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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恩泽堂宣教士团队新兵 

 2010年 7月开始，宣教委员会接纳及支持本会会友兼武吉巴督聚会前任主理及同理牧师,  

黄志伦牧师与陈恩慧牧师夫妇为恩泽堂宣教士。於此同时，来自马耒西亚吉隆坡的方嘉雄传道也 

受邀加入本堂宣教士行列。 

 

 

 

 

 

1. 黄志伦牧师、陈恩慧牧师 

感恩：从专职牧会转为神学教导，无论是在事奉性质、环境、人事、时间分配、理念和心志等等，

都需要很大的调整。感谢上帝，经过半年多的学习，渐渐开始适应也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与带领，同

时更体会到神学教育的负担和重要，在事奉中充满喜乐。 

代祷：A) 这个学期的教授课程分别有布道学、灵命操练、女性牧职、讲道研习及个别指导。恳求

天父赐予恩赐，无论是备课、教课、批业都能有效的传授，使学生在伦理和实践上皆能受益。 

 B) 原定在六月出国进修一事已因家事而挪后至 12 月，如今正在办 理入美签证，若一切顺

利，将于 12月一起前往德州达拉斯神学院一年。请特别为居住祷告，因为学院只有在 11月才会通

知能否获得校舍配额。 

 

代祷 

2. 方嘉雄传道 

 方传道为【收获音乐】同工，日后将协助教会特别音乐事工，福康宁

聚会的事工。 

 承蒙主恩，让收获音乐在2010年迈入了7周年，感谢众教会对收获音

乐的支持以及认同，也给予我们机会配搭服侍。  

 我们在过去也经历了许多奇妙的恩典，也通过许多事情看见在人不

能，在神却能的事情。让本来只是做音乐的【收获音乐】开始转型成为 

【收获事工】，更能把主力投入在青少年活动上，以及基督教音乐里。  

 请为我的事奉领域代祷并求上帝祝福使用我恩赐。 

 
 

  

请为他事奉的领域代祷并求上帝祝福使用他的恩赐。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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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 

国外宣教 

泰国事工－清迈云恩布道所 

 去年 12月武吉巴督聚会的弟兄姐妹奉献了约 43200 泰铢给清迈云恩布道所的城外拉祜族。 

协助为拉祜族朋友建立一所简单但较宽大的崇拜亭，弟兄姐妹就不用挤在小茅屋里崇拜。崇拜的 

亭子已经建造完成。 

 清迈云恩布道所已经成立了三年，10月份开始自供自给负担教会的水电费和日常的运作 

费。他们也正朝向负担教会每个月租金而努力。 

 

清迈布道所城外拉祜事工－ 美坷布道所    胡嘉强传道简述 

 感谢主的带领和赐福,让城外朋友们能够有聚会的地方, 弟兄姐妹 

都很高兴, 因聚会亭是他们亲手盖的。大家各尽所能, 不分男女老少,  

每天都在轮流建盖, 大家彼此鼓励, 互相代祷扶持, 一个月后就把聚会 

亭盖好了。 

 亭子布道所落成感恩有请泰人村长和当地泰人的代表参加, 当他们看了整个聚会情况.都受 

感动,有这么多人在一起聚会。这一次感恩聚会人数有 150 多位。 

 美坷有很多的泰国儿童想学华文,但又没有学习的地方, 村长对美坷布道所教导中文也很支持, 

他说要在扩音器广告让泰人的儿童也一起来学习,我告诉村长不急用广告,因我们没有同工, 恐怕很 

多儿童过来了不能教导。 

 感谢主! 在感恩崇拜前几天,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弟兄姐妹都祷告求神预备好的天气。真的感 

谢主! 在感恩崇拜时没有下雨,大家带着感恩、欢喜快乐的心一起来敬拜神,也看到神是垂听祷告的 

神。 

 八月中旬主日,城外美坷布道所就正式在新聚会所崇拜了。儿童主日学也要开始了, 

拜六教导的中文课程也开始报名了,所以请在主里多记念,求神带领整个福音事工能不断的 

扩展。 

      

 敬爱的代祷精兵，您的代祷是建立 

      与成就上帝神圣事工的力量！ 

                          谢谢! 

 

 

 

感恩  

   

 

 

 

美坷小茅屋聚会亭原貌 新建美坷布道所聚会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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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恩堂宣教士－祁宗能传道来涵 
 

王银强老师与执事们,大家主里平安!容我报告有关我在这边的开荒事工… 
 

我曾去探查过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海格」的小村子，华人人数大约有五十户，另一个叫做

「瑞枭」的村子，华人很少，这两个地点都不适合。至於「猛更」，就是原先预定的地区，因为交

通费上的困难，我还没去过。 

    但现在，在离南站三十二英哩远的「课浪」的地方，约有有十五家的会友设置崇拜聚会。有一

位弟兄奉献一块土地，让弟兄姐妹建立教会，已建立两年多了。在过来这些日子里，有一位缅甸归

正学院差派来的女传道，但她因病而回家休养，因此缺少传道人。归正学院的院长因此介绍我可以

用开荒的方式到那里开荒，目前那边聚会人数三十来人，青年十多位，主日学小孩二十多位，教会

也有办小学，学生人数三十多人。教会周围除华人外，也有傣族、印度人等。教会目前需要的就是

重建教会与学校，因为以前是茅房，现已经破烂了。教会面积比较小一点，也需要增扩。 

   「课浪」那边与「南站」的会友都欢迎我去开荒，尤其课浪的会友都是我少年时候的朋友，而

且南站教会同工能帮忙处理关於政府的干涉问题，一切都没有问题… 
 

请大家为我代祷: 
 

1. 为着确定开荒地点。 

2. 为着我的事奉心志。 

3. 为着我太太可以在事奉上多多的支持我。 

4. 为着我的大女儿(美香)的学习，她今年中三毕业了，以及 

   她毕业的人生道路的选择。  希望她可以献身事奉神。 

5. 为着南站地区近来有一流行病，很多会友都受到感染， 

   有的严重至住院，求神保守医治。 

6. 为着南站地区的气候--今年雨水少、农民生活困苦。   

   谢谢大家!   祝主恩常伴                             主内 祁宗能   

       
 

代祷 

 

感恩  宣教委员会行政传道 -黄永财传道 

 泰国据点云恩堂所支持的一位缅甸神学生-祁宗能弟兄，今年毕业 

於泰北的神学院。云恩堂差派他回到家乡缅甸北部设立教会。 

 云恩堂按本会模式积极地推动宣教的事工。除了支持栽培自己堂会的宣教士, 云恩堂也与恩泽

堂一起合作，开设吞府云恩布道所，清迈云恩布道所以及清莱云恩布道所。每年 12 月，云恩堂会差派

一支 30 人的青年福音队上泰北的乡村，举办音乐舞蹈布道会，吸引村民来参加布道会。云恩堂的青年

人全心投入此次的国内宣教, 用 6个月的时间来排练布道会的舞蹈戏剧。他们全心把最好的表演献给

上帝，将上帝所喜悦的行出来。 

 今年 10月 23日，云恩堂将举办 

宣教工作坊，帮助云恩堂有组织的建立 

宣教事工。求主带领本会和云恩堂一起 

配搭的宣教事工能逐步成长，让我们以 

祷告来协助泰国事工，扩展上帝的国度。                                

 
 

2009 年 12 月云恩堂的青年福音队在泰北乡村举办音乐舞蹈布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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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宣教士 

赖锦泰--新加坡青年使命团 

 四月到六月上了三个月的门徒训练学校终于结训了。七月初到八月带学员到东亚进行了五周的国

外短宣和两周的国内短宣。看到学员们的灵命成长，无限欣慰。“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

段经文正是许多学员的写照。他们学会了如何确实的彼此相爱，在爱里彼此建立、服侍、包容、面对冲突

及用爱心说诚实话。他们也从中学习到了如何体贴上帝的心意和顺服上帝的主权，更认识到父上帝的爱、

主耶稣宝血的释放救赎及圣灵的感动与团契。 

 在东亚短宣的第一周，我们到一个由宣教士经营的农场去，配搭他们的工作。第二天，去邻近的

几个村子里探访。隔天早上灵修的时候，一位姐妹分享说，上帝把一个感动放到她的心里，就是要去清理

其中一个村子的厕所。没料到，其他的队员们马上认同说有同样的感动和异象。这队是一支二十到五十岁

的娘子军，当地的厕所一直是她们的顾忌。所以在祷告和与配搭的宣教士商量后，我们当天就去做这打扫

的工作。透过这次的爱心服侍，宣教士认识了该村的村长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我们也有机会与几位旁观

的村民建立关系，甚至有一位接受了福音。 

 现在快结训了，感恩的就是学员的品格得到塑造，心灵的创伤得到医治及决志参与上帝在万国万

邦中的工作。 

请在祷告中记念： 

1） 为刚完成的工作与学员们的成长感恩。 

2） 为接下来的工作与服侍新的学员们求主赐智慧、力量、能力与爱心。 

3） 为我父母的救恩祈求，愿主预备他们的心接受福音。 

4） 在此从事宣教士培训的工作的同时，我还在探讨如何更有效的应用上帝给的恩赐 

来配搭差会的异象与宣教策略，求主赐明白的心。 

5） 为服侍中所需的一切求主供应。现在靠着主的恩典，虽然每个月都缺三百多块， 

但到月底都没有缺乏。请为此感恩并祷告有更多定时供应。 

6） 请记念九月中新的训练开课的工作。 

 

   国外的宣教士-- 东亚 

  辛蒂的代祷事项： 

1. 感谢上帝我们带老三荣生（15岁）回来新加坡读书，现在长老会中学念中二， 

    还在适应中，但是学习有度，感谢主。 

2. 老二荣邦（19岁）开始到恩泽堂聚会，祝福他在这里开始一个属灵的家。 

3. 老大（21岁）在香港大学第二年，请祝福他学习上有聪明，在港大团契和教会事奉上 

    有上头来的力量和智慧。 

4. 请为我们夫妇两人将要作的事工祷告，目前还没有很具体的安排，我们还在等候中。 

   
 

 

代祷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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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宣教--缅甸事工 

新城圣安团契为新设立的聚会所，缅福同工龚兴能传道受委负责圣安团契的事工发展。 

 
 

 

感恩  

 

代祷 

 

 

敬爱的代祷勇士们平安!       

蒙神的恩典，圣安团契平安度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将近三十位弟兄姐妹於下午三点一

起敬拜。除了新城的五家会友以外，其余的都是平安堂的弟兄姐妹。 

 

敬请代祷事项： 

1. 我们正在筹备找收住宿生，希望从学生工作上开始福音工作，求神预备学生。 

2. 计划在今年能够开一个补习班，求神预备老师/学生及需要的经费。 

3. 平安堂青年计划预备一队短宣队到圣安团契，求神预备传福音的对象，及筹备的事工。 

4. 由於教会刚成立，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都还幼嫩，求神保守不断的成长。 

5. 求神将得救的人不断的加给教会。 

6. 为四位理事和牧者能有异象和使命代祷。 

7. 求神保守让政府不至於来搅扰聚会。 

8. 为前面的计划和目标来代祷。 
 

           以 马 内 利           

                                     主内弱肢： 

                                             龚兴能 敬上 

 

 

 

 

四位理事和牧者合照 

 



九月宣教士代祷信 
2010 

                                                                                           长老会恩泽堂 

P a g e  | 6 

 

 

 

 

 

 

 

 

 

 
泰国清迈和清莱访宣感想 - 杨开敏执事 

 

                                                                 

                 我终於踏出第一步……                                                 

 好多年前，听见许多兄弟姐妹的见证与分享和教会

的宣传，我一直盼望能够参与教会的访宣工作，但总是有

许多的因故和借口而没有参加;不是工作太忙，就是与家人

去旅行或陪太太回香港探娘家。 

 庆幸上帝没有放弃我。今年三月份，因着永财传道

的鼓励，以及盛港区会认领泰国清迈的事工，决定与另五

位弟兄姐妹与永财传道到清迈和清莱。 

 第一次访宣, 我体验了上帝对世人的大爱。清迈云

恩堂的弟兄姐妹爱主与火热传福音的心，让我深深地受感

动。清迈或拉胡族的儿童，不论是华人、泰族人，都需要

上帝的救恩。清莱新设立的教会也一定能帮助这些还没信

主的朋友们。福乐满教会一带有许多迷失的儿童, 那里的

同工，都盼望我们能给与他们支持与帮助; 通过祷告，金

钱与实际的参于, 一同把救恩的种子撒在儿童的心中, 使

他们也能认识那位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这次访宣，上帝将宣教的负担放在队友们心中, 同

心合一学习事奉的当儿也增进了区友们的感情。盼望有更

多弟兄姐妹也同来参与访宣事工，让清苦的泰国清迈和清

莱的朋友们也能与我们共享永生之恩。 

 

 

 

 

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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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jiangzj 
 

无论得时不得时…让我们同心摆上为主  - 周美华姐妹                   

 今年 6月独自到泰北, 因为要做的事工不一样, 以往是一组福音队一起去培训或是布道,  

而这次单挑是去帮助黎明新村的培德华文学校改善行政管理的工作。所以, 起程之前是担忧的。 

 各方软弱涌上心头。医生曾吩咐我不要走太多的路, 也不要提太重的物件。因此, 担心脚 

没有力走崎岖不平的山路, 行李也没有人帮我挑, 还有最大的担忧是如何帮助学校。 

 因为学校的学生人数减少, 老师数目过多, 收支不平衡, 必须裁退一些老师, 学校才能继 

续运作, 这是很敏感的问题。为人师表, 一旦被裁, 颜面尽失, 家庭生计也可能受影响, 因此被 

裁的老师也一定不高兴, 我觉得这任务不容易完成。 

 除了自己祷告外,也请教会为我的安全和要完成的事工祷告。感谢主, 他奇妙的带领, 证 

实他垂听我们的祷告。 

 当我到黎明新村后, 便去探访一些老师。有一位段老师, 深受学生的爱戴, 教书也很认真, 

 找了机会与他们交谈, 希望他能接受福音。 因为他的太太坚决反对信耶稣, 虽然我一再强调永 

生的救恩是属於个人的, 如果他清楚福音的信息, 可以先开始接受救恩,可惜他还是拒绝了。之 

后继续去探访其他老师, 但他们都不在家。 

 晚上, 和传道一起到学校去与村长、校董及校长开会。看到其他老师都在校园里, 就要求 

校长邀请老师们一起列席。商讨校务的时候, 也随着圣灵的感动带领, 把福音再宣传。並大胆的 

呼召愿意接受救恩的出席者举手表示, 但信心不足, 本以为这是很难的, 因要在众人面前举手要 

有很大的勇气。出乎意料之外, 看到四位老师举起手表示愿意信耶稣, 其中一位是中午拒绝的 

段老师! 

 真是太感谢主了, 若不是以前的福音工作者撒下种子, 我怎能轻易的收割呢! 若不是圣灵 

的感动,他们怎么有胆量在这种情况下表示要接受主呢! 

 一切在主的安排中,他有自己的时间来成就大事。我们只要尽心奉献我们的心, 即使没有 

马上看到成果也不要灰心, 因为上帝己悦纳我们的献上, 你撒种, 他灌溉, 而我是收割的, 大家 

各尽所能去完成所托付的大使命。荣耀归主名! 

 我要效法保罗, 无时无刻, 得时与不得时, 让我们同心摆上为主, 大胆传福音, 其他的事 

交托给神就可以了。 

                                         注: 周美华姐妹受委负责黎明新村培德学校的发展与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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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宣 队 出 发 日 期 

 

1. 马来西亚福音队－11月 26日至 28日(武吉巴督聚会)           负责人：陈瑞福传道 

   3 天 2夜的儿童福音营 

   邀请填宣教大会有负担者的年轻人，之后又有体力的年轻人。 

   若在两环的邀请还筹不到 15人，再公开给会众报名。 

 

2．曼谷吞府云恩福音队－2月 10日到 14日（武吉巴督聚会）      负责人：黄玉贤长老 

  领袖服侍的训练，恩赐配搭的教导，个人布道。 

 

3. 泰北清迈福音队－12月 3日至 8日(乌节路聚会)            负责人：黄忠诚弟兄 

福音事工有 60位儿童营会丶青年事工丶成人事工，城外的拉胡族聚会。 

请为 6位福音队员祷告，让他们能顺利完成事工，与当地的信徒有美好的团契交流。 

 

4. 泰北清莱福音队－2月（乌节路聚会）                负责人：黄忠诚弟兄 

清莱儿童营会，个人布道事工，领袖训练。请祷告中记念能组织足够的福音队员， 

福音队的行程能和何超能传道安排的妥当。 

 

 5. 泰北黎明新村－12月 9 日至 14日(裕廊聚会)             负责人：陈金菊执事 

    儿童及青少年事工，家长福音聚会，傣族布道事工。 

 

 6. 缅甸福音队－ 9月 30日到 10月 4日，福音事工有培训队。      负责人：沈洪利传道 

 

 

 

福音队脚踪  

 

宣教委员会出版。。。 负责同工∶黄永财传道，黄楚珍姐妹，潘宝娇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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