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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棘 新 加 坡 长 老 会 恩 泽 堂 会 讯

以真情敬拜上帝

为了未来的发展需要与填补三位教牧（刘凤明牧师、黄
勇勋牧师和陈瑞福传道）离开后的空缺，本堂已聘请三位事
奉经验丰富的新教牧加入团队，他们是（上图左起）：张仕
华牧师、丘主恩牧师和詹婉娴传道。

张仕华牧师将在5月间上任，他是马来亚基督教会的主
任牧师，在该教会已事奉超过13年，在这之前，先后在新马
的不同教会与机构担任过主任牧师和传道等职多年。张牧师
上任后，将在武吉巴督聚会事奉，其中一项就任后的重要工
作，将是接过目前由主理牧师负责的跨聚会青成教育事工。

第 二 位 将 在 5 月 间 上 任 的 丘 主 恩 牧 师 也 是 位 资 深 牧
师，1989年毕业于新加坡神学院后，先后在新马的不同教

会担任过传道和主任牧师，也曾在新加坡神学院基层福音学

院任教多年，牧会超过20年。 （文转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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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棘

本堂的第二批实习生首次参与海外宣教，经验
难得感受多。

参与第二批实习生计划的年轻人共有八位，
他们来自乌节路、武吉巴督和裕廊的三个聚会：裕
廊聚会的赖安琳和欧英廉，乌节路的符策仁、张弃
轩、谢嘉铭、姚美廷和沈家贤，武吉巴督的翁榕。

在2010年底开始启动的实习生计划，是本堂为
栽培下一代领袖而进行的。负责这项计划的张基甸
传道受询时说，第二批实习生培训活动的时间与第
一批相同，但第一批的教导时间比较多，这次则有
更多的事奉实习活动，他们得交作业，读书报告和
读后感，且每周要访问一位传道人或长执，了解他
们的事奉经验。

第二批实习生在短短的两个月八周活动中，参
加了多项跨聚会活动，包括乌节路聚会的少年时光
营会和到西马的营会、漳宜伯大尼堂的青年营会、
裕廊聚会的乌敏岛营会、儿童圣诞节聚会等。

对实习生来说，最难忘的活动应该是1月5日至
10日到中国云南两间教会的短宣活动。尤其是看到
当地人对信仰的追求，令他们十分感动。

年轻领袖建立个人关系有助未来同工

张传道说，虽然这样的短宣是很好的经验，
可以让年轻人体验乡村宣教的辛苦，但经费是个问
题，因为短宣的拨款来自跨聚会基金，款项有限，
所以还是会检讨未来这方面的短宣需要。

第一批实习生计划2010年底率先在乌节路聚
会展开，当时只有五位青年崇拜会与圣乐事奉的年
轻人参与。这回计划扩大到各聚会，人数也增至八
人。展望未来，他说希望今年底的第三批实习生能
增至10人，还有各聚会负责青年事工的教牧支援。

张传道说，实习生计划培养了年轻人的事奉
热忱，帮助建立青年崇拜会，让他们的事奉得以延
续。他说，第一批实习生都已在乌节路聚会的青年
崇拜会的各小组负责宣教、接待/布道等事工。

这个刚起步的计划也在探讨未来是否发展成一
整年的实习生活动，也探讨是否让年龄较长的年轻
人参与的可能性。目前的实习生征选是由各教牧长
执推荐具事奉心志的年轻人参加，他们年龄必须在
15岁以上，并有教会事奉经验。

张传道总结说，这项计划有各聚会的年轻人参
与是好的开始，能让年轻领袖尽早建立个人关系，

在教会里合一，对未来的彼此同工很有帮助的。

实习生海外宣教感受多

张传道带领全体实习生在祷告会作见证。(左起)张传道、符策仁、
赖安琳、翁榕 、谢嘉铭、张弃轩、姚美廷、欧英廉和沈家贤。

恩泽堂2012年主题

今年的宣教大会已定在5月25至27日举行，主题为“要收

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太九：37）。宣教主日改在下午2点

半于新加坡生命堂举行，邀请到来自中国云南昆明市基督教

协会会长张以琳牧师担任大会的讲师。 

三资深教牧加入本堂

4月底堂议会
三事项值得关注

本堂长老议会订4月28日（礼

拜六）下午2时正在乌节路聚会召

开堂议会。

来临的堂议会，除了例常的报

告外，主理牧师也将在会议中向会

友提出三项值得关注的报告：

一、教会注册成为私人公司后

的跟进事项；

二、裕廊聚会与信义会商谈合

作建堂的事项跟进；

三、长老大会在直落古楼筹建

长老大会中心，邀请本堂设立聚会

的提案。

受邀到东部设立聚会是新提案

其中有关长老大会邀请本堂到

东部直落古楼设立聚会的事项是个

新的提案，那是位于我国东部的一

块999年地契的地段，需要会友表

决是否要接受邀请。

堂议会是本堂的最高议会，

负有通过财政事项及长老议会等主

要提案的权力，盼本堂会友踊跃出

席。 

本堂主理牧师张友忠牧师在2009年接过刘
凤明牧师的主理牧师棒子，转眼三年任期将在今
年6月30日满任，长老议会按大会法规已订4月29
日（主日）在各个聚会举行主理牧师选举，届时
将有华文中会常委会的特使前来监选。

与此同时，在同一天，本堂也将举行长老选
举，乌节路聚会和福康宁聚会则同时举行执事选
举。有关选举通告会从4月8日开始连续三个主日
在崇拜会中报告。

这一次的长老选举共推出5位候选人，他们
都是在本堂各聚会事奉多年的执事：康秀云（武
吉巴督聚会）、王邦吉（乌节路聚会）、李锡永
（乌节路聚会）、刘来明（裕廊聚会）、吴光煌
（武吉巴督聚会）。

2012年，本堂全教会的年度主题为“以真
情敬拜上帝”——重点是敬拜，也就是要我们
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上帝。这个主题是在2011
年8月间的教牧长执同工营讨论后，在9月的长老
议会通过。教会拟定在教导、敬拜、圣化文化，
以及跨聚会圣乐事工四方面落实这一主题。

主理牧师张友忠牧师1月到各聚会讲道，谈
到了这一主题的两个重点：一、心灵与真理—我
们必须对敬拜的对象有一种真情，才能用心灵敬
拜。二、敬拜与生活—我们的生活中心以敬拜为
始，以主耶稣为我们敬拜的中心，必须贯彻上帝
的话，使生命得着上帝话语的滋润而成长。

主理牧师满任与长老选举



教牧长执从人口普查探讨宣教策略

本堂主理牧师张友忠牧师在去年11月12日于裕廊

聚会举行的教牧长执交流研讨上，借2010年新加坡人口

普查资料，与众人分享并让大家了解新加坡讲华语群体

与信仰的概况，从中思考华文教会传福音的契机。

根据这份调查，在新加坡未得之民中，华人人口

占多数，而五岁以上的华族居民，有47.7%在家惯用华

语。照这些数据看来，若我们以讲华语的群体为我们的

服事对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120万人的庞大禾场；如

果以华族非基督徒为我们所服事的对象，面对的禾场更

大，达187万人。按照这样的数据来算，我们讲华语的

基督徒，每人需要把福音传给9.2名讲华语的非基督徒。

如此庞大的禾场，让大家看到华语华文事工增长

的空间。愿弟兄姐妹能同恩泽堂的教牧长执携手同心，

克服困难，除去障碍，竭尽全力传扬福音，兴旺福音。

本堂成立审计委员会

本堂从2011年7月起正式成立审计委员会，进一步

加强财务监管机制。审计委员会由罗志文长老担任主

席，其他三位成员是陈炎明、邓维丰与郭纬敏，他们

是本堂的会友，都有相关的会计文凭与专业经验。

审计委员会的成立获长老议会的通过，委员首任

任期为三年，接下来的任期将是每两年一任。

选择在这个时候设立审计委员会，除时机成熟

外，也因为本堂即将注册为公司，审计委员会的独立审

查，可提供更完善的机制，加强本堂的财务监管架构。

本堂成立的审计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委员

会主席为非执行人员，委员们也不参与长老议会的管理

与决策；另一方面，长老议会成员或教会的管理人员，

除非受审计委员会邀请，不能出席审计委员会的会议。

按长老议会通过的委任，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有三:

一、监督财务报告，确保财务信息完整可靠；二、监督

内部控制；三、联系外部审计师处理常年财务审计。

武吉巴督聚会生活营

以“让爱飞扬你我的家”为主题的生活营，已

定从6月4日至7日在印尼峇淡岛举行，主题讲师是中

国信徒布道会总主任许顺明牧师。

希望弟兄姐妹能踊跃报名参加，在为期四天的

亲密相处中，叫大家因着爱，有更多更好的沟通、

理解与包容。

福康宁聚会第一届家庭营

福康宁聚会理事会拟定从6月13日至于16日举办

该聚会的第一届家庭营，主题定为“敬拜之旅”，邀

请本堂刘凤明牧师担任主题讲师。家庭营地点已定：

美丽的峇淡岛的Harris Resort。

焚棘焚棘

乌节路聚会的第八个五年计划“团契与布道”
经历一年余的讨论决定，终于有了清晰的计划，并
由张牧师在2月11日向会友公布计划内容。

在布道方面，将继续目前已开始的接待布道、
施乐老人福音、圣灵九个果子的异象、转捩点U团
契和中国人福音等事工；团契方面则计划成立一30
岁以上的新团契、设立“中途站小组”以配合接待
布道事工。

所谓的中途站小组就是各团契或区会把当中的
一个小组移到主日在教会聚会，让接待事工所接待
的新朋友能即日就加入并感受在小组团契生活的情
况，透过熟悉小组成员，再跟进邀请他们参加区会。

在这个五年计划里，也配合本堂全年主题“以
真情敬拜上帝”，在主日崇拜会前播放幻灯片，提
醒会众在崇拜会前五分钟安静祷告、等殿乐后才散
会，以及鼓励会众不要迟到。

乌节路第八个五年计划

简讯

武吉巴督聚会五年目标 ：进深与成长 
武吉巴督聚会定下2012-2016的五年目标，总

主题为“进深与成长”，并细分了五年的个别主
题：崇拜的进深与成长（2012）、关怀的进深与成
长（2013）、培育的进深与成长（2014）、团契的进
深与成长（2015）和布道的进深与成长（2016）。

头一年2012年的“崇拜的进深与成长”，以

人人通过教导以真情敬拜上帝、建立每个月至少
两次家庭崇拜，以及提升个人的敬拜素质为目标。

为了更好的表达五年目标，武吉巴督聚会去
年8月开始通过征集主题歌的创作，最后选出由黎
恩慈姐妹词曲创作的作品。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也
可到武吉巴督聚会网站点击聆赏。

于2011年7月受聘加
入恩泽堂裕廊聚会教牧
团队的赖庆恩传道，已
在去年7月24日正式就
职，就职礼由张友忠牧
师主持。

赖传道接过林信远
传道的事奉棒子，负责
裕廊聚会的区会、新朋
友接待事工、信望爱团
契（中国人团契）、主日学老师及青少年团契
的牧养与教导的工作。林传道在8月31日任满
后，已回返中国继续为主作工。

来自西马柔佛州居銮的赖庆恩传道，出生
于基督化家庭，经历上帝的恩典成长，成为第
二代信徒，1982年于居銮长老会佳音堂接受坚
信礼。

林信远传道回温州
赖庆恩传道接棒

本堂长老议会接纳武
吉巴督聚会长执会的提
议，由林十里长老担任
武吉巴督聚会代长执会
主席一职，任期从2012年
至2013年6月底。同时，
长老议会也接纳任满的
许国斌长老及2012年7月
任满的林十里长老在任
满后成为长老议会特约
议员，主要是协助武吉巴督聚会的会务。

武吉巴督聚会的会务在黄勇勋牧师调任后，
将由刘骤前牧师、林十里长老、许国斌长老和
王加现长老共同带领，并由林十里长老担任代
长执会主席至2013年6月底。

林十里长老受委代长执会主席
福康宁聚会去年底公布了三年目标计划，主

题是“生命重整、领受使命”。
福康宁聚会理事会希望在接下来的三年内，

能帮助信徒在基督里成长、突破及蜕变，并且培
育他们成为基督的仆人、装备他们成为社区的领
袖。理事会主席沈洪利传道在计划中指出，为了
使信徒的生命蜕变得更像耶稣基督，领受上帝应
许的丰盛恩典，他们将在未来三年透过六方面
来造就信徒的灵命：一、拥有充满热忱的灵性表
现；二、拥有激励人心的主日崇拜；三、拥有全
面兼顾的生命小组；四、拥有相亲相爱的会众关
系；五、拥有恩赐为本的事奉方式；六、实践需

要为本的布道事工。

本堂在4月8日的复活节庆祝设教44周年，

长老议会书记洪振贤长老（左起）、主理牧师张

友忠牧师、乌节路聚会的刘凤明牧师，以及乌节

路聚会的书记王邦吉执事，代表教牧长执切纪念

蛋糕。出席聚会的会众，当天获赠由长老议会委

托环球圣经公会协助出版的《韦斯敏斯德信仰宣

言》与《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作为纪念礼物。

（文接封面） 

近年来，丘牧师经常受邀到西马柔佛与吉隆

坡一带的教会证道与主持讲座。丘主恩牧师上任

后主要是在乌节路聚会事奉，他所负责的跨聚会

事工将是国内的中国人事工和国外的西马事工。

第三位受聘加入本堂事奉的詹婉娴传道，

已在4月1日正式上任。詹传道在乌节路聚会主要

负责的事工是祷告会、成人主日学、转捩点U团

契、恩慈团契、恩龄团契、图书馆和施乐福音事

工。在跨聚会事工方面，她将负责本堂的成人教

育事工和教区事工。詹传道于1992年毕业于新加

坡神学院，获道学硕士学位，曾任职于新加坡神

学院、远东福音广播公司，以及长老会漳宜伯大

尼堂。

更多详情，请到本堂网站阅览。

三资深教牧加入本堂

福康宁聚会定下三年计划
 武吉巴督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