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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感恩与与代祷代祷
Praise & PrayerPraise & Prayer

1st Quarter 2020

Reflecting on Covid-19, Seizing the Opportunities
反思疫情，把握时机反思疫情，把握时机

福音自传会早

自 五 十 年

代初就从中国来到南

洋——新、马、泰等

地。正处于战后时期

的新加坡，外来

移 民 不 断 涌 入

谋求生路，外加

时局动乱，经济

也尚未起飞，一

片百废待兴的景

象。虽然，当时

已有一些教会存

在了，但是，

新加坡所在的

禾场中各族群

仍有极大的福音需要。因此，福

音自传会开始着手致力于培训当地信徒成为基督工

人，透过植堂使得教会倍增，同心协力完成主的使

命。

从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逐步崛起、发展成为东

南亚区的经济强国，早期所植堂会也随之迅速成长

为有所规模、能自立自养的教会。从此，新加坡由

宣教禾场蜕变为提供宣教资源之地。于是，福音自

传会随即转变策略，带动新加坡众教会跨出国门参

与宣教。迄今，我机构所支持的宣教伙伴遍布东南

亚、东亚及中亚等国家。

福音自传会的福音事工早年始于中国，如今已

成为一所跨国的宣教机构。本会与美国国际协传

会（US Partners International）、加拿大国际协

传会（Canada Partners International） 、英国普

世共享协会（UK WorldShare）、澳洲普世共享

协会（Australia WorldShare）、日本国际协传会

（Japan Partners International）同属普联宣教联

盟（Global Partnership Alliance）。我们的事工惠

及六十多个国家，前线共超过六千名当地同工。自

1995年以来，平均每天建立7间教会（总计39,019

间），每天有127人信主（总计1,590,967人），每

天有564人（总计5,415,501人）得到救济及社区转

化支援。

感谢主，祂如今仍然使用这间具有七十多年历史

的宣教机构继续持守使命、广传福音、扩展神国！

福音自传会的足迹也从新加坡拓展到其它11个国

家，如：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

缅甸、印尼、菲律宾，两个东亚国家及一个在中

亚。

我们的事工之所以能有如此成果，还要感恩一直

以来有许许多多的个人及教会成为我们在宣教之路

上并肩同行的忠实伙伴，一起携手赋能宣教工场的

当地同工才能达成这战绩。

在此本会盼望贵教会能继续或开始成为我们的宣

教伙伴，成为一个教会与机构的伙伴大联盟。您可

以参阅以下的模式来支持我们、成为我们的宣教伙

伴：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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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自传会、宣教工场与赞助教会的伙伴关系有

两个模式：

一个为传统式直接透过福音自传会为中介去赞助

宣教工场的模式。

另一个为福音自传会、赞助教会及宣教工场，三

方携手伙伴的关系模式。

1952年，福音自传会（CNEC）以新加坡作为基

地，陆续在东南亚、东亚地区的12个国家（包括新

加坡）开展了宣教工作。我们秉承以整全福音为事工

策略，在各国工场建立并赞助了共300多间教堂、无

数的家庭教会、300多位同工、609位神学生、3所戒

毒中心、10间神学院和宣教学校、6个大专生事工据

点、5个散聚民族事工、8个微型企业项目，并且已

经接触到了84个民族。

前瞻未来更为庞大的宣教需要以及更具挑战的全

球局势，我们由衷感恩您在过去的岁月里与福音自传

会（CNEC）忠心地携手同行。同时，我们也殷切期

盼您继续成为我们在宣教天路历程上的同路人，一起

同心完成主的大使命！以下是参与我们机构宣教事工

的方式，敬请参考：

1. 成为我们的伙伴Be a partner

我们诚邀您或贵教会成为我们的属灵伙伴，携手

投资天国事工、拓展神的国度。敦请各位以祷告的心

考虑以每月或每年的形式支持福音自传会（CNEC），

在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事上一同得恩、一起展望！

□我/本教会愿意成为你们宣教的伙伴并以每月/

每年一次奉献$                                         

2. 支持我们的事工Be a sponsor of our ministries

我们也盼望更多的教会及信徒有感动愿意支持我

们机构的各项事工。其中包括认领孤儿院、学校、神

学院、宣教学院、学生中心、补习班；或者扶助我们

的教牧同工、神学生、孤儿以及各种事工项目。

□我愿意支持一项事工：                                ，

并且一次性/ 每月奉献                               

3. 成为我们的事工推介者Be an advocate

我们需要各伙伴教会及肢体能把我们的事工也推

介给其他教会及信徒，以便他们也认识我们及支持我

们的事工。欢迎教会及团契给我们一次机会到贵会或

团契去介绍福音自传会。

□我愿意帮助推广、引荐你们的事工，请提供贵

机构相关事工资料。

4. 成为我们的祷告勇士Be a prayer warrior 

除了以上3种有力的参与方式，我们更为迫切地

需要许多祷告勇士常常为我们的事工代祷。福音自传

会（CNEC）的事工之所以能够持续稳健发展，是因

为赞助者们多年来忠心的支持以及代祷。你们以祷告

时常记念、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愿您怀着一颗天国

的心、一双祷告的手为宣教再出一份力！

□我愿意为贵机构的事工祷告，请提供你们的代

祷信。

5. 成为义务同工Be a volunteer staff 

一个机构的有效运作的重要资源就是有得力的同

工。但要维持一个机构，就需要用最低的成本达到事

半功倍的果效。因此，本机构在面临庞大需要与挑战

的压力下，我们呼吁更多的义工前来协助我们。无论

是在翻译资料及信件或是提供网络技术等领域，我们

都欢迎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慷慨相助、贡献您的专

长。

□我愿意成为你们的义工，愿意到你们的办公室

或透过网际网络来帮助你们。

欢迎访问我们的新网页

www.cnecint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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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中把握时机、完成主使命！在疫情中把握时机、完成主使命！

儿童福育事工◆大学生事工◆培训事工◆未得之民事工◆整全事工

衷心感谢您为宣教慷慨解囊。您可使用以下方式捐助本机构的事工：

 ·以支票奉献。支票抬头请写“CNEC”

 ·以扫描二维码通过PayNow来转账（UEN: S62SS0068H）

 ·在网站(www.cnecintl.org)上透过PayPal捐款

诚邀您支持福音自传会的事工

CNEC PayNow
QR Code

自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爆发以来，

疫情持续在各国肆意地蔓延。其传播不仅

扰乱了民众正常的生活方式与节奏，对公共健康也造

成了严重和迫在眉睫的威胁，令各国均告措手不及，

全球民众更是闻“疫”色变、束手无策。您是否也被

时下人心惶惶的气氛所笼罩？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二十四章里预告了主再来时会出现一些天灾人祸的末

日预兆。祂也提醒我们不要惊慌，因为随着主再来的

日子一天天临近，这些事件将会出现得越发频繁、剧

烈。追根溯源是因为自从人类堕落以后，没有能力履

行管理者的职责去治理大地，导致其赖以生存的环境

遭受破坏。正如罗马书第八章22节所形容“所有被

造之物都一同呻吟、同受阵痛，直到如今。”当灾

害、逼迫来临，无人能够幸免，基督徒也不例外。虽

然基督徒在疫情中也受苦，我们不但要照顾好自己，

更重要的还要祷告并参与缓解这场疫情所带来的痛

苦。除此之外，基督徒在这场疫情中应该作以下两方

面的反省：

第一，在生活上来看，当身处逆境时，我们不仅

需要操练信靠顺服，更应洞察神要我们从中学到的属

灵功课、看到神奇妙大能的作为。因为，“我们晓得万

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

神也借此机会，透过此次疫情帮助我们从属世的生活

转向具有属灵价值的生活。

第二，在人的生命上来看，当生命面临考验或受

到威胁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主

再来以前，我们真正应该极力追求的又是什么？假

若，一旦遭受新冠病毒的侵袭而离世，扪心自问，我

们是否已预备好见主荣面？

把握时机，就是要在有生之年，抓紧机会去完成

主赋予我们为祂而活的使命！主耶稣在世时留下了美

好的榜样，年仅十二岁时便立定心志“以父的事为念

（路加福音2：49）”；而立之年就宣告“我的食物就是

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祂的工（约翰福音4：34）”；

离世归父时以一句“成了（约翰福音19：30）”完结父

所托付给祂的人生使命。 

主基督死而复活后，就颁布大使命给当时的门徒

以及后世历代跟随祂的人。所以我们要肩负着使命，

预备好自己随时迎见主面，并在压力、困境、疫情中

继续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使得一

些基督徒难免会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会受到影响。

同样，作为一间宣教机构，也必须在逆境的考验中学

习操练我们的信心。在各地区封城、锁国措施的影响

下，我们在新加坡办事处所有的同工因受旅游限制，

都被迫停止投身前线、协助宣教事工。值得感恩的

是，由于我们前线的同工都是当地传道人，其事工并

没有因此中断。但当地缺乏完善的医疗卫生系统防控

疫情，他们也只能凭信心、不顾艰险地坚守在服事岗

位上。其中，有些孤儿院、学生中心、补习中心及学

校已收到政府的通知进行疏散或停课。可想而知，这

些身处偏远山区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对的是更加严峻的

生存挑战。在此，呼吁大家祷告中切切记念他们的挣

扎与需要，携手支援他们度过此次疫情。

1. 为福音自传会的经济状况祷告：疫情带来的经

济萧条会直接影响宣教奉献的收入；

2. 为前线作战的同工祷告：求主看顾他们出入平

安；

3. 为山区的孩子祷告：求主保守他们身心灵的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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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1119E. Westview Court, Spokane, WA 99218. Tel: (509) 343-4000   Fax: (509) 343-4015
加拿大: 8500 Torbram Rd. #56, Brampton, ONT L6T 5C6. Tel: (905) 458-1202  Fax: (905) 458-4339
英国: Armstrong House First House - Robin Hood Airport Don caster DN9 3AG.  Tel: 013-02-710273  Fax: 013-02-710027
澳洲: P.O. Box 84, Chatswood, NSW, 2057, Tel:  (02) 97128222   Fax: (02) 97125055
日本: 1001, 2-7-63 Nishinakahara, Shizuoka-shi 422.  Tel/Fax: 054-283-9317
新加坡: 134/136 Braddell Road, Singapore 359919. Tel: (65) 6280-0312 Fax: (65) 628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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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收到的奉献皆是支持福音自传会的事工，用于维持本会的运作费不逾于20%。

主内敬爱的宣教伙伴：

目前，我们正处于新冠病毒的危机之中。相信

您已经历到它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同

时，它也对国家的经济、就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

击。在当下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中，盼望大家务要

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耶稣，并一心

信靠祂的佳美应许！

在我国对疫情正展开积极有效的防控时，让我

们也不要忘记第三世界国家也许正面临着医疗体系

效率低下、经济复苏计划的缺失以及政府补助基金

的缺乏等种种困境。当地人民在孤立无援中求生

存，前路伴随他们的将是更艰巨挑战以及更迫切的

需求！

虽然，从目前显示的统计数据来看，相较于新

加坡，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确诊病例微乎其微。其

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核酸检测试剂盒的不足，另一方

爱心礼包

面也是因为当地人担心因无法担负医疗费用而害怕

住院。考虑到疫情的扩散一触即发，以及在这些环

境中隔离所带来的隐患。福音自传会（CNEC）计

划派送的爱心应急物资包（大米、食用油、干粮、

洗手液、多种维他命等…）帮助这些社区的居民渡

过难关。若您有意愿伸以援助之手，敬请与我们取

得联系。谢谢！

福音自传会

Christian Nationals’ Evangelism Commission
新加坡办事处 Singapore Office
电邮: cnec@cnecintl.org
电话: +65  6280-0312
马来西亚办事处 Malaysia Office
电邮: cnecmy@cnec.org.my

防疫小贴士防疫小贴士
谨慎外在的生活 看重内在的灵命

在内在外勤洗手 无论内外要圣洁

人多热闹戴口罩 勒住舌头不侵人

见面免握手拥抱 相亲相爱最重要

以其惊慌及害怕 不如信心求平安

隔离在家不寂寞 与神独处享安乐

平时不会去珍惜 珍重神人之关系

金银财宝不再靠 投资天国才是宝

危机显主来预兆 主再来要准备好

人生遭遇大考验 必有属灵的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