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articipants of Disciple Red facilitators’ Training of Tauranga
Methodist Mission Centre, NZ with Bishop Kwang and Kim after
the training from 17th to 19th March.
17-19/03官会督与Kim在Taurange纽西兰宣教中心举办红
本门徒导师训练后与参与者合影。

Bishop Kwang and Kim with our AC Lay Leader, Bro. Joseph Ting
and Rev. Simon Goh’s family after being ordained as Elder.
Simon Goh牧师按立长牧后与家人及官会督和Kim，我们
年会会友领袖陈守仁弟兄同摄

Pastors and their spouse, and LCEC members of Carlton MC with
Bishop Kwang and Kim after the Sunday service on 12 th April.
12/04主日崇拜后，官会督与Kim和救恩堂牧者、师母及
执事们合影。

Bishop Kwang and Kim with the Pastors and disciples of Disciple
Red Class of Carlton MC.
救恩堂红本门徒班与官会督和牧者们
合摄。

Pastors and Delegates of CMCNZ Mission Conference with Bishop
Kwang, our AC Lay Leader, Bro. Joseph Ting and Rev. Joel Siaw.
华人卫理公会纽西兰宣教议会教牧和代表等人与官会督
及我们年会会友领袖陈守仁弟兄、萧招和牧师同摄。

CMCMZ Pastors and their spouse with Bishop Kwang & Kim, Rev
Joel Siaw and Mrs. Siaw
纽西兰宣教议会牧者与官会督和Kim, 萧招和牧师、师母
们合摄。

Bishop Kwang and Pastor Lee with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of
Carlton MC after the service on Sunday 12th April.
12/04主日崇拜后，官会督和李传道与英文部的会众同
影。

Melbourne Pastors’ gathering at Bishop’s home on 25 th March.
25/03墨尔本教牧团契相聚于会督府上时影。

More photos front inside cover for English
更多相片在英文版的封面背页

会督的勉励

十八世纪循道卫理宗的创始人卫斯理约翰说道，一个“卫理子民”无他，而纯是一个“根据圣经的基督
徒”。因此，卫斯理强调邀请人透过严格的基督徒生活体验上帝的恩典，并在知识和上帝的爱中增长。他
们首要强调基督徒的生活,把信心和爱心付诸行动。这强调被卫斯理视为“心灵的信仰”(我简略叙述于
2014年8月份所发行的卫理之声)。这就是卫理宗的标志,是我们独特的继承品。
我们的神学传统不仅可见在这强调基督徒生活上,也可见在卫斯理对上帝独特救赎恩典的理解上。虽然卫斯
理和其他许多基督徒相信救赎本乎恩典,他结合了一个强大的方法来创建独特性，强调完整的基督徒生活。
因此,我们不仅问,作为卫理子民，有关救恩教义的教导，我们作何回应呢？。在此，从一位卫斯理神学家
所写的文章中，我摘录一个颇据造诣的字句。他还用这个词汇的首字母缩写TULIP以防御加尔文救恩的教
义。
完全堕落Total

Depravity：人类是完全堕落的，但上帝却延伸祂普遍的恩典给全人类，以致无论是男

的、女的都能寻搜和找到上帝。
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上帝在创立世界的根基之前已拣选全人类得救恩，但大多数人却
拒绝了祂的心意。
有限的赎罪Limited Atonement：基督的救赎是随处可见开放给全人类，只有限于我们拒绝被拯救。
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上帝“普遍的恩典”[ 预设的恩典 ]是随处可见给全人类，这是不可抗
拒的，但救赎的恩典却能因顽梗的心被拒绝了。
圣徒的坚忍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一旦人被救赎，常是会保持现状，除非是违抗的、持续的、蓄
意的、抗拒的，他或她拒绝上帝的恩典而选择叛教，背道而驰。虽是少见，但叛教是有可能的。
他的结论是我们必须谨慎，切勿走到极端人文主义的亚米纽主义里。他进一步补充说，“如果你想要的名
称只是一根头发的加尔文主义广度”。这是卫斯理亚米纽在救恩教义上的教导。

主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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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的话

感谢

启示的主，祂使用多种的媒介与世人沟通，把祂的心意向世人清楚地表白。祂更「道成肉身」来到
人类有血有肉的历史中，指引世人如何藉着祂得永恒的生命。最终，祂更要信徒将这美好的福音向
普天下的人来传讲。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使命。
「卫理之声」是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众教会文以载道的”广播报”，亦是肩负传递上帝爱的信息之一份本土双
月报。它的使命就是藉着文字来建立弟兄姐妹的灵性，并为主传扬福音。从创刊至今的廿来年，「卫理之声」以
黑白文字记载了澳洲各个堂会的人事物动态，见证了透过不同的人事物呈现缤纷的上帝奇妙作为与恩典。此刊物
不但注重属灵的供应，也提供了家庭教育、亲子关系专栏、信仰问题解答栏等。它更设立了青少年园地，为青少
年预备美好的灵粮。
文字工作无远弗届，果效广大，超越时空和时间。我们诚心诚意邀请主内同道透过不同方式（投稿，经济支持，
代祷）一起作文字布道和卫道此神圣事工。祷愿咱们在祂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祂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雷雯冰牧师

红本门徒导师训练分享
以下是我参加红本门徒师资训练的心得分享：
感谢主，给我这次3月27日和28日参加红本门徒导师训练，由官会督娘主责培训，使我有很丰盛生命的得着
的喜乐与满足啊！！当我完成这个培训后，更深坚定和确认主给我的呼召异象经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
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红本门徒训练共有卅四课，这个红本研训的设计，是以耶稣呼召十二位门徒为一班小组成员模式。
以小组立约彼此委身，彼此相爱，彼此鼓励，扶持，代祷。
红本门徒课程设计，是以初信者生命渐渐改变，更深认识主和认识自己。透过小组上课以问题式引导小组组
员讨论分享和结论，来引起个人的生命反思问答多方的互动。同时在讨论分享研习过程里，让每一位组员可
以彼此更深了解不同的为人特质，性情和恩赐，可以达到彼此接纳，包容，互补，肯定；而达到小组彼此成
全的默契和配搭事奉合一。
红本门徒课程研训最终的目标是基督徒可以自由过敬拜主和圣洁的生活，并团队事奉完成主耶稣吩咐的大使
命。深愿主圣灵大大运行与兴起在所罗门华人佈道所，兴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起来舍己跟随主。诚心所
愿！！

所罗门群岛华人佈道所—杨小琳传道

43

教区长的话

澳东区教区长雷少康牧师（福恩堂）

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至十八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17
18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上帝喜乐。

当我们面对困境，或者身处在人生最大的难关时，我们会常常用这两节经文，来加增我们属灵的能力和使我
们得着安慰，让我们可以凭信心和盼望，继续完成摆在我们前面难行的路程。
先知哈巴谷在国破家亡之前，在他的灵里，已经知道再没有任何人为的办法，可以力挽狂澜。所以他身体战
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但是他仍要安静地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这个到来侵犯犹大国的，
就是巴比伦的兵马。
哈巴谷更看到犹大国的前景，将会是满目疮痍；在战火之后，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
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但是先知却仍然相信上帝是他和全犹大的力量；上帝将
会使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他稳行在高处。他更把这歌给交与伶长，用丝弦的乐器来伴奏。
当然，哈巴谷书所讲述的，是整个犹大国因为在先前所犯的罪恶和强暴，续而招至上帝使用更凶暴的巴比伦
人来惩治反叛祂的百姓。这样看来，似乎这两节经文，就不大适切的应用在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之中，因为有
很多情况，困境并非是源自我们所犯的罪。
其实，当我们讲到「应用圣经中的教训」，并不是要昔日圣经中的情节，完全百份之一百要跟今天所要套入
的环境吻合，我们才可以「应用圣经中的教训」。「应用圣经中的教训」的原则，是把圣经里面的教训，适
切的再一次使用在今天的场境之中。
让我们以下的例子来表明这个原则：
这卷先知书的结论，是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
华欢欣，因救我的上帝喜乐。」它的教训重点是—-表明上帝的伟大、掌权和公义，以及先知自己对祂的敬
畏和倚赖；同时，先知也把他的质疑变成了歌颂。哀求变成了欢呼。
那么，我们今天的应用也就是跟哈巴谷所要表达的心声一样 —- 上帝啊，我们的信仰群体、或者是我们自
己个人，今天虽然遭逢重重困难，但是我们没有质疑祢的公义，我们虽然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有所失，但最重
要的是，祢仍是我们所敬畏和倚赖的上帝，我们要把质疑变成歌颂，哀求变成欢呼！
在整卷哈巴谷书里面，还记录了以下重要的信息：
那一些比犹大国民更凶暴的巴比伦人，将会受罚（2：1-4），上帝也必追讨迦勒底人的罪，他们必定要承担
自己的五个祸害（2：5-20），因为他们不断的、重复的去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有了这一个基础，我们就更可以把哈巴谷书的教训，应用在今天处于困境中的信仰群体或者是个人的身上
了。因为上帝也可以藉着不义的人，让我们认识到，在任何最艰难的时刻，上帝仍然是我们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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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节—走上十字架的情和爱』
方友 義牧师 （谢恩堂 ）

今年

的受难节，教会（谢恩堂）定的主题是“如斯深情-袮竟然在乎我！”。后现代，一个高
度自我中心的时代，人关乎的，最在意的，就是自己！因此，“你死我活”成为权利斗
争与现实生活的座右铭！耶稣基督逆转这悖逆伦理的爱，因为“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加2:20），或说“我死你活”。
如何表述“如斯深情-袮竟然在乎我！”呢？我们用三方面的内容阐述，即“不可思议的爱”、“天长地
久的爱”、“牺牲舍己的爱”。这爱是神圣与伟大的，因此，受难节在英文被称为Good Friday. 但其实，另一
个更美的名称是 Holy & Great Friday，因为这是一个“神圣”与“伟大”的牺牲。“神圣”是因为耶稣基督
是圣者，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为我们作了挽回祭-意即本来死在十字架和祭坛上的是你和我；但主耶稣挽回了上
帝公义的愤怒。“伟大”是因为圣者本身是神，但人竟然把神给杀了！（当然，更正确的诠释是天父的旨意）
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圣诗『怎能如此？』的表白：『我主我神，竟为我死！』没有比这更震撼的爱与牺牲。
莫札特『安魂曲』中的嘉言，盼望成为我们一生的感恩祷告：『请纪念我，慈悲耶稣，我是你踏上人世旅程的
起因。』如斯深情，岂能不感动，惊叹与受宠若惊呢？除了耶稣，你还能找到一位神成为人的救主为你我走上
十字架吗？愿“如斯深情”的爱，天天感动你我，使我们的生命散发基督如斯深情的爱。

『绝望变为盼望-当清明节遇上复活节』
今年的复活节巧遇清明 节。清明节，想起小学诵读的一首唐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断魂”指内心的悲哀凄凉。杜牧或是思念已逝的亲人，也或是看
见路上行人悼念死去的亲人，场景凄凉绝望，因此借问酒家何处有，希望在酒家借酒消愁！这是一幅无奈凄凉
与伤感绝望的画面。死亡，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在死亡面前，人无法洒脱。死亡真的是所谓“十八年後又
是一条好汉；或是随风而去”吗？这无疑是一种虚拟的意境，不是真实的写照。清明节，固然是慎终追远的日
子，但若从死亡的角度解读，无疑是凄凉绝望的代名词。
复活节超越清明节，因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信念上---死
了一了百了、没有永恒、灵魂消失不见、来世再作人。我们的盼望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得胜死亡，给我们带来
复活的盼望。因此在复活节，我们预备鸡蛋，为什么呢？因为表示有新生的生命。这生命不被埋葬，可以破茧
而出（涂上红色，表示欢庆）。复活节，是欢庆的日子，死亡的毒钩从此对我们无可奈何！因此保罗兴奋的宣
告『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林前15:54-55）如
果有所谓的“大奖”，我们已经“中了最大的奖”，即不被定罪、脱离咒诅、成为蒙恩的儿女、永恒的新天新
地是我们将来的居所。复活节，除了感恩欢庆，不要忘记我们身怀使命，去宣扬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使『不
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及『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加2:20）这震撼人心的信息继续不断的被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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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Fang (Morley布道所)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主里平安！
是EVA，感谢主让我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见证。认识我的都说我性格乐观，这是现在的我。以前的我曾患
过躁郁症，需要吃药控制。
我是来自一个虔诚的道教家庭，家里有很多偶像，时常有很多人来我家拜偶像，可是我家却时常吵吵闹闹，也
常常看到母亲向偶像乞求，可是也不见好转。记得在我9岁那年外公车祸去世，因为他和外婆去教堂听福音，
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在医院不到一个礼拜就过世永远离开了我们。所以父亲告诉我们这是神在惩罚我
们，要我们记住不可以信其他的教。
当我结婚之后，我的婚姻也是吵吵闹闹的。我的老公甚至会出首打我，每次都把小孩吓哭了。我不断地问老天
爷，问偶像为什么我的生活要过得如此的苦，还要连累小孩。后来我决定离婚，跟小孩重新来过。可是当一个
单亲妈妈是不容易的，赚的钱根本不够养活三个小孩。最后只好把小孩送到寄养家庭给别人抚养。我还记得庭
玮小儿曾经问我：为什么我们不能住在一起，为什么你要把我们分开？当时我真的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能抱着
他和他一起哭。我的苦没有人可以诉说。我的生活是不愉快的，每天只活在悲伤中。当时有一位牧师到我的住
家来看我，他要我去教堂听福音，当时的我只想如果上帝能让我有钱，我就去信。我相信的神都帮不了我。上
帝真的能帮我吗？当时我真的很怀疑。
后来到伯斯之后，为了养育三个小孩，我又不停地工作。小孩自己在家又是吵吵闹闹。有一天当这教会的叶雅
姿姐妹邀请我一起来教堂时，我心想好吧，来看看都好，但是要加入可能不会的。
孩子Jun受伤的事件记忆犹新。记得当时在周牧师和师母带领下，我刚接触主耶稣不久。Jun受伤的那次，我一
个人站在医院等待医生替Jun做手术，因为他的手骨凸出来必须动个小手术。当时我很害怕，也感到很孤独，
刚好周师母打电话向我询问Jun的情况。她告诉我要向上帝祷告，求祂帮助Jun。于是我就向主祷告说：虽然我
还不是很认识祢，但是我乞求你保佑我的小孩Jun，让他平安度过手术。感谢主，祂听见了我的祷告。医生说
Jun的手术很成功，只要等到麻醉药退了没什么副作用就可以回家了。虽然我很感谢主，可是还是很迷惘，到
底该不该信祂。
从前，我对小孩的教育是军事化的。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完全没人敢反驳，更甚至于打小孩骂小孩。有一次当
我因管教小孩的时候躁郁症发作，我控制不了自己，开始有伤害别人的举动。我感到非常害怕，于是我赶快躲
回房间跪在床边向主祷告：主啊，求祢使我冷静下来，求祢教导我该如何做，因为我害怕我会伤害小孩，求主
祢给我智慧，求祢帮助我。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的心突然平静了，没有了刚才的愤怒。我突然有种莫名的感
动，不管是大事或小事，只要你向祂求，祂都会应许你，只
要你全然的信靠祂。感谢主，祂并没有因为我们还没信祂，
就放弃我们。藉着教会其他的人，藉着祂的话语来帮助我，
感动我。感谢周牧师及师母的关心，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得帮
助我们，为我们向着主祷告。感谢李碧仙姐妹的关心，让我
感觉神真的在我们的身旁，感谢主在我和孩子们的身上动
工。可现在的我会倾听小孩的意见和他们的心里话，然后和
他们沟通，小孩也会尊重我。靠着天父的恩典和圣灵的帮
助，我们变得比以前喜乐，和平。欢笑声总是不断，彼此的
距离更加接近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至高无上的天父。
右一者为Eva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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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栏
洪侯文舒师母
（三一堂）
天下父母心，许多华裔父母承受传统文化，多抱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因此一谈到受教育，想到的
就是『上学』，而且还千辛万苦地把子女送进名校，甚至胎儿还在母腹中已为宝宝排队等候了……
人们往往过度将教育窄化为学校教育，而忽略了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女的责任都抛给老师们了。今天我们所处
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也是仇敌非常活跃，想要破坏家庭的时候，不知有多少家庭因着工作和子女教育的问题，
必须分离两地，因此给撒旦留下可以活动的空间。
然而『学做人』却比一张骄人的成绩单更重要，对子女一生的幸福也起着更关键性的作用。
其实，如果以大树来比喻教育，家庭教育就是一切教育的根，平常人们不太会注意它，但是都知道根若是照顾
得好，树就自然长得好，但是一旦树根出了问题，不管如何照顾，树是不会长得好的。
正所谓『名校出豪区』！许多华裔家庭找房子千方百计都会搬到最好的校区。精英学校、基督学校……确实如
此，曾有非信徒父母为了让子女有机会进入基督教学校而走进教堂，这正意味着基督教育能培养子女的好品格，也显
示出华裔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然而，最好的学校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家，最适合的老师就是你自己！当我这么说
的时候，我相信会有很多不同的异论！
什么是『在家教育』？这已不再是个新的话题了。有人说『在家教育』就是像把子女放在保温箱里，像温室里
的小花，细心呵护看守，以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所污染。请问谁家父母不细心呵护自己子女呢？这社会不良风气就像
病毒一般潜伏在你我的周遭，一不留神就进入子女幼稚的心灵。每个父母都希望把最好的给子女，但什么才是最好的
呢？『敬畏耶和华』->『保守孩子的心』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一7）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四23）
保守子女的心是我们最重要的优先次序，我们常常是把子女的心输给了世界，而不是为主赢得子女的灵魂。影
响子女灵命的应该是父母，而不是学校老师。父母以身作则，一天在家影响子女十六个小时应当会强过子女在学校六
小时受世界影响。至此声明我并非排挤学校的任何制度，论到子女的信仰和品格塑造，在家教育只是途径之一，不是
唯一，更非绝对的。但它确实是一条虽艰辛却是蒙福之路。上帝藉着在家教育来修剪父母们完美主义的自我，看见自
己的不足，谦卑仰望神的引领。成功的在家教育需要仰望神的恩典与帮助，带给子女一生蒙福的根基，也带给父母极
大的成长，更带给全家人温馨相处的一段岁月。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在家教育呢？我的答案是『Yes！』但也是『No！』。为什么呢？因为在家教育是
需要有神的呼召的！
记得第一次朋友告诉我，『在家教育』是需要有神的呼召时，我心想，当年上帝呼召我全时间事奉，虽然没有
轰轰烈烈，却也是那么的实实在在！而今『在家教育』也要有神的呼召吗？这可是头一遭的话！
确实如此！若没有神的呼召，实在是走不下去了……
十年前外子第一次接触『在家教育』时，曾兴致勃勃地与我分享，当时我不以为意，但此意念仍挂在心头，事
隔多年，圣灵不时也曾提醒，但心中总有顾虑：『我行吗？教会事奉怎么办？弟兄姐妹如何看待？师母整天在家教孩
子不做事？会否毁了孩子的前途？……』诸如此类的话题盘旋在脑海。日子愈久，神愈是把『在家教育』的呼召烙印
在我心中。踏上全时间事奉的道路，虽有艰辛坎坷，但这是个人与神之间的回应，但如今要走上这『在家教育』的服
事，不再是个人乃是带着孩子们的未来去面对那看不见的挑战。正当家长们筹划着子女升中学的道路期间，我默然的
将儿子带回家里学习，这是经过多方祷告挣扎而走出来的。心中偶有畏惧，但我深信上帝大能的膀臂扛着我们走这一
条路。祂在我们前头为我们摆平一切路边的荆棘。孩子的未来在神的手中，我只要照着主的心意而行，一切尚未尘埃
落定，也尚未到论断成败功过的时刻，这只是一个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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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虽是子女在家自学，但首先要被对付的是父母的生命，其次才是子女。上帝赋予每个家庭一个独特的
目的（耶一5），而父母怎样培育子女则必须向上帝交账（弗六4），父母也没有其他方式养育子女的选择，只要照

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且要保护他们免于世界的影响。
当我们愿意以顺服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来教我们的孩子而不是以学术为首时，上帝也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相
信当孩子敬畏上帝，有温良谦恭的品格时，孩子自然而然会在各样事上尽心尽力，而不再是为了老师所给的成绩。在
教学的目标就是把孩子们领向神，是由神来引领他们的未来，而我们在未来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安心放手让他们去单
飞。
有人说，『在家教育』是妈妈当老师，爸爸当校长。所有的成败，都在于老师教学的品质，责任很大。但是现
在是神要孩子们在家教育，所以，神是教育部长，最高指导；因此计划书在神的手中，祂交给校长，校长再交给老
师。结果老师就变成最轻松的一个了。只要与祂同工，上级怎么指示，下面照办，担子一下就省了许多，只要做个忠
心的仆人，神不会让祂的教育失败的！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 6:9）
说实在的，师母在家教育子女比起其他弟兄姐妹更艰难，她们不能像其他人可以索性放下工作回到家里教育子
女，因为师母的事奉却是放不下的，她们有多重的角色与服事。感谢神，我『在家教育』虽仅两年时光，谈不上经
验，但因神的怜悯临到，却是经历恩典无数，尝到『神本教育』的美果，祂在我随时需要时为我预备守护天使，更是
成为我服事的力量与帮助。我由衷的感谢外子给我极大的支持与信任。感谢我身边每一位曾经陪我走过的朋友，特别
是玉敏传道和周师母。还有三一堂弟兄姐妹的接纳与代祷。
一切都才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的种子已播下去了，我愿意靠着单纯的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向下
扎根，向上结果，耐心等候种子慢慢发芽长大，有一天终将开花结果。因为我们深信，今日培养出两个合神心意的孩
子，将来就能建立两个合神心意的家族。从而培育出一群又一群神国精兵。这是值得我们去『永续经营』的天国志
业！

卫理公会感恩堂从10月29号开始，我们30多人的感恩合唱团与台湾的爱心合唱团开始了对福州和厦门部分教会的访
问和演出。我们共访问了8个教会和一个神学院，共参加了8场演岀。
在福州有700多家的教会。首先我们访问了建于1996年，位于景色秀丽，环境优美的闽江河畔，拥有1000多信徒的中
洲教会。它的前身是中洲基督徒聚会处，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教会——福州教会所建最大的一个聚会所，它的创始人
就是著名的传道人倪柝声。倪柝声当年亲自设计并带领众信徒亲手建造了这个富丽又壮观的古欧式建筑，它不仅见
证了神，也荣耀了我们的神。当年他们从仅有的300多元钱开始，凭着信 心，靠着祷告和神的应许，克服了重重困
难，最后建成了这个能荣耀神的圣所。
倪柝声是早期中国基督教领袖。1948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曾在鼓岭山--当时的国家级的度假村，现在的鼓岭
教会，购买了一批国外传教士别墅，办成执事之家，并在鼓岭首次开办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第一批为期4个月的全国性
同工训练。之后这些同工带着传福音的使命，分散到全国各地去播撒圣灵的种子。
今天这里的许多村民都是基督徒。由于这些先驱者的辛勤耕耘才让圣灵的星星之火在中国这个广阔的土壤里慢慢燃
烧起来。之后，我们参观了福州的福建神学院，为那里的神学生演出，也参观了他们即将搬迁的新校园。校园占地
17，900平方米，其中有16个琴房，可容纳15万册 的图书馆和50个停车位，多功能教室和75间标准宿舍，可在全省
范围内招120个在校生。他们知道神成就一切，在校舍建设中，政府投资500万来支持。他们所经历的是他们完全没
有想过的，是的，他们在改写历史。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访问了福州的花巷教会。花巷基督教堂就座落在福州市最繁华的地段。它是福州市最主要教堂之
一，迄今已有86年历史。1979年至今共接待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和同道达3000人次，形成福建省基督教界
与国内外人士友好交往的中心。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花巷教堂经历了八十多年的风风雨 雨，依然屹立坚如磐石。平
潭虽是小岛，但上帝非常恩待平潭的人民，福音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传到平潭了。平潭城关堂信徒就约有一万多
人，有三座教堂，分别称为：一堂，二堂，三堂，以及80多个聚
会所。圣所每周有三场崇拜，每场聚会可以容纳
7000人。这个每周有2万人聚会的大型教会，他们不仅有非常强大的唱诗班，还有80多个祷告点，进行每天清 晨5点
的祷告。平潭教会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中，他们豪情满怀踏新程，将“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
齐心努力（腓1：27）。愿上帝的恩惠满溢。

孔宝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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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尧牧师 （马来西业砂罗越诗巫卫理神学院讲师）
牧师，约翰卫斯理认为基督徒有可能失去救恩或永生，也就是最后不能上天堂吗？
在卫理公会中牧养的我已经不止一次被人问到这问题了。也有人问的方式是，卫斯理是不是反对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其实，这问题基本上是关乎圣经的救恩论，但它亦关乎一个属灵伟人为了忠心有效地牧养他那时代的教会，所
教导的救恩观。因此，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就可讲清楚的。不过，容许我先简要的解译圣经和卫斯理的救恩论，
才回应上述问题。
一，基督教新旧约圣经所启示的救恩论是愽大精深，又感人肺腑的！圣经宣告：创造主深爱堕落的世人，不离
不弃，甚至差祂的独生子耶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在人间寻找罪人，还为全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世
人犯罪的恶果，受苦舍命，但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完全胜过罪恶与死亡及魔鬼的权势；接着，天父上帝更透
过大能的圣灵，将圣子耶稣所成就的救赎之恩，赐给凡愿意悔改，口里承认且心里相信耶稣圣名的人，叫他们
得丰盛生命，脱胎换骨，能在世忍受试炼，发光作盐，终返天家享福，且在新天新地中与基督同作王到永远！
因此，圣经所启示的“救恩”，绝不止是关乎上帝要救人灵魂上天堂的恩而己；这恩，是“恩上加恩”，是圣
父之爱、圣子之血、圣灵之力，全面救人的作为，使人脱离罪的沾污辖制、鬼的捆绑干扰、死的咒诅刑罚，在
世能成圣，死后能进入荣耀中。这拯救计划，在创世之前就被预定，且在历史中成就，充份地彰显真神的主权
与慈爱、公义和怜悯、信实及良善。
二，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在有生之年，极力宣扬单靠基督宝血得救的福音，和强调基督
徒重生后的圣洁生命及循道纪律，正是十八世纪的英国人最需要的信息和异像。那时，英国社会的属灵气氛低
落，贫富悬殊的问题严重，杀姦赌醉偷抢等频频发生，人心渴望复兴和转化。因此，卫斯理兄弟便在亲身经历
刻骨铭心的重生之后，积极地以讲道、唱诗、写信、出版教材、组织信徒不停止聚会、社会关怀计划等，领国
人归主，教国人爱主，导国人事主，力求更新英国教会、改变社会，使神国降临！
约翰卫斯理的救恩观平衡地强调上帝的主权慈爱和人的回应责任。他指出，上帝的拯救行动和恩惠总是先于人
的回应和作为。他教导，上帝有预设恩典（prevenient grace）和叫人悔改的恩典（convincing grace），将良
心的功能预设在每一个人心里（罗2:14-15），使人人在圣灵的感动下，能决定是否要悔改信主（约16:711）。他也深信，奇妙的受造界与每一个人心中对神永能和神性的基本知识，是预设恩典的祝福之一，启发人
去认识造物主（罗1:19-20）。卫斯理相信，只要一个人在上述两个恩典中都积极回应，再加上有身边的基督徒
向他传福音，得救之日必然来到！也就是上帝会将信心赐给那一个人，使他单单信靠基督的赎罪功劳，进而立
刻经历三喜临门，就是领受因信称义之恩（justifying grace），重生成为新造人之恩（regenerating grace），
及圣灵与他的心同证他是神儿女之恩（assuring grace）。称义之恩免去一个罪人的罪咎和下地狱的刑罚（the
guilt and punishment of sin），使他心中充满被赦免的平安和喜乐（罗3:23-24）；重生之恩则破除一个人生命
中的罪恶捆绑（the power and dominion of sin），使他在基督里得自由，有全新的生命和力量可以开始过成圣
的生活（罗8:2-4; 约一3:9）。
卫斯理常语重心长地提醒，一个已重生的基督徒要注意生命中仍存在的罪性（the being of sin or inbred
sin）。这罪性会产生不良的邪情私欲，使基督徒感受到心中还有怒气、自我、贪婪、骄傲等不时不时冒现。
但是，卫斯理指出，只要信徒警醒祷告，心中有道，不顺着私慾而行，反而体贴圣灵，选择好品格，我们必能
持续胜过这些不好的意念和欲望，践踏要萌芽的罪根。卫斯理相信，祷告禁食、听道查经、领受圣餐和聚会团
契，是信徒从上帝领受湧流不绝的成圣之恩（sanctifying grace）的管道。这会使信徒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胜过试探，谒诚爱主爱人。卫斯理甚至相信，信徒有生之年可凭单纯的信心，经历赐平安的神亲自叫我们全然
成圣的恩典（entire sanctifying grace），使我们的心和动机都充满神圣纯爱（Christian Perfection, 太22:3740; 帖前5:23-24; 约一4:17）。虽然我们的所作所为仍不完美，但内心实已竭诚爱主爱人。卫斯理盼望，每一
位基督徒都能拥有这种“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的生命，并在这种生命中歇了人间劳苦，荣返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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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督徒有可能失去救恩或永生吗？卫斯理深信，一个不断常存“生发仁爱的信心”的基督徒是不会失去救
恩或永生的（加5:6）。因这样的信徒持续信靠主的宝血，住在基督里，且有仁爱的外在表现印证他内在的真信
心；故此，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
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他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罗8:38-39）。
但是，若一个基督徒“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题前1:19），或“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
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否认耶稣基督为唯一的救主和生命之主（来10:29），还执
迷不悟，至死拒绝所有圣灵的感动，卫斯理很遗憾的指出，这样“固执且完全背教”的人会灭亡（wilful, total
apostasy…may fall, not only foully, but finally, so as to perish forever）！
我们要留意的是，虽然卫斯理认为上述的状况会使一位基督徒灭亡，他却没有以这一点作为威胁或消极的动
力，来催促信徒们追求成圣。绝不！正如一对已进入婚约的爱人，绝不会以离婚来威胁对方爱自己，或常把离
婚掛在嘴边作为彼此相爱的主要动力那样。若一对夫妻天天以“怕离婚”，或“否则会离婚”，来彼此警告，
及催促自己去爱对方和为对方作事，这种婚姻关系岂不是很沉重吗？在信仰上亦然，信徒成长和成圣的主要动
力，绝非来自在叛道中会失去救恩的大警告，而是基於注目神的大恩和信实，以及出于自己对神的爱和忠心。
其实，圣经里的确有经文显示或警告信徒可能失去救恩。例如，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在逼迫中想离开基督返
回犹太教的基督徒，在“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
人的烈火”（来10:26-27）。还有，使徒约翰提起“至于死的罪”，严厉提醒基督徒不要跟从那些否认道成肉
身的假先知，因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一4:1-3; 5:12,16）。若一个初
期教会的基督徒撇弃使徒的教导，信从了诺斯底主义，相信耶稣不过是幻影（Docetism），没有真正降世为人
成全救赎之工，他们“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了！
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概念到底对不对呢？请看约翰福音10章27-29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
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
我，祂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主耶稣说得很清楚，永不灭亡的羊是“听我的声音…
跟着我”的羊。这样说来，应该是“一次得救，一生跟主，永远得救”才最正确。
那罗马书8章29-30节和以弗所书1章5,11节的预定论要怎么解释呢？许多人认为，这两段经文指出，上帝在祂
的主权中早就预定一些人得救，而其余的人灭亡（即双重预定论，double predestination）。但是，上帝即不
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祂怎么会早就预定一群人灭亡呢？（参彼后3:9）其实，罗马书8章29-30节
的重点，是指出无所不知的上帝对信徒的最高计划和最终旨意──最高的计划就是，上帝预定祂的儿女们效法
基督那为义受苦却最后得荣耀的“模样”（罗8:17），好在苦难中站立得住，最终得享荣耀（注意罗8:18-25都
在谈论苦难和盼望）。以弗所书1章5,11节则是指出，上帝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一个计划，即犹太人和外邦
人都可藉基督得儿女的名份（注意经文中的“我们”，应该不是指一群早就被无条件拣选，预定要得救的人，
而是指接下来2:11-19; 3:6所谈的以色列国民和没受割礼的外邦人）。
结论是，约翰卫斯理的确认为，否认基督，至死仍消灭圣灵感动的基督徒，会失去救恩或永生。这也是圣经中
可见的大警告。不过，卫斯理并没有用这大警告，成为他常常激励信徒竭力进到完全的主要信息和推动力。他
所一贯强调的，乃是上帝的鸿恩大爱和圣洁，以及信徒在因信称义与重生之后，靠主能活出的“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罗14:17下）。正如保罗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
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2:8-10）一个不断在基督里成长的基督徒，是不需要担心自己会失去救恩
的；我们所关怀的，是如何回报主恩，为主而活，合神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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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启事
本报220期有关各堂会消息中的颂恩堂第3项，
为黄仁泽弟兄夫妇，非黄仁源弟兄夫妇，特此更正。

澳西教区各堂会消息
宣恩堂
1.信徒造就班：每周主日崇拜后10:25-10:50am在教
堂 “Room C”进行（共12课程，认识教会活动和教
会同工，装备参与小组）。
2.《门徒》课程：今年3月10日开始门徒I和门徒II上
课。
3.抄写圣经：今年基督教教育部鼓励弟兄姐妹参与
抄写马可福音。2015年宣恩堂基督教教育的计划
鼓励弟兄姐妹们参与抄写整本圣经。

6.迎新晚会Welcoming Night：3月21日傍晚六点半
聚餐，聚餐后，各小组将呈现诗歌和节目。
7.街头佈道事工：3月14日（六）2:00pm，在state
Library集合做佈道事工。
8.澳西教区青年联合聚会：于4月11日（六）9:00am
在宣恩堂教区青年联合聚会。

4.华人新年活动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2
月14日（六）6:30pm，在教堂有农历新年活动，
同时也在李金龙传道家庭举行欢送会.（Photo华
人新年拜访家庭）

5.崇拜事奉人员研讨会：3月7日（六）9:00am，在
教堂有崇拜事奉小组训练。

9.受难周和复活节活动Holy Week & Easter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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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MC
举行

MORLEY布道所
1.新春晚会：21/02大年除二晚，主办新春晚会，当
晚节目丰富，共有一百多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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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道会：11/04在萧招和牧师带领之下主办了布道
会。

蒙恩堂
1.新春联欢晚会：蒙恩堂在2015年2月28日庆祝农历
新年。当晚有爱宴分享、还有轻松的节目如欢唱
新年歌、猜谜等，并且由本堂高秋雄本处传道与
约180位出席者分享信息。

4.棕枝主日和受难周。儿童诗班于3月29日棕枝主日
的中文和英文崇拜中献上敬拜赞美。在受难周期
间，本堂在星期四进行双语的最后晚餐崇拜，有
圣餐和洗脚仪式。4月3日星期五的受难节崇拜以
中、英文个别进行，来思念耶稣基督为世人舍己
赎罪的意义。

大家正投入于新春晚会的节目。

2.迎新会：蒙恩堂于2015年3月15日举行迎新会，特
别为新朋友准备了晚餐还有一些破冰游戏，也趁
此机会与即将回国的旧会友送别。

儿童诗班于棕枝主日预备在崇拜中献上赞美。

5.家庭营：本堂于2015年4月3至6日在Orchard Glory Farm举办115人出席的家庭营会“爱@家”，邀
请了萧招合牧师为主题讲员，并新加坡来的David
Leong和Cynthia夫妇为儿童事工的讲员。

蒙恩堂与新朋友的合照。

3.蒙恩堂主持教区性儿童事工训练：于2015年4月1
日，蒙恩堂为主日学老师提供此训练，邀请了从
新加坡来的讲员David Leong。当天共35位出席
者 来 自 于 澳 西 卫 理 公 会 、Nedlands
Uniting
Church和New Life City Church。

2015年4月15日于家庭营中的合照。

出席儿童事工训练的参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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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堂
1.二月28日神恩堂英语事
工庆祝羊年农历新年。

6.感谢神带领神恩堂度过整个圣
周。今年神恩堂与信望堂在神
恩堂举办联合最后晚餐崇拜。

2.3月1日神恩堂英语成人团契就职。
7.受难节崇拜

3.三月8日2015年门徒红本第一次上课。
8.复活节晨祷

4.三月15日神恩堂
英语成人团契在
官会督伉俪的拜
访时第一次聚
会。

5.四月4日联合
（中/英）青
年人在教会
住家周围分
发复活节巧
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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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神恩堂在复活节当天去拜访Brightwater Group和
那里的居民分享福音。感谢主给神恩堂这美好的
机会来关怀发展我们的社会关怀事工。

10.2015年3月11日神恩堂科廷大学学生团契第一次
聚

澳南教区各堂会消息
谢恩堂
1.教会营於6-9/3在Phillip Island之Adventure Resort
举行，讲员为陈世钦牧师（世界华福总干事），
主题为『看见未来的我』，同时进行的有青少年
的《青春无悔》与儿童的《品格第一》，参加者
来自四堂崇拜的会众，约有350位参加，全体获益
良多。感谢神丰盛的供应，也感谢教会营的筹委
会。
2.终身学习课程於15/3崇拜后开课(11-12pm)。本学
期课程（15/3-24/5）课程：『新生命与新生活』
(牧者团；陈恩其)；『你为何要信』(牧者团；钱
敦仁；林猷树本处传道)
3.谢恩堂第一次牧区会议於21/3（周六）9:30am在
副堂召开，由林忠傧教区长主持。

4.谢恩堂尼泊尔短宣队服事行程於26/3-6/4展开。服
事范围包括医疗宣教， 儿童福音聚会与崇拜证
道。队员：陆牧师、陈建荣、林志雄、陈志静、
杨华珊、林怡強与叶祖荣。
5.谢恩堂儿少诗班於8-10/4举办圣乐营，讲员：谢伟
吉老师；并於10/4（周五）7.30pm举行诗歌布道
会（主题：The Path of Grace恩典之路）。声乐
训练（11/4（周六）10-12pm。地点：谢恩堂。
6.于3/4（周五）10am举行受难节联合圣餐崇拜（四
堂合一），主题：『如斯深情-袮竟然在乎
我？』；5/4（主日）为复活节福音主日。
7.为了在社区中培育儿童全人身心灵的发展，以及
对父母提供支援和助益。将在22/4开始《喜乐园儿童天地》事工。每星期三10.30-12pm。对象为2
-5岁的儿童。

怀恩堂
4.3月6日在刘友利，陈蓉府上举行今年第一次牧区
议会，林忠傧教区长主持。

1.怀恩堂于2月22日举行福音主日暨新春聚餐。
2.夏牧师于2月7-12日赴香港参加“打造健康教会”
课程及为购堂筹款（7-12/02）；13-15/02日赴台
北为购堂筹款。

5.3月14日张祖光弟兄令媛张苏敏和陈经夫喜结良
缘。

3.3月1日刘建华姐妹和王天虹姐妹受洗，归入主的
名下喜事：（12月21日）：恭喜施月珍姐妹令长
郎张杰伉俪喜获千金，母女平安。恭喜张双凤姐
妹令媛喜获麟儿，母子平安。

三一堂
1.2月7日(周六），本堂共有14位弟兄姐妹参与在谢
恩堂的领袖训练会。

4.3月21日(周五)，7位伊朗人受洗归入主名，荣耀
归给神。

2.2月21日(周六)，本堂庆祝新春联欢晚会，卢龙光
博士分享信息和香港圣经公会介绍合和本修定版
圣经。当晚有150人出席。

5 .3月23日 ( 周 日 ) ， 伊 朗
弟兄姐妹在崇拜后庆祝
新年，他们也烹调美食
一起品尝。

3.3月7日(周六)，儿童主日学老师训练会，邀请资
深老师Mrs Lawrence教导。共25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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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源堂
1.5/2举行婴孩（丘天 Moses）洗礼。

4.24/3晚上在本堂举行今年第一次牧区会议。

2.15/2在Clayton Festival中，本堂与MCF祖一摊位
来介绍我们教会和信仰。

5.26/3在Clayton Monash大学校园分发教会单张，
邀请人参加青少年活动。

3.22/5入会者有陆居昱弟兄、黄薇倪姐妹、卓柔皿
姐妹，转会者有吴镇坤弟兄、吴凡弟兄、陈建岐
弟兄、叶素贞姐妹，欢迎他们加入思源堂大家
庭。

6.27/3晚上在教堂举行宣教之夜，有Cambodia短宣
队队员分享他们的经历和学习。
7.28/3在Clayton Town分发教会传单，邀请人参加
29/3福音主日。

思恩堂
1.青年迎新会：於3月13日举行，邀请新朋友来参加
团契。同时注重校园一对一带领传福音计划，鼓
励 青年人藉大学学期开始进入校园得人如鱼。
2.第一次牧区会议：於3月15日举行，由教区长林忠
槟牧师主领。会议前有牧职委员会会议。
3.成团郊游：於3月21日举行郊游会。当天来了三个
家庭新朋友，通过团契分享建立友谊。愿主建
立。
4.禁食祷告周：於圣周期间推动教会禁食祷告周，
纪念主奇妙大爱。同时提供祷告资料，鼓励大家
操练祷告经历主恩。

5.受难节联合崇拜：於4月3日（星期五）10am与子
堂圣恩堂联合崇拜在本堂举行。主题《主牺牲的
爱》。当天崇拜整个流程与金班门徒来带领，圣
恩堂诗班献唱，藉此机会深思耶稣对我们的爱，
并邀请朋友来认识我们的主。
6.复活节洗礼：成年洗礼有凃宜繡。婴孩儿童受洗
有谢圣洁, 许安阳和陈妍萱。求主赐福每家庭，
坚定信仰一生爱主跟随主。
7.祷告会：教会於复活节主日开始，周日早上10am
崇拜前有集体祷告会，藉此鼓励弟兄姐妹参加，
亲近主。

循道堂
1.回归的循道堂：感谢上帝的恩惠与带领，位于博
士山的卫理循道堂于去年第十三届年议会中通过
接收循道堂的回归成为年会的会员。年会委派雷
雯冰牧师于01/03开始以部分时间负责牧养教会。
2.牧区会议：于29/03澳南教区长林忠傧牧师莅临主
持今年度第一次牧区议会，商讨教会圣工。
3.受难周圣工：
 02/04(濯足节)与卫斯理联合教会6:30pm
举行“爱筵”后共领圣餐纪念主所设立的
最后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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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早上十时举行受难节崇拜，赴会约有
30人。

4.喜事：恭贺李永健伉俪喜获麟儿蓝哲小弟兄，愿
上帝眷顾赐福他们。
5.复活节成人洗礼暨入会：05/04为王玲姐妹施洗归
入主的名下并接收她入会成为澳洲基督教华人卫
理公会循道堂会友，愿主带领她一生忠于祂的教
会。

圣恩堂
12月圣诞报佳音，于不同家庭中进行。

家庭营于3月7-9日顺利进行，由诗巫卫理
神学院院长池金代牧师主讲，主题「爱的
房角石」。

另，本堂也在4月2日举行最后晚餐崇拜，共有38位弟兄姐妹出席；4月3日与思恩堂进行联合受难节崇拜；并4
月5日复活节主日崇拜。

澳洲华人卫理公会宣教区消息
所罗门岛屿佈道所
1.四月份即将有钱学锋，黃信声，郑億霖三位参加
受洗班研训课程。恳求主保守他们三位年轻人的
心，能持守明白救恩福音的大能。

2.四月份魏雪莺姐妹和張小琴姐妹3月8日剛受洗，
她們继续接受初信造就班的研训课程。求主赐給
她们爱慕圣经真理，天天渴慕亲近主祷告灵修生
活，渐渐生命更新长大成熟。
3.四月廿六日晚上第一次妇女成团聚会，懇求主在
本教会兴起坚定妇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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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东教区各堂会消息
救恩堂
1.3月29日英文部蒋逸龙牧师于救恩堂的服事届满，
于3月15日，英文部全体会友为他举办一个欢送
会，感谢他过去在家会里牧养青少年的事奉、并
求主继续带领他前面的服事道路。
2.救恩堂今年的三人牧者组合（邱品尧牧师、张济
富传道、李金龙传道），感谢神、我们有很美好
的团队事奉。3月16日，我们中间的老悉尼人-张
济富传道盛情邀请所有牧者家庭到他家中烤肉，
大家欢喜聚餐，享受神家中的情谊，也有一些年
轻的教会弟兄姐妹前来共襄盛举、一起欢度喜乐
的烤肉会！
3.3月21日教区长雷少康牧师到来，主持今年的第一
次教区会议，众执事在LCEC会议中也为今年的年
度计划同心计划祷告，仰望主引导我们众执事同
工一同忠心于神在悉尼给救恩堂的托付，一同往
祂命令的道上直奔！衷心感谢雷教区长的服事！
4.今年有14位肢体及助教参与门徒红本的训练课
程。

7.4月6日牧者家庭一起到Kuring-Gai National Park
郊遊踏青，享受神所创造的美丽风景、健行、也
一起彼此分享交通，享受主所賜美好的同工队！
感谢主、在Parramatta佈道站配搭服事的潘弟兄
夫妇也一同参加！

8.四月还有一盛大纪事：官会督与会督娘造访救恩
堂与Parramatta佈道站，将他们心里的负担和异
象传递给我们、藉官会督与会督娘主日讲道，也
为我们教授卫理宗法规、会督娘也特来为我们红
本门徒课程教授第一课！为会督夫妇百忙中拨冗
造访救恩堂感恩、求主祝福会督夫妇身体健康，
也愿主记念他们忠心的摆上！

5.3月29日，救恩堂的福音主日聚会，感谢主，有2
位新朋友决志信主！
6.4月3日受难节那天、救恩堂中英文堂和
Parramatta佈道站于早晨10点在母堂联合崇拜、
一起纪念基督的受难，当天出席人数踊跃，崇拜
程序庄严，许多人受感动回应神，立志为主而
活。复活节主日的联合崇拜，母堂有五位弟兄姐
妹（成人洗：陈锋、方媛、雷纪宁；儿童：魏寅
轩、魏雨田）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荣耀归主！

9.台湾短宣报名截止，救恩堂
有8位肢体报名参加7月份台湾
短宣，本次短宣将由年轻有活
力的李传道带队。
10.4月18日真道事奉与宣教学
院的宣导日，黄永森牧师将前
来救恩堂传递负担和介绍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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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恩堂
1.牧者动向
雷少康牧师3月15日前往堪培拉布道所主持第一次
牧区会议，并在崇拜讲道。3月21日为雪梨救恩堂
主持第一次牧区会议，也同时在主日也在救恩堂
及 Parramatta 佈道站的崇拜中讲道。
2.影音使团电影布道
本堂和影音使团在3月27日礼拜五联合主办的电影
布道，片名为“给我儿多一点时间”。电影在本
教会华语堂举行。

4.儿童洗礼
3月29日，雷牧师在华语堂为六位儿童洗礼。
5.受难节特别崇拜
本堂在受苦节上午举行特别联合崇拜纪念我们救
主的舍身，也收特别奉献给受台风影响的
Vanuatu。出席人数为288人。
6.牧者休假
雷牧师由四月七日至廿八日领取年假，郑牧师在
雷牧师远行时为代理牧师。

3.执行委员会会议：
3月29日下午7时正在英语堂举行

会督行程表
 25/04/2015

卫理医寮短宣队经吉隆坡远赴柬浦寨。

 26/04 - 08/05/2015

在柬浦寨与卫理医寮短宣队搭配宣教及进行牧者训练。

 09/05/2015

柬浦寨短宣完毕回到墨尔本

 15 - 18/05/2015

在荷伯特事奉和主日证道

 22/05/2015

宣教部在墨尔本举行会议

 24/05/2015

主日于墨尔本博士山循道堂证道

 26/05/2015

参加墨尔本的教牧团契

 28 - 31/05/2015

在主恩堂事奉和主日证道

 01 - 03/06/2015

赴纽西兰华人卫理公会奥克兰进行牧者红本门徒导师训练

 07/06/2015

主日在谢恩堂（中、英文崇拜）及Knox 布道站证道

 12/06/2015

牧职部会议

 13/06/2015

执行部会议

 15/06/2015

真道事奉与宣教学院董事部会议

 19 - 22/06/2015

前往达尔文考察植堂的可能性

 24/06/2015

参加墨尔本的教牧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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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代祷事项
感恩及代祷事项：

感谢神：


眷顾保守官会督和Kim及牧者会友们执行任务时
的行程都平安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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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生们得以适应新环境并参与各牧区堂会的
教会生活。



供应一位全时间会计暨办公室助理sister Chin
Moi Lee，由四月八日起任职于年会办公室。

牧区堂会–祷告：


门徒导师们继续有火热的心参与门徒事工。



所有红本和青本门徒导师受训后怀有兴奋和迫
切的心去教导门训课程。



圣恩堂、宣恩堂和怀恩堂尚需的购堂款项。



21/04办理购买怀恩堂的一切手续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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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

年会-祷告：


从25/04-09/05领队官会督和卢凌杰医生配搭将
率领卫理医寮短宣队赴柬浦寨做医寮宣教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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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五、六月期间即将展开的各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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