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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棘 新 加 坡 长 老 会 恩 泽 堂 会 讯

陈 健 辉 传 道

原籍马来西亚，

他 在 台 湾 国 立

师范大学音乐系 

（主修理论作曲）

时信主并受洗。

毕业后，全时间

在台湾和马来西亚学园传道会事奉。1994年与张

心玮姐妹结婚，随后两人一起到新加坡神学院修

读道学硕士。1998年毕业后他回吉隆坡牧会近五

年，2003年因太太蒙召先后到台湾华福神学院和

美国芝加哥三一神学院进修而全家迁居；这段期

间，他先后配搭美国芝北华人基督教会母堂及分

堂之教导与牧养事工共五年余。

2010年圣诞节，陈传道全家回返亚洲事奉，

太太现任教于新加坡神学院。两人育有一对子

女，韫祈和韫宣。（陈传道全家福见上图）

2011年受聘为恩泽堂传道的他，于4月10日

上任，5月1日主日正式就职。陈传道主要负责

福康宁聚会的事工，包括牧养、接待与宣教事

工，以及门徒装备中心的教导与训练、SMU/

YMCA和FES宣教事工等，同时协助宣教委员

会，尤其是缅甸圣安团契的发展与培训事工。

今年堂议会两件重要的事

我们的教会在即将到来的堂议会（5月

28日）有两件重要的事件需要全体弟兄姐妹来

参与决定。一件是教会注册的问题，另一件是

为裕廊聚会找一个长期聚会的地方。

有关教会注册

在全国肾脏基金会的事件以后，政府便对

慈善机构的管理制定了新的要求。在2008年，

新加坡社团注册局就通知长老大会：在呈报账

目之前，必须合并长老大会属下多间堂会的账

目，成为一个账目提交。在此之前，虽然大部

分的堂会都是注册于长老大会名下，并采用长

老大会的法规，但每个堂会的账目都是分别提

交的。

长老大会及各个堂会经过多方的考虑，认

为因为涉及到共同债务、税务、运作等问题，

如果将所有长老大会属下堂会的帐目合并，我

们就无法让堂会按照原来的方式运作；于是在

2010年3月的大会年议会议决：最有效的运作

方式就是让各个堂会分别注册成个别的合法机

构，如此一来，各个堂会就可以分开处理各自

的账目。

接着下来，我们长老议会就开始讨论如何

注册的问题，过程相当复杂，它牵涉到法规以

及实际运作的困难，长老大会无法写一份可以

完全满足所有堂会共同使用的法规，而各个堂

会多年来运作的模式也有相当程度上的差异；

我们也请教了一些经常帮助基督徒团体注册的

律师，长老议会也做出了建议，但这建议需要

获得弟兄姐妹在堂议会中做出支持的表态。

有关裕廊聚会寻找长期聚会所

至于裕廊聚会的崇拜场所，目前我们和地

主签定的合约只是到2013年，如果获得续租，

最多也只能用到2015年。为了福音的缘故，长

老议会希望裕廊聚会的弟兄姐妹继续留在裕廊

一带发展，裕廊聚会已经搬迁了一次，搬迁让

我们弟兄姐妹的感受并不好，很缺乏稳定感，

我们实在不能让裕廊聚会不停地搬迁，我们需

要为裕廊聚会找一个长期可以聚会的地方。在

多位长老的努力下，我们有了一个可能建堂的

方案，但这重大决定，长老议会也需要获得弟

兄姐妹的支持。

长老议会也授权让我在四月到五月初期

间，分别在各个聚会详细分享长老议会的建

议，盼望能够在我们堂议会之前，让大家比较

清楚知道长老议会的决定，也盼望能在堂议会

时获得弟兄姐妹的授权，让长老议会可以着手

去进行这两件重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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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棘

张牧师与洪鼎杰长老（长老议会书记）和王邦吉执事（长
执会书记）共切生日蛋糕，欢庆设教43周年。

恩泽堂2011年宣教大会

文／张友忠牧师

日期：2011年6月10日至12日

地点：乌节路聚会、武吉巴督聚会、 

           胡姬乡村俱乐部

主题：圣灵、宣教、我们

讲师：李茂政博士

诗歌创作赛入围作品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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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诗歌创作比赛共收到16首作品，在经过一
轮的评选后，入围作品终于出炉了。它们是：

列 表 中 的 入 围 作 品 都 将 在 5 月

21日当天发表，而其中的各组最佳，

以及最佳作词作曲的成绩也将在当晚

揭晓。

在评选做另一轮的遴选的同时，

主办单位与评选委员为了让大家更早

的接触与认识这些新作，筹委决定将

入围歌曲上载到恩泽堂福康宁聚会的

网页让大家参与投选，最后再配合评

判的评分选出各组别的最佳。

网上投选详情将在稍后公布，敬

请留意。

陈健辉传道4月上任 乌节路聚会庆设教43周年

乌节路聚会在4月24日复活节主日欢庆设教

43周年，主理牧师张友忠牧师以哥林多后书二章

14节证道，指出“得胜的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在

于让复活的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是那位胜过阴

间死亡，大有能力，已经死里复活的主，而不是

停留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讲道过后，赵玉晶长老

上台述史，讲述乌节路聚会设教的历史；刘祖湛

长老接着带领大家为教会的发展感恩祷告。当天

青年崇拜会与来自武吉巴督、裕廊和福康宁聚会

的代表，也一起参加崇拜会，济济一堂，见证了

乌节路聚会走过43周年。



本堂3月18日在乌节路聚会举行的联合祷告

会，共260多人出席，其中187人签署赌场自我禁

门令，表达了教会对赌场和赌博的立场。 

刘凤明牧师在这场以“赌博的破坏性”为题

的联合祷告会上，引用《提摩太前书》的经文道

出基督教信仰的立场，点出赌博的危害根源。

刘牧师说，圣经教导人要勤劳工作，不可

贪爱他人财物，但赌博却鼓励人们贪财和不劳而

获，与基督徒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是上帝所不喜

悦的事。而赌博最荒谬的是，借游戏规则合理化

赢取别人的金钱，光明正大的掠夺他人财物。

而赌博对人性的另一大破坏性是使人走入虚

幻非理性的人生，让人把他的幸福，寄望在运气

上，为了“靠赌这一把”，很容易被吸引去拜精

灵鬼怪、求财神，被带入邪恶的敬拜。

刘牧师祈求主的怜悯使我们有回转的管道，

让赌博的破坏性不会在我们的国家扩散，并盼望

我们的表态与持续的祷告蒙主悦纳。

由教会赌场关怀小组筹划的这项活动，当晚

预备了20台电脑分散会场四周，方便集体签署赌

场自我禁门令的进行。恩泽堂四个聚会的教牧率

先上网签署，会众也跟着踊跃的排队上网签署自

我禁门令，虽然遇到网速缓慢问题，但还是在有

限的时间内，汇集了超过百多人当场签署，另有

数十人表明将回家办理。

主理牧师张友忠牧师受询时说，这次活动

获得良好回应，不少国内外会友都表示支持，包

括远在国外的史星元长老夫妇和梁丽娟传道都通

过电邮表达支持这项活动。当晚也有多位青少年

想表明立场，但因年龄在21以下而无法参与。此

外，刚好遇到3月学校假期许多人出国，否则签署

总人数相信会超过两百人。

张牧师说，过去弟兄姐妹都不认为教会会做

这种事，他们家里面对这方面的问题，也不知道

可以向教会求助，但现在开始有弟兄姐妹为了家

里有这样的困难，来找教牧祷告和寻求援助。

除了举行联合祷告会外，恩泽堂在2月至4月

间，也就赌博的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主理牧师在2月间先后到福康宁、乌节路、武

吉巴督和裕廊聚会，透过讲台以圣经的教导向弟

兄姐妹传讲赌博祸害的信息，以及教会反对赌博

和赌场的立场。在这期间，各聚会也以赌博造成

祸害的剪报、以实际发生过的例证，提醒弟兄姐

妹不要对赌博掉以轻心。

接着在4月10日下午，教会也在乌节路聚会

举办讲座“赌网重生”，邀请基督教防赌机构一

望中心的教牧同工通过见证分享，教导弟兄姐妹

如何帮助嗜赌家人和朋友戒掉赌瘾。该中心的陈

耐卿牧师在讲座上提醒大家，赌场经营者以盈利

为目的，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且是有计划的在

做生意，我们不要以为赌博是“娱乐、解闷、运

气、可自制”，而必须正视赌博带来的祸害。

陈牧师指出，赌博是绝对无法自制的，一旦

遇到家人有嗜赌的问题，一定要尽早求助，由机

构提供全方位的康复之路。

当天的讲座还有一位前赌徒的德士司机上台

分享他如何靠主恩典，在太太和一望中心同工协

助下决心戒赌，成功摆脱困境的经历。

武吉巴督与裕廊聚会6月假期江南游与家庭营

由本堂武吉巴督聚会主办的“同欢共聚江南

游”，获得热烈的反应，总共有123人报名。福音预

工旅行团的主要是让非信徒家人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借

旅行彼此认识并建立关系，希望对日后的福音跟进工

作能有所帮助。

而裕廊聚会定2011年6月5日至7日举办家庭营，

让该聚会会友，以及受邀请的亲属朋友同住同吃同乐

同游，在营会中彼此认识，互相了解。

乌节路聚会启动施乐福音事工

2011年的2月19日，乌节路聚会施乐福音事工小

组为红山施乐老人中心的老人举办了新春联欢会，共

有38位老人家，以及信实青年团契、恩龄团契、淡滨

尼区会和数位会友的家人，总出席人数130余人。当

天除邀请很懂给老人家讲福音信息的容浩然牧师做福

音短讲外，还有钢琴独奏、诗歌献唱和美食，陪老人

家度过了一个喜乐满溢的周末上午。

小组在新年前邀请福康宁聚会的弟兄姐妹参与，

前往该区为其中的六住户进行过年前的大扫除。

焚棘焚棘

我们集体对赌博说“不”

教牧带领会众集体签署赌场自愿禁门令表明立场。

2011年主题定为“圣灵、宣教、我们”的长老会恩泽堂的宣教大会，已定在6月10日至12日举
行。今年的主题讲师是目前在学园传道会事奉（参与中国事工）的李茂政博士，他也是美国富勒神学院
的宣教学博士。

一年一度的宣教大会将分三天在不同地点举行，每天的分题各不相同：

2011年宣教大会6月举行

简讯

首届长执林素梅长老与庄淑昭姐妹安息主怀

本会两位备受尊敬的长执林素梅

长老和庄淑昭姐妹分别在2011年2月

1日与1月7日安息主怀，林长老在一场

短暂的病痛后安息主怀，享年104，而

庄姐妹因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安返

天家，享年96。

她俩是恩泽堂自立前乌节路长老

会华语聚会设教时期设立的其中两位

首届执事，林长老在1985年7月28日受

按立为长老，是本堂首次票选的三位

长老之一。

林素梅长老

庄淑昭姐妹

长老议会定5月15日选举长老并推荐王元佳、

陈振英、王加现、彭东运和黄玉贤等五人为长老候

选人。四聚会将分别在当天举行选举，长老选举属

跨聚会选举。

而在同一天，乌节路聚会与武吉巴督聚会也将

个别举行执事选举。乌节路聚会推荐九位执事候选

人：宋碧桐、陈娜、刘文苑、林崇基、张少杰、陈

道能、符史津、卢峰、张健平；武吉巴督聚会推荐

五位执事侯选人：郭志强，符祥妍，李兴正，黄其

怡，董志力。

选举长老执事

 

日期 时间  地点  主题 

6月10日◇星期五  晚上8时正  

 

乌节路聚会  从圣经论宣教 

徒十二：1-3，太二十八： 18-20 

6月11日◇星期五  

 

晚上7时30分 武吉巴督聚会  圣灵带领宣教 

徒十六：1-10 

6月11日 下午 武吉巴督聚会  讲座 

 下午3时30分  武吉巴督聚会  之一：恩泽堂的宣教运作（张友忠牧师）

 下午5时  武吉巴督聚会      之二：从职场到禾场（李茂政博士） 

太5：13－16，伯1：1－3 

6月12日◇星期日 

 

上午9时30分 胡姬乡村俱乐部  放胆去传道吧！ 

徒28：16－31  

6月12日 上午9时30分  胡姬乡村俱乐部  之一：儿童节目同步举行  

 下午12时30分至 

1时30分 

胡姬乡村俱乐部  之二：宣教摊位展
参与机构： 

1. Wycliffee 
2. Youth With A Mission 
3. TWR Media 
4. The Worldwide Bible Society 
5. 恩泽堂宣教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