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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堂启用感恩典礼

圣诞特辑

2019年文良港

圣诞游行暨慈善嘉年华会
报道 许崇上 (文良港教会）

感

谢主！在这个普世欢腾爱的佳节，原

表着游行正式开始！而这时候原本的大雨突

道堂文良港教会能够再次的参与由文

然间停了，大家都为着这突如其来的祝福献

良港华文联祷会众教会一同联办的盛大庆祝
活动！

上感谢！
在整个游行的过程中，弟兄姐妹不停的

这次的圣诞花车游行于12月14日（星期

向街上及围观的居民道贺圣诞快乐，也把手

六）傍晚6:30，在文良港社区的大街进行。

中的礼物分派给他们。路过的居民看到这般

这次我们有20多位来自本堂青年团和教会的

特别的游行，都纷纷把车子停下，携家带眷

弟兄姐妹一同参与，感谢主当天虽然在活动

与我们一同欢庆这个节日！虽然整个路程很

开始之前下起了滂沱大雨，但是还是看到大

长，而且途中天空又飘起了连绵细雨，但是

家的热情不减，大家就是为了在这一天，向

弟兄姐妹一路上都很喜乐的一同唱着圣诞歌

文良港社区的居民传递耶稣基督的爱。

曲，挥舞手中的萤光棒，也一面的为这个社

第六次举办的花车游行，全长3.5公里，
当天的游行由20支各教会的队伍组成，并有6

区来向神感恩与祈求，些许都没有抱怨路程
的艰难！

辆花车在队伍当中，真是让整个活动增添了

大约1小时半的路程过后，我们回到教

不少声色！吉隆坡区的大主教为游行开始祷

会前的大街上参加本次的嘉年华会。除了

告后，位于最前方的队伍便吹起了号角，代

到各别的摊位购买食物，更特别藉着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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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机会，到各个社区机构的摊位了解当
地的需要。

愿这次的圣诞游行，不只单单能打开文
良港居民的心接受这位真神，也愿弟兄姐妹

感谢主虽然整个圣诞花车游行的过程中

心中那把传福音的火再一次的在这个佳节被

都有些小插曲，可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

点燃，更多的去把未得子民领到主前，认识

够藉着这特别的佳节学习走入社区，传递主

祂。感谢主！阿们！

耶稣的爱，更难得能透过这个机会，让文良
港社区的居民认识我们，也认识这位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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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特辑

以马内利的平安夜
报道 刘晓安 (文良港教会）

“

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圣诞
诗歌响起，敬拜团带领着众人一同以诗歌

称颂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基督，为原道堂文良
港教会的平安夜布道会掀开序幕。接着，一
群青年团契的“小朋友”也在敬拜赞美与破冰
游戏环节后登场，上演一出温馨感人的小品
《“妮”的圣诞节》。今年的平安夜，我们很
荣幸邀请到一位特别嘉宾来与众人一同欢庆
圣诞，他就是家喻户晓的Uncle Button（扣子叔
叔）啦！

容，以及他要求观众给于热烈反应的滑稽
动作，让现场的每一个人目不转睛地投入
在他的表演当中，期待下一幕所要呈现的
在司仪简单介绍之后，Uncle Button压轴

“惊喜”。

出场了！“咦，人在哪里？”环顾四周终于

Uncle Button的表演一开始就引来哄堂大

见到他本尊以逗趣的方式，骑着可爱的迷

笑。他的表情不仅到位，时不时与观众的互

你单车进场，确实让我顿时“眼前一亮”。

动更为表演增添了几分乐趣。现场“哇！”声

由于这是我第一次观赏Uncle Button的演出，

与掌声不断，此起彼落的笑声不绝于耳，坐

坐在观众席的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在于

在前排的小孩更是看得全情投入。印象深

第一次近距离看小丑表演；紧张在于表演

刻是Uncle Button与本堂一位叔叔的即兴合作

过程中，自己会不会被他“邀请”上台（早已

演出，他精湛的绝活儿加上二位似有似无

风闻Uncle Button如何与观众互动的事)。Uncle

的默契感、搞笑动作的搭配真的是让观众

Button的缤纷装束、夸张的表情与亲切的笑

笑得合不拢嘴，拍手叫好！一连串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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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Uncle Button终于“开口”说话了。我以为当

义娓娓道来，甚是感动。感谢神，透过耶稣

晚只是全程看他表演，没想到原来Uncle Button

基督的降生向我们显明祂的爱。祂为我们预

有话要说。

备了救恩，叫信祂名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

“圣诞节的到来总让人联想到圣诞聚餐、

生（约3:16)。而在〈约翰福音〉8章12节也

圣诞礼物等等。当中，你最期待得到的圣诞

提到，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

礼物是什么？”Uncle Button一边说话，一边用

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

他灵巧的双手配上各种道具来分享当晚的主

的光。”是的，有光的地方，黑暗就不见了！

题“圣诞礼物在哪里？”。心想：“Uncle Button

借着Uncle Button的讲道提醒我们人生有限，当

的小道具怎么那么多？”此时欢笑声告一段

耶稣的话语（光）照进你我的内心深处时，

落，观众们正悉心聆听Uncle Button动人的演

应当把握时间与机会去做一个选择。什么选

说。在平安夜的这一晚，耶稣的降生及其意

择？就是相信耶稣，并选择让耶稣成为个人
生命的主。
感谢神，今年的平安夜让我们透过
《“妮”的圣诞节》感受到爱与温馨；Uncle
Button的信息与他精彩的演出，也为平安夜增
添了欢乐与感动。相信在场的每一位不仅在
视觉及听觉上颇有满足感，内心中想必也是
载满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回去。圣诞节最
美的礼物，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平安夜里
真平安，因有耶稣在我心。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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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特辑

武吉加里尔教会

圣诞节崇拜暨两周年庆典
报道 王慧琳

2

019年 12月 25日 ， 在 这 个 普 天 同 庆 的 日

止是宣传，而是行动。神差祂独生子到世上

子，原道堂第11间堂会——武吉加里尔教

来，使我们借着祂得永生，神爱我们的心，

会迎来了第二个周年纪念日。当天是圣诞崇

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

拜，也庆祝二周年，出席人数非常踊跃，除

们，差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了本堂会友、新朋友，还有来自原道堂属下

这就是爱了(约一4:9-10)。李牧师也引用〈罗

其他堂会的教牧长执及弟兄姐妹。

马书〉3章23-25节、6章23节来说明耶稣降生

除了平常的崇拜程序，今年本堂组织
了诗班来呈献苦练了几个月的诗歌，分别是
《普世欢腾》和《天使歌唱在高天》。
接着，李政福牧师传讲信息：“耶稣降

是要救世人脱离罪的捆绑，使世人有永生的
盼望。
信息分享完毕后，诗班以《是何婴孩》
回应讲道信息。

生带来什么？”。借着经文，牧师说明了耶

接着，李牧师主持圣礼仪式。此次接受

稣的降生救赎了身为罪人的我们，使我们

洗礼、坚信礼及移名转会的人数共有8位，

得着生命，并获得神的爱。是神主动向我

他们是：成人洗——赵勇刚弟兄与郑智尹弟

们显现祂对我们的爱，然后以行动设立耶

兄，坚信礼——郑棠心姐妹与郑雄尹弟兄，

稣作挽回祭，拯救我们，使我们得永生。

幼洗——黎语昕小妹妹，移名——符凯莉姐

神做了好榜样，因为祂的爱不是口讲，也不

妹，转会——陈姝姐妹与陆慧燕姐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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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金岛由佳姐妹及赵勇刚弟兄分享
个人信主见证。
最后再由李牧师差遣祝福，弟兄姐妹彼
此祝贺，这次的圣诞崇拜及二周年庆典就完
美结束。
然后呢？当然就是派礼物和吃大餐咯！
圣诞礼物人人有份，过后再移步二楼副堂享
用丰盛又美味的“圣诞大餐”，团契交流！

紧接着是本堂庆祝二周年的庆典。首
先，大家一起观赏回顾本堂设教的短片，默
默数算主的恩典。过后，郑国安长老分享教
会这两年来的点点滴滴，并邀请教牧，嘉宾
蔡庆生长老与刘克定执事夫妇，执事及理事
们上台进行切蛋糕仪式，然后由李牧师带领
作感恩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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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特辑

奇妙的礼物
报道 邱慧慧 (蕉赖首都镇教会）

感

谢神，蕉赖首都镇教会在2019年12月
25日 ， 早 上 11时 ， 举 办 了 圣 诞 布 道

会。当天共有221人出席，成人165人，儿童

56人，其中有数人决志信主。
当天，主席陈学君姐妹先带领会众玩
小游戏，感受圣诞节的气氛，接着何洁铃

少年人身穿黑衣，手戴白色手套，在

姐妹带领会众唱几首耳熟能详的圣诞诗歌：

黑暗的氛围里，透过灯光，用手语呈献了感

《平安夜》、《普世欢腾》、《听啊天使唱

动人心的诗歌《祂为了我们》。耶稣为爱牺

高声》等。

牲，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给了我们生

可爱的儿童用纯真的歌声，配合动作，

命最有意义的礼物。

献唱一首《甜蜜的圣诞节》，让会众感受到

嘉莹（14岁)：“手语哑剧是一个非常需要大家

圣诞节的幸福、甜蜜与欢喜，因为主耶稣的

一起配合来完成的表演，透过

降生带来满满的爱，送到我们的心门，使圣

这一个月的练习，我们增进了

诞节变得有意义。
俊翔（9岁)： “我特别高兴，我们儿童在表

彼此的默契。我非常开心和感

演时戴上了自己亲手制作的圣

最完美的表演！

诞帽，教会也准备了多不胜数

威宏（16岁)：“这是我第一次在圣诞节表演，

的礼物，让我们度过一个愉快

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大家都有

的圣诞节。”

说有笑并积极参与，为了要把最

健伟（12岁)：“我盼望已久的圣诞节终于到
了！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儿童的
身份表演了，所以我好好地把
歌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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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主让我们在圣诞节带来我们

好的一面呈献给上帝与观众。
我期待下一次圣诞节的来临！”

成年诗班呈献了两首动听的诗歌：《耶

如果我们最大的需要是“资讯”，

稣爱你》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透过

上帝就会差一位”教育家”给我们；

美妙的歌声向会众传达上帝的爱。

如果我们最大的需要是“科技”，

恩达：“很荣幸能在圣诞节与教会的弟兄姐妹

上帝就会差一位”科学家”给我们；

一起唱诗歌，荣耀上帝。透过献诗，将

如果我们最大的需要是“金钱”，

福音传达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圣诞节

上帝就会差一位”经济学家”给我们；

是耶稣的诞生日，祂降临拯救我们。”

如果我们最大的需要是“娱乐”，

文英：“感谢神，我们教会诗班在圣诞节的

上帝就会差一位”娱乐家”给我们；

献唱，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在练习过

但我们最大的需要是“罪得赦免”，

程中，导师总是带着笑脸，按着所领

因此上帝就差了一位”救主”给我们。

的恩赐教导，司琴与弟兄姐妹怀着爱

就如圣经所说：“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

主爱人的心，透过诗歌的呈献，唱出

要给祂起名叫耶稣，因祂要将自己的百姓从

了主爱宏恩，表达了神儿女的感恩情

罪恶里救出来。”(太1:21)。神借着圣诞节的

怀，这颗诚恳事奉的心，我深信必蒙

主角耶稣让人恢复次序，恢复与神的关系。

上帝的喜悦与祝福。”

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圣诞不是
圣诞，直到主耶稣降生在你心里。
信息分享后，理事们为会众分派小礼
物。礼物是一把雨伞，提醒我们在生活中虽
有风风雨雨，但要记得有个爱我们的上帝会
为我们遮风挡雨。最后，我们以《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这首歌作为结束。在牧师的
祝祷后，会众带着喜乐感恩的心享用本堂所
准备的丰富午餐，彼此交流。
《奇妙的礼物》，是人没有本事买的礼

萧帝佑牧师透过〈马太福音〉1章18-25
节与我们分享信息《奇妙的礼物》。圣诞节

物，是神的爱的礼物。
这一份《奇妙的礼物》，你收到了吗？

的主角耶稣基督虽降生在中东，但上帝爱世
人，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就如经上所
记：“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
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约3:16）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触
动天使来宣布这个好消息：“因今天在大卫
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路2:11）上帝成为人来救赎我们：“因为人子
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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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特辑

有一种爱叫报佳音
报道 陈爱恩 (吧生路教会）

上

帝为我们带来了福音的好消息，我们

大约半小时后，我们便抵达目的地。我

也应该要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他人。原

们把物资从车上搬下来，置放在福利中心。

道堂吧生路教会的青年团与少年团于2019年

住在中心的朋友们虽然年龄都比我大，但他

12月14日（六）前往友善残障福利中心报佳

们的言行举止却与小朋友无异，因为他们都

音，与他们同度欢乐的圣诞节。这次共有8位

是一群智商有缺陷的孩子。然而，他们的热

青年人与8位少年人参与其中。

情却使我们深深感到温暖。他们非常开心的
与我们打招呼，脸上露出单纯，喜乐的笑
容。因着他们的热情，大家也与他们一同开
心起来，这让我想起保罗在〈罗马书〉12章15
节说的：“与喜乐的人要同乐”。当物资都搬下
来后，江毅勤理事就弹着吉他，带领大家一
起唱《普世欢腾》，《天使歌唱在高天》，

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说，我们
把善事做在最小的兄弟身上，就是做在主的
身上。大家都带着服事主的心，于当天早上
9时15分在教会集合。有些没办法来参加的弟
兄姐妹也透过奉献，购买日常用品来表达他
们的爱心。张泗豪执事带领大家祷告后，大
家就同心合力把所收集到的物资搬上车，然
后一起出发前往友善残障福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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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颜色放在不同的碗中，再由孩子们根据自
己的喜好，把各种颜色的水晶宝宝放入玻璃
樽内。有些孩子喜欢单调的颜色，因此他们
只放一种颜色的水晶宝宝；有些孩子则比较
喜欢五彩缤纷的，所以他们的樽内就有许多
颜色。无论是单色的或多彩的，大家的作品
都很漂亮，他们也很开心。
20分钟后，我们打包的食物也已送达。
有几位孩子无法自己进食，需要义工们协
助，于是我们就耐心地一口一口地喂他们。
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喂食，我觉得我需要有
更多的耐心去协助他们。虽然喂食的时间有
点长，但却让我学会了一项“新技能”；透过
这项“新技能”去帮助有需要进食的人，我自
己也觉得很快乐。
吃完午餐，我们也为12月份出生的孩子
们庆生。当我们把蛋糕捧出来，让生日的孩子
们吹蜡烛时，他们都非常开心。拜访时间接近
尾声，我们也协助清理场地。大约中午1时，
我们便带着喜乐与不舍的心情与他们道别。
《平安夜》和《Merry Christmas》。他们听到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圣诞歌，不单跟我们一起同唱，有些还甚至

我觉得很开心，很有满足感，因为可以把快

跳起舞来。

乐带给身边的人。

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游戏环
节。首先是运球游戏，大家一同齐心接力，
用筷子把球运送入桶里。一些行动不便的孩
子们眼看大家玩到不亦乐乎，也感染到其中
的喜乐，笑得乐开怀。过后是剪刀石头布游
戏，输的跟在赢的人身后，谁的身后跟着最
多人就是赢家。透过游戏，促进了彼此之间
的关系。
大约上午11时20分，叶宁萱姐妹预备了
一些材料，带领大家一起做手工。这手工是
需要把各种不同颜色的水晶宝宝打碎，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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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特辑

爱玩圣诞夜
圣诞布道会
报道 郑兴匡

019年12月24日（星期二)，长老会原道堂

2

诞节的目的及来源，圣诞节的主角不是圣诞

吧生路教会在Pearl International Hotel晚间7时

老人，更不是圣诞树及礼物，而是主耶稣基

30分举行了《爱玩圣诞夜》圣诞布道会。大

督。透过主耶稣的降生，上帝的爱得以彰

伙儿享用完自助餐后，随即步入酒店的宴会

显，让我们晓得庆祝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同

厅，布道会也在大约8点25分正式开始。当

时，相信祂的人也能够互相包容及接纳，并

晚的主持人是郑兴匡理事，而布道会的讲员

把神的恩典分享给身边的人。

则是李成就牧师。首先，主持人开场及致欢

大约9时35分，话剧结束后余下的时间由

迎词，并透过短片的简介，让新朋友认识本

李牧师带领。李牧师在证道时特别强调基督

堂。过后，诗班献唱了一首诗歌，名为《宁

徒与非信徒庆祝圣诞节的目的与意义的差别，

静的伯利恒》。接着，张仕涌理事与诗班带
领会众藉着两首诗歌：《平安夜》及《天使
歌唱在高天》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敬拜赞美结束后，圣诞话剧《爱玩圣
诞夜》也在主持人的介绍下拉开序幕。演员
们用心及逗趣的演出使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
妹及朋友们都全神贯注地观赏。这个话剧主
要的内容及中心思想，是要告诉大家庆祝圣

12

而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会得到真正的平安。

的平安，信靠耶稣，并接受祂为个人的救

〈约翰福音〉16章33节如此说：“我将这些事

主。颁发致谢卡给李牧师后，主持人还给大

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

家做了一些简单的报告。接着便由招待员们

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

分派圣诞恩物给弟兄姐妹及新朋友。当晚的

胜了世界。”因此，真正的平安并不是来自世

布道会在大约10时20分圆满落幕，过后大家

界，而是来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也移步到宴会厅外享用茶点，陪谈员更藉此

到了大约10时05分，李牧师的信息分享

机会与新朋友们接触及交流。

也在他呼召并带领决志者祷告后正式结束。
感谢主，当晚共有好几位新朋友愿意领受神

13

圣诞特辑

吧生路教会

圣诞崇拜
报道 郑兴匡

2

019年12月25日（星期三)，早上10时30

分，长老会原道堂吧生路教会的弟兄

姐妹已带着喜悦的心情，来到神的殿欢庆
与纪念这个耶稣为我们世人降生的日子。
“劣境中神赐最佳礼物”为本次吧生路教会圣
诞崇拜的主题。在序乐《While we are waiting,

时段，张庆荣牧师也配合以“劣境中神赐最

come》响起后，圣诞崇拜也正式开始。首

佳礼物”为题，经文取自〈弥迦书〉5章2至

先，主席胡丽裁姐妹透过宣召敬拜，以启应

5节。张牧师提醒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际遇

的方式宣告《基督的临世》。接着，诗班献

各有不同，不管在顺境或逆境，我们都需要

上了一首名为《What Child is This》的诗歌，歌

仰望神。古时候亚述人入侵以色列，但神藉

词中描述主耶稣降世在马槽时的情景，再次

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赐下最佳礼物；靠着神

提醒我们如此尊贵的婴孩主耶稣基督，甘愿

的能力、耶和华神之名，主耶稣将牧养祂的

为我们的罪，降世在这浑噩的世界。

羊群。以色列人必然安居，因为那时主必尊

过后，主席重新点燃待降节的四根蜡

大，直到地极，而主耶稣也必拯救以色列人

烛，最后再点燃意味着“救主降生”的最后

脱离亚述人的手。所以，张牧师借由故事和

一根蜡烛，象征基督——世界之光来临。接

经文勉励我们要深信主耶稣基督是神赐下最

下来主席带领会众以一首圣诞诗歌《以马内

美好的礼物，纵然世事变幻莫测，人们饱经

利》，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透过张仕涌理事

风霜，唯凡事仰望及依靠主耶稣，祂必会带

与江韵馨姐妹的二重唱，《O Holy Night》这首

领我们度过人生所有的高山低谷和风浪。

经典诗歌再次唤醒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中最美
好的礼物是主耶稣基督，并记念祂的降生。

接着，主席带领会众同唱诗歌《我拿什
么献给祢》来回应当天的信息。在圣诞感恩

接下来陈雪萍姐妹及陈洁萍姐妹以

奉献、感恩祷告及家事报告结束后，主席带

旁述方式朗读经文来鼓励会众，过后再由

领会众齐唱《普世欢腾》。最后，张庆荣牧

主席带领会众，继续以几首大家非常熟

师为会众作差遣祝福，而司琴则弹奏《以马

悉的圣诞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包括

内利》作结束。

《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以及《天使初报圣

最后，希望我们也能像回应诗歌里的歌

诞佳音》。唱完后，主席带领会众作感恩

词一样，甘愿把我们最好的完全摆上，在每

祷告。接着，本堂诗班再次献唱《宁静的伯

日的所说所做，都为了那位为我们献出祂一

利恒》，欢庆救主的降生。进入信息分享的

生，为我们痛苦受死的那位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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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议会

2020年复活节联合崇拜暨
选牧、长执选举堂议会
堂会

吉隆坡

日期：2020年4月12日 (主日）
时间：9:30am (崇拜）
11:30am (堂议会）
地点：崇文国民型华文小学 (礼堂）
Bt. 41/2 Jalan Klang Lama,
58000 Kuala Lumpur.
崇拜讲员：游永凯牧师

长老候选人 执事候选人 总额
欧廸纬
蔡永根
林文富
刘其昇
伍美萍
10
李成典
陈秋仪 *
张文光
田福安
郑东演 *

蒲种

陈天龙
李成忠
谭国元
郑维彬
杨允腾

吧生路

王福明
叶志斌

蕉赖大同

赖金财

蕉赖首都镇

蓝炳焜

白沙罗

张文平

八打灵

叶家兴

文良港

陸国年
赖丽玲

双溪龙

韩国畴

原道堂长执会订于12/4/2020（主日)，
早上9:30am在吉隆坡旧吧生路崇文国民型华
文小学（礼堂）举行复活节联合崇拜。会后
于早上11:30am按法规第三十六条召开堂议
会，以便（一）按法规第二十六条进行选牧
(林裕涵传道)，(二）按法规第十七条进行
2020-2023年度长执选举，以及（三）全盘票
选接纳2019年Tabung Pengurusan Rumah Ibadat Gereja
Presbyterian Logos（TPRI Logos）财政报告。堂议
会需会友出席过半方能成会，敬请大家预备
心及保留时间出席。(有权投票表决者是以
31/12/19洁名会友名单为准)
新一届长执候选人经推荐会议于1/3/2020
(主日）在各堂会举行后，共推荐19位长老及
35位执事候选人，当中包括2位新任候选长老
及17位新任候选执事（恕不称呼，排名按候
选人的英文姓氏顺序排列)：

武吉
加里尔
合计

郑国安
19

莫旗风 *
周文旋 *
锺依芬
李碧霞 *
林家进 *
林恩添 *
谭国权 *
陈春吉
叶慧盈
张仕涌 *
张泗豪
颜永川 *
吕思辉
林南福
金轩如 *
刘克定
翁国祥
张文伟
张钊腾 *
温国輝
丁增阁
叶乃绮 *
赖丽芳 *
陈杰义
张育强
叶益俭 *
叶雯莉 *
蔡诗菁 *
赖侲光
35

14

7

3
2
4
2
5

4
3
54

请为当天联合崇拜及堂议会祷告，求神
亲自掌权引领！
或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更改

* 新任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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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议会

基督教长老会原道堂
2020-2023年度长执选举
长老候选人
(排名按候选人英文姓氏字母排列)

1. 陈天龙执事
出生年份： 1976 年		
职
业：土木工程师及销售与营销经理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2 任执事
事奉恩赐： 圣经教导
现
任： 基督少年军军官、乐龄查经班老师、崇拜主席、联会行政及青少组组员
2. 蔡永根长老
出生年份： 1965 年		
职
业：教育出版社执行董事
所属堂会： 吉隆坡教会 (母堂） 事奉年资：6 任执事、1 任长老
事奉恩赐： 关怀、教导
现
任： 吉隆坡教会关怀组组长、成年团契委员、家庭小组副组长、启发课程组
组长、崇拜组组员、联会儿童教育组组长、文宣组组员
3. 韩国畴长老
职
业：私立大学资深讲师
出生年份： 1979 年		
所属堂会： 双溪龙教会		
事奉年资：2 任执事、2 任长老
事奉恩赐： 培训、教导、策划、行政、团队管理
现
任： 联会教育组组长、联会行政组组员、原道堂 5 年计划小组组员、金灯台
助学金组员、双溪龙教会布道组及慕道班老师
4. 赖金财长老
出生年份： 1967 年		
职
业：REDtone Mytel 公司行政总裁
所属堂会： 蕉赖大同教会		
事奉年资：2 任执事、3 任长老
事奉恩赐： 探访、教导、社会关怀
现
任： 蕉赖大同教会购堂组组长、探访组组长、崇拜组副组长、以勒团契组
长、成青主日学导师、联会行政组组员、TPRI 委员会执委
5. 蓝炳焜长老
出生年份： 1974 年		
职
业：平面设计师
所属堂会： 蕉赖首都镇教会
事奉年资：3 任执事、1 任长老
事奉恩赐： 美术设计
现
任： 原道堂长牧事工组长及长老议会副文书、差传组及文宣组组员
6. 刘其昇长老
出生年份： 1975 年		
职
业：律师
所属堂会： 吉隆坡教会 (早堂） 事奉年资：4 任执事、1 任长老
事奉恩赐： 教导、策划、领导
现
任： 吉隆坡教会长执会副主席、理事会成员、建堂行动小组文书、吉隆坡教
会 (早堂) 管理委员会成员、佈道组组长、小组总组长、成青主日学老
师、事工拓展小组成员、联会行政组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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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成忠执事
出生年份： 1970 年		
职
业：出口家具公司总经理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4 任执事
事奉恩赐： 教导、策划、文书、财务管理
现
任： 敬拜团主席组组长、成青主日学老师、崇拜主席和领唱、联会财政 (司
库) 及行政组组员
8. 李成典长老
出生年份： 1961 年		
职
业：集团人力资源总经理
所属堂会： 吉隆坡教会 (母堂） 事奉年资：6 任执事、5 任长老
事奉恩赐： 领导、文字、行政、教导
现
任： 原道堂长老议会文书、联会教育组组员、吉隆坡教会长执会主席、吉隆
坡教会理事会主席、吉隆坡教会建堂行动委员会委员、崇拜组主席、成
青主日学老师、吉隆坡教会早堂事工委员会委员、家庭营筹委顾问
9. 陆国年长老
出生年份： 1971 年		
职
业：生产部策划员
所属堂会： 文良港教会		
事奉年资：4 任执事、1 任长老
事奉恩赐： 教导、关怀
现
任： 联会副财政、成青主日学老师

10. 赖丽玲长老
出生年份： 1975 年		
所属堂会： 文良港教会		
事奉恩赐： 招待、关怀
现
任： 联会关怀组组员

职
业：傢俬生产部策划员
事奉年资：3 任执事、2 任长老

11. 王福明长老
出生年份： 1966 年		
职
业：室内设计师
所属堂会： 吧生路教会		
事奉年资：2 任执事、4 任长老
事奉恩赐： 领导、教导
现
任： 吧生路教会理事会主席、长执小组主席、成青主日学老师、布道组顾
问、小组区长、联会行政组组员、联会 TPRI 委员会执委
12. 谭国元长老
出生年份： 1966 年		
职
业：高科技汽车养护产品企业厂商经营者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3 任执事、1 任长老
事奉恩赐： 教导、组织管理、领导推动、策划构思
现
任： 成青主日学老师、成青主日学校长、崇拜主席、原道堂教育组委员
新任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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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郑国安长老
出生年份： 1957 年		
职
业：保险从业员
所属堂会： 武吉加里尔教会
事奉年资：2 任执事、2 任长老
事奉恩赐： 关怀、探访、领导
现
任： 联会差传组顾问、武吉加里尔教会理事会副主席、武加团契团长、成青
主日学老师
14. 郑维彬长老
出生年份： 1964 年		
职
业：土木工程师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2 任执事、7 任长老
事奉恩赐： 领导、策划、行政、教导
现
任： 原道堂长执会副主席、联会行政组组长、蒲种教会理事会副主席
15. 张文光长老
出生年份： 1961 年		
职
业：执业律师
所属堂会： 吉隆坡教会 (早堂） 事奉年资：3 任执事、8 任长老
事奉恩赐： 策划、开拓与推动、教导与培育、监督与治理
现
任： 原道堂长老议会副主席、联会青少组组员、联会 5 年计划 (2019-2024)
小组成员、吉隆坡教会 (早堂) 事工委员会主席、早堂青年团负责牧者、
成青主日学老师、早堂崇拜组组员、早堂陪读班小组成员
16. 张文平长老
出生年份： 1963 年		
职
业：汽车银业公司经理
所属堂会： 白沙罗教会		
事奉年资：2 任执事、6 任长老
事奉恩赐： 行政、财务管理、教导、宣教
现
任： 白沙罗教会理事会副主席、成青主日学老师、白沙罗教会购堂组组长、
原道堂总财政 (司账) 、联会TPRI委员会主席、原道堂婚姻注册官、吉隆
坡教会建堂行动委员会委员
17. 叶家兴长老
出生年份： 1966 年		
职
业：土木工程师
所属堂会： 八打灵教会		
事奉年资：5 任执事、2 任长老
事奉恩赐： 领导、教导
现
任： 八打灵教会理事会主席、联会青少组组员、成青主日学老师及副财政
18. 杨允腾长老
出生年份： 1971 年		
职
业：IT 项目经理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2 任执事、1 任长老
事奉恩赐： 教导、探访、关怀、创意、漫画、绘画、才艺表演及歌唱
现
任： 蒲种教会关怀组组员、主日崇拜主席、“幸福小组”核心组员、家庭/细胞
小组组长、成青主日学导师、联会行政组及关怀组组员
19. 叶志斌长老
出生年份： 1977 年		
职
业：室内设计师
所属堂会： 吧生路教会		
事奉年资：4 任执事、1 任长老
事奉恩赐： 服侍、栽培、创意
现
任： 吧生路教会理事会副主席、小组区长、成青主日学老师、联会青少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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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事候选人
(排名按候选人英文姓氏字母排列)
1. 欧廸纬执事
出生年份： 1975 年		
职
业：保险代理
所属堂会： 吉隆坡教会 (母堂） 事奉年资：2 任执事
事奉恩赐： 青少事工
现
任： 少年团导师、成青主日学老师 (少年班) 、启发课程队工、青年团导师、
蒲种教会少年团导师、联会差传组委员
2. 莫旗风理事
出生年份： 1972 年		
职
业：财务经理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八打灵教会多任理事、
				
蒲种教会 4 任理事
事奉恩赐： 财务管理
现
任： 蒲种教会财政
3. 张仕涌理事
出生年份： 1990 年		
职
业：数学老师
所属堂会： 吧生路教会		
事奉年资：5 任理事
事奉恩赐： 音乐、音响操控
现
任： 吧生路教会敬拜组组长、仁爱团契筹委、以琳少年团老师 (躲避球)
4. 张泗豪执事
出生年份： 1986 年		
职
业：客户经理
所属堂会： 吧生路教会		
事奉年资：1 任执事
事奉恩赐： 教导、行政、策划、音乐
现
任： 原道堂长执会副文书、联会青少组组员、吧生路教会少年团导师、成青
主日学老师、青少区区长
5. 周文旋理事
出生年份： 1980 年		
职
业：银行零售信贷管理部副总裁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9 任理事
事奉恩赐： 行政、事工策划
现
任： 小组组长、儿童主日学老师、幸福小组同工、吉隆坡华语爸爸学校 (文
书、总筹) 、马来西亚牧家子女跃起营财政
6. 锺依芬执事
出生年份： 1970 年		
职
业：保险代理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1 任执事
事奉恩赐： 聆听
现
任： 原道堂长执会文书、蒲种教会小组组长
7. 蔡诗菁理事
出生年份： 1983 年		
职
业：幼教老师
所属堂会： 武吉加里尔教会
事奉年资：6 任理事
事奉恩赐： 领唱、弹琴、烘培
现
任： 联会差传组海外植堂组组长、武吉加里尔教会理事会文书、差传组组
长、青年团契导师、诗班长
新任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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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颜永川理事
出生年份： 1958 年		
职
业：退休人士
所属堂会： 吧生路教会		
事奉年资：4 任理事
事奉恩赐： 关怀
现
任： 吧生路教会布道组组长、小组组长

9. 叶乃绮理事
出生年份： 1979 年		
所属堂会： 文良港教会		
事奉恩赐： 栽培、推广和训练
现
任： 城市布道组组长

职
业：马来西亚主仆差会财务部经理
事奉年资：15 任理事

10. 金轩如理事
出生年份： 1970 年		
职
业：家庭主妇
所属堂会： 蕉赖大同教会		
事奉年资：4 任理事
事奉恩赐： 关怀、传福音
现
任： 蕉赖大同教会关怀组组长、以勒 A 组组长、崇拜主席

11. 赖侲光执事
出生年份： 1968 年		
职
业：经理
所属堂会： 武吉加里尔教会
事奉年资：3 任执事
事奉恩赐： 业务、销售和企业管理
现
任： 联会差传组主席、武吉加里尔教会布道组组长、崇拜主席

12. 李碧霞理事
出生年份： 1968 年		
职
业：保险从业人员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4 任理事
事奉恩赐： 关怀、助人
现
任： 蒲种教会关怀组、幸福小组及插花班组员、家庭小小组长

13. 吕思辉执事
出生年份： 1976 年		
职
业：室内设计师
所属堂会： 吧生路教会		
事奉年资：1 任执事
事奉恩赐： 音响操控、治理
现
任： 吧生路教会音响组组长、家庭小组组长

14. 刘克定执事
出生年份： 1974 年		
职
业：估价师
所属堂会： 蕉赖大同教会		
事奉年资：3 任执事
事奉恩赐： 带领团契小组、查经、探访
现
任： 成年团契小组组长及副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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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林文富执事
出生年份： 1961 年		
职
业：商人
所属堂会： 吉隆坡教会 (早堂） 事奉年资：1 任执事
现
任： 吉隆坡教会 (早堂) 财政、种籽事工组长、成青主日学老师 (基要真理班) 、
成年组组长

16. 林家进理事
出生年份： 1968 年		
职
业：项目经理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9 任理事、2 任执事
事奉恩赐： 探访、陪谈
现
任： 小组副组长、差传布道组组员、幸福小组组员

17. 林南福执事
出生年份： 1963 年		
职
业：五金贸易商
所属堂会： 吧生路教会		
事奉年资：2 任执事
事奉恩赐： 服侍、关怀
现
任： 吧生路教会小组组长、关怀组组长
18. 林恩添理事
出生年份： 1992 年		
职
业：电子商务从业员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2 任理事
事奉恩赐： 策划、关怀、栽培、领唱、带动气氛
现
任： 蒲种教会领唱及伴唱、崇拜主席、青年团契导师、联会青年组主席、青
少组组员
19. 赖丽芳理事
出生年份： 1976 年		
职
业：医院日语客服员
所属堂会： 文良港教会		
事奉年资：9 任理事
事奉恩赐： 招待、关怀、探访
现
任： 招待组组长、主席、领唱、周刊、祷告会负责人
20. 伍美萍执事
出生年份： 1963 年		
职
业：私人助理
所属堂会： 吉隆坡教会（母堂） 事奉年资：2 任执事
事奉恩赐： 带领儿童事工、教导、关怀
现
任： 原道堂儿童教育组组员、吉隆坡教会 (母堂) 副财政、成青主日学校长、
儿童主日学顾问、吉隆坡教会关怀组副组长、崇拜组组员
21. 翁国祥执事
出生年份： 1982 年		
职
业：马来西亚青年归主协会全职同工
所属堂会： 蕉赖首都镇教会
事奉年资：1 任执事
事奉恩赐： 摄影、电脑平面设计、领唱、动员与配搭
现
任： 原道堂长执会副文书、联会青少组委员、蕉赖首都镇教会恩慈少年团契
导师
新任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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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谭国权理事
职
业：技术经理
出生年份： 1970 年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3 任理事
现
任： 小组长、崇拜主席、投影负责人

23. 陈秋仪理事
出生年份： 1973 年		
职
业：采购人员
所属堂会： 吉隆坡教会 (母堂)
事奉年资：4 任理事
事奉恩赐： 教导、行政
现
任： 吉隆坡教会理事会副文书、儿童主日学校长

24. 陈春吉执事
出生年份： 1969 年		
职
业：安利直销商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1 任执事
事奉恩赐： 关怀、教导
现
任： 蒲种教会关怀组组长、主日学老师

25. 陈杰义执事
出生年份： 1971 年		
所属堂会： 文良港教会		
事奉恩赐： 教导
现
任： 良善学青团契导师

26. 郑东演理事
出生年份： 1970 年		
所属堂会： 吉隆坡教会（早堂）
现
任： 联会差传组委员

职
业：广告创意设计师
事奉年资：3 任执事

职
业：销售经理
事奉年资：3 任理事

27. 张文伟执事
出生年份： 1967 年		
职
业：销售员
所属堂会： 白沙罗教会		
事奉年资：1 任执事
现
任： 成青主日学老师、招待组组长、白沙罗教会购堂组组员

28. 张育强执事
出生年份： 1962 年		
职
业：电工承包商
所属堂会： 双溪龙教会		
事奉年资：白沙罗教会 2 任执事、
				
双溪龙教会 1 任执事
事奉恩赐： 工程维修、教导、领唱、带领小组
现
任： 成青团契团长、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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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张钊腾理事
出生年份： 1993 年		
职
业：特许会计师/银行金融财务分析师
所属堂会： 白沙罗教会		
事奉年资：4 任理事
事奉恩赐： 策划、领导、弹奏钢琴
现
任： 白沙罗教会青少组负责人、司琴、领唱、诗班员、崇拜主席、仁爱事工
财政、白沙罗教会购堂组组员
30. 田福安执事
出生年份： 1969 年		
职
业：大众信托基金单位信托顾问
所属堂会： 吉隆坡教会 (母堂） 事奉年资：1 任执事
事奉恩赐： 管理、策划、教导
现
任： PJ 小组组长、佈道组副组长、成青主日学导师

31. 丁增阁执事
出生年份： 1976 年		
职
业：客户服务副经理
所属堂会： 八打灵教会		
事奉年资：5 任执事
事奉恩赐： 领导
现
任： 联会差传组副主席及财政
32. 温国辉执事
出生年份： 1979 年		
职
业：银行科技风险及合规管理专员
所属堂会： 白沙罗教会		
事奉年资：1 任执事
事奉恩赐： 管理、策划
现
任： 白沙罗教会行政组组长、崇拜主席、差传组副组长、原道堂差传组组员、
白沙罗教会购堂组组员
33. 叶益俭理事
出生年份： 1984 年		
职
业：多媒体开发人员
所属堂会： 双溪龙教会		
事奉年资：4 任理事
事奉恩赐： 教导
现
任： 教育组、成青主日学导师

34. 叶慧盈执事
出生年份： 1977 年		
职
业：销售与营销经理
所属堂会： 蒲种教会		
事奉年资：1 任执事
事奉恩赐： 教导、规划
现
任： 敬拜组视频小组组长、小组组长

35. 叶雯莉理事
出生年份： 1983 年		
职
业：室内设计师
所属堂会： 双溪龙教会		
事奉年资：7 任理事
事奉恩赐： 领唱、管理
现
任： 双溪龙教会财政、少年导师、崇拜主席和领唱
新任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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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吧！去郊游！
报道 李佩珊 (蕉赖首都镇教会）

在

现今这个网络的时代，每个成年人甚
至几乎每个小朋友都拥有一台自己的

手机。小朋友的爱好也都变成了玩手机或电
脑游戏居多，有趣的户外活动已不再是他们
的首选。走出户外，在大自然中玩游戏，不
但能享受上帝创造的美好阳光和新鲜空气，
还能激发小朋友们的活力。
2019年11月2日（星期六)，长老会原道
堂蕉赖首都镇教会的儿童开心园地举办了一

早上8点正，所有老师、小朋友和家长都集合

个户外郊游活动《走吧！去郊游！》。当天

在公园。敬拜赞美后，小朋友被分成了几个
组别，展开了一系列的闯关游戏：跳绳叠叠
杯、欢乐跳跳跳、齐心夹球球、眼明手准丢
豆袋等游戏。最后一关就是要让小朋友自己
做三文治，来奖励自己完成了所有的游戏。
中午之前，老师和小朋友们就一同结束了愉
快的户外活动。
透过游戏，小朋友能够学习沟通与合
作，也能学习互相帮助。他们也很兴奋能够
自己制作三文治。感谢上帝让这次的郊游活
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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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2日（星期三）吉隆坡教会（早
堂）张文光长老、刘其昇长老与蔡频频传
道，代表教会到斯里鹅唛侨民华小分发“种
籽助学金”，总额RM6000，共三十位学生受
惠。校方董事部、家教协会与校友会均有派
员出席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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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良港教会

新堂启用感恩典礼
报道 林振义

2

020年1月18日（星期六）4:15PM，原道堂

象，新的方向》中有句歌词：“圣灵引领看见

文良港教会的新堂启用感恩礼正式开始。

新的异象，祢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提醒我

感谢主的看顾与保守，让出席者能够在聚会

们，教会扩建装修完工，是代表已经结束？

中经历神的恩典，并有美好的交流。当天有

或是由此展开更多与主同行的新事工呢？

来自原道堂各堂会的教牧长执，文良港社区

主席带领感恩祷告后，诗班以整齐的步

教会领袖，机构代表以及本堂会友约135位成

伐走到台前并献上诗歌《恩典之路》。凡事

人和4位孩童一起见证神信实的恩典，愿一切
的颂赞和荣耀都归于真神。
主席陆国年长老以〈诗篇〉24篇9-10节
宣召：“……你们要高举！荣耀的王将要进
来！……万军之耶和华是荣耀的王！”带领会
众确信整个教会扩建与装修的工程都是在荣
耀的主带领下顺利完成和感恩。
紧接着是敬拜团带领敬拜赞美，一同称颂
那为我们成就大事的真神。赞美诗歌《新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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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讲员带领唱回应诗《向高处行》之
后，本教会主任牧师陈梅兰牧师上台分享有
关原道堂文良港教会扩建装修的见证。陈梅
兰牧师说：“我们有一个梦想，梦想有一天教
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感谢神垂听祷告并
奇妙的安排，原道堂文良港教会的扩建装修
并不是因着搬迁，而是神扩大教会的使用空
间，让教会有更充足的地方及完善的设备，
都要紧记神“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

让会友能凭着信心带领更多的人来到祂的殿

福”。诗班嘹亮的歌声述说我们所信靠的神是

中认识神。精彩的视频分享，勾起会友在装

赐恩典的，也勉励神的子民要活出基督的样

修过程中点点滴滴的回忆，虽然过程不容

式和行神所喜悦的事。

易，但都靠主得胜有余。

林裕涵传道宣读信息经文〈约书亚

最重要的时刻当然莫过于揭牌匾仪式，

记〉13章1节后，讲员余锡松牧师用《圣经》

见证主恩。由原道堂长执会主席江志海牧

神的话语与大家彼此勉励。讲员的主题信

师和陈梅兰牧师共同揭开“荣耀归于真神”牌

息题目为“你的未得之地是什么？”余牧师用

匾，同时由吉隆坡教会理事会主席李成典长

〈约书亚记〉13章1节的经文：“……你年纪

老，文良港教会的潘荣平长老、赖丽玲长老

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句话的意

和陆国年长老一起见证。会众都以欢喜感恩

思不是神对约书亚的一生事奉表示不满或责

的心一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备，而是神在告诉约书亚，他在世上事奉的
年日已经满了，然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尚未
攻克。若荣耀神、为主而活是基督徒一生的
信仰追求，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思考人生的意
义，同时寻求什么是属于自己的“未得之地”。
此外我们也应当积极参与在教会和团契中的
服事，使用神赐予的恩赐，拓展不同的事工
来服事人与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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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主席和会众一同启应奉献礼文，
将荣耀、感谢和赞美归于三一真神；也以祈
祷，敬拜，宣扬真道，举行圣礼并信徒交通
成为新堂所恒常应有的服事。梁锦标牧师带
领新堂奉献礼祷告后，主席宣告：“我奉圣
父、圣子、圣灵的名，奉献这个圣殿，做为
赞美、敬拜、领受真理教训，和圣徒相通的
地方。愿荣耀归于上帝。也愿你们常常在这
地方，为了宣扬福音，心中火热。阿们。”
感恩典礼以感恩奉献、赖丽玲长老报告
及致谢、江志海牧师差遣祝福及摄影留念作
为结束。礼成后会众移步到一楼副堂共享爱
筵，继续在主里彼此联谊，共沐主恩，直到
7:30PM才散会。

2019年11月26日（星期二）长
老大会会正王端国牧师在吉隆
坡教会（早堂）张文光长老、
蔡频频传道与林文富执事的
陪同下，亲临视察斯里鹅唛
Lot PT3339建堂地段，为此地段
及建堂计划祝福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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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但实在
报道 谭诗敏 (吉隆坡教会 (母堂)）
探访当地原住民并送上米粮，同时邀请他们参与当
晚的聚会。

吉

隆 坡 教 会 母 堂 与 早 堂 在 2019年 9月

队员们就到附近的美食中心用餐，之后就

13-14日（五至六)，前往了位于关丹

前往Kampung Sungai Soi出席当晚的小组聚

的Kg. Soi进行2天1夜的访宣，队长是林文富

会。Kampung Sungai Soi原住民村里没有聚会

执事，队员包括：蔡频频传道，孙淑英姐

所，信徒需要到关丹市区的关丹长老会崇

妹，郭诗煌长老，符安妮姐妹，郭嘉慧姐

拜，但因人数过多，无法把所有信徒都载

妹，郭嘉仪姐妹，郑淑绮姐妹，吴雪欣姐

送到教会去参与崇拜，平时只能在一位信

妹，谭诗敏姐妹，阮宝珠姐妹以及差传干事

徒家中聚会。感谢主，因着神的带领，让

黄雪凤姐妹。

Pastor Sigar及团队们找到了一家早前由韩国宣
教士所建立的教会，而负责人也同意把教会
让给Pastor Sigar来使用，同时也由他来牧养
该教会的会友。虽然聚会所设施并不完善，
甚至连厕所也没有，但神却依然供应一切所
需，毫不缺乏。
当天的聚会由Pastor Sigar亲自带领敬拜赞
美掀开序幕。即便硬体设备有限，只有吉他

部分队员于队长林文富执事府上集合祷告后一起出发

和电子鼓的伴奏，但当地信徒们不论老少都

我们在9月13日当天中午约12点30分抵达

手舞足蹈，尽情投入高声敬拜，让我们分外

关丹，与当地牧者Pastor Sigar会合，一起享用

感动；反观许多城市教会，纵然设备齐全，

了午餐后，就分成两队：一批人到市场买米

但真正愿意开声赞美神的又有多少？由于当

作为逐家探访的手信，第二批则负责跟Pastor

天是他们在新堂所的第一次聚会，所以出席

Sigar回家准备当天聚会的晚餐。

人数也特别多。敬拜赞美过后，蔡频频传道

逐家探访完毕及煮好晚餐后，访宣

新堂第一次聚会大合照

便透过信息分享来勉励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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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工们与小朋友合影

第二天一早，队员们再度进入村内举办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

儿童营。当天由雪凤姐妹负责领敬拜和玩游

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

戏。过后，郭诗煌长老分享了关于饶恕的小

许。”(弗3:6）

故事《Hamba Yang Jahat（恶仆)》，他以生动活
泼的方式呈献，并透过问答交流的环节与小
朋友们互动，逗得大家开心极了，玩得不亦
乐乎。最后，我们也准备了小朋友们最期待
的手工节目，与小朋友们一同制作卡片。
看着小朋友们脸上满足的笑容，嚷着让
我们下次再回来探望他们，我相信他们必能
感受到上帝的爱。虽然他们的资源很有限，
但我们所信靠的主是无限的主。即使他们只
是一名很普通的原住民，但神依然爱他们。盼
望藉着访宣队的到访，能够把福音的种子深深
的埋在他们的心里，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
感谢神带领这一次的访宣队，感谢祂
的保守，使我们有平安的脚步也有健康的身
体。虽然只是短短两天一夜的时间，但是队
工们实在经历了基督，也成长了不少。荣耀
归主。

原住民事工工作坊——part 1: 福音
日期：2020年4月20日 (星期六)
时间：9:00am-6:30pm
地点：原道中心
讲员：Esterlyne Juing 姐妹与学园传道会同工
装备会友向原住民或有需要的群体传福
音，包括如何准备和分享见证、祷告
等，欢迎踊跃参加。
有意报名或任何询问，请联络黄雪凤
姐 妹 （ 017-9572008) ， 或 浏 览 活 动 专
页：http://bit.ly/workshopOA1
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4月15日 (三)

Pastor Sigar与当地教会负责人签署教会转让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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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之行

喜马拉雅的呼声
文 岑佩仪 (文良港教会)

2

019年11月，原道堂差传组差派第二支短

离开加德满都后，一路上映入眼帘的都

宣队到尼泊尔短宣，主要体验跨文化宣教

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偶尔远处出现层层的梯

与生活，探访和关怀当地传道人和同工、会

田和巍峨的雪山，道路虽崎岖但风景如画。

友以及接触当地居民。

十一月下旬是尼泊尔的旱季，天气稍凉，空

这次的短宣队一共有9位成员，包括队长
蔡诗菁、甘彩妮、吕欣蔚、吴韵婷、林芝君、
胡秀萍、岑佩仪、叶雯莉和游永凯牧师。

气比雨季时清新多了。
短宣队大约在下午五点平安抵达
Thambuchet，因气温陡降，队员们一下车就马

短宣队于11月16日（六）出发前往尼泊

上穿上保暖的衣服。Thambuchet位于喜马拉

尔，开始为期十天的短宣旅程。我们抵达尼

雅山区，由于快要进入冬天，当地早晚温差

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时，已经是接近中午一

很大，太阳下山以后的气温可以降至十五、

点了。Pastor Balkrishna亲自到机场接我们到附

十六度，半夜可以降至十度以下。这里是

近的酒店安顿休息。

离城市偏远的山间乡村，没有暖气设备，Ps.

第二天清晨吃过简单的早餐后，我们就
从加德满都开车前往Thambuchet。从加德满都

Balkrishna早已为短宣队准备好足够的棉被，队
员们才能暖暖地度过寒冷的夜晚。

到Thambuchet约十个小时的车程，车子沿着蜿
蜒的山路前行，路途颠簸，大部分的队员都
有吃晕车药以防途中晕车呕吐。

Himalayan English School (HES) 学校事工
每一天早上上课之前，学生都会聚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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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之夜
Thambuchet的居民多为Tamang族，信奉精
灵崇拜。为了接触当地的居民，短宣队准备
学校的草场晨会，由小班到大班跟着各自的

了一个名为“欢乐之夜”的交流聚会，邀请居

组别排成四队。播放校歌时，孩子们跟着旋

民参加。一开始来的都是HES的学生，成人却

律大声唱歌的模样，感动了不少短宣队员。

没有几个。聚会在傍晚六点开始，有简单的

校长说邻村的孩子每天都要沿着崎岖的

游戏、送礼物、邀请大家一起跳舞，最后还

山路上学，他们需步行约一到两个小时才能

预备了一些茶点来招待居民。后来，也许是

到学校。随着天气逐渐寒冷，有些孩子的衣

音乐的声音把附近的一些居民吸引过来，当

着单薄，两行鼻涕一直都挂着，看了还真让

晚一共有约130位大人和小孩出席，大家都有

人心疼。

很棒的互动与团契。

短宣队员们分成两组进行事工，一组负
责帮孩子们剪头发和除头虱，另一组则进到
课室里陪孩子做科学实验，让孩子们认识科
学的神奇。
除此之外，短宣队也在学校举办运动
会。首先是以YMCA和Chicken Dance热身舞让大
家破冰，孩子们开心的随着音乐摆动。为了
让所有的学生可以一起参与运动会，短宣队
准备了几个简单好玩又可以多人参与的团队
游戏。虽然是简单的游戏，孩子们还是玩得
不亦乐乎，校长说这次运动会全校167位的学
生都到齐了。

探访事工
关心与互动能够让人感受被爱与关怀，
因此短宣队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探访几位老
师和Thambuchet教会的会友，关心他们的需要
及为他们祷告。
短宣不只有付出，也有领受。有一位热
心的妇女，也是HES学生的家长特别为我们预
备了一顿美味的晚餐。收入单薄的她们请我
们9个人吃一顿饭，可见她的爱心啊！
家庭团契
家庭团契是在星期三晚上七点，你可以
想象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连多余
可以走路的位子都没有，四十多个人包括大
人小孩就坐在这个小小的地方聚会。当大家
开口唱诗祷告时，小小的房间发出响亮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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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和祷告赞美神，就像圣经中所说的万国万

只能借用旅店楼下的餐厅来举行崇拜。当晚

民都要敬拜神，用不同的语言同心敬拜神，

游永凯牧师以英语证道，引用〈创世纪〉雅

感动不已。当晚，游永凯牧师也分享神的话

各的天梯梦来勉励大家，在困境中要有信

来勉励会众。

心，正如上帝的使者与雅各同在一样，上帝

11月21日差传组顾问江志海牧师在经过

也与Timure的弟兄姐妹同在。过后我们和Timure

近10小时长途跋涉的颠簸路途后，于晚上抵

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团契，彼此勉励代祷。

达Thambuchet英语学校，开始视察工作，同时
也带领蒲种教会的林恩添弟兄及吧生路教会
的蔡慧娜姐妹来体验与学习短宣服侍。

Timure 学校运动会
神是做新事的神，祂为我们开了一条新
的路。Pastor Balkrishna和当地政府学校接洽成

行军祷告

功，让短宣队员有机会到Timure的政府学校进

Thambuchet毕竟是个小村庄，若有外国人

行活动，这真是大好的消息。我们在学校举

出现肯定会引起村民的注意。我们一行人走在

办了迷你运动会，约有72个学生和6位老师参

村里的大街上，友好地跟居民打招呼也得到

与，能够接触他们就是好的开始。

他们善意的回应。我们一边走心里边默默地
为这片土地的居民祷告，盼望他们被蒙蔽的
双眼能够因认识主耶稣而重新看见，生命得
到改变。当中也有几位队员登上附近的祷告
山，为Thambuchet和邻近村庄的居民来祷告。
Timure 教会
Timure是位于尼泊尔与西藏边境的一个小
镇，从Thambuchet到Timure需要一个小时的车
程。当地居民多数信仰佛教，并不欢迎基督

Timure 会友洗礼

徒。早前Timure教会受到当地居民的逼迫，要

短宣队有幸见证了Timure教会的两名会

求屋主把教会赶逐出去，拒绝租借地方作教会

友，在一个隐秘树林中的小溪进行洗礼。小溪

用途。Timure教会的弟兄姐妹顿时没有了聚会

清澈见底，受洗者需浸在冰冷的河水里。其中

的地方，只能借用会友的小房间聚会团契。

一位领洗者是一名产期快到的妇女，她坚持

感谢神，让教会租到一块地可以建聚

在宝宝出生前受洗，信心和勇气让人敬佩。

会所，在冬天来临之前有地方聚会。短宣队
抵达时，这间新的聚会所还没有完工，我们

感谢神满满的恩典，让短宣队的事工都
能够顺利进行，接触了许多当地居民，队员
们也有美好的学习与得着。谢谢队员们的爱
与付出，愿意到偏远的喜马拉雅山区服事。
愿神让我们看见尼泊尔的需要，把感动放在
我们心中，为了回应神的爱而勇敢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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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短宣

分享

施比受更为有福
胡秀萍 (白沙罗教会)
首次参与海外尼泊尔短宣，经过了无
数次培训也已经抱着交托的心态，开始了这
趟10天艰辛的旅程。第一次踏入加德满都气
候凉爽，空气的沙尘滚滚也免不了口罩，人
生也是第一次来到了没有兑换钱币服务的机
场！感觉有点狼狈，随后到了市区才找到兑
换柜台。隔天一早就乘坐四驱越野车前往
Thambuchet小村庄，一路上都风尘仆仆，悬崖
峭壁的山边，凹凸不平的山路，经历了十个

无论隔壁吵杂声多大都没有阻扰到他们要向

小时才抵达学校。气候也比市区寒冷多了，

上帝诉说，与上帝拉进关系。这一点让我感

吃过师母预备的晚餐及聚会分享后，大家就

动得甚至流泪。圣灵力量很强大！

好好休息为第三天早上的服侍做好准备。

最后几天去了Timure，看见上帝一路带

一大早灵修后就赶紧准备帮学生剪头发

领建起了教会，第一次目睹在河中进行的洗

和放药水洗头！第一次确实手忙脚乱，剪不

礼仪式！那么寒冷的天气要把身体浸入河水

好也担心弄伤孩子的皮肤。由于理发用具有

里面，令人震惊！深深地向神献上感谢，看

限电流也不足，我们两人最后用了四天终于

见一个美好的团队共同在主里彼此相爱，彼

完成！过后就是包装礼物，也开始一起融入

此接纳，一同为主摆上，也感恩游牧师的用

与孩子们相处。最大的感动就是家庭团契，

心分享与教导。所谓“施比受更为有福”(徒

当地基督徒居民很虔诚的向上帝开声祷告，

20:35)，希望每年都有份参与这服侍！纵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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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身体疲倦不堪，但是我的心里好踏实与满
足。感谢教会给我机会，让我在迈入人生下
个阶段时，体悟到自己对这世界能有所贡献
是何等可贵的恩典，即便自己所贡献的看似
渺小，但我们永远不知道对有需要之人，这
意义有多大。

林芝君 (八打灵教会)
在 这 10天 的 尼 泊 尔 短 宣 旅 程 ， 除 了 感

自己说：恩添！是时候好好歇下，结果我

恩，还是感恩。感谢神每一天的保守与恩

便参加了。感谢神，这6天5夜在尼泊尔的日

典，也让我透过此程，在身心灵和认知上都

子，我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

获益良多。

第一、我学习到信心的功课。江牧师说

短宣结束后带给我最多的思考和反省是

上喜马拉雅山之路是非常危险的，司机一不

“限制”这两个字。出发前有很多担忧，包括

小心，就可以掉入悬崖。此话当真，我不敢

自己的健康，以及对当地环境，食物，语言

往下望，脑里浮现恐怖危险的画面。因此，

和卫生等各方面的适应，特别是晕车。我很

我祷告，求神给我对祢的信心，同时也要对

害怕因为之前有太多的经历，害怕后遗症会

司机有信心，我信我的神，难道我不信神会

让我没办法好好的享受这次的短宣，但感谢

托住那司机吗？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神我服食了晕车药后完全没问题，甚至差不

第二、我体验到跨文化的敬拜生活。(诗

多每时刻都在震动的后车座自在的看风景和

67:5）神啊，愿列邦称赞祢，愿万民都称赞

拍照。对于其他的，我带着好奇和喜乐去接

祢。我们虽然都是来自不同的族群，但我们

纳每一件没什么机会在自己的地方看到和碰

都是属神的。当他们用当地的语言高唱：“我

到的事情。我发现很多时候是我限制了自己

灵歌唱”时，顿时心中充满激情与兴奋，我也

去挑战一些看起来很难的事，很常忽略了所

用英文来一同合唱：“Then Sing My Souls…”。我

相信的那位“无限”的上帝，而且只要先求祂

感受到诗人的那句话：愿万民都称赞祢！

的国的事，祂没有不加给你的。感谢神，祂
应允了我的祈求。

第三、神再次点燃我为祂全然摆上的
那团火。透过与Pastor Balkrishna的对话，了解
他在当地服事的心声。他说：我们现在还在

在忙碌中歇下，
在短宣中领受
林恩添 (蒲种教会)
我从来未想过要来尼泊尔短宣，但江
志海牧师打从三年前就开始不断的鼓励我参
与。过去我不断的为生活忙碌，今年我对我

欠银行的贷款、喜马拉雅小学的营运费用、
长期的发展计划等等，我都不晓得如何，但
我始终相信神会预备道路。他对我说了一句
话：“Heart of serving is very important, God will open
doors!”
Heart of Serving服事的心——神！但愿祢使
用我的一生，来为着祢的荣耀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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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传组退修会

异象、看见、目标
报道 林裕涵传道、黄雪凤 (差传干事)

一

般教会主办退修会旨在从日常的事工

我们邀请了江志海牧师（差传组顾问)

退下，以祷告、安静、默想来亲近

来分享神的话语。在分享中，江牧师强调宣

神。迈入新一年的第一天（2020年1月1日)，

教应该是“布道”和“差传”并行，而不只是注

原道堂差传组举办了半天退修营，名为《原

重堂会本身的布道事工，也要看重堂会以外

道堂差传的异象》。共有17位差委和两位顾

的差传事工。宣教的本质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问参与其中，地点于万挠的Fruit Valley Selangor。

和十架的恩典，这福音的价值是一切的基
础。牧师也强调，异象就是清楚看见神要我
们完成的工作，其中包含神让我们“看见”的
需要，我们就应该以行动来回应，也凭信心
来坚持下去。
差传事工是必须坚持的。江牧师提出差
传的“落实”和“踏实”，就是要把神学和理论
转化成具体的计划，实实在在地行出来；这
行动也要实实在在地有叶、有花，结出真正
属灵果子。我们把短宣落实了，但要怎样让
参加者对神的大使命更踏实？江牧师建议先

这次退修会的设计也是以祷告和敬拜为

让参加者适应短期短宣，我们也应该设计一

重，同时透过神的话语和差传组的异象来彼

种体验式的差传课程。江牧师提出，参与短

此激励，好让每位差委都有同样的异象、看

宣者应该是一位“门徒”，有“门徒”的生命才能

见和目标，也让差委们能够在各自的堂会推

以生命来影响生命。教会需要有对的门徒训

动差传事工时有更明确的方向。

练系统，才能培育出像“门徒”样式的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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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会在祷告会、公祷或团契聚会为所认
领的宣教士祷告和传递宣教士的需要，
培养会友主动关心及了解对方的需要。

差传组副主席丁增阁执事透过4个部分来
分享“异象传递”：装备工人、培育工人、宣
教资源、跨文化宣教。以下为原道堂差传组5
年（2019-2024）计划（摘要)，但愿我们一同

跨文化宣教：

•
•
•

来代祷和行动。
装备工人：

•

每年每间堂会至少5位信徒参加差传课

扩张本地原住民事工。
5年内于3个跨文化族群地区设立教会/植堂。
与当地牧者配搭及传递原道堂事工计划
与异象。

•
•
•

5年内培养至少5位原住民领袖。
培养及巩固原住民儿童对信仰的认识。
传福音给未信的原住民。

程/研讨会/训练。

•
•
•
•
•

每年每间堂会至少1位接受跨文化宣教训练。

海外事工：

每年每间堂会牧者、教会领袖、理事参

•

在尼泊尔植堂——Timure，Goljung。海外事

与至少1次跨文化培训。

工不限定于尼泊尔，将会再考察其他植

5年内原道堂差派1位实习宣教士。

堂地点。

5年内原道堂差派至少2位长期宣教士。
5年内原道堂差派至少1人去宣教训练学

•

与当地牧者配搭及传递原道堂事工计划
与异象。

院受训成为宣教士。
在退修会中，我们也为差传组的原住
培育工人：

民、海外植堂及献身者关怀这3项事工的更新

•
•

来祷告。

•
•

每年每间堂会差派一支短宣队参与本地宣教。
培养各堂会认领一个本地跨文化宣教据

感谢主，让我们顺利完成第一届退修营。

点，以便提升会友的差传意识与了解福

但愿差委们都有同样的异象、看见、目标，

音拓展的策略。

同心的一起回应上帝。愿上帝带领我们。

联会每年举办一次海外宣教。
5年内各堂会领袖、牧者、理事至少参与一
次国内或海外短宣。由2020年开始落实。

宣教资源：

•

差传教育组与原道堂教育组合作推动差
传教育（成人/青少年/儿童)。

•
•

堂会1年安排4次在主日崇拜宣讲差传信息。
堂会每月至少1次在主日崇拜/祷告会/团
契聚会为差传事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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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生来函

说到学习，⼤家可能会想，我们在华神
每天专⼼学习圣经、神学等等，浸泡在这么
“属灵”的环境中，每⼀天的灵命都应该会
快速长进，愈来愈像“圣⼈”。但最近我对
“学习”有了⼀些不同的体验。在课堂上的学
习，因为⽼师常常要对着全班40-50个学⽣教
课，在⼈多的地⽅往往学习效率下降，注意
⼒不集中，这是常常有的体验。但最近因为
祝主内的家⼈们圣诞节蒙恩，新年快乐！

要通勤的关系，我每天早上在坐车去⼋德校

感谢你们常常在私祷中记念我们的需要

区上课的路途中，会去找⼀些⽼师“聊天”。

也为我们的⽣活费奉献，使我们在这⼏年的

有⼀位陈⽼师就是我常常聊天的对象，他之

神学进修装备没有后顾之忧。上帝是信实且

前是台湾信义会的会督，如今⼀边在某教会

全爱的主，我们的好处都不在祂以外。虽然

牧养，⼀边在华神教课。在车上的时间，我

这⼀年有⾼潮有低⾕，写报告、服事和⾃我

跟他谈台湾的教会与政治、教育；聊职场、

的认识中经历蜕变，咏爱受伤、美贤的⾝体

营商宣教、⽣活规划；最近也听他分享在养

健康等等，都让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倚靠上帝

育⼩孩的过程中，怎样帮助孩⼦学钢琴和英

⽽不能倚靠⾃⼰的聪明。

语……

这将是我们家最后⼀次在台湾过圣诞

我很享受类似这样的谈话，“学习”在对

节，顺利的话，我们2020年6⽉毕业后就会回

话和互动中发⽣，学校的通勤车成了我的另

到马来西亚。华神在2019年9⽉份开始，就启

外⼀个“课堂”！

⽤了位于桃源的⼋德新校区，我们⼀家保持

这种的经历让我想到“⼤学”(University)，

住在台北市的旧华神，因为咏爱要在就近的

某个⾓度来说是指向⼈对宇宙的探索，更重

幼⼉园上学。所以，振强每天上课，需要坐
学校安排的交通巴⼠往返学校。早上8点发
车，车程约为40分钟。下午4:30再从学校发
车回台北市，这样其实时间有点被切得很琐
碎。最后⼏个⽉的时间，求主恩待我们珍惜
这学习的机会。

在委身了⼀年的台北信友堂的伉俪团契⼀起庆祝圣
诞。我们有机会被邀请在他们当中分享我们的故
事，实在太感动，再次被天⽗的爱和呼召所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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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年，认识了两位好姐妹-她们是咏爱
幼⼉园同学妈妈，我们常会相聚⼀起分享，
祷告及在育⼉的过程彼此⿎励。透过其中⼀
位姐妹还可以到她的教会去做料理分享⼩故
事。这是很棒的机会让我能接触更多新朋友。

咏爱学了半年的钢琴，
是很爱⾳乐的孩⼦。⽇
前也有机会上台参加发
表，台⻛稳健、颇有⼤
将之⻛。求主帮助她有
耐⼼每天练习钢琴，打
好基础，以便未来能被
上帝使⽤。

代祷事项
1. 在忙碌的功课和学习中，仍与主有亲密
时光。
2. 毕业回⻢来⻄亚学园传道会后的服事⼯
场，求主给我们合⼀且清楚的⽅向，这
样可以更好的跟领导沟通。
3. 我们的⽗⺟都已年迈，振强的⽗亲也刚

咏爱之前幼⼉园同
学的妈妈，感谢主
有机会让我去探访
她，在夫妻和育⼉
的事上⿎励她。现
在他们全家都开始
去教会了。

出院，美贤的妈妈记忆逐渐衰退，求主
保守他们，让我们仍有机会克尽孝道。
特别是振强在⼤陆的家⼈都尚未信主，
求主怜悯。
4. 在台湾期间，我们接触过的家庭都能更
渴慕认识爱我们、救我们的主。

要的则是指向⽼师与学⽣的“联结”。在这样

振强美贤咏爱⼀家

的联结中，⽼师与学⽣的互动并⾮只是在“头

敬上

脑、知性”的层⾯，也在⽣命经历的分享。我
也更在这联结中体认，耶稣基督是我们最终
的“⽼师”。

注： 谭振强弟兄目前于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修读道
学硕士（神学组）学位，由金灯台神学助学金
赞助。

多么希望神学院、教会能够成为这样的地
⽅：我们⽣命联结于彼此、敞开⾃⼰的⽣命，

牧者消息

分享经历——同侪之间、⽼师与学⽣之间、长
辈与晚辈之间——也⼀同联结于主基督。盼
望⾃⼰在今后⽆论在哪⾥服事、学习，都能
够在这样的联结中更经历主耶稣的恩典。

爱我所做，做我所爱
美贤这⼀年除了发现身体的状况需要更
多注意饮⻝之外也要多做运动，调整⾃⼰解
决压⼒的根源；再来就是到烹饪教室去学习
烹饪，盼望未来能透过这项技能认识更多⼈
和与⼈连结。传福⾳、跟⼈分享⻅证和上帝
的作为也让我觉得喜乐。期待接下来的⼈⽣
都以这两个志向为主去影响身边的⼈来认识
我们伟⼤的救主。

原道堂新任教牧蔡锦兰传道于2020年1月
1日正式就任，负责吧生路教会圣工。
蔡传道毕业于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神
学学士)，就职礼于2020年1月5日在吧生
路教会举行，欢迎蔡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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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陈欣茹传道 (青年研道会总召）

基

督徒一切敬拜、事奉、活动、生活，
都必须以神的话语为基础，进一步建

立合神心意的人生价值观。
然而我们和《圣经》之间，却似乎有着
一条巨大的鸿沟。我们必须承认：(1）圣经

活泼、正确的方式研读神的话语。在营会之

并不是用我们的母语写成的（主要语言是希

后，不仅能够更明白圣经的教导，也能够培

伯来文以及希腊文)；(2）圣经写作日期距我

养读经的兴趣、并学会正确的读经技巧，在

们至少两千年；(3）我们阅读的是经过翻译

个人的灵修生活中勤读神的话。

的版本，而非作者原版。

在出发前，学员们都已经收到详细的

以上事实，使我们在阅读圣经时彷佛雾

赴会通知。然而抵达营地后才知道，这营会

里看花，又好像盲人摸象，以致造成读经时

不像过去参加的其他营会，没有舒适的房间

的挫折感与茫然；有些人对于阅读圣经提不

与床铺、没有破冰活动也没有团体游戏，

起兴趣，有些人则可能断章取义、用自己意

每天就是认真地上课、写作业、听讲道！Kelvin

思曲解圣经而造成错误的应用。

传道向我们解说归纳式研经法，然而学员们并

其实神学院里早就有开设“释经学”，装

不是只有听课、抄重点，而是有指定的研经作

备传道人能够按正意分解神的道。然而岂是

业，并且分为小组（每组有两位导师协助)，

只有传道人才需要这项工具呢？现今信徒的

立刻练习刚才学到的技巧，对经文进行观

教育水平已经普遍提高，能否将研经法普及

察、解释、归纳及应用。在小组中，学员彼

到信徒的个人生活？

此分享、讨论，讲师教我们如何使用人物观

在2019年5月17-20日，长老会原道堂联会

察法，让我们轻松掌握经文的大致样貌；鼓

青少组推动各堂会青少年参加由以圣资源中

励我们大量提问，以及如何提出有深度的问

心、信义会良牧堂主办的〈青年研道会〉，

题；在提问之后，不是等待导师或讲员的答

期望能够燃起青少年的读经热情。这营会的

案，而是教我们如何自己找到答案——多读

源起，正是因着几位有志推广读经的牧者受

上下文、平行经文、相关经文、查考圣经背

到台湾〈校园福音团契〉的邀请，前往观摩

景资料、善用工具书……。当学员有问题、

已经举办近五十年的「大专灵修班」，然后

向导师求助时，导师总是意味深长地微笑

在马来西亚也推动类似的营会，经过几番调

说：“你觉得呢？”当学员提出自己的看法与

整，研发出更适合马来西亚人的方式，定名

见解，导师们也不论断对错，而是回应“很

为《青年研道会》，目的是在《青年研道

有意思的看法”、“你从圣经哪里得到这个答

会》中，学员透过学习“归纳式研经法”，辅

案？”、“有何根据？”让学员自己去收集资

以释经示范、课堂实作练习、小组讨论，以

料、反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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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起初觉得很辛苦，也许是因为早

你可能觉得圣经不是那么容易懂，你可

已习惯等待答案。然而看着纸上出现了越来

能觉得圣经离你的生活很遥远，你可能觉得

越多的字、教室里讨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

你已经明白圣经，你可能觉得你听过甚至学

就如同学员对经文的好奇与兴趣，读经的胃

过归纳式查经法，你可能觉得这是许许多多

口大开。到了用餐时间，导师们要去教室一

营会的其中一个。你可以像〈青年研道会〉

一检查，催促那些不肯离开教室、不肯合上

的学员一样，本以为会是轻松舒服过几天，

圣经的学员，他们响应：“再给我一点时间！

没想到却是非常克难、非常深刻、非常兴

我还要再多读一点圣经！”

奋、非常激动、非常难忘、非常丰富！

墙上的时钟早已过了就寝时间，学员们

想知道更多学员见证以及营会花絮？请

却全无睡意，脑海里反复浮现今天阅读的经

加入Facebook专页：青年研道会@BibleStudyYouth

文，此时才真正体会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
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昼夜思
想神的话”，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在这几天的营会中，学员们专注地学习
归纳式研经法，并且在导师的协助下，与同
学、组员协力合作，完成两段研经作业：包
含观察、解释、归纳、应用。学员们因着掌
握了有效的研经工具，并且实地练习，亲自
去寻找、挖掘、发现圣经中真理；如同耶稣
的比喻中那失了银子又找回的妇人，当他们
的疑问被解开来，发现自己的生命与神的话
有密切的交织连结，雀跃之情溢与言表，每
天都迫不及待想要与人分享读经心得！
诗韵：以 前 看 一 段 经 文 ， 就 只 有 两 三 个 问
题，没想到现在可以提出十几二十个
问题！而且在不同人身上，可以有不
同角度的看见！
韵馨：原来圣经这样丰富！不只是经文更生
动，而是跟生命的经历结合了！
凤仪：自己在灵修时间观察经文一小时，觉
得还不够！还想继续再读！
丽梅：现在不知不觉在读经时就会一直问问
题！也懂得看经文的上下文！
群俐：我已经和组员们约好了，明年还要再
来！

41

青年研道会

青年研道会

心得与感想

曾国丰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研经性质的营会，所
以当欣茹传道向仁爱青年团契分享此营会的
时候，我就报名了。当然，一个“全研经”的
营会可能会让人感到无聊、闷、甚至害怕，
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一旦进入此营会，
你就会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
圣经中的“宝藏”，因为我就是这样重新发现
了一直都在那里等待着我去发掘的“宝贵话

梁凤仪
2019年5月17日到20日（五至一)，原道

语”。极力推荐大家参加青年研道会，因为你
一定会在此得到你意想不到的宝藏！

堂吧生路教会仁爱青年团共10位弟兄姐妹参
加了2019年《寻真》青年研道会。除了获本

张仕涌

堂青年组提供营费津贴之外，主办单位的两
位牧者林诗瀚牧师和陈欣茹传道在团契中的
大力推荐和分享，也是吸引大家踊跃参与的
主因。在这4天3夜的营会里，学员们主要是
学习如何使用归纳式查经法来研读圣经，然

“一个好的问题可以引导得到一个好的答
案”。
在这研经营里，会学了如何问问题，解
释问题，归纳并实践在生活上。

后在每一次的分组活动里即场实习，把刚学

你会慢慢发现经文的很多的细节，了解

过的查经方法运用在课业上。本次研道会所

事情的来龙去脉，让你更明白圣经，更明白

研读的是马可福音。

上帝的话语。

起初我对参加研道会也是兴趣缺缺，会
报名也是因为被“推入坑”。可是，参加了过

在此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参加明年的研
经营！

后，我却要谢谢那位“推我入坑”的弟兄。在
参加研道会之前，自己一直都有维持读经的
习惯，但是我却害怕读福音书，因为我觉得

邹诗韵

耶稣的比喻真难明白。遇到难明之处，就唯

学会了从观察主要人物方面提问题，透

有跳过。直到来到了研道会，导师们不但鼓

过几节经文就可以找出几十条疑问。问题的

励我们提出对经文中的疑问，同时还指导我

种类也分好几种，例如：定义式问题，推理

们如何透过查考经文上下文和工具书来寻找

式问题，含义性问题等等。此外，还学习了

答案。查考经文的过程都由学员们主导，讨

如何把经文运用在生活当中。这一方面我还

论和分享。营会最后，发现自己竟然可以自

需要加强，因为有时不知如何把经文和自己

行考察明白其中一段经文时，那种感觉真是

的生活连接在一起。目前我在灵修时，尝试

欣喜若狂。营会中虽然有许多美食供应，但

使用这套查经法，以提问的方式让自己更了

能读懂耶稣的话语真的胜过这一切。

解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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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群俐
Pros for this camp + what I’ve learned from the camp:

Meet new people
People whose are also interested and driven to know
God and His Words.
People whose motivate us to study the Word of God.
We can learn, read and study the Bible from other’s
perspective and point of view because it’s different for
everyone.

Learn how to study the Bible
By using the Inductive Bible Study Method, I have
learnt a lot. From ways of how to breakdown the verses to
find the hidden treasure, to learning how we should think
more from the writer’s point of view to really find the true and
deeper meaning of the verses.

Really get the taste of how actually studying
the Word of God 24/7 feels like
Although it was just a few days camp, I saw how intense
it was for everyone who was there, overwhelmed by the Holy
Spirit, longing for more of God’s Word, to understand the
verses better, to ge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to see clues
from the Bible we would’ve never thought possible.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see how real and alive God’s Words
are.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take it seriously because I went
to the camp, not actually knowing what I signed up for or
what to expect because my Mandrin was poor. But by the
second class as we start to do our homework, most of the
youth I got to work with and I just couldn’t put our pens
down. We were not excited to do the work just for the sake
of completing it. We were excited and I would say, led by
the Spirit (which longs for His Words like bread but also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what the verses were trying to say)
to research, dive deep, ask questions we thought weren’t
relevant and focus on God’s Words alone. Up to the extend
that we didn’t want to eat or sleep because we were afraid
we would lose our chain of thought.
After each session in class, we also had talks which
also revealed the “answers” we were searching for in class.
I was amazed and surprised every hour of the camp as I
learned so much.

They are all very friendly and will help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I was surprised as before the camp, my tutor texted
me and asked if I would like to have my learning materials
in English. I was shocked because this is my first time going
to a camp where its main language is in Chinese but they
actually take the time and effort to translate everything for
you in English. I saw how much they wanted us to learn and
gain something from the camp. And also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my friends and I had the idea of reading the Bible
in both mandarin and English, in different versions too. This
gave us even more insight to how different translations use
different words to emphasise different things in the Bible. It
was an eye opener for everyone.

Any changes for your own devotion after the
camp?
This camp really changed my view on devotion and
has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the Bible better. Hav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makes me want to read more and
discover more as it is real and full of truth. This also helps
me to understand sermons better as I unconsciously ask
more questions and use the ways I was taught during the
camp to read the Bible and break down sermons.

家有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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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训练

韩国爱的教会
第115届CAL暨第1届华人门徒训练领袖研讨会
报道 吴秀菁牧师

我

从前风闻有妳，如今亲眼看见妳……

会的牧养反思与门徒荣耀的使命专题研讨等。

爱的教会（Sarang教会)。

其中门徒训练基础和操作方式、小组牧养的

第115届CAL暨第1届华人门徒训练领袖研

架构与训练，是让参加者亲临小组聚会的现

讨会於2019年10月28日正式在首尔安城修养

场，以及现场体验门训运作的程序。整个研

馆掀开序幕，我和王福明长老很荣幸被原道

讨内容可谓有理论亦有实践，透过问答环节

堂委派参加研讨会。

让参加者更加明了整个牧养系统的运作。

这一天约有200多位分别来自中国、台

爱的教会之创办人玉汉钦牧师坚守牧会

湾、香港、澳洲、美国、马来西亚和韩国当

的使命——培育信主的人成为主的门徒，带

地的教牧长执领袖陆续抵达，迎来韩国爱的

领信徒们来建立教会为主作见证。他的接棒

教会众教牧长老们热烈的欢迎与接待；从接

人吴正贤牧师也贯彻共同的牧养理念，彼此

机、接驳巴士、安排入住安城修养馆到训练

同心带领建立教会至今40年。这些年教会内

会开幕礼，他们展现的是一颗热忱服侍主的

部不间断落实门徒训练，兴起了许多领袖兴

心，让参加者无不感受宾至如归。

旺福音，在首尔的江南地区建立了一座非常

研讨会从10月28日晚上开始至11月1日结

宏伟与壮观的礼拜堂，该教会的福音事工不

束，内容涵盖了牧养教会的理念认知、华人教

单局限在首尔，也走向世界各地建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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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乐意将领受的牧会异象——“门徒训练”

要着想、主动协助有需要者，竭力认真尽力

分享给当地和海外教会，因而成立了唤醒平

做到最好，即便是面对语言的障碍，他们都

行徒研讨会（CAL)，此举造就各地前来接受

乐意付上代价（接机送机、陪伴、引路、站

培训的牧长们。此研讨会再一次更新我个人

岗、预备三餐、清洁厕所、茶点、交谈、翻

牧养教会的理念：

译、带领聚会及各项活动)，丝毫找不到他们

1. 培育信徒是教会终极的使命——门徒训练

忽略之处。这样的生命验证了“爱”是他们的

教会需拟定信徒灵命塑造蓝图，从一个

教会生命特质的表现，是门徒流露的生命，

初信直到他长大可以去栽培别人的系

舍己、放下与委身，为的是让人从你身上看

统。门徒训练是召唤的，是乐意委身谦

见主耶稣。

卑彼此学习。
2. 牧养体系是在小组中落实——注重分享
神的话与彼此代祷。

爱的教会不仅关注本土福音事工的建
立，她亦是一间充满宣教异象的教会，宣教
据点扩展至中国、美国和欧洲等地。礼拜堂

3. 委身的事奉——是门徒的生命。

的建筑广场也以世界地图作为提醒和传递宣

4. 学习祝福别人的事奉

教的使命和方向，让会众踏足之时被提醒，
并以祷告守望在不同地区事奉的牧者。

爱的教会是一间活出服事生命、付上

爱的教会能活出信仰的核心，主要因素

代价和委身在所担任的职务、拥有国度的胸

是他们乐意委身自己顺服神的话，积极跟随

襟、注重神国度建立的教会。从他们的服侍

主的脚踪。从教牧、领袖到会友把神的话语

生命，深深感受到非命令、非任务、非勉

与生活结合，视敬拜、小组、服事、学习主

强，全都因主的关系。他们流露出甘心乐

道、关怀和传福音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心中

意、毫无怨言地事奉（无关举办研讨会的关

期待原道堂能紧随爱的教会的脚步，让神的

系)、以喜乐的心来事奉主。在他们服事的

名得以被高举。

小细节里，可以体会他们凡事都为对方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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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成为一家人

2019/2020年原道堂新会友名单 (11.2019至2.2020)：
1) 文良港教会 (19.11.2019)

5) 蒲种教会 (15.12.2019)

洗礼：已故陈学珊弟兄、林玉琴姐妹

洗礼：朱章远弟兄、翁俪芳姐妹、
周蕴桂姐妹、李欣圆姐妹、
彭佩霜姐妹
幼洗：朱宇丞小妹妹、朱宇粮小弟弟

2) 蕉赖大同教会 (1.12.2019)
洗礼：曾楚煜弟兄、郑惟中弟兄、
李利金弟兄、梁运娣姐妹、
朱秀英姐妹
转会：吴楚彬弟兄
移名：吕恩慧姐妹

6) 蒲种教会 (22.12.2019)
洗礼：张坚行弟兄、孙美琪姐妹、
彭燕冰姐妹、黄洪杰弟兄
坚信：黄家杰弟兄

3) 白沙罗教会 (1.12.2019)
7) 蕉赖大同教会 (22.12.2019)

洗礼：王可仪姐妹、胡秀萍姐妹
幼洗：廖以诺小弟弟

洗礼：陈秀萍姐妹、符致毅弟兄、
刘玥杏姐妹
坚信：赖明楷弟兄

4) 吧生路教会 (1.12.2019)
转会：谢丽梅姐妹、许美星姐妹、
贺秋莉姐妹、蔡富祥弟兄、
韩燕君姐妹、吴清辉弟兄、
蔡玉珍姐妹、陈家欣姐妹、
陈家敏姐妹、陈爱灵姐妹、
陈亚顺弟兄、李亚成弟兄

8) 吉隆坡教会 (早堂) (25.12.2019)
洗礼：林征浩弟兄
坚信：伍聿铭弟兄、黄恺恒弟兄、
黄韵瑄姐妹、黄恺恩弟兄、
王恩彤姐妹
转会：陈凤萍姐妹
胡秀萍

吴楚彬

郑惟中

林玉琴

曾楚煜

梁运娣

王可仪

吕恩慧

李利金

朱秀英
已故陈学珊

吴清辉 贺秋莉 韩燕君 蔡富祥

蔡玉珍

谢丽梅
朱章远

许美星
李亚成
廖以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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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灵
陈家欣

陈亚顺
陈家敏

李欣圆

彭佩霜

朱宇粮

翁俪芳
周蕴桂

朱宇丞

9) 八打灵教会 (25.12.2019)

11) 蒲种教会 (29.12.2019)

坚信：叶源灏弟兄、林康竑弟兄
转会：余思薇姐妹、林芝君姐妹
移名：韩迦得弟兄
幼洗：赖允曦小妹妹、刘思源小弟弟、
罗恩泽小弟弟、赖慧芠小妹妹

移名：许雯慧姐妹

12) 八打灵教会 (12.1.2020)
幼洗：卢程恩小弟弟

13) 文良港教会 (12.1.2020)
10) 武吉加里尔教会 (25.12.2019)

洗礼：张俊毅弟兄

洗礼：赵勇刚弟兄、郑智尹弟兄
坚信：郑棠心姐妹、郑雄尹弟兄
转会：陈姝姐妹、陆慧燕姐妹
移名：符凯莉姐妹
幼洗：黎语昕小妹妹

14) 吧生路教会 (16.2.2020)
移名：陈欣怡姐妹

陈秀萍

刘玥杏

符致毅

赖明楷

张坚行

黄洪杰

彭燕冰
孙美琪

黄家杰

林征浩

伍聿铭

陈凤萍

黄韵瑄 王恩彤
黄恺恒

黄恺恩

林康竑
韩迦得

罗恩泽 余思薇

赖慧芠

赖允曦 刘思源

叶源灏

符凯莉 郑棠心 郑雄尹 赵勇刚

陈姝

林芝君

郑智尹
陆慧燕
黎语昕

张俊毅
陈欣怡
许雯慧
卢程恩

47

编者的话

2020年教牧长执同工

新春聚餐
报道 游永凯牧师

原

道堂长执会为表达对教牧、长执及办事处同工
的敬意及关怀，在踏入2020年之始，举办了一

年一度的教牧长执同工新春聚餐，款待大家。经赖金
财长老一番张罗，晚宴顺利于1月5日（星期日）傍晚6

点半在蕉赖的和记海鲜饭店举行。当晚司仪是赖金财
长老，蓝炳焜长老负责拍照。
共有39位教牧长执及同工出席晚宴。本人带领大
家作谢饭祷告后，晚宴正式开始，平日忙碌的长执也
难得有机会与教牧同工们共进晚餐，闲话家常。在享
受多道佳肴后，张文光长老代表长执会发表致谢词及
派送新年红包给每一位教牧及同工。
当晚办事处同工们也为一月份生日的教牧长执预
备了美味的榴莲蛋糕庆生，为晚宴增添几分温馨。大
家为蔡永根长老、郑国安长老、张庆荣牧师、李政福
牧师、梁锦标牧师及黄雪凤干事唱生日歌后，江志海
牧师为他们祝福祷告。
晚宴在9点多结束后，大家还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在饭店门口交头接耳。林南福执事见大家意犹未尽，
就邀请尚未离开的教牧长执同工一同到他于附近开设
的“黑鲸”奶茶店享用美味奶茶。还真的要谢谢南福执
事的邀请，口感优质的茶饮让大家尽兴而归。
但愿上帝赐福原道堂，在教牧长执的带领下，教
会一众都能同心协力，在新的一年里一样能够突破各
样的挑战，茁壮成长，成就主的美意。

基督教长老会原道堂联讯《道声》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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