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ton MC celebrating 21st Church Anniversary and Church
Building Dedication on 30th August.
30/08怀恩堂庆祝献堂暨成立廿一周年。

 Preston MC Church Building Dedication and 21st Church Anniversary Group photo on 30th August.
 于30/08怀恩堂欢庆献堂暨廿一周年盛礼与参加者。

Bishop Kwang at the WFCMC Council Meeting in Hong Kong on
13th July with all the council members.
13/07官会督参加在香港举行的WFCMC理事会会议与部
员们同影。

 Bishop and Mrs Kwang and AC Lay Leader, Bro. Joseph Ting with
ministers, some leaders and members of Eight Mile Plains
Preaching Point
官会督与会督娘及年会会友领袖陈守仁弟兄与福恩堂部
份教会领袖摄于布道站。

 WFCMC Representative Meeting in Hong Kong on 14th July.
WFCMC代表们于14/07在香港会议。

Bishop and Mrs Kwang, AC Lay Leader, Bro. Joseph Ting, D.S.
and Minister in Charge, Rev. Alexis Liu of Eight Mile Plains MC
with the LCEC members celebrating Eight Mile Plains 26th Church
Anniversary.
官会督与会督娘及年会会友领袖陈守仁弟兄，教区长暨
福恩堂主理雷少康牧师与执事们庆祝廿六周年庆典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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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卫斯理的神学在极多层面上是来自他自己生命亲身的经历，同时，这‘经历’也在他的属灵旅程中
发挥了它莫大的作用。
有两个事件是带有特别深刻的意义：
首先，就是卫斯理约翰与摩拉维宣教士August Spangenburg相遇。卫斯理回忆说，宣教士问他说：

“你知道耶稣基督吗？”我停顿了一下，说，“我知道祂是世界的救世主。”
“不错，”他说，“但你知道祂拯救了你嗎？”
我回答说，“我希望祂是为了拯救我而已经死了。”
他只说，“你知道你自己的救恩吗？”
我说，“我知道。”但我所惧怕的是，我说的话都是虚话。日记1735年5月7日。
三年后，卫斯理经历了著名的阿得门街经验。在他的日记里他描述了这样的经历：

〃大约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左右，当他讲论到藉着对基督的信，上帝在人心里所施行的转变。我感觉心中异
常的温暖。我觉得自己确认已经信靠了基督，唯靠基督得救恩;并且我也已经得着这一个救恩的确据与保
证，我相信祂已经洗清我一切的罪，並且已拯救我脱离了罪和死亡之律〃日记1738年5月24日。
就是那缺乏得救的确据经常扰乱卫斯理，令他坐立不安。他曾不间断地搜寻这救恩的确据，一直到他经历
这心中异常温暖的经验后，这才容许他以“信靠基督，唯靠基督得救恩。”在这事之后，他完全被这经历
更新转化了。他对其他人的灵程之旅也深感兴趣，且经常采访他们，了解他们如何在基督耶稣里有了这转
化改变的经验。他把这样的经历看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8:16）。
卫斯理宗的学者Albert Outler博士在制定卫斯理的神学过程中，就是那使卫斯理更新转化的‘经验’成为
那圣公会本来已有的三个支柱的“圣经，传统与理性”里的第四个支柱。Albert Outler就制作了新的神学
词汇，那就是“卫斯理神学的四大支柱”来说明了卫斯理的神学独特性。他说，“我们可以在卫斯理神学
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神学方法以圣经作为神学卓越且最重要的标准。以致，圣经中上帝话语对传统，理性
和经验之间，作为共同相互影响对解释圣经的动力”（Outler 1985:9）
那本来已有的三个支柱就是“圣经，传统和理性”里，我们卫理宗独特性就是，我们加了第四个因素，就
是“个人的经历”。以下就简略表达了这四个支柱：
圣经–是所有真实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和根据。
传统–需高度重视对“早期的信经和东西方教会教父的作品。”
理性 - 上帝所赐的恩赐用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理性与信心相得益彰。因此，理性领人产生合理的信心。
经历 - 个人的经历是认识上帝的一个有效途径。这是制定我们神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我反思我个人的灵程之旅时，我确信，我们的属灵路程必须持有我们个人的经历，这才是救恩确据的有
效途径，以致你能拥有唯靠基督得救恩的知识。。但愿，当你读这一篇短文的时候，加上你个人对自己信
仰转化的经历做出反思时，你也会赞同个人的经历的重要，並且它是帮助你在对基督里的救恩，有全然的
确据与保证;愿上帝的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真是上帝的儿女。
主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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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长的话

澳西教区长林宝强牧师（感恩堂）
可6：7-12『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伏污鬼。并且嘱咐他们，
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袋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
件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
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作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
改。』
耶稣基督所有的门徒在被差遣出去传福音之前，都是一群跟着耶稣学习的人。而在他们跟随耶稣之前，他
们不过是一些平民老百姓。从他们遇见耶稣，被呼召来跟从耶稣开始，他们成了耶稣的跟随者，一边跟随一边
学习主耶稣的教导。他们经过一段时日的学习，才被主耶稣差遣出去传福音及关怀需要的人们。
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门徒服事之路的基本模式，就是从一个遇见耶稣的社会工作者，到受感动被蒙召学习的
跟随者，最后才成为一个被差遣出去收割庄稼的天国工作的参与者。
马可福音6章7-12节是关于耶稣教导门徒一段时日之后，差遣他们出去的一段记载。对于我们而言，我们
也都领受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并且在教会中学习主耶稣的真理已经有一段时日。因此，从耶稣差遣门徒
出去服事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成为被主耶稣差遣出去传福音与关怀需要者的门徒之服事。
从经文，我们学习去实行四方面的门徒服事：
1.

实行彼此扶持的服事。v7a『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两个两个出去服事
的好处是，可以互相壮胆，彼此监督，及一起祷告。今日的教会，应该设法让信徒在团契中，或小组
中，或门徒课程中组成立约小组，以三到五人一组，经常彼此代祷，彼此鼓励，互相劝勉，勉励行
善。

2. 实行带着权柄的服事。v7b『耶稣…也赐给他们权柄、制伏污鬼。』经文中『权柄』二字，是指耶稣许
可我们代表他出去做他的工作。『制伏污鬼』，就是帮助人们处理不洁净的心灵。卫斯理约翰是倡导
圣洁运动的鼻祖，今天我们卫理基督的教会仍然需要极力建立信徒成为门徒，去实行为人祷告及引导
人悔改归向主耶稣的服事。
3.

实行信心探访的服事。v8-10『耶稣…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袋里也不要
带钱、除了拐杖以外、甚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
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这段经文的最简单理解就是，在出去服事时，主
必有预备。许多教会仍然持有传统的观念，认为探访，关心需要的人及传福音是教会传道人的事奉。
但教会若要更加复兴，就必须人人作门徒，学习出去做街头关怀流浪者，家庭探访，医院探访等事
工。

4. 实行向人布道的服事。v11-12『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
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作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 许多人想到向别人布道传福音会被拒
绝，就放弃出去传福音给别人。事实上，主耶稣的意思是，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不愿意接受，也
不必勉强他们。要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未信者分享在耶稣里罪得赦免得永生的福音。切记，叫
人悔改乃是圣灵在那人内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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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教导每一位基督徒成为门徒，他们不再只是参加聚会的旁观者，也不只是跟随教会课程的真理学
习者，他们更需要成为天国事工的参与者。他们必须学习实行从经文所统整出的这四方面：
1。实行彼此扶持的服事-参与立约小组
2。实行带着权柄的服事-天天为人祷告
3。实行信心探访的服事-探访需要的人
4。实行向人布道的服事-与人分享福音
当我们的教会能够带领信徒一起实行门徒这四方面的服事时，更大的复兴必然临到。

Viki & Jon Paul Teo
Alan Chan译
沐恩堂本年度的教会营，于4月24至26日，在距离市中心一小时车程，座落于美丽的Yarra Junction的
Adanac内举行。今年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Ridley College的The Marketplace Institute副主任，Kara Martin
姐妹担任讲师。The Marketplace Institute的宗旨是帮助基督徒能更好的连系主日与平日的生活。借此机
会，也让Kara带领我们的教会去探索自身的信仰，并让信仰能更好地应用在日常工作上。
营会主题乃“信心与职分”（“Faith @ work”），并分成三讲 -- 工作
之美善，咀咒，与救赎。
于第一讲，工作之美善， 我们认识到所有人皆是依照神的形像所造。我
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工作，并愉快的工作！每天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不
幸事情，无论是经济困境，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矛盾，皆是人不能或不愿工作所致。诚然，在希伯来文
中，工作“Avodah”便包含着工作，崇拜以及服侍的多重意义！
“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因你
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新约歌罗西书3:23－24）。
在第二讲，工作之咀咒，透过团队活动(准备食物)，我们更了解到一
些在工作中存在的有害元素--过度的竞争心态，受困心态（感觉别人总想伤害或击败自己，因而一直想要
自卫的心理）所导致的精神压抑以及道德腐败，会进一步损害工作原有的意义 -- 团队合作和对神的事
奉, 从而令我们远离人类所存在的目的。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
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创世纪11:8－9）。
最后，也并不尽然是坏消息 -- 工作是可以被救赎的！保罗曾这样
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
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哥林多前书1，12:4－6）。本堂的会众也印证了这一点 -- 从
医疗保健，到工商行业，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做的一切，皆能为神所用，来完成祂的目
的！
借着此次教会营的体验，不但让沐恩堂的会众能放下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同时也让我们从难忘的假期
中获得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愿荣耀归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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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功荣牧师 （福恩堂）
鸟儿，为什么歌唱？花儿，为什么随微风起舞？
那是因为在它们心中有一首颂赞造物主的歌！
蒙神大恩的弟兄姐妹啊，让我们“…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诗98:4)”造物与救赎的主!
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基督教音乐，或称圣乐，在教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引导神子民主动投
入敬拜，并在音乐中提供灵里合一；传递对基督的信仰，还有表达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情感；它也能辅助记
忆，并且为我们的敬拜注入美感。1
圣乐是一个大课题，要为“圣乐”下定义肯定不是一件易事。笔者略藉圣诗学者凯爱门所说的作为
引导：“基督教圣诗集是自时间开始以来，从地之四极所收集的赞美诗集，是人对于创造主崇高而神圣的
思想，心灵深处所表现的愿望、忏悔的祷告、坚定的信仰，和基督徒责任和服务的呼召等等的大集成，也
是神子民的声音。”2
在歌罗西书三章16节这样说到：“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或作：
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
被恩感，歌颂神”。诗章、颂词，灵歌的产生，是基督道理满溢丰盛的后果，是生命真理的延伸。我们选
取时，同样需要与圣经真理进行活泼的对话、省察，以保证牧养建立的能力源于真理。3
笔者在此无法进一步探讨，但是大致上，教会在处理音乐的事工上有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理论上的
挑战，二是应用上的挑战。无论如何，处理圣乐的原则，与处理其他教会圣工的原则一样，但原则的应用
却有不同，这是因为音乐事工带有文化背景，是艺术而不是是非分明的道德问题。4
我们既然可以看见圣乐在基督徒敬拜中对生命产生如此的改变能力，所以应当慎重的选择及运用在
个人与群体（公众）的敬拜中。特别在群体敬拜，如主日崇拜、营会和各团契中，更需要仔细计划、设计
整个程序，选取合适的诗歌，使信徒觉得今天的敬拜非常不一样，强烈感到神的临在。
关于在群体崇拜中的“诗歌和赞美”的应用，我会崇拜与音乐部2010年出版的“崇拜事奉人员指引
手册”记述了一些指引5。另外，我会会祖约翰卫斯理亦提供了卫理子民在公众崇拜中的唱诗指南：


在你学唱其他歌曲之前，请先学会这些诗歌，然后便可随己意尽量学习更多的诗歌。



请确实照着谱唱，不作任何变化或改动。如果你学过别的唱法，赶紧修正过来。



全体都歌唱。注意你要尽可能参与所有的会众唱诗，不要让任何一点软弱或疲乏拦阻你。如果
这对你是一个十字架，请背起它！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祝福。

1

陈康著《崇拜与圣乐》（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年二版，参151-164页）
陈罗以著《基督教圣诗概览》（香港道声出版社2002修订版，3页）
3
谭静芝编著《圣乐与文萃》: 谭静芝“在真理中以真理用心灵与神对话”（建道神学院2007年二版，4页）
4
罗炳良著《圣乐综论》（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78年，13页）
5
请参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崇拜与音乐部《崇拜事奉人员指引手册》（2010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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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地唱，释放地唱。避免唱得死气沉沉或昏昏欲睡，要使劲地扬起声来。



谦逊地唱。不要吼叫，好像唯恐不够突出或故意与众不同似的。不要破坏和声，要努力保持整
体的和谐，这样才能异口同声地唱出清晰而优美的曲调。



按着节拍来唱。不论什么节拍都要力求配合。不要超前也不可落后，紧跟着领唱的声音，尽量
准确地跟进。小心不要唱得太慢，老牛拖车似的唱法常常误导出一辈懒人，而这正是我们要避
开的事。所有诗歌都要像第一遍那样快。

最重要的是要以心灵歌唱。唱每一个字时都要定睛于神，决心取悦神而不是取悦自己或任何人。为
此你要把握歌词的要意，不要为曲调分神，而要不断地把心奉献给上主。让你的唱诗在今世得到主的赞
许，也得到他驾云再来时的赏赐。
蒙神的带领，我会在澳洲大地上福音的发展，已从所谓“第一代”以华人华语背景为主的事工扩展
进入第二，甚至第三代本地出生，以英语为主的圣工里。圣工的需要与模式，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不同层度
的冲击与回响，包括了教会中圣乐的这一块。
圣乐在教会中是一个正在持续经历并不断在探讨与更新的圣工。藤近辉牧师这样说到：“教会历史
告诉我们，历代教会的复兴每一次都带来圣乐的复兴。反过来说，圣乐的推进与提倡也对信徒的灵性带来
祝福。”6所以作为神子民的群体，我们必须严谨探讨，却又不拘束圣灵在不同时代、文化、语言与兴趣中
的工作，以至于神的祝福可以临到每一个祂所救赎的生命。
总而言之，教会是被召领受属天各样恩赐的群体、回应上帝晓谕-特别是上帝藉耶稣对世人的晓谕的群体。教会的歌是乐歌，但不是娱乐的歌；是自由释放的歌，却不是任意妄为的歌；是合一委身的歌，
而不是自我陶醉於浪漫的歌；更重要的是，圣乐是载道的歌，可带领我们回应上主，联合我们於生命的源
头。感谢上帝！
6

罗炳良著《圣乐综论》（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78年，5页）

2015年7月4日在墨尔本年会大厦举行了“会友传道一日进修营”，有十二位会友传道参加。聚会先由
林忠傧牧师作欢迎辞并作开始的祷告，接着有赞美时光。官会督开始第一讲-卫斯理约翰与早期会友
传道及会友传道在卫理公会的地位, 强调本处传道之品格及其重要性。然后廖玉强牧师开始第二讲会友传道灵命栽培与持续装备,
从以弗所书4:7,11-16来探讨会友传道灵命之成长和四大核心品质-品
格，知识，技巧和情感。下午，十几位会友传道讲述他们事奉的心得。然后，黄永森牧师谈论本处传
道与主理/代理牧师之配搭，从讲道，祷告，探访，传福音和圣餐上来协助主理/代理牧师，陆同佑牧
师谈论如何追求在主里的合一来同心事主，林忠傧牧师谈论根据法规，会友传道之作用，其主要职责
为布道和宣教，在牧师带领之下参与圣工。最后牧者为会友传道按手祷告并举行圣餐。
廖玉强牧师发给我们的两份自我评估表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让我们看到自己软弱的地方，需要努力改
进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更加与主亲近，常常住在主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神。在
这末后的世代，当世人越来越远离神，抵挡神之际，让我们更加警醒，牢记主的教导，时时祈求，持
守主的真道，直到主的再来。

许淑琳会友传道（救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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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祖父祖母是蒙福的 ♥♥♥

家庭专栏

祖父祖母也是家庭的祝
陈玉仙 （谢恩堂）
许溆琳翻译
圣经说：“当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时，你们是有福的“（诗128:5-6）
作为父母，当我们年老时,
看到儿女长大离开家自然会感到难过。但同时，我们也很高兴他们已真正长
大成为独立负责任的成年人。如今，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已减轻了，也不必应付繁忙的日程，更不需要赶时
间完成工作。身为祖父母，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耐心享受与孙子同在的快乐。
感谢神赐给我们两个可爱的孙子-Jared and Noah。
以前住在悉尼时，我们只能通过Skype与他们见面，也非常盼望他们来悉尼探望我们。现在我们已经从悉
尼搬来墨尔本，我们可以更加投入他们的生活并享受成为祖父母的福气。
看见孙子们一天天学习成长并成为他们生活中一部分是十分令人喜乐的事。我们向孙子谈论神和祂的爱，
并与他们一起祷告。我们读书及讲故事给他们听，讲述我们从前最喜欢的儿歌和故事。我们一起看电视节
目The Wiggles，并陪他们一起大声唱歌跳舞。在公园里与他们一起奔跑，吹泡泡，使我们感染年轻及自
由自在的气息。最使我高兴的是，孙子们很喜欢吃我烹调的饭菜和糕点，看到他们舔着手指享受美味当
儿，自己顷刻间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在我们年老时，还能被孙子们认为我们是最棒并得到他们的爱和信任，这种肯定是美好的。这就如满有智
慧的所罗门王所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箴17:6）
成为祖父祖母的我们是有福的，我们还要把福气带给孙子。我们如何把福气带给孙子呢？在提摩太后书，
保罗提到提摩太，他受到家人的影响“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
里的”（提后 1：5）。神不但使用提摩太母亲，也使用他外祖母把对神的信心传递给他。我们能够带给
我们的孩子和孙子的最大礼物就是信心的礼物。藉着竖立榜样，尊崇神并表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的爱和作
为，祖父母可以对孙子产生巨大影响。
祖父母也是讲故事者。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讲圣经的故事来传达神的话。我们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两个孙
子都很爱听挪亚方舟的故事，并从故事中学习各种动物的名字。我们不向他们讲超人的故事，相反我们要
向他们讲信心伟人如约瑟，大卫和但以理的故事，还有包括耶稣所讲的比喻和神迹，不仅生动有趣，而且
传递价值观和智慧。
“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
给你的子子孙孙。”（申4:9）
无论我们的家人就近在咫尺或远在他方，我们都要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我们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更要
用祷告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和孙子。感谢上帝的应许，我们的祷告永不落空，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塑造他们的
未来。
如果有可能，我们就要和他们一起祷告。
全家祷告是表明祷告重要性的最佳方法。我们不但教导他们祷告并要感恩。每天晚上，Noah的祷告是
‘Dear God…. Daddy, mummy, goh-goh, ah-mah, ah-gong, uncle Kris, Rei…. (whoever he can
think of) …park, ball (specific things he had done that day)

他的祷告是为他身边的人和当天所做的事感恩。
所以我们要作榜样，要用简单的方法教导他们，在他们小时候就要教导他们。
在家庭祷告一书中，Cherie Fuller 说：“当你们全家聚集祷告时，你的家就蒙福。”
让我们仰望神，求神赐福于我们的子子孙孙。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孙子。”（赛44：3）

柬埔寨短宣回响
陈虹妃（谢恩堂）
我很感恩这次能够去柬埔寨参加短宣并且以我的职业服侍神。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短宣，看到
且学习到很多。我以前只是从电视或者从别人口中听到贫穷的国家是怎样的，然而能够亲自
目睹则是另一种感受。那里的基本设备，生活环境跟澳洲的截然不同。这再一次提醒我要珍
惜我现在所拥有的，也提醒我要知足，因为我所拥有的一小部分可能是其他人的全部。在那
里，我们去当地的医院三天，跟他们一起建立互动友好关系。我们也主办专题讲座和工作
坊，希望可以分享我们的知识。其余时间，我们去了六间教会分享福音，做医疗和儿童事
工。我们跟那里的小孩子一起唱歌及听故事，深深感受那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孩童们很天真
可爱，虽然有语言上的障碍，不过我们的行动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上帝的爱。我们撒了种子，
其余的就交给神。我们只需要尽我们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哪一
天可以改变别人的生命。在这个短宣里，我看到神在带领每一步脚踪迹而深深感恩！愿一切
荣耀都归给祂！

当我修读A level大学先修班课程时，不知何因素头发突然掉落很多。
虽然我去看了医生，但医生只说应该是荷尔蒙分泌问题导致脱发。他给了我很多药吃，但是过了几个月都
不见改善。后来我就停止吃药，因为发觉那药带有副作用。
那时候我就在怀疑为什么上帝会这么对我。我是一个女生，多少都会在乎自己的外在形象。我经常在祷告
中哭泣，因为不知道上帝是否还与我同在。我感恩那时有主里弟兄姐妹为我代祷，他们也鼓励我继续祷
告，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当我停止吃药并继续祷告交托后，过不久我的掉发问题便痊愈了。这真是上帝奇妙的医治。从那次的病得
以医治，我领悟到当人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是上帝可以施展祂大能的时候。

Angline Kong（主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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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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问，基督教和天主教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那么信奉天主教的，是不是因为著重的是人的
像，而不能得救？这些微妙的一线之差，常混淆我。因为他们其实也相信耶稣是救主。牧师，您
有何心得？谢谢。
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基督教”这名词多指在十六世纪教会改革时与后，脱离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而成立的“更正教会”（Protestant Church，有者称“基督新教”）。它包括受马丁路得所
影响而在德国成立的信义宗，受约翰加尔文的影响而在瑞士开始的改革宗（Reformed Church），受英国国王
亨利八世影响而在英国创立的圣公会（Anglican Church），以及较后期出现的浸信会，卫理公会等等。
这改教运动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对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和教仪、做法和规定，有所不满；例如，无法认同罗
马天主教售卖赎罪卷、圣体变质论等等。所以，马丁路得强调因信称义的救恩论，约翰加尔文则高举上帝的主
权预定人的救恩等等。
那基督教和天主教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的心得是，基督教绝不认同天主教的炼狱轮、圣母玛利亚无罪论，以
及圣体变质论。基督教认为，以上理论不符合圣经正典的启示。但是，至于圣徒或天使的像，我所暸解的是，
天主教徒不是敬拜他们，只是敬重他们；天主教徒也知道，“敬拜”（英文 worship 或 adoration，希腊文
latria）是单单归上帝的，而“敬重”（英文 veneration 或 honor，希腊文dulia）可归值得被效法的圣徒。
至于罪人得救与否，最关键的是在于“认识祢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祢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约17:3）因此，我深信天主教徒，或更正教徒，或任何人，只要诚心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为道成肉身、从死
里复活之救赎主，又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的，必然得救，而且得丰盛的生命。
牧师，想请问一下，我们该怎么看待那些医治大会？好像经常在不同教会进行的“神医治”大会。。听说有许
多人的病得到医治。在这个时代，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奇迹会发生呢？如果是，那么神借着这些事情显出什
么？
我的回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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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当年开始公开传道时，祂“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太9:35）当祂差门徒出去传道时，祂也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
的病症（太10:1）。按马可的记载，主耶稣升天前所颁布的福音使命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
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蹟随着他们…［其中包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16:15-18）教会历
史也让我们看见，只要各地信徒认真信道、追求圣洁、渴慕圣灵的充满和向未信者布道宣教，总有无数
生命改变的奇蹟和各样神蹟会发生（包括藉祷告医治病人的神蹟）。例如，中国教会史里宋尚节愽士的
服事中，以及砂劳越教会史里S.I.B.教会的复兴史中，大家都见证“双喜临门”－有生命的转化，亦有
特殊的奇事神蹟。

2.

当然，读经者和观察教会历史中上帝作为的人都应当有平衡的眼光。我的意思是，例如，在圣经中，如
以上第一点所谈的，的确，主耶稣亲自医治不少人，但祂并没有医治所有的人，而且祂自己也亲身经历
死亡（为我们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还有，使徒保罗的经历，我们也不可忽视：一
方面，路加医生记载，“上帝藉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
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徒19:11-12），但另一方面，保罗自己指出，他身上的
“一根刺”在三次求过主之后，并没有被主挪去或医治，反而成了他经历主的恩典够他用的机会（林后
12:7-9）。这“一根刺”是什么呢？我的读经心得是，应是指他身上的病痛。在加拉太书里，他略提此
病，而且是与他的眼睛有关系（加4:13,15）。那中国教会史里的宋尚节牧师呢？上帝藉他行无数神蹟奇
事，但他自己却经历极大的病痛之苦，动了多次手术，而且约四十四岁就打完美好的仗，安息主怀了。
他在日记里说，这些病痛使他更谦卑，也使那些在他的服事中得医治的人看见，不是宋尚节医治他们，
而是上帝的大能与怜悯医治他们！！

3.

保罗清楚教导，医治病人是圣灵所赐的其中一个美好恩赐（林前12:28,30）。因此，若教会中有信徒或
牧者有此恩赐，哈利路亚！他或她应与那些有其他恩赐的信徒或牧者配搭，同心建立基督的身体，得人
如得鱼，荣神益人。而且，我们一定要记得保罗的提醒，任何的恩赐都应在爱（agape）的基础上发挥
（林前12:31-13:8），否则就很容易骄傲，被魔鬼留地步。

4.

记得，圣经中“医治”的意义绝不止是指肉身或生理上病痛的治癒而已，它也包括上帝医治我们心灵的
忧伤（诗147:3）；医治我们“背道的病”（另参赛57:18-19;何14:4）；以及医治这堕落、邪淫、充满
战争和苦难的世界，在末日时再造新天新地（赛11:1-10;启21:5）。

5.

对“神医治大会”，我的首要关怀是：大会中有否先清楚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真理。
若有，我不否定上帝能借着祂的仆人赐下医治，叫人信靠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当然，会后生命的栽
培与成长是很重要的。

6.

若你问我会不会也在教会中办“神医治大会”，我的回应是：不会。但是，我渴望在所有大小聚会中和
聚会后（如祷告会之后，主日崇拜之后，布道培灵会之后），学习主动为身、心、灵需要医治的人祷
告，使他们经历上帝的恩典和能力，甚至动员教会中有这方面恩赐的弟兄姐妹组成团队，为人祷告。雅
各不是也教导我们要为病人祷告吗？（雅5:14-15）当然，医治的主权在上帝手中。另外，信徒的信心最
终不是建立在医治的神蹟上，而是在上帝的话语上。

感恩不尽

七年庆

在我们的生活中，七这个数子平凡而神奇。天有北斗七星，地有七大洲，人有七窍，周有七日，色有七
色，音有7符等等，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七这个数子神秘不可测。这是为什么？因它是上帝的完全数
子。经上说：上帝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歇了他的工，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这一天就是我们的礼
拜日，来到教会作礼拜、领受祝福的日子。难怪礼拜日没有人愿意劳动，法律只好规定付双倍工资阿。感
谢天父的带领，我们澳洲华人卫理公会霍巴特布道所进入了第七个年头，一路来上帝慈爱的看顾，让弟兄
姐妹在基督里同心合一地侍奉，使我们由开始的几个信徒发展到如今的人丁兴旺、兄妹满堂。七年的旅程
让我们看到上帝大能的带领，更坚定我们奔走天路的信心。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成立自己的堂会，带
领更多的塔州华人进入基督大家庭信仰团体。牧者及全体同工欢迎各界人士周日下午两点加入我们的普通
话主日崇拜，上帝祝福大家！！
为七周年而作
七载感恩同欢庆，天父恩典数不尽；
男女老少圣殿聚，倾听主道灵滋润；
口唱心合赞美主，七年洪恩永铭记；
虽是地级冬令时，神家暖暖喜乐迎；
加之夜景灯光秀，更感神恩塔洲盈；
求神加添你我力，传讲福音永不息；
爱神爱人主教会，成为塔洲主明灯。

于建华牧师（和霍巴特佈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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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园地

澳西教区卫理公会青少年联谊会
黄晓薇(蒙恩堂)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歇力保守圣灵所赐合
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
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弗4:2-6）
感谢神，四堂联谊会于2015年4月11日在宣恩堂顺利举办。将近100个人参加这次的联谊会。当天，
弟兄姊妹们以玩游戏的方式进行交流，并且在结束之前有一个午餐的时间让大家彼此交流。在这里感谢林
良敏传道藉着约翰福音15:1-5 “主是真葡萄树”来提醒我们要时时刻刻将主放在我们里面，并且常常结
好果子。

当天来参加联谊会的弟兄姐妹

这次的四堂联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从刚开始的筹备到最后的收拾，每一个过程都非常难忘。
记得当初只有单纯想办的念头，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也不清楚；能不能成功，我也没有信心。周围有很
多弟兄姊妹都告诉我这将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但藉着神的带领，四堂联谊的筹委会就这样成立了。感
谢神赐给我们有一个像家人般的筹委会，相信所有的筹委会委员都是随着神的旨意聚集在一起。虽然这是
我们第一次合作，但却可以在其中看到我们之间有微妙的默契。在联谊当天，即使有时各堂会的弟兄姊妹
仍旧呆在自己熟悉的圈子中，但是藉着游戏，可以看到弟兄姊妹不分你我地合作。当然，第一次的合作不
能期待大家能够像家人般地聚在一起聊天。但欣慰的是，大家都愿意踏出那一步在游戏当中与不同堂会的
弟兄姊妹一同玩耍，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透过这次的联谊，我明白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是被
同样的创造主所造的；我们敬拜同样的神；我们有着同样的目标，也就是将神的福音传给万民，使神的荣
耀在这地彰显出来。从前人们是聚集在一起的，却因为罪使人都分开来。但因着神的爱，耶稣的救赎，我
们能够再次的聚集在一起来作神的工。此时此刻，我们不再是哪个堂会，哪个支派，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子
民。阿门！

青少年之夜委员会

联谊会委员会及同工

在这里感谢这些有耐心读这篇文章的人，也希望藉着这个机会邀请大家来观赏我们青少年人所举办的联合
青少年之夜“爱. 最初到永恒”。我们要藉着这个活动让大家看到我们青少年人如何在神的爱中成长。期
待于2015年8月8日在蒙恩堂与大家见面！

澳西教区联合华语青少年之夜
黄友圣(珀斯蒙恩堂)
2015年8月8日（星期六）是澳西卫理公会华文青少年团契非常有纪念性的日子，当晚约有
230人聚集在珀斯蒙恩堂的圣堂一起来参与敬拜。宣教主题为“爱-最初到永远”。此节目
是由神所召集的一班来自神恩堂、感恩堂、宣恩堂以及蒙恩堂的青少年领袖们一同筹办。
当晚是以我们的教区长—林宝强牧师的祷告作为开始，紧接着的是四堂会组合的敬拜赞美小组所带领的赞美时
光。随着精选的美妙诗歌以及圣堂四周的灯效让所有的会众合一地唱诗赞美，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上
帝。

参与者聚集在蒙恩堂的圣堂里

收了奉献之后，一段序幕影片就把大家的目光吸引进入剧情了。丰富的内容与剧情使台下的观众有着交杂的情
绪。有时候，他们被逗笑了；有时候，他们却静静地期待着剧情的结果。戏剧里的高潮是一段耶稣基督为要拯
救女主角被罪恶捆绑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之后又从死里复活的默剧上演之时。这出戏剧是以两个主角合声
地唱“你知道”这首歌来作为结束。这首歌也让不少人留下了眼泪。这出戏以生动的剧本以及精湛的演出为着
接下来蔡佳熹传道（神恩堂）所要分享的信息铺了台。

34

在蔡传道的分享中，他说出了他在无知的青少年时代中寻找真爱的经历。这是个可以让很多青少年人容易体会
的经历。他也说上帝会以不同方式来表达祂的爱，而其中一种方式就记载在约伯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不
能与当初约伯所经历的来相比。然而，约伯最终认识到上帝一直与他同在。这种爱就是永恒的爱。就算我们困
难重重，它依然时刻都与我们同在。当天晚上，有一些人将他们的生命献上给耶稣基督。牧师们也为着走上台
前的几个人祷告。

蔡佳熹传道分享他所经历由上帝来的爱

当节目来到尾声时，青少年人以呈献生动、充满活力以及快闪式的大合唱来作为结束。当晚就足以表现了我们
青少年人的精神和他们对上帝的爱。这不单单只是深深地打动了会众的心，也把四间堂会的弟兄姐妹们之间的
关系更拉近一步。之前为了当晚的节目所付出的一切都值得。愿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我
们经历到的喜乐是难以形容的。

表演者在当晚结束前唱最后一首歌

筹委会委员们以及有参与表演的弟兄姐妹看着对方，他们之间不需要用言语，但就足以表达他们的感恩以及满
足。那种“终于结束了！”的感觉，不是如释重负的感觉，而是有甜酸苦辣参杂在一起的感受。我们为着当晚
的一切感到开心。同时，也知道过了那晚，所有的一切都会打回原形。想起筹备会委员为着当晚的节目在一起
策划筹备，当中有面临一些困难，但我们都一起克服了。我们在其中有欢乐，也有哀愁。这不是说放手就能轻
易放的。说实在的，我已经很想念那美好的一夜了。
我也在整个过程中结识了很多的新朋友。很让我受到鼓舞的是我认识到还有其他和我一样全心全意服事上帝的
弟兄姐妹。这也就是我绝不放弃的
原因。虽然教区联合青少年之夜结
束了，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结束，而
是一个开始，还有更大、未知的事
情在前方等着我们。我现在最想要
看到，最希望的就是大家可以很快
地再会面。
牧者、筹备会委员以及所有表演的
大合照

澳西教区各堂会消息
神恩堂
1.社会关怀——探访Brightwater中心

4.5-8/7/2015神恩堂青年营

2.7/6/2015 – 神恩堂才艺之夜

5.3/8/2015 Kitchen Inn Express 新店开张祝福礼
拜。

3.7-8/8/2015 – 神恩堂执事退修会

MORLEY 佈道所
1.感谢神，布道所事工蒙神赐福一切顺利进行。请
多为教会事工代祷!
2.入会/转会/小洗:八月九日的崇拜接收入会的有：
张鲁强弟兄，吴云玲姐妹，张毅弟兄，沈天柱弟
兄，陈锦珠姐妹。转会：邱萍姐妹，吕国俊弟
兄，余青芪姐妹。小洗：沈俊成。愿主赐福保
守，坚定信心。

3.陈世钦牧师布道会：由年会宣教部安排世界华福
总干事陈世钦牧师於9月6日在本教会举行布道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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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恩堂
1.种郁金香：在6月6日（星期六）8:45am 在Araluen
Botanic Park 362 Croyden Road, Roleystone WA
6111。

4.记念主日：在7月26日（主日）是宣恩堂4周年记
念主日，崇拜后请所有弟兄姐妹留步拍全体照。

2.妈妈宝宝小组：于6月24日（三）在教堂开始妈妈
和孩子的小组。

5.宣恩家庭营Gospel Family Camp：将在9月26, 27,
28日（星期六至星期一）在 1 Tatham Road, South
Yunderup, Murray Lakes举 行。讲 员 ： 周 家 熹 牧
师。

3.Manna 义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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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弟兄姐妹们在金钱上支持并帮助柏斯
的贫穷人士。

6.洗礼及入会：将于10月4日举行洗礼及入会仪式。
7.柬埔寨短宣和宣教基金罐子：本堂会将在12月4-11
日到金边短宣。宣教基金奉献罐是为了帮助当地
穷苦的孩童们。

蒙恩堂
1.蒙恩堂24周年纪念：本堂于6月23日欢庆建堂24周
年。与会督娘一同出席，倌会督于中文和英文主
日崇拜中宣讲真道“竭诚爱主”。此外还有儿童
诗班于崇拜中特别献唱。

3.受洗和入会：感谢主！于6月14日中文堂分别有2
位会友受洗及2位会友入会。而于7月12日又有4位
接受洗礼归主并8位会友入会。英文堂则有一位会
友于7月26日进行坚信礼并被接收为本堂会友。

2.英文青少年生活营：由澳西英文青团联办的教区
青少年营会于7月4日至7日在Woodman
Point
Recreation Centre举行。本堂共有57位青少年出
席此营会，当中有5位青少年决志献身于主，还有
8位再次决志。

4.柏斯LAMM基督教释经学：蒙恩堂继续于7月25及26
日主持由黄永森牧师教学的《释经学》之第二部
分。共37位学员出席，其中包括本堂有二位会友
为领学分的学员和四位旁听生。

从各堂会来参与澳西教区青少年营的青少年彼此分享。

感恩堂
1.教会华语家庭营：约150人顺利于七月10～13日在
Mandurah Quay Resort, Erskine举行。此次营会
特邀东马刘运恩传道前来在营会中主讲主题：爱
的指南针，及音乐培灵 会。专题林宝强牧师主
讲：爱的表达模式。
2.15 周年感恩庆典：主要活动与事工如下
(a)感恩崇拜：于8月2日下午2:00pm。基于原有教
堂无法容纳全体会众，特别租借Carey
Baptist College, 51 Wright Road, Harrisdale, WA作为崇拜地点。当天参加人数加儿童
约240人。
十五周年：执事牧者与官佰全会督合影

(c)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出版三百册，主题为『因
你与我同行』，盼望借此纪念刊数算上帝过去
在感恩堂的恩典作为。

十五周年：官佰全会督（右）
莅临勉励，由林宝强牧师翻译

十五周年：林宝强牧师（右）证
道『教会四大异象』，由林良敏传
道翻译

3.姐妹赞美会：姐妹/妇女会在7月29日周三晚上在
祷告会中举办『妈妈咪啊赞美会』，当晚姐妹们
以独唱，双重唱，四重唱等形式呈现十首赞美的
诗歌。

(b)感恩晚宴：于8月2日傍晚6:30pm在餐馆
Treasure Palace Chinese Restaurant. 199
Burslem Drive, Maddington, WA举办。参加

姐妹会『妈妈咪呀赞美会』上台呈现诗歌赞美者合照

十五周年：青年诗班及成年诗班联合六十位班员献唱『因袮与
我同行』，贺立平师母指挥

2015家庭营150人全家福

十五周年：牧者及全体会众崇
拜后与官佰全会督（前左七）及
林美君会督娘（前左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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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南教区各堂会消息
思恩堂
1.赛跑人生：从7月中旬到9月，各祷告小组将使用
由所罗门会督所著作的书《赛跑人生》作为阅读
分享的资料。一起学习，主里彼此扶持。

4.台湾短宣：教会张礽颖姐妹於七月初参加年会宣
教部主办的台湾的短宣，获益良多，求神继续坚
立他们手所做的工。

2.主日学毕业典礼：主日学毕业礼於7月12日在英文
圣餐崇拜中进行。他们是Cecilia and Cynthia
Yap, Jae Yeoh， Ashley和 Susan Li.。求主带
领他们主里不断成长。

5.电影会：思恩堂程序委员会於七月五日在Capri
Theatre（教会对面）举办电影会。此次观赏的电
影为《MINIONS》特为2015年生命营的筹款。愿主
赐福。
6.感谢神：教会停车场於七月中旬重新修补，铺上
bitumen sealing，整齐美观，同时也鼓励弟兄姐
妹一起参与，同心奉献这费用，使神家有粮，愿
神赐福。
7.青年主日：於7月26日主日崇拜举行，教会看重青
年事工，鼓励青年人把生命奉献让主使用，活出
丰盛。当天有青年人自创的主题歌，事工分享，
舞蹈和话剧。愿主得着年轻一代。

3.少年团契：於7月19日开始少年团契。鼓励家长们
带领少年人参与，让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团契并且
在属灵生命里被建立。

思源堂
1.5/7成人受洗与入会者有邵丽娜姐妹，求主坚定她
的信心，并欢迎她加入教会的大家庭。

3.青少年主日于19/7进行，今年主题为：塑造我、
传扬祂。

2.新一届青少年团契职员于5/7崇拜中就职。他们是
主席：江思颖
副主席：林汶隆
文书：刘于琪
财政：陈俐妗
查账：黄恩琪
信仰组：潘柞成
宣教组：王磊斌、张永佳
见证组：陆居昕
团契组：潘柞霖、陆居昱
公民组：吴凡

沐恩堂
1.官会督于5/7莅临在中英圣餐主日崇拜证道和主持
圣餐，同时主持孩童洗礼。

3.本堂在26/7举行了中英联合8周年感恩礼拜。当天讲员

2.会友与布道委员会在18/7下午举办七月圣诞节，
当晚由鄢礼银牧师证道并唱圣诞诗歌。

4.于8/8举行了教堂整洁活动。

是官会督。

谢恩堂
1.于七月份举办了首次的“职场求职和基督徒职场
见证”的系列讲座会，由Robin
Lim（银行总经
理）以及 Yen-Yen Leong（商场心理咨询师）主
讲。是非常素质的讲座会，参与者获益匪浅。

3.本堂首次差派了为期一个月的短宣，地点在柬埔
寨。参与短宣者是：Cydney and Camilla。无论
是对宣教工场的更多认知，或是短宣者生命的更
新，都是跨越了更大的一步。

2.七月与八月份是每年团契新旧职员交替的月份。
已经在崇拜中举行了新届职员就职礼的团契有：
乐龄团契，姐妹团契，青年团契。

4.由于教会早场9点崇拜的拥挤；加上对少年人参与
崇拜的关注，故在近期于崇拜中做出多次调查，
以及多次的研讨会。结论是本堂将：a, 正式为新
生代少年设计更有效的崇拜; b, 以及将于今年尾
或明年初再开始一场下午崇拜。

新届青团职员就职
教会中本地出生的新一代之数目，正逐渐的增加
中

新届乐龄和姐妹团契同时举行就职

循道堂
1.转会/入会:分别于26/07
及16/08接收转会和入
会，欢迎他们加入属灵的大家庭。
转会者：林畋锡，梁蓓蕾
入会者：林以欣，萧凤玲，徐静

3.牧区议会：感谢教区长林忠傧牧师于16/08莅临举
行第二次牧区议会并以「当纳与奉献」证道。
在会议中，新一届为期两年一任的牧区执行委员
会（执事会）产生：
会友领袖Lay Leader ：杨恩玮
主席 Chair person：陈雅丽
文书Secretary：林丽坤
财政Treasurer：梁蓓蕾
崇拜与音乐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ship and
Music：黄育銮
宣教与布道委员会Committee on Evangelism and
Mission：李永健
基督教教育委员会Committee on Christian Education：萧凤玲

2.小洗：16/08为李蓝哲小弟弟
施洗。愿主赐福保守，坚定
他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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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RIBEE佈道处
1.28/6/2015 ：儿童主日学主日中，我们为老师们
祷告，儿童们呈现一个短剧。

2.24/7/2015：一年一次三个教会联合举办联谊会。
我们用游戏、舞蹈、乐器、诗歌、信息等等，彼
此交流及分享。今年的出席人数非常踊跃。

怀恩堂
3.何文伉俪令媛何恬恬姐妹与何巧捷弟兄喜获麟
儿，母子平安

1.7月12日新届怀恩堂妇女团契就职：
主席：林珊
副主席：谢杏明
文书： 赵丽娟
财政：许红兵
灵修：莫碧英
查账：刘素英
关怀：陈海宁
活动：刘紫华
顾问：夏师母，刘会萍，赵园
2.7月26日接收陈睿，张惠盈及张恩盈三位小妹妹小
子洗礼。

4.圣堂装修：感谢刘友利弟兄策划装修等事工及林
挺弟兄监工及多位同工协助工程进展顺利；谢谢
王森弟兄暨众同工协助使主日学所顺利完工；张
明锋及魏挺捐助天花板材料及更换工程；赵丽娟
姐妹协助讲台掛帘及跪垫；戴绍良弟兄等协助画
停车场线；林有恭弟兄从马来西亚制来教会招
牌、扁牌及纪念品等，郑福建弟兄修理福音车，
刘会萍姐妹捐献急救箱，愿神一一报答。

颂恩堂
1.感谢上帝的带领我们在24~27/6/2015成功举办教会
游戏，共有27位弟兄姐妹参加。

2.在25/7举行堂会性野餐日，感谢上帝的预备当天共
有将近40位弟兄姐妹和新朋友出席，荣耀归神。

澳东教区各堂会消息
主恩堂
1.王牧师和师母带领12人的短宣队在25-30/6前往所
罗门岛进行5天佈道事工。得到了当地佈道所杨小
琳传道和同工们的配搭，一切顺利，感谢主恩。
2.儿童主日学学生和英语部弟兄姐妹于26/7在公园
举行户外主日崇拜和烧烤会，一起敬拜和联谊，
并经历神美妙的创造和美好。
3.中英青团于19/7举行食物义卖会，为了年终举办
全澳青年大会而筹款，反应良好。

4.姐妹团契于9/8也举行食物义卖会，为了本堂事工
的发展而筹款，共筹得七千元，姐妹们不但出力
预备食物，而且非常可口好吃，她们爱主的心和
厨艺深得好评。
5.本堂正在积极地开会，并策划年终所要举办的年
会和全澳青年大会事宜，敬请大家在祷告中记念
我们。
6.本堂有9位成年弟兄姐妹和4位儿童在26/7主日崇
拜中接受洗礼。

坎培拉佈道所
1.端午节，由金弟兄的母亲包粽子，教会一起享受
主恩的甘甜，和大家庭的温馨。
2.感谢主，藉着6月23 - 7月8日，参与土著人事工
去北领地宣教，对祝福澳洲必须先复兴土著人的
美好异像，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看见，并且兴起
更多肢体为复兴澳洲土著人献上代祷。
3.7月19日欢送学生华溪等毕业回国，鼓励他们回去
以后继续寻求主面，并且找到所在地的教会，参
与服侍。

4.8月9日为来探亲的顾晶外婆送别，感谢主，半年
之中老人身体健康，每周出席敬拜赞美，活出人
老心不老的基督徒好榜样。
5.参与联合祷告和敬拜，为澳洲在同性恋的事情上
向神呼求，为国家，为百姓，为自己认罪，求主
掌权！宣告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得胜者！
6.参与筹划澳洲10月17 - 18日在悉尼奥林匹克馆召
开，大型音乐布道会的事项。感谢主，目前已经
落实到的有印尼，韩国，土著人，澳洲，中国等
不同团队一起来为澳洲复兴献上合作，求主的恩
手继续引领！

救恩堂
1.第一届恩爱夫妻成长营-七月四日举行，有四十九位弟兄姐妹和夫妇参加。为了促进夫妻间彼此沟通，分享
对彼此的爱。七月十七日在教会举行分享会。会中丈夫们有敞开的分享。

2.圣经常识比赛-18/7举行，共有110为弟兄姐妹参加。共有少年团契、青年团契。英文细胞小组，PPP，成年
团契诃姐妹团契参加。考试范围是马可福音。气氛热烈，会后并颁奖。会众一起学习圣经，共度美好的夜
晚。

3.救恩堂异象主日：为了分享教会的异象及传达会
督六月份卫理之声的信息，在19/7及29/7分别在
中文堂和英文堂主日聚会结束后，由牧者和执事
会与会众沟通，有美好的分享。
4.加入会员及转会-26/7有以下弟兄姐妹加入会友及
转入救恩堂。加入会员-黄聿翠姐妹，徐邦捷弟
兄，黄道宏，吴万华，赵菲菲，李金玉，林生兰
姐妹。转会-潘伟杰，白丽冰，周梅花，陈开顺及
郑世开。

5.成团选举：1/8晚上选出救恩堂第二十三届全体十
六位职员。随即在2/8主日就职。求主祝福保守新
任职员，忠心事奉，彰显上帝的荣耀。
6.多元化主日：为了促进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欣赏和
相爱的关系，宣扬在基督里的合一。救恩堂在
16/8举行多元文化主日，有方言献诗，主题证道
和地方特色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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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恩堂
1.我们在八月十六日庆祝本堂的廿六周年堂庆并圣
乐主日，荣幸地得到官会督、会督娘和年会会友
领袖陈守仁弟兄莅临。蓝斐老师指挥联合诗班献
唱《齐来称谢救主》，我们感谢上帝在廿六年来
的带领让我们成为祂的灯台，感谢会督在当天于
本堂讲坛的教导并会督娘于文士维佈道站的讲
道。

3.马其顿佈道组
从七月份开始分成二组聚会（共七十人），A组组
长是刘江雯，B组组长是李国凤，他们都在礼拜六
聚会。另外，马其顿在每个礼拜五早上也有查经
小组，组长是纪可。马其顿小组服事的对象主要
从中国来的弟妹。
4.华语青年小组的福音营已于七月五日完结，营会
大约有六十名营友参加，我们感谢方友义牧师、
师母为营会的讲员。我们从他们的信息，和牧师
在文维士佈道站的讲道中获益良多。
5.少青/青年冬令营也于七月十日完结，大约有七十
多名营友参加营会，感谢主的恩典，约有半数的
营友回应呼召，愿意承认基督为主或再一次向上
帝献上自己的生命。我们感谢营会的筹备委员
会、作厨师的兄姐和热心支持营会的会众。

2.门徒训练
在福恩堂的两班红本课程（英语和华语）和一班华
语绿本课程都已完结，感谢官会督来为我们华语
红本和华语绿本主持圣餐礼。
在文士维佈道站，我们将于九月开办第一个华语红
本课程，已有十二个门徒参加，由张汉夫和雷牧
师共同带领。

会督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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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5/09/2015

远赴所罗门岛屿布道所事奉

 16 - 18/09/2015

宁静期书写会督演词

 18/09/2015

晚间七时三十分主持福恩堂第二次牧区议会

 27/09/2015

福恩堂主日证道及晚间中秋节布道会之讲员

 02 - 12/10/2015

远赴巴布新畿内亚天恩堂和布道站事奉

 16 - 19/10/2015

远赴基督城主持献堂典礼及其他各种事奉

 23/10/2015

参加宣教部会议

 25/10/2015

赴颂恩堂事奉

 28/10/2015

参加墨尔本教牧团契聚会

 29 - 30/10/2015

参加澳南教牧同工退修会及联合禁食祷告会

 31/10/2015

参加澳南教区议会

 01/11/2015

谢恩堂及 Werribee 布道站主日证道

 08/11/2015

主日于循道堂及三一堂波斯崇拜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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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保守沐恩堂过往八载岁月并于05/07欢庆八
周年庆典。



保守带领分别于八月廿七、廿八和廿九所举行
的节目部、牧职部及执行部的会议。



供应购堂和装修一间华丽壮观的怀恩堂资金并
于30/08举行周年献堂崇拜，感谢上帝过去廿一
年赐福满满，眷顾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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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恩堂和宣恩堂尚需的购堂款项。

年会牧者与家庭-祷告：



各个牧区堂会参与年议会宣教部的圣工，也慷
慨施与灾难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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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积极参与所推动的信徒事奉与宣教课程。



官佰全会督和会督娘Kim有健壮的体力与充沛的
恩典及精力来应付诸多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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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参与宣教的行列及成立立
约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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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慧来安排各教区
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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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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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华牧师
及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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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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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亲自医治彭能顺师母、夏长华师母及苏本仁
师母。

祈求

年会-祷告：




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文字事业部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in Australia Board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2015年08月出版
文字事业部编辑委员会 Publishing Team
督印人Adviser | 官佰全会督 Bishop James Kwang
总编辑 Chief Editor | 雷雯冰牧师 Rev. Wen Ping Loi
执行编辑 Executive Editor | 于建华牧师 Rev. Jian Hua Yu
电邮 Email | methodnews@yahoo.com
设计 Design | 林语芩Ling Yeu Chyn/张永欣 Amy Tiong

发行 Publisher
地址 Address
联络 Contact
电邮 Email

编辑委员 Board Members |
康祥文牧师 Rev. James Kong
方友义牧师 Rev. Yu Ngee Houng
夏雷弟兄 Frank Xia

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in Australia
1219, Dandenong Road, East Malvern 3145, VIC, Australia
电话/传真 telephone/facsimile : (+613) 99 947 250
cmca.melbourneoffice@gmail.com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