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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新一代： 
你和你的子子孙孙

Raising The Next Generation:  
You, You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心灵相簿
The President’s Gallery

这是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
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
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
上帝，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
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 啊，你要听，
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
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上帝
所应许你的。(申命记 6:1-3)

每当我和孩子对话，我常陷入自我的对话里。有
时候会踌躇要提供答案或解释，有时候会质疑自
己所提供的指导对他们是否有帮助。

在这时代，现实的世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平面地
图而是错综复杂的互联网络；对于出生在没有手
机时代的我，要如何把圣经永恒不变的真理向从
小在电子玩板上游戏、学习、和成长的新一代传
承? 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不只是家庭的问题，
教会也需要加把劲帮助青年人和父母面对这时代
所带来的冲击。

上帝赐下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其中一个主要
原因是信仰的传承，使到上帝所应许的福份能临
到世世代代。这是摩西对以色列民，也是对今天
每个家庭所发出的提醒 — 信仰需要传承！

如何传承我们的信仰？这是每个时代上帝的子民
都要回答的问题，而答案也越来越困难。我们需
要加快脚步群策群力，因为这时代步伐太快、改
变太快 — 许多时候当我们发觉问题，已经为时已
晚。

有几方面是我认为可以努力的:
1.  父母谦卑坦承自己的缺乏，积极成为聆听者

和学习者。父母要放下身段，不要因为你是父
母，孩子就必须听你，也不要一直认为自己也
曾经年轻过，明白他们的感受和经历。这是错
误的想法，他们成长的时代和我们成长时代有
很大的差距，他们所受到的压力和价值观的冲
击，不是我们的时代能理解的。

2.  父母要关注孩子的基督徒品格多于他们在这’
世界的成就’。我们至关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帮
助孩子与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和教会生活。

3.  年轻人要扎根于上帝的话语并寻求经历他的真
实。面对资讯泛滥，相对主义的绝对化，年轻
的耶稣跟从者更需要努力学习上帝的话语；也
需要亲身经历上帝，使各自的信仰不停留在知
识上而是生命里。

4.  年轻人要置身于互相督促的小组中，共同面对
这时代的挑战。若要成为主的见证人，在这时
代作光作盐，他们就需要建立彼此守候与督促
的关系中。

5.  教会需要关注家庭事工。教会近年来都很关注
分龄事工，却较少有部门关注家庭事工，但我
们都会承认很多的社会问题起源于家庭是否健
康。

6.  教会需要不断更新我们的事工模式。教会的本
质和使命不变但教会的事工模式却必须因时代
的变迁作及时的调整，继续在所处的时代成为
有效的见证。 

让我们一起关注下一代，不只是教会里的下一
代，更是我们称为家的新加坡的下一代！

会长摄于2018年8月日本中禅寺湖。
Photo taken by President during his October 2018 trip at Chugushi, Nikko, Tochigi Prefecture in Japan.

吴乃力牧师 (博士)
华人年议会会长

Rev (Dr) Gregory Goh Nai Lat
President, Chinese Annu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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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
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
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
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
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
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申命记 
6:4-9)

“Now this is the commandment – 
the statutes and the rules – that the 
LORD your God commanded me to 
teach you, that you may do them in 
the land to which you are going over, 
to possess it, that you may fear the 
LORD your God, you and your son 
and your son’s son, by keeping all 
his statutes and his commandments, 
which I command you, all the days 
of your life, and that your days may 
be long. Hear therefore, O Israel, and 
be careful to do them, 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and that you may 
multiply greatly, as the LORD, the God 
of your fathers, has promised you, in 
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Deuteronomy 6:1-3 

Whenever I speak to my children, I 
often fall into conversations with myself. 
Sometimes I will provide answers or 
explanations to their problems. Other 
times, I will question the guidance that 
I may have given to them.

The world today is no longer a flat 
map, but a complex inter-connected 
worldwide web. I was born in a time 
when mobile phones did not exist. 
For this new generation that grew up 
exposed to electronic devices as their 
main entertainment and learning tool, 
how do we pass on the eternal truths 
laid down in the Bible? This is not 
just an issue for families. The church 
also needs to work hard to help our 
youths and parents deal with this 
tremendous new challeng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God laid 
down His commandments, statutes, 
and rules, is so that our faith can be 
passed down, and that the blessings 
promised by God will be passed on to 
future generations. This is the reminder 
that Moses gave to the Israelites, and 

to now to all peoples – that our faith needs to be passed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How do we pass on our faith? It appear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respond to this call. We need to speed up our efforts and work 
in unity, for the times are moving too fast and the world is in too 
much change. 

I have a few suggestions on areas we can work on:
1.  Parents need to humbly acknowledge that we may not have 

all the solutions, and instead, become active listeners and 
learners. Let go of our authority; do not assume that your child 
will obey just because you are his parent. It is a fallacy to think 
that just because we have once been young, that we would 
understand our child’s concerns. Our children are growing 
up under very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It may b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stress they face, and the values guiding them 
are vastl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have experienced.

2.  Paren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child’s Christian 
upbringing rather than their ‘worldly successes’. It is vital that 
we help our children build a beautiful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a firmly entrenched church life.

3.  Youths must be firmly rooted in the Word of God and seek 
to experience His truths. Being inundated with an overload 
of information, young followers of Christ need to work even 
harder to discern the Word of God, and to experience God 
personally. Their faith should not stagnate as theological 
knowledge, but be lived out in their lives.

4.  Youths should be placed in small groups that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as they confront new challenges together. 
In order to bear testimony for God, to be His salt and light 
in this age, they need to be part of a community that both 
encourages and shares the same vision of holiness.

5.  The church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family ministry. In recent 
years, the church had emphasised age-based ministries, with 
few looking at family ministry.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many 
societal problems arise if the health of families is not addressed.

6.  The church needs to constantly update our structure for 
ministry. Whilst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the church remains 
the same, but the way we structure our ministry should move 
with the times, so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stay relevant in 
bearing witness to a new generation.

Let us focus on the raising of the next generation, not jus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youths in our church, but also in bringing up the 
right valu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Singaporeans in our broader 
homeland!

“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You shall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ght. And these words that I command you today 
shall be on your heart. You shall teach them diligently to your 
children, and shall talk of them when you sit in your house, and 
when you walk by the way, and when you lie down, and when 
you rise. You shall bind them as a sign on your hand, and they 
shall be as frontlets between your eyes. You shall write them on the 
doorposts of your house and on your gates.” Deuteronomy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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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门大会

还未完成的任务： 
在上帝的使命里同心同工

张振忠牧师 (博士)
新加坡卫理公会会督

我和三一年议会（TRAC）会长黄昌荣牧师（博士）
在四月出席了美国联合卫理公会庆祝国内海外宣
教布道200周年庆典的研讨会，聆听了 Director of 
Mission Theology for the General Board of Global 
Ministries of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Dr David 
W. Scott 的主题演讲。他提醒大会要重温上帝给予教会
的使命和重新检视教会使命的定义。教会的使命给人的
印象不只是一个展现爱心，援助施惠给需要者的团体；
教会要建构各种双向交谈的渠道，把上帝给予世人的
好消息藉由文字和行动与不同的领域沟通传递。这样的
教会使命，就可用多元多样的方式呈现：如布道外展、
持续塑造门徒、服事、缔造和平、谋求公义、保户被造
界。从而把这些呈现的多元多样方式灌注进每个信徒的
脑袋里，成为信徒生命不可切割的部分。

这正好引申了300年前约翰卫斯理曾说的教会存在的目
的：引领人从罪中蒙救赎、脱离上帝的愤怒；重寻信仰
的本质、经历圣灵的更新； 领受洗礼，加入教会；聆听

圣言的宣讲，共同领受圣餐记念主；受差遣进入社群去
落实门徒的见证。

其实，约翰卫斯理在谈教会的使命时，他认为教会与社
会有不可分隔的互动关系：作基督徒就是与上帝同行，
并且与其他人同活在社会中。基督徒是蒙召去与社会中
其他人分享基督的盼望和仁爱。社会是我们活出基督徒
特质，进而引领他人走向天国的福音禾场、是基督徒散
发圣洁光辉的场所。

照耶稣所说门徒是世上的盐，为此约翰卫斯理给信徒五
个直接实际的行动：

1. 生活在世界里；
2. 力求在人群中散发基督徒的圣洁素质；
3. 成为上帝所赐恩典的好管家；
4. 中断没有必要的时间和食物消耗；
5.  开阔我们行善的幅度：喂饱饥饿的，为赤身露体的提

供衣服。

如此行善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使亲眼见证的人能把荣耀
归给我们天上的父上帝。

我深信今年2019的雅德门我们重拾这熟悉的主题：在上
帝教会的使命中合一。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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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门大会2019

今年的雅德门大会在2019年5月
23日至25日在巴耶黎峇堂举行。
今年大会邀请了马来西亚荣誉会
督华勇博士担任讲员。他在两天
的讲座会谈到“卫理宣教：回顾
与展望”。讲题大纲与内容略述
于下：

雅德门讲座1：具有卫理宗精神
的普世宣教
“世界是我的牧区”是约翰卫斯
理的名言。这句话概括了他对宣教理解，不仅对十八世纪
的英国，也针对整个世界。荣誉会督华勇博士在讲座中介
绍了“世界是我的牧区”的历史背景和意义。约翰卫斯理
的宣教神学可以用五个主题进一步阐述：上帝的形象（the 
image of God），预设恩典（prevenient grace），医
治的救赎（salvation as healing），基督徒的完全品格 
（perfecting Christian character）和万物的末世修复
（eschatological restoration of all things）。

对约翰卫斯理而言，基督徒在本地传福音的工作与海外宣教
的呼召没什么不同。正如安德鲁·华尔斯教授 （Professor 
Andrew Walls）所说，“当我们以这观点来看宣教士任务
时，就没有所谓‘跨文化’或‘海外宣教’的分别。卫斯理
对传福音和宣教的信念已在他的讲章《福音的普及》清楚地
说明。

讲座也探讨循道卫理宗和福音如何在1818年英国循道会成立
之前，迅速传播到美国、西印度群岛、非洲和亚洲。开荒者
包括亚斯理 Francis Asbury 和曲克（Thomas Coke），他
们的教导主要是建立在卫斯理教义的基础上。例如，卫斯理
的巡回讲道概念在亚斯理的教导下获得了最大的发展。正是
在亚斯理管理下的“巡迴牧师”比其他任何教派更有效地把
福音传到美国边境内！

华勇会督也探讨了19和20世纪的世界宣教重要人物，如戴
德生（Hudson Taylor）、在中国服侍的李修善（David 
Hill）、在印度的史丹利瓊斯（Stanley Jones）和皮克特
（Waskom Pickett）等人。

安德鲁·华尔斯教授说，“约翰卫斯理将循道宗视为一项
使命；他们的继任者将使命变成了一个拥有社会使命的教
会。”这是讲座中最重要的一点。

雅德门讲座2：今世代普世宣教的挑战
全球基督教面临许多挑战：

• 教会重心从西方向外转移；
• 西方教会越显软弱，所差派的宣教士数目下降；
• 挂名基督徒几乎无处不在；
• 世界各地逼迫基督徒的事件不断增加
• 福音与现今世界的关联性越显迫切。

讲座让我们思考如何预备教会更有效地宣教。

Bishop’s Message for 
Aldersgate SG 2019
Bishop Dr Chong Chin Chung
Bishop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Singapore

Jesus said we are to be the salt of the earth. 
In response, John Wesley set out five practical 
pointers for all believers: 

1. Live in the world.
2.  Strive for Christian holy living among the 

community.
3.  Be actively engaged as stewards of God’s 

grace.
4.  Do not be easily interrupted unnecessarily, 

even for food consumption.
5.  Open up the extent of our good works: 

feed the hungry, clothe the naked. 

When John Wesley discussed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he saw a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rch and society. To be a 
disciple of Christ is to be God’s co-worker. This 
means dwelling alongside others in society, 
where we live out our Christian character, 
where we may lead others to the Kingdom 
of God, where Christians may show forth the 
glory of the Lord.

Many Christians do good works 
remembering what Jesus said in Matthew 
25:34–40 (NIV): “Truly I tell you, whatever you 
did for one of the least of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mine, you did for me.” We must 
remember too that Jesus also said, “Everyone 
who drinks this water will be thirsty again, 
but whoever drinks the water I give them will 
never thirst. Indeed, the water I give them will 
become in them a spring of water welling up 
to eternal life” (John 4:13–14). Let us not give 
one, water for the body, without the other, 
water for the soul.

In this way,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doing 
good unto others is so that those who 
personally witness such deeds may ascribe 
all glory to our heavenly Father God.

For the full text of Bishop’s 
Message in English, please 
refer to the Methodist Message 
May 2019 issue at https://
message.methodist.org.sg/
together-in-gods-miss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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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雅德门？其实，雅德门是伦敦的一道街名。对卫
理宗信徒而言，雅德门含有另一个意义。我们每年的5
月24日（或最靠近的主日 – 雅德门主日）记念1738年的
这一天，卫理宗创始人 – 约翰卫斯理经历了救恩确据。
当时，灵命处于低谷的约翰卫斯理带着沉重的脚步出席
了位于伦敦雅德门街的一个宗教会社。有人诵读马丁路
德《罗马书注释》的序言。约晚上8时45分，当诵读者
描述上帝如何通过在基督里的信心，在人心中动工和进
行改变时，约翰卫斯理心里涌起一股浓厚的宗教经历。
他写着：

“于是我感到心中奇妙地得着温暖，我觉得自己确信基
督，且单单藉着祂得救，而我也得到确据，即祂已除去
我一切的罪，而且拯救我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

自小在虔诚基督化家庭长大，并在逻辑思维上受过严格
训练的约翰卫斯理对上帝是谁、上帝的爱和许多有关上
帝的作为都不陌生。然而，这一切只停留在他的知识
上，他没有确实感受或经历到上帝的实在和爱。藉着雅
德门的经历，圣灵将约翰卫斯理在知识上所知道的上帝
及在他心中所经历和感受到的上帝之间搭建了真实的联
系。上帝的爱如今更是一份他心里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的
爱。这经历让约翰卫斯理确信基督和确定自己已是上帝
的孩子。同时，他开始在爱上帝和爱邻舍的理念上有了
新的领悟。

若要论说改变，那应该是约翰卫斯理内心的动力不一样
了。雅德门经历之前，他持有“仆人的信心”，一心寻
求在言行举止上义务顺服上帝，因为害怕将来的审判。
惧怕成了关系建立导向。雅德门经历后，约翰卫斯理的
信心被坚定和深化了，他称之为“儿子的信心”，喜乐
地顺服上帝，为要感谢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如今，
他爱邻舍的动力不再是因为他有义务这么做，而是因
为他乐意如此行。约翰卫斯理不断在祷告、研经、领圣
餐、服侍他人和出席基督徒聚会上积极操练，因为这些
蒙恩途径能帮助他亲近上帝，并且持续在爱中长进。

总言之，约翰卫斯理在他的成长岁月中有好几次的宗教
经历。雅德门经历之所以特殊，因为它让约翰卫斯理的
理性和内心紧系在一起。除了领受救恩确据外，他更
认识和经历爱他的上帝，以至愿意用一生来回应上帝的
爱。每当我们记念约翰卫斯理的雅德门经历时，让我们
也借此机会反思自己与上帝的关系 – 我有否经历和感受
上帝的爱？我在上帝的爱中持续长进吗？当我爱邻舍
时，我的动力是什么？但愿那温暖卫斯理约翰的上帝继
续用祂独特的方式触动我们 – 卫理宗信徒的心，以至我
们能拥有“儿子的信心”，一份发出仁爱的信心，一份
不能不结出圣灵果子的信心。

再思雅德门： 

从信心迈向信心 

周美丽牧师
卫理公会宏茂桥堂·
助理牧师

再思雅德门： 

从信心迈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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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a Godly Father”
作个敬虔的父亲

耳垂听儿女的哀哭与祈求。所以父亲认识自己的孩子是
件很重要的事。尤其是在他们忙于分心的生活中。

其次，一位敬虔的父亲会引导孩子。他引导孩子敬畏上
帝；教导孩子关于爱基督和事奉祂的意义；如何作主的
门徒；如何建立祷告的生命；如何诵读上帝的话，并学
习信靠与顺服； 如何爱他人。所以，父亲们应当成为孩
子们的好典范，成为孩子们的典范是为人父亲重要的责
任。

第三，一位好父亲晓得“撒种”，让上帝的话植根在孩
子们的心田里。当你阅读申命记六章，家长被教导应当
与孩子们讨论如何顺从上帝的诫命、道和律法。

总的来说，为人父亲的，该仿效我们的天父上帝，包
括：
 （1） 认识孩子、
 （2）  在生命的道路上引导孩子、
 （3）  “撒种”，把主的话语植根在他们的生命中。
这样，他们的生命将能结出果子。

Our Lord Jesus Christ has taught us to address God 
as our heavenly father. And that is the most wonderful 
truth, because God indeed is our father. As we know 
Him as our father God, it helps us to be better parents.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good godly fathers will do.

Firstly, they will KNOW THEIR CHILDREN. God Himself 
as our father, He knows His children. The bible says 
His eyes are on His children; His ears are open to the 
cries and prayers of His children. So it is important 
for fathers to know their children, In the midst of the 
busy distractions in their lives.

Secondly, a godly father is one who SHOWS HIS 
CHILDREN. What does he show? He shows godliness. 
He shows what it means to love Christ and to serve 
Him;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 disciple of Christ; 
what it means to have a prayerful life; what it means 
to read God’s word, trust God’s word and obey; what 
it means to love others. We are being observed by 
our children and being a good role mode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athering.

Thirdly, a good father SOWS THE SEED. He sows the 
word of God into his children’s lives. If you read 
Deuteronomy Chapter 6, we are told that parents are 
to discuss with their children,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the word of God, the law of God.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称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是何等美妙的一件事，因为上帝确实是我们的天父。
认识他为我们的天父会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家长。

认识天父上帝的敬虔父亲会作几件事：

首先，他们认识自己的儿女。因为我们称为天父的那位
上帝认识祂的儿女。圣经记载上帝看顾祂的儿女；祂侧

This is what fathering really means.  As 
we mimic or emulate our Father God, 
(1)  We KNOW our children, 
(2)  We SHOW them the way  

of life;
(3)  We SOW the seed of God’s word 

into their lives
So that their lives would bear fruit in 
the days to come.

Bishop Solomon’s full Father’s Message message can be 
viewed on the CAC Facebook page at /cac.singapore 

CAC Board of Family Life (BOFL) celebrates Father’s Day 
2019 and invited a very special father to share with us 
his thoughts on being a Godly Father.
年会家庭事工部庆贺2019年父亲节，我们邀请了一位大家很 
熟悉的父亲前来分享怎么作个敬虔的父亲。

Bishop Emeritus Dr Robert Solomon
荣誉会督苏诺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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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大家庭 
母亲的角色

我们为上帝赐给我们的母亲对我们的生养之恩来感谢上
帝！圣经中的家庭模式不是核心小家庭模式（爸爸、妈
妈、孩子，或加上祖父母和几位叔叔或姨姨）。圣经的
模式是家族式的大家庭模式，由一个庞大的亲戚网络维
系，关注全人的培育和塑造，包括信仰、健康、教育和
生活福利。

有人曾这么说：“培育一个小孩，需要一个村庄的力
量。”圣经一再地告诉我们，信仰不单是个人的事，而
是家庭，甚至是更大群体的事。圣经重申上一代有责任
及义务将信仰传承给下一代。然而今天新加坡的家庭多
是小家庭单位，所以我希望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教
会能够成为属灵大家庭，使我们彼此扶持，共同建立一
个信仰的村庄，培养健全的下一代。

身为一位女牧师，我看自己是受天父委托，在教会属灵
大家庭中扮演属灵妈妈的角色。我也邀请我们当中所有
的妈妈们一起加入这个信仰村庄的行列。让孩子们来到
教会，有许多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的属灵祖父祖母、属
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轮流照顾，也立下好榜样给孩
子们。妈妈们，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自
己孩子的妈妈，我们也作别的孩子的母亲。这样我们一
起建立教会成为一个信仰的村庄。

年会家庭事工部在今年的母亲节邀请了严家慧牧师 
(博士)为我们录制了特别母亲节视频。请扫描以下
二维码浏览年会脸书。To celebrate Mother’s Day 
this year, CAC’s Board of Family Life recorded 
an interview with Rev Dr Niam Kai Huey about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mothers play in building 
up spiritually healthy families. View 
the full interview at CAC’s Facebook 
page or scan the QR Code below. 
www.facebook.com/cac.singapore

身为一个妻子兼牧师娘、两个成年儿子的妈妈、一个男
孙女孙的奶奶，其实我和每位身兼数职的姐妹们是一样
的，常常需要在工作、家庭和教会的服事当中不断地拿
捏取舍，力求平衡。当感觉到很劳累的时候，耶稣就是
我的好牧人，我需要回到祂的面前向祂支取力量。像路
加 1：38，46－47，马利亚所说的：“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姐妹们，在琐碎的日常工
作当中，只要我们常常尊主为大，让上帝摸着我们心。
当我们得到上帝的爱时，我们的付出将是充满爱和喜乐
的。我相信我们身边的人也会感受到这份爱。愿大家都
作个快乐称职的好妈妈，好妻子和好祖母！

严家慧牧师 (博士)
第四区教区长
盛港堂主理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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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年议会妇女服务会

“ 传好信息的
妇女” 张雪霞

年会妇女服务会会长

华人年议会妇女服务会刚在去年
庆祝了立会七十周年，以《主发
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
群：诗篇68:11》作为庆典的主
题。为了制作周年视频与特刊，
翻阅过去特刊和上网查询，寻找
卫理公会妇女事工的历史；就在
寻索的过程中，发现了女宣教士
的足迹遍布在早期教会的妇女事
工。她们作为主的见证人传好信
息，不畏惧的为弱势女性奋斗；
她们的辛劳与牺牲，带来社会性

的改革，使今天的新加坡女性享有平权、受保护、受尊
重。

新加坡卫理公会的妇女事工可以追溯到1869年美国卫理
公会所成立的妇女宣教会（WFMS - 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因为有委身于“传好信息的妇
女”顺服呼召，女宣教士由 WFMS派往亚洲、欧洲和南
美洲的国家；其中来到新加坡的有苏菲亚女士（Sophia 
Blackmore 于1887 抵新）和何淑斌女士（Josephine 
Hebinger 于1893 抵新）。

女宣教士离乡背井，突破语言与文化的障碍，在妇女和
儿童中间工作，积极开展教育女子的事工。从学堂开始
之后创办学校（美以美女校 Methodist Girls School，
花菲美以美女校 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

其中她们面对最多的挑战是当时华人移民重男轻女的
观念，对女性接受教育的抗拒心态，她们坚持没有退缩
没有放弃。女宣教士除了教育事工也关注女性在社会的
福利问题。设立妇女收容所收留被压迫受伤害的弱势女
性，提倡男女平等，推动立法“保护妇女人权”和“禁
止逼良为娼”，并恳请政府禁止民间使用童工和买卖婢
女，得到当时政府和社会人士的合作。

 “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女宣教士们不单传好信息也建立门徒，因此开展教会
的妇女事工，于1901成立了第一所正规的妇女圣经训
练学校，向教会的妇女教导圣经，并组织了“多加会
（Dorcas Society）” 来帮助华人教会，“多加会/
小组”陆续的在一些教会成立；至1940整个卫理公
会的妇女事工组织才正式命名为“基督徒妇女服务会
（Women’s Society of Christian Service），简称妇
女会 WSCS。

年会妇女会是年会属下牧区妇女会彼此联系的平台，除
了鼓励姐妹们承担教会事工的责任，也负起栽培、装备
和推动姐妹参与服事的任务，并且希望通过联合的资源
开展更多祝福社区、妇女与家庭的事工。

年会妇女服务会是通过她的四个核心事工来实践她的 
宗旨：1）信仰培育与门徒训练， 
2）见证与布道，3）社会关怀与外展，4）宣教，5）教
会活动。

早期妇女事工研讨会参加者合照

苏菲亚女士

基督徒妇女服务会的宗旨：
1.  帮助妇女在耶稣基督里，认识和经历上帝， 

灵命不断成长;
2.  挑战妇女回应上帝的救恩，并与祂建立美好的

关系;
3. 鼓励妇女在世界各地，传扬基督的福音。
4. 激励妇女对整体教会事工，承担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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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年会与堂会执委训练会《DISC工作坊》

2019年1~3月《关怀布道》课程

2018年12月于圣约翰老人院圣诞庆祝

2017年11月“始于宁谧处”静修营

1） 信仰培育与门徒训练：举办年度圣经测验，克己祷告周 (Week of Prayer & Self-Denial)—克己节俭所得款项
是为捐给国外的社会关怀与济贫扶弱事工，出版活泉季刊。近几年开始专注于领袖的培训，特别在灵性操练方
面；

2） 见证与布道：牧区的姐妹每月轮值以美食祝福路得楼女护士们 
(2014~2018)；每年联合资源举办福音聚会；今年开始开办关怀
布道训练；

结语
感谢主！因为七十周年的庆祝，让我们能藉
着历史的回顾，来检讨目前的事工是否有偏
离了使命与宗旨。其中有三方面是我们将会
专注的：

1） 姐妹们的灵性操练：妇女会的姐妹们非
常习惯做 
“马大的事工”，我们希望姐妹们同时
也有“马利亚的心”，学习与上帝独处
和安静聆听。因此我们会继续开办“基
督里的良伴”学习小组，继续鼓励姐妹
们参与年会培训部或妇女会所举办的静
修会。

2） 有些妇女会倾向对内的“团契”而忽略
了向外的 
“服务”，年会妇女会的培训与装备主
要也是为帮助姐妹们可以更有效的参与
教会的社会关怀、见证、布道和宣教的
任务。因为看到姐妹们在个人布道装备
的需要，在今年1~3月间开办“关怀布
道”的训练。

3） 我们需要经常检讨如何使用上帝所赐的
资源，用以祝福更多的社区、弱势的人
群与家庭。

求主继续引导与保守妇女会，让我们可以明
白并顺服祂的心意，姐妹们能顺服主的呼召
成为“传好信息的妇女”。

3） 社会关怀与外展：牧区的姐妹轮值参与卫理伯大尼疗养院、圣约
翰老人院、陈笃生医院、失明者团契、和女监狱前囚犯支援小组
的义工服事；

4） 宣教：赞助柬埔寨儿童助养/助学金、尼泊尔少女助学金；组织
或支援短宣队。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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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马忤斯团聚

不再一样的生命旅程
文字：陈玉花、社体成员
整理：杨姿英

以马忤斯之旅 (Walk to Emmaus) 中有15个涵盖上帝恩
典的短讲、基督门徒的操练，以及对教会的意义。参加旅
程的客旅们一起聆听圣言，探讨这些恩典如何实践在基督
徒的社体，以及如何延伸到世界。旅程中大家在主里一起
团契，也在每日的圣餐和反思默想中回应上帝对个人的邀
请。客旅们也得到许多以马忤斯社体以爱心代祷、关怀和
服侍扶持。

旅程后的新社体成员受鼓励继续在日常生活中与主同行，
常常有反思的习惯。因个别牧区的以马忤斯社体不一定
能有定时的重聚会 (Reunion)，因此策划委员会今年进
行新的尝试，从年会层面举办以马忤斯团聚 (Emmaus 
Gathering)，盼望成为一个建立以马忤斯社体的平台， 
延续那被点燃的热忱和活泼的生命。

以马忤斯团聚目的：
1.  持续恩典的生命：为以马忤斯社体提供定期聚会，让他

们能彼此分享自己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工作、与朋
友或陌生人的交谈、敬拜、聆听圣言和见证、反思自
省、领受圣餐、小组团契、学习等等，如何与复活的基
督相遇而生命不断得到激励。

2.  成为主施恩的管道：提供以马忤斯社体实际服侍广大社
会的机会，例如参与社会关怀行动。

出席者主要是参加过以马忤斯之旅的社体成员。同时，也
欢迎那些还没经历以马忤斯之旅的信徒，以及鼓励愿意多
认识以马忤斯之旅的理念或预备参加下一次旅程的弟兄姐
妹。通过团聚、郊游活动、退修会。，以马忤斯团聚将一
年聚集大约六次。下一次的团聚在7月5日于感恩堂举行。
其余详情,请密切关注即将发布在培训部脸书的消息。

www.facebook.com/CACBODN/

出席团聚者分享和反馈
在筹备第一次的团聚时，与其用团契的方式，我们决定先
以“静修”形式，让出席者从“亲近上帝”的方式开始。 
大家对这新尝试都有良好的反馈。

“觉得很好，
喜欢这方式。”

– 刘业华

“有时换换一下
敬拜方式也不

错。我个人喜欢
安静。”
– 张雪霞

“The Emmaus 
Gathering was good, 

especially as one of the 
songs spoke to me.”  

– Raymond Chu

“昨晚上的流程无
论诗歌内容、分享
及讲道的内容配合
和连惯性我觉得都

很好。”
– 温仪丽

“昨晚的聚会只停
在前半段与主相

遇、与主亲近。若
说团契，要有与主
相遇之后到人群里
分享的机会。” 

– 颜明珍

“个人比较喜欢/习惯静静
的方式。但是下班后要静

默，不容易定心，需要操练
（需要找定点）。对会长的
分享有得着。领唱在后面不

会打扰安静。” 
– 吴慧贤

“I came in a bit late  
but I like the atmosphere 

and also the interval 
between silence/reflec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program 

like testimony, sharing of 
Word etc was just right for 
me to ponder about the 

Lord’s goodness.”  
– Fong Yen T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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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s Methodist Church  
Celebrating God’s Faithfulnes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卫理公会颂恩堂30周年

庆贺上帝的信实: 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年是卫理公会颂恩堂成立第30周年，也
标志着该堂重要的里程碑。市区重建局在
2019年4月26日已批准教堂重建，并允许教
堂保留现有的三层楼，将这土地用途由“住
宅区”改为“崇拜使用场地”，也不影响土
地的永久业权。感谢主！这是上帝恩典的旅
程。 

颂恩堂在8月份开始重建工程，预计需要1年
半至2年完成。新加坡卫理公会会督张振忠
牧师（博士）将在2019年7月7日主持圣殿
重建暂时搬迁崇拜。

从2019年7月14日开始，将在卫理公会活盼
堂（20 Tampines Street 33，Singapore 
529259）进行。首次崇拜将是中英联合崇
拜，于下午4时开始。从7月21日起，定期崇
拜时间如下：
•  中文崇拜从下午3时至4时15分，在3楼崇

拜厅。
•  英文崇拜从下午4时至5时30分，在2楼圣

殿。

筹款活动至今已筹集了$170万，但离 $280
万的目标有好些差距。如果您有感动要奉献
颂恩堂建筑基金，可通过QR码或银行转账
捐款。

颂恩堂将于2019年7月13日举办义卖会。主
题为“庆祝上帝的信实：过去、现在和未
来”。义卖会让颂恩堂的会友和朋友聚集在
一起，纪念上帝的信实与厚爱。这活动也作
为教堂开放日，好让邻舍参与，多了解教堂
重建计划以及教会如何更好地服侍社区。也
邀请您借此机会来参加活动，拍照留念。颂
恩堂在11月15日在 Ban Heng Restaurant 
举行立会30周年感恩晚宴。

若您需与颂恩堂联系，仍然可拨电
话：63445750。教堂办公室继续在 97 
Koon Seng Road 运作，直至另行通知。

This year mark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haris Methodist Church (MC) and 
several milestones. On 26 April 2019, 
URA approved the re-development of 
Charis MC and the retention of the 
existing 3-storey “House of Peniel”. URA 
also approved the change of use of the 

land from “residential” to 
“place of worship”, while 
retaining its freehold 
status. Praise the Lord! 
Truly the favour of God is 
upon the Church. 

Construction work will 
begin in August and 
the re-development is 
expected to take 1.5 to 2 
years. Bishop Dr Chong 
Chin Chung will conduct 
a Service for Temporary 
Leave of Church for Re-
Building of the Sanctuary 
on 7 July 2019. 

Starting 14 July 
2019, Charis MC will 
commence worship 
services at Living Hope 
Methodist Church (20 Tampines Street 33, Singapore 529259). The 
first service will be a combined Mandarin and English Service, 
starting at 4pm. From 21 July the regular worship times are:
•  Mandarin Worship Service, 3pm to 4.15pm in the Chapel 

(Level 3).
•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4pm to 5.30pm in the Sanctuary 

(Level 2).

To date, $1.7 million in pledges has been raised, still some way 
more to the fund-raising target of $2.8 million. If you are moved 
to donate, you can do so via the QR code or bank transfer.

There will also be a Food and Fun Fair at Charis MC’s church 
premises on 13 July 2019. Themed ‘Celebrating God’s 
Faithfulnes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objective is for 
Charisians and friends to come together and commemorate 
God’s faithfulness and blessings. It is also an open house for 
Charis’ neighbors to learn how the re-built church will serve the 
wider community. Charisians, past and present – please join us!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apture your memories of the church. 
There will also be a Thanksgiving Dinner on 15 November at Ban 
Heng Restaurant.

Charis MC can still be contacted at tel: 6344-5750. The church 
office will continue operating at 97 Koon Seng Road until 
further notice. We seek your prayers as we prepare for our  
re-building project.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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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
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
枉然儆醒”（诗127：1）

感谢主恩，带领本堂走过80年的岁月，在
永恒里，80年算不得什么，即便是陪本堂
走过80年路程的长辈们，也会感到这不过
是转眼之间一段飞走的岁月。尽管如此，这
80年却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而且是一步
一脚印！步步印下的是上帝的恩典印迹！

本堂愿景申明：建造上帝荣耀的圣殿 (以弗
所书2:19-22)。本堂的使命宣言是：爱上帝，爱人，参与服事并进入世界。  今年我
们着重在作主门徒的塑造，明年开始强力推动本地布道。（截至明年的5年异象是敬
拜、信仰、团契、门徒及布道这五大支柱）。教会这两年扩建工程进行期间，我们面
对的挑战是大的，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筹足那钜大的建堂经费，另一方面也要积极
塑造会友的属灵生命，与那即将落成的荣耀圣殿相配合。

我们知道历史的意义在于过程，过程中的奋斗和经历的感受已是历史。上帝让我们有
了80年的奋斗历史，我们一面要为着过去先贤先辈们的经历感谢上帝，一面靠着主的
恩典继续努力前进和广传福音。正如新堂的外观如同一艘方舟，进入者得享永生。

许亚才牧师（博士）
巴耶黎峇堂主理牧师

本堂自1939年成立牧区后，今
年已跨入第80个年头了。在这
岁月长河期间，我们经历了四次
重大的建堂工程。1993至1995
年期间展开扩建与装修工程乃属
最后一次，那是在原有的建筑物
上增建两层楼的圣殿与课室。事
隔二十多年，因着教会附近地貌
的改变，也为了满足年轻一代以
及与日俱增的年长会友们的需要，我们祷告与筹备了几年，
最终决定在去年下半年展开为期一年半至两年的扩建工程，
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由于需要符合各政府部门定下的条
规，扩建经费由原先的一千两百万元上调至一千六百万元。

我们于前年11月就成立了80周年庆典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划
一系列的庆祝节目活动，当中有去年7月份发行的包含华人
年议会17间教堂外观设计的纪念邮票，8月份的美食义卖会
以及今年5月1日呈献的詹宏达“光明中永不离”音乐演唱会
及5月3日假富丽敦酒店举办的扩建工程筹款晚宴。这两个重
点节目都圆满落幕，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上帝！80周年庆典的
高潮就是即将于8月18日假海港苑万兴酒楼举办的80周年联
合感恩崇拜暨午宴。

在此我要向所有支持我们扩建工程的众姐妹堂会致以万分的
谢意，特别是愿意借用教堂设施让我们各语音崇拜得以继续
进行主日崇拜及各项活动的芽笼堂与圣保罗堂，谢谢您们爱
心接纳我们！

罗文基先生
巴耶黎峇堂执事会主席

巴 耶 黎 峇 堂
Paya Lebar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愿景申明：建造上帝荣耀的圣殿 
(以弗所书2:19-22)。 

Vision Statement: Build a holy temple 
in the Lord (Ephesians 2:19-22).

本堂的使命宣言是： 
爱上帝，爱人，参与服事并进入世界。

Mission Statement:
Adoration, Belief, Camaraderie, 
Discipleship, and Evange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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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morative stamps 
launched in July last year, 
as part of the Church’s 8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showcasing the church buildings 
of all our 17 CAC churches.  
去年7月份发行的80周年纪念邮票，
包含了华人年议会17间教堂外观设
计。

8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Choral Concert, “Eternally United in His Glory” held on 1 May, led by 
esteemed Taiwanese composer and conductor Chan Hung Da, featuring soloist Stella Zhou.
教会立会80周年音乐盛会《光明中永不离》。著名音乐家詹宏达老师指挥十间教会诗班员组成百多人合唱
团，另加台湾穹音圣乐，ESO以马内利乐团的伴奏，周明伦女高音的独唱，成功呈献了十五首合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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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nd-Raising Gala Dinner  
was held at Fullerton Hotel on  
3 May. PLCMC church elder and 
Singapore Cultural  Medallion 
recipient Lim Tze Peng donated 
more than 30 of his invaluable 
artworks to the Church fund-
raising efforts. PLCMC talented 
Church Leaders also came 
together for a special handbells 
performance, while Guest-
of-Honour Bishop Dr Chong 
Chin Chung played on the 
accordion. It was indeed a 
joyful celebration!
5月3日，巴耶黎峇堂举行了筹款晚
宴。本堂会友以及新加坡文化奖国
宝林子平为扩建筹款捐了30多幅艺
术作品。才华横溢的教会领袖也首
次呈现了手铃表演，会督张振忠 
（博士）也献了手风琴表演。愿一
切荣耀都归给独一的真神，八十年
来厚爱我们教会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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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卫斯理说故事 
火中抽
出的柴

家人高兴地围绕着我，我竟然没有害怕大

哭！因为我有疼爱我的父母，还有保护我

的上帝。

窗外有许多人，

爸爸妈妈、兄弟

姐妹、邻居叔

叔、阿姨……他

们一看见我，就

开始抢救。邻居

叔叔们人叠人地

爬到窗口，敲开

窗门，把我抱了

出去。

五岁那年，我还住在出生时的屋子。一天晚

上，大家都睡着了。家里突然起火。爸爸、

妈妈和其他兄弟姐妹都一个一个逃出屋子。

妈妈发现我还没逃出来，慌张大喊！我惊醒过

来，看见房门外一片带着热气的红光，像一

片火海，我就跑向楼梯处的窗口，站在窗内向

外望。

后来妈妈每次提到这事，就说我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

根柴”。妈妈常常读上帝的话，也教导我经文的意义。

小时候我不懂什么是火中的柴？后来知道了。如果我没

有从火中被救出来，就会被烧焦，变成黑黑的煤炭。我

也常常提醒自己，得珍惜上帝所赐给我的宝贵生命，为

上帝献上我的力量！

作者：  杨姿英 
 年会同工

漫画设计： 庄思琦 
大巴窑堂会友

 @unlikely.buddies

  《卫讯》现推出新系列漫画
故事。这系列的漫画故事是
由我们年会会友精心撰写及
设计的。作者以约翰卫斯理
的口吻重述自己的生命故
事，让儿童认识卫理公会的
创始人，他怎样领受上帝的
爱与对救恩的回应。从中也
简单介绍卫理公会分布于英
国、美国的地理位置。漫画
采用华文来讲述约翰卫斯理
的故事，好让儿童们可以一
边看故事，一边学华文。同
时也加了辅助材料，让家长
们与主日学老师可以跟儿童
们一起作读后讨论。大家可
要好好学习啊！

请读圣经撒迦利亚书 3
章2节。提到“火中抽出
来的一根柴”这句话，
想一想我们要如何像约
翰 . 卫斯理一样，成为 
“火中抽出来的柴”？
(a) 常常用火柴煮饭
(b)  珍惜上帝赐给我们

的生命
(c)  帮忙救火
(d)  不要抽烟，避免玩火
请在华人年议会脸书 

 /cac.singapore 
查询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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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Your Stories, Spread The Word, #CACTogether 
Email us if you wish to contribute an article, or would like your church event to be covered. Tag us on your social media pages. #CACTogether   

若想分享见证或需《卫讯》报道堂会活动，请联络我们。让我们一起促进沟通，增进了解 #CAC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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