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佰全会督伉俪、王连进牧师伉俪及主恩堂领袖与佈道

站成员们于31/05主日崇拜后同摄。 

官会督于1-3/06在奥克兰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参与红本

门徒导师训练后同摄。由左至右：Mrs Wang, Spencer 

Wang牧师，Simon Goh牧师，Hammond Ho传道，Aaron 

Sim牧师。 

12/06执行部部员与澳洲全国教会会议的Mrs Elizabeth 

Delaney 同影。 

（缺席的部员计有：林宝强教区长，林文光牧师） 

官会督伉俪与于建华牧师及霍伯特佈道所领袖、成员们

同摄于07/06。 

官会督伉俪与霍伯特佈道所门徒训练员们影于07/06。 22/06于Mandurah官会督伉俪与澳西教区传道师退修会同

工们同摄。 

27/06官会督伉俪与神恩堂牧者及天才表演之夜的参与

者同摄。 

21/06官会督伉俪与蒙恩堂牧者和执事会在堂会廿四周

年主日庆典上同切蛋糕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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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工和主内弟兄姐妹们，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与你们众人同在。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不知不觉已来到2015年

的下半年。我们将会积极筹备我们的牧区议会、教区议会并在11月份的最后一周,我们牧者与教会代表将

同赴由布里斯本主恩堂所主办的年议会会议。 

以下是世界卫理公会布道理事会主席Rev. Dr Eddie Fox当他于去年二月在墨尔本与我们主讲‘信仰分享

布道研讨会’时所言：“我感到额外兴奋，看见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的旗帜飞扬。” 

由于我们是直接从美国的卫理公会教会（就是美国联合卫理公会的前身），我们的目标将是按照他们的传

统和文化遗产紧密结合，并努力密切合作，按照卫理公会的法规治理教会（卫理公会治理规则），在我们

这方面，已经“编辑”以适应我们国家的法规。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有哪些是明显可实践在我们的传

统，是被谨守遵行的。。作为一个年轻的年议会，我们必须不断地纠正错误和不符合我们卫理公会的法规

的做法。故此，我们去年年议会会议期间，牧职和会友的双方代表，一致认为，牧区堂会并未密切坚持遵

守独特的卫理公会治理规则，这是按照我们的卫理公会法规第120条第2款指出的，即有关于牧区堂会的

第二次牧区议会成员的组成应该是与第一次的等同。这次会议因此决定，来纠正我们错误的做法。现在,我

们会在这方面来坚持我们卫理教会的治理规则，就是根据我们卫理公会法规的做法。在我们的法规第107

条指出; 

在征得教区长同意，牧区议会可授权召开会友大会，以检讨全年工作，并接纳各职员，委员会及团

体之报告。若得牧区议会特准，会友大会可代替牧区议会选举职员，教区长或其指派之代表应为会

友大会主席。有投票权者须为该牧区正式会友，其年龄至少十八岁。开会通告须遵照120.5款进

行。 

根据这一个条款,在征得教区长同意之下，牧区议会可授权召开会友大会只为审查和接收报告,并代替牧区

议会选举职员。卫理公会独特的是牧区议会是由牧区的堂会选出的代表来代表整个牧区堂会的成员。 

因此,从今年开始,我们有许多牧区堂会已经决定将按照我们的法规第120条第2款所组成的会员参加第二次

牧区议会。然而,通过牧区议会的授权，有些牧区堂会将进行会友大会。我希望和祷告,这些牧区堂会，从

明年开始，各堂会将只主持第二次的牧区议会,因他们本是牧区堂会代表而且是整个教会所委托他们来治理

牧区堂会的事务。 

因此，我渴望并祷告就是希望我们的年议会，将继续往更稳重优良的进展为传承加强卫理公会的遗产、传

统和持之以恒维护我们的卫理公会精神与法规。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林前14:40)实践在我们的卫

理教会中，也愿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祝福并将荣耀归给上帝。 

主仆， 

会督的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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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先知撒母耳母亲哈拿的祷告（撒上2:1-10）是圣经中一段著名的祷文，与新约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尊主颂互

相呼应。哈拿的祷告词是在黑暗的士师时代，一般认识神的清流，揭示了撒母耳时代的来临。一位平凡的女

子，却有如此丰富的内在生命，带给父母们许多的启发。哈拿祷告的内容包含着她个人的属灵经历，她经验

到： 

一、藏不住的喜乐（撒上2:1） 

哈拿亲身经历了上帝的神迹，从不能到能生育，让他在对头毘尼拿面前，可以抬起头来；在两个女人的争宠战

争中，不再居于劣势；并且蒙神眷顾。在神的应许上有分。哈拿生撒母耳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哈拿因为神，

她的力量得以提升，她的口可以向敌人夸耀。从战败者，成为得胜者。哈拿的经历也是我们生命的经历：我们

原本没有得救的指望，我们遇到人生的苦难和挫折无法翻身，现实的压力把我们压到喘不过气来，我们以泪洗

面，却无人能够安慰到我们的心。但是上帝一工作，就改变了整个局势，将愁苦，变为喜乐；将悲哀，化为欢

呼。破涕为哭、绝处逢生，化危机为祝福。我们所当作的就是在绝望、沮丧、失败之时，单单凭着信心祷告，

求神工作，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上帝要施展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也会

在儿女的心中，留下属神的遗产和属灵的影响力。 

哈拿的祷告也说明了一位「无可比的上帝」。这位上帝在哈拿的祷告中如何呢？ 

二、无可比的上帝（2:2-9） 

哈拿认识神，她说到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没有任何一位神能够比得上祂，也没有任何一位神，像耶和华神一样

值得倚靠。耶和华神的行事违背世人的价值观，要折服骄傲的人。 

勇士相对于跌倒之人；饱足的人相对于饥饿的人；富足相对于贫穷的人；不生育的相对于多子的人；世人所依

靠的一切优势，在神手中都有可能变为令人伤心失望的弱点。 

因为上帝掌管一切，一切的资源，地位，权势和能力都在乎神。生命气息，财富地位，世界的安危都在神的手

中。人的力量远远敌不过上帝的能力。人能掌握的有限，唯有主耶和华能够作最后的决定。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习惯依靠人。有苦难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是，我的家人、亲友当中，谁可以帮助我

们。我们太过于习惯，当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只想到人的功劳，却没有想到，上帝是那位背后的老板，是一

切安排计划的推手。若是没有神，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所得的一切财富、名利、地位都可以在转眼间化为乌

有。 

世界的价值观是，尽我们所能努力争取我们人生的一切。但是上帝的价值观是，凡事依靠神。做父母的对儿女

的期望，往往是按着世人的期望而行。父母看见别人的儿女功成名就，就希望自己的儿女，也和这些成功的人

一样，羡慕他们所享有的地位、名声和财富。我们不自觉地想用属灵的方法，来成就属世的成就和目标。除

非，倚靠上帝，求神来亲自带领和掌管，在神的手中，一切得着 

的美善和祝福，才可以长久，令人真正地满足。父母为儿女的祷告，不是要求神让儿女能够达到父母设定的目

标，而是求神带领儿女们，能够凡事倚靠神，走在上帝带领的人生道路上，一生的生命能够荣神益人，彰显神

的荣耀。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哈拿祷告的功课，在绝望之时不要忘记为儿女祷告。在儿女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为他们能够

走在神的旨意中，荣神益人代求。我们的世世代代都要在地上荣耀神的名。 

丘品尧牧师（救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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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情》成为今天的流行文化。一般的年轻人都想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才结婚。比50年代的结

婚年龄超过10岁。一提到买房，就必须妻子出外工作，与丈夫彼此配搭，但房贷的数目也令人谈虎色

变。要想生男育女就要从长计划。孩子生下来要谁去照顾？最可靠的人物莫非就是双方的父母。也因

为这样，祖父母照顾孙儿或外祖父母照顾外孙正是恰到好处。这样的安排没有一个人敢说是错误的。 

许家住在我同一排的排屋，只是中间围一篱笆，背后一墙是公用的，所以我天天都可以看到他们

上上下下。这一对青年夫妇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学。他们离家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学校教书。这对夫

妻克勤克俭去工作。中国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很快这个妻子就怀孕生子，家人大大欢

喜；但这孩子由谁来照顾呢？许伯母就提议说由她来照顾，这对夫妻真是求之不得。满月后这位妻子

与丈夫就回到他们的学校继续教书。由于两地相隔将近两个小时的飞机旅程，身为妈妈的，惟有等到

长假的时候才能回来看自己的孩子。 

许伯母非常细心看顾她的孙女，孙女也活泼可爱。租孙相爱心连心。一个小问题就是，孙女已经

四岁了还整天要婆婆背着走路。婆婆也只好照做，免得孙女哭哭啼啼，许伯母也不管教孙女。他对我

说，“孙女与外孙女差得很远；孙女是《外人》生的，媳妇是外人，万一处罚不对，给媳妇问起来就

无言好答；外孙女是自己女儿生的。就是管教有所不对，自己的女儿也不敢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孙女病倒了，整天晚上都是哭哭啼啼。许伯母就伤透脑筋。不但是祖孙俩没有睡觉，

还怕吵醒其他家人和邻居。寻女又不肯吃药。许伯母只好咬紧牙根，等候孙女慢慢地恢复健康。许伯

母也实在花了很多的心血，他的爱心绝不亚于亲生的母亲。 

做媳妇的心中也有好计划。长此下去，这女儿就只有婆婆而没有妈妈。年底有两个月的假期，这

媳妇就把小女儿带到学校去照顾两个月。这小女儿与婆婆告别的时候泪流满面，高喊要婆婆，不要跟

从妈妈到远方的学校去住。那一时刻，这三代人不知如何解围，祖孙情已经根深蒂固，最后这媳妇很

坚强地把女儿抱走，三人都哭成泪人。 

这女孩快高长大，念完英文高中后就到澳洲留学。学成之后就回家乡工作。这女孩对婆婆的抚养

之恩念念不忘，但对自己的父母也孝顺有加。她好像得到双重的母爱。 

一般来说，孩子不管是由婆婆或外婆来照顾，经常只注意到孩子的健康，没有跌到受伤，教孩子

们讲话，洗脸，穿衣等。但更重要的是：灌输圣经的话语和背圣经节，因为四五岁的孩子记忆力特

强，他们所听到的圣经话语紧记一辈子，成为一生生活的南针，享用不完。圣经教导我们，“…要殷

勤教训你的儿女（包括内孙与外孙），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

在手上为记号…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申命记6:6-9）。这样就可以收到画龙点睛之效。 

文/雷德意传道 

（福恩堂，布理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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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 
月多前，澳洲两名死囚犯在印尼被正法。当时澳洲总理阿博特还怒召会澳洲駐印尼大使

格里格森。阿博特说：“这是残忍且不必要的惩罚。”虽然澳洲政府为了拯救这两位澳

洲子民与印尼政府周旋到最后一个时刻，可惜印尼政府不为所动。这表示印尼政府必须

以铁腕来解决印尼严重的毒品危机。据报道，印尼每一天有超过30人因吸毒而丧生。所以，判决毒贩死刑对

印尼肃毒之役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澳洲两位毒贩还是走上了死路。 

可喜的是，其中一位毒贩已经洗心革面，信靠了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在步行向刑场时，据说，他

们高唱《奇异恩典》等基督教的诗歌赞美上帝。我们为着这样的结局深感欣慰。 

犯法就要遭受刑法（死刑）。正如上帝吩咐摩西的律法中也有此等的条例（利20:13）。我们暂且不谈

死刑是不是太不人道或是强硬地夺取一个人活下去的权利和自由。但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一件事，凡犯罪的，

上帝不会将其当作无罪的。有罪的必然要受审判，虽然在上帝那里有赦罪的恩典。换句话说，上帝赦免了人

的罪，但是人还是要承受犯罪所带来的代价。 

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卫犯奸淫的罪（撒下11）。大卫犯了奸淫罪之后，他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耶和华

上帝，故此，大卫写了诗篇51篇在上帝的面前忏悔。这一篇诗篇可以成为我们历世历代基督徒的忏悔诗篇。

耶和华赦免了大卫所犯的奸淫和杀人的罪（撒下12:13），但是大卫要背负犯罪后的代价。他犯罪后的代价

有“刀剑永不离开大卫的家”（撒下12:10）和“大卫的孩子必定要死”（撒下12:14）。 

大卫犯罪，他的罪马上赶上他（提前5:24下）。在他有生之年，他看到了刀剑发生在他的家中。其中

有哥哥污辱了自己的妹妹（撒下13：1-22），这导致了兄弟残杀（撒下13:23-33）。因为这一件事，引发了

儿子（押沙龙）背叛大卫（父亲）的家庭悲剧。最后，押沙龙死在父亲的部下手中（撒下18:14-15）。当

然，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儿子生下来七日之后就死了。圣经交待说，那是耶和华击打这一个孩子，使他得重

病（撒下11:15-18）。大卫不单死了这一个孩子（无名氏），连上押沙龙，Amnon和在所罗门登基后所杀的

兄弟亚多尼雅（列上2:21-25）。 

基督徒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赦罪的恩典，我们就要行走在圣洁中。所以保罗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罗6:1-2）”若我们知道在上帝那里有赦罪的恩，我们就可以继续犯罪吗？断乎不

可，因为知道蒙了赦罪之恩，还故意犯罪，那么我们要知道，犯罪之后，我们要付上犯罪的代价。 

毒贩们应该知道他们所做的是要付上代价。他们也应当知道在印尼运毒的结果是死刑，虽然如此，他

们还是偷运毒品进出印尼。上帝是公义和慈爱的，犯罪的要受刑法，但祂愿意饶恕那些诚心悔罪改过的罪

人。 

教区长的话 

澳南教区长林忠宾牧师（沐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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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园地 感恩堂华语青少年团契 
感恩堂华语青少年团契成立于2006年。我们是一个小却非常温馨的团契。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是大学／中学

生，大家在这个铁皮屋改造的教堂里一起聚会，一起享受家的感觉。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全心信靠”，让弟兄姐妹在真道上扎根，学习如何信靠及顺服上帝的旨意和带领。今

年，我们的活动将会注重于一系列的查经，经节分享，圣经人物分享等，希望来到团契的弟兄姐妹都有机会

听见上帝的话，学习上帝的道。此外，我们安排每月一次的小组聚会，让弟兄姐妹在更小的团体当中学习彼

此服事及和睦相处之道。 

感谢上帝，我们从当初拥有比较多青年的团契，渐渐增长到今天大概有10-15位少年人并成立了少年职员

会。这群非常有恩赐的少年人在不同的团契岗位上服事，更进一步训练成团契和教会以后的领导接班人。 

今年，除了团契所安排的各项活动，我们也参与策划教会的家庭营，教区的郊游会和青少年之夜。我们非常

鼓励弟兄姐妹与团契及教会以外的各肢体联系，因为在主里，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 

感谢上帝一直以来带领着感恩堂的华语青团。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能够继续被上帝使用，继续让更多

的迷羊回到上帝的羊圈中，也让更多的留学生在感恩堂团契找到家的温暖，并训练更多爱主事奉主的青少

年。 

郊游及迎新会 姐妹和弟兄会 

主恩堂青年团契 
2015年主恩堂青年团契的主题为“与神亲近”。主题的目的是要透过祷告，见证，诗歌来亲近祂。亲近神是

每一位基督徒认识神的途径。当我们越亲近神，神就越亲近我们，使我们充满属天的能力，好让我们能过讨

神喜悦的生活。 

团契聚会的时间是每逢星期日早上十一时三十分。团契节目包括电影见证会，户外活动，宝剑练习，

Quiz ，天下表演，查经会等等。团契出席者大部分是海外留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神的恩典和怜悯时时

刻刻都环绕我们。在每一次的聚会中，我们获益良多，也看到弟兄姐妹彼此关心，互相代求的心。仅此特别

感谢牧师，执事及堂会弟兄姐妹的支持与代祷，让本团能继续走在这恩典的道路上。 

最后，我们诚心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一起来亲近神，并学习主宝贵的话语，一起过团契的生活。 

姐妹会 户外活动@Southbank, Brisb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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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2日大年初四，那是万籁俱寂且星光闪烁的夜晚。在塔州西北的Smithon，一间挂着大红灯笼的小屋传

来吉他声及悠扬的诗歌。在Doris姐妹温暖的小屋里，聚集着13位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及香港的弟兄姐妹。

大家以一颗渴慕主话语的殷切之心，专心聆听着官佰威牧师在分享经文及查考圣经话语。 

第二天的夜晚，官牧师又带领着弟兄姐妹来到一小时车程外的Burnie滨海小城。这里有更多位来自中国，香港，

台湾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弟兄姐妹齐聚一堂。即便当晚Burnie小城笼罩在咆哮大风中，可是屋里的相聚却充满无限

温暖。短短两小时的查经班，大家以激昂歌声高歌颂赞，更秉持积极及渴慕主道之心参与查圣班。这样的聚会，

冲破时空隔阂，打破疆界藩篱。大家因主的大爱而相聚，那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追溯塔州西北查经班的拓荒

史，让我们看到神的浩瀚大恩在一步一步引导开路。 

2013年7月21日，移民到塔州Burnie才一年多的许守勤夫妇看到开辟福音禾田的重要性。他们秉承一颗传扬福音的

重大使命之心，前往一小时半车程外的Launceston与当时牧养颂恩堂的官佰威牧师商讨开辟塔州西北查经班的事

工。凭着不屈不饶的使命，塔州西北第一次的查经班于2013年11月4日正式在Burnie许守勤伉俪家里展开。每两星

期一次的查经班，需要的是官牧师与他的会友们不辞劳苦，翻山越岭驱车近两小时抵达Burnie这滨海小城镇。就

在查经班事工如火如荼进行当儿，敬爱的官牧师则感觉其身体孱弱且于2014年初被医生诊断患上癌症。基于官牧

师的健康欠佳，查经班事工也因此面临瓶颈。然而，塔州西北弟兄姐妹凭着信靠全能的天父，祂必一步一步眷顾

引导开路。 

经过数月的疗养，官牧师的健康奇迹般地恢复好转。不止这样，也就在同一时间，神安排了官清忠牧师来帮忙其

父亲官佰威牧师在Launceston的牧会及带领西北查经班事工。塔州西北查经班在官牧师父子齐心合力带领下再次

于2014年11月15日步上轨道。重新出发的查经班事工在各方齐心协力及鼎力合作下看到曙光，再创新猷。倍感珍

贵的每两星期一次的查经班，除了带来塔州西北众弟兄姐妹属灵上的慰藉，也注重栽培灵性的成长。 

重新开始的查经班继续从Burnie延伸至Smithon，因为那里住着一批在大安板厂工作且渴慕主道的弟兄姐妹。查经

班事工甚至将其触角延伸至Devonport，一个聚集了许多打工旅游年轻人的滨海城镇。 

从地理角度探索，塔州属于全澳最多高耸山麓及展延着最多逶迤山路的州属。这也意味着在塔州奔走传扬福音之

路不是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它乃是蜿蜒曲折，步步为营。“到各山岭去传扬”，是我们走在塔州逶迤山路的最

切身感受。我们也为着牧者及众弟兄姐妹不惧艰辛，一心一意把福音传扬开来的笃定意志力而深深感动。我们坚

信也祝福，靠着坚毅的信心，神的福音将传遍塔州各山岭小镇。 

2013年11月14日在Burnie许守勤伉俪府上进行的第一次西

北查经班。 

2015年2月23日在Burnie的查经班掠影。感恩查经班在质

量都在逐步成长中。 

林芳燕（神恩堂） 



这是我在年初受洗成为基督徒后，在教会团契上做的见证分享，向我的天

父禀告上帝赐给我丰盛的人生中一些片段，以颂扬天父对我的爱和恩典。 

我在教会是属于乐龄组（老年组）的人了，但在主的大家庭中我只是个小

孩子。我和我太太返回澳洲定居已经一年多了。初期我只是想退休了来到

这里，每天安居家中或在屋檐下晒晒太阳，到公园走一走，两耳不闻窗外

事，悠悠闲闲度过仅有的残阳岁月，然后一句bye bye回老家算了！ 

可是感谢天父，他爱我们世人，怜悯我，赐福于我，将我引领到教会。我感到感恩堂是个感恩的教会，是个充

满爱的家。牧师、传道的讲道精彩之极，上帝的话语句句打动我的心！优美悠扬的圣歌欢快了我的心！弟兄姐

妹们的亲情关爱感动了我的心! 

在牧师师母的关心教导下，在弟兄姐妹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下，我认识了上帝。上帝在我心中，上帝的光照亮

我的心。 

2013年12月20日这一天是我有生以来最喜悦最荣耀的日子：我受洗了！经过几十年的跌跌撞撞，我终于回到了

我天父的身边，回到我天父上帝的家，我感到最最温暖，最最幸福！ 

我活在基督里，我的生命更新了，我的心年轻了，我的人生丰富多彩了！我每天祈祷，感恩，读经。凡是教会

的活动，无论是乐龄、成团团契，还是妇女会团契，我和我太太都参加。我们参加诗班，献唱跳舞；我们还积

极参加打乒乓球、郊游划船、烹饪美食、探访老人院等活动。最近我们还参加门徒训练课程，系统地学习圣

经，装备自己，以更好事奉上帝，认识及掌握真理，修好自己的品行。我们听道行道，努力将牧师传道的讲

道、圣经的教导以及上帝的旨意通过微信教导子女，按上帝的真理道德生活，为人处事。感谢主！我们真幸

运，我和我的太太很宽慰，我们在澳门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和睦快乐，孙子孙女健康成长。他们除了做好自己的

事业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服务。他们能够注意低调做人，谦卑谨慎，任劳任怨，不争位，不抢镜。 

我们的女婿做义工，任澳门红十字会副理事长。他救災扶贫，爱人如己，常带妻子儿女赴四川甘肃探访災民，

助贫困儿童入学。小女儿参加澳门狮子会，狮子会为国际服务社会机构。她去年被选为狮子会会长，为弱势社

群排忧解难，为青少年防毒戒毒，推动青少年德智体群美全面发展。女儿是狮子会历年最年轻的女会长，她做

得很开心，但也踫到困难，遭人妒忌非难。她来探望我们时向我们谈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要我帮助装备她。

我理解她的心情，于是我和她一起读圣经，提摩太前书4:12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15节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岀你的长进

来。哥林多前书13：4-8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妒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

事，不能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

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又分享了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拯救世人，做了不少神迹，也曾遭到诽谤、打

击和陷害等圣经故事。女儿回去之后发微信说：“Daddy, 我受用了，感谢主！”。 

以上的片段见证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上帝的教导，圣经的真道。是教育人成就人治家的宝典！ 

我是3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少年时期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中长大，饱受苦难。所以至今仍然有着忧国忧民的后

遗症。当今世界仍然在动荡中，世人仍有许多处于水深火热患难之中。以前有“东海风云”“南海风云”，至

今仍然在发酵，天灾人祸不断。所以我写下一首诗： 

这个世界烦事多， 

天災人祸未停过。 

连上帝都管不住， 

何必自己心掛掛。 

吴卓权（珀斯卫理公会感恩堂） 

35 



此诗是我之前未信主时写的。所以对上帝抱有怀疑的态度。这是我对上帝的不孝，在此我向主天父认罪。我受

洗信靠主之后，自己的人生观有了彻底的改变。我深信天父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是创造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救

主。天父慈爱赐福世界，基督宝血拯救全球。神爱世人！所以我最近修改了这首诗： 

这个世界烦事多， 

天災人祸未停过。 

上帝必定整治它， 

何必自己心掛掛。 

我信靠上帝，我有盼望。我万分相信我的天父上帝一定会赐福世界，让世界和平，让人类幸福快乐！ 

感谢主！ 

耶稣 曾回答律法师关于哪一条诫命最大时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

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太22:37-39）。这也正是我们卫理

宗会祖约翰卫斯理所尊从和强调的敬虔之工与怜悯之工。 

感谢神的恩典，拣选我成为卫理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新年伊始有幸参与今年年会组织的牧者退修会；

与长牧、传道们一起在属灵的团契中彼此建造。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关键性的属灵充电。 

特别值得感恩的是，这次会督特别邀请了刘世尧牧师作我们的讲员。刘牧师对卫理神学精髓有着精辟的见解，

并以浅而易懂方式为我们详细讲解了卫斯理神学关于全然成圣的步骤。从起初上帝的预设恩典、悔改恩典到得

救信心、因信称义、重生以及得救的确据，讲述了上帝普世的救恩与我们人类的回应；当我们接受了救恩有了

得救的确据之后，还需要透过施恩工具使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不断成圣，最终达到完全成圣进入荣耀里。

刘牧师流利的中英讲解、谦卑地问题解答、美好的生命见证与对上帝真理的领受；形象生动地诠释卫理要道之

精髓，为我们打下了牢固的救恩神学根基，让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且更加明白卫斯理神学

的根基是完全深植在圣经中和高举圣经的必须。重拾会祖属灵遗产，使我们能更加领会神的心意，更感受到使

命的神圣与责任的重大；更加激励我在侍奉的道路上站稳脚步，向保罗学习，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在退修会的学习中，我亲身感受到仆人领袖的榜样和基督大家庭的温暖。会督夫妇每天为我们预备营养

全备的早餐、谢恩堂的姐妹们为我们预备可口的家乡饭，全体牧者在课间与饭桌上的彼此交流；让我感受到不

但有属灵上的喂养，也有身体上的饱足，很享受大家庭的温暖。透过这次的学习，使我的属灵生命更加健壮，

也更坚定了我侍奉的信心。我决心踏着前辈卫斯理约翰忠贞的脚步；以圣经为根基，靠着圣灵的引导；宣讲神

的真道；更有果效地牧养群羊，使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卫理子民更加爱主，在生活中彼此相爱，真正实现并活

出最大的诫命：爱神、爱人。希望将来见主面时，我们都可以像保罗一样自豪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

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4：7-8）。在新的一年里，祈求神恩

膏会督夫妇及所有牧者、领袖们；赐下智慧、健康与平安，喜悦我们在主里的合一侍奉，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

天上的父神。 

阿门！ 

于建华牧师（荷伯特布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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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墨尔本谢恩堂主理 

陆同佑牧师令尊 代明 会伯安息  

安息主怀 
澳南教区教牧团契 

会督官佰全牧师 夏长华牧师 钟美琼传道  

林忠傧牧师 黄永森牧师 叶吉福传道 

周家熹牧师 林文光牧师 吴玲玲传道 

康祥文牧师 洪南明牧师 

方友义牧师 雷雯冰牧师 

刘晋福牧师 官清忠牧师 

鄢礼银牧师 于建华牧师

官佰威牧师 同敬輓 

在美国新泽西州若歌教会的马长老安排下，蒙SIM东亚区办公室协助申请签

证，终能于今年四月9-21日赴非洲安哥拉作短期宣教之行，兹将此行简报

如下： 

蒙神舟实业陈弟兄及余弟兄前来接机，安排宿于该公司招待所。前后两个

主日在华人团契中间证道。每次约15人出席（见图1）。 

周三晚查经聚会，查考诗篇16篇，会后有讨论，有数位慕道友表示愿意接

受耶稣作救主。 

蒙陈乾君弟兄热心帮忙，我们先后拜访神舟实业、广进汽车、海立非集

团、爱夏企业、广进集团、广进物流等公司传福音、分发福音册子及个人

谈道，（约向二百位同胞分发单张及传福音），有机会带领邬慧琴（见图

2）、周海英决志信主，并鼓励他们来聚会。 

原本亦计划赴海山商场及圣保罗市场探访，由于前者因土地纠纷被政府取缔，不准营

业，一百多间商铺停业，他们损失惨重。后者因此段期间因经济警察在市场找外国人

麻烦，以致人心惶惶而无法去拜访同胞。 

安哥拉主要倚赖石油出口，最近石油价格大幅滑跌，致外汇奇缺，黑市美金猛涨逾

50%，令华商蒙受极大损失，有些华商因无法支撑，开始撤离，又加上警察、移民厅

巧立名目获取钱财及治安有恶化之趋势，令华商顿感困难重重，实在需要大家代祷。 

此间华人团契盼望成立华人教会，他们希望有长期牧者前来事奉，以便成立华人教

会，请为他们的需要祷告。 

夏长华牧师（怀恩堂） 
图(2) 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邬慧琴 

图(1) 主日崇拜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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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堂 
5.今年第二次福音主日于5月30日举行。华语及英语

两场崇拜总人数超过270人。英语崇拜后还备有午

餐共享。

6.英语成年小组今年开始每个月一次周五晚间轮流

在弟兄姐妹家聚会。最近两次5月22日及6月19日

聚会都约有15人参加。

7.教会建堂事工经过一年多与市议会的交涉，处理

了许多市议会的要求后，目前按照市议会的要求

重新设计教堂之建筑蓝图，盼望近期内绘图师完

成新蓝图后就可进行建造批准之申请。此事工需

要大家齐心祷告，求上帝亲自开道路。

1.感谢萧招和牧师于4月12日莅临崇拜中证道。当天

萧牧师从约翰福音20：19-31宣讲『不要疑惑总要

信』，以坚固会众之信心。

2.教会原本进行了约两年每周六清晨6点30分的祷告

会，于4月22日开始调整至每周三晚上7时30分至8

时30分举行，目前平均参加人数40人。

3.4月19日两场崇拜后为澳西教区2015年7月4日至7

日英语联合青年营举办食物义卖会，当天共筹得

2,820元。 

4.5月24日洗礼：幼洗有陈俊毅，张智伟，朱怡诺，

朱柯锦。成洗有宋秀中，吴书领，孙维蒋，蒋嘉

琨。请为他们灵命成长及持续参与教会聚会祷

告。 

澳西教区各堂会消息 

宣恩堂 
1.教区青年联合聚会：4月11日(六)9:00am在宣恩堂

教区青年联合聚会。

2.街头佈道事工：4月25日(六)2:00pm，在

State Library集合做佈道事工。

3.受难周和复活节活动

A) 耶稣受难周禁食祷告：30/3 - 4/4日期间

鼓励弟兄姐妹至少三餐进行禁食祷告。

B) 耶稣受难周崇拜：2/4(四)7:30pm在教堂

举行爱宴和祷告会。

C) 复活节朝阳会：5/4(主日) 6:00am，在教

堂举行。

4.“不再一样”查经课程：4月26日(主日)11:00am

主日崇拜后开课。 

5.洗礼及入会：4月26日和5月10日举行洗礼

及入会仪式。

6.迷你运动会：4月27日(一)3:00pm，在教

堂举行。

7.参与范学德佈道和讲座会：5月3日(主日)

7:30pm。地点：伯斯中华基督教会Pert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8.孝亲节活动：5月9日(六)6:30pm在本堂举行了孝

亲节活动。使我们共享温馨天伦之乐，也鼓励大

家藉此机会，关心家中长辈，赞美和见证主爱。

9.教区执行委员会议：6月4日(四)12:00pm在宣恩

堂。

10.种植郁金香：6月6日(六)8:45am在Araluen

Botanic Park 362 Croyden Road, Releystone 

WA 6111。只限制30人参与此义工。 

11.Manna义工：将于7月17日8:30am-12:30pm在

Manna Kitchen，Victoria Park进行。只限制30

人参与此义工。所需要筹款的款项大约$980来支

持Manna Charity。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金钱上支

持并帮助伯斯的贫穷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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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南教区各堂会消息 

4.孝亲主日：于5月10日的孝亲主日当天，主日学儿

童分别于中文和英文崇拜中特别献唱。此外，本

堂也献上特别礼物给年长的会友。 

5.蒙恩堂主持在柏斯举办的LAMM学科《释经学》：

由黄永森牧师教学的《释经学》共有34位学员。

第一部分已于5月16及17日在蒙恩堂进行，而第二

部分将于7月25及26日继续。 

蒙恩堂 
1.布道及培灵之夜：由萧招和牧师主讲，于4月10日

在蒙恩堂举行的布道及培灵之夜共有70人出席。

2.蒙恩堂诗班于澳纽军团日纪念礼拜献唱：中文和

英文诗班的成员于4月25日出席并于Dalkeith的澳

纽军团日纪念礼拜献唱。此举已成为本堂诗班每

年的惯例。

3.蒙恩堂运动日：本堂于4月27日在Nedlands小学主

办教会运动日以维系中英堂会会友的感情。当天

有超过100人参与，并以友谊赛的方式进行各种团

队运动。

蒙恩堂诗班于澳纽军团日纪念礼拜合照。 

蒙恩堂运动日。 

主日学儿童于5月10日的孝亲主日中呈献歌曲“A Gift to 

You”。 

黄永森牧师在蒙恩堂讲解《释经学》。 

沐恩堂 
5.圣周期间，举行联合濯足节、受难节和复活节崇

拜, 纪念主耶稣的受死与复活。

6.基督徒社会关怀委员会在9/5早上为澳洲癌症协会

筹款而举行了澳洲最大早餐会。

7.22/04于卫理大厦参加由世界华人卫理宗基督徒社

会关怀所举办的座谈会。 

1.中文堂于28/3举行了崇拜事奉人员训练会。

2.执事会在11/4讨论了教会的异象和使命。

3.感谢神顺利举行了教会营（24-26/4）将近有60位

弟兄姐妹们出席。

4.英文堂接收一位姐妹成为卫理公会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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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X佈道处
3.家庭小组-五月16日开始在 Scoresby 增设新的家

庭小组，藉此舒缓Wantirna逐渐增加的慕道朋友

与信徒，也让信徒善用恩赐服事主。 

1.感恩-五月10日举行三周年庆典。感谢神的信实与

恩典，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家同心服事。愿神继续

使用我们这卑微的器皿，成为发光的群体，影响

更多人归信主，作主门徒。

2.福音事工-五月16日至六月20日进行『家福』（家

庭福音探索），透过六次的主题信息、聚餐交

流、问答环节带出福音信息。盼望出席的八位慕

道朋友被神的真理与慈爱感动而决志信主。

2.谢恩堂於09/5上午举行了《将心归家》的孝亲的

双语聚会，由方友義牧师主讲，周家熹牧师传

译，会后有丰富的茶点，共有超过120位出席，荣

神益人！10/5在孝亲节的四堂崇拜中有赠送礼物

给年长的长辈，以表敬意。

3.谢恩堂於21/6举行了开始教会崇拜的29周年庆

祝，深信上帝的恩典源源不断，继续其：城市宣

教、文化宣教和海外宣教的使命。

1.谢恩堂於今年开始了《喜乐园》儿童天地事工

(Children Playgroup Ministry)。於每星期三

10:30am-12:00noon在教堂举行。目的是：对社区

家庭提供援助，帮助孩子在智、体、灵、群四方

面的成长。首季已於18/6结束，深获好评。今年

第二季度日期为15/7/2015，欢迎报名。

谢恩堂 

WERRIBEE佈道处
1.6/6/2015 （六）今年第一次，两个小组第一次联合聚会，共有29人参与，并做恩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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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恩堂 
1.搬家：2015年4月18日上午10点怀恩堂购买的教堂

顺利过户，感谢恩主带领，我们没有欠款。2015

年5月3日，经过仅仅两周紧张而有条不紊的主堂

装修，怀恩堂在自己的教堂开始了第一次主日崇

拜。我们对卫理公会众教会弟兄姐妹们对怀恩堂

的关爱和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求主纪念。

2.新家：怀恩堂新址：101b Royal Parade Reser-

voir，崇拜时间改为上午10点。

3.圣堂装修：从5月3日开始，怀恩堂进入了边使用

边装修与重建的进程。在两个多月里完成了新讲

台搭建，三角钢琴添置，照明，音响投影，保安

和空调系统的设计与安装，旧电路和配电箱更

新，主日学大小班两间教室建设等项目。副堂建

设已经开始，圣餐台，音响设备更新等正在进行

中。建堂的过程使我们实实在在的经历到了主的

带领。目前还欠缺大约三万元的圣堂装修费，请

在代祷中纪念。

4.主日学老师培训：4月19日本堂有幸邀到夏长炎

（Daniel Ha）夫妇及4月26日林猷树本处传道伉

俪前来主日学培训以及示范教学。众多的老师和

家长们受益匪浅。

5.入会：5月31日接收刘建华姐妹及王天虹姐妹入

会。

6.小洗：6月7日接收黄恩熙小妹妹小子洗礼。

7.义卖会：本堂积极参与澳南教区6月8日在谢恩堂

举行的义卖会，所得的经费支持本堂扩建及阿德

雷德圣恩堂购堂经费。谢谢大家的协助。

8.个人佈道训练会：6月14日，主日崇拜后举行了个

人佈道训练会，讲员：方友义牧师。

9.端午节福音聚会：6月21日，主日崇拜后举行端午

节福音聚会，会后举办聚餐会。

10.门徒二结业：6月21日怀恩堂2015年门徒二结业

典礼。结业学员：汪建国，黄恒恭，赵圆，刘会

苹，陈蓉，赵丽娟。 

11.6月28日，在新教堂的第一个青年主日。 

5月3日怀恩堂新堂第一次崇拜全家福 门徒二结业典礼 

思恩堂 
4.卫理医疗队短宣：於25/4至9/5到柬埔寨医疗短

宣，由卢灵杰医生领队。思恩堂孙洁姐妹也是其

中一个队员。感谢主带领短宣队一路平安，蒙神

使用。

5.孝亲节主日：於5月10日举行，当天有敬老会，青

年人特制花朵和主日学献诗，崇拜后特预备平安

面和蛋招待长辈们。教会一家喜乐蒙恩福。

6.美食义卖：思恩堂与圣恩堂将於六月13日配合澳

南教区联合举办美食义卖会，一起为怀恩堂和圣

恩堂建堂筹款，愿神赐福大家同心，爱主更深，

蒙恩更多。

1.主里恭贺：林侊辉萧明慧夫妇於4月8日喜获麟

儿，母子平安。愿恩主赐福满满于他们一家。

2.思恩家庭日：於4月18日举行。主题：神家吾家蒙

恩福。讲员：周家熹牧师。当天节目丰富，有信

息，有家庭亲子时光，有饶趣的游戏，欢乐一天

后以火锅结束，享受主里一家亲。

3.青年指导：周家熹牧师於4月17日拜访，带领训练

青年职员，大家有美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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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堂 
1.2015教会营已于4月3-6日在Grantville Lodge举

行，主题「再一次」，讲员：徐湘盈牧师（沙巴

卫理公会牧师）。共有80多人参加。

2.感谢Butter Dish Eatery于12/4为本堂举行建堂

基金筹款活动，把当天的生意全部收入$1234.77

奉献。愿上帝亲自报答他们。

3.26/4受洗与入会者有殷怡雯姐妹、夏欢欢姐妹、

朱佳姐妹、杨业弟兄、周宇辰弟兄，求主坚定他

们的信心，并欢迎他们加入卫理大家庭。 

4 . 2 6 / 4婴孩受洗有黄巧恩( J o a n n e )、郑予恩

(Annabel)、林芷媃(Phoebe)、杨佳佑(Jiayou)、

俞季宏(Daniel)、黄元晙(Isaac)、苏玟睿

(Ashton)，愿上帝施恩给他

们。 

5.30/5本堂初成弟兄姐妹在

Clayton town分发教会传单，

邀请人参加教会活动。

6.31/5受洗与入会者有曾晓晖

弟兄，求主坚定他的信心，并

欢迎他加入卫理大家庭。 

7.31/5婴孩受洗有徐和诚(Elisha)、黄

静瞳(Faye)、温睿雅(Rhea)，愿上帝施

恩给他们。 

颂恩堂 
3.我们的执事柳彼豪弟兄与江惠萌姐妹于五月三十

日举行了结婚典礼。愿他们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

家庭。

1.在四月五日举行了堂会性义卖会，感谢主让我们

筹到了所需要的款项。

2.从三月中我们开始了赞美操来做传福音的工作。

赞美操过后有查经时光，每个月一次有烹饪时

光。

循道堂 
1.主日事奉人员训练会：于12/04举行，旨在提升事

奉者的素质。出席者非常踊跃，皆得事奉的更

新。

2.孝亲节主日：于10/05举行，并有敬老尊贤会，为

教会中60岁以上长辈们赠送礼物，一起欢庆佳

节。

3.年假：雷雯冰牧师于18/05-18/06 领取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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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巴特佈道所 
6.07/05塔州华人教会牧者联谊聚会，透过联谊在主

里彼此交通、互相勉励、共商主工、代祷扶持。 

7.10/05孝亲节主日，我们预备了特别节目，并为60

岁以上老人送上了精美的礼物以表主内大家庭的

爱心。 

8.14/06感谢天父的带领，我们举行了布道所七周年

感恩礼拜，会督夫妇前来祝贺并为我们带来了丰

富的讲台信息和门徒教导。有3位成人和六个孩子

当天接受洗礼。求主继续恩膏赐福 

1.25/02林忠傧教区长与教区会友领袖前来主持今年

第一次牧区会议。

2.3-5/04我们布道所与圣公会泉源堂联合举办了

2015复活营，讲员陈廷忠牧师夫妇为我们带来了

营养的属灵大餐，让我们在主里彼此建造成长。 

3.感谢神的恩典，复活节主日，陈廷忠牧师夫妇应

邀前来布道所主日证道、主持圣餐，并与我们共

进爱宴，彼此联谊。

4.12/04感谢主的拣选，有两位成人接受洗礼，求神

保守她们的心永远信服上帝。 

5.18/04门徒开班献心会，感恩天父引领，让我们在

真道上彼此建造。 

6.5月31日（主日）伊朗姐妹Sedigheh Farzam受洗

归入主名。 

7.6月6日（周日）教会于Lysterfield Lake Park 

烤肉郊游，弟兄姐妹和睦相处，何等的善，何等

的美！ 

8.6月7日（主日）Brian，张薇，张菊英，Jennifer

一家受洗归入主名，且见证主在这个破碎的家庭

做修复的大能！ 

9.6月8日（周一）弟兄姐妹全力以赴在谢恩堂义卖

活动。 

1.4月5日（主日），殷秀芳姐妹和李强弟兄受洗归

入主名，荣耀归于主！

2.4月26日（周六），成团开始每月至少一次的事奉

训练，个人布道，栽培班，以建立信徒领袖的生

命。 

3.5月7日（周四），妇团与成团联合邀请70岁以上

长者于“Hollywood“共聚午餐，有30人参加。 

4.5月10日主日崇拜中英文堂及布道站分别庆祝孝亲

节及母亲节。 

5.5月24日及5月31日，成团妇团分别于主日崇拜后

为南澳教区建堂义卖筹款。 

三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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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东教区各堂会消息 

救恩堂 
1.成年团契：于5月2日举行家庭之夜。节目精彩由

不同家庭用自弹自唱，合唱,诗歌朗诵等形式演

出。另外还用小品的形式把在宣教,学习圣经中所

遭遇的问题表演出来,并请牧者们点评和解答,让

大家在欢乐中学到知识和造就。

2.5月10日孝親主日：中英联合崇拜，由姐妹团契主

持整个崇拜流程，献唱，孝亲敬老赠送精美礼物

予六十岁以上长辈们，主日学及青少团契呈献特

别节目，丘品尧牧师证道。会后在教会招待长辈

享用孝亲节午餐，表达对长辈的敬意。 

3.地区宣教主日：于五月17日由赖显光牧师主讲。

赖牧师被委为澳洲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注新南威

尔斯州总监，并推动东非肯尼亚和乌干达宣教。

弟兄姐妹收获良多。

4.5月29-31日举办公开讲座:由新加坡卫理公会前任

所罗门荣誉会督莅临主讲四堂。A)神的国与达尔

文丛林。b)神的国与剧院导向的教会。c)神的国

与你。d)后现代世界的灵性塑造。并且有机会和

年轻一代和牧者交流分享。 

5.6月14日主日举行台湾短宣差派：有9位弟兄姐妹

将在七月3-11日前往台湾嘉义、南投和台北，参

与儿童营，社区佈道等。 

9.6月19日姐妹团将举行“喜乐端午”。将由姐妹制

作粽子招待。并有邱、丘牧师带领有趣福音游

戏，透过游戏来捉进团队情谊，节目丰富。 

家庭之夜小品节目 

家庭之夜家庭朗诵 

姐妹团契孝亲献诗 

所罗门会督与弟兄姐妹合照 

台湾短宣队员合照 

主恩堂 
1.本堂华语佈道站至今已成立将近四个月，目前主

日崇拜人数平均50人，一切圣工都得以顺利进

行，感谢主。

2.本堂乐龄与姐妹团契联合于24/4举行《郊游野餐

会》，有新朋友参加，大家共沐主恩，也非常开

心。

3.本堂儿童主日学邀请Harvest Ministry于10/5前

来带领一个特别的儿童节目，孩子们获益良多。

4.今年中英联合孝亲节主日崇拜是在10/5举行，当

中有《敬老会》，共有50多位长辈参加，各领一

份小礼物表示敬意，崇拜后有茶点招待，非常有

意义。

5.18/4本堂举行《帮助孩子远离毒品和烟酒》双语

讲座，邀请到墨尔本《爱家协会》的Brett Ryan

牧师主讲。父母们得到很大的帮助。 

6.官会督和师母于28/5前来关心本堂的事工和会

友，并在主堂和佈道站之主日崇拜证道，鼓励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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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9/06/2015 与来自达尔文华人基督教会的李国光牧师相约 

 04/07/2015 澳南教区本处传道退修会主讲 

 05/07/2015 沐恩堂七周年崇拜证道 

 06 - 13/07/2015 与年会会友领袖陈守仁弟兄及真道事奉与宣教学院(LAMM)院长黄永森牧师远赴福建 

省 

 14 - 15/07/2015 参加世界华人卫理公会执行委员会假香港的会议 

 16 - 20/07/2015 领取年假 

 26/07/2015 于沐恩堂主日联合崇拜证道 

 06 - 09/08/2015 与LAMM院长黄永森牧师同赴由纽西兰卫斯理卫理教会所主办的神学研讨会 

 10/08/2015 LAMM董事部会议  

 16/08/2015 于福恩堂廿二周年崇拜庆典证道  

 26/08/2015 与教区长们商讨圣工  

 27/08/2015 主持节目部和教区长开会  

 28/08/2015 牧职部会议  

 29/08/2015 执行部会议  

 30/08/2015 主持怀恩堂献堂典礼  

会督行程表 

福恩堂 
1.在母堂的崇拜人数 

感谢上帝的赐福和在牧者们、教会领袖及会友们

的大力和爱心的参与事工下，上帝把人数加给我

们。在今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查新主日出席人

数纪录—470人。 

华语堂会众 234 

英语堂会众 143 

儿童主日学 93  （共470人） 

在今年五月，本堂主日的出席人数为428，443，

419及470。 

2.文士维华语佈道站 

 我们平均聚会人数为三十人，若我们能够多借用

一个晚上，我们会在佈道站开办红本门训，约有

九人参加。在五月三十一日，三名儿童和两位成

年人接受圣洗礼。 

3.在母堂华语堂之洗礼 

三名儿童在五月三日和三名成年人在六月七日结

接受圣洗礼。 

4.在母堂华语堂之接受会员 

我们五月十七日接受两名新会员；在五月三十一

日，我们接收四位由别的卫理公会堂会转会的会

员。 

5.神学生 

请在您们的祷告中纪念在进修或将进修各种神学

课程的弟妹：冯安、Michael Fong、Frances 

Dong、张汉夫（新学生）、蒋文玲（新学生）和

Colin Wong（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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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代祷事项 

感恩及代祷事项： 

感谢神： 

 保守眷顾官会督和会督娘及牧者会友们执行任

务时的行程都平安顺利。

 10/05卫理医寮短宣队远赴柬浦寨做医寮宣教事

工平安回国。

 于11-12/06所召开的牧职部、执行部及经济部

会议皆圆满结束。

 带领Knox布道站已往的稳重成长并于10/05举

行三周年庆典。

 带领荷伯特布道所以往的年日并于13/06欢庆七

周年典礼。

 感动牧区堂会和个别会友们积极参与基督教社

会关怀所推动的尼泊尔和Vanuatu灾难捐献。

祈求 

年会-祷告： 

 所有卫理公会的堂会/布道所重视祷告，抓紧建

立门徒的异象，参与宣教的行列及成立门徒立

约小组 。

 主呼召年青人在真道事奉和宣教学院课程上装

备自己，以便在神的国度里成为本处传道和全

职工人。

 上帝亲自供应卫理大厦工程尚需的款项。

 上帝亲自供应好的租户居住卫理大厦待出租的

房间。

 上帝亲自为我们开路，得以在达尔文植堂会。

 神供应宣教部在本地及海外事工所需要的款

项。祷告神的子民继续参与并支持每日1元的宣

教基金。

牧区堂会–祷告： 

 门徒导师们继续有火热的心参与门徒事工。

 圣恩堂、宣恩堂和怀恩堂尚需的购堂款项。

年会牧者与家庭-祷告： 

 牧者们有健康的身心灵。祷告神使用祂的仆人

来牧养祂的子民并扩展祂的国度。

 官佰全会督 和Kim 有健壮的体力与充沛的恩典

及精力来应付诸 多的事奉。也不忘记为会督娘

有健康的身体，持之以恒做会督忠实的支持

者。

 三位教区长林宝强牧师、林忠傧牧师及雷少康

牧师都有从神而来的恩典、智慧与能力来安排

各教区的事工。

 为着在巴布新几内亚服事的吴庆明牧师、蔡晓

明传道、雅萍师母、官清义姐妹及所有的弟兄

姐妹的安全及健康祷告。

 神亲自医治官佰威牧师及周家熹牧师。

 神亲自医治彭能顺师母及苏本仁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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