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 Chuang, our guest speaker (second from
left front row) for the CMCA Mission week
taken with Bishop Kwang and some of the
Melbourne Pastors on 2nd August after the
Mission Revival night at Camberwell MC.
年会宣教月特邀讲员庄祖锟牧师（前排左
二）与官会督及墨尔本部分牧者于02/08在
谢恩堂宣教复兴之夜后摄。

Bishop Kwang and Kim after baptizing a
family of 6 (Parents & 4 Children) taken with
Pastor Jianhua Yu and some of the leaders of
Hobart Preaching Centre.
荷伯特布道所一家六口（父母及儿女）受
洗后与官会督夫妇及于建华传道并部分的
领袖们同影

Bishop Kwang with AC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s on 7th August at the
Methodist House.
07/08官会督与年会节目委员会摄于卫
理大厦。

Bishop Kwang, AC Lay Leader,
Bro. Joseph Ting and AC
Secretary, Bro. Thomas Ling
taken with the Minister in
Charge, Rev. Albert Chiew
together with the congregation of
Morley Preaching Centre
官会督，年会会友领袖陈守仁
弟兄和年会文书林国地弟兄与
Morley布道所主理周政强牧师
及会众同影。

会督的勉励

循道卫理宗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可能常被有些
人认为他是个次等的神学家，只专注于教导基督
徒该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而，卫斯理所传
讲的并不是次等的神学,而是能让你用你的生命
去唱出：这是所有基督徒应该做的事!

救恩不仅带来圣洁，也带来了喜乐。这就
是为何基督徒应该是圣洁、喜乐的人！我们不应
该单单停留在相信而已，而是更加必须活出圣洁
和喜乐的生活！的确，只有门徒从心里敬拜上帝
的时候才能找到真正的喜乐！

在卫斯理早年的时候，即使他已经被按立
为圣公会的牧师，但是他仍致力于追求外在的宗
教形式。一直到1738年5月24日在阿得门经历到
心里异常的火热温暖后，基督才在他的生命当中
变得真实。根据他日记的记载，当晚上他带着挣
扎的心去参与阿德门的聚会。有一人正在宣读马
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注释的序言。约在晚间八时
四十五分讲员在解释上帝如何因着人在基督里的
信心，而在人的心里工作的时候，卫斯理觉得他

因此，我们需要基督完全的公义，这纯粹
只能在上帝的恩典与偏爱罪人的救恩里找到。个
人圣洁的要求不低于全然的降服和献上。

的心暖得出奇。他感受到他真的是有在信靠基
督，那一位救恩的基督。当下他得了一个确据，
就是祂已除去我的罪、甚至我自己，把我从罪和
死亡的律法中救出来。
卫斯理发现，要作一个基督徒，比行为的
改变更有意义；这意味着“心灵的宗教”。同
时，这也代表，在其他方面，基督徒承认罪恶的
猖獗且无处不在，但上帝的恩典却是够用及完全
的！因此，卫斯理的教导所强调的是心灵的宗
教。只有当人真实经历与主相遇，获得从耶稣基
督而来的得救的确据，并意识到自己已经因信称
义，那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此，对
卫斯理而言，称义是能够经历的。称义是上帝为
我们所做的；给我们新的生命，即重生；也是上
帝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称义引领我们迈向上
帝；重生使我们要得到上帝。

卫斯理的恩典观是坚固的，他教导恩典将
带来转换。对卫斯理来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满
足于无法毁灭识破所有魔鬼作为的宗教 ”。因
此，这是我们身为卫理子民的挑战：“我们是否
是个圣洁及喜乐的人?”如果不是，愿我们渴望
并投入过一个圣洁和喜乐的生活！
主仆，

（会督官佰全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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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玉强牧师编著
教会的敬拜往往容易在圣经、理性、传统与经历的相互碰撞中迷失了方向。例如，教会
如果在现代主义的客观真理和后现代主义的主观经历的洪流中无法取得平衡的话，就很
可能在偏激中远离圣经真理。因此，有必要重新作敬拜的神学反思。

（一）不正确敬拜的目的：
1。敬拜不是娱乐会众（show）：
我们必须提防将外界太多东西搬进教会。我们娱乐的机会多得不可胜数。
崇拜不是娱乐。崇拜要求纪律、勤奋、忠诚的委身、定期与神和祂的子民相聚去宣告我们的信仰，并使个人和
整体从新得力。
兴奋或愉快并不是崇拜的焦点。在崇拜中，神才是处于中心。

2。敬拜不是自我享受（me-ism）：
韦伯(Robert E. Webber)：“今天福音派的教会在处理和安排崇拜职事上是充满‘人本主义’精神的，使崇拜
变成人为的活动而已。今天福音派教会普遍的崇拜都多多少少带有‘娱乐的思想心态’，许多信徒都存着一个
‘要有所得’的心态去敬拜神，焦点放在‘自我享受’上”。这显然是受大众文化 [后现代] 的享受意识所感
染，要得到即时的满足，因此，‘实用主义’大行其道。

3。敬拜不是情绪渲泄 (emotion)：
崇拜方式能否引导我们理智、情感、意志呢？还是太过倾向于情的层面？衡量标准是什么？仅是“流泪、感
动”吗？这些能替代信仰的扎根吗？
信仰有情感的因素，但有的可能只是人的心理作用，不是真正圣灵的工作。圣乐应该是‘全人’对‘全人’的
沟通，兼顾人的生理、理性和情感上的需要，并要避免过度的情绪化。
健康的崇拜是将自己的身体、感情、思想和意志完全地投入。

（二）敬拜的神学
敬拜永远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我们在敬拜中藉着所设计的崇拜内容和方式，以表达基督事件
Christ’s events（生、死、复活、再来），最终将荣耀归于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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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日敬拜程序的设计
全人投入敬拜（真敬拜）应具备3个元素：理智（to know）、情感（to love ）、意志(to do)
主日敬拜程序的设计 1
项目

程序意义

会众投入方式

序乐

崇拜者将心思意念转向神，预
备敬拜的心灵空间朝见神。

安静，心灵省察，除去杂念，默想神的荣
耀和恩典，充满期待迎接神的临在。

宣召

崇拜开始。召唤神子民一同聚
集来敬拜神。提醒会众敬拜的
目的，唤起敬虔的情怀，让会
众聚焦在神身上。

存恭敬的心聆听宣召的经文和诗歌，宣认
祂临在我们中间，存敬虔的心聚焦在神身
上。

三一颂

全体会众献上尊崇赞美，将荣
耀颂赞归给三一真神。

口唱心和，将荣耀、颂赞和感谢归给三一
真神。

诗歌赞美

藉音乐和诗歌向神献上歌颂，
赞美神的伟大属性和作为。

存着对神欣赏及感激的心颂唱，透过诗歌
表达心理对神的尊崇。

认罪与赦免的确据

在伟大神跟前意识到自己有限
和污秽而向神忏悔并获得赦罪
的恩典。

存诚恳和谦卑的心向神作认罪的祷告并存
感恩的心接受神赦罪的应许。

1．上帝呼召属祂的民前来敬拜

（圣 乐 配合 ）

2．上帝藉圣道说话（Word）
经文启应
圣经的话语为基督教信仰的根
基，神藉祂的话向子民表达祂
的心意。

存渴慕恭敬的心，专心参与诵读和聆听圣
经的话语，内心表达确信，明白及遵行神
的心意。

诗班献诗

诗班代表全体会众献上嘴唇的
果子，高举神的荣耀。

同心颂赞，让诗歌的内容和信息成为我们
向神的呈现。

讲道经文

圣经的话语为基督教信仰的根
基，神藉祂的话向子民表达祂
的心意。

存渴慕恭敬的心，专心聆听圣经的话语，
内心表达确信，明白及遵行神的心意。

证道

崇拜的高峰之一，由牧者宣讲
神的话语，教导真理，转化生
命，呼召人作出回应和立志。

以开放恭敬的心去聆听神的话语，谦卑顺
服地领受；并预备遵行神的道。

诗歌回应

以诗歌回应讲道信息，作为祷
告和立志。

以立志、顺服的心颂唱作为对神的回应。

3．上帝藉圣礼说话（Sacrament）
彼此问安与认罪

藉彼此问安与认罪，具体实践
大诫命横向关系的命令，以预
备进入主餐环节。

诚心与众人问安和透过宽恕和认罪恢复友
好关系。

主餐
(圣诗配合)

崇拜的另一个高峰，由牧师执
行圣餐的圣礼，按照主耶稣吩
咐定期以主餐纪念敬拜主。

思想基督救赎的恩典，省察自己生命，存
敬畏和感恩的心领受饼和杯。

荣耀颂

全体会众献上尊崇赞美，将荣
耀颂赞归给三一真神。

口唱心和，将荣耀、颂赞和感谢归给三一
真神。

1

参考伟柏（Robert Webber）:《崇拜：认古识新》，何李颖芬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00，2010）；张慕暟：《蒙神悦纳的敬拜》（香
港：九龙塘浸信会，2010）；柴培爾(BryabChapell):《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 宋梅琦,張怡晨譯(South Pasadena:美國麥種傳道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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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程序意义

会众投入方式

以金钱奉献表达对神的敬爱、
顺服和委身，也作为愿意将生
命献上的表征。

积极参与奉献，以感恩的心表达自己的生
命全然奉献给主，回应神所赐予。

信仰表白

宣读基督教信仰的大纲，例如
使徒信经或尼西亚信经，以巩
固信徒对信仰的认知。

认真和严肃的态度宣告和思想基本信仰的
内涵。

见证

信徒见证神的信实和其他伟大
的属性以荣耀神的名并坚固听
者的属灵生命。

以感恩的心述说神在自己生命中的奇妙作
为。

欢迎与报告

召唤弟兄姐妹关心神家的人和
事工，实践教会的功能。

诚心欢迎新来者；一同关心神家的事。

祷告代求

以公祷或牧祷将教会和世界的
需要带到神前。

用心或同声的参与祷告将所需要的告诉神
并同心齐声应阿门。

牧者差遣会众进入各处作基督
的见证人并颁布神的赐福。

以 信 心、感 恩 和 欢 喜 的 心 接 受 差 遣 并 领 受
祝福，有主同在，出去祝福他人。

阿门颂

以颂赞引导会众在接下来的一
周里甚愿与神同在并遵行神的
道。

以充满使命感的心灵,同心齐声积极回应
神的带领。

殿乐

聚 集 原 是 为 了 分 散，崇 拜 完 成
代 表 生 活 事 奉 的 开 始，进 入 世
界 见 证 服 事 神。（以 喜 乐、雄
壮、热 诚 的 圣 乐 引 导 和 预 备 会
众投入生活事奉）

以喜乐和信心预备自己投入一周的生活事
奉（福音与文化使命）。

4．信徒向上帝感恩与说话
奉献
(圣诗配合)

5．差遣与祝福礼
差遣与祝福

（四）敬拜诗歌的选择
“What we sing shapes what we believe.”
崇拜所用的音乐必须具有高品质，经得起真理的考验，才能彰显神的荣耀。
三个选择合适诗歌的原则：
1。此诗歌的内容忠于圣经和神学吗？
现代化的一些崇拜价值观均以人有所得为基准多于以荣耀尊崇神为目的。
实际上，崇拜是指向神，是关于神，即赞美神是神、祂的作为和祂所说的话语；崇拜也是为了神。诗歌能否把
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全权、圣洁、永恒和恩慈的神身上？
我们敬拜和赞美神完全是为了祂的喜悦和祂的荣耀。

2。此诗歌的音乐属于正派和高雅的吗？
慕迪：“音乐是驱使人行善或作恶的最大力量”。
音乐是有乐性的。“音乐根据调式和音阶的不同，而各有其属性。（例如：坚强、勇敢、热情、喜、怒、哀、
乐或淫荡等不同的调性，导致人或有善或恶的行为表现。）”
不合适的乐曲有以下的特性：

旋律扭转、夸张、变幻无常的、音程故意避免规则或组织型式的音乐。

节奏过急促、过强烈、或明显地暗示扭动性身体动作的音乐。

音量持续强大、或太多突然变化的音乐。

音色刺耳、噪音的、或所谓靡靡之音，强烈暗示性感、慵懒、或放荡的声音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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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诗歌的内容配合崇拜的程序吗？
有好的圣诗不一定就有好的敬拜，还得要看崇拜程序环节的性质，例如认罪环节、讲道后的诗歌回应环节、圣
餐环节等都需要合适的诗歌来配合方能恰到好处。

小结
因此，我们可以放心保留旧的好诗歌，特别是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圣诗，并加上新歌，把新旧诗歌适当地溶
合在一起。不要害怕新诗，要能分辨哪些是肤浅、哪些是美好的新诗。
敬拜神是信徒生活的中心，健康的敬拜带来健全的生命，父神因此得着荣耀！

参考资料：
1.
2.
3.
4.
5.
6.

参考伟柏（Robert Webber）:《崇拜：认古识新》，何李颖芬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00，2010）。
张慕暟：《蒙神悦纳的敬拜》（香港：九龙塘浸信会，2010）；
柴培爾(BryabChapell):《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 宋梅琦, 張怡晨譯 (South Pasadena:美國麥種傳道會, 2011)。
参http://www.reformedworship.org/article/june-1997/not-just-any-song-will-do-three-basics-choosing-church-music。
从崇拜学看今日中国教会的“敬拜赞美”现象http://www.boxun.com/hero/2006/tiantanbaihe/11_1.shtml
林慈信，“崇拜音乐：传统或现代？”http://www.livingwater4u.com/reader/b_zhuangbei100/chapter094.html

我终于坐下来写这篇分享，但我不知道该从哪里
开始。我问自己，哪里是我旅程的开始，而我又
是怎么走到了今天。
我想我应该从我第一次来到Camberwell卫理公会
开始。我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时间和原因了，但我
敢肯定，是因为Michelle和Rejing的邀请。她们
邀请我去参加礼拜，要我加入她们每周二晚上的
聚餐（团契）。
起初这跟寻求救赎和信仰是没有关系的。我很满
意我自己当时的生活状态，并没有感到需要神的
救赎。我在中国长大，来到墨尔本时已经12岁，
那个时候我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对世界的认识已
经基本形成。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是唯物主义精
神，也就是说世界是没有神存在的。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因为我上的是教会学校，我
有了了解宗教机会。我们每天早晨都会唱赞美
诗，每周参加教堂崇拜，并在课堂上学习圣经。
但是这些都不曾触动我，在那个时候，从内心和
精神上我都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做所有这些事
情，只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但这些初次的接触
让我了解基督教，并且尊重那些信上帝的人。这
些经历让我拥有了一颗对基督教开放的心。
所以，当Rejing邀请我加入SEEDS（团契），我
并不抵触，我心想：是啊，为什么不呢？一开始
我只把它当作一个社交活动，跟朋友们在一起聊
天吃饭，我很享受这样的时间，有好友和美好的
晚餐。

在SEEDS，我有机会更深入的了解基督教。我跟
团员们一起学习圣经，分享我对基督信仰的想法
和困惑。在一起歌颂上帝，向上帝祈祷的过程
中，我突然发现这一切似乎对我有了不一样的意
义。但我还是有很多疑问，最大的一个就是上帝
是否真的存在，所以我开始自己向上帝祈祷，而
我很多的祷告真的被听到和回答了（感谢主）。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信了上帝。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选择受洗。直到听到Dr Eddie Fox的宣讲布道。在布道会里，他指出，在耶
稣基督回归天堂之前，他向他的信徒们做出了一
个非常重要的承诺。在马太福音28:19-2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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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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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Eddie Fox指出，我们可以从这里取得
巨大的希望。主耶稣基督祂承诺要在我们身边直
到永远。在我看来，这是我对最大的希望和恩
典。我对自己说，是的，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要
耶稣在我生命中直到永远。祂承诺会陪伴在我左
右，不管我在经历什么，这给了我一种无以伦比
的安全感。
所以今天站在这里，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我对上
帝的信仰。我会永远相信上帝。我不害怕死亡，
因为我现在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
主。祂承诺永不离开和离弃我，然后有一天会带
我回家。哈利路亚赞美归给神。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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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救恩堂—邝方安
今年四月底，官会督带领来自澳洲各堂会的牧者、领袖和弟兄姐妹共36人踏上了去南韩的
宣教体验之旅。这是我第一次到南韩，之前只知道它是九十年代‘亚洲经济四小龙’之
一，还有风靡全球的舞蹈“江南Style”和受人欢迎的辣炒年糕。对这个国家近几年的发展和变化实在是不太了
解。怀着期待的心情，我来到了南韩。
这个国家的干净、素雅和整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来接我们飞机的是富平教会的一位长老和三十出头
的年轻牧师。他们带着一个比人还高的彩色横幅和亲切的笑容，并给我们每一位女士都赠送了一朵新鲜的玫
瑰！
在接下来的五天，紧凑而有特色的日程安排，细心体贴的照顾，感人的个人见证，亲密无间的交流，让我们每
一天都在感恩和喜乐中度过。南韩教会的团队精神、敬虔服事的心，积极参与社会关怀、植堂和宣教的行动，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并使人深受鼓舞。

富平卫理教会
为我们安排这次行程和食宿的富平卫理教会坐落在首都首尔的西郊，离仁川机场只有三十多分钟的车程。教会
成立于1940年，现任主理牧师Rev Hong（洪牧师）已牧会33年，其父在同一教会牧会29年。教会共有18位牧师
（其中10位已按立），7位宣教士和38位长老。108个姐妹团契，53个弟兄团契。主日学有319位教师和1700名学
生。音乐团队更是强大。
教会每天都对外开放。周日的崇拜有早晚两场，早场的人数超过三千人。周一至周五有清晨崇拜，从5点开始，
约有五百人参加。歌曲是以快半拍的节奏，边唱边拍掌的形式唱的。轻快高昂的歌声，让人的身心都充满了信
心和力量！牧师简短的信息，使神的话语成为一天生活的带领。证道信息结束后，灯光陆续关掉，此起彼伏的
祷告之声即刻充满容纳三、四千人的会堂。
富平教会是一个注重信徒祷告生命的教会。在我们的团队来南韩之前，他们已经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祷告小组，
为我们的行程和灵命的复兴代祷。在后排座位的两侧，小小的空间里放置着几张软垫，用于祷告之用。教会何
以如此兴旺？竟然能够经济支持全球81个教会且有能力帮助到当地的医院、学校、孤儿院、老人中心、低收入
的家庭？如此众多的事工（包括对外的接待），何以有条不紊的进行，秘诀就在于祷告！

宋谭教会和安山喜乐教会
我们还有幸参观了另外两所较新
建 立 的 教 会 。 宋 谭 教 会
(SongtanGipeun Church)成 立 于
1985年，现任牧师神学院毕业后
和他的家人开始创办。发展到今
天，已拥有自己漂亮的教堂、图
书馆、餐厅及“难过入哈佛”的
幼儿园。培训和艺术中心也即将
竣工。晚春的樱花和一丛丛色彩
夺目的花朵，让我看到牧师多年
的努力。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年冬天雪花飘飘的夜晚他来参加祷告会。看到有人的脚印，心里非
常欢喜。却发现脚印走到教会的门口，又拐到附近的一所教会。他感到沮丧的时候，神给了他信心和异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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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教会的门口踏满了自己的脚印。他告诉我们，解决困难的办法就是祷告。神聆听祷告，把得救的人数天
天加添给他们。当我想象不再年轻的牧师当年在寒冷的冬天的这一举措，对神全然的信靠和对失散灵魂不舍的
爱，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
“喜乐教会”(AnSan Happy Church)是会友们投票选出的名字，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箴言17:22）。喜乐的生活和喜乐的服事是会友们努力的目标和方向。这个坐落在城中心的教会，吸引了许多
在职的青年和中年人。会堂天花板上巨大的十字架灯管和讲堂上洁白的百合插花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在教会的
‘小茶馆’品尝了姐妹们准备的茶点。小巧的小圆桌，精致的茶具，漂亮的餐巾，营造出温馨的爱。真是名符
其实的喜乐教会！

祷告山
南韩的基督徒（也有普通的民众）如果遇到大而难的事，往往来到Osanri的祷告山祷告、节食，为的是寻求神
的帮助。由南韩最大的汝矣岛纯(YoidoFull GospelChurch) 福音教会管理，每天有三场的崇拜。这真是一次独特
的人生经历！我们各自领了一把有门牌号码的钥匙，走进了绿树和花丛围绕的一排祷告室。每一间只能容纳一
个人，且只能跪着。
那天晚上的小组的聚会，当被问到有没有在祷告山上遇见主时，有一位姐妹的回答让我永远记住，“我不知道
这算不算，仿佛耶稣对我说，‘读经和祷告，你就能遇见我。’”

其他的活动
我们坐着长老开的大巴，还参观了位于市中
心的基督教礼品店，南韩最大的景富宫，朝
鲜宣教历史博物馆和迷你世界公园等等。
短短的五天，富平教会还为我们安排了三次
的个人见证会，两场的研讨会和一次精彩的
迷你音乐会。对首尔的城市和基督教在南韩
的发展，当地教会的运作和规模都有了更深
的认识。

团契
虽然每天四点多起来，晚上八、九点活动才结束，我们在分散脚踪前，都会有一次团契。对素未谋面的南韩弟
兄姐妹的爱心款待，大家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感动。姐妹们为我们义务准备的澳式和韩式早点，我们外出后悄悄
的收拾整理床铺和卫生间；下雨天，两位牧者在巴士门口给我们撑伞挡雨；大巴返回住地时，穿着西服结着领
带的他们拿着塑料袋站在车门口接我们的空水瓶、零食包装……这一幕又一幕，让我时时想到耶稣说，“人子
来，不是受人的服事，而是为了服事人。”在南韩牧者
和弟兄姐妹的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了主的形象。

收获
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到教会的复兴，必须从我们
个人祷告的生命开始！愿每一位基督徒都坚持祷告和圣
经的研读，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你们要亲近神，神
就会亲近你们。”（雅各书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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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伯特布道所 于建华传道
神最优先的旨意、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将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这也是耶稣到世
上的目的。马太福音28：19-20节清楚地告诉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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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上帝的呼召，我加入了执行大使命的行列，并在卫理公会何伯特布道所侍奉了近四年。

感谢神的带领与保守，使我能在侍奉中处处感受到神的同在。但由于同工的缺乏、侍奉的繁
忙、侍奉中的压力与挑战和对拯救灵魂的紧迫感；使我有时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偶尔也会有身心疲
惫的时候。感谢主，年会在会督的精心带领下，每年都会组织牧者退修会，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关键性
的属灵充电。
值得感恩的是，今年会督特别为传道人安排了整一周的退修会，特邀新加坡卫理公会前任会督所
罗门为我们诠释了卫斯理精神与对现今教会的影响力。所罗门会督以他生命的见证与对上帝真理的领
受；幽默、深刻地从卫斯理家庭背景、卫理宗发展的历史渊源、卫理要道的精髓；阐述了卫理宗给世
界基督信仰带来的复兴。重振卫斯理精神，使我更加自豪我是卫理宗的一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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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全备的饭食、谢恩堂的姐妹们为我们预备可口的家乡饭，牧者与领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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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的时间很快就
过去了，我怀着一颗依依不舍的心离开墨尔本；期盼着下次退修会的来临。经过这关键的属灵充电，
使我更加怀着一颗赤胆忠心；回到自己的侍奉岗位；积极回应大使命的呼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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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将来见主面时，我可以像保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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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借着会督夫妇的带领，给我们所有牧者属灵充电的机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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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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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伯利华文团契 Bunbury Chinese Fellowship (BCF)

青少年团契园地

聚会时间：2014年8月3日
聚会主题：鬼节谈鬼和祖先祭拜
Fellowship Content: Hungry Ghost
Festival / Ancestor Worship
神恩堂从2010年就开始了在班伯利进行短宣的事
工。持续到今天，神恩堂每两周依然都有一支由8
人组成的短宣队出发到班伯利进行短宣事工 – 主
要是透过主办华文团契来牧养班伯利的华人。
8月3日，农历7月间，因为日期非常靠近华人传统
的中元节，俗称鬼节或七月半，所以短宣队负责人把当天的聚会主题设定为《鬼节谈鬼和祖先祭拜》。希望
透过这场聚会来探讨关于祭拜祖先，上坟扫墓，上香鞠躬等华人习俗礼仪，并提供基督徒如何从圣经的角度
来看待这项主题。
当天的短宣队成员包括7位神恩堂会友加上蔡佳熹传道。短宣队就如往常一样，集合祷告了之后，12点30分准
时从神恩堂出发前往距离167公里以南的班伯利。 路程中，短宣队们不浪费时间为配合主题而特别设计表演
的话剧做预备。准备完毕，短宣队们就会进入祷告时光，大家为着个人需要，下午的聚会等交托全能的上
帝。最后的半小时车程，短宣队们则争取时间闭目养神，有者闲话家常，分享个人生活点滴，欣赏四周风景
等。
2点30分，一行人准时抵达班 伯利聚会地点。甫抵达，大家各忙各的，有的设置场地，有的负责安排音响和
麦克风，有的帮忙茶点预备，有的站在门口欢迎契友的到来，有的则与契友交谈 等。聚会随即准时开始，先
是开始祷告，团契报告，赞美时光，然后进入主题，表演话剧，后来主持人就提出问题如：请问基督徒可以
祭拜祖先吗?基督徒不祭祖是 不 是不孝？然后契友们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契友们做好选择后，主持人便选
择一位契友来了解他选择该立场的原因，然后就由蔡佳熹传道从圣经的角度来分享和分析 - 基督徒应该如何
看待所问的问题。最后主持人以自由发问问题为结束。当中一位契友问道：“人死了还有灵魂吗？灵魂与鬼
有没有分别？“等问题。过后澳籍Ron 牧师就以英文（短宣队员翻译）来为这位契友作解答。
当天聚会在4点15分结束。拍了大合照后（以上显示的那张），大家就移步到厨房享用茶点与交流。短宣队们
这个时候就会抓紧机会与弟兄姐妹们继续建立友谊关系，有的会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受洗班，有的甚至更深一
步 地去关心他们信仰的状况。
45 分钟的时间在谈话间一下子就过去了，5点正是短宣队们回程的时间。道了别，上了车，回程祷告后，短宣
队们就踏上回家的旅程。这又是另 外一趟2个小时的路程。有些弟兄姐妹因为疲倦而休息，有些则分享今天
在聚会里所遇到的人，事，物及神的恩典。我们亦在车上开检讨会议，探讨有什么地方是可 以提升进步。我
们也会拿起吉他在摇摇晃晃的车子里唱起诗歌来，直到我们抵达目的地。短宣队们在7点钟抵达神恩堂。大伙
儿就从那里解散回家，结束半天充满恩 典的短宣旅程。
笔者后记：这事工“读“起来好像还蛮累人且需付出宝贵时间。但是我认为这其实一点都不累，也一点都不
浪费时间。每次的旅 程都是带着满满的恩典，满足感及喜乐回家。另外还带着上帝（透过人事物）向我说的
话，其中包括一直不断地提醒我祂所吩咐的大使命，还有祂在6年前对我的呼 召。我呼吁读者挑战自己，走
出温室，进入世界，踏上宣教，传扬福音，为主得人。
青祐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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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保罗弟兄于5月24日与王天虹姐妹结为连理。以下是保罗的感恩创作：

青少年团契园地

恋爱之诗
本月作诗唯一首，
恋爱婚事忙碌走。
教会青团互相识，
影院初次手牵手。
爱妻本是沪城女，
投资移民漂洋去。
决志祈祷行真道，
良人定赐好伴侣。
你我感情渐深厚，
厮守终生永不悔，
双方家长喜笑颜，
婚约既定心乐透。
靠主基督最稳妥，
忧愁全消难关过，
我今娶得贤内助，
誓将福音广传播。

怀恩堂青年团契2014
一直以来，我们都有着一个目标，就是：“成为青年人的避风港湾！”希望每一个来到团契的青年人都可以有
家的感觉，可以来到这里诉说自己的烦恼，可以来到这里交到知心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寻求人生的哲理和生
命的意义。
将近20年时光转瞬间溜过。 怀恩堂青年团契在夏长华牧师的带领下，我们继承了前辈们当初成立青年小组的
初衷，并继续秉持它成立的目标和盼望而努力着。
我们透过这个群体的生活，学习彼此相爱、分享、分担及代祷的生活；学习彼此分享、将真理应用在个人的生
活上；为要活出一个以圣经为基础的见证生命，并完成耶稣基督大使命的托付（太28:19-20 ）。为此，我们
团契也继续不断地丰富团契各项事工，来满足每一个团契青年人们的需求。
对于未来的展望，团契里每一位职员都深刻地相信，团契可以让每位参与团契的青年人有得着及有帮助。我们
也诚挚希望每一位契友在学习或工作的岗位上可以影响身边的人，让他们感受到主的恩典，效法主的样式，就
是成为圣洁（彼前1:15-16），以致影响社会。
最后，现今这个时代，各类衍生的社会问
题愈发严重，使得我们需要更加迫切使得
我们需要更加迫切地彼此代祷，不被世界
所影响，从而改变这个世界！让我们在主
里相约，在主里相聚，在主里成长，在主
里丰盛，在主里服事，使我们的团契成为
更多人领受恩典的渠道。阿门！

2014年于夏牧师家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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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东教区各堂会消息
福恩堂
1.8月6日–本堂牧者、领袖与会友们参与在主恩堂举
行的年会宣教周的培灵晚会。当晚的讲员是莊祖
鲲牧师博士。
2.7月28-30日–本堂华语青年小組前往Griffith University和UQ分发福音单张，同时邀请同学们参与
8月2日特为新朋友们预备的“迎新会”。
3.8月2日–华语青年在Roma公園举办“迎新会”，
当天共有位14位新朋友（大學生）出席。感谢神
有4位于第二天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在上一個禮
拜，有一位新朋友接受耶穌為救主。

5.7月13日–李晓滢与宋桂兰于主日崇拜中接受成人
洗礼，以及黄其瑶接受儿童洗礼，感谢我们的神。
6 .7月8-11日–英 语 青 年 团 契 福 音 冬 令 营 于Lenoxx
Head, NSW举行。
7.7月3-5日–华语青年小組退修营于MT Tamboorine
举行。
8.6月7-12日–雷牧师、张传道、郑传道以及阮传道
前往墨尔本参加由年会信徒事奉与宣教学院举办的
卫理神学课程，以及牧者训练与进修会。

4.7月29-31日–接待杨小琳传道于布里斯本转机到所
罗门群岛服事。

主恩堂
1 . 本 堂 的 《 大 学 校 园 团 契 》 于15/7和23/7两 次 在
QUT两个不同的校园进行分发福音和邀请单张给
七月份的新生。並在2/8举行“迎新会”，当中有
聚餐，赞美敬拜，见证和信息分享等，反应良
好。之后，我们会继续每两周一次的校园团契聚
会，让新来的学生有机会听到福音而信主。
2.今年上半年的《大学校园》福音事工帶领了五位
新学生和学者在六月份在本堂受洗成为主的儿女，
把一切荣耀归给神。

3.本堂为了宣教基金和添购赞美敬拜乐器在3/8和
10/8举行食物义卖会，大家都大力支持，感谢主
恩。
4.本堂儿童主日学与英语会众在27/7在公园举行郊
外主日崇拜，过后有游戏，联谊和烧烤会，一共
有110人出席，共沐主恩。
5.年会安排的《宣教之夜培灵会》于6/8在本堂与福
恩堂联合举行。谢谢庄博士帶來宝贵的信息，喚
起弟兄姐妹更有宣教的心志和委身。

坎培拉布道所
1.感谢主！我们参与七月三十日当地华人教会举办
的，欢迎中国泉州教会的诗班巡回演出和培灵
会。使我们对了解中国内地教会的部分状况很有
帮助，也鼓励我们的信徒看见远景。
2.每周一次为澳洲复兴祷告，大有激励！同时也带
动了信徒自己的祷告渴慕！我们深深的体验到，
祷告是我们亲近主的最好途径！
3.杨晓莉姐妹本学期开始，在本地选修三门神学课
程，以后还会继续学习，愿主带领她前面的道
路！

4.感谢主，最近有两个家庭开始稳定的参与主日敬
拜！愿主的心意成全在其中，并且帮助教会的部分
学生信徒可以留下来以后，变成教会的稳定力量！
5.我们关注以色列，每周为以色列献上祷告！教会
肢体也从中更多了解圣经对以色列的应许，也帮助
信徒以圣经的眼光看待世界上所发生的事。
6.感谢主；门徒课程第二册，一个月两次正常继
续，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每次的讨论和学习，为参
加的人带来了很多的帮助。愿神的心意成全在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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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堂 & Parramatta布道站
1 . 姐 妹 团 契 ： 于6月21日 周 六 晚7:30救 恩 堂 和
Parramatta佈道站联合呈献“幸福的呼唤”诗歌
佈道会，节目丰富，是一个充满温馨歌唱赞美的
夜晚。
2.PPP家庭团契：于7月5日周六下午3点在钟伟志弟
兄家举行“生之颂”团契活动，又见证分享和庆
祝生日会，会后一起享用每家所敬备的晚餐，彼
此联谊团契。
3.PPP五周年感恩崇拜：感谢神的恩典和带领，PPP
五周年感恩崇拜定于7月6日，数算主恩，并于会
后一起享用每家敬备的晚餐。
4.堂会圣经知识竞赛：于7月19日周六晚上7点在教
会举行，内容是“尼希米记”，当晚有五组参
加，大家一同经历美好的主内交流及团契。

5.扩建事工：感谢神丰富的供应与弟兄姐妹们的祷
告及爱心的奉献，同心协力来建立神家，扩建工
程已完毕，款项也达到目标，并远超出我们所求
的，一共$383,806.50，弟兄姐妹们同献上感恩，
将一切荣耀尊贵归于神。
6.青少年主日：于7月27日举行，讲员位年会事工
指 导 周 家 熹 牧 师 。 英 文 堂 讲 题 :Courage to
dream，PPP讲题：不后悔的决定。周牧师同时
关心本堂和PPP青少年事工，带领英文堂青年领袖
会议和一同商讨年终在悉尼举行的青年大会筹备
事工。愿主赐福。
7.全国宣教周(8月2-10日)：于8月7日晚在救恩堂
举行联合性双语《宣教培灵会》，主题为《全世
界都是我的牧区》，讲员是由年会宣教部安排的
庄祖鲲博士。

澳南教区各堂会消息
三一堂
1.三一堂两年前开拓Cranbourne布道站，向Cranbourne区
传福音。两年后，在圣灵的指引下，福音事工从
Cranbourne区转移到Berwick区。8月3日主日，下午两点
正为Berwick布道站举行第一次双语主日。很荣幸邀请从美
国来的莊祖鲲博士传讲布道信息，以及马来西亚来的著名
女高音卓如燕姐妹献唱。官会督伉俪也莅临致 词与祝福。
非常感恩当天来了170人，好多是第一次见面。

荷伯特布道所
1.06/07 墨尔本神学院中文部主任廖玉强牧师前来
参加圣餐主日爱宴，并解答会友们的疑问。
2.19/07
全体执事应主席VINCENT弟兄之邀在他家
举行爱宴团契；以增进领袖彼此间的联系与情
感、更好地合一侍奉。
3.27/07 我们特意安排了红本门徒主日，鼓励门徒
喜乐侍奉，向会友推动门徒课程学习。
4.05/08 承蒙年会宣教部厚爱，特派莊祖鲲牧师前
来作宣教培灵会。
5.8/08
为新移居的家庭举行家庭感恩礼拜，让会
友们能共同见证主的恩典，联谊中彼此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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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08 会督夫妇前来探访布道所会友；会督主日
证道、并为一家六口施行洗礼。

谢恩堂
1.青年生活营（7-10/7）约50人参与，达致年轻人
的灵性和人生目标的思考，并建立年轻人坚固的
主里同心同行的关系。另于13/7成功举行了感人
肺 腑的青年主日。
2.乐龄团契和姐妹团契举行雪梨之旅（11-16/7）共
26人参与。帮助年长人士能多走走，欣赏神的创
造，增广见闻，以及彼此相爱。

3.联合雪山之旅（24/7）约百人由成团、初成和青
团组成。当天所有家庭和参与者，得到美好温馨的
团聚时刻。
4.宣教月活动：我们于2/8下午至晚上举行年会的宣
教周活动，讲员为莊祖琨博士。之后整个八月的周
六晚上都进行宣教讲座，由不同宣教机构的宣教士
和本会 牧者主讲。此外本月份推动柬埔寨学生助
学金计划，反应热烈，约领养了20位大学生，尚有
多位中学生与小学生。

青年主日诗歌演译

宣教月每周六宣教讲座之一，讲员为来自SIM机构的宣教士
Phil and Di Marshall。

乐龄与姐妹团契悉尼之旅

思源堂
1.本堂有九位弟兄姐妹于28/6参与捐血活动。
2.本堂约有十位弟兄姐妹语28-29/9在莫納什大學校
园向新生分发教会传单及传福音。

3.喜事--恭贺：
黄路子与黄宝慧于2/6蒙神赐一千金。
郑荣光与翁慧婷于23/6蒙神赐一千金。
俞训财与郑慧芬于7/7蒙神赐一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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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恩堂
沐恩堂七岁啦！
较大和具规模的教
会，通常每五到十
年 会
举行成立典礼。但对于沐
恩堂，规模较小的教会来
说，每一年的成长都具特
别意义。7月27日—正标
志着沐恩堂成立了第七个
年头。当日举行的中英联
合崇拜由陆同佑教区长证道。
但愿神继续保守沐恩堂，让我
们每年都能庆祝神的恩典。

音乐之旅...「如果音乐能成为爱情
食粮，那就演奏下去吧」—莎士比
亚【第十二夜】。
7月26日，张志洪弟兄同佈道和宣
教部委员，不但将音乐变成爱情食
粮，更将其升华，化作灵魂
粮饷。
那是令人震奋的金曲之夜—
池德鸿和张岳峰弟兄以美妙
的歌声，热切地见证神的感动。而我
们的特别来宾-Naty Lee，则分享其个
人生活的磨难，被神救赎，论述神的
大能，为神作见证。
当晚，中英文部，大家不分彼此，喜乐地聚首一堂，
就像诗篇133:1所言，「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
等的善，何等的美！」
新宝宝的来临
对黄家来说，神于3/7带给这家庭一个
莫大的喜讯！续Audrey, Aaron以及
大姐Ariel后，Aidan成为这个家庭第四
个新成员。Aidan是今年第三个沐恩堂
的新生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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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喂养
中英文部继续【尼希米记】讲台信息系列。
英文小组查经将继续使用‘Hand Me
Another Brick’书以助研读尼希米记。
中文小组面临时间和人事变动。监于出
席率偏低，中文小组取代了大学小组，
并将由钟传道及张鸿辉弟兄继续带领。
最大早餐会...基督徒关心社会
随着去年成功举办此活动，我们的
“注诊医生”-Viki Ling在21/6再
次牵头举办“最大早餐会”。不但
为我们带来各式自制美点，更与我
们分享防癌小知识呢。
共抽$400作为防癌研究用途。

教会点滴
纵然空间所限，也让我们体会一
下神藉着沐恩堂所行的事迹。
感谢产业部，张鸿辉弟兄，率领
弟兄姐妹，于7月21日，将会堂
打扫得焕然一新。
在 彩 洁 以 及CMCF团 队
努力下，沐恩堂于RMIT
迎新周设立了摊位，并
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佈道方面，已有六位朋友参加
了“何谓基督教”课程。
陆教区长亦帮忙主持本堂研讨
会，应对崇拜参与人数下滑的
事宜。
最后恭喜三对准新人已经完成“婚前辅导课程”~并
藉此希望神会帮助更多主内兄弟姐妹们缔结良缘！
为墨尔本市区高取基督之光！
鄢利银传道
peterlyong@gmail.com │0429 030 390

澳西教区各堂会消息
蒙恩堂
1.萧召和牧师培灵佈道会。本堂庆祝二十三周年庆
典，邀请萧召和牧师主持两晚的培灵佈道会，六
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参与者热烈，每晚超过
一百人参加，也有多人接受主及更新生命，重新
跟随主。
2.蒙恩堂二十三周年感恩崇拜。本堂於六月二十二
日庆祝二十三周年，邀请萧召和牧师在华语场证
道，本堂代理蓝秉贤牧师在英语场证道，主日学
也呈现特别节目，节目也包括教会领袖同切周年
蛋糕。

4.青年生活营。本堂五十五位英语青年於七月十一
日至十四日於Bickley Outdoor Recreation Centre
举行一年一度的生活营，主题，‘没有害怕’，由
Lennon Smartt主讲。三十五位华语青年於七月十
八日至二十一日参加华语青年生活营，主题，‘我
们成长，为主发光，努力去传’，由澳西教区教区
长林宝强牧师主讲。
5.英国短宣。本堂Christina Lin 及 Elisa Chin姐妹
於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日参加英国伯明翰短宣，
行程包括意大利罗马六日的训练。

3.何仲柯医生及苏绯云博士特别讲座。苏绯云博士
於七月十一日在本堂主讲‘ 为何世间有苦难’
（华），何仲柯医生於七月十二日主讲‘圣经与
科学’（英），弟兄姐妹更认识到圣经的可靠
性。苏绯云博士也於七月十三日双场主日崇拜时
主讲‘培育敬虔的孩子’，多人受益。
三位姐妹於七月十一日特别讲座会之后与苏绯云博士
（左二）同照留念。

Morley布道所
1.7月27日官会督，年会会友领袖
陈守仁弟兄及年会文书林国地弟
兄莅临本布道所。官会督在崇拜
中鼓励弟兄姐妹再接再励，同心
事奉，建立主的教会。（图示：
会后集体拍照留念）
2.8月10日年会宣教部安排庄祖鲲
牧师在布道所证道，题目：脱茧
而出。盼望弟兄姐妹多为布道所
祷告，引更多人归主。
3.8月2日接受郑作银弟兄与周安永
弟兄为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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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恩堂
1.柬埔寨短宣：本堂会将在7月8-13日到金边Phnom Penh短宣，此事工是为帮助当地的神学学生。为短宣收集
干净的衣服、鞋子、帽子、背包、笔记型电脑、手机、数位相机&记忆卡、MP3、水壶和化妆品等。本堂会
将为宣教的事工作筹款宣教基金。
2014年7月8-13日柬埔寨短宣事工照片

2.造成教会图书馆：若弟兄姐妹有基督教信仰的新书，完整无损的旧书或视听媒体都可以赠送于教会图书馆。
3.宣恩堂献堂感恩典礼：于7月26日（六）10:30am在本教堂举行献堂典礼。当天仍然下雨中约200人参与庆贺
宣恩堂献堂，因我们感谢上帝赐恩给我们，同时也感谢会督、年议会会友领袖、教区长、贵宾、牧者、和教
会的弟兄姐妹们。

4.欢送会：在7月27日（主日）6:00pm，本堂会为李金龙本处传道举行欢送会，答谢李本处传道三年半来为教
会忠心的服侍。
5.Manna义工：于7月18日8:30am-12:30pm在Manna Kitchen， Victoria Park进行。30人参与此义工。所需
要筹款的款项大约$1,035来支持Manna Charity。弟兄姐妹能够在金钱上支持并帮助柏斯的贫穷人士。

6.街头佈道事工：于6月28日、7月19日（六）2:00pm，在State Library WA （25 Francis St Perth WA 6000)
集合做佈道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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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堂
1.2014年青年营：如同往年分别以本英语青少年营（七月6-9日）及华语青少年营（七月11-14日）举办。今
年两个营会总人数超过110位，其中包括20多位新朋友参加此次营会。（参感恩堂照片1和照片2）
2.萧招和牧师乐龄培灵佈道会：在6月20日上午10：30am举行，当天加上一些来自其他堂会弟兄姐妹近40位
参加（参感恩堂照片3）
3.感恩堂十四周年中英联合感恩崇拜：于7月27日上午10时举行，约200位弟兄姐妹及儿童参加崇拜后共享周
年庆爱宴。（参感恩堂照片4和照片5）

感恩堂照片1：七月6-9日英语少年营

感恩堂照片2：七月11-14日华语少年营

感恩堂照片3：萧招和牧师乐龄培灵佈道会（萧招和牧师与师母前排右5及6）

感恩堂照片4：十四周年大合照

感恩堂照片5：
执事与牧者一起切蛋糕，庆祝感恩堂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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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堂
1.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
神恩堂亦捐献了$10,000支持年会卫理大厦的事
工。

4.神恩堂于17/7/2014召开今年第一次的建筑委员会
会议，计划扩建教堂。
5.感谢神带领2014年神恩堂乒乓比赛于12/7/2014
成功举行。
冠军是彭能顺牧师（男生单打），彭牧师与陈志
贤弟兄（男生双打）和Melina（女单打）。

2.妇女应急包：
今年本堂共收集了322包之妇女应急包。
3.感谢神带领2014年神恩堂乒乓比赛于12/7/2014
成功举行。

会督行程表
 01/09/2014
 02 - 05/09/2014
 06/09/2014
 14/09/2014
 15/09/2014
 18 - 22/09/2014
 26/09/2014
 28/09/2014
 30/09/2014
 02/10/2014
 04/10/2014
 05/10/2014
 10/10/2014
 11 -19/10/2014
 20/10/2014
 26/10/2014
 02/11/2014
 05 - 06/11/2014

前往柬埔寨金边事奉
参加柬埔寨卫理公会宣教大会
历史档案委员会会议
于思恩堂廿五周年感恩庆典证道
由阿得雷德回到墨尔本
取年假
赴柏斯事奉
主持感恩堂第二次牧区议会
从柏斯回到墨尔本
主持牧职部会议
主持执行部会议
主持福恩堂第二次牧区会议并主日证道
前往巴布新几内亚事奉
参与巴布新几内亚天恩堂以Vanimo宣教站的事工
由巴布新几内亚回到墨尔本
主持谢恩堂第二次牧区会议
于沐恩堂主日证道
参加在悉尼举行的全国教会总及执行会议

感恩代祷事项
感恩及代祷事项：



门徒导师们忠心耿耿，尽心竭力开展门训的事
工。



八月一日杨小琳传道安抵并上任所罗门群岛布
道所的牧者。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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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罗门会督(Bishop Emeritus Dr Robert
Solomon)于六月份所主领的卫斯理研习课程反
应十分热烈，参加者获益良多。
六月份所举办的传道师退修会，牧者们与所罗
门会督(Bishop Emeritus Dr Robert Solomon)
享受美好的学习及团契。
七月廿六日宣恩堂举行意义深重的感恩献堂庆
典。
宣教月特邀讲员庄祖锟牧师巡回各城市作宣教
讲座，获得热烈响应。

祈求

年会-祷告：


所有卫理公会的堂会/布道所看重祷告，抓紧建
立门徒的异象，并且参与宣教的重要性。



崇拜礼仪研讨会（25-27/11）年会议会（2730/11）成妇退修会与全澳青年大会（30/1103/12）。年会中选举各职位及各部。



委派部委派每个牧者前往各个堂会/布道所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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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呼召年青人在信徒事奉和宣教学院课程装备
自己，以便在神的国度里成为本处传道或全职
的工人。



圣恩堂尚需的建堂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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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亲自供应卫理大厦工程所需款项。



上帝亲自供应好的租户居住卫理大厦待出租的
房间。



官会督与师母在每个旅途中都有从神而来的恩
典、智慧与能力。



弟兄姐妹在每日五毫钱计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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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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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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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神赐给年会神学生刘孙宏、Sean Kong 及
David Tiong智慧与能力来应付他们的的学业，
并且装备自己来参与牧养的事工。

牧区堂会–祷告：





救恩堂主办今年的崇拜礼仪研讨会（25-九月份
和十月份所举行的第二次牧区议会兼选举牧区
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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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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