明 CNEC

并连同回应表寄到：

CNEC
P O Box 771, Toa Payoh North P O 

Singapore 913133  

若要联系福音自傳會，
邮址是cnec@cnecintl.org, 电话:+65-62800312

若您以马币奉献，支票抬头请注明

Christian Nationals’ Evangelism Commission
连同回应表寄到：

CNEC 
P O Box 79,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

愿神透过您的爱心
使别人感受到上帝伟大的爱！

福音自传会将全权决定按最需要的地方将礼物分配出去



您的礼物能帮助东南亚区宣教工场上许多的需要。
您的礼物将使许多有需要的人获得因圣诞而带来的温暖！

冬装外套
需要：460件

每件S$25

文具
需要：600套

每套S$5

棉被
需要：720张

每张S$25

圣经参考书
需要：2,000本／每本S$10

雨衣
需要：200件

每件S$5

儿童圣经
需要：852本

每本S$10

手提电脑
需要：5台

每台S$600

书包
需要：435个

每个S$12

数码相机
需要：40台

每台S$200

烫伤药膏
需要：50打

每打S$12

投影机
需要：2台

每台S$450

桌面电脑
需要：55台

每台S$500

急救箱
需要：80个

每个S$35

电单车
需要：26辆

每辆S$2,000

厕所
需要：20间

每间S$750

小鸡
需要：250只

每只S$2

维他命丸
需要：140瓶

每瓶S$25
（为了孩子健康）

刷牙用具
需要：100套

每套S$5

小猪

需要：120头

每头S$60

儿童拖鞋
需要：440双

每双S$3

米
需要：1200包

每包S$40

小牛
需要：46头

每头S$500

柠檬树苗(需要：100棵)

每棵S$2
芒果树苗(需要：100棵)

每棵S$2

雨伞
需要：96把

每把S$5

雨鞋
需要：200双

每双S$4

椅子
需要：55张

每张S$10

校服
需要：20套

每套S$24

影印机
需要：1台

每台S$450

吉打
需要：20支

每支S$120

鼓
需要：1套

每套S$800
（用于音乐事工）

笛子
需要：5支

每支S$33
（用于音乐事工）

小提琴

需要：5把／每把S$140
（用于音乐事工）

单簧管
需要：2支

每支S$330
（用于音乐事工）

水井
需要：17个

每个S$950

小羊

需要：70头

每头S$70

玉米种子
需要：80包

每包S$70



在山区里 

住在山区里的孩子往往因为家庭贫困而不能上学。

即便有机会上学，但由于在学校里用的是越南文，回到

家里用的是自己的方言，因此孩子课业跟不上便退学

了。同工Karis知道后便决定在暑假开办补习班帮助这些

孩子。事工开始至今已经两年了，虽然崎岖遥远的山路

有时令同工灰心气馁，但看见孩子们的勤劳与好学，课

业也渐渐上了轨道，他们的辛劳便化成欣慰！一些义工

老师们也积极加入服侍团队，竭力地事奉神！更加感恩

的是，神藉着补习班使他们可以将福音传给住在山区里

的少数族群如潮玛族、以莱族、侬族、岱依族与苗族

等。但这些住在高处的族群越是喜爱福音，政府便越逼

迫他们！有时官方也会监视我们同工的行踪，甚至阻止

他们进行活动，但这也更使同工经历上帝的眷顾与同

在！

另外，同工也为山区的孩子举办儿童圣经营会，使

孩子们透过学习圣经故事在营会生活里认识上帝、认识

自己，也学习如何与人相处。为了让孩子也将不信主的

同学带来教会，他们也举办生日会，并在一些特别节日

里举行布道会。感谢神！藉着这些特别节目带领了许多

孩子归向祂，有些孩子的家长也愿意决志信主！

在工业区

2013年，同工发现在工业区附近的超市、公园里常有

许多学龄孩童在那里溜达。在与他们交谈接触之后才知

道这些介于6至14岁的孩子大多数染上了恶习。有些孩子

因家庭贫困无法念书、有的没有出生证明、更有的因为

父母整天在外工作，孩子在家没有人照顾，以致他们学

会偷窃、打架、抽烟和喝酒。同工Karis知道后，便向神

祷告，寻求帮助这些孩子的途径。后来，神为他们开了

福音之门—11月18日这一天，他

们在租到的小房间里掀开工业区

儿童事工的第一页！目前15名孩

子已经信了主。感谢神！有邻舍

告诉同工，这些孩子变得听话、

有礼貌、而且有一些已经不再

抽烟和喝酒！真感恩，孩子们现在多把精神体力花在学

唱诗歌、背经节和听圣经故事上！同工之后也开始探访

这些孩子的家庭—除了让家长放心同意孩子来和同工上

课，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接触他们的机会，可以传福音

了！请继续代祷！

在孤儿院

“多加之家”始于2011年11月。目前10名孩子中有2个

是苗族小孩。这两个苗族孩子原本住在北方，因为家人

信主后遭受逼迫而迁至南方，后来上帝把他们带到“多

加之家”。另外三个姐妹则是来自同一个家庭，父亲去

世后，母亲将她们寄养在庙堂里。后来听说庙堂里发生

性侵犯事件，母亲才将孩子送到“多加之家”。感谢神

的恩典，这些孩子在“多加之家”身、心、灵都得到照

顾并健康地成长！ 

以下是“多加之家”孩子的见证：

美林说：“我之前住在一个可怕的地方。每次比

我大的孩子欺负我，我就去打那些比我小的。做

错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木棍打我。来到‘多加

之家’后，我开心多了！这里的孩子懂得相亲相

爱和互相照顾。我还帮助他们缝衣服呢！我特别

喜欢大家一起祷告的时间。” 

莎莎说：“刚刚搬来‘多加之家’

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应付我的课

业。可是照顾我的阿姨帮助我，给

我补习，鼓励我不要轻易放弃。后

来在考试中，我获得了好成绩。

我的亲戚说这是‘多加之家’的功

劳。‘多加之家’是一个快乐的大

家庭。”

亲爱的代祷勇士们，请您继续为

同工祷告。去年，政府将“多加之家”列入非法运作

的团体，进而逼使“多加之家”将孩子遣散并要求关

闭。但上帝垂顾许多教会的呼求，“多加之家”至今

仍然照常运作。同工们相信上帝的信实与恩典，必有

一天“多加之家”将成为合法的儿童之家。

越南的儿童事工



事工:	本土教会●圣经学院●认领民族●儿童助学●创启事工●整全宣教

福音自传会 / 国际福音协传会
美国: 1117E. Westview Court, Spokane, WA 99218. Tel: (509) 343-4000   Fax: (509) 343-4015
华人事工部: North California Office - 10600 Pasadena Ave Cupertino, CA 95014-5917   Tel :(408)873-1299   Fax :(408)873-1287
加拿大: 8500 Torbram Rd. #56, Brampton, ONT L6T 5C6. Tel: (905) 458-1202  Fax: (905) 458-4339
英国: Armstrong House, First Avenue, Robin Hood Airport, DonCASTEr DN9 3GA.  Tel: 013-02-775209  Fax: 013-02-710027
澳洲: P.O. Box 711, Five Dock, NSW 2046, Tel:  (02) 97128222   Fax: (02) 97125055
日本: 1001, 2-7-63 Nishinakahara, Shizuoka-shi 422.  Tel/Fax: 054-283-9317
马来西亚: 93, Jln Emas 1, Tmn Sri Skudai,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02-07-5577034  Fax: 02-07-5588284
新加坡: 134/136 Braddell Road, Singapore 359919. Tel: (65) 6280-0312 Fax: (65) 6280-0078

所有奉献将用于支持福音自传会的事工，办公室运作费不超过20%。

2011年，一对年轻的传道夫妇收养了12个孤儿，他

们在贫困的小村庄里成立了“普恩恩典之家”。

虽然狭窄的屋子容纳不下另外7个比较大的男孩，但传道

夫妇仍然坚持照顾这19名孩子。今年开始，这间小教会

获得福音自傳會“儿童助学金”的资助，有6名小孩先得

到援助而能够上学。现在，当地同工盼望可以在村庄里

建学校，使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有规律地上学。

通过“儿童助学金”，小孩子有机会接触福音，他

们也乐意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可是，他们信主后却面

临信仰的逼迫，如来自学校老师或同学的轻视和嘲笑。

尽管如此，每个星期天早晨，他们照常到教会敬拜神和

学习上帝的话语。孩子们耳濡目染，深受传道夫妇生命

的影响。他们非常热爱传福音 — 每逢公共假期，便会

组队到其他村庄，藉着游戏、唱歌、跳舞和话剧等轻松

的节目传递福音。他们的表演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神因

此开启福音之门，使传道夫妇有机会与 村民分享见证。

有些孩子回到家里也不时和家人分享神对他们的恩典！

以下是“普恩恩典之家”孩子的见证：

乐乐说：“我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我有很

多兄弟姐妹，从小我们吃不饱也穿不暖，更别说上学

念书！虽然我每天努力地在田间工作，但我无法想

像这能带给我怎样的未来？自从来到了‘普恩恩典之

家’，我不但能够上学念书，我也认识了真神。感谢

耶 稣 赐 给 我

新 生 命 ， 使

我对未来充满

盼 望 ！ 我 非 常

感 激 我 的 赞 助

者。”

凯凯说：“我

的爸爸为了养家离

开我们到城市去当

劳工，我已好长一

段时间没有见到他

了！感谢神让我来

到 ‘ 普 恩 恩 典 之

家’，不但可以拿

起书包上学，且在这里认识了真神。主耶稣使我的生

命有了新的方向！照顾我们的传道夫妇就好像上帝对

世人的爱那样伟大！他们的爱使我感到温暖！虽然

有时生活很苦，不太能够吃得饱，但我们学习彼此相

爱！我要用功念书，将来可以像传道夫妇一样帮助我

的家人和周围贫困的人。我也希望我的爸爸能够认识

耶稣，请您为我代祷！”

感谢神！我们确实看到许多孩子的生命不再一样！

有些家长和村民看见救恩带给他们孩子许多的好处，也

不再排斥教会。请为他们的救恩代祷，盼望有一天，他

们都愿意成为基督徒！ 

寮国的儿童事工

“张刘年璋纪念基金”的设立

是为了要支持寮国与越南的

贫困儿童。倘若您要索取纪念

册，请联系福音自傳會。有意

支持者可将支票寄到134, 136 

Braddell Road, Singapore 

3 5 9 9 1 9 。 支 票 抬 头 请 写

CNEC，并注明是支持“张刘

年璋纪念基金”。谢谢！

新书介绍： 

“我们的孩子长大

了”英文版经以出

版！请介绍朋友阅

读或赠送给他们。

它是圣诞礼物最佳

选择！请到福音自

傳會办公室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