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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一竭诚的爱主

A SINGLE-MINDED LOVE FOR GOD
卫理公会会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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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耶穌選擇漁夫?
血约:逾越节的羔羊
無盡怀念許如忠長輩
约翰在旷野事奉的反思
问题解答
非洲宣教(2018)事奉記
澳大利亚急需老少学校
信心之路，恩主相伴 Living in Faith, Walking with Jesus
第六届世界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神学会议的个人感想

Rev. Samuel Chiu, Minister in charge of Carlton
Methodist Church and Mrs. Chiu and the Adult
Fellowship members with Bishop and Mrs Kwang
on 5 May. 上图示05/05官会督伉俪与救恩堂主理
邱品尧牧师夫妇及成人团契合影。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es
(WFCMC) Council meeting in Taipei on 4 June.
上图示04/06世界华人卫理教会联会（WFCMC）
理事会于台北举行会议。

Guest speaker, Rev. Dr. Joshua Ting, Director of
CCCOWE with the Australia South District Pastors
and leaders participating the leadership seminar in
Camberwell MC on 12 May. 上图示特邀CCCOWE主任
陈世钦牧师（博士）于12/05假澳南教区谢恩堂举行领袖
研讨会时与牧者及参与者合摄。

The participants at the WFCMC Theological Forum in Taipei on
5 - 7 /06. 上图示5-7/06于台北举行的世界华人卫理教会联会之卫
斯理神学研讨会与会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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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 Dr. Y. C. Liong, Rev. Shirley Ling,
Bishop and Mrs Kwang representing the
WFCMC Theological Forum on 5 - 7 /06 in
Taipei. 上图示廖玉强牧师（博士）、林良敏牧
师和官会督伉俪于5-7/06赴台北参加世界循道
卫理宗华人教会联会之神学论坛时影。

Honourable guests with Pastors
and brothers & sisters at the 10th
Church Anniversary Thanksgiving
service of Faith Methodist Church
on 17June. 上图示17/06 信恩堂欢
庆十周年感恩崇拜中与牧者、弟兄姐
妹及来宾之全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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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恕
雷雯冰牧師
饶恕是一门非常难学的功课，尤其是对曾经遭遇重大打击的人来说，
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因人心是狭窄的，而饶恕却需要爱心、
谦卑和勇气。有时候，人性的软弱所带来的“人际磨擦”与“伤害”是那么
的严重，令我们感到非常失望、沮丧，甚至希望永远也不要再看到对
方。有时你会说：【我对他那么好，为何他反而特意的破坏我、冤枉
我？除非他先向我道歉，不然，我绝不会饶恕他的。。。】
当我们面对以上的问题时，我们往往已经不能按圣经的话语来克制自
己的情绪了。 当彼此的关系开始恶化，我们通常会埋怨对方，常常会
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所以心灵就受到苦毒和恼恨所捆绑，无法饶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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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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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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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
的门徒了。】（约十三：34-35）。这话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夜对祂
的门徒说的。今天，主耶稣给了我们同样的命令：【你们彼此相爱，
互相饶恕，就像我爱你们，饶恕你们一样】。
主耶稣完全谅解我们的光境：倘若你我肯坦诚彻底检察自己的内心世
界。请问有谁不曾“恨”过人，或者“不愿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呢？这【彼
此相爱】的命令，正反映了基督徒之生命历程需要不断学习彼此谦卑
接纳，彼此饶恕的功课。
主耶稣在饶恕的课题上非常坚决，祂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
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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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可十一：25-26）这条命令是绝对的，不容许讨价还价：你们必须饶
恕别人，不然，你们天上的父亲也不饶恕你们。
神的爱在基督身上显示出无条件，毫不自私的爱，代替我们的罪而付
出生命的代价，使我们相信祂的人得称为神的儿女。这种伟大，空前
绝后的饶恕，怎么不值得我们去饶恕那些恨我们、毁谤我们的人呢？
有一次，彼得问耶稣：「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
次。」（太十八：21-22） 。耶穌在这里并不是說要饶恕人490次，到
了第491次就可以對他毫不客氣，甚至處死他。“七”是完全的數目，70
個七更是完完全全的意思，也就是說要饶恕人到底。我們要谨守遵行
耶穌的吩咐，照着祂的話去实践落实，永遠饶恕他人。故此，彼此饶
恕更是我们不断前行的生活形态。
弟兄姐妹，当存饶恕的心，要记得「神怎样因基督饶恕你，你也要怎
样饶恕他人。」（参阅西三：13）。这样，你的生活就充满了见证，
成为别人的祝福 。

会督的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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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公会会督制度 澳大利亚华人卫理公会
亲爱的澳州华人卫理公会弟兄姐妹，
再过大约五个月的时间，各个地方堂会代表将参加今年
的年议会，以履行其年会代表的重要职责，选出下一届
任期四年的会督。
自从2010年12月我就开始担任你们的会督，我借此机
会称颂并感谢我们的天父，因祂为我们的年会带来无限
的祝福。我也要感谢所有与我一起服事的牧师和年會成
员，通过上帝的恩典能履行我们的责任，以实现我们作
为一个被称为“卫理子民”的共同使命。我最深切的祈祷
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能持续竭力地追求“荣耀上帝”和
“教诲祂的子民”的使命，並且是通过我们对福音和奉献
的忠诚，用“圣经的圣洁”为信息來改革教会和更新社群
為最終目的。
作为本届年会即将卸任的会督，我深信我的职责是让我
们所有卫理公会的兄弟姐妹都了解卫理公会的会督制，
以至年会成员都为此祷告，並选出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作
为下一任的会督。
首先，卫理公会是如何看待“会督”这个职份？
对于拥有会督制的卫理公会，我们指定会督为被选出在
年议会之宪法里为首的。因此，我们的会督不像其他較
久的传统教会那样被视为神职人员的层次。换句话说，
会督的职责是由澳洲华人卫理公会的宪法所指定和所授
予的权限。被选为这个重要职位的人必须完全接受卫理
公会及它的联谊系统，他也必须愿意遵行卫理公会的
《法规手册》。
同时，被选出的澳洲华人卫理公会会督，也将扮演教会
合一的象征以至他“做基督羊群的牧羊人”（法规#371
）。这与圣经中的理解一致，如约翰福音10:16所描述
的。这就是为何若将会督的选举变成一个政治手段，并
进行政治游说和竞选活动等，是严重的错误，甚至导致
分裂神的子民。会督也有责任，将委托牧养的权利赋予
在他之下的职员，经由按立長牧和副牧，並任命他们予
各个地方的卫理公会教会。

会督官佰全

第二，澳大利亚华人卫理公会的会督有何职责？
会督的职责在我们的《法规》中有描述。他的职位定义
了澳洲华人卫理公会的特殊性质 – 就是澳洲华人卫理公
会是一個會督制度的卫理教会（#4.1）。因此，会督作
为牧羊人之首，他的首要职责是指导和保护基督的羊群
（如提多 1:7-9），并且我们必须祈求上帝赐下一位被
拣选者，是对那“大牧者”（約翰21：15-17）有经得起
考验的，並且也拥有符合圣经的异象、知识、智慧、谦
卑、爱心和勇气，以致靠著這些能成全大牧者指导和保
护的责任。
会督作为牧羊人之首，监督教会属灵的和联谊方面的事
务（#196.1)，因此他要“探訪所有联谊的教会”(#196.7)
，访问本地教会，和他的羊群见面，亲自观察每一间地
方教会的情况。这就是为何会督职位需要一位身体健康
的人。教会必须认识到，为了履行会督的职责，会督不
一定总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因此，在会督缺席时，由
他委派的教区长，必须接受为他代理的义务，而不愿意
这样做的人则应诚实地拒绝任命。
当然，作为澳洲华人卫理公会的合法领导人，会督主持
着年议会和执行委员会（第4.7、第5、22、22）。願
上帝向我们显明那合神心意的人，是有智慧和恩典了解
這世代和文化背景，又能组织和动员澳洲华人卫理公会
的会友完成上帝的旨意和荣耀祂的名。这要求会督也需
要深入地了解事奉的全面意义，并且深知这世代的特
徵、文化和挑战。
在我们的法规中规定，最基本的候选人条件：“長牧，
需要是澳大利亚公民，与年议会议认可的卫理公会教
会有十（10）年的全面联系”，同时“至少三（3）年与
（澳洲华人卫理公会）的年会议有完全的联系。”会督
是从所有符合条件的候选人，经过在场的年议会成员
投票，是不需要经过提名（＃189），并在最好的情况
下，无拉票，无辩论，而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而产
生。我们必须持守卫理公会的精神，避免把选举会督的
过程变成充满拉票的政治手段。

最后，教会对会督选举的正确态度是什么？
正确的态度是先寻求上帝。让我们热切地祈求圣灵引导
每个年议会成员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相信上帝会指
引我们选出祂所拣选的那一位，並且是经过圣灵在投票
过程中的引导。让我们不要使用竞选游说活动而淹没了
圣灵的声音。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会督不断地祈祷，因为他
不是凭着力量或能力来完成上帝对教会的旨意。祈求上
帝让他可以拥有所有智慧、知识和悟性来牧养我们主耶
稣基督委托给他照顾的羊群。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所选的会督是上帝對我们的祷告
之回应，那么我们必须立即在 — 灵性上、意念上和在
一切可能的方式上给予新当选的会督全力的支持。这才
能表示我们对上帝之拣选的信心。如果会督擁有任何缺
陷，我们当中那些有智慧的可以去帮补他。

主仆
官佰全
Servant of the Lord,
James Kwang

主题文章

愿上帝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阿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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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一竭诚的爱主
我認識到，只有「意念專一，感情純潔」，言行一致，
並用一種盼望來管制我們的各樣性情，這才真正是「靈
魂的雙翅」；如果沒有它，靈魂永遠也不能飛升到神的
聖山。——衛理斯約翰，《基督徒的完全》
對約翰衛斯理來說，專一竭誠的愛主是極為重要的。
它的重要性當然是基於耶穌對愛誡的教導。在太22:3740，耶穌清楚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
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
綱。」但衛斯理對專一愛主有獨到見解，因他將它視為
是與在神前完全成聖有關，這也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
一位極為提倡將衛斯理的專一竭誠愛主和成聖的概念連
在一起的是著名衛斯理學者歐德來（Albert C. Outler）
。歐德來曾作出重要的觀察：「在衛斯理的用語中，
『成聖』，『完全的愛』，『基督徒的完全』都只是
『聖潔』的同義詞。他一生的宣教事業都圍繞著這個主
題，不過詞匯不同而已。」[1]到底「成聖」、「完全的
愛」、「基督徒的完全」之間又存有怎樣的關係？當
然，若一位基督徒是「成聖」的門徒，他/她可算是一
位相當「完全」的基督徒。然而，有哪一位基督徒可算
是「完全」或「完全成聖」的？循道衛理宗的信徒都應
該知道，對約翰衛斯理來說，這「基督徒的完全」並不
是一個達不到的理想，因衛斯理深信基督徒在今世是可
能達致完全的，即使是在臨終的那一刻。至於如何能達
致完全，衛斯理認為專一竭誠愛主能解決這屬靈的難
題。
當我們嘗試來探討有關是否可能達致完全的課題時，

劉利宇牧師
LAMM院長

讓我們先來看衛斯理又是如何將成聖與愛相連在一起。
衛斯理是如此定義「非聖潔」（unholiness），就是
「愛受造之物多過愛造物的主；愛我們自己多過愛我們
的鄰舍」。換句話說，這是「清白之愛遭受錯誤之愛的
敗壞」。[2]在此，我們可看到衛斯理的兩個強調，就是
內在（心靈）的聖潔和外在（生活）的聖潔。內在的聖
潔就是愛上帝超過上帝之外的人、事或物，而外在聖潔
就是愛鄰舍。[3]然而，衛斯理的優先次序是，內在的愛
將產生並促成外在的愛，正如保羅所說：「原來基督的
愛激勵我們」（林後5:14）或約翰所說：「我們愛，因
為神先愛我們」（約壹4:19）。因此，從神而來的愛在
我們裡面成為一個動力，使我們由內至外地去愛神和愛
人。
接下來，我們有必要來理解「完全」這個概念。其實，
衛斯理常認為許多人對「完全」的概念有錯解，總以
為它是「完成的完全」（perfectus,
perfected），
就是已經進到完全完美的境界。然而，衛斯理從早期
教父的神學思想中發現，「完全」乃是「正在完全」
（teleiosis, perfecting）。[4]歐德來是如此解釋這一
「進行中」的完全：「這視野是一種繼續擴展的愛心，
是一種參與上帝的愛心，這愛心可開往在任何一種指
定靈性進程『以外』（beyond）的境界。」 [5]因此，
在歐德來對衛斯理的解讀中，基督徒是可以透過愛來超
越，以致進到「完全」的境界。
按著同樣路線來解讀衛斯理思想的是史提夫哈伯
（Steve Harper）。當哈伯在討論約翰衛斯理對基督
徒的完全之觀點時，他是從實踐的角度來進行探討。哈
伯有洞見地提到：「最重要的，是意願的專一。基督徒

的完全的重點是在乎意志，而非行動。行動會有所不
同，但意願可以保持不變。......對衛斯理來說，主要目
標就記在馬太福音二十二章37-38節：『你要盡心，盡
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要愛人給己。』衛斯理與
許多其他先賢一樣，以為最基本的意願，也就是支配的
願望，是我們愛主愛人的決心。」[6]因此，在哈伯的解
釋中，衛斯理認為愛神即能達致完全，因為神愛的是我
們的意願——專一竭誠的愛。接著，哈伯說：「我們
因此最先看到一個有力的真理，即基督徒的完全是有專
一的意願。但其次，它是勝過罪的力量。簡單的說，衛
斯理不相信一個人會有一定要犯罪的時候。......衛斯理
知道，只要我們尚在肉身中，罪的試探都常在那裡。但
他相信，上帝的愛在一個人心裡動工的時候，就能防止
內在或外在實在的犯罪。重點是『與基督接連』，就是
活在大能上帝的同在中。」[7]最後，哈伯指出：「衛斯
理是個講究實際的人，他承認就是成聖的人仍會犯罪。
但他認為任何的乖離是由於意志的失敗，不是恩典的失
敗。基督徒的完全有足夠的力量來勝過罪。」[8]因此，
在聖靈的大能之下，專心竭誠愛主一方面能使人不犯
罪，另一方面也能使人達到「完全」的境界。
其實，以上歐德來和哈伯對衛斯理的解讀，正反映了聖
經的教導，就是唯有愛能使人完全。約壹4:17-18就指
出這樣的真理：「這樣，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我們
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他如何，我們在這
世上也如何。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
去。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
」而且，保羅在羅十三章兩次提到愛能滿足律法：「凡
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
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
就完全了律法」（羅13:8, 10，另參提前1:5）。當然，
保羅沒有說，基督徒單藉著愛的行動可以完全律法，並
滿足父神的要求而靠自己獲得救恩。相反地，正確的看
法應該是當一位基督徒遇見耶穌，並藉著聖靈的工作從
自我中心轉向以基督為中心的生命定位時，他/她才能
專心竭誠地愛主，並有能力去愛人，最終這就完全了律
法的最高要求。當他/她有這樣的意願，並順服去行的
時候，他/她即是一個「完全的人」。這正是衛斯理一

见证分享

致的教導：「『你當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們
的神』，這是天地之間最高的律法；完全、榮耀和喜樂
都包含在這一誡命之中。這一條盡善盡美的誡命將成為
你們的最高目標、成為你們所渴慕的......。」 [9]最終，
衛斯理結論說：「內心的割禮就是對整個律法的總括。
應當用整個的靈和一切的愛情回報賜生命的神。祂不肯
從我們這裡接受別樣的祭獻；祂只看中了我們內心的活
祭。我們應當藉著基督，時刻用聖潔的愛情，把內心獻
給神。不容許其他的受造之物與神共享這一內心的祭
獻；因為祂是忌邪的神。祂不願讓自己的寶座被別人占
據，祂要作唯一的君王。」[10]這不正是耶穌的教導：「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
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太
6:24）？這對神的愛不只是理性上的，更牽涉到意願、
心志，以及全人。
今天，但願我們繼續倚靠聖靈更新的大能，每時每刻都
專一竭誠的愛那為我們捨身流血的主，並享受與主的同
在，及與人有密切相通的團契生活中！相信這就是基督
徒生活最高、最完美的境界！ n

[1] 歐德來（Albert C. Outler），《衛斯理教你怎樣成聖》
，文國偉和姚錦燊譯（香港：世界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
出版委員會，2003），69。
[2] 摘自歐德來，《衛斯理教你怎樣成聖》，81，82。
[3] 參衛斯理約翰，《基督徒的完全》，毛衛東譯（台北：
大光傳播，1994），12-17，及歐德來，《衛斯理教你怎樣
成聖》，82。
[4] 歐德來，《衛斯理教你怎樣成聖》，72。
[5] 歐德來，《衛斯理教你怎樣成聖》，72-3。歐德來之
後也提出：「衛斯理本身沒有說過『無罪的完全』（sinless
perfection）這句話，也沒有用這種觀點去說明一種能夠不
犯罪的力量。」（79）另參史提夫哈伯（Steve Harper），
《約翰衛斯理的今日信息》，陳康勝和邱和平譯（詩巫：馬
來西亞基督教衛理公會砂拉越華人年議會文字事業部，
2002），51-2。
[6] 哈伯，《約翰衛斯理的今日信息》，53。
[7] 哈伯，《約翰衛斯理的今日信息》，55。
[8] 哈伯，《約翰衛斯理的今日信息》，55。
[9] 衛斯理約翰，《基督徒的完全》，4。
[10] 衛斯理約翰，《基督徒的完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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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雪梅
感恩堂

去年11月，我们夫妇俩回中国探望
我88岁已瘫痪在床两年多的婆母。
她13岁信主，尽管出嫁以后夫家
人反对且不支持她去教堂，但她坚
守对主的信念，信心很强，持续不
断地谢恩、祷告、寻求上帝。因为

上帝的保守和看顾，虽然遭遇几次
事故，但神都保守她平安度过；这
更坚定了她跟随主的信心和决心。
就在去年圣诞节那天，婆母被上帝
接回了天家，她走的那天早上还委
托二儿子为教堂奉献200元。在为

老人办丧事的事情上，我们和家人
产生了分歧，我和我丈夫坚持按基
督教方式为老人送终，但家里其他
人反对，一定要按中国人的传统办
事，就是烧香，烧纸，跪拜等等。
为了不和弟弟妹妹等闹僵，我们只

有顺从他们，但我心里不安，就半
夜起来同我丈夫一起向上帝祷告，
籍着诗篇37篇4-5节“又要以耶和
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
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
他，他就必成全”；第二天到了殡殪
馆，我就看见一群穿白衣服的唱诗
班在那里，就开口对家里人说：妈
一辈子信主，临走之前还让你们去
教堂奉献，是否可以让妈按基督教
的方式办理丧事呢(我相信这是上帝
透过我的嘴说的)？最反对用此方式
的妹妹说可以商量，我立即召集大
家一起商量，最后都同意按基督教
的方式办理。
当时在办理我婆婆的丧事上需要
钱，我曾经为婆婆来澳洲做经济担
保时在当地银行存过一笔担保金，
但由于时间长密码忘记了，我试着
输入可能的密码都不对，老人已经
去世更改密码不可行，按遗产处理
更是难上加难。我心想只有靠主耶
稣基督，我和丈夫晚上祷告，第二
天主日我们请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姊
妹为我们祷告，“耶和华啊，求你

分享篇

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
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
为你必应允我。”（诗篇86：6-7
）“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
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
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
：12-13） 祷告过后，我就又去了
银行，在等待的时候我还是不停的
祷告，轮到我时，我满怀信心输入
密码后，工作人员说密码不对，当
时我脑子嗡的一声象爆炸了一样，
我趴在柜台上再次向神祷告，“耶和
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
几时呢？（哈巴谷书1：2）我心想
上帝还在试炼我，是让我放下顺服
他。这是工作人员再次催我，我抬
起头脑子一片空白，在键盘上随便
按了几个数字，神迹发生了，工作
人员问是取还是存钱，我说：”密码
对吗？”答：”可以了，“听到这声，
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这是激动
的泪水，是感恩的泪水，因为主时
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
接下来上帝的神迹又发生在我身
上。老人走了以后空的房要在我

们返回珀斯前出租，由于临近中国
新年，出租很困难，我告诉中介只
要有人愿意租多少都可以。后来有
一个人看了以后表示要租，但出价
很低，我也同意就让他签合同，等
到我们要返回珀斯的前一天他还是
不签继续压价。我丈夫说过完春节
你再回来一趟吧，我说要信靠主，
把我们的担子交给神。我们继续向
主祷告，仰望交托，“应当一无挂
虑，只要凡事籍着祷告，祈求和感
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
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
立比4：6-7）第二天早上我让丈夫
和孩子去墓地告别，我在家等候房
屋中介回话，因为当晚午夜我们就
起飞离开。早晨8点半中介来说别
等了，不会有人来了。但我内心很
平静，让中介安静等待。这时有人
敲门说要租房，看房后立即签了合
同，租金比之前的还要高。在我们
离开之前数小时将房出租，这是神
在作工，是神的恩赐。感谢主，愿
一切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主耶
稣基督。 n

7

為什麼耶穌選擇漁夫?
在十二個門徒中，沒有一個是牧羊
人。在耶穌的日子裡，牧羊人是否
稀少？其實在巴勒斯坦地區有很多
牧羊人；耶穌故意避免選擇牧人來
領導基督教會。
約翰福音21：15-17节耶稣三次提
到喂养我的羊：耶穌教導西門彼
得說：“餵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
羊......餵养的羊”。上帝親手揀選了
耶西的兒子大衛，一個卑微的牧
童，成為祂子民的領袖。
耶穌並沒有把自己稱為好漁夫，而
是稱為好牧人！那麼為什麼他不像

上帝在舊約中那樣選擇牧羊人作為
祂教會的未來領袖呢？為什麼漁夫
而不是牧羊人？我對此有點好奇?
舊約上帝拣选的许多领袖都是牧羊
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
都是好牧羊人。他們都被委託在耶
穌來之前領導上帝的子民。
那麼耶穌为什么不要將他的教會牧
养工作托付給牧羊人呢？我认为有
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旧约預言的应验。
- 耶利米書16:16耶和華說：“我要

劉宜興/俞莉莉
主恩堂

召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
来----”
又在以西結書47:10“必有漁夫站在
河邊，----”。
第二：教会成長的需要。
- 一個牧羊人通常会使羊群保持良
好的状态，。
- 漁夫比牧羊人更具挑战性：漁夫
必須在各種天氣下工作，否則他們
就會挨餓。當天氣預測不好时，避
開雨天或呆在家中的漁夫很快就會
破產。為了加速基督教會的發展，
漁夫更具备這種進取的精神。彼
得，雅各和約翰都是漁夫，他們最

接近耶穌。
第三：参与事工。
我認為耶穌選擇了漁夫，因為上帝
需要許多漁夫和少數牧羊人。在基
督教會裡，每個成員都像門徒一樣
被稱為漁夫。馬太福音4:18-19说
“耶穌正在加利利海邊行走時，看見
兄弟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門
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里撒網，他
們本是打漁的。耶稣对他们说“來跟
从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漁一样”
。
每個基督徒都應該成為福音的傳播
者，也就是成為得人的漁夫，為没
有得救的人传福音；耶穌希望我們
參與。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牧羊
人，但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漁夫。彼
得先是一位漁夫，後來耶穌告訴他
可以當牧羊人。我們絕不應該停止
成為一名漁夫。
“太多的基督徒不再是得人的漁夫，
而是水族館的守護者。”我們的工
作不是成為水族館飼養員，而是去

讲坛交流

釣魚。我們的教會決不能忘記它的
使命。我們的任務是成為得人的漁
夫。這對特殊人士來說並非特殊活
動，而是每個基督徒每天的正常生
活，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福
音作见证，领人归主。
第四：加入團契而不是隐居
牧羊人經常孤立生活，但漁夫不是
隱士。他們是社會人士，與人交
往。需要一群勇猛的人用大網捕
魚。如果他沒有學會與別人合作，
他就不會成功。成功的漁夫必須與
船員打交道，他必須在魚市場與其
他許多人競爭。他不是一個孤獨
者。耶穌在我們面前從來沒有維護
過修道院的生活。我們不是被要求
從世界隱居，而是要進入這個世
界。
从馬太福音28：19-20耶稣的大使
命中我们明白，耶穌會和你一起
走，你不會孤單。團契是耶穌的方
式。馬丁路德說：“當一人獨自的時
候會犯下越來越大的罪，而不是與
他人保持聯繫時。”只有亞當和夏娃
獨自遠離上帝，撒但才能欺騙她。

只有當大衛王獨自一人閒暇時，他
才會陷入通姦。
第五：耶穌要你成為一個漁夫。
現在，無論您的職業是坐在辦公
桌，開卡車，還是做手術的医生，
或者其他任何职业，耶穌與安德烈
所說的話也同样適合您。你被上帝
呼召成为他的门徒，沒有被叫到坐
著，而是捲起袖子，參與神家事
工。你被呼召當傳道士，為建立耶
穌事業而工作。沒有傳福音的基督
徒會僵化。我們必須出去為耶穌做
點事，不要再为小事爭吵，而要去
帶人信耶穌。
使徒行傳1：8“但聖靈臨到你身上
的時候，你必得著能力，你要在耶
路撒冷，猶太地，撒瑪利亞地，直
到世界的末後都見證我。
你知道什麼是今天基督徒成功捕魚
的最大障礙之一嗎？這是我們个人
與耶穌關係的貧窮，求主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好的渔夫，得人如得鱼一
样。 n

8

血约:逾越节的羔羊
经文:希伯来书9:11-14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晚聚
集在一起敬拜，一起守这“最后晚
餐”，为的是要纪念我们的主为我
们受苦受害。相信你们都知道，犹
太人把这一天称为是逾越节，是记
念在在很久很久以前，当他们的列
祖终于要离开在埃及为奴了430之
久的埃及的前一夜，天使击杀埃及
人所有的长子，却越过以色列人的
房屋，拯救了以色列各家。这事迹
记载在《出埃及记》里头。为什么
灭命的天使会“逾越”过以色列人的
门户呢？是的，因为他们的门楣和
门框上涂着羔羊的血，代罪羔羊的

血。因此千百年来，直到今天，每
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都会纪念那
一夜，因着代罪羔羊的血而救他们
脱离了死亡。
圣经当中有一段非常宝贵的话论道
耶稣基督这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
的缘故立下了永远赎罪的血约。就
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希伯来书9:1114，我们一起大声的把上帝的话语
读出来：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
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

龚紫阳牧师（博士）
纽西兰临时年议会会长

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
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
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
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
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
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
体洁净，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
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
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
吗？”
希伯来书9:11-14

逾越节的羊羔
弟兄姐妹，一直来到了新约时，逾
越节仍然是除了大赎罪日之外，犹
太人宰杀羊羔来献上为赎罪祭的大
日子，一年中耶路撒冷最多人的时
候也就是这个时候。大约有多少人
呢？主后60年，一位罗马总督统计
那年逾越节至少有超过250万人上
耶路撒冷守节。按逾越节的规矩，
以色列人每十个人就要宰杀一头羊
羔来赎罪，这就表示那年的逾越节
共有超过25万头的羊羔被宰杀！在
犹太人献祭的仪式中，他们宰了羊
羔后，要把羊羔的血流在祭坛的坛
角，让血从坛角流了下来，代表代
罪的羊羔洗净了献祭者的罪。这血
流到那里呢？正是流入汲沦溪。
汲沦溪是处于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之
间的一条溪谷，也是从耶路撒冷到
橄榄山的必经之路，通常只是在冬
天的雨季才有河水，因此在四月份
从其中走过，基本上是不会把脚弄
湿。这地点现今还可以辨认得出。
当主耶稣和门徒用过逾越节的晚餐
后，约翰福音18：1说，他们就出
去，过了汲沦溪，往客西马尼园走
去。弟兄姐妹，正当主耶稣过汲沦
溪时，这溪水不是流着涔涔清水，
而是流着鲜红色的血，25万头羊羔
的血。如果我们说是血流成河，而
且是泊泊而流，是绝对不过分的。
所以当主耶稣举步过汲沦溪时，看
见那殷红的血在流着，他的心里可
在想些什么？会不会他也在想：再
过几个时辰，他自己的血也要这样
的流出，为了赎回世人的罪孽？立
下那真正赎罪的血约呢？

代罪的羔羊
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
走上这条十字架的路？为什么上帝
定意要他所流出的血成为新约？为
什么这些祭物的血不能洗净世人的
罪？羔羊的血不是曾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灭命天使的击杀吗？就如希伯
来书10：3－4提到说，“但这些祭
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

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原来这些
的祭物的血不能断罪，而是在你每
一次献上时，是要叫你每一次都回
想起自己的罪来！所以希伯来书9
：12－14提到说：“因为基督并不
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
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
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尚且
叫人成圣，何况是基督藉着永远的
灵，将自己无暇无疵的献给神，他
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
你们的死行？”
但是律法中间的祭祀制度所产生出
来借着牛、羊的血人可以得着赦罪
的这种信仰一定要废去。为什么
呢？因为这根本不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不是借着动物的血来洗净我
们，不是借着动物的血来称我们为
义！因为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也在第九章这里告诉我们了。所以
不是用牛羊的血，乃是用耶稣基督
这位无瑕无疵的羔羊的血才能使我
们洁净。当祭司代替要受赎罪的人
献上赎罪祭时，照着神的吩咐，这
个牛、羊一定是无瑕疵、无残疾，
是完整的，是健康的，而且是一岁
的羊，这是神的要求，这表示什
么？这表示献在祭坛上的，一定要
是完美的，无罪的才可以。这样，
牛、羊的无瑕疵，不是牛羊本身一
无瑕疵神就悦纳。牛、羊的无瑕疵
是为了要预表耶稣基督是圣洁无罪
的，绝对蒙上帝悦纳的上帝的羔
羊。
所以14节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就把
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耶稣基
督的无罪，在耶稣上十字架以前，
上帝借着两个人来印证。这两个
人，一个是审判他的彼拉多。彼拉
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
来！”所以他就洗手才把耶稣交给
他们。他承认，他是把一个无罪的
人交给犹太人去定罪，交给他们去
处罚，交给兵丁去钉在十字架上。
第二、上帝借着买主的犹大自杀以
前讲了一句话：“我流了无辜之人
的血，”才去上吊的。所以历史上
最伟大的宗教挑战，不是来自Dan

Brown的《达文西密码》、不是《
犹大福音》、不是《多马》福音，
更不是什么“耶稣的坟墓”，这些挑
战根本不足以摇撼基督教的信仰。
反而，历史上最伟大的宗教挑战，
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是从耶稣的口
讲出来的，也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
第八章，“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出我
的罪来呢？”（约8： 46），质问着
当时后的人，质问这现今的道德伦
理，更质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直到
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写这篇文章，
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耶
稣基督的的确确把自己以无瑕疵的
羔羊的身份来献给上帝。

上帝的羔羊
弟兄姐妹，当耶稣在举步跨过血流
成河的汲沦溪时，他看见的是摆在
他前面十字架之路。他那时可曾退
缩吗？他那时可曾后悔吗？他那时
可曾胆缺吗？我不知道！有一天当
我在天家遇见我的恩主时，我一定
会问他。但圣经却告诉我们，耶稣
和门徒是唱着诗歌过汲沦溪的！（
可14：26）犹太人在逾越节一定要
唱诗歌，唱的是诗篇118：19－29
。其中有一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经节，第24节：“这是耶和华所定
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第27节说道：“理当用绳索把祭牲
拴住，牵到坛角那里。”我相信主耶
稣一定是很勇敢的在唱诗，虽然知
道是绝对的痛苦和刑法在等着他，
但他是何等的无惧，何等的勇气！
耶稣基督知道这就是耶和华所定的
日子，就是这一天，而他自己则像
被拴住的祭牲，被牵到坛角那里，
只等待着无辜的他被宰杀，所流出
的宝血为要洗净你我的罪！因为这
一天，真正的赎罪日，真正的逾越
节，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而在这“
所定的日子”里，耶稣基督，他自己
成了那真正的羔羊，流出尊贵的宝
血，不是要染红了汲沦溪，而是要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看哪！上帝的
羔羊！除掉世人罪孽的！”
感谢主！他甘愿摆上自己，甘心为

我们的罪而走上十字架，甘心流出
尊贵的宝血使我们得与神和好！感
谢主！因为他藉着永远的灵，将自
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更洗
净了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行！
所以弟兄姐妹，倘若你已经接受耶
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只需要
一次肯定的接受他。你不要当心说
你今天接受了主，明天因为犯罪而
失去了救恩，需要再接受一次。

忆苑缅怀

那你再犯罪再接受，如果是犯了罪
却还来不及再一次接受主，那岂不
是说你就永远不得救了？不！犹太
人在每年都重复的一而再献上赎罪
祭，但凡接受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
人，则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
说我信主之后有犯罪，而且是犯了
大罪，那怎么样呢？会失去救恩
吗？不！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
人救主的那一刻，你已经得救了，

也开始了你成圣了旅程。在成圣的
旅程上我们都会有软弱，都会有跌
倒的时候，但这却不会影响到我们
的救恩。只是我们软弱后需要求主
来刚强我们的信心，我们犯罪后需
要以一颗谦卑忏悔的心来到主的面
前祈求他的饶恕，好让我们的生命
得以成长，成为主的见证人，为主
在这个黑暗的世代来发光！使我们
能事奉那永生的上帝！阿们。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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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盡怀念許如忠長輩
小仆于今年四月17日至六月11日
赴非洲事奉。原计划于11日晚乘
10:40pm 航班, 由於飞机誤奌, 延
至次日 (六月12日) 凌晨 2:25am 啟
飞, 由於抵杜拜（Dubai）时,卸接飞
机已起飞, 而由航空公司安排赴酒
店休息.在杜拜停留數小时后, 于晚
上9:50 pm 動身赴新加 坡. 当准備
登机时, 收到長女忠貞微信, 告知我
们所尊重的許如忠長輩已於不久前
䝉主召归天. 內心為之一震, 想到長
輩生前不餘遗力的支持神家, 豫然
計划抵新加坡后更改行程趕返墨尔
本，聊表感念長辈之爱。在旅途中,
不断有声音催促笔者当将长辈懿行
写下，逕将思路整理后, 以感恩之心
略述長輩善行於下：
長輩关心謝恩堂。長輩閤府于上世
纪九十年代移民墨尔本后, 旋即加入
我们的教会，当时教会剛購堂后，
正計划扩建，急需经費，蒙其鼎力
支持，使工程稳健进行。他也鼓励
家人盡力参与事奉，諸如探訪、教
会圖書館的建立、主日学老师及詩
班的事奉等---。使教会增加一群
生力軍，協助教会增長，此后謝恩
堂再扩建及設備添購，他亦積極参
与。
長輩支持年会事工。 澳洲华人衛理
公会为稳固年議会经济、協助各处
植堂、支持神學生、設立招待所及

夏長華牧師

擁有自己的辦公室，特于2003年决
定購買 1219 Dandnong Rd, East
Malvern, Vic 3145 的建築物。蒙
長輩大力支持，捐巨资以年会大楼
礼堂記念令尊，之后裝修年会大樓,
他又捐巨款以家平圖書館記念尊夫
人。此外每年捐助年议会属下真道
事奉与宣教学院辦学经费，使該学
院这几年來经費均不虑匱乏。此
外，他也支持神学生助學金，据悉
至少五位受其恩澤。
長輩乐善好施。 與長輩相处可窺知
他以神家为念。記得有一年怀恩堂
预祝华人新春福音聚会，在所租的
教堂舉行，長輩也被邀請参加，目
睹业主白人执事粗暴言語対待，他
見狀卒鼓励自己購置教堂。后来我
们尋得現址，他帅先以巨资認献一
教室以記念尊夫人故何家平女士，
奠定往后三个月付清購堂款。此外
他也捐献柏斯真恩堂巨款, 並承諾若
一旦墨尔本榮恩堂購堂成功，亦将
捐助大筆经費等。当謝恩堂庆祝成
立卅周年之際，長輩交待同工務必
邀請筆者返回参加，及去年厌祝生
日时,也託付同工邀小仆返回参加並
支付上述旅费。
長輩定睛永恆。長輩这几年因健康
問题，需留在墨尔本養病，其事业
交予令幼婿趙少坤经营，他曾多次
公开及私下表揚赵弟兄忠心管理得

許如忠長輩遺照
法，使其無后顧之憂。因此他可以
專心仰望主，且欢迎牧者及主内到
訪。筆者经常訪問他，以舒解他寂
寞之心。每次到訪，長輩均喜欢
唱：最知心的朋友；耶和华是我
的牧者；耶稣爱你及天父必看顧
你----等。在祷告项目中，他盼为
其公子的婚姻，公司的事业，兒女
婿孫等的健康及爱主的心祷告。他
嘗言：他無需很多錢花费，所以有
餘钱支持教会發展。他盼望当走完
世間路后，能与天上的亲人永相
聚。故他愿放下世間的恩怨为主而
活。筆者在謝恩堂事奉时，曾得罪
長辈，逕主内同工協助，终蒙諒
解，感謝長輩海量。
最后一次与長輩見面，是在四月
16日下午，逕長輩告知次晨将赴
医院动手術，蒙嘱咐为其手術順利
祷告，並相约当非洲事奉返回时再
見，设相到此別唯有在天家再相
会。想到人生短暫，長輩能在人生
不長的时日，抓住扩展神家的机
会，为神家立下汗馬之功，深信主
在天上必热烈欢迎忠心有見識的仆
人榮返天家。祷愿長輩至亲及友人
们，步伍先賢脚步，渴望有一天在
天家喜相会。阿们！ n

古人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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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一生
申命记34:7; 使徒行传7:23,30,36
摩西一生的年日是一百二十岁。他首四十年在埃及王宫
里生活，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牧羊，最后四十年带领以
色列人在旷野生活。摩西在这三个四十年里分别学习了
三个功课：第一个四十年，他学习到“我能”；第二个四
十年，他学习到“我不能”；第三个四十年，他学习到“
上帝能”。
三个四十年
在第一个四十年，摩西有幸在埃及王宫里学习埃及人一
切的学问，说话办事都很有才能（徒7:22）。摩西四十
岁的时候雄心万丈，认为自己有才干领导以色列人，并
以为他们必定明白是上帝指派他来解救以色列人的。可
惜，这只是他自己的假想，其实以色列百姓并不愿意受
他领导。
有一天，摩西看见一个埃及人欺压以色列同胞，就出手
干预，把埃及人打死了。法老听到这消息，要杀摩西，
他只好逃到旷野避难。后来摩西在旷野成家，在那里牧
羊四十年。在旷野的那四十年里，起初摩西还希望不久
的将来能回到埃及，完成拯救以色列人的宏愿。但日子
一天天地飞逝，年纪一年年地老迈，体力渐渐地衰退，
回埃及的机会始终没有来到，拯救以色列人的心志也就
慢慢地消失了。在漫长的岁月里，他逐渐觉悟，靠自己
的本领是没有办法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摩西渐渐
失去自信心，认为自己再也不可能为上帝做什么伟大的
事业了。
摩西正想好好地在旷野度过他的晚年的时候，上帝忽然
在荆棘火燄中向摩西显现，差遣他回埃及，带领以色
列人领出埃及来。这差事来得太突然了，摩西一时不敢
相信自己还能受上帝所差遣。摩西没有办法拒绝上帝的
差遣，只好回到埃及。上帝使用摩西在埃及行了许多神
蹟，最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浩浩荡荡地离开埃及，过
了红海，来到西乃山与上帝立约。
摩西在最后的四十年里，靠着上帝的能力带领以色列人
在旷野生活。在旷野的日子，摩西面对以色列人埋怨、
不信、挑衅，甚至反叛等各种艰难。这时摩西已学会凡

潘朝伟博士
退休牧师

事倚靠主，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上
帝方能成事。（参阅亚四：6）
事奉生命的三个阶段
摩西生命中的三个四十年也反映了我们事奉上帝的三个
阶段。首先，上帝赐给我们许多学习的机会，例如受良
好的教育，甚至受专业训练或神学教育。看到周围有
需要时，我们义不容辞，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完全
献上，希望为主大显身手。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能为主作
许多伟大的事业，也很愿意为主燃尽自己。遇见不像自
己那样认真的人，就看不顺眼，忍不住要批评他。我们
有时候还会凭血气行事，不顾他人的感受，也容易得罪
人。在这个阶段，我们往往还很注重方法和技巧，不太
明白事奉主不是单靠知识和才能。
到事奉的第二个阶段时，我们逐渐发现自己有许多软
弱，很多事做起来力不从心，不像从前那么自信了，有
时甚至被自卑感所困，不敢走信心的道路，事奉时有许
多顾虑，很怕失败，担心受人嘲笑。心中常有“我不行”
的想法。这是事奉道路上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在这
阶段中真正认识了自己，知道自己不过是尘土所造的，
有各种软弱。我们明白自己是蒙恩得救的罪人，靠自己
的力量，是不配事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是非常
关键的阶段，若处理得正当，能认识自己的局限，还能
晓得凡事倚靠主，继续谦卑事奉主；若处理不当，对主
和自己都会失去信心，被自卑感所困，陷在在软弱和失
败中，常常感到内疚，有些人甚至因此不再事奉主，离
开全职事奉的岗位。求主怜悯，使我们经过这个阶段之
后，信心就比那被火试验的金子更显宝贵。
事奉的第三个阶段是最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的人都
知道，能事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上帝的恩典，是
祂所赐的福份和极大的荣幸。他们也清楚明白，事奉永
生的上帝，不能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必须靠祂所赐的
恩典和能力，因此事奉时无论困难有多少，都能忠心到
底；无论任务多么艰巨都能靠主的恩典完成主所交付的
使命。无论我们目前在哪一个阶段，都求主看顾保守我
们事奉的心志，也使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成长。 n

教区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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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在旷野事奉的反思
施洗约翰在旷野的事奉是所有事奉者当学习的榜样。约
翰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骆驼
毛衣。在今天人的眼中，他可能是一个彻彻底底失败的
牧师传道。甚至别人还会以为他精神不正常。然而，他
一开口讲道，神的灵就在他的身上。
施洗约翰选择在旷野作为他的“布道站”，而不是在堂皇
富丽的圣殿。他没有任何的同工，只有一个人孤军作
战。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上帝没有透过当时的祭司来宣讲
祂的道呢？难道当时没有了祭司和圣殿吗？有的！这些
祭司是按着正统神学院训练出来的啊！照理他们满有能
力来宣扬神的道啊！
只是适得其反，神的道和神的灵竟然临到在旷野的施洗
约翰。为什么是在旷野的施洗约翰呢？这不是很麻烦
才能听到上帝的道吗？因为要千辛万苦跋涉才能到达旷
野。
今天，不管是传道人或是信徒都有着这样的念头---喜
欢到大教堂（大教会）敬拜。我们认为大教会能有这么
多人，肯定那里是比较好。那里的儿童主日学教得比较
生动，手工做的比较好玩。那里的领唱比较有水准，更
能打动我们的心来敬拜神。那里的讲道更激励人也更生
活化。
这些都是一般信徒选择教会的准则，而牧者也喜欢留在
大堂会事奉，因为有更多的同工，人才，有更多弟兄姐
妹的爱戴和关心，或是觉得以我这样的人才，就应该在
大教会事奉，才不至于大才小用。不管是谁，我们选择
教会不应当以大或好的教会为主导。那些又大又豪华的

问题解答

林忠傧牧师
谢恩堂

教堂不一定有神的道。它只是满足我们肉体的享受，却
不能领我们进入到神的道中。反观，一间又小又简陋的
教堂（聚会的地方）有神真道的供应。虽然这里物质贫
瘠，却是满有神的祝福。
我们很容易误解以为教会人多就是神的灵同在的表现，
这就像比较灵验的寺庙香火鼎盛，而人数少的教会也就
表现了这里没有神的同在。从施洗约翰的事奉来看，神
的灵同在并不是以多为表现，而是以悔改为表现。一个
被圣灵充满的人并不是以恩赐多为根据。约翰并不是以
行大神迹和奇事来吸引人。其实，他没有行过任何一件
的神迹。他只单单传讲悔改的道。整个讲道的内容只注
重要悔改，不是怎么样的福气来取悦听众。他将焦点放
在耶稣的身上，从不窃取上帝的荣耀。从这里我们明白
被圣灵充满的人该有的正确态度。
另外，施洗约翰从不怕一个人孤军作战，他不拉拢人来
支持他。他常常是一个人和上帝独处。这也是他事奉
能力的来源。反观今天我们的事奉能力来源来自哪里？
来自很好的社交技巧？还是来自取悦别人？约翰是一个
非常厉词苛刻的人，斥责起人来一点都不心软，然而听
众还是不抱怨。由此可见，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谦卑受
教，愿意被神的话来管教。
教会是尊崇神的道的地方。尊崇神的道就一定要斥责罪
恶。斥责罪恶的时候可能就会输了人之间的关系。如果
我们斥责罪恶而怕得罪人的话，我们传道人的事奉的对
象是人，不是神。教会如果不中意听斥责的信息，教会
只能衰败下去的可能。愿上帝在今天兴起像施洗约翰的
传道人，以及关注讲悔改的信息的教会。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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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尧牧师
马来西亚砂罗越诗巫神学院讲师

牧师，太十八8-9：“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
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
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
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
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两处经文说
到若我们不保守自己而被绊倒，我们的惩罚就是”永火”

和 “地狱的火”。这是否表示信徒也有可能会失去永生？
答：
要暸解主耶稣这教导，至少须明白两个背景：一是古代
人所熟悉的断肢刑罚（参：出21:24-25）；二是当时
有些犹太思想家对复活的观念，他们认为，人复活时的

形状跟他死去时一模一样，如缺手缺腿（像许多殉道
者），但是後来会复元，耶稣就采用这意象。
在上文，主耶稣已提出两大关怀：一，门徒要谦卑和
纯真，像小孩的样式，才能进上帝的国（太18:1-4）。
二，不要绊倒人或令人“跌倒”，也就是导致人犯罪和离
开纯正的信仰（18:5-7）。接下来，主耶稣就指出，保
守自己常在天国里，有正确的心态和信仰，在生活中
不“跌倒”，直到进入永生的重要性。主耶稣采用当时人
们所熟知的断肢法和对复活的看法，来描述一个人若犯
了罪，宁愿接受地上的刑罚，被断肢，也不要失去在天
国里的福份和永生，被丢在永火里。只要人肯悔改，即
使已被断肢，现在只有一只眼，或一只手，或一只脚，
不过，能进入永生，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上帝还会医治
他，使他复原，拥有一个完美荣耀的身体！（参：林前
15:35-44）
这一段话是否表示信徒有可能会失去永生？我认为，可
以这麽说。但是，请记得，新约圣经一直显示，只有一
种状况会使一位信徒失去永生，就是离经叛道，完全否
认基督的救赎。换句话说，“跌倒”──犯罪至离开真信
仰，否认主耶稣的名，不再承认祂是道路丶真理丶生
命，才会导致灭亡。
使徒保罗在谈到外邦人因信基督而称义，反而是犹太
人想要凭行为立自己的义，就得不着律法的义时（罗
9:30-10:3），他说：“可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
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信主的外邦人］是有恩慈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
且他们［犹太人］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
上帝能够把他们从新接上。”（罗11:22）请注意保罗强

见证分享

调，信主的人必须“长久在上帝的恩慈里”（continue in
His kindness, NIV）。若一个信主的人离开上帝，消灭
圣灵的感动，不再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甚至跪拜事奉别
神，那麽，他就会“被砍下来”！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指出，一位已信靠耶稣基督的犹太
人，若因宗教迫害而离弃基督的道，否认主的名，返回
犹太教再献祭，他“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因他“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
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来10:26-31）
使徒约翰在写约翰一书时亦语重心长地说，信徒
若不自守，远避偶像，跑去跟从异端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否认道成肉身，那麽，他就犯了“至
於死的罪”（sin that leads to death）。一位否认道成
肉身的信徒，就不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了，那麽，
他就失去永生（约一5:12-21）。
简言之，圣经所启示的救恩论是：一次得救，一生
在基督里事奉真神，永远得救（once saved, always
serve the one, true, and living God in Christ, always
saved）。中间那一句“一生在基督里事奉真神”，不是“
永远得救”的条件，而是“一次得救”的天然延续，正如
主耶稣所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
丰盛！”（约10:10）
犹大书里有微妙的双重强调：一方面，天父上帝能保守信
徒不失脚，叫我们无瑕无疵丶欢欢喜喜站在祂荣耀之前，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儆醒地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
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20-21,24-2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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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感言
感谢主的恩典，拣选并拯救我这个
软弱的人，更给我机会在澳神读
书，在神的话语上受装备，并靠主
恩典完成了道学硕士的学习，这一
切都是主的恩典。我深深体会到离
了主，我什么也不能作；唯独祂是
我的力量。在此，我特别感谢澳神
和 Christ College 老师的教导和鼓
励，感谢同学们的帮助。
2009年我读到诗篇90篇很感动，
思想到人生之短暂，真需要求主

许淑琳
救恩堂

赐下智慧的心，懂得数算自己的
日子；当时我心里就很愿意事奉
主。2012年开始读学位课程，刚上
了两门课，就有许多作业要做，而
且有的作业也不容易作，我祷告，
求主帮助，次日早上神给我一句话“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
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书
1:3）神的话提醒我，学学位课程就
好像进迦南地，神要求我凭信心进
入，祂要把迦南地赐给我。靠着主
的恩典我完成了道学硕士课程。

感谢主让我参与福音事工，看见耶
稣是伟大的救主，祂亲自拯救人。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愿意作主
的器皿，被主使用，忠心传扬主的
福音，直到主的再来。
感谢主在过去的几年中带领我在救
恩堂作福音工作，看见神奇妙的
作为，也特别感谢教会历届牧者、
教会领袖和弟兄姐妹们的鼓励和帮
助。 n

宣教脚踪

14

非洲宣教(2018)事奉記

夏長華牧師

蒙主恩領,由新加坡国际事工差会林厚彰主任安排下,于
今年四月17日至六月12日赴非洲短宣事奉,其間可经历
如保罗所云:“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蹤]何等佳
美。”<罗十15>筆者于17日晚抵新加坡与林博士商討
后于19日動身前往事奉,兹将此次事奉行程简报如下:

人出席。傍晚則在廣東小组与喜乐町联合小组分享，十
人出席。

一 馬達加斯加

此次行程,真经历到主灵同工,無論探訪、个人佈道理、
訓練、分享、証道,带領小組及輔導均感受到主加添力
量,祷愿更多同工加入宣教事奉,带領更多毕人归主。 n

四月19日凌晨1：40 am 由新加坡啓飞, 经杜拜市
(Dubai)转機于19日午4:25pm扺約翰內斯堡市(简称约
堡市)。轉乘肯尼雅航班赴马達加斯加首都塔那市。中
途在乃洛比的Lounge过了一晚,而于20日午2:40pm 扺
馬達加斯加首都塔那市, 廖教士來接机。馬阈人口约二
千万，华人有七至十万人,筆者于四月20日至五月28日
在此事奉, 除了六場证道（包括升天节证道）五月13日
母亲節主日(圖1)；每周1-2次探訪，帶領主日崇拜后查
经班，周三睌偶而負責耶穌比喻研究及負責两班成人洗
礼训練班，总共八位于五月27日接受成人诜礼加入教
会(見圖2)。另蒙安打排于五月20-21日同工退修会(見
圖3)作專題演講。

二 埃塞中文教会
笔者于五月29-六月4日赴埃塞尔比亜首都AddisAbaba
事奉，該城人口約四百万人，全国华人约七万人。小仆
首日上午拜会SIM Ethopia主任,另有三天與徐传道一起
向华人传福音分单張，有两天与赵进傳道一起，其中先
陪一位生日的姐妹, 前往高尔夫球场, 一齐分享並豉励。
周末晨則与趙进传道个别分享事奉需知。当晚在其府上
有家庭聚会(圖4)。次晨負責主日証道 (圖5)。

主日上午北区聚会証道，26人出席。晚上在喜樂町聚
会証道,60人出席。

圖1

三 約翰內斯堡
小仆于六月4-11日赴约堡市事奉,由於政治,治安及经済
下滑,不少华人归国,目前剩下约10万华人留在约堡市。
也由於南非蘭特下跌（1美元=12.5蘭持）,生意难做,
有些华商紛纷更改经營行业或归国發展。小仆于4日下
午抵约堡市, 謝牧師伉俪接机后直奔祷告中心,由該中心
招待晚餐,之后参加祷告会。次晨Dr.JudityHeerJaggi
(SIM Regional Leadership)偕夫婿來接小仆去参观他
们新的SIM接收辦事处,稍后赴其府上作马達加斯加之事
奉交流。午餐后, 她倆送小仆返教堂招待所 (圖6) 当晚
與段牧師伉俪与謝牧師伉俪共进晚餐。(圖7) 周三晨參
加北区蒲公英小组並分享 (圖8),有十五人出席。晚上参
加Boksburg小组，筆者分享,有十人出席。周四探訪中
阈商域,中非商城及百家商城。晚上在中非小组聚会,筆
者分享,有十二人出席.周六中午在青少年分享 (圖9)，12

圖2

圖3

圖7

圖4

在约堡市与段牧师伉俪(左1,2)及謝必胜牧师伉俪(右1,2)

圖5

圖8

圖6

想到写到

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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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急需老少学校

雷德意传道
福恩堂

1迫切留意老龄化

2有孙好抱是福气

“。。。白发是老年人的尊容）（箴言20：29b）。不
要小看人年老。老年人能辨别是非，经验丰富，信心稳
固，受人尊敬，灵性美好与智慧充沛。社群老龄化是无
法否认的事实。由于医学发达，人们有更好的卫生知
识。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话对今天的社群来讲
已经落伍了。应该说人生九十古来稀。马来西亚前首相
今年九十三高龄，还准备做新的一任首相。如果成功的
话，他就是全世界最年老的高层领导人。各国政府都为
发养老金大伤脑筋。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要常为长辈安
排节目，免得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的时间。

最受赞扬的老者就是《抱孙》，内孙或外孙。偏偏这个
年代中年一辈都认为生养多麻烦也多，一个或两个就
够，弄到长辈要抱孙却没有孙好抱。只好抱电视机、报
纸或杂志。生活不需要花脑筋，脑筋就越来越迟钝，最
后进入老人痴呆症。到那时要抱孙却也不能，自己却需
要别人来照顾。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长者成立一个老龄
学校，再好也不过了。

3 避免老者痴呆症
中国早就有老人大学。那是真正的大学，只是科目比较
简单，适合老年人的口味。如一个老者喜欢计算机，

他/她就可以修计算机科。若对煮菜与做蛋糕有特别兴
趣的就可以修家政科。听说澳大利亚某大城市也设有
如此的大学，这样就能造福许许多多的长辈。今天在
澳大利亚各教会有老者团契，如乐龄团契，长青团契，
鹤龄团契等，每月聚会一次或每星期一次。由于这样的
团契不多，散落在各角落，能够去参加的人数也不多。
若我们能找一个中心点，成立老者学校。每星期上课三
四天，老者都有一种心理上的负担，到了时间都会去参
加。这比儿女们天天奉献大鱼大肉给长辈更加有意义，
使他们每天都能够学到新的东西。天天动一点脑筋，避
免将来会得到痴呆症。得到痴呆症的人很辛苦，儿女照
顾更加辛苦。所以我说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老者学校，可
以免费给老者上课。还等什么时候呢？希望我这篇稿件
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佛经，以为那是天经地义的好事。谁然那老师没有谈佛
经；但学校准是在佛堂，老师也该是从佛教出身的。要
知道老师影响学生很大，甚至孩童只听老师的话，却不
听父母的话。为了避免发生这不愉快的事，不如实地矫
正多开华语学校，创立福音性的华语学校，这是无法再
等的一个事实。

4 孩童走当走之路

6 书中自有黄金屋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箴言22：6）。第二点我要讲的是建立儿童华语学校。
我知道好多教会在开办；但有更多的教会却没有去办。
不办的原因就是大家太忙，工作忙，应酬忙，儿童学习
功课忙。大人没时间去教，儿童没有时间去上课。我感
到遗憾的是有些家长看到弘扬中华文化是那么重要，不
忍心儿女不懂得这灿烂如花的文化，礼拜天早上就带孩
子到一个佛堂去上课。再说那老师们没有对儿童们灌输

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诗巫（也是我的家乡）的牧师（博
士）说，全世界华人区信基督的百分率，最高的是诗
巫，超过三分之二的华裔为基督徒，市面到处都是礼拜
堂。为什么会做到这样成功？当然有很多理由。但其中
一个是无可否认的是：有教堂就有中文学校。中文学校
与教会并驾齐驱。一般老师在上课时都先祷告。教出来
的学生几乎都是信徒。我们当然要模仿与学习。盼望各
位发出共鸣，同心建造老少学校。 n

特别报导

5 书中自有主话语
现在各教会所用的教材多数来自台湾的繁体字以及大陆
来的简体字。当然各有长处。但都没有福音性的课文。
我建议基督徒要从新编辑新课本，这课本一定要插入福
音的信息，才不辜负主耶稣舍身流血的救赎功劳。如何
敢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呢？很多都变成《香蕉人》，外皮
是黄的，里面却是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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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卫理公会颂恩堂
西北布道站献堂礼后记
颂恩堂西北布道站终於有了自己的家。
从今年正月二日首次获知在塔州伯尼市的Acton住宅区
一间弟兄会教堂要出售後，颂恩堂的牧师，领袖们皆伯
尼布道站的核心家庭成员都为着购堂目标努力。
短短的将近3个月，在澳洲和砂拉越的卫理大家庭成員
們鼎力支持奉献， 30万的目标成功达到，教堂顺利在
今年四月12日移交。

許守勤
颂恩堂西北布道站

尽管伯尼入冬荫霾多雨，神特别在当天早上开启蓝色天
空，阳光普照，让与会者踏着阳光来到他的聖所。
献堂礼崇拜是以中英双语进行，由官清忠牧师和许守勤
弟兄担任主席，典禮開始后陈美郿姐妹率領敬拜團以音
樂歌頌赞美神，典禮的開始禱告由林忠傧教区长帶領，
隨即就由许守勤弟兄讲述一段布道点的历史。
敘述历史后就是庄严的献堂礼，由官会督主持。

西北布道点的弟兄姐妹之後就从租借的浸信会，搬进了
自己的「家」。

在颂恩堂诗班呈现一首圣诗后，官会督就開始講道，講
道題目是“神丰盛的恩典”。

六月十六日早上十点半我們舉行献堂感恩崇拜。
当天澳洲卫理公会会督官佰全牧师伉俪，南教区长林忠
傧牧师年会交友领袖陈守仁弟兄，南教区教友领袖林国
地弟兄，霍巴特主理张功荣牧师，塔州两间堂会会友代
表和伯尼当地的牧师和基督徒都被邀请出席，出席人数
高达160位。

隨後两位教友领袖各自上台给予會眾勉励的話，整个献
堂礼最後是以切蛋糕仪式和合照作为结束。
在教區長林忠傧牧师做個簡單的謝飯禱告后，會眾移
步去宽坦的副堂享受Doris Yii姐妹和团队预备的丰富午
餐。

的信心旅程，神在操练我们，也不断的为我们开路，他
的应许一一实现在我们眼前，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的恩
典烙印。
今天神大有恩典，在一个从未有华人教会的异地，赐给
了我们一座上好的硬件(新堂)。其设备和设计比不少教
会完善很多！
当天，神的儿女踊跃欢聚一堂为着神殿启用欢庆喜乐。
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出旷野，进美地，经历了白天云柱，
夜里火柱，神就与他们同在的日子，我们感同身受上帝
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心中实在充满感恩。这三个月的捐款行动就是特别

特别报导

祈愿我们除了感恩教堂的建立，还要好好地运用它！
在这塔州西北我们要忠心地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的使
命，点燃自己的生命，点亮教会的火炬，成为锡安山，
成为塔州西北社区的祝福。
「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
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历代志下7:1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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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恩主相伴

Living in Faith, Walking with Jesus
是荷伯特信恩堂10周年庆的主题，
回顾10年来神在塔州所留下的神“
迹”。一切都是神的爱，恩典和怜
悯让塔州南部兴起一批带着卫理精
神的子民再一次点燃曾经在19世
纪初在本岛所失去的那曾有的复兴
之火焰。信恩堂从2008-2017租借
Sandy Bay 浸信会的教堂为主日崇
拜的地点；在2018年初，在神的引
领下移到Wesley Uniting Church。
神奇妙的引领把华人卫理公会和本
地的Wesley Uniting Church“砰“在
一起。Wesley Uniting Church 现
有的人数只有10几位年长的会友,其
中一些似乎还一直持守卫理精神，
因为他们的会友领袖和其他的会友
见到华人卫理公会时，眼中似乎看
到了曙光和希望，并且非常乐意与
信恩堂的牧者和领袖们在事工上配
搭。
信恩堂已十岁了。在这十年里，
神不断的差派祂的仆人– 吕占锁牧
师，李志明传道，于建华牧师，官
佰威牧师和现任的张功荣牧师以及
一批又一批的同工来建立祂的教
会。我想信恩堂的成长过程和许多
刚起步的教会大同小异；间中经历

了许多的起伏和波折，如人数的流
动、同工和经济上的缺乏等等。但
是神的恩典浩大，让信恩堂的弟兄
姊妹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神的信实和
丰富，更可贵的是神的灵慢慢的培
养起弟兄姐妹的信心，使到教会无
论遇到顺境或是逆境都懂得单单的
仰望依靠神。信恩教会在这些年来
最大的学习就是对神的“信心”，也
就是这次十周年庆主题所要表达的
信息。
租用现在的Wesley Uniting Church
是2018年事工的转捩点。十周年庆
同时提醒信恩之家的弟兄姊妹们还
有许多未得之民，得继续努力为主
做得人的渔夫。当天澳洲华人卫理
公会会督官佰全牧师伉俪，澳南教
区长林忠傧牧师，年会会友领袖陈
守仁弟兄，澳南会友领袖林国地本
处传道，官佰威牧师和约110位出
席者一同参与见证这庆典，当中有
本堂会友、本地的Wesley Uniting
Church、颂恩堂、Burnie布道站以
及福音朋友们。整个崇拜是以中英
文进行，由张功荣牧师担任主席，
赞美时光由Ricky弟兄，Annie姊
妹，Audrey姊妹和Sarah姊妹来带

Vincent Ling
CMCA 神学生

领，澳南教区长林忠傧牧师开始祷
告，随即儿童诗班，会督的证道，
成人诗班，历史回顾，教区长和两
位的会友领袖的勉励，最后堂会诗
班带领会众唱结束诗歌及会督的祝
福，结束崇拜。会后我们一起享用
美味茶点和在主里的团契交流。
在此我要感谢神通过年会历年来的
大力扶持；牧者和同工们为信恩堂
不住的祷告支持，和无微不至的付
出，来完成神所托付我们在荷伯特
和在整个澳大利亚华人卫理公会的“
大使命”，使福音广传和建立主的
门徒，直到世界的未了。最后我愿
以希11：1来结束这次十周年的心
得。“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低，是未见
之事的确据”。一个爱神的人，他对
神的信心必是相对称的；爱祂的必
有行动来证实他对神的信心。 n

堂会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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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恩堂
2004 年的五旬节，在上帝的看顾及保守下，成立了诺
沃布道站。于此开始在阿德莱德市东区开展华人福音的
工作。
布道站开始时是借用救世军诺沃堂聚会，后因救世军收
回该聚会点，诺沃布道站只好另寻聚会地点；在2006
年迁至Kent Town卫斯理联合教堂地点聚会。
2018年执事就职典礼

感谢天父的引领，诺沃佈道站终在 2010 年年议会中通
过议决耀升為堂会，名为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圣恩
堂。目前平均出席人数为45位，儿童主日学平均出席
是11位。本堂崇拜的特色是：以中英语进行，每个月
有教会诗班和儿童诗班的献唱，并且有非华裔的弟兄姐
妹融洽的跟我们一同来敬拜神。

在牧者与执事的合一配搭侍奉下，圣恩堂于三月份定下
了前面三年的教会目标和计划：今年，主日崇拜人数目
标是75人，于9月22日举行中秋诗歌布道会，并计划在
圣堂安装空调。

教会诗班复活节献唱

儿童洗礼：陈恺萱和张仪

儿童诗班献唱

2018 青团职员

2018年上半年，除了执事和团契职员就职之外，在圣
恩堂众弟兄姐妹们的见证下，还有两位姐妹入会，两位
孩童在父母的引导下受洗，并为余自力牧师举行欢送
会，同时欢迎锺美琼牧师前来圣恩堂牧会。

孝亲主日举行敬老会

4/3/2018 欢送余自力牧师

请大家常常为圣恩堂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使他们在阿德
莱德北区为上帝作美好见证，传扬福音。自从 2016 年
6 月购买现有的教堂，目前贷款尚欠 20 余万澳币。如
果您蒙上帝感动，愿意在金钱上支持此事工，欢迎联络
锺牧师 0421993927。 n

2/4/2018 堂会出外郊游
圣恩堂每周的聚会如下：

初成农历新年聚会

祷告会

周四7:30pm 中英崇拜

青年团契

周五7:15pm 儿童主日学 主日10:00am

初成团契

周六4:00pm 儿童诗班

主日12:15pm

少年团契

周六4:00pm 教会诗班

主日1:30pm

沐恩堂
沐恩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7月23日，谢恩堂在
墨尔本市区300 Little Lonsdale St的学生宿舍办公室举
行第一次市区主日崇拜。
因我们的崇拜人数逐渐增加，崇拜地点也逐渐换到更大
的地方，我们从Welsh Church到Little Bourke St的福音
堂，再到123 Little Bourke St的礼拜堂。2006年，我们
搬到了717 Flinders Street直到今天。2007年，感谢神
的恩典，谢恩堂 “市区崇拜“升为堂会，即“沐恩堂”。
我们的华语崇拜与英语崇拜及主日学同时在上午十一时
正进行；崇拜前我们有詩班練唱。周间我們有两周一次
的英语查经小组聚會。
今年二月四日我们开始了每周堂会性祷告会，并于三月
十一日分别开始了华语和英语祷告会。此外，我们于三
月四日和三月十七分别开始了华语查经祷告聚会和家庭
小组聚会。并与三月十八日开始在主日崇拜中增加为主
日学学生祷告。

2018 教会营

2018 诗班

2018 农历新年聚会

感谢神带领我们在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一日在The
Summit Camp 成功举行了教会营。主題是“逆流而上
的生命Rising against the tide”。讲员为苏慈安牧师与
Moses Khor。
我们于四月八日顺利举办了事奉训练会。我们于四月二
十九日开始每月一次的华语会众和英语会众在主日崇拜
后一起享用茶点，彼此团契。

每周查经聚会

感谢主让我们过去的12年可以在717 Flinders St 的
Mission to Seafarers的建筑物聚会。因着建筑物今年
需要装修，我们需要搬迁到另一个聚会场所。请为我们
寻找适合的租用地点代祷。愿上帝继续带领我们，让我
们继续在市区为主发光。 n

2018 事奉训练会

主日10:00am

堂会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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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恩堂
1 耶和華以勒的上帝，祂必供應。從2018年開始，年
議會委任兩名全職牧者來福恩堂牧养治理教会。我們有
兩位忠心的退休牧者---陳如芳牧師和葛菲斯孟牧師, 以
及一位非常委身的蔣文玲本處傳道，他們與我們的兩位
全職牧者同心合一侍奉。現在，雷少康牧師主要牧养英
語堂，鄭日強牧師牧師主要牧养Wishart布道站。感謝
教会的领袖與牧師一起同工尽心尽力地安排莊嚴的主
日 敬拜。我們也在翻新教堂屋頂, 求神保守一切顺利進
行。

									 陳如芳牧師

				 葛菲斯孟牧師

2 官佰全會督、雷少康牧師、葛菲斯孟牧師、張漢
夫、Michael Fong、Charles de-Jonge博士、Joseph
Kapeleris和Peter Empson是我們英語堂的講員, 我們
也會邀請其他經過會督所批准的客席講員。
3 感 謝 主 ， 有 張 漢 夫 和
Michael Fong（分別擔任律
師和會計師的全職工作）在百
忙中幫助英語事工。我們正在
努力地尋找本土的聖經教師或
牧者來教导英語查經小組、團
張漢夫 Michael Fung
契或英文主日學。

特别报导

4 衛理公會布里斯本 青年大會
我們看到年輕人很樂意參加跨教會的領袖訓練和布道事
工，我們的青年輔導員得到福恩堂和主恩堂的支持，於
2018年7月3日至6日在Crossdale的Somerset營，舉行
布里斯本青年大会（距離布里斯本100公里）。其中的
詳情如下:
目的：培養青年領袖人才，提升他们的傳福音意識
青年大会的特點：
• 投入好的資源，例如邀請國內知名的講員
• 阿姨和叔叔們準備的美食（美味和愛心俱備）
• 期待將來他們也能夠組織類似的大會
1 Wishart佈道站及其購堂計劃
現在大約有60位信徒在佈道站聚集，其奉獻可以足夠
支持一位牧者的薪津。購買堂會的計劃已經籌備了有一
年之久,具體細節如下：
目標：首選是倉庫（主要是因為價格問題），但購買教
堂也是可以接受的。
金額：150萬
容量：300-400人
預備時間：由2017年底開始,3 - 5年之內完成。
面積：10,000 - 20,000平方米
地點：距離Wishart5-10公里
已收取/認捐的奉獻：14萬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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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世界衛理宗華人教會
聯會神学会议的个人感想
我为着能再次被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邀请在神学会
议中呈献一篇文章而感恩。这第六届神学会议的主题
为“循道卫理宗之教会观”。
1.			 参与者：代表了世界各华人卫理循道宗所有的首
長、讲员、回应者、同工，教會领袖及委员会成员，就
是来自台湾、香港、新加坡、西马、砂拉越、沙巴和澳

廖玉强牧师/博士
颂恩堂西北布道站

洲。能在卫斯理传统的大家庭中真是美好的事。
2.			 因这是一个严肃的神学会议，有七个文章被呈献，
并牵涉主题的圣经、历史、神学和教牧各层面。对我个
人来说，这些文章都拥有很好的呈献、回应和讨论。因
此，这会议是有果效和有益的，因它们都是富有学术性
的研究和呈献，并对21世纪的华人卫理教会有积极的

荣恩堂
A 三个愿景（2016-2020）
1．拥有属于自己的教堂
2．拓展第二代英语事工
3．带领120人加入教会

B 使命宣言：建立荣神益人与健康成长的教会，
使信徒成为有生命影响力的门徒
C 第一季事工简报（1-3月）

2．家福（家庭福音探索福音聚会；7, 14, 21/4）
3．孝亲节（13/5共建合神心意的家庭-华福总干事
			 陈世钦牧师）
4．福音聚会（20/5龙飘飘牧师-诗歌见证分享会）
5．二周年堂庆（27/5主题-多结果子）
6．执事会同工及家眷聚餐交流会（9/6）
7．感恩主日（10/6）向服事的同工表达感恩
8．采用“简约力”书籍作为领袖灵性反省更新的驱动力
																										 （在祷告会中分享） n

1．事奉人员就职典礼（7/1）
2．全年事工规划研讨会（5, 12-13/1）
3．事奉人员成长训练会（20/1）
4．青少年每周五晚举行聚会（二月份开始）
5．孩童开始领圣餐（4/3）
6．捐血活动（10/3）
7．苏慈安牧师负责领袖训练（28/3）
8．户外运动郊游日（31/3）

D 第二季事工简报（4-6月）
1．七位孩童受洗（1/4）

教牧意义。
因我已参加了多数（若不是所有）循道卫理宗的神学会
议，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今天在卫理之旗下的神
之子民比过去都更熟识卫斯理的遗产。

在未与其他神学传统的人一齐同工之先，知道并欣赏自
己所拥有的传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三一神是一位富有
色彩的人，祂使用合乎圣经的不同基督教教派来成就祂
的目的。我们为着我们是基督的身子很重要的一个部
份，并在澳洲执行大使命来感谢神！ n

会督行程

•		 所有年会的牧区堂会/布道所都重视祷告和禁食。

21/06 10/07/2018

取年假（18/07另取一天假期）

11/07 17/07/2018

远赴韩国首尔参加世界循道卫理
宗华人教会联会议会

22/07/2018

主日于谢恩堂证道

28 - 29/07/2018

在澳西教区事奉

02/08/2018

参加程式部门各主席会议并与教
区长们会晤

03/08/2018

参加牧职部会议

04/08/2018

主持执行部会议

05/08/2018

在三一堂主日证道

•		 于阿得雷德2018年举办之年议会议会，牧者林文光

12/08/2018

参加三一堂廿五周年庆典

		 牧师及鄢礼银牧师与筹备委员们之间的同工搭配。

16 - 21/08/2018

赴所罗门岛屿事奉

•		 2018年11月22日至25日即将举行的年议会议会选举

26/08/2018

于福恩堂廿九周年联合崇拜证道

		 下届会督和其他部员。

31/08/2018

参加卫理医疗和宣教团队部会议

02/09/2018

主日于谢恩堂证道

牧区堂会-祷告：

03 - 06/09/2018

参加柬埔寨卫理公会教会临时年
议会会议

•		 所有牧区堂会/布道所在2018年能与年议会齐心去落

感恩及代祷事项
感谢神：
•		 于16/06 由官会督主理启用塔斯马尼亚西北布道站新
		 教堂感恩崇拜，圆满结束。同行者包括年会会友领袖
		 陈守仁弟兄、澳南教区教区长林忠傧牧师及澳南教区
		 会友领袖林国地弟兄。
•		 17/06与卫斯理联合教会会众一起欢庆信恩堂十周年
		 感恩崇拜，共沐主恩。
•		 眷顾保守官会督与会督娘所有的行程平安顺利及牧者
		 领袖们忠心耿耿执行任务。
•		 在各牧区堂会和布道所全力以赴之支持下，年会的经
		 济需求得到供应。

年会 -祷告：
•		 求神赐予神学生们力量与智慧, 在学业上力争上游，
		 认真学习。
•		 上帝继续带领和指引所有牧者们在2018年执行所委
		 托的事奉并传讲教导今年主题“转化教会，改变社
		 体”。

•		 所有卫理公会的堂会/布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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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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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卫理医疗和宣教团队所需的资金及其事工，帮助和
		 接触国家如柬埔寨，尼泊尔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贫困
		 人民。

		 实年会通过的所有的计划。
•		 圣恩堂和信恩堂尚需的建堂款项。
•		 所罗门岛屿布道所欲购买一间店屋作为崇拜场所所需
		 的建堂基金。
•		 所有被委派至各牧区堂会/布道所的牧者们都能尽心
		 竭力牧养治理教会。
•		 会众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事并慷慨解囊各堂会经济的需
		 求。

年会牧者与家庭–祷告：
•		 牧者们有健康的身心灵。求神使用祂的仆人来牧养祂
		 的子民并扩展祂的国度。
•		 官佰全会督和会督娘有健壮的体力与充沛的恩典及精
		 力来应付诸多的事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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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来安排各教区的事工。
•		 为着在宣教区巴布新几内亚服事的吴庆明牧师、蔡晓
		 明牧师及师母、官清义姐妹、陈美华牧师，王涛传道
		 及师母和所有弟兄姐妹的安及健康祷告。
•		 为杨小琳传道在所罗门岛屿布道所之事奉祷告。

陈素卿姐妹令夫婿
钱敦仁
钱敦信

贤昆仲令尊 钱有立弟兄八秩荣寿誌庆

【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
澳洲墨尔本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
会督官佰全牧师夫妇			
林忠傧牧师夫妇				
周家熹牧师夫妇				
黄永森牧师夫妇				
夏长华牧师夫妇				
林伟牧师夫妇				
刘利宇牧师夫妇				
颜明智牧师夫妇				
于建华牧师、刘勇师丈		
雷雯冰牧师、王世和师丈		
康祥文牧师夫妇				
郑新华夫妇				
黄忍祥夫妇				
张兴夫妇					
卢恩生夫妇				
陈祖沙夫妇				

夏长炎夫妇			
陈锡强夫妇			
叶乃忠夫妇			
叶祖荣夫妇			
许庆兴夫妇			
陈成就夫妇			
黄顺兴夫妇			
黄其端夫妇			
钱长开夫妇			
林鸿焯夫妇			
许仕钊夫妇
黄裕华夫妇
陈守仁夫妇
陈丁勇夫妇
牛利峥夫妇
林美德夫妇
同敬贺

黄秀莲姐妹
许月蓉姐妹
许庆香姐妹
黄聿嫦姐妹
罗保珍姐妹
陈惠仁姐妹
柳彼莉姐妹
卢霖蒂姐妹
卢义安弟兄
许庆麟弟兄

2018年 第二学期课程
Upcoming Modules for Sem 2, 2018

课程 Module

语⾔言
Lang.

老师 Lecturer

⽇日期 Dates

墨墨尔本 Melbourne
青少年年事⼯工 Youth Ministry
基础教牧辅导*

中，E 李李世耀牧师 Rev Sai Yew Lee

14/7, 16-19/7

中

林林宝强牧师

24-26/8, 21-23/9

中

⽅方友义牧师

28-29/7, 11-12/8

中

周家熹牧师

27-29/7, 10-12/8

中

周家熹牧师

14-16/9, 12-14/10

柏斯 Perth
信徒的事奉与领导

布理理斯本 Brisbane
基督徒灵程学

阿得雷德 Adelaide
基督徒灵程学

*《基础教牧辅导》将开放给其他中⼼心的同⽣生在⽹网络上课，若若有兴趣，请尽早与办公室联系。
以上上课时间可能会变动，请联系办公室确认。The dates above may change, pls contact office to confirm.

电邮 Email: admin@lamm.org.au; 电话 Phone：(03) 9973 6137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in Australia

AC Women Fellowship & Adults Fellowship Combined Retreat

(二)

(三)

(四)

重思教会团契

重审文化使命

重拾福音使命

Reviewing Church
Fellowship

Reiterating
Culture Mandate

Regaining Gospel
Mandate

(一)

主题： 重修家庭祭坛
Topic：

Rebuilding
Family Altar

讲员：

龚紫阳牧师 Rev. Dr. Adrain King

● 纽西兰华人临时年议会会长
● CST 教牧博士
Speaker： ● 纽西兰颂恩堂主理牧师

NZ CMC Provisional AC President
Doctor of Ministry
Christchurch CMC Minister

报名费：$270(澳西澳东教区) $290(澳南教区) Registration Close 15th of October
早鸟 Early Bird：$250(澳西澳东教区) $270(澳南教区) Before 1st of September
住宿：unitingvenuessa.org.au/nunyara

Address 地点：

Nunyara Conference Centre
5 Burnell Drive, Belair, SA 5052

Enquiries Contact 咨询联系：

Email：gmcawf2018@gmail.com
主席 Erick Chua 蔡亚文 0432 426 768
副席 Jonsen Tan 陈庆祥 0433 345 886
文书 Emma Lee 李炜华 0402 465 077

思恩堂主理牧师:林文光牧师
Rev Gloria Ling 0420 227 956

思恩堂协理牧师: 鄢礼银牧师
Rev Peter Yong 0429 030 390

专题 Special Talk:
与青少年孩子的爱之语
The Love Languages with
your teens
Special Speaker 专题讲员：
林宝强牧师 Rev. Milton Nee
澳西教区长 AWD Superintendent

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通讯录
Contact list for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in Australia
卫理办公室 CMCA Office
1219 Dandenong Rd., East Malvern 3145, VIC
Australia. Tel/Fax: (03) 9994 7250
E: cmca.melbourneoffice@gmail.com
会督 Bishop
官佰全牧师 Rev. Dr James Kwang - 0414 073 737
E: revjkw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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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少康牧师 Rev. Alexis Lui - 0402 419 361
E: alexislui@bigpond.com
郑日强牧师 Rev. David Tay - 0422 091 598
E: david.jktay@g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9:00am (华语 Mandarin/英语 English)
Wishart Preaching Point,
Cnr. Ham Rd & Wishart Rd, Wishart, QLD 4122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3:00pm (华语 Mandarin)
主恩堂 SHERWOOD METHODIST CHURCH
405 Oxley Rd, Sherwood, QLD 4075
Tel/Fax: (07) 3278 6899
Rev. Sean Kong - 0431 346 138
E: seankong14@outlook.com
附属: 陈周荣牧师
Rev. Dr. Michael Tan (退休Retired) - 0414 639 859
附属: 王连进牧师
Rev. Paul Wong (退休 Retired) - 0413 993 292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9:00am (华语 Mandarin/英语 English)
Chinese Preaching Point
11 Hamish Street, Calamvale, QLD 4116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10am (华语 Mandarin)
坎培拉 Canberra, (ACT)
坎培拉佈道所 CANBERRA ACT PREACHING CTR.
Cnr. Launceston St. & Melrose Dr., Lyons ACT 2606
Tel: (02) 6247 6249
待定 To be appointed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1:30pm (华语Mandarin)
悉尼 Sydney, New South Wales (NSW)
救恩堂 CARLTON METHODIST CHURCH
17 Planthurst Rd., Carlton, NSW 2218
Tel: (02) 9546 2632
丘品尧牧师 Rev. Samuel Pin Yao Chiu - 0450 003 447
E: samruthkairos@yahoo.com.tw
李金龙牧师 Rev. Kam Loong Lee - 0430 369 382
E: ilekag@yahoo.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10:00am (华语Mandarin/英文English)
佳恩堂 REDEEMER METHODIST CHURCH
46 Sorrell St., Parramatta, NSW 2150
张济富牧师 Rev. David Tiong - 0433 749 238
E: redeemer@cmca.org.au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2:30pm (华语Mandarin/ 英文 English)
澳南教区 AUSTRALIA SOUTH DISTRICT
教区长：林忠傧牧师 Rev. Ling Tiong Ting - 0405 651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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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光牧师 Rev. Dr. Gloria Ling - 0420 227 956
E: glorialing@hotmail.com
鄢礼银牧师 Rev. Peter Yong - 0429 030 390
E: peterlyong@g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10:30am (英文English/华语Mandarin)
圣恩堂 HOLY METHODIST CHURCH
7 Churchill Road, Ovingham, SA 5082
钟美琼牧师 Rev. Christina Bee Kheng Cheong
- 0421 993 927 E: christina.cheong201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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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忠傧牧师 Rev. Ling Tiong Ting - 0405 651 123
E: glzbmriwb@gmail.com
周家熹牧师 Rev. Elijah Chew - 0421 468 655
E: echew07@gmail.com
于建华牧师 Rev. Jian Hua Yu - 0417 479 734
E：liuyong2309@yahoo.com.au
驻任会督：官佰全会督
Resident Bishop: Bishop James Kwang - 0414 073 737
附属：颜明智牧师 Rev. Meng Tee Gan (退休Retired)
- 0433 231 415 E: solomentaga1953@outlook.com
附属：雷雯冰牧师 Rev. Wen Ping Loi (退休Retired)
- 0412 182 088 E: wploi@hot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8:30am/11:00am (华语Mandarin) 11:00am/4:00pm (英文
English)
Wyndham Preaching Point
200 Tarneit Road, Werribee, VIC 3030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2:30pm (华语Mandarin)
沐恩堂 CITY LIGHT METHODIST CHURCH
717 Flinders St., Docklands, VIC 3008
彭能顺牧师 Rev. Neng soon Pang - 0450 065 775
E: pangnengsoon@g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11:00am (华语 Mandarin /英语 English)
荣恩堂 GLORY METHODIST CHURCH
1393 High Street, Wantirna South, VIC 3152
方友义牧师 Rev. Yu Ngee Houng - 0430 576 633
E: hymarudi@g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2:30pm (华语Mandarin)
思源堂 MONASH METHODIST CHURCH
118-122 Wellington Rd., Clayton, VIC 3168
黄永森牧师 Rev. Dr. Albert Wong - 0433 015 363
E: ingseng@hot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4:30pm (华语Mandarin)
怀恩堂 PRESTON METHODIST CHURCH
101b Royal Pde, Reservoir, VIC 3073
洪南明牧师 Rev. Scott Ang - 0406 702 070
E: scottangdorothyhow@gmail.com
附属：夏长华牧师 Rev. Dr James Ha (退休Retired)
- 0428 947 778 E: jamesha1949@g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10am (华语Mandarin)
三一堂 TRINITY METHODIST CHURCH
157 Kidds Road, Doveton, VIC 3177
Tel: (03) 9794 7525
陆同佑牧师 Rev. Alvin Liik - 0426 817 818
E: alvinliik99@gmail.com
刘晋福牧师 Rev. Michael Lau - 0413 233 222
E: mkinglau@me.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9:00am (华语Mandarin) 11:00am (英文English)
Casey Preaching Point
426 Princess Highway, Narre Warren, VIC 3805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3:00pm (华语Mandarin)
塔斯马尼亚 Tasmania (TAS)
信恩堂 FAITH METHODIST CHURCH
56-58 Melville Street, Hobart TAS 7000
Mailing Address:
65 Kingston View Drive, Kingston TAS 7050
张功荣牧师 Rev. Kong EingTiong - 0432 949 122
E: fmc112018@g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9:30am (华语 Mandarin)
颂恩堂 PRAISE METHODIST CHURCH
100 Invermay Rd., Invermay, TAS 7248
Mailing Address: P.O.Box 357, Mowbray, Launceston 7248
Tel: (03) 6326 4303 (T)
官清忠牧师 Rev. Ching Jong Kwang – 0433 533 907
E: cjkwang740719@gmail.com
附属：官佰威牧师 Rev. Peck Kui Kwang (退休Retired)
- 0403 861 508 E: peckkui53@yahoo.com.au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10:00am (华语 Mandarin)
North-West Preaching Point,
57, Mount Street, Burnie, TAS 7320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2:00pm (华语 Mandarin)
澳西教区 AUSTRALIA WEST DISTRICT
教区长：林宝强牧师 Rev. Milton Nee - 0457 068 108
柏斯 Perth, West Australia (WA)
感恩堂 GRACE METHODIST CHURCH
3 Woodthorpe Drive, Willetton, SA 6155
林宝强牧师 Rev. Milton Nee - 0457 068 108
E: pastornee@gmail.com

林良敏牧师 Rev. Shirley Ling - 0434 225 199
E: sling1026@g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10:00am (英文English/华语Mandarin)
神恩堂 IMMANUEL METHODIST CHURCH
33 Cloister Ave., Manning, WA 6152
Tel: (08) 9450 7700
苏本仁牧师 Rev. Allen Su - 0424 685 582
E: alljsu@gmail.com
刘孙宏牧师 Rev. Alan Lau - 0448 259 566
E: alanlau80@gmail.com
陈芳恩传道 Ps. Michael Ting – 0422 243 770
E: tfh83@yahoo.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8:30am/7pm (华语Mandarin) 11:00am (英文English)
信望堂 HOPE METHODIST CHURCH
28-32 Nicol Rd, Parkwood 6147, WA 6147
Mailing Address: 3, Jooleen Way, Thornlie, WA 6108
陈芳恩传道 Ps. Michael Ting – 0422 243 770 (兼)
E: tfh83@yahoo.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4:00pm (英文English)
蒙恩堂 KINGSWAY METHODIST CHURCH
38-40 Kingsway, Nedlands, WA 6009
Tel: (08) 9389 9248
蓝秉贤牧师 Rev. P.H. Lam - 0422 199 980
E: lamph12@gmail.com
黄敬平牧师Rev. Wong King Ping - 0405 088 979
E: kingping.wong@yahoo.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9:00am (华语Mandarin) 11:15am (英文English)
宣恩堂 GOSPEL METHODIST CHURCH
62 Royal St. Kenwick, WA 6107
Mailing Address: 34 Firefalls Close, Huntingdale WA 6110
Tel: (08) 9398 8220
丁华镇牧师 Rev. Dr. Hwa Jin Jung - 0402 141 544
E: dinghwajen@g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9:00am (华语Mandarin/ 英文 English)
真恩堂 CALVARY METHODIST CHURCH
4/41 Action Rd., Malaga, WA 6090
周政强牧师 Rev. Dr. Albert Chiew - 0420 844 278
E: albertchiew@g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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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sby, NCD, Papua New Guinea
Mailing Address: P.O.Box 592, Vision City Waigani NCD,
Papua New Guinea
吴庆明牧师 Rev. Ngu King Ming +(675) 7000 8798
E: kingmingwu@g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9:30am (华语 Mandarin)
Vanimo Methodist Preaching Centre
陈美花牧师 Rev. Chan Mei Hua +(657) 7133 2348
E: tenlex2@yahoo.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7:30pm
Kimbe Methodist Preaching Centre
蔡晓明牧师 Rev. CaiXiaoming+(675) 7303 7710
陆亚萍本处传道 Ps. Lu Yaping
E: cxm081689@gmail.com
E: 20110701lyp@g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7:30pm
Madang Preaching Centre
Lot 3, Section 128 Modilon Road
王涛传道 Ps. Stephen Wang Tao +(675) 7931 1888
E: stephenamy585@gmail.com
崇拜时间 Sunday Service: 7:30pm
所罗门岛屿佈道所 Solomon Islands Preaching Centre
Sunvalley Cross Rd., Lungga, Honiara,
Solomon Islands
杨小琳传道 Ps Esther Yong +(677)7405 054
Elite Enterprise Ltd., P.O. Box 1388, Solomon Islands
崇拜时间 Service: 2:00pm (华语 Mandarin)
真道事奉与宣教学院
Logos Academy for Ministry & Missions (LAMM)
卫理大厦 Methodist House
刘利宇院长 Rev. Dr. Timothy Lau - (03) 9973 6137
E: principal@lamm.org.au
本会在神学院服事的牧者
Ministers serving in other Organizations
陈廷忠牧师 Rev. Dr. Justin Tan - (03) 98 817 800
廖玉强 Rev. Dr. Yuk Chong Liong - (03) 9881 7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