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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筹委会特别呼吁弟兄姐妹以个人或团契肢体之

名义刊登广告贺词——全版广告2000新元、半版1000新

元、1/4版500新元。有意奉献者，请在2月4日主日向各

聚会特设柜台的负责同工查询，付款请用支票，抬头写

PPC Ltd。

邀请会友刊登贺词

陈祥康牧师

吴福妹牧师游彦玉传道

                  长老议会两年前议决并定今年4月为本堂

设教50周年庆典，主题就定为“恩泽50”。  

三聚会同步举行崇拜会 

4月1日下午3时30分，三聚

会将透过视像同步举行崇拜，以

体现以榕树为概念，成为一个堂

会三个聚会的合一教会。这个时

间也正是50年前设教时的崇拜时

间。主题讲师将是创会牧师陈祥

康牧师。

庆典感恩晚宴席开100桌

当天崇拜会后，三聚会将从三方同聚在位于巴耶

利峇的千禧楼（丹戎加东大厦4楼）的感恩晚宴，同

欢共乐齐感恩。晚宴席开100桌，餐券每人收费38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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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康宁和武吉巴督聚会新教牧上任

设教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

恩泽堂（前乌节路长老会华语聚会）设教

在今年步入五十周年；略略回顾，这一路走来，

我们不能不说这教会是和宣教息息相关的。

第一任主理陈祥康牧师是从台湾到新加坡

的宣教士，而教会受邀加入成为乌节路长老会的

一份子，则是同时成为这个欧洲苏格兰人教会向

亚洲人宣教传福音的桥梁；第二任主理陈清福牧

师在他28年在这教会的事奉中，其中最后的15

年，一连三个五年计划都是宣教；当年，决定从

乌节路长老会自立自治出来，主要的原因也是

为了更好的展开宣教的工作；之所以提出榕树的

概念，重点也是看到当我们的海外宣教工作越做

越多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的也是一个越来越强

大的后援，而我们在新加坡教会的增长就是要植

堂，好叫我们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来发展；这其中

为的也是宣教；第三任主理刘凤明牧师则至今仍

然不断参与海外宣教培训的工作。

恩泽堂的发展也按着所定的模式在进行，

至今我们在五个地区，包括由所建立的教会再去

建立的教会，我们所建立和协助建立的教会共有

22间；而我们本土的开拓也从刚开始的一个聚会

发展到三个聚会。

继续的走下去，我们的焦点应该仍然是宣

教，只是我们的宣教必须做得更全面；耶稣基督

当年被天父差派，道成肉身，从天上到我们这

个世界来传讲天国的信息，祂不单引领人归向上

帝，祂也医病赶鬼，祂还非常重视关怀弱势群

体，要门徒给饿了的人吃，给渴了的人喝，给赤

身露体的衣服穿，接待做旅客的，探望生病的，

探望被关进监牢的（参太25）；耶稣基督来不单

恩泽50宣教路 张友忠牧师

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的宣

教就不能只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然后叫他平

平安安的回去，我们还需要尽所能的帮助人活得

更丰盛。

我们不是因为有了教会，教会也逐渐壮大

才有宣教，而是因为有了宣教才有我们今天的教

会；但愿这一条宣教的路也是恩泽堂接下来另一

个50年继续走的路。

主理牧师的话

元，12岁及以下收费19新元，3岁以下免费。筹委会

将邀请曾经有份参与本堂建设的前长执会主席，以及

中会其他堂会的代表参加。乌节路和武吉巴督聚会个

别负责45桌，福康宁聚会5桌。

纪念特刊和纪念易通卡

50周年纪念特刊《恩泽50》正筹备中，大家将可

在庆典崇拜会上获赠一本。特刊内容包括创会牧师陈

祥康牧师和主理牧师张友忠牧师的感言、教牧和长

老撰文对本堂在不同时代蒙上帝带领的见证、50年简

史，还有会友透过短文、诗歌、书法和画作表达个人

对教会的祝贺，以及经过筛选编辑的历史旧照一览。

三聚会自2017年10月开始征集旧照和见证短文，

获得热烈的反应，至今已收到30篇短文和包括从教会

档案照片库中选出的上千张旧照。筹委会已定在3月

11日、18日和25日同时在乌节路、武吉巴督和福康宁

三个聚会作50年历史照片巡回展，让大家从照片中看

见上帝在我们的作为与恩典。照片展也将搬到感恩晚

宴会场作展。

此外，纪念特刊将另外以精装版出版，精装版只

印50本，每本5000新元供会友购买，所收将归入教会

发展基金。特刊之外，凡7岁以上的会友还将获赠一

张“恩泽50”纪念易通卡，惟只送给出席晚宴者。 

新年伊始，福康宁聚会和武吉巴督聚会先后迎来

两位新教牧：游彦玉传道和吴福妹牧师。游传道于1

月1日上任，接棒已在12月31日合约满期的沈洪利牧

师，主要负责福康宁聚会的事工；而吴牧师则在1月

16日上任，主要负责武吉巴督聚会的事工，接手骆宝

玉传道于1月31日离职后的事工。

游彦玉传道

游彦玉传道马来西亚出生，成长于基督化的家

庭。兄姐也都是全职传道人。2014年她进入新加坡神

学院修读道学硕士，2018年毕业。在学院装备期间曾

在福康宁聚会实习，毕业后继续在福康宁聚会服事，

主要是协助牧养。

吴福妹牧师

吴福妹牧师1983年开始在新加坡学园传道会全职

事奉，1990年和2011年先后考获新加坡神学院神学学

士学位和台湾神学院教牧学硕士，2001年受按立为新

加坡长老大会牧师。她曾到毛里求斯宣教，也曾协助

新西兰威灵顿NBC教会设立华语教会（即目前的锡安

华人浸信教会），回国后，曾先后在后港圣殿福音教

会和其母会长老会沐恩堂牧会。直到今年1月加入恩

泽堂教牧团队。主要负责乐龄团契、姐妹团契和喜乐

联合区会的事工。

我们不是因为有了教会，教会
也逐渐壮大才有宣教，而是因为有
了宣教才有我们今天的教会 ；但愿
这一条宣教的路也是恩泽堂接下来
另一个50年继续走的路。

用富有三维视觉特效为设计的“恩泽50”标

志，描绘了50个美丽的年华和恩典眷顾的岁月，述

说着上帝的爱透视世间的温暖。设计人庄景明弟兄

如此描述：“我们的信仰如坚固的城堡，由平面渐

渐伫立是象征灵命的成长，一砖一瓦的堆砌起来，

有彩虹的应许为色调，有清澈透明帝黄色的十字架

做后盾和依靠，有金色 50 为冠冕，有恩惠的绿意

盎然，有清蓝色的泉水永溢，润泽着长老会恩泽

堂，祂的信实和大能引导着我们从 1968 至 2018 的

脚踪，直到祂荣耀的降临。” 

（编按：本文是张友忠牧师为《恩泽50纪念特刊》撰写

的感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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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发展基金简报
筹募教会发展基金目标：1250万元

截至2018年1月14日 
认献人数：464人
认献数额：$6,501,679.00
实收数额：$5,065,256.29 

武吉巴督聚会今年的教会目标，基本上延续“各尽
其职”，今年为“深化灵命”。

以“深化灵命，各尽其职”为2018年7月至2019
年6月的目标主题，强调基督徒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
活，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彼此配合联系，
在爱中建立自己，也共同建立教会。”（参以弗所书
四：15-16）

武吉巴督聚会长执会除了继续鼓励会友借阅或订购
书籍外，也开办讲座（包括如何关怀、探访和跟进新朋
友，以及如何发掘发展你的恩赐等等），同时安排让团
契、区会，以及教会多项事工摆摊介绍和招募团员与义
工，由此彼此认识分享融入，进而联系配搭，成就了在
上帝的爱中一同建立教会的目标。

本堂教会架构改革
小组在2016年提出划分
牧养和行政职务的新架
构，已在去年7月1日正
式落实，并以新的架构
全面运作。

新的架构除调整现
有的宣教事工外，也设
立新的委员会分别协助
或负责主任团和行政团
的工作。主任团成员为

主理牧师、长执会主席
和长执会代表，主要任
务为设定本堂的神学立
场；而行政团则包括长
老议会书记和财政，文
书、财务、人事、房产
主席和长执会代表，主
要任务为协调处理各项
教会行政事工、统筹和
设立政策配合教会的发
展计划。

此外，新的架构清
楚划分长老议会与长执
会的角色，从而提高决
策和处理事情的效率，
并确立问责制；而且也
按恩赐和事工的分配，
加速事工的发展；同时
也具体化榕树的概念。
换句话说，长执会有更
大的自治权，可以更有
效的牧养和发展聚会。

2017年教会给

会友们送了一份

2018年的桌历，每

天一节经文，一则

短文分享。

尽管文字都是编者陈道能长老的

个人分享，要用365天不同的文字记

录还真是个不简单的任务。文字由林

弘谕执事协助校对修饰，还有好几位

教牧把关审查，王远超执事封面设计

后，任务完成。

桌历后面数页还附带辅导中心

机构和心理健康求医的热线。现代人

压力大但抗压弱，加上生活紧张，心

灵空虚，无法处理人际关系，种种因

素都导致一些社会病症，需要及时求

助，以免发生悲剧。无论为人为己。

这些求助电话都方便大家使用。

成立探丧事工

成立紧急应变小组

武吉巴督聚会消息

第五届长老大会实习生计划，共
14人参与，已在1月26日完成8周的学
习体验。其中8人是本堂会友（乌节
路的何予尤姐妹、廖崇实弟兄、黄伟
颐弟兄、陈宇恩弟兄、陈政宇弟兄、
罗心圣弟兄、敖心妍姐妹，武吉巴督
的杨庭暄姐妹），其他6人来自长老
会伯特利堂和新加坡生命堂。

这是个丰富多彩又深具意义的假
期。年轻人在相当密集的学习期内，
不仅对长老宗有更多的认识，各自的
灵命成长和事奉能力都得到某种程度
的提升。这次国外短宣是到柬埔寨。

透过集体的学习生活，实习生彼
此建立关系和感情，也掌握了带领小
组和敬拜赞美的技巧。除了必须读完
所指定的包括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
的属灵书籍，在实习结束前他们也都
完成了一份专属他们各人在所属的教
会/聚会的事工方案。

跟往届一样，他们也有部落格
https://syip1718.wordpress.com，里头
所写的点点滴滴，都是他们的学习感
想，笔触纯真，显示他们都是可以雕
琢的良玉。大家不妨点击他们的博
客，感受他们的青春活力！

实习生完成8周学习体验

教会新架构逐步落实

第六届年议会于2017年12月2
日在武吉巴督聚会顺利举行。当天
各项事工报告都获多数赞成通过。
主理牧师报告教会改组进展，以
及成立5个直属长老议会的委员会 
（关怀委员会、教会发展委员会、审
计委员会、主任团和行政团），下届
年议会将由个别委员会负责报告。

此外，为了使教会的运作和监
督更顺畅和严谨，另设立了法规小
组和审查小组。法规小组负责检讨
和修改需要的法规，而审查小组则
在必要时，对这五个委员会的计划
进行审查、检讨和提议，以监督改
组后事工的运作和决策，降低长老

议会和教会所需承担的风险。

第六届年议会通过各事工报告

圣诞礼物礼重意深

2017年3月正式成立了探丧事工，组织小组参加久
未出席该聚会崇拜会的会友或没有亲人在教会的会友的
丧礼，以便更好的关怀关顾这些会友，让他们能在丧亲
之时能够得到弟兄姐妹温暖的陪伴，使心灵得到慰藉。

事工小组现有40人，分A、B两组组员，另有负责在
丧礼上献诗的恩慰献诗小组。教会鼓励弟兄姐妹自愿加
入，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可以彼此分担这项事工。这
项事工的负责教牧是张仕华牧师。

林方荣牧师在1月26日礼拜五的祷告会上，同乌节
路聚会的会众分享了第九个五年计划—“门徒与话神” 
（2018-2022），勉励大家同心配搭，期望栽培更多能够
活出基督，委身信仰的基督徒。

林牧师说，今天真正的门徒不多。现今基督教人数
尽管不断增加与扩张，特别是在亚洲和南美洲。但当代
福音派领袖斯托德（1921-2011）说过一句话：“成长却
没有深度”。这话不仅是一记当头棒喝，更是教会当前
的一大隐忧：教会缺乏敬虔和正直的信徒；而教会本身
则缺乏对圣经的认识和神学基础。因此，林牧师认为我
们有必要认真思考“门徒与话神”。

“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要活出基督。要如何
的“活出基督”，将会是乌节路聚会今年讲台的教导重
点。

林牧师说，“话神”就是门徒接受了上帝的话后有
所回应，包括聆听、领会、理解和顺从。惟有这样，才
能活出神的话来；然后进一步的愿意委身于上帝的话，
与他人分享圣道。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算是“话神的门徒”。
话神的重点是，一切都是恩典，“唯独恩典”，行

动永远在恩典之后。换句话说，就是先有恩典，即神的
话和耶稣基督，才有门徒和话神的可能。

为了确保在有需要的时候，教会有能够施行急救
的弟兄姐妹站出来解救生命，乌节路聚会于2017年6月
24日举办了4小时心肺复苏术CPR及使用自动心脏除
颤器AED认证课程，有12人报名并考获急救员课程证
书。之后，这12人加入了在2017年11月成立的乌节路
聚会紧急应变小组，附属于该聚会的总务组。

在这之后，教会开办速成急救课程，共52名会友
参加，对急救有了基本的认识。

紧急应变小组总负责人沈世秋执事表示，将会定
期举办这项急救速成课，让还没有参加过的弟兄姐妹
有机会学习，从而鼓励大家积极学习基本的应对能
力，以便在有需要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解救生命。

讲师：林厚彰博士

18日（五）晚上8时正（乌节路聚会）

20日（日）上午8时30分、10时、11时30分（武吉巴督

聚会）	

讲师：潘志成牧师

19日（六）傍晚5时：武吉巴督聚会

20日（日）上午9时30分：	福康宁聚会

								 上午11时30分：乌节路聚会

主题：

主题经文：

日期：

主题讲师：

主题歌：

谁当听 谁当行

林前9:16-17

5月18日到20日

潘志成牧师与林厚彰博士

起来回应出发（新心音乐事工诗歌）

谁当听 谁当行
—— 2018宣教主日分开举行

深化灵命  各尽其职

乌节路聚会消息

门徒与话神

今年的宣教大会已定5月18日到20日举行，同往
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宣教主日将采取三个聚会分开举
行的形式，希望能使更多的会众可以在宣教主日参与
宣教活动。受邀的两位讲师将分别到乌节路、武吉巴
督聚会和福康宁聚会分享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