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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长 老 会 恩 泽 堂 会 讯

年议会接纳修改两大发展计划筹款议案
本堂在去年12月召开的年议会，出席的会友一致接

的半数，因此，按2013年年议会所通过的附则，将需要

纳由主理牧师代表长老议会所做的报告，并通过了所有

另外召开堂议会特会，交由全体会友进行公投投票表

议案，以及各聚会和主要委员会的报告。

决。长老议会已决定在2016年2月21日的主日崇拜，在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议案，是有关筹款参与乌节路

各聚会进行投票表决上述两大发展计划的筹款议案。

长老会扩建和武吉巴督长老会地契更新两大发展计划的

12月5日在福康宁聚会举行的年议会，是本堂改为

款额，由上一届年议会后通过的总数1900万元的预估基

长老会恩泽堂有限公司的第四届年议会，有154位会友

金，减少至1250万元。根据有关的议案，本届年议会通

出席（包括授权代理投票者）。

过了授权长老议会筹募新币1250万元设立的教会发展基

除了上述发展基金事项外，另一项在会上通过的议

金，参与乌节路长老会扩建计划（新币800万元）和武

案是允许本堂除一般媒介外，可以通过任何一种电子媒

吉巴督长老会地契更新计划（新币450万元）。

介向本堂会友发出通知书和相关资料，如堂议会报告等

不过，由于变动所涉及的款项超过新币250万元，
而出席这次年议会的会友人数没有达到全教会活跃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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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同工 （左起）：孙玲传道、李娜干事、蔡思欣传道

2016 家庭营

文件，但会友也将有权选择以任何一种方式接收。
这项有关法规第128条的修改，已在年议会获得接

本堂三个聚会趁今年年中的学校假期，分别举
行家庭营，更多详情将在近期公布，敬请留意。

纳，教会将正式通知会友，让会友在收到信件通知的1
个月时限内，选择以电子或邮寄方式接收教会将来所发
出的通知信或文件等资料。
本届年议会除了无异议一致接纳由主理牧师代替长
老议会所做的报告，也接纳了审计师通过财政所呈上的
从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为止的审计报告。

恩泽关怀中心庆祝一周年

三位新同工
加入本堂事奉团队
本堂近期聘请三位新同工加入全职的事奉团队：
孙玲传道、李娜干事和蔡思欣传道。孙传道在武吉巴
督聚会事奉，蔡传道和李干事则在乌节路聚会。她们
三位的加入，填补了先前教牧人员离职留下的空缺，
基于事工的需要，本堂还需聘请一位教牧。
孙玲传道于去年9月受聘，主要负责武吉巴督聚会
的青成团契、祷告会事工、学生家长事工、福音主日
陪谈事工、主日关怀接待事工，以及裕林区会与裕廊
区会的牧养工作。
李娜干事于去年12月15日正式上任，主要协助丘
主恩牧师牧养平安团契，并分担祷告会事工、成人主
日学、主日招待事工，以及负责联络独居老人与没有
出席崇拜会者，也协助教牧安排丧礼事宜。
至于蔡思欣传道，她于今年年1月15日正式上任，
主要负责儿童主日学事工，包括少年时光、儿童祷告
会；还有负责牧养恩慈青年团契、主日学老师和3组查
经小组，以及所牧养分区的丧礼安排事宜。

乌节路聚会
主题：连于基督

主题：同心同行、活出主爱

日期：6月19日至22日

日期：6月13日至16日

地点：印尼峇淡岛海景度假村

地点：马来西亚关丹

讲师：林方荣牧师
报名：3月开始接受报名
去年11月14日下午，恩泽关怀中心为到那里学习的孩
子们举行第一届结业礼，及对义工一年来奉献的感恩礼。
小小的舞台上，一个个欢喜快乐的孩子快步上前，
接过自己过去一年来在这里学习小有成绩的证明，拍
张照，然后往台下走，给陪同他们到场的亲友也展示一
下，让他们也乐一乐。当中也有好几个孩子还同时获颁
表现特出奖！结业礼和感恩礼的主宾是该中心的主要赞
助机构，星桥腾飞的代表梁彩云女士。
刘祖湛长老在简单的致词中也提到，一年下来，中

福康宁聚会

武吉巴督聚会

瑞士花园温泉度假村

主题：现代基督徒和现代教会
所面对的挑战
日期：6月9日至12日
地点：马来西亚马六甲

讲师：张仕华牧师

讲师：即将公布

报名：2月14日开始

报名：即将公布

按牧典礼的“江湖味”
张仕华牧师和丘主恩牧师在
1月30日正式受按立为长老会牧

这场庄重又不时有轻松哄堂场面
的按牧典礼。

师，同时授任为本堂同理牧师。

典礼由华文中会会正林俊

由新加坡长老大会华文中会

源牧师主礼，张武昭牧师勉励。

召开特会的按牧授职典礼，当天

张武昭牧师引用腓立比书三章17

在武吉巴督聚会圣殿举行。来自

节到四章1节的经文，以“喜乐

心无论在空间、在活动/课程的设计与筹划、义工的需

长老大会、华文中会和英文中会

冠冕”为题致词勉励时，把保罗

求，以及资金的筹集都有需要增加。刘长老也是恩泽关

的代表，以及本堂的多位教牧长

形容为有武侠小说侠士正气的人

怀机构（PCL）的董事主席。

执和弟兄姐妹，到场出席见证了

（文转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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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巴督聚会薪传20的欢欣颂赞

长老大会实习生完成属灵装备

20年了，在上 帝 的恩典下，恩

由长老大会与恩泽堂联办的第三届年度实习生计

泽堂武吉巴督聚会已从当初第一堂的

划，从2015年12月7日开始至2016年1月28日为期两个

110人聚会，成长为今日三堂连同儿

月，总共有11名年龄平均16岁的青年人参加，他们是

童和少年约1200人的聚会。

王顗 轩弟兄、杨恩乐弟兄、卓猷俊弟兄、陈昭利州弟

2015年7月26日主日，该聚会的

兄、林宁姐妹、黄欣颐姐妹和韩汶倩姐妹，他们来自

三堂会众、乌节路和福康宁聚会的代

恩泽堂三聚会，以及沐恩堂、盘石堂、亚当路长老会

表共约1000人，以感恩喜乐的心情见

与乌节路长老会各一人，他们多是在各自教会参与事

证欢庆武吉巴督聚会20周年的大日

奉的青年，未来也会像曾经参与前两届的本堂青年人

子。

一样，继续投入在他们的事奉岗位上。
武吉巴督聚会长执会代主席张仕

同工营探讨教会纪律课题

本届实习生计划仍然以属灵装备为主，内容有个

华牧师当天以“继往开来恩泽路”为
题证道，引述出埃及记三十三：12-

主理牧师张友忠牧师伉俪、黄志伦牧师和陈恩慧牧师，与其他教牧长老喜切20周年庆的大蛋糕。

17摩西向耶和华上帝提出的要求，语

上帝的道，没有弃绝一切影响我们敬

重心长地提醒大家要谦卑求恩，坚持

虔爱主的事物，那么，武吉巴督聚会

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也不一定就永远存在。

也分发20周年庆纪念刊。

人布道与实习、基本行政管理、新旧约导论、如何解
经、如何带领小组、团队精神、教会历史与长老会特
征，以及短宣体验营。为栽培新一代的青年领袖，多

周年庆的系列节目还包括8月底两

为教牧传道都参与教导和带领的工作，他们是张友忠

晚的培灵会“从新开始、齐心出发”，

牧师、陈清发牧师、陈长安牧师、谢瑞权牧师、曾腾
芳牧师、林祐憓传道与张基甸传道。

他也以英国教会警惕大家，他

他因此劝勉大家：“我们不要

由首位负责该聚会事工的黄志伦牧师

说，不管过去历史有多少教会确实存

落入只在嘴唇上敬虔的光景里，而是

主领；11月14日在维多利亚音乐厅举

跟往届的实习生一样，本届实习生也开设了一个

在，英国至今约有1400间教堂早被卖

要在生活的实质上敬虔，且要坚行主

行的感恩音乐会“欢欣歌唱”，并录

博客户头，根据各人对参与计划的得着和感动书写感

作商业用途。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

道，继续走恩泽路。”

制“欢欣颂赞”光碟（所收款项充作教

想，日记式的写法，随兴的发言，大家不妨拜访他们

会建堂基金）；还有一场12月的圣诞

的博客网站： http://syip2016.blogspot.sg/

多所历史上著名的教会，今日也成了

设教感恩庆祝会特别安排在能容

残垣败瓦的废置建筑，如果没有遵行

纳上千人的裕廊战备军协举行。当天

按牧典礼的“江湖味”

布道会，邀请苏立忠牧师担任讲师。

福康宁聚会理事会主席沈洪利牧

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

动，不够认真，不够爱主，或是爱灵

师在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拿

为了福音的缘故，摆上才干，为主癫

魂的心不够，自己不能成为众人属灵

半年的安息年假。

狂，要效法保罗的冲劲，有奋不顾身

的榜样，他不希望自己成为教会成长

的傻劲，还要有坚持到底，能跑到最

的拦阻，长执会可以开除他，或是不

后一口气的后劲。张武昭牧师以武侠

要和他续约。

院长沈立德牧师分享了主题信息“圣洁的教会·圣灵的
殿”。他指出，悔改的基督徒，都属于圣灵的殿。“男
女关系要圣洁，要远离淫乱，因为我们是圣灵的殿。”
沈立德牧师也带领探讨了教会纪律个案所采取的
行动与处理法。除了秉行公义外，也应包括爱的包容扶
持，重新让灵魂得救。
三个聚会的教牧长执在三天两夜的同工营中，就此
课题讨论有关教会纪律的课题，以维护教会的圣洁，使

乌节路聚会区会运作新概念

（文接封面）
果认为他付出不够多，事奉主不够主

马新山举行，主题是“圣洁的教会”，由新加坡神学院

上帝的名被尊为圣。

沈洪利牧师安息年假

物，勉励受按立的教牧要效法保罗在

2015年的教牧长执同工营在8月16日至18日，在西

有鉴于目前区会引进新人和领袖的困难重重，乌节
路长执会于去年2月15日的长执会议上，决议保留区会的
架构，由几个区会合而为一，并分出数个由小组组长负责
的小型事工小组，通过由一个职员会照顾属下各小组的形

沈牧师到英国剑桥安格利亚鲁斯

式来运作。各小组每年至少六次聚会，内容可以是查经、

金大学（Anglia Ruskin）参加研讨会，

分享、祷告，由个别小组自行决定；而各小组每年也有六

同时间内撰写硕士研究论文，课题

次的齐聚碰面的机会，大聚会就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内容，

已定为组织文化与共识（Organisation

已定的有“异象的分享”、“圣经课导读”、“基督徒投

小说中的江湖人物，正邪冲突等，生

接着由丘牧师述志时，丘牧师开

动的比喻传道要具有的精神，还形容

玩笑说，仕华牧师把话说到如此，他

两位受按立的牧师是“绝代双骄”，

如果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

不时引发哄堂大笑。

会要求自己被“凌迟处死”，引起满

在洪利牧师的安息年假期间，

两位受职牧师在完成仪式后上台

场笑声。丘牧师说，他的人生好像上

福康宁聚会理事会诸位理事将承担起

位已多次担任大堂崇拜会主席和敬拜团队的弟兄姐妹，将

述志时，也多次有哄堂效应。张仕华

下半场都走过了，现在是进入“加时

教会的牧养工作。洪利牧师说，福康

从2016年7月10日主日，正式提升到大堂崇拜。本聚会长执

牧师以提摩太后书四章1到8节，作为

再战”，还能战多久，要看耐力有多

新区会去年7月11日成立，其两大使命宣言为团契生

宁聚会的长执向来都和他一同牧养信

会经过多次讨论，接纳青年崇拜会职员会的建议，让已经

述志的主要经文，表明将竭尽所能事

少。丘牧师表示剩下最后10多年有精

活“牧养与关怀”和布道生活“建立友谊与领人信主”。

力能够竭尽所能服事主，他以哥林多

徒，在他拿安息年假这段期间，建民

进入或将要进入社会工作的一批青年人脱离青年崇拜会，

奉主。仕华牧师把自己的人生分为上

中西部区会的前身是1985年成立的宏茂桥区会，这三十

后书五章13节：“如果我们疯狂，那

长老将担任代理事会主席。至于主日

在青年崇拜会庆祝五周年之际提升加入大堂崇拜。

半场（35岁以前）、中场休息和下半

余年来，分别在1994年和2004年从中发展出了义顺区会

场来形容，并以2002年受按立的一张

是为了上帝；如果我们清醒，那是为

旧照说那时是自己37岁，刚好是人生

了你们”，表明将以此作为一位牧者

黄志伦牧师、陈恩慧牧师和陈淑贞传

的中场休息，而现在是进行下半场的

继续努力的目标：为主癫狂，为了教

道协助；圣餐主理向来都由主理牧师

时候，还表明如果有一天，长执们如

会和弟兄姐妹谨守清醒。

张友忠牧师主持，所以没有更动。

Culture and Engagement） 。

讲道的安排，已邀请了刘凤明牧师、

乌节路青年人将提升到大堂崇拜
乌节路青年崇拜会第一批青年约二三十人，包括了数

青年崇拜会自2010年开始以来，参与的青年人从七十

资宝鉴”、“郊游”、“电影”和“宣教士分享”等等。
在这个新概念下，乌节路长执会也通过设立中西部
区会，委任原宏茂桥区会多位职员和新人出任新区会第
一届职员，丘主恩牧师为负责教牧。

和盛港区会，可说是“生养”不少。

人逐年增长，到去年11月已有130人。在这五年里先后有多

因着长执会通过了运作新概念，今年3月间，本聚

人完成学业，并出来社会工作。为了有效延续华人教会的

会特别在连续四个主日上，向会友推介现有个别区会的

成长使命，也为了从青年人中培养未来可以承继领导华人

活动，并在会后设立摊位为有兴趣加入的会友作更进一

教会的责任的接班人，此次这番决议，可说是意义深远。

步的介绍，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会友加入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