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hop Kwang presenting the gift to Bishop
Emeritus Dr. Robert Solomon.


官会督代表本会颁发纪念品予所罗门荣誉会督。

Bishop Emeritus Dr. Robert Solomon, our guest
speaker, with Bishop Kwang and Kim and all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Methodist Studies Course at the
Methodist House on 7th to 9th June.


客座讲员所罗门荣誉会督、官会督及师母与卫理
研读课程（6月7-9日）的学员们于卫理大楼摄。

Bishop Emeritus Dr. Robert Solomon, our guest
speaker with taken with Bishop Kwang and Kim and
all the Pastors at the Pastors’ Retreat held at
Methodist house from 10th to 12th June.


所罗门荣誉会督、官会督及师母与所有牧者在牧
者退修会（6月10-12日）时摄。

会督的勉励

亲爱的教牧同工及主内弟兄姐妹，

在过去的三年中，从一至四月，小仆和师母有机
会访问了三个教区并进行红本、绿本及紫本的门
徒导师训练。为着你们中间许多人乐意来到被训
练成为门徒导师，我们诚心地感谢上帝，同时也
被你们的热枕和愿意受训使人作主门徒的精神所
鼓舞。

门徒训练是挽救一个来自永恒的灭亡，并允许上
帝的能力在人身上动工，以改造他或她甘心乐意
为上帝使用。如比尔赫尔Bill Hull所言，
“门徒训练兴旺当我们传福音作为上帝所赐新生
命开端的转化无缝旅程，并天天迈向跟随基督的
喜乐”。

门徒训练不是一个活动或一个事件。我们以门徒
课程作为每个基督徒的推动工具，帮助我们建立
门徒的纪律生活。它是为了转变人的生命。因
此，门徒训练应该是每一个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
者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是暂时性的，而是你的整
个人生旅途。

所以亲爱的教牧同工及主内的弟兄姐妹，我衷心
祈祷我们所有的牧区堂会不再认为门徒训练是教
会可取舍的。我们的始祖卫斯理约翰所遗留下来
优良的传统，总是强调基督徒的经历（除了降服
于圣经的权威之外）。基督徒的经历最重要的部
分乃是委身他们的生命于基督；由于进行门徒训
练就是跟随基督的表征，因此门徒训练也是基督

门徒训练不仅是教会所做的事工之一，而是教会
应尽的职责！教会的所有其他事工是以门徒训练
为中心的。因此，使人作门徒乃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总是因为我们委身于门徒的训练而感到雀跃
欣慰。

徒经历的核心。因此，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
“没有门徒训练的基督教，就是没有基督的基督
教。”（潘霍华语录）

主仆，
教会必须使人作主门徒因为耶稣亲身实践并且吩
咐我们去做，且祂的跟随者也要继续如此行。在
马太福音28:18
-20，耶稣进前来对门徒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
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
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
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
是耶稣的大使命。它必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核心
行为，以致力于成为和使人作主门徒！

（会督官佰全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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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章

 怀恩堂夏长华牧师
的莱特博士(Dr. Christopher Wright)，他在The Mission of God，书中他强
调：普世宣教的大使命不是僅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而已，乃是整本圣经都与
普世宣教有密切的关系。从旧约到新约精辟地阐述：宣教的神、宣教与神特选的
子民、宣教的工厂――神所创造的全地……等，这本书给普世教会带来相当的震撼与挑战。我们的神
是看重「工人」过于「工作」的神，神特选的子民，就是在普世宣教事工上，神所要用的工人。工人
的事奉固然重要，但「工人的灵命」和「工人的生活见证」比「工人的工作」(事奉)更重要。他语重
心长地呼吁：「今日教会需要彻底回到主前，在我们要改变世界之前，当先改变我们自己：在事奉珠
之前，当先屈膝在主面前...」。他勉励每位读者都要认真地作「祂的仆人(His
servant)」因为
「HIS」仆人是今天这个时代神所要用的工人，「HIS」仆人的三个特点乃是：谦卑的(H-Humility)、
正直的(I-Integrity)、简朴的(S-Simplicity)。愿主透过他仆人的勉邴，触摸我们的心，愿为祂的
荣耀彰显，肯在宣教事工上略尽绵力。

英国

在创世记十二章记载神对亚伯兰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也必赐福给他，那咒诅
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也要因你得福。」所以差传使命的成果就是要叫人得福，得着这上好的
福分，在神面前有恩典、有平安。魔鬼撒旦很喜欢欺骗我们：「人都是不喜欢听福音的！」有些未信
的人会问：「信耶稣有什么好？」而我就会反问他：「不信耶稣又有什么好呢？」我时常接触到一些
未信主的人慨叹人生没意义，在澳洲很多人在餐馆或公司工作，每天对着的只有「工作」和「枕
头」，有些人捱了大半生，儿女长大就飞走了，加上在外地语言不通，退休后也没有人照顾，日子就
很难过了；另一方面就算人生很有成就的如美国的某一总统，在他晚年患了柏金逊症，有一次他到一
个以他名字命名的陈设馆，看见一些自己的照片摆放在当中，但竟然认不出是自己，他虽然有一生伟
迹，却在他年老时连自己也不认得，请问你认为这样的人生又是否就是一个理想的人生？一个没有耶
稣基督的人生是很痛苦的。最近我替一位弟兄施洗。他见证说：自从选择了彻底信靠主，我清楚地感
觉到耶稣基督的爱充满我全身，赶走了内心的恐惧，不再做恶梦，一觉睡到大天亮。他在国内是骨科
专家。因为他以前没有盼望，所以经常有恶梦，但现在他受洗后，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作见证，因为
知道可以倚靠主耶稣，所以不再惧怕了。感谢赞美主，宣教的成果就是叫人得福，我们要记着：「以
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必增加。」我不知道大家的人生经过了多少，或者现在也是在神面前
再一次思想的时候了，宣教使命已经交付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怎样使用我们的余生呢？我们是
否真的走在神的道路上？还是仍要不停的工作、工作、再工作，可是到头来却不知道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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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公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以「全世界为我牧区」为口号，他穷一生努力在他的时代
影响整个英国及建立美国的教会，他的远见及拓展天国的心态值得鼓励，他的为甚献身精
神值得效法。可惜今天甚少教会效法先贤的脚踪，常以经济来衡量工作，以致甚少华人传
道人能到远方宣教。
小仆从宣教工场退下后，心仍不敢忘记主的讬付及效法先贤奋力为主作的心志-今年
五月8-19日小仆再踏上赴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短宣，基于各种因素，此次仅小仆一人前往
安哥拉-已有超过三十万华人在此发展。此次再踏上此地，有十一天的事奉，在神前祷告
后作出感恩于代祷，分享如下：
感谢神此次抵罗安达市梦张姐妹（她是两年前我们初访的同工）偕其公司翻译徐乔奇
先生前来接机。她热情安排小仆宿于其招待所并安排车辆由其员工徐先生接送小仆探访，
期间也拜访同工李纪社及孙获耀。
感谢主赐我们有机会拜访中信建筑，海山商业城，圣保罗市场，中基国际建设公司及
其子公司，在超市，银行的中国顾客，南通企业，中泰医院等传福音分发福音单此次携去
的一千多张单张全数发出去，祷盼主自己栽植那些福音种子能长成。
罗安达市已开始华人教会的聚会，每主日有十几二十位出席崇拜。小仆分别于5月11
日及18日主日证道。此外我们亦于14日（星期三）晚上7：30假神舟企业聚会有11人出
席。
在探访传福音分发单张等资料同时，我们亦抓住机会为有需要着祷告，以激励他们爱
主心，并以神的话语栽培已信的朋友鼓励他们不可停止聚会。罗安达华人几乎向「钱」
看，需要主攻破恶者的营垒，此外许多被雇用的员工信徒因星期天需上班也致无法聚会。
由于治安问题也造成我们中国朋友不敢轻易出门
参加聚会，如最近举行的人口普查移民厅乘机抓手续
不完整的中国商人及员工，以致他们需花钱消灭。此
外他们需要每次短宣队至少三个月在他们中间工作，
以致较有实际的果效。
在罗安达华人中间传福音困难虽多，但求主赐我们相
信神能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主必使福音种子
在罗安达成长。

小仆 夏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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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亲特稿

时光不留人，五月份又是年议会所订的一年一度孝亲节。笔者认为世上除了主耶稣在十架上舍身为世人
赎罪的爱以外，就数父母的爱最伟大了。父母的爱很难用文字来描摹，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为人父母者才能理
解。
从一位婴孩呱呱坠地出生后，父母就日夜无微不至地养育他，给他最滋补的食物，捧着出生纸到名校报
名订位，宁愿自己省吃俭用替儿女在银行开户口以预备将来庞大的教育费用等。
父母疼爱儿女的心没有时间的界限。幼年时怎样爱他们，他们成家立业后还是同样地爱他们。他们关怀
儿女的心一生铭刻在心坎！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双亲还健在，你就是世上最蒙福的人。请你务要抓住良机尽力孝敬他
们。孝亲并不是说每逢农历新年或是他们的生日时送红包或礼物就算了。最好的孝敬是时常关怀照顾他们的
需要与健康情况，供给他们所喜爱的食物及补品。倘若他们有足够的体力，带他们往外地参观旅游。然而，
更重要的乃是带领他们归主名下，使他们今生享福，来世得永生。
我们要谦卑学习主耶稣孝顺的好典范，当祂被钉十架快断气时顾念祂的母亲，恳切的对门徒约翰
说：「看你的母亲」（约19：27）。千万不可等到有一日后悔莫及才来感叹「子欲孝而亲不在」呀！
许庆兴会友传道（
许庆兴会友传道（三一堂）
三一堂）

《门徒导师训练感言》
— 于建华传道 —

感谢神的带领，年会的精心安排，让我有机会参加紫本门徒导师训练。为了节省开销
我决定提前一天深夜到达墨尔本。感恩的是会督夫妇即使深夜也依然为我安排好了住
宿，并从自己的家里带来被褥给我用；第二天一早还亲自带来营养全备的早餐，这让
我十分受感动，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爱透过会督夫妇的彰显，我哪里有这么好的福
分；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唯有分外殷勤、多作主工来回应主的大爱。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
2：9）在这次的导师课程训练中，让我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这次是小班授课；每个
学员都有机会当场实际操练每一个学习环节。会督开场白的鼓励；给我们的学习打了一针强心剂；紧接着
师母开始授课。师母透过经文的引用、课程的构架讲解；生动、活泼、有趣的示范，让我们每一个学员都
有机会参与实践；师母用详解、例证、问答、反省、解答等方式，透过每一个环节的思考，使我对课程又
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对主题钥字、主题经文和人性问题等有了更加深入的领悟。虽然之前我已经带领过
红本门徒课程，自认为还不错，但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学越觉得自己很惭愧，默默地在问自己：为什么师
母 带得那么好，而我 却差之 千里。通过学 习 使自己看到在带领门徒课程时有很多不 足之处需要 调 整、改
进。在我来学习之前已经预备好了下一周的门徒带领提纲，学习结束回来再看过这个提纲，简直不能使
用，需要“大换血”；只好重新备课。通过这次的学习训练，让我真正看到会督夫妇身上流露出来的基督
馨香之气，爱人如己；更让我在他们身上学习到为主格外殷勤作主工的奉献精神；也更加认识到门徒导师
训练的重要性；更激励我努力在训练门徒上下功夫的决心，也求神赐给我能力与智慧，与同工合一侍奉，
竭力完成主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谢谢年会给我这次学习的机会，也恳请各位长牧、弟兄姐妹继续为我和
我们布道所祷告，求神悦纳我们的侍奉。感谢主！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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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中国天津，出生于非基督徒家庭，5年前因主感动成为一名基督徒。我是这次短宣中的一名
成员，以下是我的个人分享。
2013年12月，我们又一次回到了柬埔寨这个宣教工厂，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神秘气息而又让
人留恋的地方。如果你来过这里，也许很难看到高过10层的建筑物，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小木
屋，平房，餐馆和药店。由于经济问题和疾病带来的困扰，很多人不得不躺在家中期望一天自己
能够痊愈。不久前洪水淹没了很多庄家，经济又不稳定，所以很多人失业跑到泰国去打工，这让
当地居民的生活陷入极为艰难的窘境。大部份城市都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偶像，并且几乎你所到之
处都会看到这些雕像。
据说柬埔寨基督徒比率大概只有5％，可以想象大部分的灵魂都被黑暗势力所掌控着。就在几十年
前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段不堪回首的黑暗时期，就是布尔不特一手策划的大屠杀。这次大屠杀带
走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灵魂，因为这对当地人造成了太深的伤害，每当他们说起这段经历，谈话气
氛就会变的很凝重。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在教会中培训更多的领袖，每天的日程都很满，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每天过
的都很充实，但也确实有些疲惫，可每当看到他们那热情洋溢的微笑，瞬时间疲乏就不见了。听
当地教会的兄弟姐妹说，他们很多的朋友因为认识了耶稣，生命就得到了更新。从他们的言语中
可以看得出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爱神，敬畏神，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们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
神的大爱，我们的神也从来没有抛弃过他们。
通过阅读圣经我们发现当地的信徒对神话语的了解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从十几岁的小朋友到
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圣经中的经节和比喻。

蒙恩堂 - 徐天宇

看到他们生活在这样贫苦的环境中，我们真的是太幸福了，有人曾经说，生活在澳洲的基督徒是
坐着花轿上天堂，而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国家的信徒们却要经历种种磨难。不管这只是只是一个
玩笑或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我终究相信我们的上帝并不偏待人，而我相信这些受苦的人在天堂的
奖赏是丰盛的。虽然这次短宣让我们看到了很多贫穷人的需要，但也更让我看到了富足人心中的
空虚。
虽然他们物质贫穷，就连洗发水都买不起，可他们心中的喜乐却是无价的。
圣经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
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了走在窄路上的人是何等的平安喜
乐，也接着他们的信心和行为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靠着主的恩典，和兄弟姐妹们的祷告，这次短宣很成功，
大家也带领了很多的人信主。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
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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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her Ling （神恩堂）
神恩堂）
一直以来我都有感动要参加短宣,但是总觉得我自己的心态没有很正确:想去见识多过想去把福音带到
柬埔寨。每年听到短宣队员们分享着短宣时的点点滴滴，心里都很羡慕，很想真的亲身体验到神与我
同在的感觉。还记得去年3月传道报告了柬埔寨短宣队的呼召，经过传道以及从前参加过短宣的契友
们鼓励，我毅然踏出了这一步。

神医治的大能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属于热体质，很容易中暑。还记得刚下机到吉隆坡的那一天，我整个人就很不对
劲。在Ipoh town 吃午餐等着汇集其他队员的时候，短短时间内我就吐了4次，找厕所都来不及！因
为真的很不舒服，我自己就“刮痧”起来，脖子上瞬间就出现了紫黑色的痕迹，真的很夸张，毕竟整
个短宣任务还没有开始！感谢主，传道和队友们在我们还没上机前帮我祷告；过后在机上睡一觉，到
了柬埔寨就好多了！祷告力量何其大呀！
经历了神医治的恩典后，主恩更是源源不绝！我们前前后后出现了多次行程上的改变，但是神都充充
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每次在紧要关头的时候，神都会借着周遭的人、事、物来帮助
我们。
我真的很感谢神给我这次机会参加短宣，从中学习到的事更是不在话下。我也想借此短文跟你们分享
我所领悟到的2个人生“哲学”：

“知足，
知足，感恩”
感恩”
第一个是“知足，感恩”。从柬埔寨走了一圈回来，我才知道我们是多么地幸福。还记得那天我们去
海边探访那些有贫困的家庭，水电匮乏的生活环境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海边是他们唯一的水源。小
孩子们根本没有上学的机会…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派了牙膏，牙刷和肥皂给他们。只见其中一个小孩
接过了物品后说了一句 Thank you Jesus. － 他知道真正要感谢的是那位差我们到柬埔寨的上帝。
另外一方面，想想这些对我们毫不起眼的日常物品，对他们来说又是多么奢侈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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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时未曾看见
马可福音 5:36 不要怕 只要信
希伯来书 11: 1 信就是所望只是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在柬埔寨，我亲身验证了他们对神的信心，对神话语的渴望。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个90多岁的老
伯，也就是那间教会开始以来的第一个会友。难得的是，一直到今天，老伯都风雨不改来到教会。教
堂的聚会所在3楼（楼梯很高），加上老伯的家距离教堂有一段路程，但都阻碍不了他每个星期天去
会所敬拜神。家庭探访的时候，我问老伯一个问题：你是怎样信主的？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就自己
相信咯。我生病的时候，我祷告，他就医治我咯。希伯来书 11:6 – 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
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祂的人。老伯家里环境真的很清苦，每个星期要花1美元搭嘟嘟车去教堂。虽
然车费对他而言昂贵，（因没有多余的钱看医生）。然而他凭着信，因而经历了无数次神的恩典。过
后他从家里拿了一个牌给我看，上面写着：不要怕，只要信。弟兄姐妹，那个老伯真的做到了！自己
也因而反思，如果有一天神把我放到那样的环境生活，我会像他那样因为什么都没有而更加地在主里
寻求安慰，寻求饱足 ； 还是因为什么都没有而埋怨神呢？
弟兄姐妹，虽然物质上他们很贫穷，但是在灵里他们却比我们富裕很多。与他们在一起敬拜神，真的
会感受到他们渴慕寻求神的意念；他们很喜乐，发自内心的喜乐，因为他们在主里找到了他们的喜乐
泉源。单单这一点，我们真的是遥不可及。
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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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建 华传 道
领队:
领队: 洪南明牧师
队员:
队员: 罗兰香，SARAH，王依琳，于建华传道

12-05-2015

感谢神的带领，弟兄姐妹的代祷，我们尼泊尔医疗
短宣队经过半年多的筹备,终于在2014年5月11日晚
从墨尔本出发了，建华从和吧特飞墨尔本与洪牧
师、兰香相遇，依林从Perth飞吉隆坡与我们四个相
遇，经过一夜的航行，我们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
目的地-加得慢都。感谢神一路的保守，我们出入关
都很顺利。当地传道人（A ITA, MIN, Abimash,
DImesh）来机场迎接我们。我们有了一个短暂的休
息和物品预备，首先要换钱，我们每人换了300澳币
钱，折合 26300 的卢比，刚换完钱，我们就去买水
果，一些香蕉和芒果尽要我们2500卢比，差一点被他
们欺骗，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其实这点水果才1000卢
比。之后我们又启程前往乡下山区的一个教会，经
过五个小时，汽车行在高低不平，崎岖的犹如坐在
摇篮里的山路，我们女士都晕车了。感谢主，夜里2
点多（澳洲时间）我们终于到达Ratomate教会了。
这是一个当地教会总部,成立于-----，现有四家下
属教会 (Ananda Holy Church, Ashish Holy Church,
Anugrah Holy Church, Mahima Holy Church)。有20
多位教会弟兄姐妹在迎接我们的到来,传道人的妻子
为我们预备了很好吃的炒面。
13-05-2014

晨起，洪牧师带领我们一起灵修后，我们与当地牧
者Aita一起购买了一些药品后赶往Ratomate教会。
教会的弟兄姐妹早已预备好清晨的敬拜赞美与欢迎
仪式。他们的敬拜赞美让我们十分感动，情不自禁
地流下了眼泪。我们受到最高礼节的欢迎，两块不
同颜色的围巾与美丽的黄色花环分别代表牧者家庭
和教会的热烈欢迎。当花环与围巾戴在我们的颈项
时，让我们感到如此荣幸与不配，更激励我们事奉
的信心。欢迎仪式后我们开始了医疗服务。牧师带
领作教会领袖培训：各人布道与栽培,约有100人参
加;,还为三位募道友洗礼。牙医为大家检查牙病,提
出保健建议,拔牙; 依林登记诊病; 兰香发药; 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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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20人), 共为50多人义诊。虽然天气很炎热,加
之时差的缘故(与澳洲时差4.5小时，我们服侍的很辛
苦，每个人都感到很疲累，但我们的服务热情一点
没减，特别是牙医忙的连午饭都无法按时吃。天渐
渐黑了，我们也结束了一天的服务，大家累得连晚
饭都不想吃，只想早点回住处休息。蜿蜒谢绝了教
会弟兄姐妹预备的当地特色晚餐，直接会住处休
息。虽然感觉有些累，但还是看到每个人脸上喜乐
的笑容。
14-05-2014

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大早我们开始收拾所有行李，
物品，离开住处，预备前往位於Bulbule镇乡下的
Ashish教会。上午我们依然有半天的治疗。早餐后
我们来到总部教会，看到有很多人在那里等待我们
来为他们治病。一下车就传来不好的消息，说有一
个老奶奶因针灸后不能起来，看上去很严重。当时
我听后很镇静，相信这个病人不会是针灸的问题。
经过检查治疗记录后发现她是因高血压引起的，我
们立刻请当地牧者送她到当地医院治疗。之后听说
她经医院治疗后下午就出院了。半天时间我们又治
疗了30个病人（针灸13人，3人复诊）。午饭后我们
在当地传道人的带领下去探访了几个当地很贫穷的
家庭，亲眼目睹了贫穷的一面：很简易的炉灶，与
家畜同住的简陋住房，衣不遮体的孩子睡在地上，
苍蝇爬满孩子的脸，孩子还是睡得很香甜。我们为
他们送去了一些衣物,洪牧师也为孩子们讲解福音,
孩子们也愿意接受耶稣,看到他们渴慕的眼神,让我
们感到我们是多么蒙福。我们有一个感动,这里需要
儿童事工。探访结束后我们直接启程前往位于
kuliya乡下的一个Ananda教会。近2个小时的车程
后,我们到达了位于山脚下的Ananda教会。车只能停
在这里,我们需要步行山路去bulbule山上的Ashish
教会。三个多小时的步行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山路的
艰辛,甚至有的队员感到无法支撑到最后。感谢主,
我们还是坚持到达位于山顶上的教会。教会为我们

预备了晚餐,近澳洲时间夜里3点，我们与教会牧者
共进晚餐后进入休息。

们集中在一起听洪牧师布道，我们医疗服务也同时
进行。每次洪牧师布道后都有很多人举手信主，这
是最让我们欣慰的，感谢神透过我们的服侍将福音
的种子送给他们。今天来了近 100 人，天气特别炎
热，给我们的服务加添了困难。感谢神的保守，我
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针灸43人），天色渐暗，伴着
太阳西下的余辉，我们回到了住处。今天我们终于
有时间来回顾前几天的事奉； 大家一起祷告，沟通
事奉感想，总结经验，为下一步事奉作出计划。
17-05-2014

15-05-2014

一夜的山顶教堂（Bulbule Ashish Holy Church） 住
宿，让我们平生第一次感受四面透风的"卧室"和无
比空旷的田园卫生间。经过三个小时的山路步行，
让个别队员睡的特别香甜，虽然是睡在地板上，依
然吭声大作，个别队员睡在硬地版上整夜不眠，因
教堂隔壁是牛圈，伴着牛圈的臭味，个别队员难以
入睡。一夜的休息起来，洪牧师带领我们和教会的
领袖们一起赞美、灵修。简单的饼干早餐之后，我
们开始了紧罗密布的医疗服务（针灸 30 人， 1 人复
诊）。教会门口拥挤着很多大人和孩子,洪牧师开始
福音布道，我们其他队员开始医疗服务。看到他们
一个个举手信耶稣，跟从洪牧师祷告特别让我们感
到欣慰，为他们的得救感谢神。
今天的医疗服务比前两天都多，看到他们得到医
治，我们很喜乐。当初第一天很少人愿意针灸,因为
从来没有见过,更别说作过,经过我们的解释和他们
的体验,今天特别多人愿意针灸,感谢神赐给我们有
医治的能力,让他们病得医治,荣耀归給神。在这里,
我们也了解到教会领袖( Bir Bahadu Dong) 的异
象,他们为了扩大福音事工,计划扩建教堂和建设儿
童活动室及两间客房,需要资金上的援助,并请求我
们将他们的异象带会去和大家分享,盼望神能感动有
异象的弟兄姐妹帮助,大约需要一万四澳币。下午4
点钟我们终于结束了这里的服务,预备在天黑前回到
山下。下山的路上更加艰难,两个几乎90度的下坡让
我们见而生畏,我们开始像小孩子走路一样双手爬在
地上往下慢慢地移动,有的队员一路喊叫者'妈呀!妈
呀'并被一位弟兄搀扶着下山,最艰难的两个小时后
我们终于下到了山底。又经过近2个小时的车程我们
回到了住处休息。

今天是当地的崇拜日，应当地教会的邀请，洪牧师
和于传道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教会（Ratomate Church
and Anugrah Holy Church）讲道。早餐后于传道提
前到达本地教会本部，与当地传道人沟通当地风
俗，会众需要及讲道内容。为了尊重当地风俗，虽
然天气很炎热，约35度，于传道讲道时依然要光着
脚，蒙着头。因为于传道需要用英语讲道，本地传
道人帮忙翻译成尼泊尔语，这扎实让于传道紧张了
好几天，特别是今天一早提前3小时起床预备讲章。
虽然语言上有障碍，但上帝的话语依然能让会众们
有属灵上的喂养，从他们眼神和啊门！啊门！的回
应声中可以感受得到。洪牧师带领其他队员去另外
一个教会证道。驱车一个小时的山路，他们到达了
教会，受到教会的热烈欢迎，他们为每个队员佩戴
了粉红色花环，象征着他们诚挚的欢迎和最忠心的
谢意，从他们每个人的眼神和脸上的笑容，我们可
以感受得到他们的热切盼望和内心的亏欠。我们来
崇拜的这个旧教会已经建立了12年，因福音工作的扩
展，已经容纳不下崇拜的人。感谢神的恩典，有马
来西亚的弟兄姐妹奉献，给他们建立一个新的教
堂，目前正在建设中，因资金短缺，还没有装玻璃
和装修。今天的崇拜挤满了人，我们的队员只好在
外面听道。崇拜后我们又艰难地步行来到山下的河
边，洪牧师为13位幕道友实行洗礼。由于天气炎热，
加之陡峭的山路，使个别队员艰辛的想家留泪了。
洗礼后我们又回到山上教会为13位新会友颁发了礼物
圣经。

16-05-2014

清晨灵修后，紧张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驱车来到
另外一处的乡下Ananda教会。象前两天一样，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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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午餐后我们又投入了紧张的医疗服务（针灸22 21-05-2014
人，复诊1人）。向往天一样,我们依然布道，治疗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睡一个“懒觉”了，上午8点我们
同步进行，每天的事奉都有惊喜，都有收获。
一起灵修后出发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路途我们
经过了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本想一睹野生动物的风
18-05-2014
采，但因天气很热，当地司机兼导游说天气41度，动
一早灵修后我们就出发驱车1小时前往昨天下午洪牧 物没有出来，所以看起来我们好像扫兴而归，但一
师证道的那个教会，教会领袖亲自为我们做了一顿 切都有神的美意，因没有动物可看，司机带我们到
美味早餐，个别队员说很好吃，象她妈妈做的，其 鳄鱼湖边休息，洪牧师乘机和他讲福音，感谢主，
实也就是方便面和鸡蛋做的，我们吃得可香了。早 这位当地司机信主了，还邀请我们下次再来。一路
餐后我们又投入了紧张的事奉。教会门口挤满了人 经过崎岖的山路，晚上6点我们到达了加德满都。
群，首先洪牧师在门口布道，之后发号码给每个人
按次序就诊。今天的天气很炎热，有两个病人发生 22-05-2014
晕针现象，本想会吓坏他们，可是针灸的病人还是
很多（41人，复诊1人），甚至有一个4天前针灸过的 今天是我们在尼泊尔短宣的最后一天。一大早我们
病人回来复诊，告诉我他的手肿好了。感谢主，赐 三个队员乘坐小飞机一睹这里的雪山峰，虽然距离
给我们有医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村民有70% 有些远，但还是清楚目睹了珠峰的风采，亲身感受
愿意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接下来的事工就是 到上帝创造的美妙。之后我们又在洪牧师的安排下
参观了这里两所韩国人在2005年建立的神学院。这里
要建立教会，牧养群羊。
的学生都是本地基督徒，他们在经济上都很缺乏需
要外来的援助。目前学生有得到从韩国，澳洲等国
19-05-2014
今天一早 5 点，祷告后我们出发前往印度边境 来的援助，愿神能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宣教的
（NIRMALBASTI）的一个教会（PABITRA），颠 事工。参观完神学院后，我们又来到医院探访两位
簸的田间小路实在难行，经过5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 上周在宣教路途中遇到车祸的宣教士。感谢主，他
们已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病房，已脱离了生命危
达了教会。教会同工为我们预备了午餐。敬拜赞美 险。他们是来自瑞典的两位宣教士来帮助当地的一
与欢迎仪式后，我们又开始了服务。这里是离印度 个神学院教学课程的，有一位宣教士回天家，一位
边境遥望可见的一个教会，这里的村民都回步行一 重伤在医院，还有因为曾经陪同过洪牧师宣教的同
小时到印度那边购物，因为比本国的集市更近；从 工也重伤住院，他们正是在我们走过的那条崎岖山
他们的肤色和穿着看很像印度人。像往常一样我们 路上出的危险。感谢主保守我们平安，顺利完成了
连续服务了5个小时（针灸45人），结束后我们吃了 这次短宣任务。医院的探访，让我们深感自己是多
简单晚餐后急忙上路了。
么蒙福，求神医治他们早日出院。医院探访后我们
也在市区观光游览，看到满街的神庙，让我们感受
20-05-2014
凌晨4点，我们祷告后又出发了，今天我们要去另外 到这块土地的人民被根深蒂固的偶像捆绑，福音进
一个地处印度边境的一个村庄布道。 7 个小时的车 入他们心中不是易事，求神的大能帮助他们早日解
程，让我们都感到疲累，但当我们到达时看到热情 除捆绑，进入神的国度，更求神感动更多的宣教士
的村民和那渴慕的眼神，我们情不自禁地忘记自己 来这里播撒福音的种子。时间过的很快,我们怀着对
的疲累，马上开始为他们服务，就连吃饭都是轮流 福音的内疚，亏欠和渴望告别了当地同工，踏上回
进行。这里因离印度很近，村民多数是拜偶像的， 家的路程。
一路到处可看到印度神庙，因此传福音会有一些困 23-05-2014
难。感谢主，当洪牧师乎召的时候，还是有70%的人 经过一夜的飞机航行，我们凌晨 6 点到达吉隆坡转
举手信主，这让我们亲眼看到“庄稼熟了,做工的人 机，依琳转机回Perth；而我们四人转机回墨尔本。
少”，这里急需要一所教会，这也是当地领袖的异 墨尔本时间晚上8点，我们平安抵达墨尔本机场，建
象，求神感动有此异象的会友帮助。今天我们在村 华需要一夜的停留后第二天一早转机回霍巴特；而
民的一家院子里服务了近百人（针灸约60人），当我 其它队员分别回到家中休息。感谢神的一路保守，
们离开的时候，一位姐妹拥抱着我流下了眼泪，虽 我们终于结束了兴奋、艰辛、危险、愉快、难忘的
然我们语言不通，但她渴幕的眼神让我难忘。也许 2014尼泊尔短宣。
是因天气和劳累的，我们的司机也病了（发烧），
晚饭也没吃，只是吃了两颗退烧药又坚持上路了，
我们也一路上祷告求神看顾。感谢主的一路保守，
夜里2点半我们终于平安到达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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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伯理(Bunbury)华文团契非正式性的成立于2008年。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一
群持着457工作签证并居住在班伯理的中国同胞分享上帝的好消息。当时，已退休
的Ron Cook牧师主动地找到了我和我先夫，因为他知道我们一向来都有这颗向华
人传福音的热心。
于是我们就开始邀请这群中国同胞来参与我们所举办的家庭聚会。慢慢地，我们看到他们似乎对学习英文很感兴
趣，我们就借用教会场所Bunbury Church of Christ开办了英语课程。除此之外，我们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加融入澳
洲的生活风气，我们也举办了比较“澳洲风味”的休闲活动如烧烤会，到Busselton码头钓鱼，户外野餐等。当时
的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种种的活动来吸引这群中国同胞，并与他们建立珍贵的友谊，进而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凭着祷告和信心，我和我先父还有几位的澳籍弟兄姐妹组成了一个宣教小组。我们持续不断地举办各式各样的活
动，邀请的工作也是从不间断。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同胞，我们在家庭聚会中加入其它的元素如：烹饪示范，裁
缝示范，经文分享，游戏互动等。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时有一位富有带领游戏恩赐的Barry Austin牧师，他常
常设计并带领游戏，并且从游戏中教导全部人。回想当时，我们真的深深地感受到上帝在这群中国同胞身上的工
作，以及上帝祂如何透过各样的人以及他们所给于帮助来祝福我们这项宣教事工。
我本身没有一口流利的华语，在与这群中国同胞沟通方面，感到特别的吃力。于是我就联络上了当时的珀斯卫理
公会神恩堂主理牧师-官牧师（现任澳洲卫理公会会督），向他要求一些人力资源，特别在翻译这项事情上来协
助班伯理(Bunbury)华文团契。不久，供给的上帝就应允了我们，官牧师差派了三位神恩堂的会友来到我们当中
与这群中国同胞来分享见证和信息。从那时起，神恩堂就开始每两个星期都差派一支由Jeff弟兄和丁牧师所率领
（大 约10到15人）的短宣 队 来探 访 和 协助我 们。 这 个 情况 持续 了 大 约一 年，在 我 们宣教小 组 和神恩堂 代表
Jasmine Tiong姐妹的讨论下，我们决定正式成立一个华文团契。
2011年5月15日， 班伯理华 文 团契正 式地成 立了 。 我还记得 当时的 第一 个 聚 会的 节目是 学 习包粽 子来庆 祝端 午
节。随后的每两个星期，我就会安排烹饪示范或手工艺品教学为聚会节目。此时，神恩堂的短宣队是由Jed Yu
（青祐）和Lily Wong（玲嘉）带领。这支短宣队非常地委身与积极，无论是年轻人，妈妈们，或是年长的契友，
神恩堂的短宣队都能与他们打成一片。自从神恩堂的短宣队开始加入我们，聚会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化。他们为了
不让我们当中一些澳籍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还未信主的）感到被冷落，他们把每两个星期的聚会双语化。有
这些富有讲双语恩赐的弟兄姐妹的加入，我真的更加感受到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
慢慢的，聚会节目也开始加入经文教导，诗歌赞美和见证分享。聚会节目从那时就开始转型以查经和圣经教导为
主。自此，每一次聚会的查经都会尝试以戏剧，游戏或生活见证来带出经文的意义。生动有趣的圣经游戏为契友
们带来了不少乐趣也让契友们的关系更亲近。节目进行时，我们也提供人力去照顾小朋友们，好让来聚会的父母
可以专心地参加团契。
看着这个团契从开始到现在，我由衷的感激和赞美我们伟大的神因为祂回应了我和我先夫的祷告。还记得当年我
们是如何殷切的祷告和期盼，希望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可以流利的以华语交谈，并对当地华人的福音事工有负担的
基督徒。如今，神在五年后 给了我们 不止一个而是 三个委身的华人基督徒。这三个人分别是来自中国的Charlie
Lin和Feng Ting Chen弟兄，还有来自马来西亚刚刚迁移到班伯理工作的Evone Hii姐妹。期盼有朝一日，当我们
拥有30位受洗委身的会友，并且有能力在经济上去支持一名牧者的时候，我们的团契将由布道所升级成为班伯理
的第一间华人教会。
在2014年4月，神恩堂通过执事会会议接受了班伯理英语教会的请求，正式接手管理班伯理华文团契这项事工。
这个事工自此由神恩堂的团队全权负责带领，并继续以两个星期一次的方式进行聚会。
愿这一切荣耀归与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伟大，信实和真实。
菲莉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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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芳燕（
林芳燕（西澳神恩堂）
西澳神恩堂）

骤然间宣布“终止”在西澳珀斯岸外的印度洋。
印 洋 那环绕着珀斯的美丽海洋，
是那么碧绿清澈，也那么高深莫测。
可是，
因为MH370，
峨峨洋洋的海涛声在怒号着，
珀斯居民的心情更是澎湃着。
当这样重大的事件发生在家门前，西澳各教会的全体会友更
是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大家本着基督的大爱，一心一意只
想为着乘客的家属贡献些绵力。
虽然残骸未打捞到，虽然一切还是未知数，可是MH370一
旦证实发生在印度洋，预计六百至一千名的家属将来到珀
斯。基于乘客以华裔居多，历史最悠久，会员人数最庞大的西澳中华会馆将首当其冲配合官方政府扛起为家属提供
各种义务服务的重任。义工的工作范畴将涵盖：交通，辅导，翻译，膳食，住宿，各种礼葬仪式等。
西澳神恩堂秉持响应中华会馆的需要，30多名的会友在崇拜后义不容辞填写了愿意担任义工的心志。
带着我们满溢的爱心，2014年4月1日下午2时正，彭能顺牧师，蔡佳熹传道，蔡伟云会友领袖及会友们一起前往中
华会馆与叶俊帆会长切磋共商，看看教会能提供何种具体的需要。
叶会长也坦白告知在这艰巨关头，珀斯各公会社团，各私人公司，各宗教团体都纷纷提出他们爱的献议。大家不分
国籍，不分籍贯，不分宗教，因为MH370，大家都把最崇高的爱心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番侃侃而谈并取得共识后，彭牧师为着MH370的需要及进展做了恳切的祷告。
另一边厢，同一天下午五点正，在 Dr. Chong Kwong Tek夫妇呼吁下，西澳各宗派教会牧者及领袖们云集在
Nedlands召开第一次MH370义工会议。
会议开始的前半个小时，大家先进行小组式迫切祷告。接着，大家为着如何协助MH370家属提出各种精辟的见解及
协助管道。与会者可谓荟萃了各领域的会友，有者曾是航空公司危机管理的英才，有者曾服务于联合国附属小组，
有者在四川汶川地 震及日本海啸担任过最 前线协调员，有者为有 辅导师， 培训员等等。大家本着 爱无疆界 ，为着
MH370集思广益，运筹帷幄，希冀寻求最理想方案。
本着基督的大爱，我们的讨论是真诚的，我们的爱心是真挚的。
MH370，它紧紧牵动的是全世界的心。
但愿它能早日找到线索，
家属们也能早日寻回心灵的慰藉。
MH370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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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团契园地
感恩堂青年少年团契

感恩堂华语青少年团契成立于2006年，我们位于柏斯的Forrestdale，在一个充满大自然气息的地点，有大片辽
阔的青草地，还可以近距离欣赏牛和马。
从刚开始的20人，我们渐渐成长为一个平均35-40人参加的聚会。在历届主席努力的带领和推动，以及执事们
的配合和分工合作，当然还有各位弟兄姐妹的参与，我们的青少年团契正一步一步的踏上成长的旅途。而陪伴
着我们成长旅途的是我们每一年都不一样的主题营会.
今年，团契主题是进深，目标是要团契成长及契友们的灵命进步和更深入的成长，与上帝建立美好关系。团契
聚会的时间是在每星期五晚上7:30pm至9:30pm。团契的节目除了有主题和专题讲座，聚会节目也尽量多姿多
彩 ，以符合青年人的需要，如：迎新会、小 组查经会、 赞美 晚会、 难题解答、 郊游会、生日会、Amazing
Race。

我们非常感谢上帝，感恩堂华语青少年团契一步一步走来都有上帝的恩典和带领。我们相信团契的成长是一条
恩典之路，也是信心之路，只要相信祂的带领，紧紧地跟随着祂，祂必带领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前面的道
路时不会困倦，行走在祂的应许中时满有能力！
我们也欢迎青少年人前来参加团契，一起过团契的生活，在爱中成长，爱神爱人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的
救赎者。

见证：
见证：曾詠欣
每一天，只要仔细地想一想，其实我真的有很多可以向上帝感恩的事~
我自认是个天资欠佳的女生，在读书方面必须非常努力和拼搏，投注很大心血才可以考取及格的成绩。当然，
我也有多次失败的经验。每当我发现我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挂科的时候，我真的对无用的自己感到很厌恶。
记得有一次，我挂了三科必修课,那一次已经觉得自己或许没办法毕业了，甚至动起休学的念头。感谢上帝透
过妈妈和大哥大嫂，在我非常沮丧的时候一直鼓励我，让我有勇气再试着去尝试并告诉自己不要放弃。
另一次，是考我挂过的一门必修课的期中考，因为它占据的八仙率很高，所以我很早就开始复习它。考试的前
一天，因为过度压力的关系,我跑到我弟弟的房间问他怎么办，我很担心会考得很差。我弟弟很淡定的回答说
“你就是没有祷告，不相信上帝会帮你，一直要靠自己的聪明，压力才会那么大。”结果，我好好祷告后，心
中比较平安了。上帝又再次的透过家人，领我转向祂并专心仰赖耶和华。
这个学期，很庆幸所有的必修课都考得很不错，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
我也渐渐学会依靠上帝来完成很多事情，不管是小困难或大困难，都想第一个告诉上帝。同样的，当棘手的事
情变好了，也想第一个感谢祂。
我的结语就是鼓励大家不要觉得不好意思麻烦上帝。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祂的能力总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好好依靠祂，相信祂会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成为更坚强的人。
见证：韩威连
感谢上帝的一路带领和看顾。近几年以来我们全家每一次回中国或是去海外旅游都能安全地返回澳大利亚。例
如，刚从曼谷和乌鲁木齐返回就发生很残酷的暴乱。还有最近的昆明事件和丽江地震。从这些事情让我们得到
启发，我 们应 该珍惜生命、 珍惜我们所拥 有的东西 。感谢上 帝使 我们生 活 在柏斯这 个美 丽、清新、安全的 城
市。从这次的旅行中也学会了祷告。将一切事情放在神的手中掌管，将神的话语记在心上，成为我们脚前的
灯，路上的光。感谢主，不论到哪里都有上帝的看顾及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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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东教区各堂会消息
救恩堂 & Parramatta布道站
布道站

PPP郊游
PPP郊游：於26/4在Fagan Park举行，大家自备午
餐及野餐用具。午餐后，唱诗游戏，彼此认识。
一队人与新朋友一起在公园走走，享受神创造，
实在美好。
2.乐龄团契：
乐龄团契：于5月1日周四上午10:30举行“爱的家
庭”，由许淑琳本处传道主讲。
3.主里恭贺：余玉霞姐妹於5月9日蒙主赐福喜获麟
儿取名为IIanCaeden Yates JiaYing(佳颖)，母子
平安。
4.孝亲节主日：
孝亲节主日：于5月11日举行孝亲节中英文联合
崇拜，当天崇拜中备有敬老节目 ，姐妹 团契 在主
日崇拜后为长辈们预备了午餐。
5. 主里哀悼 ：聂磊 弟兄母亲张同 枝 长 辈於5月14日
凌晨被 主接回天家，安 息 主 怀 。 愿 主 爱 安 慰 家
人，平安同在。

1.

音乐事工研讨会：
音乐事工研讨会：
六 音乐研讨
踊跃 反馈相 积极
7. 事奉人生 ： 教会 於5月25日 卫斯理更 新主日开始
尼希米52计划的行动。鼓励全教会大家同步走，
一起读夏忠坚 牧师 系列最后一 本 书： 《事 奉 人
生》。每天 读，在52天内 就会完成。鼓励 每人手
携一本一起阅读，主里成长。
8.教会扩建：
教会扩建：預計工程六月完成，请大家在主里同
6.
于5月17日周 举办
会，当天有出席者
，
当
。

心为扩建祷告。

9.成年团契：
成年团契：成团定于6月9日举办秋季赏红叶一日
自驾游，地点是蓝山植物园。

主恩堂

五月11日举行一年一度《孝亲节崇拜》，当天有
60多位60岁以上的长辈参加“敬老会”，大家非
常开心，崇拜后有查点招待。
2. 儿童 主日学于 五 月 份 举行 一次特别聚 会， 请到了
布里斯本Harvest Ministry主持非常吸引儿童们的
节目，得益良多。

1.

五月25日本堂有7位成人和5位儿童洗礼，为他们
感恩主。
4.本堂继续大力鼓励信徒们参加每周六7am华语《晨
祷会》和8:30am英语 《 晨 祷会》。 一切 从祷告开
始：人祷告，神做工！
3.

福恩堂

理牧师雷少康牧师於五月五日至六月廿九日领
取他第一部份的十二周假期。在假期间，张功荣
传道为教会的署理牧师。
2.5月20日-黃孟 礼弟兄， 马 来 西 亚 卫理公 会 砂劳越
华人年议会文字事业部干事兼卫理报总编缉，在
本堂分享 他在 过去10年所 收集有 关卫理公会在英
国，美国和中国所留下來的历史遗产的照片。
3.自5月21日开始，一共有三班门徒训练班开课，分
别为中文绿本—导师张功荣传道，中文红本—导
师郑日強传道，英文红本-导师阮伟德传道。共有
40多位门徒参加。

1.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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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5月28日，华语青年小组一行约16位弟兄姐妹和
郑传道及张传道参加了Wesley Community Dinner
的Home Connect事工。当晚透过服务晚餐给那
些没有家园且贫困的社会人士，我们感受到主耶稣
是如何的爱那些流离失所的人。
5.在6月7-9日，张传道， 郑 传道及 阮 传道前 往墨尔
本出席由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信徒事奉与宣教
学 院 主 辦 的 卫理 神学 课 程 。 此课 程 由荣誉 会 督
Robert Solomon牧師博士主讲。之后，10至12日
牧者们也会留下來参加由Solomon会督主讲的牧者
进修会，雷牧师也參加了该次退修会。

坎培拉布道所

连续三周在教会主日以后，兴起大家为众教会肢
体复兴的祷告，看见很有帮助。如同；万事互相
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首先我们自己里面的
弟兄姐妹 开始学到了，彼此顾念，彼此帮助，彼
此勉励需要从自身开始。感谢主！鼓励代祷对信
徒改变生命带来了积极的意义！
2.门徒 课 程 第二课 ，每月上 课两次 ，为方 便 多人参
与 或 者提 供 聆听 ， 现把地 点移到 教会， 放 在主日
结束以后。
3. 感谢 主 ！藉 着 端 午 节 ，主日崇拜 结束后； 弟兄姐
妹 一起围坐分享 ， 带来很温馨的 属 灵家的美好感
受！

1.

4 .使用 微信媒介作 传 播 福 音 的 管 道， 看到 大有 果
效，即便浏览信息的人，不在本地，本国，但是福
音的种子却实实在在的撒下去了！
5.今年 已经 有三位新生 婴孩 ， 孩 子的 父 母都 曾经是
这里的学生。他们信主，毕业成家，感谢主一路上
的恩惠和顾念，更看见他们生命的成长和改变。接
着也为来照顾他们的父母亲得救，献上祷告，求主
带领！

澳西教区各堂会消息
蒙恩堂
受难周活动– 於受难 一些列活动: 四
七 四 晚联合最后晚餐
四 八
华语场 英语场受难节
四 二 华语
场 英语场复活节
孩童也 双场复
活节 呈现唱
2. 军人节特别崇拜 – 本堂 英语 及 华语诗班於四 月 二
十五日参加Dalkeith社体军人节纪念崇拜，并在崇
拜时献诗。
3.Zimbabwe医疗宣教 – 本堂 两 位会 友 ，Jonathan
及Rebecca Chiew於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十日前
往Zimbabwe参与Cosmos Healthcare的医 疗 宣
教。他们 於四 月十三日主日崇拜时 被差遣 ，并 已
经平安归回，感谢上帝。
4.孝亲节主日崇拜– 感谢官佰全会督在百忙中安排
时间，於五月十一日孝亲节时莅临本堂证道。主日
学孩童再一次在双场崇拜中呈献唱游。
1.
本堂
周举行
月十 日（ ）
崇拜， 月十
日
及
崇拜， 月 十日
及
崇拜，主日学
在
崇拜
游。

关怀特工联会– 西澳华
了响 关怀特
如马航 件 立了联 目 是凝聚
之 立刻伸 协助 於五 二
二 推介 训练
加
6.门徒课程结业– 本堂2013年度门徒英语课程有九
位学员完成课程，并於五月二十五日主日崇拜时举
行结业礼。
5.
人教会为
应
工，
370事 ，成
会， 的
教
会的力量，在有需 时能
出
，
月
十 日举行
及
，本堂十位弟兄姐妹参 。

孩童於五月十一日孝亲节崇拜时呈现唱游。

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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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恩堂

柬埔寨 ：
到 边
此 是 帮助
收集干净 衣 鞋 帽 背包 笔记
型电脑 机 数 相机&记忆卡
水壶
化妆品
作筹

1.
短宣 本堂会将在7月8-13日 金 Phnom
Penh短宣， 事工 为
当地的神学学生。为
短宣
的 服、 子、 子、
、
、手 、 位
、MP3、
和
等。本堂会将为宣教的事工
款宣教基
金。

柬埔寨短宣事工
2 .Manna义 工 ： 将 於7月18日8:30am-12:30pm在
Mana Kitchen, Victoria Park进行。只限20人参与
此 义 工。所需 要的 筹 款的款 项大 约$980来支 持

D.洗礼入会及转会：於4月20日复活节主日崇拜
举行洗礼（4名）、入会（7名）及转会礼（2
名）
7. 抄写 圣 经： 今年年会基督教教 育 部 鼓励 弟兄姐妹
参与抄写尼西米记和哥林多后书。所以，鼓励弟兄
姐妹们在这礼拜中抄写尼希米记和哥林多后书。

2013年12月

Mana Charity。

「尼希米 计划」：於6月至9月教会各
团契
一 书「事奉人生」主题分享。
4.参与华福布道会：在5月16-18日参与事奉华福佈
道会， 讲员:王 福牧师，主 题: 探讨民 间信仰 与 习
俗。

8.孝亲节活动：於5月10日（六）6:30pm在本堂举行
孝亲节活动。各弟兄姐妹邀请父母亲出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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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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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举行，用 本

孝亲节：儿童

孝亲节：
初成小组表演
王福牧师：华福佈道会
5.宣教 分享 会 ： 在5月24日（ 六 ）7:30pm在本堂举
行西澳教区教会初成联合宣教分享会。
6.受难周和复活节活动:
A.耶稣受难周禁食祷告：4月1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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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四）举行洗脚礼
和圣餐。
C . 复活节朝阳 会 ：4月20日9日 （ 主 日 ）6:0029

7:00am。在Point Heathcote Reserve Applecross WA 6153

9.生日会：於6月7日星期六6:00pm，在教堂有粿粽
子示范、电影欣赏与生日会。
生日会

粿粽子示范

神恩堂
1.圣周

星期日
四月十三日
棕枝节主日崇拜

星期四
四月十七日
纪念耶稣最后晚餐
中英联合崇拜(7:30pm)
连环禁食祷告会(9pm –12am)
2.十八周年庆：感谢赞美神过去十八年的恩典带领。
3.感谢弟兄姐妹再次参与堂会大扫除。

星期五
四月十八日
耶稣受难日崇拜

星期日
四月二十日
教区复活节朝阳会
@Heathcote Reserve
欢庆复活节主日崇拜

感恩堂

2014年执事退修会
2014
年执事退修会：近
节目 容包括 题卫理 异象
团队精
之
2.青年营食物义卖：为今年 七月教会将舉行的英語
青 少年 營（ 七月6～9日）及華語青 少年 營（ 七月
11～14日），分别在4月5日及6月7日进行两次食
物义卖会。在全体弟兄姐妹支持下，共筹得约6千
4百元。
3.孝亲主日：于5月11日举行，今年60岁以上的长者
超过40位。

1.
20位执事及家人于4月2526日在Novotel Swan Valley Vines Resort举行。
内
主
教会
与使命，
神 游戏，教会事工研讨等。

4.受洗及入会：在5月25日崇拜中儿童洗礼者：陈思
伶(Sherlyn)，陈哲仁(Jeren)，成年洗礼者：陈
大 伟 ，张晓慧，入 会者：叶志明，柳素华 ，吴卓
权，陈大伟，张晓慧及转会者：黄汝霖。
5. 成年团契郊游日：
成年团契郊游日：6月2日当天上午在 Whit em an
Park集合了40多位弟兄姐妹及到访客人举行野餐
聚会，节目内容除了赞美，牧者信息之外还包括
游戏，烤肉， 放风筝及参 观野生 动物园和 博物馆
等活动。

Morley布道所
布道所

感谢 父
一 五 正 升格
一切顺利 诗班
庭
组 也 设了慕 班 入 训练班
2.今年接收21位会友转会及5位入会成为会友。
3.三月 二日本布道所庆祝一 周年纪念 ，感谢天父 恩
领渡过一年时光。
4.六月廿八日萧招和牧师将前来主领布道会。
5. 恳请 大家多多为Morley布道所 代 祷，以致 福 音能
广传，教会被建立，荣归主名！
1.
天 ，Morley布道所于 月 日 式
为
布道所并事工
， 有
，主日学及家
小 等。 开
道 及 会
。

Morley布道所于05/01/2014举行首次崇拜后与澳西教区长林宝强
牧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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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南教区各堂会消息
怀恩堂

：
夏 赴非洲 南非约堡
市 哥拉
达市
虽然夏 是只
赴非洲 后却一直
2. 喜 事 ：5月24日， 恭喜谢保 罗弟兄和 王 天 虹 姐妹
完婚。愿主赐福给这一对爱主的新人。
3.端午节：6月1日崇拜后举行了端午节聚餐会。

1.宣教 5月5日-21日， 牧师
的
及安
的罗恩
短宣。
牧师
身
，身
有全教会的祷告在支持。

4

4.欢迎新会友：6月8日，曹聪，冷爽通过必要的训
练，在怀恩堂入会。
5.建堂 ：6月15日，建堂 委员 会工 作 会议， 正 式 把
购堂纳入日常工作。
6. 喜 事 ：恭喜張杰 与 田 晓青于6月21日 结婚 ， 愿 主
恩佑他俩百首偕老。

孝 节

颁 物

201 年5月11日 亲 主日向年长者 发礼

思源堂

两位姐妹李蓉和金佳艺于20/4/14复活节崇拜中受
洗与入会。
2.教会营于六月7-9日在Grantville Lodge举行, 共有
72人参加。主题: 吾爱吾家, 讲员: 黄永森牧
1.

3.喜事: 恭贺陈开恩弟兄和许維纹姐妹于24/5在

谢恩堂举行婚礼。愿上帝赐福他们。

师。

3月

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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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

荷伯特布道所

友 陈联章 到访
第一次
, 证 ,
被委任 4 查账
联合复活营。泉源堂和荷伯特卫理布道联
合在Orana Camp崇拜。148人参加。
完成教会历史档案。

陆同佑 区长和会 领袖
弟兄
并主持本年度
牧区会议 主日 道
Frederica
201 年的
。

5月
6月

网络完成,并在完善。
圣 餐 主日 当天 3成 人，1 小 孩受洗 ， 1 入
会。71人参加同见证。
201 4 年 红 本门徒2在21/6 结束 。 紫 本门徒
待开始
教会

沐恩堂

大斋节
鼓励会众使用年议会提供的灵修材料，在大斋节时默想耶稣基督的爱。
17/4本堂邀请教区长陆同佑牧师来主持最后晚餐崇拜。会众在圣餐中再次被提醒圣餐与基督
徒的关系。18/4早上受难节联合崇拜。圣堂的透光窗口被黑布遮盖，使崇拜显得一片暗淡，
为纪念耶稣的死而哀悼。20/4复活节中英崇拜个别进行。英文部用乐器（钢琴和萨克斯风）
把崇拜气氛带进高潮；而中文崇拜的职青小组则用诗歌「万民同来敬拜」，把复活节的喜乐
带给会众。

福音预工
上 半 年， 分别 于26/4及23/5，举行 两次 福 音 预工。 市 区 里 的三 栋公寓是我 们的 目标 ， 派请邀卡邀请 他们参 加
BBQ、分福音单张、端午节送粽子。似乎海底捞针，神的恩典够用，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请为这些新朋
友，可以留在我们的教会祷告。

到韩国富平教会拜访
沐
两 代 表
带
往韩 富平卫理公会拜访。参与者透过观摩、见证分享、亲身
体 贵
带 复兴 属 也被提升
4/5 卢依宁受洗
官会督为卢依宁姐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感谢神！
25/5 及1/6 义卖粽子
配合端午节的来到，本堂产业组抱粽子义卖，所筹的款项作为本堂建堂基金。弟兄姐妹也很积极参与，同时也
促进了中英文部会友关系。
23-30/4
恩堂有 位 、 前，在官会督的 领下，前
国
会 教会祷告所 来的
， 灵生命
。

沐恩堂：
沐恩堂：

锺美琼传道
cheongb@hotmail.com | 0421 993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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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恩堂
月日

5 3

团契
相聚 在
沉浸 帝 创造的
丽景物 我 一 敬 那创造万
物 彼此联谊
本堂青年
的弟兄姐妹们
Bonython Park。
在上 所
美
中， 们 同 拜
的主，
。

月 日
周家熹牧师为 两 堂青
年 团契职员 们进行 训
练，并探讨团契事
工。 职员 们 更 从周牧
师的 勉励 中大大 得到
激励。

月 日
姐妹会：

5 17

5 23

团
精心预备的姐妹会，
逗得姐妹们乐开怀。
青 弟兄们为姐妹们

圣恩 & 思恩联合活动

月 日- 4月27日
从 马 来西 亚远 道而来的张继 仁弟兄、以及林国递 弟兄与周
家熹牧师为思恩堂与本堂弟兄姐妹进行了为期两天半的ILI
领袖训练 ，让参与其中的30位领袖们获益匪浅、 信心的灵
火再次被挑旺起来。
4 25

月 日
感谢赞美主！继ILI训练后，周家熹牧师再次莅
临阿德莱德，在本堂与思恩堂的联合青团聚会
中给予分享，并在聚会后合影。
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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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恩堂
1.《执事研讨会》
于3/5举行执事研讨会，回顾和前瞻，探讨接下来
教会的方向和使命。当天三十多位教牧和领袖出
席，研讨会以短片、讨论、启发游戏等方式进
行，从早上九时开始至下午三时
。
研讨
会，大家
事 上 的
，
来
。

结束 透过
充满了 奉 帝 激情 也对未 充满

了憧憬
2.《对母亲的致谢》
于10/5本堂 特别配合孝 亲 节 的来 到 ，举行 了“对
母亲的致谢”聚会。周六当天早上9时，来了约六
十多位各年 龄层 的母亲， 聆听 周家熹师母 分享 的
信息，青年人的音乐演奏，之后享受一个非常精
致可口的茶点。

育儿 营
末
“ 育儿 营” 共
庭
点 夏 炎 府 父
习 经 儿 观 儿 儿童也
习 活动 此活动让父 受益非凡 满怀期
待 一 课 营 到
4.《28周年感恩崇拜》
将于22/6举行， 除了 为 过去岁 月 感 恩， 也 前瞻 未
来的挑战。此外当天有洗礼入会的仪式，以及崇拜
后别开生面的全体会友一起带点心共享和欢乐。此
感恩主日会在四个崇拜地点举行。
3.《教
女 》
女
， 有
于7-9/6的周 ，本堂举行 教
17个家 参与，地 在 长 弟兄 上。当 母在
学 圣 的教养 女 当 ，所有
在进行他
们的学 和
。
母
，
下 个 程和 会的来 。

会督行程表
⇒ 22/06/2014
⇒ 06/07/2014
⇒ 23 - 28/07/2014
⇒ 26/07/2014
⇒ 27/07/2014
⇒ 13/08/2014
⇒ 15/08/2014
⇒ 29/08/2014

加谢 8
谢 , W rib 站 沐
澳西
证
信望 证
珀斯 到墨尔
思源 夜 分享
里斯

参
恩堂2 周年庆典
在 恩堂 ee ee布道 和 恩堂中文崇拜 道
参与
教区事工
宣恩堂献堂礼与 道
堂 道
从
回
本
于
堂宣教 中
参与布
本的事工

证

感恩代祷事项

感恩及代祷事项：
感恩
感谢神：
•
信徒与事奉与宣教学院（LAMM）已受到马来西
亚神学院认可，并可派发受承认的文凭。
•
卫理大夏的工程款如期收到。
•
门徒导师训练已完成。
•
继续收到弟兄姐妹在每日50仙计划的奉献。
•
收到各堂会/布道所缴纳年会的年度奉献，继续
支持年会的各项事工。

•

暨

•

圣恩堂的献堂礼 十周年庆。

•

感谢神对金龙身学生的带领；他将于八月开始
在救恩堂（Parramatta布道站）服事。

供应

年会-祷告：
•
所有
，
要 。
•
•

敬

供应教堂给圣恩堂及宣恩堂进行 拜。
•

卫理公会的堂会/布道所注重祷告的重 要
性 抓紧建立门徒的异象，并且参与宣教的重
性
上帝亲自供应卫理大夏工程所需款项。
上 帝 亲自供应 好 的租户住 在 卫理 大 夏待 出租 的
房间。
弟兄姐妹在每日50仙计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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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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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款。

牧区堂会：
祷告：
•
门徒导师继续有热诚的心参与门徒事工。
•

•

救恩堂主办今年的崇拜礼仪研讨会（2527/11），年议会（27-30/11），妇女与成年退
修会及青年大会（30/11-3/12）。
救恩堂扩建工程能按时完成，并在今年11月23
日按时举行献堂礼。

•

•

圣恩堂所需的建堂基金。

•

宣恩堂于7月26日的献堂礼。

神亲自医治官佰威牧师及周家熹牧师。

•

神亲自医治彭师母及苏师母。

•

康祥文牧师在6月21日及7月17日的手术。

•

年会牧者与家庭-祷告：
•
牧者们有健康的身心灵。祷告神用祂的仆人来
牧养祂的子民并扩建神的国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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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教区长林宝强牧师、陆同佑牧师及雷绍康牧师
都有从神而来的恩典、智慧与力量来安排各教
区的事工。

杨小铃传道将在7月开始在所罗门布道所的服
事。
祷告神赐给年会神学生刘孙宏、Sean Kong 及
张斉福智慧与能力来应付他们的的学业，并且
预备他们自己来参与牧养的事工。

官会督与师母在每个旅途中都有健康的身心灵
及从神而来的恩典、智慧与能力服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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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List for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in Australia

会督 Bishop
官佰全牧师 Rev. Dr James Kwang

Email: ivyngull@hotmail.com

Mobile: 0414 073 737
Email: revjkwang@gmail.com

卫理办公室

CMCA Office
1219 Dandenong Road, East Malvern 3145, VIC
Australia. Tel/Fax: (03) 9994 7250
Email: cmca.melbourneoffice@gmail.com

年会会友领袖 CMCA Lay Leader
陈守仁 Joseph Ting 0413 866 887
年会文书 CMCA Secretary
林国地Thomas Ling 0403 250 373
澳东教区 AUSTRALIA EAST DISTRICT
教区长:雷少康牧师 Rev Alexis Lui 0402 419 361
布里斯本 Brisbane, Queensland (QLD)
福恩堂 Eight Mile Plains Methodist Church

5 Levington Rd., Eight Mile Plains QLD 4113
Tel: (07) 3841 4483
Rev. Alexis Lui - 0402 419 361
Email: alexislui@bigpond.com
Ps David Tay - 0422 091 598
Ps Kong Eing Tiong - 0423 879 676
Email: xet2010@gmail.com
Sunday Service:
Mandarin /
English
9:00am

雷少康牧师
郑日强传道
张功荣传道
崇拜时间
（华语
英语
）
主恩堂 Sherwood Methodist Church

405 Oxley Rd., Sherwood QLD 4075
Tel/Fax: (07) 3278 6899
Rev. Paul Wong
(07) 3375 9764 / 0413 993 292
Ps Kiat Hock Yap Tel - 0410 191 491
Email: yapjhl@gmail.com
Sunday Service:
9:00am
Mandarin /
English

王连进牧师
叶吉福传道
崇拜时间
（华语

英语

）

坎培拉 Canberra, (ACT)

坎培拉佈道所 Canberra ACT Preaching Ctr.

Corner Launceston St. & Melrose Dr., Lyons ACT 2606
Tel: (02) 6247 6249
Supply Ps. Zhou Li Fang (0402 387 614)
P.O. Box 201, Dickson
Email:aulifang2002@yahoo.com.au
Sunday Service:1:30pm
Mandarin

周丽芳本处传道

崇拜时间
（华语
）
悉尼 Sydney, New South Wales (NSW)
救恩堂 Carlton Methodist Church

17 Planthurst Rd., Carlton, NSW 2218
Tel: (02)9546 2632)
Rev. Dr Gloria Ling - 0420 227 956
Email: glorialing@hotmail.com
Sunday Service:
10:30am
Mandarin /
English
Parramatta Preaching Point
46 Sorrell St., Parramatta, NSW 2150
Sunday Service: 3:00pm
Mandarin

林文光牧师
崇拜时间
（华语

英文

）

崇拜时间
（华语
）
澳南教区 AUSTRALIA SOUTH DISTRICT
教区长：
教区长：陆同佑牧师 Rev Alvin Liik 0426 817 818
阿得雷德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SA)
思恩堂 Goodwood Methodist Church

158-160 Goodwood Rd., Goodwood, SA 5034
Tel/Fax: (08) 7123 3723
Rev. Ling Tiong Ting - 0405 651 123
Email: glzbmriwb@gmail.com
Sunday Service:
10:30am (
English /
Mandarin)

林忠傧牧师
崇拜时间
英文
华语
圣恩堂 Holy Methodist Church
7 Churchill Road, Ovingham 5082
吴玲玲传道 Ps Ivy Ngu 0430 052 288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 9:30am （华语 Mandarin）
墨尔本 Melbourne. Victoria (VIC)
谢恩堂 Camberwell Methodist Church
58 Cooloongatta Rd., Camberwell, VIC 3124
Tel/Fax: (03) 9889 0702
Rev Alvin Liik 0426 817 818
Email: alvinliik99@gmail.com
Rev Yu Ngee Houng 0430 576 633

陆同佑牧师
方友义牧师

康祥文牧师

Rev James Kong - 0413 953 238
Email: jsukong@gmail.com
Ps Michael Lau - 0413 233 222
Email: mkinglau@me.com

刘晋福传道
驻任会督：
驻任会督：官佰全会督
Resident Bishop: Bishop James Kwang - 0414 073 737
附属：
附属：雷雯冰牧师（
雷雯冰牧师（退休）
退休） Rev Wen Ping Loi
0412 182 088 Email:wploi@hotmail.com
附属：
附属：颜明智牧师（
颜明智牧师（退休）
退休） Rev Meng Tee Gan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9:00am （华语 Mandarin）11:00am （英文 English）

Werribee Preaching Point
200 Tarneit Road, Werribee, VIC
Mandarin
2:30pm
KNOX Preaching Point
1393 High Street Road, Wantirna South VIC
Mandarin
2:30pm

（华语

）

（华语

）

蓝秉贤牧师
黄敬平传道
崇拜时间
（华语
）
宣恩堂 Gospel Methodist Church

）

）

157 Kidds Road, Doveton, VIC 3177
Tel: (03) 9794 7525
Rev. Scott Ang - 0423 519 531
Rev. Elijah Chew - 0421 468 655
Email: echew07@gmail.com
Sunday Service:
9:00am
Mandarin / 11:00am
English
Cranbourne Preaching Point
40 Lesdon Ave, Cranbourne, Vic
2pm
Mandarin

）

（英文

崇拜时间

（华语
）
塔斯马尼亚 Tasmania (TAS)
荷伯特佈道所 Hobart Preaching Centre
239 Sandy Bay Rd., Sandy Bay, TAS 7005
于建华传道 Ps Yu Jian Hua 崇拜时间 - 0417 479 734
Email: jhyu2309@yahoo.com.au
Sunday Service:2:00pm （华语 Mandarin）
颂恩堂 Praise Methodist Church
（华语

）

（英文

）

Venue: 62 Royal St. Kenwick, WA 6107 Mail Address:
2 Oberthur Crescent, Bull Creek, WA6149.
Tel: (08) 6161 6247
Rev. Dr Hwa jin Jung Mobile: 0402 141 544
Email: dinghwajen@gmail.com
Sunday Service 8:45am
Mandarin

丁华镇牧师
崇拜时间
（华语
Morley 佈道所 Morley Preaching Centre

）

3, Chertley Way, Morley, WA., 32 Burren Gate, Willetton WA
Rev Dr Albert Chiew 0420 844 278
Email: albertchiew@gmail.com
Sunday Service: 2:30pm

周政强牧师
（
崇拜时间
巴布新几内亚 Papua New Guinea
天恩堂 Methodist Church in PNG

）

Lot 29-33, Section 171, Malolo Estate, 8 Miles Port
Morseby, NCD, Papua New Guine
Address: P.O.Box 374, Waigani NCD, Papua New Guinea
Rev. Ngu King Ming - (075) 7000-8798
Email: kingmingwu@gmail.com
Ps Xiao Ming Cai
Email: cxm081689@gmail.com
Sunday Service: 9:30am
Mandarin
Vanimo Preaching Centre
Sunday Service: 7:30pm
Kimbe Preaching Centre
Sunday Service: 7:30pm
Solomon Islands Preaching Centre
1st floor, Jina Restaurant, Honiara, Solomon Islands.
Philip Tiew (677)7405054
Elite Enterprise Ltd., PO Box 1388, Solomon Islands
Service: 2:00pm
Mandarin

） 吴庆明牧师
蔡晓明传道

100 Invermay Rd., Invermay, TAS 7248
P.O.Box 357, Mowbray, Launceston 7248
Tel: (03) 6326 4303 (T)
Rev. Pek Kui Kwang - 0413 861 508
Email: peckkui@yahoo.com
Sunday Service: 10:00am
Mandarin

官佰威牧师
崇拜时间

(英语

38-40 Kingsway, Nedlands, WA 6009
Tel: (08) 9389 9248
Rev P.H. Lam - 0422 199 980
Ps Wong King Ping 0405 088 979
Sunday Service:
Mandarin / 11:15am
English
9:00am

Corner Grimshaw St. & Monckton, Bundoora.
C/O 2/95 Seven Street Box Hill,VIC 3129
Tel: 0451 986 281
Rev Dr James Ha Tel: 0451 986 281
Email: jameshal949@gmail.com
Sunday Service:2:00pm
Mandarin

洪南明牧师
周家熹牧师
崇拜时间
（华语

彭能顺牧师
蔡佳熹传道
崇拜时间
（中文
）
)
信望堂 Hope Methodist Church

苏本仁牧师
崇拜时间
（英文
蒙恩堂 Kingsway Methodist Church

118-122 Wellington Rd., Clayton, VIC
Tel: 0426 817 818
Rev Dr Albert Wong 0433 015 363
Email: ingseng@hotmail.com
Sunday Service: 4:30pm
Mandarin

夏长华牧师
崇拜时间
（华语
三一堂 Trinity Methodist Church

33 Cloister Ave., Manning, WA 6152
Tel: (08) 9450 7700
Rev. Neng Soon Pang - 0450 065 775
Ps Charles Choy - 0452 522 523
Sunday Service:
8.30am/7pm
Mandarin 11:00am
English

28-32 Nicol Rd, Parkwood 6147, WA.
10, Helsall Court, Willetton 6155, WA
Rev. Allen Su - 0488 999 677
Email: alljsu@gmail.com
Sunday Service: 4:00pm
English

沐恩堂 City Light Methodist Church
717 Flinders St., Docklands, VIC 3008
鄢礼银传道 Ps. Peter Yong - 0429 030 390
Email: peterlyong@gmail.com
钟美琼传道 Ps Christina Bee Kheng Cheong
0421 993 927 Email: cheongb@hot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11am （英文 English）5pm （华语 Mandarin）
思源堂 Monash Methodist Church
黄永森牧师
崇拜时间
（华语
怀恩堂 Preston Methodist Church

澳西教区 AUSTRALIA WEST DISTRICT
教区长：
：林宝强牧师 Rev Milton Nee 0457 068 108
教区长
柏斯 Perth, West Australia (WA)
感恩堂 Grace Methodist Church
226 Anstey Rd., Forrestdale, WA 6112
林宝强牧师 Rev Milton Nee - 0457 068 108
Email: pastornee@gmail.com
林良敏传道 Ps Shirley Ling - 0434 225 199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9:00am / 11:00am （英语 English）
Monday Service 7:30pm （华语 Mandarin）
神恩堂 Immanuel Methodist Church

崇拜时间
崇拜时间
崇拜时间

（华语

）

所罗门岛屿佈道所
联络人：
联络人：赵少琨
崇拜时间
（华语
）
本会在神学院服事的牧者

Ministers serving in other Organizations

陈周荣牧师 Rev. Dr. Michael Tan - 0414 639 859
） 陈廷忠牧师 Rev. Dr. Justin Tan - (03) 98 817 800
廖玉强牧师 Rev. Dr. Yuk Chong Liong - (03) 9881 7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