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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议会接纳两大发展计划动议
本堂在2014年12月6日召开的长老会恩泽堂有限公

司第三届年议会，通过了四主要事项，并针对乌节路长

老会扩建和武吉巴督长老会地契更新两大发展计划，接

纳了长老议会所提出的六项相关动议，这些动议将在未

来一年内召开的堂议会特会上投票表决，需有超过一半

会友出席投票，并获得议决的多数票数（半数或三分之

二），才算通过。

四项获得议会通过的主要事项是：

一、继续让宣教基金盈余部分除了保留新币10万元

作为储备金，余款拨入经常费的做法（若有不敷，则从

经常费拨出新币10万元作为储备金），并将累积在宣教

基金的新币6万8593元拨入教会的经常费后备户头。

二、修改法规第67条条文， 规定长老议会的议员应

包括主理牧师、各聚会的长执会主席，以及至少两位在

任长老。长老议会最少要有三人，最多不可超过30人。

三、委任审计（内部）委员会：同意重新委任现

有的内部审计委员会*委员：罗志文长老（主席）、林

世知博士、陈炎明弟兄、李锡杰弟兄、杨浩弟兄，续任

两年，任期从2014年12月6日到2016年12月5日。（*编

按：本堂长老议会是在2011提出成立审计委员会的决

定，并在同年7月份的会议通过了这项委任的生效，首

任任期为三年，接下来的任期将是每两年一任。）

四、委任审计师：接纳财务委员会推荐的Baker Til-

ly TFW LLP，继续担任本堂下一年度的审计师。

至于乌节路长老会扩建和武吉巴督长老会地契更新

这两项计划，获得接纳的六项相关动议是授权长老议会：

一、推动筹募新币1200万元，参与乌节路长老会的

扩建计划；

二、推动筹募新币700万元，参与武吉巴督长老会

地契更新计划；

三、可动用所筹集的发展基金用在上述两发展计划；

四、可在完成上述两项发展计划后，将为此两项计

划所设立的教会发展基金的余额（若有），转入长老会

恩泽堂的经常费；

五、终止徐汉坤基金，并转移其资金共新币32万

2710元为长老会恩泽堂经常费，并把这笔同等数额的经

常费，再转入为乌节路长老会扩建和武吉巴督长老会地

契更新计划所设立的教会发展基金；

六、在确认有必要时，可以一次或多次，从长老会

恩泽堂的经常费转移总额不超过400万元，转入为乌节

路长老会扩建和武吉巴督长老会地契更新计划所设立的

教会发展基金。

召我、塑我、差我
2015年宣教大会5月举行 

■  ■  ■  ■  ■  ■  ■  ■  ■  ■  ■  ■  ■  ■  ■

“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

而是有能力、仁爱、自律的灵。所以，不要以给

我们的主作见证当作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

囚的当作羞耻，却要为了福音的缘故，靠着上帝

的大能，与我同受磨难。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

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却是按照他自

己的计划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世以前，在基督

耶稣里赐给了我们的。” （提后一：7—9） 

以“召我、塑我、差我”为主题的2015年度宣教大

会，已订在5月22日至24日（星期五至日）三天举行。

本次大会邀请到现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华

福）总干事陈世钦牧师担任大会讲师。

宣教大会

5月22日（星期五）晚上8时至9时30分 第一堂讲道：召我 乌节路聚会

5月23日（星期六）下午5时至晚上7时 第二堂讲道：塑我 武吉巴督聚会

5月24日（主日）上午9时30分至中午12时 宣教主日：差我 胡姬乡村俱乐部

5月24日（主日）上午9时30分至中午12时 主日儿童节目：宣教与我 胡姬乡村俱乐部

宣教大会青年工作坊

5月23日（星期六）下午2时至4时30分 青宣专题：起飞 武吉巴督聚会

陈世钦牧师 现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

中心（华福）总干事。陈牧师是马来西

亚华侨，13岁蒙召，18岁到新加坡神

学院接受神学装备；讲道事奉足迹遍及

14个国家。曾担任新加坡神学院教务主

任、实践神学讲师与讲道学专任讲师，

并于多间海内外华人神学院授课。他的

思路清晰分明，不仅擅长释经，也富有

讲道恩赐，他的信息拥有四个特质：圣

经为基础，基督为中心，圣灵的恩膏，

并切合文化实践；而且十分精简有力，

广受大家的欢迎与接受，在许多不同

教会与公开场合主讲超过3600堂的信

息。陈牧师拥有美国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的婚姻家庭硕士与教牧学博

士学位。曾为洛杉矶国语浸信会国语堂

牧师及美国基督使者协会事工总主任。

为教会两大发展计划未雨绸缪
本堂教会发展在未来几年将有两项巨额的开支，那

就是乌节路长老会教堂的扩建和武吉巴督长老会教堂的

地契更新；这两项巨额的开支，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定的

数目。长老议会经过几回商议，认为不能等到届时知道

所需款项是多少才来筹备，因此议决必须大胆预计这两

项发展所需经费，向会友报告，为教会发展基金定下预

算，鼓励会友在经常十一奉献外，再为教会发展的需要

作出教会发展基金的捐献。

本堂主理牧师张友忠牧师以长老议会主席身份，

联合长老议会书记王邦吉长老共同签署了一份发给全

体会友的告知公函，讲解了这两项发展所需承担的资

金详情。据这份在去年10月12日发给会友的公函指出，

长老议会估计乌节路长老会（ORPC）教堂的扩建计划

可能需要新币3,000万元，按ORPC要求本堂参与承担其

中的40%，即本堂在这个项目上所需要承担的资金，估

计可能是新币1,200万元，而本堂也将在这个基础上和

ORPC签署一份对本堂的发展更有保障的备忘录。

另一方面，武吉巴督长老会教堂的地契还有八年

左右，预计武吉巴督长老会教堂地契的更新约需新币

1,500万元，而至今武吉巴督长老会（BBPC）教堂的

地契更新所筹集到的累积基金（Sinking Fund）是新币

200万元，BBPC要求本堂承担扣除累积基金后的50%，

就是约为新币650万元。

长老议会预计需在六年内筹备这两笔所需的款项，

即新币1,850万元。在扣除了已有的其他储备金等款项，

估计还需为这两个项目筹集新币1,401万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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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12日是长老会社

区服务与恩泽堂首次联合举办

的嘉年华会，对象是长老会社

区服务学前学后托管中心和恩

泽关怀机构小一至六的学生。

出 席 参 加 的 约 有 7 0 名 孩

子，负责服事的第二届长老大

会实习生被委任不同的工作，

如游戏设计和表演节目等。其

中 一 项 游 戏 是 把 圆 圈 套 进 瓶

子，凡能一次套齐6个圆圈的，

就能获得一个签名，并换取礼

物；有些小朋友很幸运的换得

礼物，有些小朋友，如照片中这名小女孩子，就是没办法

套齐，但却是不放弃的一再排队重玩，怀着誓要征服它的决

心，让负责的同工佩服万分。

游戏之外还有观看表演、做手工，以及边吃午餐边看

电影。给小朋友准备的食物是他们爱吃的薯条、炸肉块和

汽水（嗯……虽然这些都好像不是健康食物），看着他们

玩着游戏又吃着爱吃的食物的那种喜乐满足神情，负责的

同工们都感到无比开心。

但愿小朋友们在开心玩乐之余，感受到了陪着他们一

天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热情与爱心付出，更重要的是，有

一天，当他们回忆起今天在这里度过的时间（尤其是他们

所观看的影片），理解到圣诞节的真义，晓得世上最珍贵

的礼物莫过于上帝的大爱了。阿们！

裕廊东恩泽关怀中心揭幕

2014年9月27日，恩泽关怀中心在喜乐赞美声中，由

裕廊集选区国会议员洪维能主持开幕。

那是充满荣耀和祝福的一天，裕廊东32街372座的居

民也聚集在那儿一起玩乐，认识彼此，并收到中心未来数

月内将提供的精彩节目。歌德音乐学校学生的演奏甚是悦

耳动听；机械人和气球造型的摊位很受小朋友的欢迎，人

龙是长长的一条；那些在桌上足球和填色比赛中得奖的小

朋友握着独特的机械人和直升机奖品时，都显得格外开

心。除各样游戏，还有满场的开心雪糕、爆米花、棉花糖

及棒捧糖，小朋友可乐呢！

愿恩泽关怀中心在教会肢体和政府的支持下，能够秉

持“进入社区，服务社群，触动人心”的信念，同工义工

同甘共苦，同享助人与付出关心之后的喜乐之果，更让上

帝得着荣耀！ 

跨聚会青年运动会，大家全都

卯足了精力，拼了命也要把分数给

赢回来！

约莫90名来自各聚会的青年

人，在12月13日于长老会中学运动

场上比拼。比球技比耐力，大家是

一身汗水，不时气喘呼呼的！好在

没有下到“竞技场”的会友和教牧

长执，自发充当啦啦队员，给予青

年人加油打气！Hurray! Yeah!

这是恩泽堂跨聚会青少年事

工委员会五年计划（2014-2018）

的首项活动，未来将计划更多的节

目让三聚会的青少年人能够有更

多的沟通和交流机会，彼此扶持代

祷，促进友谊。

跨聚会青年运动会速记 守望祷告庆自立10周年

恩泽堂使命不变   继续服事讲华语群体
2014年教牧长执同工营社区服务圣诞嘉年华会

那天，是本堂自岁末举行至岁首的守望祷

告会。12月31日晚上10时，约三百余名会友聚集

在武吉巴督聚会圣殿，同听短讲信息、唱诗、祷

告，在除旧迎新的夜晚，期盼着来年的美好与平

安。

倒数之际，大家带着感恩和喜乐的心迈入

2015年，也喜庆自立10周年！

恩泽堂的使命宣言“建立一间服

事讲华语群体的教会”，我们要贯彻

始终，一路坚持到底。

这是2014年8月教牧长执同工营最

重要的讨论与思考重点；也是大家在

分享过程中立意要持守的。

作为一间华语教会，为讲华语的

群体而敞开大门欢迎他们、牧养他们

的教会，从过去的人口普查的资料、

从现实环境的考量中，本地华人和在

本地的华人仍然需要华语和方言事

工，他们需要教会与他们建立关系，

我们责无旁贷，不仅要看到有这样的

需要，我们的教牧还要有远见、愿意

承担。

教会目前有一群青年人，他们

的职场用语是英语，但来到教会，他

们需要用华语来服事（虽然会夹带英

语），他们也需要能听得懂以华语传

讲的讲道，我们要特别的关心这批青

年人在信仰上是否会因为“华语”而

听不懂（没有全然听懂），会不会因

此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喂养…？为此，

大家提出了也许可以将讲道的信息以

中英文放上投影片，在讲道时投影相

配合，至少听不太懂华语的青年人可

以参考；也提出了也许牧者们在讲道

时尽量避免使用过于深奥的词句、成

语或是引用中国古代的历史。

祈愿我们都能在延续教会的使命

宣言的同时，以更多的爱心来牧养讲

华语的群体，以及关怀需要在华语语

文方面加强的青年信徒与非信徒。

2015年教牧退修会已在3月于新山举行。教牧们

坦诚分享，在灵修、讨论、用餐时间里都有美好的分

享。这次退修会除了以提摩太后书四：1-8（从保罗一

生事奉的榜样，学习至死忠心的事奉）外，也讨论了

如何推动教会宣教事工，以及如何帮助据点教会能按

宣教手册的原则自立——借着更多同据点教牧和理事

同工的联系与沟通，在他们需要的事上给予协助，让

教会建立系统性的机制，更好的服事信徒；而不应该

把帮助据点教会购地置堂当成是一常规性的事项。

教牧退修会学习保罗忠心事奉
原任合艾华人礼拜堂的主任

传道唐茂良传道在牧会期间开始了

两个福音站，并为了能更专心开拓

新教会，唐传道夫妇毅然向教会请

辞，在 2015年1月正式离职。

本堂宣委会透过曼谷云恩堂王

银强牧师的介绍，经过实地考察，

决定同曼谷云恩堂在认领新教会的

事工上成为伙伴，由本堂支持唐传

道夫妇的薪金，曼谷云恩堂则在杂

费和福音队等事工上支持新教会，

命名为“合艾云恩教会”，隶属曼

谷云恩堂。这将是恩泽堂泰国宣教

事工第一次生出“孙子堂”，并成

为泰国事工的第七个据点教会，是

本堂今年的首个宣教喜讯！

泰国事工迎来“孙子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