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內各位代禱勇士平安： 

 

1. 2022 年的事奉回顧： 

a. 新辦社區中心教會的事工 

i. 教會的各種聚會： 

  疫情給事奉帶來很多改變；兩年多前由實體變成網上聚會，過去一年一度回復實體崇

拜，後來是實體及網上同步。現時實體崇拜出席人數：西文堂 70 多人，約是以前的 9 成，

中文堂 80 多人，約是以前的 6 成，我們擔心網上聚會的肢體未能專心投入敬拜。 

  有一些團契到現在仍是網上進行，但也有一些如崇拜般實體及網上同步，而大部份的

青少年團契已經恢復實體聚會。 

  今年第二季開始恢復實體祈禱會，但人數只有以前的一半（約 10 人），其他肢體網上

同步，也有一些家庭取得教會發出的代禱事項，一起於家中或在其他網絡上以小組形式一

同禱告。 

ii. 新辦社區中心 

  感謝神，去年購得用作社區中心的地方，現已開始使用，開辦了補習班、幾個不同的

團契及查經班。又兩次組織了探訪隊，在這二萬華人的社區裡派發單張，宣傳教會的社區

服務，如：補習班、樂器班及星期六的中文學校等。 

 

 

 

 

 

 

 

iii. 今年事工計劃 

  8 月 8-12 日舉辦到哥倫比亞麥德林福音旅行團，已有 23 人報名，有四位未信主，希

望旅程完畢，他們都可以信主。由於我們計劃在當地植堂，所以會同時邀請當地的信徒及

慕道朋友來參加 8 月 11 日下午在酒店舉辦的福音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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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十月份慶祝 50 周年 

  因疫情還有很多未確定的因素，求神引領我們怎樣進行。暫定 10 月 4 至 8 日每晚有

培靈會，10 月 9 日晚上會在酒樓舉行感恩慶典。 

v. 植堂： 

 大衛城教會 6 月 12 日慶祝 20 周年，當日有八位肢體受浸。雖然經濟及行政已經獨

立，但他們未急於自立。希望將來可以見到更多肢體成長，不單是物質資源上獨立，

也可以在屬靈上見到他們可以完全自立。 

 亞拉享教會：受疫情及戰爭影響，當地的弟兄姊妹經濟收入都很差。但感謝神，有不

同的海外教會及肢體奉獻支持，使教會可以渡過難關。 

 牛口省去年購得的地方，今年 5 月 1 日舉行獻堂禮，下午有一位姊妹受浸，晚上有青

年聚會，當晚有四位弟兄姊妹接受主。感謝神！現在請了中南美洲聖經學院的畢業生

洪濱任傳道，正辦理居留手續，若辦好就可以正式成為教會的傳道人。擔心的是教會

弟兄姊妹少，經濟壓力大。求神使用洪傳道使更多人認識主，信徒願意來教會接受造

就。 

 

b.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 

i. 中文部 

 在巴拿馬上實體課的學生有四位，其他學生都是上網課。因為可以上網課，多了海外

學生，有來自北美、中南美洲等地區的弟兄姊妹。 

ii. 開設多個信徒課程： 

 呂偉青牧師去年從加拿大歸隊回來事奉，重整信徒課程，現在晚上舉辦的信徒課程有

二十多位參加。 

 為蘇利南及法屬圭亞那的需要設計了一個三年的課程，有十多位報讀。 

 



iii. 西文部 

 今年的報名修讀的人數減少了，現在<教會論>只有七名學生。 

c. 聯合事工 

i. 今年四月份舉辦了受難節聯合退修會，是疫情後第一次實體退修會，並一起慶祝巴拿馬華

人福音事工五十周年，大會講員是前華福總幹事陳世欽牧師。 

 

2. 2023 年展望 

a. 聯合： 

i. 巴拿馬 25 年前只有兩間華人教會，現在已經有 19 間華人教會及兩間為當地開的西文教會

或福音站。人數也從 100 人增長到過千人，參加不同教會的崇拜。若根據過去 25 年的發

展，我們覺得再 25 年，教會數目需要再多十倍，基督徒人數也要多十倍。盼望再多 25 年

後，經過巴拿馬華人教會的植堂，無論在巴拿馬或中南美洲應該有 200 間及 10000 個信

徒。 

 

b. 巴京堂 

i. 巴京堂現在有 250 人，過了 25 年也應該要有 2500 人。若十年計劃應該加上新植堂的人

數要有 620，這是與教會執事一起商議得出的結果。 

ii. 教會打算下一個植堂的教會是在哥倫比亞——麥德林。主若許可，求神為我們預備信徒、

傳道人、地方及資源。 

iii. 需要有更多肢體獻身。 

 

c.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 

i. 現在北美有幾間神學院承認我們的學位，但希望在三至四年間，可以成功申請到神學機構

的認證。現在西文部的策劃同工有六位，都很努力在處理這件事。其中梁黃毓珠博士已經

有教牧學博士學位，其他四位也在修讀教牧學博士課程，希望各位同工修讀完畢後，對申

請認證會有幫助。 

 

3. 代禱事項及需要  

a. 為傳道人的變動祈禱，陳秀意傳道達退休年齡，改為半職；現正等待陳正康傳道夫婦，希

望他們十月份可以到巴京堂事奉。 

b. 為中南美洲聖經學院師生祈禱；也為有更多學生可以到神學院受造就祈禱；也為西文部的

同工梁黃毓珠博士將於十一月回加拿大述職一年祈禱。 

c. 為侯玉賢執事 7 月 29 日會從巴拿馬飛到哥倫比亞進行心臟手術祈禱，他已經在醫院半深

切治療部住了兩個多月，求神醫治。 

d. 為 8 月 8-12 日到哥倫比亞麥德林的福音旅行及短宣祈禱。 

e. 為 9 月 20-30 日聖經學院安排聖地學習團祈禱，求神使參加者靈命得到復興。 



f. 為 10 月 2-9 日教會五十周年慶祝準備及安排祈禱，希望可以成為參加者的鼓勵。 

g. 為社區中心新的事工祈禱，因法律要求，有幾項服務須要教會修改會章才可以進行。求神

帶領可以順利修改，將來可以有更廣闊的事奉機會。 

h. 為教會還未能進行擴建第二期的建築工程祈禱，若神有其他心意，求神讓我們知道可以配

合。 

i. 為巴拿馬過去一個月，很多地方示威封路，使食物及電油不能輸送祈禱。求神給政府人員

有愛百姓的心及智慧，知道如何處理通貨膨脹等問題。 

j. 為我能順利完成教牧學博士論文祈禱。 

k. 為小兒子啟智祈禱，今年是他高中最後一年。求神使他知道祂的心意，知道怎樣選科及選

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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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請用劃線支票或直接存入本團銀行戶口，支票背面或入數紙註明奉獻用途為「吳必能宣教經費」，然後擲回中福

團各地區辦事處，台灣支持者可請機構代轉。憑收據可向政府申請慈善稅項減免。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牧師／傳道／先生／小姐） 

教會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中華福音使命團有限公司」或”China Evangelistic Mission Ltd.” 
       
      銀行存款賬號： 
 
 

      自動轉賬：請填妥轉賬表格，表格可於本團網頁下載 
      網上奉獻：請於本團網頁透過 Paypal 或信用卡奉獻 

 

辦事處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12 樓 A 室 網頁：www.cemhk.org.hk 
傳真：27358290 電話：31510400 電郵：info@cemhk.org.hk Ｗhatsapp：98058843 

 

美國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China Evangelistic Mission Inc.” 
辦事處地址：2400 Old Crow Canyon Road, Suite A6, San Ramon, CA 94583-1214 
電話：（925）552–8088  電郵：cemusa@pacbell.net 
 

台灣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崇真會」 
    銀行存款賬號：台灣華南商業銀行中壢分行 241-20—095929-1 

寄：台灣 32085 桃園縣中壢市六和路 60 號 六和崇真堂 周成牧師 
電話：（886）3–2806703 
 

澳洲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CEM Australia Incorporated” 
      銀行存款賬號：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032-090-946030 
通訊處地址：P.O. Box 71, Epping, NSW1701, Australia 
諮詢聯絡：澳洲董事會主席鄭家祥先生 
電話：0423-616216     電郵：cem.org.au@gmail.com 

http://www.cemhk.org.hk/
mailto:info@cemhk.org.hk
mailto:cemusa@pacbell.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