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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棘 新 加 坡 长 老 会 恩 泽 堂 会 讯

扩大宣教的帐幕
常年教牧长执同工营于8月19日连续两

天在福康宁聚会举行。同工营以明年的教会

主题“以宣教和生命扩展上帝的国度”为主

题，教牧长执预先探讨明年事工的一些可行

策略。制定事工方向后，会在联合领袖交流

会里传递给第二层领袖，并在全教会推行。

营会中首先报告了恩泽堂的宣教事工概

况，我们为着上帝量给我们的地界，充满赞

美，因祂赐福这份工作，借着宣教，让福音

的事工，持续的开花结果。

接着，同工们探讨未来在西马设立宣教

据点的可能性。马来西亚近在咫尺，在新定

居的马国人占移民者百分比的首位。我们要

如何透过宣教策略作有效的联结，让他们融

入教会？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而新移民中的

第二大族群——中国人，也是福音事工中不

可忽略的一群。无论是流动性的客工，或是

久居的中国人，都是国内宣教的目标。如何

把他们带入上帝的国度，需要一番心思。

此外，借着各聚会的会友概况分析，

大家一同探讨未来增长的挑战。统计数据让

我们更认识牧养的群体，也深思各聚会的优

势与未来发展的潜能。上帝让恩泽堂设立不

同聚会有祂的美意，虽然各聚会发展条件不

同，面对的福音群体与挑战也有所差异。然

而，福音的使命让我们愿意继续持守。

宣教需要人力，物力和灵力，会中的财

务报告帮助我们客观评估恩泽堂运作的维持

费用，它也是我们要采取哪些宣教策略的重

要指标。长老大会产业直落古楼的发展计划

是目前各堂会热切关注的课题。当天的讨论

评估后，我们目前得放下，因为我们必须集

中精力，投入裕廊建堂的发展。丘牧师提出

裕廊新市镇未来发展的前景，以及建立一个

城市型教会，吸引人跨越地域前来聚会的构

思很新鲜，但无论是建堂或是事工的发展，

都需要每个聚会一同来支持，因为我们都在

榕树概念的大伞下，同属恩泽大家庭。裕廊

聚会新聚会将以什么面貌呈现？事工要怎样

落实？恩泽堂未来又会如何发展？我们都必

须本着恩泽一家，全心投入宣教，投资生

命，一同扩展上帝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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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教牧长执同工营速记

会友出示具有密码验证身份的通知书领取选票。 文／陈惠香传道

武吉巴督聚会成功试行电脑验证发选票
4月29日主日是恩泽堂的选举大日，四个

聚会这天同时举行主理牧师和长老选举。

当天恩泽堂首次在武吉巴督聚会试用电

脑扫描登记参与选举投票的会友资料，工作

人员负责验证会友所出示具有密码验证身份

的通知书后发给选票。整个程序井然有序。

这项电脑扫描登记试用程序先从武吉巴

督聚会开始，在其他聚会的会友资料整理完

后，逐步在本堂的所有聚会实施。

杂耍转盘需要聚精会神才能不叫盘子“康

朗”的掉落在地，超过200名恩园学校的师生、

校友，还有学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一起接力转

盘达240分钟之久，不仅获得“新加坡记录大

全”的认证，精彩完美的表演，大伙儿的专注投

入，使当天的活动叫人特别印象深刻。

在8月25日举行的嘉年华会，是恩园学校创

立10周年庆典活动之一。选择杂耍作为庆典活动

的表演项目，是因为学校成功采用“以杂耍艺术

争取卓越表现”的教材，在培训学生对自己的信

心层面上大有助益。2007年，这项教材获得教育

部与国家福利理事会联合颁发特别教育创新奖。

也因此，学校希望借着这项可以大家玩、

可以接棒耍的活动，让老师、学生、学生家人、

居住在那里附近的居民，都能借此互动，彼此关

怀，学生也能更加地落实坚持与团结的精神。

庆典当天还有学生的手工作品展卖，以及他

们过去10年来参与社区工作的活动照片展示，出

席者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孩子的积极主动和努力。

活动当然不能少了吃，由学生负责的校园咖啡座

在当天负起相当大的供食任务，老师也协助担任

两个食摊的掌厨人，让每一位出席者解饥解渴。

看到学生们如此用心准备，满满的感动充满了大

家，不禁都要给予他们鼓励的掌声和拥抱。

恩园学校10周年·杂耍转盘创记录

本堂会友总数突破2000人

随着本堂四个聚会于6月3日与10日
举行洗礼后，共有总数64人受洗加入教
会，使本堂总会友人数突破2000，达到
2043人。

本堂主理牧师张友忠牧师在4月29日的
堂议会上，以867张赞成票续任四年。新任
期从7月1日开始。当天四聚会共有963位会
友出席参与投票。华文中会在选举当天委派
陈业玉牧师、谢幸豹长老和黄志伟执事到乌
节路聚会和福康宁聚会监选；而谢大立牧
师、龙仕明长老则到武吉巴督聚会和裕廊聚
会监选。

同一天也是本堂长老选举日，五位当
选张老都是新任长老，他们都是在各聚会事
奉多年的执事：武吉巴督聚会的康秀云和吴
光煌，乌节路聚会的王邦吉和李锡永，以及
裕廊聚会的刘来明。新长老已在5月27日正
式成立就职。

主理牧师获赞成续任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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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恩泽堂年议会通过所有报告

“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赛37：31

在裕廊聚会于8月19日举行的设教10周

年感恩崇拜会上，郑海达牧师以这节经文为

引，回顾聚会历史，劝勉大家要不住的祷

告，好得主的引导，并对过去10年感恩，展

望未来持续的稳固发展。

当天大约有220位新朋旧友出席，除乌

节路聚会古早喜乐团契、武吉巴督聚会蔡厝

港区会和福康宁聚会罗志文长老莅临外，裕

廊聚会的首届理事也都应邀出席盛典。

为纪念这第一个10周年的

里程碑，裕廊聚会特别编印一

本厚达78页的感恩特刊。其中

刊印了60多张历史照片和10年

大事记，还有61篇会友的感言

短文，道出大家对教会的爱与关切。

会上有诗歌赞美、幻灯片记录历史、少

儿与成人同声高唱《让爱充满全地》，还有

庆典蛋糕吹蜡烛的感恩经典画面，出席者合

照，崇拜会后在活动室还有丰富又美味的爱

心餐！

满满的人，热热的食物，甜甜的点心，

还有暖暖的彼此问安，10周年感恩聚会是一

焚棘

本堂于4月28日在乌节路聚会举行的年议

会，共有125位会友出席，对主理牧师与各聚

会报告、宣教委员会、恩园学校、恩泽关怀

机构和财政报告等，进行讨论和表决。

除其中数个事项有会友提出询问，获得

主席与负责报告的教牧长老解释外，所有的

报告事项都在当天会上全部通过。年议会也

通过继续延聘多年的Deloitte审计公司。

此外，本堂在3月间注册成为公司后，也

向慈善总监申请注册成为慈善机构，但按要

求须修改两项法规；当天在主席的报告解释

后，这两项法规也获出席会友赞成通过。

年议会改年底举行

在同一天里，张牧师也向出席的会众宣

布了长老议会的决定，那就是本堂2012年下

半年将举行注册为公司后的首个年议会，往

后的年议会也将改在年底举行。决定主要是

配合本堂由Providence Presbyterian Church改

成Providence Presbyterian Church Ltd.（有限

公司）后，调整财政年度报告的需要。

本堂已在今年3月9日向会计及企业管制

局（ACRA）完成注册PROVIDENCE PRES-

BYTERIAN CHURCH LTD.的手续。但基于

本堂在此注册前的财政年度是在每年的6月

30日结束，长老议会接纳审计委员会的建

议，议决在财务上从今年7月1日起才正式以

Providence Presbyterian Church Ltd.运作。

预计在今年12月8日于乌节路聚会举行的

堂议会，将是本堂注册为公司后的第一个年

议会，当天不会有新的财政报告，成为公司

后的第一个财政报告预料将在明年底举行。

长老大会直落古楼发展计划

有关长老大会在东部直落古楼的发展计

划，张牧师也在会上向会友说明。

长老大会在那里拥有一块999年地契面积

达104,533.72平方尺的地段，计划发展为一个

开放给长老大会属下教会租用的大会中心。 

这块地段位于直落古楼K巷，长老大会

已定下每平方尺2.4新元的价格供大会属下堂

会租用，租用期限为40年。

张牧师说，年底的年议会将讨论本堂是

否要参与这项计划，长老议会在接下来的几

个月将先进行谈论，然后再向大家提出相关

的建议。

裕廊聚会新旧同工喜庆10周年

主理牧师张友忠牧师在4月28日的年议会中宣

布，关于裕廊聚会与裕廊基督教会洽谈建堂的事项，

长老议会已设立三小组（建筑小组、筹款小组和事工

拓展小组）从下半年开始运作。

张牧师说，裕廊基督教会地段的重建计划已提

呈给市区重建局（URA），在等候当局的批准，预计

建堂要到2014年初才会开始，估计需时两年完成。

另一方面，裕廊基督教会要求在建堂期间，借

用武吉巴督聚会与裕廊聚会的场地来聚会，此事还在

洽谈中。

裕廊聚会建堂小组下半年启动

由于租不到往年所使用

的胡姬乡村俱乐部，本堂今

年的宣教主日首次改在武吉

巴督聚会举行。5月27日主日

下午2点半，来自四个聚会

的弟兄姐妹齐聚武吉巴督聚

会，出席了这个本堂常年的

盛会。宣教主日当天也为三

位资深教牧：张仕华牧师、

丘主恩牧师和詹婉娴传道加

入本堂教牧团队，以及五位

新长老：康秀云、王邦吉、

刘来明、李锡永和吴光煌，

举行了就职礼。此外，主理

牧师张友忠牧师也在当天代

表长老议会，感谢在今年6月

离职的三位教牧多年来在本

堂服事的辛劳，他们是：刘

凤明牧师、黄勇勋牧师和陈

瑞福传道，。

连 续 三 天 分 别 在 乌 节

路聚会和武吉巴督聚会举行

的宣教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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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师，张牧师从中国教会的发

展谈到全球各地的教会在复

兴中，并就本次大会主题：

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

（太九：37），勉励会众向

利未人学习，把最好的奉献

给主，不但有十一的金钱奉

献，也要奉献十一的时间回

应主爱。来自越南和泰国的

宣教士也出席聚会，分享当

地的宣教发展概况与需要。

今年宣教大会收到297张

认献卡，认献总数为43万

4913元，相当接近总预算所

需的45万元目标。

☆宣教主日首次在武吉巴督聚会举行☆

次用心浇灌的美好分享，未来的路更需得力得人，

需要更多爱心耐心的投入与支持，愿上帝保守看

顾，继续为裕廊聚会、各个聚会，为整个恩泽堂指

引前方的道路，叫我们人所作的，都能合神心意。

快 讯
张仕华牧师出任 
武吉巴督聚会长执会代主席

长老议会通过接纳武吉巴督

长执会的推荐，委任张仕华牧师

从10月1日起出任武吉巴督长执会

代长执会主席一职；同时林十里

长老也卸下代主席一职，长老议

会感谢林长老在担任代主席时的

付出。

实习生计划10月底截止报名

为栽培新一代恩泽堂领袖并

提供团契、事奉的平台，跨聚会

青年事工将在2012年12月1日至

2013年1月31日举办实习生计划。

凡年龄介于16至25岁、目前已参

与事奉、并且经常参加崇拜与团

契聚会达三年者，欢迎申请。报

名日期自9月30日至10月29日，凡

有负担的年轻弟兄姐妹，请向各

聚会负责青年事工的牧者领取报

名表格。

主日学老师再思敬忠的事奉

主日学老师须有使命感和委

身的精神，能看到主日学对信仰的

传承和培育教会下一代的重要性，

这样，不只事奉的路能走得远，也

能以身教正面影响孩子的一生。

9月1日在乌节路聚会举行的

跨聚会主日学教师节庆祝会，以

聚餐兼培灵会的形式进行，约有

70名老师出席。讲师张克复牧师

以“主日学老师的再思”为题，

勉励老师们尽忠职守，在各自岗

位为主工作。

他以使徒行传26章中使徒保

罗劝勉提摩太的记载，劝勉老师

要清楚教导圣经真理，还需在教

导中不断进深自己，且要多为学

生与同工代祷。老师的责任固然

重大，但也要学会交托和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