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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强化我们在本地和全球精心

门训教会（IDMC）运动基

础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通过作真正的门徒和精心门

训（ADID）使教会回归其门

徒训练之根源以繁衍某确类

（ACK） 门徒并倍增他们去

为基督赢得世界

我们的2028年
及以后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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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  

大诫命（爱上帝和爱我们的邻舍）

和大使命（“去使万民作门徒”）

核心价值观

• 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的真理

• 以敬拜上帝为中心的群体

• 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的管理

• 以上帝的智慧为中心的平衡

• 以上帝之道为中心的破碎

可展示的价值观

• 恩典

• 成长

• 敬虔

我们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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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作真正的门徒和精心门训我们的作真正的门徒和精心门训
（ADID）之旅（ADID）之旅
迈向2028年及以后的愿景

2022
预备迎见，君王耶稣！

2020
更深门训之年

2018
我们是教会：当悔改和祈祷

2016
警醒守望

2014
为义发光

2012
求主复兴我们 

2019
宣告主的恩年 

2017
立即门训

2015
禧年

2013
蒙恩得荣耀

2021
未来：门训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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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我们如何迈向未来？未
来：门训余民是2021年
锚定在弥迦书5:7-8上的
属灵负担。在这段经文

中，圣经告诉我们，尽管
以色列和犹大面临着黑暗

的日子，但上帝会保留
余民。同样，在这场

Covid的阴霾中，祂也
将保留一个余数。上帝已

应许祂会供应余民，并 
赐给余民力量。

当我们以这一应许展望未来时，我们
的使命，即通过作真正的门徒和精心
门训使教会回归其门徒训练之根源以
繁衍某确类门徒并倍增他们去为基督
赢得世界，以及我们的里程碑2028年
及以后的愿景，保持不变。为了实现
这些，我们需要照顾到彼此间的情绪
共鸣，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但同
时也要确保我们的基本原则不改变。

我们在2021年中不得不面对的危机和
不确定性迫使我们面对自己的死亡，
审视我们的基础并评估我们的目标。
当我们寻求上帝的面时，我们认为，
上帝正在召唤我们以新的魄力、信心
和勇气，通过我们的信心大行动来完
成祂的使命。

我们在2015年与你分享了5项信心大
行动，作为我们2028年及以后的愿
景的一部分，目的是为加强我们在
本地和全球范围内的精心门训教会
（IDMC）运动的基础。为更加清晰
起见，我们在2021年将其精简为3项
信心大行动，即：门训世代、门训新
加坡和门训列国。

主任牧师与长执会主席的致词

未来：未来：
门训余民门训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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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圣约会友跨出信心的步伐，参与
这些信心大行动，我们的心备受鼓
舞。从家人和朋友到更大的社区，包
括我们中间的客工，作为圣约会友，
你并没有从B.L.E.S.S.的良机中退缩。
当你参加为万国祈祷时，你也祝福了
万国。我们很高兴听到你们也因着退
修会和营会而蒙福，个人的门徒训练
和家庭关系得到了加深。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回应祂对我
们的大爱。我们比以往更迫切地遵守
大诫命和大使命，因为我们相信我们
的主很快就会再来。因此，我们正在
准备教会和人们，以迎接我们的君王
耶稣。  

世界正处于黑暗和痛苦之中。任务紧
迫。我们相信，我们正处于最后时
刻。我们必须为自己和他人做好准
备，以迎接君王耶稣。这就是教会的
真正意义所在。当我们为基督的再来
做准备的时候，让我们保持警惕、勇
气和圣洁！

主内，
陈启强牧师、杨桂炎牧师和陈秋生长老 陈启强牧师、杨桂炎牧师和陈秋生长老 
主任牧师与长执会主席主任牧师与长执会主席
 

我们相信，我们正处我们相信，我们正处

于最后时刻。我们必于最后时刻。我们必

须为自己和他人做好须为自己和他人做好

准备，以迎接君王耶准备，以迎接君王耶

稣。这就是教会的真稣。这就是教会的真

正意义所在。当我们正意义所在。当我们

为基督的再来做准备为基督的再来做准备

的时候，让我们保的时候，让我们保

持警惕、勇气和持警惕、勇气和

圣洁！圣洁！”

主任牧师与长执会主席的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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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内

在一个非常不确定
性的时期，作为基

督的身体，我们 
当如何兴起门 

训余民？

透过祷告和敬拜深化奉献透过祷告和敬拜深化奉献
祷告和敬拜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两件重要
事情。祷告巩固了我们作为教会所做的
一切。通过祷告，我们承认我们对上帝
的依赖，并依靠祂的能力来实现祂的目
的。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提醒我们，做
主的门徒不是孤立进行的。我们属于一
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不需要独自行走
天路。当我们聚集在我们的聚会堂敬拜
上帝时，我们也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
了一个避难所。

当我们奋起迎接挑战时，我们能够在
聚会领袖、敬拜团队和技术团队之间
建立更强大的事奉关系并增进团结。
这些都有助于强化敬拜聚会的流程，
其共同目标是加强敬拜者的门徒训
练，使他们能够作为门徒培训者被差
派出去。为了让祷告成为我们敬拜聚
会的重心，我们组建了一支新的核心
团队，在周日通过Zoom带领在线代
祷者，而另一个小组则在我们的三个
聚会堂进行现场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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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我们的大门进行实体敬拜让我们的
三个聚会堂各迎来80多名新来者。其他
人则通过我们的直播聚会与我们的教会
大家庭联系起来。我们新组建了一支在
线祭坛事奉团队，以与他们取得联系并
为他们祈祷。我们祈求这些新来者能在
CEFC 找到一个属灵的家，并在他们的
门徒旅程中得到良好的培育。

圣约会友在Zoom上聚集，与各自的聚
会堂一起为全国祈祷日祈祷。“我们为
比我们个人的挣扎更大的事情祈祷”，
一位圣约会友分享道。这是一个超越自
我的时刻，为了我们的国家和新加坡教
会站在缺口上。这段齐心协力的祷告时
间为爱新加坡的40天禁食祷告季节画
上了句点。祷告之旅的主题是《从头开
始》，来自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
旅程。我们寻求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及时兴起，以巩固信、望、爱的围墙。

我们在跨年通宵祷告聚会中以赞美和
感恩结束了这一年，并怀着对一再证
明自己信实的上帝的期待展望未来。
我们邀请了274名圣约会友在兀兰堂
聚会，而其他人则在家中与他们的家
人和圣约小组（CGs）相聚。

深化社区门徒训练深化社区门徒训练
属灵的里程碑提醒我们上帝的信实。
我们为受洗的78名成年人和30名青
少年，以及29个参与幼儿奉献礼的
家庭赞美上帝。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
186名圣约信徒成为CEFC的新注册
会友。

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来寻求活出
我们作为门徒栽培者的独特呼召。我
们因着恩典得救，也要因着恩典完
成赛程。这种恩典必须与纪律和专心
结合起来。因此，我们不试着成为门
徒，我们训练自己成为门徒。

我们为比我我们为比我

们个人的挣们个人的挣

扎更大的事扎更大的事

情祈祷。情祈祷。”

在教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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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圣约信徒成为CEFC的新注册会友

CGL培训 

186

90
个参与幼儿奉献礼的家庭赞美上帝

29
很多的门徒训练和门徒栽培都是在我
们的CG中进行的，特别是在一个大
团体面对面聚会受到限制的时期。装
备我们的小组基础建设（SGI）领袖
变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带领着小组
中的群羊。因此，我们对90名完成圣
约小组组长（CGL）培训的CG成员
和16 名完成区域导师（ZM）的领袖
表示感谢。

精心门训计划（IDT）和属灵之友和
操练（SFF）课程继续作为迈向灵命
成熟的平台。我们赞扬上一批71名
圣约会友的毅力，尽管大流行造成延
误，他们仍完成了IDT之旅。我们也
欢迎新一批的163名圣约会友开始他
们的SFF和IDT（英文和中文）之旅。

在教会内

我们也欢迎新一批我们也欢迎新一批

的163名圣约会友的163名圣约会友

开始他们的SFF和开始他们的SFF和

IDT（英文和中文）IDT（英文和中文）

之旅。之旅。

Parent-Child Dedication

ZM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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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内

虽然IDMC学院（IDMCi）的高管
课程和一年期实习课程未能按年进
行，但却为大学生开创了一项名
为IDMCi|uni的新计划。15名青年
参加了这个为期三个月的首期课
程。IDMCi|uni试图通过让他们以
圣经为基础，加大他们对文化的投
入，并培养他们对社会上其他人的
爱，为他们在大学及以后的茁壮成
长做好全面的准备。

我们对余民进行门徒训练的方法之
一，是为我们的事工团队、非专业
辅导员和教会成员提供培训，使他
们能够更好地帮助那些正在经历痛
苦的人。圣约关怀事工（CiC）在 
2021年举办了多场培训：夫妻辅导
培训、帮助夫妻的“准备和丰富”
工具培训、理解和治愈创伤、心理
健康倡导者培训以及季度医治释放
指导课程。CiC还与小组基础建设
（SGI）和新生代（TNG）事工合
作，探讨如何支持我们的门徒栽培
者为会友提供适当的关怀。

圣约弟兄事工（MiC）发现，相较
于Covid爆发前的日子，有更多男性
参与并在其平台上事奉。MiC举行
了首场关于性纯洁的概览会议，118
名与会者对此感兴趣。他们中超过
50人通过最新推出的在线系列《做
好战斗准备》开始了旅程，该系列
旨在帮助他们应对对色情成瘾的挑
战。MiC 还在 7 月推出了其首个名
为‘安全撤退’的在线退修会，随

点击并观看
IDMCi|uni 
学生的口供  

福建堂的领袖参加了复兴会的培训

启发101主持人培训 

45

94

名青年完成了IDMCi|uni

名完成了IDT

15

71

IDMCi|uni

https://cefc.ch/idmci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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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内

后在11月又推出了‘突破与破碎’
退修会。尽管第二次退修会比第一
次退修会（四分之三天）占用了更
多的时间（两个整天），但我们很
高兴看到参与者人数有所增加。

圣约姐妹事工（WiC）认识到，这
个具有挑战性的时期已经对我们的
个人和家庭生活造成了影响。在
艰难时期，上帝希望我们在祂里
面成长得更深，就像植物在干旱
的情况下把根深深地扎进地里一
样。考虑到这一点，WiC的《成长
（GROW）》系列应运而生。这是
一系列的4个在线课程，旨在帮助女
士们为上帝留出空间，使她们可以
将目光再次投向上帝的爱和信实。
此课程受到好评，平均每课有 477 
人出席。

在中断了两年之后，我们很高兴再次
举办姐妹周末突破营（WBTW）。去
年12月，首次为年轻女性举办了‘以
斯帖突破退修会’，在此之前是11月
为所有年龄段的女性举办的‘渴慕上
帝突破退修会’。对于这些女士们来
说，这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更新时
刻，因为她们聚集在兀兰堂体验到了
突破。

深化跨代的门徒训练深化跨代的门徒训练
随着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
界，养育子女变得更具挑战性。圣
约家庭事工（FiC）通过研讨会和育
儿课程装备父母，使他们成为家庭
中的门徒栽培者。我们也积极邀请

人参加了‘以信育儿’

对夫妇参加了‘以爱育儿’

人参加了‘以望育儿’

10

12
9

个家庭参加了‘培养对话与 
情商’研讨会

70

Women’s Breakthrough Weekend



14 / 2021 年重点摘要 

家长将他们的学习经验传授。亲子
班的参与者被邀请与课程领导者一
起带领，以促进下一堂课的学习。
通过这种方式，当他们准备“传承
下去”时，他们在自己的门徒训练
旅程中得到了更大的成长。

家长和青少年在世代营（Gens 
Camp）聚在一起，在基督的基
础上重建家园。看到家庭和各代人
寻求重回到他们的起初的爱是一件
令人高兴的事。《回归基督，回归
家园》的主题贯穿了全会以及包
括B.L.E.S.S.陌生人的户外活动。父
母、青少年和小组协调者互相认
识，互相学习，一起走向我们唯一
真正的家—耶稣。我们为加入营会
的 3 位未信者赞美上帝，其中一位
还祈祷接受基督！

在教会内

参与者
412

父母、青少年和小父母、青少年和小

组协调者互相认组协调者互相认

识，互相学习，一识，互相学习，一

起走向我们唯一真起走向我们唯一真

正的家—耶稣。正的家—耶稣。

Gens Camp

Our Senior Pastors facilitating intergen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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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展活动是门训余民的一项
主要重点，我们教会的少年人掌
握了使人作主门徒的工具箱。通
过在线和现场课程，他们学会
了与朋友分享福音和耶稣的故
事。TNG的父母亲—代祷者也参
加了一系列的培训。这些培训有
助于他们建立祷告事工的属灵、
个人和组织基础。

由青年和成年人组成的代际敬拜
团队被引入，以便开展代际门徒
训练。第一步是建立信任，我们
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形成督
导关系。

TNG 事工见证了大约 300 名家
长和成年门徒栽培者（DMK）
服事和造就门徒。有200名青少
年在学前班、小学低年级和高
年级以及青少年事工中积极服

在教会内

名青少 年在学前班、小
学低年级和高 年级以及
青少年事工中积极服事

名家 长和成年门徒栽培者
(DMK) 服事和造就门徒

大约

200

300

Intergenerational worship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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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每月在兀兰堂举行的青少年崇
拜聚会由青少年自己领导。在成人
的指导下，他们被授权在不同的岗
位上领导和服事，如影音、敬拜、
招待、带领聚会等。许多年轻人还
烘烤和出售饼干，为 ‘祝福民工’
（BMW）计划筹集资金，而一些家
长则带领他们年幼的孩子参加筹款
活动。

作为培养门徒工具箱的培训结果，
少年人在六月假期外出祝福他们的
家人、朋友和他们在附近遇到的客
工。他们还邀请他们的朋友参加复
活节和圣诞节外展活动，并亲自见
证一些人归向基督。透过每月的在
线协同聚会，他们参与为社会和
国家祈祷。在农历新年期间，他
们通过向宣教事工捐款来祝福各
国。2021年上半年，小学5年级和6
年级的孩子们在现场聚会中帮助引
导和服事年幼的孩子。他们甚至教
他们学习以三个圈子来分享福音。
看到他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时的勇
气和慷慨，让人感到非常鼓舞!

在教会内

作为培养门徒工具作为培养门徒工具

箱的培训结果，箱的培训结果，

少年人在六月假期少年人在六月假期

外出祝福他们的家外出祝福他们的家

人、朋友和他们在人、朋友和他们在

附近遇到的客工。附近遇到的客工。

Youths raised funds for Bless the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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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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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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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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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社区通过我们
自己的事工为社区
服务，并与政府以
及医疗和社会机构

并肩工作，从而 
发展壮大。

家庭作业角事工已经祝福了8个孩
子，而故事建设者事工则有3个团
队与130个社区家庭联系。2021
年，一支故事建设者团队制作了一
部名为《一婴孩诞生》的耶稣降
生音乐剧，几乎所有的表演者都是
非基督徒。诸如友好、整理和医疗
护送等工作是通过政府和机构的转
介完成的。每年平均收到120个转
介，在2021年我们有 20 次的活跃
交友机会。  

共有170名嘉宾参加了两次的在线
启发课程。其中94人未信主，其中
36人认识了主。对于那些想继续进
行对话的人，启发团队进行了“贝
塔”会议，他们可以在其中讨论更
多关于基督教护教学的问题。共有 
6 名未信者加入了“贝塔”，其中 
2 人信了基督。]

在教会外

A community blessing 
project by our you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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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263 位参加华语事工圣诞外
展聚会的参与者表示感谢。其中 
10 人是未信者，其中 3 人祈祷接
受基督。我们也感谢福建事工圣诞
节活动的 269 名参与者。其中 63 
人是未信者，5 人祈祷接受基督。
在圣诞节前的一周，福建堂的会众
出去为兀兰社区的的25人献上祝
福。 

2021年，新生命民众服务中心见证
了上帝的恩典和信实。祂祝福新生
命有881名无私的义工，以及2,285
名个人和35个企业捐助者，他们共
捐赠了410万新元。

这种支持和合作伙伴关系使新生命
能够督导来自3个无需预约中心和
4所中学的237名青少年，以及来
自3个托儿中心、3个学生托管中
心和新生命计划（例如：稳健阅读
者、儿童冠军俱乐部和P.A.N.D.A. 
Champs等项目）的838名儿童。

个故事建设者团队与130
个家庭建立联系

人和20个活跃交友机会

平均每年引荐人次

祝福社区

名儿童得到家庭作业角的祝福

3

120

8

在教会外

New Life’s Student Care 
Photon Robotics workshop 

看到上帝的 看到上帝的 

手在我们中间 手在我们中间 

运行，让我们 运行，让我们 

可以在教会之 可以在教会之 

外展现祂的外展现祂的

爱，真是太神爱，真是太神

奇了！  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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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新生命有机会为141个案例
提供辅导和支持献上感恩。这包括
从‘爱心工程’的财政援助中拨出
$168,516，以帮助69个低收入家庭。
其新的银发族关怀服务于12月在法嘉
青年交流中心举办的活跃乐龄活动，
结识了社区中的23位年长者。另一个
新生命平台‘从蒙福到祝福’的社区
外展计划，共有343名圣约会友透过
购物及运送关爱包，为235名低收入
人士传递祝福。看到上帝的手在我们
中间运行，让我们可以在教会之外展
现祂的爱，真是太神奇了！ 

男子事工网络（MMN）鼓励本地
教会的弟兄事工与新加坡监狱团契
（PFS）合作，为其20多名主要义工
提供男子汉之旅的培训。我们还举
办了装备训练，以帮助他们设计一个
适合其事工对象（主要是刚出狱的囚
犯）的男子气概课程。除此以外，
我们很高兴看到更多的男性受益于
MMN的门徒训练资源，因为现在这
些资源可以通过一个新开办的在线网
站获取。

名青少年接受督导

名儿童接受督导

位长者结友 

与

万新元的捐款 

名义工

名低收入人士透过购物及关爱包
派递得到祝福

个辅导案例

237

838

23

410

881

235

141

在教会外

新生命民众服务中心

New Life’s Seniors 
Christmas Gat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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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全球
Covid大流行已 

经关闭了边境，使
实体会议变得不 

可能，面对面的接
触也变得困难。

然而，对精心门训教会（IDMC）
信息的号召却继续广泛传播。这多
亏了迅速采用和适应网络大会、会
议、培训和交流平台。

IDMC大会在8个国家举行，全球
联盟（GA）的同工是主要或特邀
讲员，与会者超过 20,000 人。曾
金发牧师是 8 场不同规模和影响力
的本地和全球会议的门徒训练和领
导力方面的主要或特邀讲员。他亦
继续在美国协和神学院（尼亚克）
的事工博士课程中教授领导力和门
徒训练。世界各地对领袖督导、全
球咨询和危机辅导的要求越来越
多。GA将继续致力于根据上帝的
任命和引领评估请求。

在教会的更远处

2021 Online IDMC Surabaya, 
Indonesia with live Q&A session 

with Ps Edmund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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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精然而，对精

心门训教会心门训教会

（IDMC）信息（IDMC）信息

的号召却继续的号召却继续

广泛传播。广泛传播。

HUBET是指海内宣教、城市宣教、
商宣、E-宣教和新生代（TNG）宣
教。这是圣约宣教部的5个战略主
力，我们通过它们来训练列国的门
徒。

由于Covid造成的限制，海内宣教
团的各个团契很难持续地进行面对
面的交流，导致与会者人数波动。
尽管如此，我们很感激团契成员继
续参加，并带着朋友一起参加。我
们建立并落实了一些结构，以鼓励
他们在耶稣里进一步成长和加深。

共有 9 名成员受洗，我们为此而欢
欣鼓舞。泰米尔团契（4人），菲
律宾团契（2人）和印度尼西亚团
契（3人）。

中国人团契为8位主要领导开设了
属灵门徒训练班，使他们在聆听上
帝的声音方面得以成长。他们还开
办了一个 IDT 课程，主题是《扎根
于神—神学与祷告的结合》，以帮
助个人发掘他们的属灵恩赐，并在

在教会的更远处

 人

全球 联盟

个国家举行，全球 联盟(GA)的同工
是主要或特邀 讲员，与会者超过 

IDMC大会在

20,000

8

Filipino Fellowship at B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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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的更远处

他们的祷告生活中成长。泰米尔团契
培训他们的领袖如何使用2-3-4方法
来分享福音。

2月至4月，泰米尔团契与祝福客工团
队一起，在大士举办外展活动，平均
每周有 15 至 30 人参加。在那里他们
看到了2名客工归向基督。中国人团
契举办了启发活动（中文版），其中
有6位新人接受了基督，2位重新将自
己的生命奉献给上帝。还有10人通过
方舟团契接受了基督，方舟团契是由
中国人团契在东部发起的一个小型团
体。另一个人在菲律宾团契的复活节
外展聚会中祷告接受基督。我们的心
为有机会事奉庄稼的主而深受鼓舞！

商宣（BAM）已经建立了3个商业团
契，2个在新加坡，1个在菲律宾。这
些团契每月举行一次会议，通过案例
研究和相互督导来学习商业中的基督
教伦理。最终的目标是动员他们参与
门训教会植堂计划（DCPs）。

共有 9 名成共有 9 名成

员受洗，我员受洗，我

们为此而欢们为此而欢

欣鼓舞。欣鼓舞。

China Nationals Fellowship

All Nations Fellowship 
baptism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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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宣教团没有将 Covid 视为障碍，
而是选择利用它来服务和接触社区。
它发起了一项以医疗为重点的教育活
动，教导人们如何与Covid共存，并
向受影响的家庭提供经济帮助和食品
分配。在没有海外宣教的情况下，
开展了数码宣教之旅，以与孤儿院接
触。

在这场迫切需要分享福音的大流行病
中，数码空间帮助我们弥合地理和物
理上的差距。因此，E-宣教团发起了
播客外展和日本外展活动，以向各国
进行门徒训练。我们有一支年轻而热
心的义工团队，他们正在开发一个播
客，通过音频分享福音真理。日本外
展团队利用数码逃生室向日本大学生
传福音。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旅程，
来自不同年龄组的20名义工齐聚一
起，为逃生室设计和创建谜题。

TNG宣教团通过虚拟逃生室外展活动
与国际学生联系，有 6 名未信者前来

在教会的更远处

参加。他们还与来自南大（NTU）和 
新大（SMU）的国际生结为朋友，
这些学生均由寄宿家庭接待。另
外，也与来自中国的5名尚未信主的
学生进行了一次探讨圣经的学习。

除了这些外展努力外，TNG宣教团
还组建了一个由对跨文化宣教感兴
趣的年轻人组成的小团体，以便他

TNG宣教团通过TNG宣教团通过

虚拟逃生室外虚拟逃生室外

展活动与国际展活动与国际

学生联系，有 学生联系，有 

6 名未信者前6 名未信者前

来参加。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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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够增长他们对宣教的热情和知
识。他们为万国祈祷，并通过学习
课程了解跨文化意识和传教生活。

在5月至11月的午餐时间，超过400
名圣约会友聚集在一起，为万国代
祷。当余民聚集在一起，将他们的
心声团结起来，与我们的海外同伴
比肩而立祈祷时，一股新的信心力
量油然而生！

在教会的更远处

当余民聚集在一当余民聚集在一

起，将他们的心声起，将他们的心声

团结起来，与我们团结起来，与我们

的海外同伴比肩 的海外同伴比肩 

而立祈祷时，一股而立祈祷时，一股

新的信心力量 新的信心力量 

油然而生！油然而生！ 名圣约会友为万国代祷

超过

400
在我们的海外宣教活动中，我们努
力平衡与上帝同在的重要性，而不
仅仅是为上帝工作。  

在东南亚，我们与我们在印度尼
西亚和菲律宾的合作伙伴进行了5
次IDMC会议和培训，并为我们在
印度尼西亚和吉隆坡的合作伙伴进
行了2次聆听退修会。我们也开始
使用曾金发牧师之著《内在生活陶
冶》进行督导小组。在东亚，许多
IDMC的活动和项目是与圣经学院
合作进行的，平均有20至70人参
加。我们继续通过门徒训练课程、
退修会、静默和独处、祷告培训和
午餐时间祷告聚会，在线督导南亚
地区领导人。

由于我们的一些宣教士在Covid期
间一直留在该地，加上我们有更多
的宣教士回到了禾场，因此在东亚
和南亚的植堂工作仍在继续。我们
正在见证新教堂的种子在城市和国
家的新地区开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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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名成 员能够参加新加坡IDMC大会，
而在疫 情爆发前平均只有120 
至150名代表能 够参加。

1,800在中南半岛，在督导牧师和其核心
领导与他们同行之后，一些教会已经
主动带领各自的教会走上了同样的旅
程。有一间教会不仅在每周的小组活
动中带领他们的成员学习《根基与翅
膀》，甚至在2021年的每个主日都通
过它讲道。我们赞美上帝，可见的变
化已经渗透到这些教会的小组结构及
其会友的生活中。

另一个推动这一地区 IDMC 运动发展
的工具是一年一度的新加坡 IDMC大
会。由于国际旅行受到限制，更多观
众得以参与在线活动。这也为我们的
合作伙伴教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提供大会资料铺平了道路，使他们受
益匪浅。我们几乎所有的合作伙伴教
会都分享了这届大会对他们的帮助，
特别是有机会回看每一场，和他们的
会友一起细嚼慢咽。通过直播会议，
我们的合作伙伴教会有超过1,800名成
员能够参加新加坡IDMC大会，而在疫
情爆发前平均只有120至150名代表能
够参加。

在门徒训练和建立IDMC的坚实基础
上，我们开始向我们在印度尼西亚、
马尼拉、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合作伙伴
提供精心植堂的基本培训。此外，
我们与Dynamic Church Planting 
International（国际动态栽植教会）
合作，认证了25位合作伙伴，可以培
训其他人建立教会。我们感谢多年来
栽建的184个DCPs，我们期待在大流
行中建立新的教会。

在教会的更远处

多年来栽建的

个DCPs

认证了

位合作伙伴，可以培 
训其他人建立教会。

184

25

在门徒训练和建立在门徒训练和建立

IDMC的坚实基础IDMC的坚实基础

上，我们开始向我上，我们开始向我

们在印度尼西亚、们在印度尼西亚、

马尼拉、印度和斯马尼拉、印度和斯

里兰卡的合作伙伴里兰卡的合作伙伴

提供精心植堂的基提供精心植堂的基

本培训。本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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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字说话

注册会友  

新会友 
英文堂 
华语和福建堂 

圣洗礼  
英文堂 
新生代（TNG）堂  
华语和福建堂
万国团契 

小组 
英文堂（CG） 
新生代（TNG）堂  
华语和福建堂（CG和DG 
万国团契 

小组总人数 
英文堂 
新生代（TNG）堂 
华语和福建堂   

精心门训学院（IDMCi）毕业生 

精心门训计划（IDT）毕业生 

属灵之友和操练（SFF）课程毕业生 

周末突破营和EiC  

弟兄周末突破营
姐妹周末突破营
婚姻周末突破营
圣约鼓励者（EiC）

IDMC大会（新加坡）   
注册参会者 
所代表的教会 
所代表的国家 

总得救人数  
英文堂（包括启发）   
新生代（TNG）堂 
华语和福建（MD）堂  
海内宣教（万国） 
海外宣教 
短宣 

本地教会 
新朋友  
慕道友（依据来宾卡片）  

B.L.E.S.S.（祝福）行动总数   
B：以祷告为开始  
L：聆听  
E：共餐  
S：服事   
S：分享  

总数得人

变更

154
45
48
27
27
2
5

298
5

184
58
49
28
28
21

2,799
233
186
46
132
78
30
15
9

472
269
140
45
18

5,709
4,492
680
537
15
71
9

414
172
199

-
129

5,080
29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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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字说话

经常基金（十一与奉献）  
经常基金支出（净额）   
宣教基金奉献  
宣教基金支出（净额）   
建堂基金奉献  

圣约播道会宣教士（全职和双职） 

所支持的宣教士与合作伙伴 

门训教会植堂计划（DCPs） 

短宣参与者 

短宣次数

海外IDMC大会 
宣教事工  

 • 大会次数 
 • 短训班、退修会、门训班、主力宣教次数 
 • 弟兄周末突破营次数 
 • 姐妹周末突破营次数 
 • 与会者人数 
全球联盟  

 • 大会次数 
 • 与会者人数 

平均崇拜聚会出席人数（按会堂）

英文堂
华语和福建堂
海内宣教
青少年(13-18岁)
小学高年级 (10-12岁)
小学低年级 (7-9岁)–
学前班（18个月-6岁）

总数差传

崇拜聚会出席人数

财务事项

29
44
184
202

4

2
131
1
1

14,268

40
20,000

 $17,314,880 
 $10,700,870 
 $609,048 

 $2,223,979 
$1,059,095 

8,835
6,663
778
222
532
276
211
153

总数

2,233
1,146
394
222
276
77
62
56

现场

6,602
5,517
384

0
256
199
149
97

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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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教会、多个分堂

主任牧师主任牧师
杨桂炎牧师
陈启强牧师

武吉班让堂武吉班让堂
监督监督
陈启强牧师

地区导师 地区导师 
Adrian Chan 传道
Kirk Tan 传道
William Wong 牧师 
Yam Keng Mun 传道 

助理地区导师 助理地区导师 
Katherine Chan 牧师
Lim Keng Yeow 传道（非神职）
Kom Mun Yen（非神职） 
Portia Chan 传道

兀兰堂兀兰堂
监督监督
蔡松佳牧师（医生） 

地区导师地区导师
Ivan Ho 传道
Paul Samuel
Sandra Chi 传道
Edmund Wong 传道

东区分堂东区分堂
监督监督
Matthew Lo 传道

地区导师地区导师
Jeremy Koh 传道

助理地区导师助理地区导师
Nelson Tan（非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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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师主任牧师
杨桂炎牧师

代际事工 代际事工 
Rev Dr Chua Chung Kai（主任）

新生代(TNG) 新生代(TNG) 
Ps Sharon Fong（主任）
TNG中心负责人TNG中心负责人
Ps Joshua Wong（武吉班让堂）
Tim Yeo（兀兰堂） 
Tristan Siu（东区分堂）
学前班 学前班 
Ps Joshua Wong（武吉班让堂） 
Jade Wong（兀兰堂）
Goh Peck Sim（东区分堂）
小学低年级 小学低年级 
Vivian Tan（武吉班让堂）
Esther Leong（兀兰堂）
Lee Hui Fang（东区分堂）
小学高年级 小学高年级 
Vivian Tan（武吉班让堂）
Tim Yeo（兀兰堂）
Lee Hui Fang（东区分堂）
青少年 青少年 
Divinia Tan（武吉班让堂）
Rachael Lau（兀兰堂）
Tristan Siu（东区分堂） 

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 
Ps Sandra Chi（主任）
圣约弟兄事工圣约弟兄事工
Ps Kirk Tan 
Steve Chiu
圣约姐妹事工圣约姐妹事工
Ps Stacey Tay*
圣约鼓励者事工圣约鼓励者事工
Ps Yam Keng Mun
圣约家庭事工圣约家庭事工
Ps Jeremy Koh
Nelson Ong
圣约关怀事工圣约关怀事工
Ps Valerie Chan
Aaron Koh
Rebecca Yam（癌症关怀） 

*非神职传道/领导 

我们的事工愿景

  Ps Edmund Wong（协调） 
Rev David Chan

Daniel Chen

新加坡部分新加坡部分
Ps Adrian Chan

DJ、IDT、SFFDJ、IDT、SFF
Ps Ivan Ho

IDMC学院 IDMC学院 
Dr Ho Chiao Ek

Adelene Goh
Hor Guo Yi

祷告祷告
Ps Edmund Wong

小组基础建设（SGI）小组基础建设（SGI）
Lee Lay Hoon（代主任）

敬拜赞美敬拜赞美
Ps Matthew Lo（主任）

David Chong

主任牧师特助主任牧师特助
Susan K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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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事工宣教事工 运营运营
Elder Liu Hock Choy（主任）

技术部门技术部门
Paul Chan（主任）
Mylette Namoc
Ruth Sim
Alexis Vintayen
Kenneth Cheong
Ong Suan Nee

大会/活动项目 大会/活动项目  
Paul Samuel（主任）
Koh Shan Shan

传媒传媒  
Ps Sandra Chi（主任）
John Nair
Edwin Choy
Naomi Soh
Annalei Locsin 
Randall Ong

圣约资源圣约资源
Stanley Yim

业务服务业务服务
Mie Takatsuji
Josephine Wong

事工运营事工运营
Alex Lim
Chua Bee Leng
Doris Chng
Ang Sok Tin
Chan Poh Shan 
Angela Kuan
Helen Ngiam
Elaine Ng
Alica Tang
Ng Soo Bin

视听视听
Joshua Low

建筑和设施建筑和设施 
Tony Kwa 
Johnson Lee
Peter Chan

我们的事工愿景

*非神职传道/领导 

Elder Johnny Tan（主任）

外展外展
Benjamin Sun

Vincent Chia

5 + 1 主力 5 + 1 主力 
海内宣教海内宣教

Ernest Lim* (万国万国DM)
Dr Tan Siang Hon

Alex Chew
John Chen

Mangthar Deb Barma
城市宣教城市宣教

Elder Johnny Tan
商宣商宣

Matthew Kok* 
E-宣教 E-宣教 

Lai Zi Jian*
TNG宣教TNG宣教

Ps Katherine Chan 
祷告祷告

Michael Ow*

四个区域的IDMC运动四个区域的IDMC运动
东亚东亚

Rev PSB
中印半岛中印半岛

Rev Glen Westwood
东南亚东南亚

Ps Andy Lew
南亚南亚

Karunanithi s/o Letchumanan*

宣教办公处宣教办公处
Rebecca Yam

Carol Heng 
Maria Ruinato

Vani Gopalakrishnan 
Vincent Qu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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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和福建事工 华语和福建事工 财政和人力资源管理财政和人力资源管理 
Elder Sherman Chow（主任）

人力资源人力资源
Joyce Kang 
Jessie Ling

财政财政
Angela Chow
Sharlene Koh
Margaret Samuel
Constance Lew

我们的事工愿景

Rev Gilbert Sng（主任） 

福建事工福建事工
Rev Gilbert Sng 

Ps Timothy Liaw

华语事工华语事工
Rev Patrick Chiow

Rev Andrew Ng
Chris Pang
Joh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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