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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时刻与我们同在，祂像是昨天刚刚穿

越时空、突破渺小有限人类的科技和无

知、骤然来到世界，跟着菁英会聚的无数门徒跨越

时空疆界执行大使命，紧接着宣教士踏足马来西亚

土地、传扬天国福音见证主耶稣引人归主。

长老会南部区会乘坐时光飞行器光速向前飞

行，时光荏苒日月如梭的60年眨眼过，眼见翠绿渐

稀林木锐减山峦变色蕉风椰雨不再、油棕树橡胶树甘蔗咖啡可可稻田日

益稀少、锡矿铁矿石油逐渐消失，耳中听到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振奋人心

的独立之声Merdeka时、利欲熏心的政客宵小狂嘶乱喊飙速全国普选的叫

嚣声此起彼落、首相依斯迈沙比里缄默。我们沿途看到新冠病毒肆虐、

伤病无数哀鸿遍野不禁会心头一痛，被称黑皮蛇族的人口锐减景象让我

们哀伤，自认二等人一族的精英外流生育不多人口减少、军政少参与专

精营商导致强权偷盗侵吞产业实在叫人愤慲难平，人数犹如海边的沙之

中极少的一小撮强夺豪占物资财富、令人发指却举国静默忍受，世局时

事宛如猪狗毒蛇杂居、同处一室相咬相吞。

别忘了我们南部区会还在回忆的时光飞行器，我们坚信：主耶稣是

人类的盼望。飞行器在时光隧道中光速前进：2010至2020十年之内，长

老会南部区会生机勃勃，堂所和会友增长明显可见。2020年南部区会在

柔佛、马六甲、彭亨、森美兰和沙巴五个州属共有堂所65间，较之十年

前在柔佛、马六甲和彭亨三个州属的56间增长堂所9间，即柔佛州8间增

加8间，彭亨4间增加1间，森美兰开拓芙蓉长老会1间增加1间，马六甲明

显少1间，然而马六甲长老会却跨越海洋到沙巴牧养1间宣道所。2010年

长老大会会正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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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洁名会友，5277名，2020年增加2165名，2010年崇拜人数4743

名，2020年增加690名，同年少年1636名减少至2020年1480人，儿童1878

人减少至2020年1450人。

我们感恩，因为看到十年之内堂所增长，会友增加崇拜人数也增

长。然而，我们65间堂所的少年儿童人数却减少了；我们也意识到，十

年来缺欠牧养大专生和年轻新生代的重要环节。若是南部区会愿意计划

性的提升牧养素质，在会友中全面展开门徒训练、培训领袖和长老执

事、增加传道牧师的数量来提升牧养素质，并且开发有效的行政系统：

在教牧、会友、财政、聚会、宣教、区会、灵修祷告和进深学习等，全

面性在行政管理上寻求突破，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

南部区会多来来实践无墙教会推行的事工项目：植堂工作、家庭事

工、社区关怀、门徒训练、原住民工作和神学延伸课程等略有果效，由 

7个教牧同工祷告会衍生7个分区牧养委员会的牧养计划、令人期待看到

堂所属灵蜕变新气象，圣乐事工出版本土圣诗集促进会友敬拜素质、青

少年事工尝试在网络多媒体寻求突破等，带给我们蓬勃奋兴的愿景。

我们走出时光飞行器脚踏实地就发觉：2022年的今天离2032年70周

年不太久远，那时南部区会质量如何？2062年奋兴扩展逾百年，是我们

南部区会美好奋发的憧憬吗？

基督教长老教会在马来西亚是宣教机构，我们南部区会的宣教版图

怎样？可以期待城市宣教在新山吗？当然，二线城市有空间，乡镇植堂

要额外谨慎观察并考量植堂年限；以州属而言，柔州可以选择重点继续

植堂和深耕教会，马六甲和森美兰宣教空间很大、彭亨州空间更大，都

可以宣教植堂，至于沙巴州和砂劳越州空间最大，不过，只有神特别动

工、才不会有心无力寸步难行。当初主内同心宣教的两宗弟兄立有盟约

南北有别，今天是解除束缚以免固步自封、以及突破山头疆界的时刻，

南部区会宣教也不要局限在华裔圈子和外劳中运作，主动开始KBM马来

语事工是合宜的，积极参与原住民福音工作、努力撒种教育培训和从事

福音预工，相信未来的十年之内可以看到结果累累的设立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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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南部区会和新加坡长老会关系密不可分，在新山和砂劳越的

城市宣教植堂、及原住民教育工作方面可以合作无间；与台湾本宗七星

中会缔结宣教伙伴，在领袖训练、人力资源、行政架构和砂劳越宣教工

作上有望携手并进；印尼长老会也伸出橄榄枝，期待和我们长老大会及

南部区会缔结宣教伙伴关系，一旦双方建立配搭关系，KBM和原住民工

作、以及东马砂劳越和沙巴的宣教力度必然大增。

我们讲到时空疆界，不能忽略现实和网络世界并行存在，元宇宙无

疑是个庞大无比的新大陆，数以亿万的人早已登陆其上，元宇宙世俗四

强的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摩拳擦掌争先恐后预备分割元宇宙新大陆的资

源利益，我们有没有预备登陆服事迷失其中的亿万人？长期以来，长老

教会在福音工作上使用科技不积极，任由邪恶使用科技掳掠人心、以致

我们失人无数。可笑可叹的是，基督徒个人、基督徒家庭和自家公司，

日常惯用音响扩音系统、乐器敲击乐器、电脑多媒体、网际网络、电

子书音频视频、会议软体等等，基督徒容许个人家庭公司使用科技在工

作、娱乐、创作及人际交往和世俗一般无二，但在教会生活和福音工作

上使用科技、却远远落在世俗之后。

南部区会走过60年岁月、累积历史教训经验，足够让我们醒觉：

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总要为主得些人。当世俗用科技渲染邪恶得人

心时，我们应用多媒体传递永生之道为主得人。若南部区会不登陆元宇

宙建立据点，一旦发现自己的弟兄在元宇宙工作讨生活、娱乐交际还沉

迷沦陷在新大陆、我们会无力支援的；如果那时候的真实人绝大部分时

间都在元宇宙生活，如鱼得水流连忘返迷失在元宇宙新大陆的虚拟环境

中、在现实生活里又和我们完全失联，我们会失去机会传福音作见证

的。南部区会预备及时登陆元宇宙吗？我们会不会及时建立元宇宙教

会？

南部区会若是早日装备青少年、预先为青少年下一代制造条件和

环境，将有利于下一代的福音工作拓展。别忘了过去两年的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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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料想不到时突然进入网络世界，当时既慌乱无知又后知后觉、狼

狈不堪恶补狂追猛学的遭遇：我们临时使用网络不得不发展网络事工，

不清不楚又不得不去跨越时空限制，我们很迟才有把握开拓福音事工进

入网络世界展开福音工场，这两年新冠肺炎的机遇中，我们慌乱失智失

措忽略牧养失去一些会友、也没有足够的装备在疫情开始就及时为主得

人，我们已经错失良机浪费恩典，这是宝贵的历史教训。今天若再忽略

元宇宙的机会，重蹈覆辙的我们要怎么见主面呢？

未来的日子，我们信实的主会带领南部区会经历属灵素质和信主人

数的增长，让我们在祷告中经历主赐予生命改变、在忠心执行大使命时

得到主的雕塑，南部区会大手拉小手彼此牧养塑造爱心团契的属灵氛围

一定吸引社群，南部区会的教会文化借着家庭事工和关怀弱势必然融入

社会影响社区人群，南部区会基督信仰传承有望看到生生不息的教会增

长。

南部区会要实践大使命引人归主，我们自己更要朝向标杆、尽心竭

力跑到主面前。恭贺基督教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设教60周年：恩泽

流长一甲子、奋兴扩展逾百年，因为信实的主恩泽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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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不是一个简短的岁月，一个甲子，生老 

 病死在我们一生是可发生的。但在上帝眼

中，一甲子，是可迅间一刹那而过。

长老会南部区会，在这60年的岁月，从最初

的几间堂会到如今六十多间堂会，无数年来，栽培

了许许多多为主使用的仆人，会众上下同心传扬福

音。也成为马来西亚长老会最坚固的根基堡垒，扮

演主导的角色及策略，发展主的圣工。

60年，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鉴定，愿将来无

数个甲子里，南部区会继续的为主使用。

在此，就以长老会南部区会六十周年题字分享。

长成磐石基督固  

老练成长与训练

会导主命坚信立

南方为主战略位

部署策略败强敌

区职服侍务主工

会友上下众同心

六十堂会热如今

十分靠主传福音

周复始终不动摇

年享主恩新展望

庆欢荣耀归主名

60

长老大会总干事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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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一切颂赞、尊荣、荣耀、权柄都归给创立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的三一真神，圣

父、圣子、圣灵。

满怀感恩和喜乐的心能得蒙此福分和许多如云

彩般的见证人，一同见证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创立

超过一甲子的恩典之路。

一甲子，人世间多少人、事、物，都在经不

起岁月洪流摧残下，已昨日今非，成为史迹。南部区会却得蒙昔在、今

在、永在三一神的眷顾，在超过半世纪的岁月中按时降下如春雨秋雨般

的恩泽，使她依然屹立并进行式的为主使命向前迈进，继续见证和记录

着有神同在的故事。

今日的南部区会乃是得天父上帝的大爱，教会元首主耶稣基督的恩

惠，圣灵保惠师的作为所成就的工。在超过一甲子的岁月中兴起了一代

又一代的先贤先辈们，蒙主差遣，怀着主所托付之异象和使命，忠心地

殷勤奋斗，努力耕耘下，成就了今日的南部区会。

祈愿今日和明日的南部区会继续效法我们先贤先辈的榜样，忠心地

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让主

恩泽永流。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会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

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以赛亚书54:2) 

长老会南部区会会正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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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 

马来西亚长老大会南部区会60周年

记念

基督磐石永固

福音灯塔长明

高举十架荣神

广传福音益人

马来西亚长老大会北部区会

敬贺

长老大会北部区会会正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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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和我的点点滴滴

在此，谨代表西部区会常委会和属下教会，恭

贺南部区会欢庆成立60周年。主题：恩泽永

流。并订于10月24日设宴周年庆典暨表扬大会。而

且出版特刊，留下服侍神中历史的点点滴滴，以便

将来可以回顾，感恩和改进。故借此机会写下南部

区会和我的点点滴滴。

南部区会是我蒙恩得救的地方：1978年8月1日

决志信主(当年15岁)，同年8月4日决志奉献。1979

年6月10日受洗加入麻坡三一堂。我要感谢主耶稣借着教牧长执和信徒把

福音传给我，真是主恩满溢-恩泽永流。

南部区会是我奉献事奉的平台：1978-1983年在中化中学的学生团契

学习服事主。1983年6月-1987年5月新加坡神学院就读神学。1987年7月1

日-1988年9月回母会三一堂服侍，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年三个月。我的

信主，奉献，受洗，读神学，全职服侍都和南部区会息息相关。

南部区会是我联系合作的伙伴：1988年10月1日授聘吉隆坡原道堂，

我离开南部区会到西部区会全职牧养。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离开南部

区会34年的时光了。虽然没有直接服侍但却有间接的服侍。然而在长老

大会南部区会和西部区会却是一体的。

南部区会是我开拓服侍的疆界：2005年-2007年大会年议会把我推到

服侍的高峰，担任(31-32届)长老大会会正。2011-2013年(37-38届)第二

次担任大会会正。这让我开阔了服侍的视野和疆界。使我有机会到南部

区会教会证道和推广大会无墙教会的计划。有的是大教会，有的是小教

长老大会西部区会会正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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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的在市区，有的在乡下。

我的服侍和成长离不开你-南部区会。今年你进入六十周年，我也进

入六十耳顺之年。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您在大会中的强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以考虑重组(分成两个

姐妹区会)，然后再出发，迎接新一个甲子。让主的恩典，因您而恩泽永

流。不单栽培了微小的我，还要为主奋得万民。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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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Southern 
Presbytery’s 60st Anniversary from 
ESP

The English Speaking Presbytery would like to con-

gratulate the Southern Presbytery for the 60st an-

niversary celebration. Praise and thanksgiving unto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d God our Father who is above all, 

that through His grace and active workings in this nation through His church, 

He has so willed that the Southern Presbytery of GP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further the works of the Gospel of His kingdom. We are certain that looking back 

we could only give thanks for what He has done over the past. The GPM praise 

God for using the Southern Presbytery to be the beachhead and locomotive of 

the entire denomination, to spearhead the church plantings to the north of Pen-

insular to what it is today. 

In the midst of joy, we are humbled by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still much 

ground to be covered and much souls to be saved and much gospel works await-

ing the church to do, both in the southern region and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ern 

region. May the Lord raise up more leaders and elders and pastors to plant new 

churches, preach the gospel and shepherd His church everywhere in this beloved 

nation and beyond.  

I would like to end with the words of Scripture in Acts 20:17-35. The Apos-

tle Paul spoke these precious words to the leaders of the church of Ephesus. 

Preaching the gospel i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the church of Ephesus 

experienced on of the greatest revival (Acts 19:10,20). Let us follow in the foot-

英文区会会正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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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 of Paul, to serve with humility, with tears and love, teach for repentance, 

preach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of God, persevere through the hardships and 

persecutions, keep watch of ourselves and the flock from the savage wolves, 

work hard, help the poor and weak, and bless others. 

May the Southern Presbytery grow in the grace of God more and more till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men. 

马来西亚基督教长老会南部区会60周年贺词

长
老会英语区会祝贺南部区会欢庆60周年。赞美和感谢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和我们天上的父神，透过祂的恩典并祂的教会在这个

国家的积极工作，神定意建立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以促进祂国度

福音的工作。回顾过去，我们确信，我们只能感谢祂过去所做所成就的

一切。马来西亚长老会要赞美上帝使用南部区会作为整个宗派的滩头阵

地和火车头，带领半岛中、北部的教会植堂，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在喜乐中，我们感到谦卑的是，在南部地区和中北部地区，还有许

多地方要覆盖，还有许多灵魂要得拯救，还有许多福音工作等待着教会

去进行。愿主兴起更多领袖、长老和牧师，在这个心爱的国家及国外的

地方建立新教会，传福音并牧养祂的教会。

我想以使徒行传20:17-35中的经文共勉励。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

的领袖说了这些宝贵的话。保罗在圣灵的能力中传福音，以至于以弗所

教会经历了最大的复兴(使徒行传19:10,20)。让我们追随保罗的脚步，

以谦卑、泪水和爱心服侍，教导悔改的真理，传讲天国的福音，在艰辛

和逼迫中坚守，守望自己和羊群远离野狼，努力工作，扶贫济困，造福

他人。

愿南部区会在上帝的恩典中越来越成长，直到我们的主再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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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仅代表新加坡长老大会，恭祝马来西亚南部

区会庆祝迈进六十周年一甲子之庆。诚如贵

会主题“恩泽永流”，这乃是上帝赋予的恩赐、恩

宠，我们得恩传恩，那恩不只一甲子，再六十年；

深深愿意是百年、千年、万年至到永恒。“永恒”

是上帝的应许，因此要与大家同声“阿们”！恩泽

永流。

众所周知南部区会是堂会最多、教牧最多以及

会友人数最多，真是可喜可贺也！耶稣说你们要做

比我更大的事(约14:12)；那在奋兴扩展事工，已经先胜一筹。另外，主

耶稣也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太5:48)；祂祷告说“求你用真

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17:17)”。在南部区会之庆，求主让

贵会恩泽永流。

从使徒行传来看，“使徒行传”也被称为“圣灵行传”，主要讲述

圣灵如何借着使徒/教会将福音传到地极，让人得恩及传恩。其中提到了

彼得的得恩传恩，司提反的得恩传恩，腓利的得恩传恩，保罗的得恩传

恩。因为“道/真理”是信仰建立的基础，是生命成长的要素，更是上帝

富盛的恩典。

我们从使徒行传的“亚波罗”来看，经文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

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

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

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

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

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徒

18:24-28)，这是亚波罗的得恩与传恩。

新加坡长老会华文中会会正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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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方面   

他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得了恩典。这是属灵生命重要一环，能叫

信仰充实，还能让他传恩的事奉有果效。因为:

1.有火热“心里火热”

真道能使人火热！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曾向两个门徒显现，

给他们讲解圣经，事后“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

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路24:32)可见上帝的话

如同火一样，能挑旺我们的心灵。不是一种因血气而来的狂热(罗10:2；

腓3:6)，乃是一种因真理而来的火热。

求主帮助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罗

12:11)。我们当明白，火热与服事密不可分，相依相生。心中火热会使

服事更加殷勤，殷勤服事会使心中更加火热。我们会越服事越火热，越

火热越服事，越传恩越得恩，越得恩越传恩。

2.有胆量“放胆讲道”

胆量对于传道/传恩来说真是至关重要，不敢讲话或者不敢讲真话都

是有失见证的。在传道的过程中，常常会遇见一些令人胆怯的事，上帝

的仆人、儿女不能见风使舵，左右逢源，乃要放胆讲论为主作见证。不

是雇工，乃是传道的人、分享恩典的人。

例如我们看彼得、约翰“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

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徒4:31)。保罗、巴拿巴他们“二人在那

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

的恩道”(徒14:3)。保罗越战越勇“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

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徒19:8)。十分的有胆识！

3、有爱心“多帮助人”

常听“助人为快乐之本”，而亚波罗“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这是

爱心的表现。他的爱心是有负担的，经文说“他想要往亚该亚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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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这不是被邀请，乃是自愿，表明是有负担。

另外，他的爱心是有付出的，“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

人”，他以真实的付出和奉献表露了真挚的爱心。爱心并不是索取，乃

是给予。之后，保罗也为他见证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林前

3：6)。这是得恩的人，也是传恩的人。

 二.真理方面

亚波罗在属灵真理上，让我们看见他目标明确，“将耶稣的事，教

训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表明是以基督为中心。传道传救恩

需要根据圣经，以圣经真理为依据、凭据的传道，当高举基督。

另外，我们相信他也有美好的装备，经文说“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

受了教训”。说明他在服事前已经有充分装备、及熟悉真理，知道如何

将主的真道付诸实践。可见装备、训练真理是那么的重要。这点我们应

该加倍的来学习。

因为，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

意，也能分别是非”(罗2:18)。以及能传承使命，“你在许多见证人面

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2:2)。而

且，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如同贵会的主题“恩泽永流”也。

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亚波罗，是满有学问的讲解圣经，“将耶稣的

事，详细讲论教训人”、“百基拉，亚居拉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

细”、“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的。所以，我们必须在真道上下功

夫，自己得道也传道、自己得恩也要传恩。

结语：

我们从亚波罗对真理的执着，直接影响他的生命。这明显的榜样，

让我们确实知道得恩传恩不是遥不可及的，乃是我们每位信徒可以的。

有这般生命的内涵，必然蒙“恩”，而且是“永流不息”的。

我们新马本一家，南部区会更是与新加坡紧紧相连。祈求主让我们

一起携手共进，彼此学习。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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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祝

马来西亚南部区会 举行

宣教60週年感恩礼拜

设教六十周年禧
举行感恩圣礼仪
牧者信徒同心志
广传福音大兴起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

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

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

美！」(罗马书10：13-15)

台湾长老会七星中会议长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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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前称为南马区会。

当星马两大会尚合并之

时，因为行政管理之方便已分成

四区，即星洲区、南马区、西马

区、北马区。一切权限均操於新马

大会常务委员会，直至星马两国分

家后，因政治环境各异，马来西亚

长老大会和新加坡长老大会分手成

立两大会，方由本大会实际分区有

效管理之。兹将开始初期之成立直

至今届为止之简要情形略述如下，

间中也因外籍人事及本地人事之更

动，不少之资料遗失，令人无法稽

考。

1.名称：

一九六二年成立时称为南马区

会，一九七二年起改为南部区会。

2.历届区会会正：

蔡蔚峯牧师(第1届),陈复生

牧师(第2届),萧文科牧师(第3届,

谭云牧师(第4届),邱以正牧师(第

5届),王济牧师(第6届),荘谦谋牧

师(第7届),陈振光牧师(第8届),

南部区会历史

逆流中奋勇力战
文：杨信实牧师、林双来牧师

邱以正牧师(第9届),王济牧师(第

10-11届),杨俊良牧师(第12-13

届),黄鹏远牧师(第14-15届),江贞

钦牧师(第16-17届),周书源牧师 

(第18-19届),郑温福牧师(第20-21

届,周书源牧师(第22-23届),林德

兴牧师(第24-25届),黄循波牧师 

(第26-27届),林德兴牧师(第28-29

届),张恩民牧师(第30-31届),黄循

波牧师(第32,33届),施德清牧师 

(第34,35届),杨信实牧师(第36,37

届),李九牧师(第38,39届),林来

成牧师(第40,41届),颜文渠牧师 

(第42,43届),林双来牧师(第44,45

届),李婉娜牧师(第46,47届),许

森然牧师(第48,49届),李万伟

牧师(第50,51届),林双来牧师 

(第52,53届),杨节制牧师(第54,55

届),王端国牧师(第56,57届),黄百

友牧师(第58,59届),黄百友牧师 

(第60,61届)。

3.历任书记：

庄谦谋牧师，郑温福牧师，陈振光

牧师，张恩民牧师，黄锦寿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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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明杰牧师，尤秋松牧师，许森然

牧师，韩现牧师，李继尧牧师。

4.历任财政：

罗纯兴长老，林秀月长老，潘

天降长老，林丕钦长老，袁忠义长

老，陈惠明长老，彭家祯长老，陈

成隆长老，张长国长老，李异鸣长

老，陈国安长老，袁明献长老。

5.国外宣教士：

A. 西教士:(男)胡德,亨约翰,欧阳

德,文达道,戴琪玛。(女)黎节,

路禧娟,于力爱,段恩华,

 爱姑娘,司姑娘,柳姑娘。

B. 台湾:陈复生,邱以正，萧文

科，王济。

欢送谭云牧师全家“返港”宴会

C. 香港:谭云

D. 星洲:蔡蔚峰,陈清福,陈振光。

   

陈清福牧師 陈振光牧師

6.初期发展

於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假新

加坡国专女校召集第一届成立之执

行委员会，职员如下：主席：蔡蔚

峰牧师，副主席：陈复生牧师，中

文书记：庄谦谋传道，副书记：陈

清福传道，英文书记：胡德牧师，

委员：欧阳候牧师、陈复生牧师、

胡德牧师、亨约翰牧师、陈英贵传

道、金霖传道、庄谦谋传道、陈清

福传道、颜泉水传道、蔡贵庭传

道、洪美汝传道、罗嘉言长老、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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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青年涌往都市觅职工作，因而影

响青年团契人数，聚会精神也至冷

落，不禁令人唏嘘感叹！

另一方面，在这时期中英语

教会工作合作无间，多位西差会宣

教士及多位姑娘不辞劳苦，在都市

及乡村教会协助牧会，倡设英文教

会，使无数受英文教育之人士得以

在英语教会参加聚会，得以受牧

养，数十年来，中英教会合作无

间，不胜感谢主恩！

7.后期发展

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南来

教牧已进入青黄不接，一切唯老是

从，闽语潮语为媒介语。教会此时

发展缓慢，教会大部分设立在乡

镇，发展有限，信徒中下层，素质

纯兴长老、林秀月长老、何怀洁长

老、陈慈芳长老、叶天赏长老、邱

克安长老、蔡新兴执事、许庆全执

事、江蝉梅执事。

西教士胡德牧师为五运倍增

干事时，工作伊始，四处奔跑，努

力以赴，鼓励各堂所传福音领人归

主，又聘请台湾吕春长牧师巡回各

堂所领会作培灵布道，一时各堂所

工作颇有进展，然继后乏人接棒，

昙花一现。

此外，这段时期青年团契工作

也如雨后春筍，大会青年干事陈祥

康牧师，推行青年团契工作，足迹

遍踏都市及乡村之教会，于是各堂

所纷纷成立青年团契，青年事工盛

极一时。然而，乡村之教会难供就

业机会，乡区青年流动性甚大，泰

南部区会五运倍增信徒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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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加上教牧缺乏，圣工势必停

滞不前，加上四、五十年代政经皆

处于动荡，万业萧条，人口不集

中，凡此种种都不利于圣工发展。

至到六十年代，由于中国变

色，采取宗教限制，许多外籍宣教

士移师南来。七十年代可说为外籍

同工显威之期，这时期虽可解决“

教牧荒”，彼等一到即受委派在大

堂会工作，而本土同工都到穷乡僻

壤事奉，虽一时可以应付燃眉之

急，但在缺乏培育新一代同工之远

见。进入七、八十年代，中年教牧

勇壮工作明显缺乏。虽然如此，此

时期新山区、笆属、麻属教会开始

萌芽，宣教差传意识、甚至植堂。

进入九十年代，植堂工作如火

如荼展开，这与教会发展和教会之

醒觉有关，特别进入九十五年后，

区会大力推展植堂工作，相继在昔

加末、Bukit Indah，Sri Alam，马

六甲、新山等地开设教会。为了配

合教会增长之需，长执具关键性，

特别举办有关训练会，如九十七教

牧灵修营，教牧长执研讨会，甚至

到堂会主办联合训练会，为了强化

青少年宣教意识和生命而举办青少

年宣教营，再再皆朝向宣教植堂之

目标前进。

因此，为了南部区会的圣工

能更有效运作，一九九八年七月在

新山真理堂租下单位，设立南部区

会办公室，并聘请沈如意姐妹为书

记，处理大小

事务。一九九

九年，大会在

南部区会开设

训练学院，为

明日教牧作训

练大计。

进入二零零零年，南部区会深

感社会病态百出，成立社关小组，

并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二至三日巡回

反毒运动聚会及精神讲座会，表达

一九九七年，开设昔加末长老会 一九九七年，开设居銮生命堂
欢送谭云牧师全家“返港”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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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南部区会教牧长执研讨会

1990年11月29日，基督教长老大会南部区会30周年感恩礼拜

对社会的关怀。除此之外,由于进

入2千年,南部区的领导层似乎有

新旧交替的现象,再加上有一种大

时代的感觉,区会要趁此趋势,作调

整和计划展开有效的福音事工。大

家都认为需要众教会群策群力,最

关键者就是教牧和长执。因此,接

下来的每一届新上任之常委皆会在

上任的那一刻,举行2天之研讨会计

二零零零年，开设Bukit Indah生命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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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大会在南部区会开设训练学院

二零零二年，举办青
年宣教营，主题：冲
锋部队显神荣

南马区第三十届妇女进修大会

划未来至少两年任

期,计划探讨联合

植堂,教牧退修营,

教牧长执研讨会,

加尔文神学之讲座

或与长执训练有关

之训练会等等,以

期达到长老会优良

的神学思维，精神

来展开牧养及宣

教,植堂之事工,此

时可以说拉近教会

与教会，长执之间

关系,奠定了许多合

作事项的基础,而区

会明显发挥了领导

角色。

欢送谭云牧师全家“返港”宴会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历史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历史



28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8.新时代重新出发

- 渡过2000年，重大灾难连续发

生。除了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引

发了海啸；2006年12月中旬，在

即将迎来新的一年时，柔佛州面

临了严重的水灾，其中哥打丁宜

和昔加末最为严重，本区教会真

道堂的教堂与信徒们深受影响；

区会于是即刻成立赈灾小组，给

于人力物力的援助；大会属下各

堂所都大力支援。

- 2013年关丹地区发生严重水灾。

本区关丹荣恩堂即时发动赈灾工

作，但由于经费有限，南部区会

推动属下教会落力给于支持。

- 2020年，《2019新冠肺炎Covid 

19》疫情覆盖全世界，本国人民

的生活与经济受重击；各教会除

了即时关怀各地陷入困苦中的民

众，长老大会更发起筹募“社区

好行为”活动基金，为著援助受

疫情影响的社区人群，本区属下

各教会也积极参与，还发起捐献

医疗物资给面临物资短缺的医

院。  

- 2007-2008年。新届常委会

28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再思教会状况，基于区会属下各

堂所当前的不足，拟定了目标和

策略，以改善状况。

- 目标：

1. 教牧能够彼此关关怀，发挥

团队精神。

2. 教牧更多委身于长老宗。

3. 常年请假在外的教牧能够早

日归队。

4. 教会能够掌握最合适的宣教

策略，也愿意与其他堂所分

享心得。

5. 区会或大会常委会对社会动

态的反应，能够扮演主导的

角色，使长老宗教牧关怀组

织特色的运作更具醒觉性和

灵活性。

-	策略：

1. 举办教牧灵修营、教牧长执

研讨会和信徒激励大会。

2. 鼓励邻近的教牧组成联祷

会，彼此关顾。

3. 善用年议会和举办联合大聚

会，以便传递异象和举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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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宣教技巧训练，一同落

实教会存在的使命。

4. 教会应继续尝试跨文化的宣

教事工，如原住民和外劳的

福音事工。

5. 常委会继续授权【关怀组】 

(正副会正、正副书记和财

政)，对紧急时刻或特殊需

要，如社区动态和教牧的去

留等作出灵活性的反应和决

策。

6. 派员鼓励面对去留问题的教

牧，以及关怀无全时间教牧

的堂所。

  以上目标与策略遂成为本届常委

会事工的方向和重点。 

- 2009-2010年。除延续上届常委

会的目标，本届更加强教牧或教

会之间的联系，『建立网络、分

享资源及事奉心得』，特别透过

新媒体平台，SMS等。

- 另一方面，也订立『社区关怀、

远处宣教』的目标：

  a-传递及举办社会关怀聚会。

  b-传递及推进宣教异象。

 从此更带动教会对社区关怀的醒

觉与参与，各地社区关怀的活动

更加活跃。 

- 2009年，青年事工组再主办“少

29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年福音营”，于9月25-27日假新

山圣光堂，主题为：少年Super 

Star。接著每年都主办各类少年

营会，如献身营、宣教营等，提

供及带动本区少年团的布道与栽

培、训练事工。

- 2009年。于9月5/7日，配合长老

大会，筹办两场『加尔文诞辰

500周年记念活动』，于柔北区

峇株与柔南区新山，邀得来自台

湾的刘清虔牧师主讲专题，出席

者踊跃。

9.新时代『无墙的教会』

- 2011-2012年。长老大会推动 

《无墙的教会》十年计划，本区

常委会动议南部区会在未来十年

植堂十间教会，请各教会传递设

教的异象，并尝试进行。经过各

教会的努力，这期间终于开植了

多间新教会。

- 《拉美士长老教会》，2011年10

月16日开始第一次崇拜会。这是

本区属下的荣美堂、永平堂、昔

加末长老会联合的植堂。

- 《爱德长老教会》，2014年11 

月份正式聚会。这是新山三一长

老教会、真理长老教会和新加坡

长老会荣耀堂联合的植堂，地

点位于新山Adda Height，艺达

镇。

欢送谭云牧师全家“返港”宴会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历史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历史



30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 《芙蓉长老会》，于2015年1月4

日正式开始，由峇株恩典堂,救

恩堂，马六甲長老会，新加坡禧

年堂联合植堂。

- 《磐石长老教会》，设立于2019

年3月，由新山生命教会、圣光

堂、皇后圣光教会、峇株巴辖救

恩堂、新加坡生命堂及新加坡正

道堂等六间教会联合植堂，位于

新山Setia Tropika。

- 2013-2014年。『无墙的教会』

着重策动各教会推行门徒训练，

以提升信徒灵性素质、加强领袖

培育。特别介绍韩国『《爱的教

会》门徒训练』的系统与课程，

让本区教会可以考虑采用；后来

多间教会藉此得益良多。

- 为更好推展儿童事工，装备儿

童信仰的根基，本区特别引介

《AWANA》课程模式，邀得香港

Awana总干事Barbara林逸馨姑娘

于2014年06月份来马举办儿童事

工导师训练营，接著本区有些教

会开始采用。

- 姐妹事工组和长老大会家庭事工

配合，邀请『无墙的教会』家庭

事工的主导蔡常成传道配合，进

行家庭协调员训练营。接著逐步

发展家庭亲子、单身等课题的装

备。

- 2015年：调整区会属下的事工组

- 本区接纳大会常委会所通过“重

组大会属下的各事工委员会”，

为让大会常委会更集中于大会整

体层面的事工，而把一些事工下

放至区会去筹划。

- 为此，南部区会延续或增设各事

工委员会，以更专注在本区推动

相关事工；包括：姐妹事工委员

会、乐龄事工委员会、青少年事

工委员会、儿童(主日学)事工委

员会、社会关怀委员会、教会增

长委员会、圣乐事工委员会。

- 多年来，各委员会持续藉各样方

式，如交谊会、训练会、研讨

30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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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宣教营、体验营、分享会

等，带动各教会持续推动各有关

事工。

- 2015年：配合长老大会10年计

划，推动长执领袖训练课程，

推派牧者进入『导师培训班』

接受训练，成为训练课程的导

师；2015年第一次分别在4个地

点举行同样的长执领袖训练会，

由受训导师分为4组合作带领。

此后还继续举办了数届。

- 因著本区一些堂所长年缺乏牧

者，经过多次沟通，得到台湾长

老会鼓励教牧前来短期协助服

侍。2015年中，开始有3位牧者

前来展开这一轮两个大会的合作

事工；随后再有4位牧者前来，

直到2018年6月中告一段落。

- 2015年南部区会也启动探讨与台

湾长老会台北七星中会缔结为姐

妹会，为扩大交流、分享资源、

合作宣教。终于在第

55届区会年议会

中，与台北七

星中会代表签

署了《宣教合

作协约》，并

于同年12月15

日本区常委代表

去台湾，与七星中

会签了同样的协约。

- 2017年9月：本会派往台湾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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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团建议，在南部区会开设长远

性的神学教育中心，提升本宗领

袖和信徒的培育。常委会遂成立

《信徒延伸神学课程》执行小组

去讨论，并与长老会训练学院理

事会商讨后，由长老会训练学院

主办，南部区会课程

小组执行，得马来西

亚神学院讲师、本会

同工张俊明牧师设计

课程；并在2019年1月

落实。

- 先 在 居 銮 与 新 山 两

地开课，每年提供5

门 课 程 ， 一 个 课 程

上课9个小时，算1

个学分。修毕1 5个

学 分 将 获 颁 证 书 。

无奈隔年(2 0 2 0年)

，因疫情只得转到线上上课。

但至2021年底，终有4位学员

完成1 5个学分的要求而获得 

《信徒神学延伸课程证书一》。

10.新时代共融与更新

- 2021年：长老大会提出《无墙的

教会2.0》5年计划，主题为『共

融与更新』。期待长老会信徒、

堂会与区会藉此被动员，一同起

来实践大使命，为主多结果子。

- 《无墙的教会2.0》

包含七个项目事工：

教育与培训、媒体文

化与艺术、政府与市

场环保、国内外宣

教、影响社区、教会

增长、家庭事工。

- 区会常委会照著计

划，先执行家庭祭

坛、教会增长和社会

关怀叁项目的事工发

展。由各相关事工委

员会去筹划，在本区

教会中推动。                                                      

- 『购置南部区会办公楼』：经多

年提议讨论，常委会终于在2021

年10月9日的第61届年议会中呈

上提案，并获得超过叁分之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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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赞成而通过购买一栋叁层楼

店屋，价格不超过200万零吉，

首选地点在新山区。办公楼使用

采《三合一》方式，即底楼：出

租，二楼：出租/教会植堂；叁

楼：区会办事处。

- 『南部区会60周年庆典』。原定

2020年举行成立60周年庆典，

但由于《2019新冠肺炎》疫情的

关系，展延至2022年10月24日举

行，地点定在新山，配合区会年

议会举行。主题为《恩泽流长一

甲、奋兴扩展百年》。

- 分区牧养委员会。多年来，有同

工建议把南部区会划分为两个区

会。本届常委会经过多方深入探

讨，为了更好联系区域堂所，并

协助强化堂所牧养、福音事工及

培育事工的途径，推动大手牵小

手并提升现有的分区牧者祷告会

为『分区牧养委员会』。此提案

在第61届年议会中通过实行，期

待从此南部区会属下各区堂所能

更加扩展。

- 《2019新冠肺炎》。从2020年3

月开始，延续了超过两年的时

间。本国的教会一半以上的时

间，实体的崇拜与活动受限制，

不得不转到线上；不过也因此更

多的使用和发展网络的事工，跨

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开扩福音

事工。

- 直到2022年4月，疫情进入地方

性流行病阶段，各样防疫的限制

开始放宽，教会的实体崇拜和活

动也得以复原。但此时，又是一

个新的开始。

- 我们需要共融与更新，仰望圣灵

的大能赐下，以便能迎向新时代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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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第1届 (1962):
会正 : 蔡蔚峯	 副会正 : 陈复生	

书记 :荘谦谋	 副书记 : 陈清福	

书记 :胡		德(英文)	

财政 :罗纯兴	 查账 : 亨约翰

常委 :欧阳侯,罗嘉言,许庆全,蔡新兴

第2届 (1963):
会正 : 陈复生	 副会正 : 萧文科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陈清福	

书记 : 胡		德(英文)	

财政 : 罗纯兴	 查账 : 亨约翰

常委 : 蔡蔚峯,潘天恩,罗嘉言,林秀月

第3届 (1964):
会正 : 萧文科	 副会正 : 谭云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邱以正

书记 : 胡		德(英文)

财政 : 林秀月	 查账 : 柯超然

常委 : 蔡蔚峯,郑勲懋,文达道,吴在涛

第4届 (1965):
会正 : 谭		云	 副会正 : 邱以正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王		济

书记 : 柯超然(英文)	

财政 : 林秀月	 查账 : 柯超然

常委 : 亨约翰,潘天降,林云翔,吴在涛

南部区会历届常委会名单(1962-2022)
(恕不称号)

第5届 (1966):
会正 : 邱以正	 副会正 : 王		济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陈振光

书记 : 亨约翰(英文)	

财政 : 潘天降	 查账 : 罗嘉言

常委 : 谭		云,胡		德,杨俊良,郑勲懋	

第6届 (1967):
会正 : 王		济	 副会正 : 荘谦谋	

书记 : 陈振光	 副书记 : 黄鹏远

书记 : 亨约翰(英文)	

财政 : 潘天降	 查账 : 罗嘉言

常委 : 胡		德,邱以正,郑勲懋,杨俊良

第7届 (1968):
会正 : 荘谦谋	 副会正 : 陈振光	

书记 : 郑温福	 副书记 : 杨俊良

书记 : 胡		德(英文)	

财政 : 潘天降	 查账 : 罗嘉言

常委 : 邱以正,王		济,郑勲懋,江贞钦	

第8届 (1969):
会正 : 陈振光	 副会正 : 黄鹏远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杨俊良

书记 : 亨约翰(英文)	

财政 : 潘天降	 查账 : 罗嘉言

常委 : 邱以正,王		济,郑勲懋,吴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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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历届常委名单】

第9届 (1970):
会正 : 邱以正	 副会正 : 王		济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吴振中

书记 : 亨约翰(英文)	

财政 : 潘天降	 查账 : 罗嘉言

常委 : 郑勲懋,杨俊良,江贞钦,林秀月	

第10-11届 (1970-1972):
会正 : 王		济	 副会正 : 杨俊良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郑温福

书记 : 亨约翰(英文)	

财政 : 潘天降	 查账 : 罗嘉言

常委 : 郑勲懋,周书源,江贞钦,林秀月	

第12-13届 (1972-1974):
会正 : 杨俊良	 副会正 : 黄鹏远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郑温福

书记 : 闵乐白(英文)	

财政 : 潘天降	 查账 : 罗嘉言

常委 : 周书源,王		济,邱以正,江贞钦

第14-15届 (1974-1976):
会正 : 黄鹏远	 副会正 : 周书源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郑温福

书记 : 闵乐白(英文)		

财政 : 潘天降	 查账 : 罗嘉言

常委 : 郑勲懋,杨俊良,江贞钦,林秀月,

	 	陈雅贞

第16-17届 (1976-1978):
会正 :江贞钦	 副会正 : 周书源	

书记 :荘谦谋	 副书记 : 李华冠

书记 :林瑞芝(英文)	财政 : 潘天降	

查账 :罗嘉言

常委 :李振福,杨俊良,杨国平,蔡新兴

第18-19届 (1978-1980):
会正 : 周书源	 副会正 : 郑温福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杨俊良

书记 : 林瑞芝(英文)		

财政 : 潘天降	 查账 : 罗嘉言

常委 : 郑勲懋,蔡庆锡,江贞钦,林秀月,

	 	陈雅贞

第20-21届 (1980-1982):
会正 : 郑温福	 副会正 : 周书源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杨俊良

书记 : 林瑞芝(英文)	

财政 : 林丕钦	

第22-23届 (1982-1984):
会正 : 周书源	 副会正 : 林德兴	

书记 : 荘谦谋	

书记 : 林瑞芝(英文)	财政 : 林丕钦	

常委 : 袁忠义,蔡新兴,林腾云,李振福，	

	 	柯庆余,黄循波,黄克南,杨国平，

	 	佘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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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25届 (1984-1986):
会正 : 林德兴	 副会正 : 佘雅各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张恩民	

书记 : 林瑞芝(英文)	财政 : 袁忠义	

常委 : 杨国平,林腾云,李振福,戴永添,

	 	黄循波,林丕钦,卓启鸣,罗嘉言

第26-27届 (1986-1988):
会正 : 黄循波	 副会正 : 佘雅各	

书记 :郑勲懋	 副书记 : 张恩民	

书记 : 林瑞芝(英文)	财政 : 林丕钦	

常委 : 袁忠义,蔡新兴,林德兴,周书源,	 	

	 	李振福,黄克南,杨国平,卓启鸣,

	 	黄亚伦,颜文渠

第28-29届 (1988-1990):
会正 : 林德兴	 副会正 : 张恩民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黄循波	

书记 : 林瑞芝(英文)	财政 : 林丕钦	

常委 : 李振福,吴振中,黄亚伦,黄克南,

	 	杨国平,佘雅各,陈雅贞,施德清,

	 	蔡新兴,卓启鸣

   

第30-31届 (1990-1992):
会正 : 张恩民	 副会正 : 黄克南	

书记 : 荘谦谋	 副书记 : 黄循波	

书记 : 林瑞芝(英文)	财政 : 袁忠义	

常委 : 郑广德,李振福,陈雅贞,苏立忠,

	 	吴振中,黄锦寿,杨信实,林德兴,

	 	杨国平,佘雅各

第32-33届 (1992-1994):
会正 : 黄循波	 副会正 : 施德清	

书记 : 黄锦寿	 副书记 : 袁明杰	

财政 : 陈惠明	

常委 : 蔡新兴,韩		现,李		九,林来成,

	 	林双来,吴振中,黄克南,陈溢恺,

	 	张白雪,王玉荘,尤秋松

第34-35届 (1994-1996):
会正 : 施德清	 副会正 : 黄锦寿	

书记 : 李		九	 副书记 : 袁明杰	

财政 : 彭家祯	

常委 : 黄克南,林来成,尤秋松,张恩民, 

	 	吴振中,许明春,陈溢恺,郑广德, 

`	 	李异鸣,林双来,黄循波

第36-37届 (1996-1998):
会正 : 杨信实	 副会正 : 苏立忠	

书记 : 袁明杰	 副书记 : 林双来	

财政 : 彭家祯	

常委 : 尤秋松,李		九,黄循波,黄克南, 

	 	吴振中,陈溢恺,许明春,冯安赐, 

	 	李异鸣,戴秀英

第38-39届 (1998-2000):
会正 : 李		九	 副会正 : 林双来	

书记 : 袁明杰	 副书记 : 尤秋松	

财政 : 彭家祯	

常委 : 林来成,苏立忠,杨信实,黄循波,

	 	张恩民,郑亨平,陈溢恺,冯安赐,

	 	戴秀英,李异鸣,许明春,杨节制,

	 	袁忠义,张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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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41届 (2000-2002):
会正 : 林来成	 副会正 : 李		九	

书记 : 尤秋松	 副书记 : 袁明杰	

财政 : 张长国	

常委 : 颜文渠,张恩民,黎国强,练雅文,

	 	杨温柔,郑亨平,冯安赐,林华亮,

	 	李异鸣,袁忠义,彭家祯,许明春,

	 	杨节制	

第42-43届 (2002-2004):
会正 : 颜文渠	 副会正 : 林来成	

书记 : 袁明杰	 副书记 : 练雅文	

财政 : 张长国	

常委 : 尤秋松,林双来,李婉娜,杨信实,

	 	张恩民,袁忠义,李异鸣,林华亮,

	 	冯安赐,许森然,戴秀英,黄桂娣,

	 	罗淑宝	

第44-45届 (2004-2006):
会正 : 林双来	 副会正 : 李婉娜	

书记 : 袁明杰	 副书记 : 韩		现	

财政 : 李异鸣	

常委 : 张恩民,杨信实,颜文渠,许森然,

	 	黄循波,林来成,林华亮,袁忠义,

	 	陈成隆,张长国,蔡福生,冯安赐,

	 	戴秀英,黄桂娣	

第46-47届 (2006-2008):
会正 : 李婉娜	 副会正 : 许森然	

书记 : 袁明杰	 副书记 : 韩		现	

财政 : 陈成隆	

常委 : 杨信实,林来成,冯安赐,林华亮,

	 	袁忠义,黄桂娣,李异鸣,杨世福,

	 	李万伟,张恩民,袁明献,戴秀英,

	 	蔡福生	

第48-49届 (2008-2010):
会正 : 许森然	 副会正 : 李万伟	

书记 : 袁明杰	 副书记 : 韩		现	

财政 : 袁明献	

常委 : 颜文渠,杨信实,林来成,李婉娜,

	 	林双来,练雅文,黄桂娣,冯安赐,

	 	林华亮,袁忠义,李异鸣,彭家祯,

	 	张长国,陈成隆	

第50-51届 (2010-2012):
会正 : 李万伟	 副会正 : 杨信实	

书记 : 许森然	 副书记 : 韩		现	

财政 : 袁明献	

常委 : 李婉娜,林来成,林双来,颜文渠,

	 	练雅文,杨节制,袁忠义,李异鸣,

	 	林华亮,黄桂娣,张长国,彭家祯,

	 	陈成隆,冯安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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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53届 (2012-2014):
会正 : 林双来	 副会正 : 杨节制	

书记 : 许森然	 副书记 : 王端国	

财政: 李异鸣	

常委 : 韩		现,李婉娜,刘建邦,黄百友,

	 	杨信实,熊豪强,张长国,韩超江,

	 	林华亮,袁明献,黄锦和,冯安赐,

	 	潘志海,陈国安	

第54-55届 (2014-2016):
会正: 杨节制	 副会正 : 王端国

书记: 韩		现	 副书记 : 刘建邦	

财政: 李异鸣	

常委 :李婉娜,许森华,林双来,黄百友,

	 	杨信实,熊豪强,张长国,韩超江,

	 	李成文,林华亮,黄锦和,冯安赐,

	 	陈国安,黄桂娣	

第56-57届 (2016-2018):
会正: 王端国	 副会正 : 黄百友	

书记: 韩		现	 副书记 : 刘建邦	

财政: 陈国安

常委: 杨节制,林双来,许森然,熊豪强,

	 	李继尧,沈斯祺,冯安赐,袁明证,

	 	林华亮,韩超江,黄桂娣,张长国,

	 	周永保,李异鸣	

第58-59届 (2018-2020):
会正: 黄百友	 副会正 : 刘建邦	

书记: 许森然	 副书记 : 李继尧	

财政: 陈国安	

常委: 韩		现,练雅文,王端国,杨节制,

	 	熊豪强,林双来,张长国,周毓宽,

	 	周永保,韩超江,李异鸣,林华亮,

	 	黄桂娣,袁明献

第60-61届 (2020-2022):
会正: 黄百友	 副会正 : 刘建邦	

书记: 李继尧	 副书记 : 谢忠华	

财政: 袁明献	

常委: 韩		现,江仁健,王端国,杨节制,

	 	熊豪强,张昌萍,张长国,周毓宽,

	 	周永保,韩超江,李异鸣,林俊雄,	 	 	

	 	黄桂娣,陈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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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儿童事工是许多教会在设教

初期主要的事工，透过儿

童事工，教会得以进入社区，撒下

福音种籽，领人归主。马来西亚长

老会的儿童事工组的成立与这个宣

教的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1.50-70年代：起源及初期发展

1954年，星马长老会成立了教

育委办，主要负责妇女及主日学事

工。后因妇女事工的成熟发展，为

专注不同事工的需要，教育委办一

分为二；一负责妇女团契，另一则

负责主日学事工。

1961年，有感于主日学事工的

需要及发展，教育委办增设了主日

学干事一职专职负责主日学事工。

并且主日学委办在北马区会的Ran-

tau Panjang开办了主日学，学生

人数约50人，随后主日学发展成

熟，逐在吉兰丹的泰国邻疆成立教

会。除此以外，主日学委办也举行

主日学儿童的各类比赛及编制适合

的主日学教材与诗歌以回应教会的

需要。为了帮助教会有效训练合格

主日学老师，主日学委办也提供各

样协助，其中《教师之友》的出版

正是回应了这个需要，内容主要涵

主日学事工组简史与展望
坚持到底的培育

孔祥云传道(事工组长)

盖教材和主日学问题讨论。提供各

教会牧者及领袖做短期训练之用。

1975年，星马长老会分家之

后，马来西亚长老大会仍然重视主

日学事工，分别在各区会设立主日

学事工组，回应不同区会的需求及

发展。区会主日学事工的目的是与

各堂会配搭，加强主日学事工；使

教会茁壮成长。其宗旨主要在四方

面：

1 教导圣经，引人归主；

2 培养成熟的基督徒；

3 提供学习机会，发挥恩赐； 

4 培养忠心且热心参与事奉的基 

 督徒。

2. 80-90年代：坚持不懈的主日 

 学事工

主日学事工组在80-90年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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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要聚焦于各类能够协助训练主日学

老师及带领学生的活动。主要聚

会及活动如1984年“耶稣爱我” 

第一届主日学少年福音营；1987

年，为协助教会加深对主日学事工

的认识及委身，寄发以下资源予

各教会。8月：“主日学事工发展

史”；9月：“主日学老师的特权

与责任”；11月：“让小孩子到我

这里来”。同年11月举办“更新

的教学”第十届主日学老师训练

营。1988举办“当趁你年轻”第二

届全国少年福音营及1989的“耶稣

爱我”儿童联谊会。

9 0年代，为帮助各教会训

练主日学老师，举办了各类训练

会。1992年“生命的事奉”主日学

老师交流会；1993年“成功的老

师？”主日学老师交谊会及“脱颖

而出”主日学老师训练营；1995

年“剧变中的装备”主日学老师训

练营；1997“跳跃的音符”主日学

老师音乐训练营。

同时，因着教会的需要，亦常

常主办其他类型聚会如1991年“脚

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日学学生生

活营；1996年 “我不再是BB” 学

生生活营”。

3.近代事工发展简史

近代的主日学事工，仍旧以训

练主日学老师及培育孩子为事工要

旨。期间举办了主日学老师训练会

及各样适合孩子的活动；亦开始在

教会推展可以帮助教会的儿童事工

之材料。

(一)主日学老师训练及交流会

2003年“为主得下一代”; 

2007年与大会主日学事工组联办主

日学老师训练会；2021年，适逢新

冠疫情的封锁政策，主日学事工组

第一次举办线上主日学老师交流

会：“在生活中活出信仰——不受

隔离的宗教教育 ”。 

第一次举办线上主日学老师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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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日学征文及征图比赛

20 0 4年第一次举办全国主

日学征文比赛；2007年开始与大

会主日学事工组联办全国征文与

征图比赛，比赛主题计有“信仰

与想像”(2007)；“圣灵的果

子”(2008);“十诫”(2009);“当

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2014);

爱之家”(2015)。

(三)儿童圣经比赛

2014年开始举办全国圣经比赛

《创世记》:2016年与大会主日学事

工组联办《路加福音》比赛;2017年

与大会主日学事工组联办《马可福

音、但以理》比赛。2018年《出埃

及记、士师记、使徒行传(1-12章)

》比赛:2019年《约书亚记。使徒行

传(13-28章)》比赛。2021年，因着

新冠肺炎的疫情，部分地区处于封

锁状态，主日学事工组第一次主办

全国线上圣经比赛《约翰福音、撒

母耳记上》。

(四)儿童三福布道训练

2004年开始，有感于教会的需

要，事工组则开始推展儿童三福个

人布道训练。首先于8月份委派王

振美牧师及涂希发传道前往沙巴巴

色会接受“儿童三福个人布道领袖

讲习班”训练。并于2005年举办第

一届儿童三福个人布道训练。接着

在2006年再度委派王振美牧师及涂

希传道发前往泰国普吉岛接受“儿

童三福讲习班导师训练”，并获得

合格主持及授课资格。同年，主日

学事工组举办第一届儿童三福领袖

讲习班。2016年第二届儿童三福领

袖讲习班训练；2018年举办居銮区

儿童三福领袖讲习班训练。

(五)其他活动

2018年举办“你很特别！”儿

童营；2019年“童行正路！”儿童

营。

结语

纵观整个主日学事工组的历

史，我们的先辈们孜孜不倦的为着

培育主日学老师努力；靠着神的恩

典，许多看起来艰难的任务也一一

完成。而未来的日子，事工组的祷

告乃是，让我们继续成为教会的助

力，在培育主日学老师或培养儿童

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的事上，与教会

携手同行。

2019儿童主日学圣经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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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南部区会少年事工组前身为

青少年事工组，根据最早

的会议记录，可追溯至一九九六年

一月一日，当时由李政福传道为时

任主席，主持第一次的事工会议。

随着岁月的流逝，事工组至今

已迈入第二十六个年头，也已从二

〇一九年头，由原本的“青年事工

组”细分为“少年事工组”与“青

年事工组”二个区块，分别坚固青

年与少年二个年龄层的群体。

于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少

年事工组】就此孕育而生，并且延

续前身的精神与秉持着使命，继续

服事不同时代的少年人。

历年来，本事工组常年都以不

同性质、不同主题的营会服事少年

少年事工组
充满“恩典”与成为“祝福”的路径

人，当中参与的对象不但是来自南

部区会属下的堂会，更是包括了整

个马来西亚长老大会属下的堂会；

不仅如此，在过去的营会中，也祝

福了许多友宗的少年人。

少年事工组这些年一路走来，

充满着主数不尽的恩典、脂油满

满，岂不是也为了要透过我们成为

更多人的祝福，使人蒙福吗？是

的！历史的回看，让我们重温上帝

丰沛的恩典；随着时间的进程，也

不住提醒我们，要继续祝福与造就

每一个时代的少年人。

这样的使命，即便是在一场

史无前例全球性的疫情中也不曾改

变。二〇一九年随着新冠疫情迅速

在全球肆虐，特别我国更是在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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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日实施全面锁国的防疫政

策，导致实体营会无法再办。顿

时，全世界都走向“线上”，少年

事工组亦是。

感谢神！带领少年事工组并在

疫情中转型，并使用我们成为提供

资源、培训、亲身陪伴一方，使少

年事工组与教会成为伙伴关系，协

助教会在疫情下继续推动各堂会的

少年事工。

因此，少年事工组也把握时

机，将营会、培训、教导、训练等

计划走向线上。无论是过去的『线

上联合福音聚会』或是『数位短

宣』，都开启了事工组未来服事动

向的可能性，也祝福更多的教会。

在未来的年日里，我们不晓得

还会面对什么挑战，或是什么样的

病毒再把我们隔离、封锁起来；但

我们晓得，神的恩典必然日日如新

的临到我们，并要借着我们也让这

恩典流入其他许多的生命中。

愿上帝继续使用少年事工组，

在每个时代中继续常常充满“主

恩”，并引领事工组继续走向成

为“祝福”的路径。

最后，祝南部区会60周年庆蒙

恩、蒙福，并成为祝福！

44 马来西亚长老大会(南部区会)196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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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青年事工组

第一届青年大会 
“青”潮而出全体照。

全人全心全意的敬拜。 牧师为回应呼召的青年人祷告。

“最美的邂逅”交谊营。

南部区会属下的青年事工委

员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

为众长老教会提供一个资源分享，

彼此鼓励，合力培育兴起青年人的

平台。透过一年一度的大型聚会，

青年事工组盼望能够点燃各教会里

的青年事工，帮助教会看重青年人

的属灵需要。

2018年，本事工委员会与本区

教会增长委员会及长老会训练学院

联办了第一届青年大会，主题为“

青”潮而出，于麻坡三一堂举行，

共有122名青年(来自22间堂所，大

部份属南部区会)报名参加。藉这

营会，盼望能够连接长老会的青年

人一同接受装备，挑旺青年人如潮

水般涌出，献上生命被上帝使用。

会中，除呼召青年人悔改、跟随

主，更呼召青年人献身为主用。有

20多位青年人回应了献身的呼召。

2019事工委员会举办了“最美

的邂逅”交谊营。这次的交谊营获

得27位营员(14位姐妹，13位弟兄)

报名参加，当中长老宗的会友16

位，友宗的会友11位(卫理宗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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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恩派4位)。男女人数平均，年龄

从29岁至44岁，多数人介于30-40

岁之间。大多数的参与者信仰根基

稳固，在等候神安排的婚恋对象。

所邀请的讲员是许永鑫传道夫妇，

除了分享信息，还带活动和游戏。

他们丰富的辅导和带领活动经验，

加上夫妇配搭无间，为营会带来很

好，令营员满意的教导和分享。感

恩的是，已经有一对营员因这次的

邂逅，进入恋爱，并于14/11/2021

结为夫妻了。

2021年，我们于疫情期间，

于3 0 / 0 4 / 2 0 2 1及

0 1 / 0 5 / 2 0 2 1，透 

过zoom平台，举办了

《青潮而出线上青

年大会》。邀请了庄

稼事工总干事刘凤英

传道分享主题信息：

青潮而出之再创高

峰，以及马宣宣教士

谢奕丰传道分享专题

信息：更丰盛的生命~谈信仰、生

活、职场、侍奉的整合。此项活动

的宗旨乃是连接长老会的青年人一

同受装备，挑旺他们献身服事。除

了安排贴心的信息，提供小组交流

及与讲员互动交流的机会，更安排

了名人堂专访，邀请本宗杰出青年

蓝舒洁博士上线接受访问，分享基

督信仰在她的人生、学业及事业起

着何等重要的影响。虽然线上的青

年大会缺少吸引力，然而仍获得97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长老会青年人

报名参加。连同委员会成员及受

青潮而出线上青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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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邀的讲员与嘉宾，全体

共110人参与了这项活

动。参加的青年人回应

积极，在小组交流时互

动良好，表现出良好的

领导能力、分析力及潜

质。这样的反应更激发

了我们要再接再厉，积

极地为他们提供异象，

预备平台让他们发挥，

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事

奉，透过已有的联络网

继续紧密与他们互动，

并为他们办活动。

今 年 2 0 2 2 年 ，

青年事工委员会和教

会增长组将在7月 1 1

日，上午9时 -下午1

时，举办“幸福line

敲门”线上研讨会。

我 们 邀 请 到 台 湾 福 气 教 会 

(幸福小组的创办教会)的团队来和

我们分享福音的使命以及透过幸福

小组的福音策略。希望能够帮助各

教会和各青年事工，在这网路和多

变的时代，带领信徒开拓在线上布

道、牧养的策略与管道。非常期待

这一次的研讨会。

盼望接下来，青年事工委员

会能够结合众教会的力量，一起陪

伴，栽培青年人，让他们不论在何

处都能为主发光，为主摆上，为主

来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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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事工组

2014年亲亲在我心：孝亲节一日营 2015年家庭营：【一生一世夫妻营】

马来西亚长老会姐妹事工组

自马来西亚长老大会与新

加坡长老大会于1975年1月1日和平

分家后，就被安排隶属马来西亚长

老大会的翅膀下运作多年。自1975

年开始，本事工组就开始组织第一

届妇女事工委员会，当时的主席为

陈秀英师母(黄克南牧师的师母)并

以此委员会的议会和各项决定推动

大会属下的有关妇女事工：如每三

年的退修营等，或与新加坡妇女事

工组联合聚会等大型活动，当时的

焦点比较是放在各长老教会的姐妹

身上。

后于2002年，新一轮的女性

领袖被复兴起来，并票选了当时刚

按牧的李婉娜牧师为主席，继承了

大会妇女事工组的领导工作。基于

当时一般姐妹对“妇女”一词的观

点，认为是指已婚的女性，这导致

较年轻的姐妹们拒绝参与此事工。

为了得着这群年轻的姐妹们，经过

商讨后，就将【妇女】事工组改名

为【姐妹】事工组，以此鼓励各年

龄层的姐妹们都可以来参与这事工

所推动的一切活动。

1 每两年一次的女教牧营：

 目的是为了鼓励和推动女教牧能

在此群体中找到可分享的事奉闺

蜜，借此平台让女教牧彼此认

识，分享分担和彼此代祷，同走

事奉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要建立

彼此关怀和扶持的关系，以致她

们在事奉的道路上有同伴同心

同行，心灵也不会觉得越走越孤

单。对此，姐妹事工组常特邀一

些对妇女神学有负担的讲员们来

带领营会，使出席者能更清楚上

帝对她们生命的陶造和装备，得

以不断追求长进，使自己的素质

越美好，事奉也越来越成熟，以

此完成上帝的选召。

 另，此营会也志在鼓励和培育女

传道能被按立为女牧师。在心

理、灵性、精神上的准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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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使自己不断的追求长进，加强自

己的事奉心志，心灵越来越刚

强，也学习能与其他男女教牧同

心事奉，使两性能更圆融的同心

建立教会，同以神的事为念。

2 每一年一次的女门徒培训营：

 在疫情前，本事工组就已经认为

培育各长老教会的姐妹们的事奉

心志和装备她们有更好的服事心

态和精神为本事工组的责任，故

在疫情前本事工组就已经邀请学

园传道会同工来培训女性长执同

工。后因受疫情的影响，从2020

年到2021年都无法推动与进行，

故在今年，基于疫情已经舒缓，

于是重启【女门徒培训营】，继

续做培育的工作。这营会注重在

培育和加强各长老教会属下的姐

妹们学习建立健康及合神心意的

自我形象、事奉心志等，甚至期

望能在其中兴起姐妹们成为主的

女门徒，甚至能为主塑造一些有

心要奉献自己的姐妹勇于奉献自

己的生命，并愿意接受神学教育

的装备，以致她们能一生服事

主，且不断的提升自己事奉生命

的素质，以求自己能成为主所重

用的女教牧。除此之外，也希望

培育教会里的女性领袖，如女长

老和女执事等，使男女领导得以

平衡和分工，也借此建立上帝的

教会。

3 不定期举办一日家庭/夫妻/亲子

营：

 鼓励众长老教会的家庭参与一天

的营会，事工组会邀请对家庭或

婚姻有专长的讲员来主讲有关不

同主题的聚会。本事工组举办类

似的一日营的目的是期望能提升

信徒重视自身的婚姻和家庭生

活，并加强亲子关系的建立，使

基督信仰得以被传承，也使每个

基督徒家庭能见证荣耀上帝，并

带给家人一个幸福和喜乐的家庭

生活。

2017年女教牧营 2017年非凡女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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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龄事工组

2017年乐龄交谊会(讲员和乐龄筹委合照) 2018年乐龄联谊会(讲员和乐龄筹委合照)

2017年长老大会乐龄事工组于8

月28-30日在槟城Rainbow Par-

adise酒店舉行第9届乐龄交谊会，

共有300人，其中包括别宗乐龄事

工代表參加。此次讲员是林国兴牧

师勉勵与会者以生命的成长为重

点，众人同心合意的学习——“我

们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成长”，

因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这一次的乐龄交谊会凸显上

帝的作为，因看见有来自台湾和新

加坡的代表分享同一个目标，就是

持续不断协助乐龄弟兄姐妹起来服

事，就连别宗乐龄弟兄姐妹也积极

响应这样的一个机会，不得不说神

要拓展我们的视野和责任；同时，

也幫助耆老肯定自己，也讓他們的

心重新活躍起來。

当交谊会完满结束后，长老大

会乐龄事工组也经历上帝奇妙的带

领，长老大会将此事工组下放给区

会乐龄事工组接棒。长老大会乐龄

事工组于2017年12月5日召开最后

一次会议，议决接纳长老大会的议

案，并把本组的余款交回大会财

政，就此停止运作。

2017年大会乐龄事工组筹委

顾问：彭秉民传道

主席：林来成牧师

文书：郑亚品长老

财政：郑婉玲长老

委员：叶志康牧师，李继尧牧师， 

 颜文渠牧师，袁忠义长老， 

 李异鸣长老，冯安赐长老， 

 练雅文牧师，戴秀英长老， 

 罗敬发弟兄，王日广长老

隔一年，因大会乐龄事工组已

停止运作，故该现有委员以委任的

方式加入本组。南区乐龄事工组接

棒，筹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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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2021年乐龄联谊会
(顾问线上分享照) 2021年乐龄联谊会(讲员和部分乐龄筹委合照)

2018年大会乐龄事工组筹委

顾问：彭秉民传道

主席：练雅文牧师

文书：叶志康牧师

财政：袁忠义长老

委员：郑亚品长老，李继尧牧师， 

 颜文渠牧师，郑婉玲长老， 

 李异鸣长老，冯安赐长老， 

 林来成牧师，戴秀英长老， 

 罗敬发弟兄，王日广长老

南区乐龄事工组邀请袁忠义

长老在新山圣光堂会与新山异象教

会进行水墨画课程，深受该区信徒

欢迎，也在来年继续开班授课。可

惜，因疫情来袭，就停办。该年举

办第五届乐龄联谊会，当天参加人

数约有521人，共28间堂会参与。

日期：3/7/2018(星期二) 

地点：麻坡欣洋酒楼  

讲员：刘清虔牧师

主题：精彩人生

2019年举办第十届乐龄交谊

会，当天参加人数约有174人，共

16间堂会参与。

日期：9-11/7/2019(星期二至四) 

地点：马六甲Avillion Legacy  

讲员：王美鐘院长

主题：光辉岁月

2020年因疫情影响，本组没有

举办活动，仍然召开几次会议以探

讨前景。直到2021年以线上的方式

举办线上第六届乐龄联谊会，当天

参加人数约有183人，共23间堂会

参与。

日期：14/12/2021(星期二)  

主题：“疫”起乐一乐

地点：ZOOM线上    

讲员：刘清虔牧师

2019年乐龄交谊会(讲员和乐龄筹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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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乐事工组

感谢上帝浩瀚的恩典，保守

与带领「圣乐事工组」坚

持不懈的在圣乐与崇拜这一环忠心

服事。回顾过往的岁月，「圣乐事

工组」常常经历上帝奇妙的预备和

带领，让一个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事

工都顺利完满的完成。愿一切的荣

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

「圣乐事工组｜的宗旨、职责

与目标是：

1.研究，指导及促进有本宗特色之

圣乐事工。

2.主办全国性训练营会，以加强堂

会圣乐事工。

3.与“信仰与教制委员会”联合成

立圣诗编辑及拣选小组。

为配合并达成本事工组的宗

旨、职责与目标，本事工组每一年

为马来西亚长老教会属下众教会提

供圣乐与崇拜相关的训练、资源与

支援，陪伴众教会一同提升崇拜的

素质，并能以更优质的音乐服事来

事奉上帝。

2017年以前，圣乐事工组仍区

分为大会与南部区会属下两个个别

的事工小组。由于大会事工繁多，

难以兼顾，方才将两个事工组合并

且纳入南部区会属下管理及推动运

作。起初，本事工组为此调整与改

变感到些许不安，因担心全国性的

事工推动会因此面临挑战。但在全

能的神手中毫无难事。南部区会常

委会也在此行政调整后不断给予全

力的支持，使本事工组在推

动全国性事工时仍能放胆服

52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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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事，毫无后顾之忧。

本事工组在这些年间竭力的策

划与推动各种与圣乐和崇拜相关的

事工以便能更全面的来照顾众教会

的需要，过去曾经举办“崇拜与圣

乐研习营”、“合唱营”“本土圣

诗创作比赛”、“本土圣诗诗集出

版”、“本土圣诗动态MV歌词导唱

影音录制”等等。在2019年末全球

疫情爆发后，事工组仍排除万难转

而以线上的方式继续推动各样的事

工，“诗歌创作工作坊”、“崇拜

服事人员训练”等。这些多元又多

面向的事工给予众教会更宽阔的视

野，并提供圣乐与崇拜服事者们更

扎实的培训以支撑他们在各教会中

的服事。值得一提的是，疫情虽然

带给教会事工许多的挑战和障碍，

但在这期间所推动的线上课程不受

时空国际限制，除了马来西亚的肢

体，海外多

国的肢体也

能从中获益。

此外，这些年间圣乐事工组也

成为大会与区会于圣乐事工与大型

聚会中的支援，例如带领大会及南

部区会年议会中的敬拜时段、拟定

崇拜程序大纲与解说、创作与制作

大会“无墙教会2.0” 事工计划主

题歌、南部区会大型布道会百人诗

班献诗等等。

再次感谢上帝丰盛的恩典，

让本事工组于2017年拥有五位圣乐

传道，达到最多圣乐传道人数的时

期。由多位圣乐传道、牧者及长老

所组成的事工委员会，使到本事工

组的事工推动更有能力和深度。我

们恳求上帝继续不断兴起更多的圣

乐同工，使到这个团队能持续稳固

坚立，为神效力。

愿上帝继续保守与赐福，让圣

乐事工组于圣乐与崇拜这一环继续

为神发光、为盐，为众教会提供所

需的支援，陪伴众教会不断进步，

更讨神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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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事工 配搭团队及主讲人

2010 编写《崇拜程序大纲与解说》 「圣乐事工组委员」

2011 《圣诞·新心》赞美会 「新心音乐事工」

2012 配合“2020无墙教会”远景： 余远淳老师、张国信传道

 《圣诗改编及诗歌创作比赛》

 《诗歌创作工作坊及敬拜乐团大师班》  

2013 「教会音乐节庆」之崇拜与圣诗研习营 「台神教会音乐系师生」

 《扩张敬拜的帐幕》 马约翰牧师、陈琇玟老师

 a) 礼拜是“蝦密”？、 蔡侑恬老师、陈季佑老师 

 b) 改革宗礼拜知多少？、 戴伶芳老师 

 c) 圣诗也疯狂！ 

 d) 各类礼拜体验：揉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 

  礼拜、融合儿童与成人的礼拜、融合青 

  少年与成人的礼拜、及主题式创意礼拜。 

2014 「教会音乐节庆」之崇拜与圣诗研习营 「台神教会音乐系师生」

 《扩张敬拜的帐幕2》 马约翰牧师、陈琇玟老师

 a) 礼拜与我何干？(礼拜学)、 潘佳音老师、陈季佑老师 

 b) 改革宗敬拜赞美、 戴伶芳老师 

 c) 活在基督时间(教会年历)、

 d) 教会音乐 - 礼拜的好帮手、

 e) 圣诗也疯狂、

 f) 21世纪的礼拜、

 g) 各类礼拜体验：欢庆复活礼拜、宁静 

  圣诞礼拜、主题式创意礼拜。 

2015 「教会音乐节庆」之 叶元杰传道(台)

 《圣乐及崇拜短期课程》 刘宗胜老师

 a) 敬拜团队与音乐事奉、

 b) 敬拜乐团配器法 

2016 「教会音乐节庆」之 陈淑芬老师(台)

 《圣乐及崇拜短期课程》 简雅珊老师(台)

 a) 以诗歌灵修、 

 b) 敬拜乐团实际演练 

事工组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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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年份 事工 配搭团队及主讲人

2017 1.第一届《合唱营及创意音乐礼拜》 袁承惠传道、黄浩霖传道

  韩晓恩传道、林庆良执事

 2.第一届《本土圣诗创作比赛 —  叶德宗传道/博士(马)

   为马来西亚祷告》  骆维道牧师/博士(台)

  黄婉娴传道/博士(新)

2018 第二届《初级合唱营 — 我灵歌唱》 韩晓恩传道、袁承惠传道

  黄浩霖传道、林建良传道

  林庆良执事、

  叶德宗传道/博士

  谢依燕老师、汪师妤老师(台)

  简英惠老师(台)

2019 1.第一届《本土圣诗创作工作坊》 叶德宗传道/博士

 2.第二届《本土圣诗创作比赛 —  叶德宗传道/博士

   颂赞三一神》 黄婉娴传道/博士

  郑联晨老师

2020 《本土圣诗》第一集诗集出版 「圣乐事工组委员」

2021 1.《本土圣诗》第一集动态MV歌词 「圣乐事工组委员」

    导唱影音制作

 2.第二届《本土圣诗创作工作坊》  叶德宗传道/博士

   黄婉娴传道/博士

   张国信传道(新神)

   卢甄长牧师(卫神)

   葉薇心老师(台湾天韵)

   邓秀芳传道

 3.第三届《本土圣诗创作比赛 —   「评审老师」：

   颂赞上帝的属性与作为》   叶德宗传道/博士   

   黄婉娴传道/博士   

   郑联晨老师

 4.《无墙教会2.0主题曲创作与制作》  「圣乐事工组委员」

2022 《崇拜服事人员训练》 邓秀芳传道、袁承惠传道

 a) 崇拜直播与媒体、 黄浩霖传道、林建良传道

 b) 投影制作及实体操控、 黄婉娴博士

 c) 何谓崇拜、

 d) 领唱及伴唱训练、

 e) 乐手训练、

 f) 主席训练、

 g) 诗班服事、

 h) 主日崇拜与花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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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怀组事工组

本组的前身名为《基督教长

老会南部区会关怀中心》

，创立于1999年，事工的主要专

注点聚焦于改造与辅导，即监狱

事工、戒毒事工和青少年辅导事

工。2002-2003活动停顿一段时

间，后来于2004年重组，改名为《

南部区会社会关怀组》迄今。重组

后事工重点扩展至教育醒觉，如精

神卫生讲座(2004-2005)，特殊教

育(2008)，联合大会社关组举办关

怀营(2009)、推展捐血运动(2009)

、拜访Malaysia Care和新山加略

山关怀中心、中学生事工(2010)、

推展南区属下各教会与7979全人关

怀团队合作或连接(2011-2012)、

举办布道会和鼓励地方教会办捐血

运动(2013)、与大会联办激励营

(2014)、配合大会社关组的呼吁进

行堂会社关参与统计问卷以及鼓励

各堂会回应由关丹荣恩堂主导的东

海岸大水灾赈灾活动(2015)。

2016年因大会解散大会社会关

怀组，并以无墙教会社会关怀组取

代，并将大会社关事工下放至各区

会，因此2016年，本组在事工焦点

上又再次重组和重新出发。从2016

年迄一今，本组经历了以下各方面

的改变和发展：

一 强烈委身的委员阵容扩大

在这些年间，本组加入了一

些在社关方面有强烈委身和愿意付

出的队工，使到本组在同工的人

力资源上，注入了社关新血和新的

动力，间中有关丹荣恩堂的社关团

队(鍾意红长老、廖建骅长老和李

鸿基长老)、鍾必欣传道、陈伟强

传道和张美灵牧师。这些队工皆是

身体力行的社关队工，使得本组在

这些年间的发展提供足够的人力资

源。

迄今(2022)年本组共有12组

员，委员名单如下：

主席：鍾意红长老

文书：陈吉辉长老

财政：张长国长老

委员：张美灵牧师、潘玛丽传道、 

 鍾必欣传道、陈伟强传道、 

 阮晓翠传道、李鸿基长老、

       廖建骅长老、冯安赐长老、 

 余贵兴传道 

  

2021-2022南部区会社会关怀组组员全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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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二 从社关服事到社关醒觉和 

 培训

本组于2018年拟定了本组的服

事宗旨，现列下如下：

1. 回应主颁布大诫命的醒觉，

2. 促进社关讯息和资源共享，

3. 社关服事培训与装备，

4. 联结南区属下各区堂会，组成

社关团队以回应该区社区的需

要，

5. 与大会无墙教会社关组连接，

联办社关营会。

 因着本组的定位聚焦和清晰，

使到这些年来本组所策划的活

动有目标和专注，以致推动了

一系列的常年活动，当中有：

(1)社关志工观摩体验营和培训营

第 一 届 在 关 丹 荣 恩 堂 于

1-3/10/2016举办，共有69人参

与。讲员为张小华牧师和黄恩德牧

师。在此营会中，也安排营员拜访

当地的原住民事工，并与当地教会

配合进行社区大扫除。

于2017年16-18/9在昔加末长

老会举办第二届，共有60人参与。

讲员为布秀玲传道和郑百颂传道。

营会中营员分组各别拜访了昔加末

加略山的各个社关事工：儿童院、

青少年事工、老人院、精神病院、

戒毒所。

于20 1 8年2 2 - 2 3 / 8在柔佛

再也异象教会举办(大会社关协

办)第三届社关志工观摩体验营 

《爱·要活出来》，共86人参

第一届社关志工观摩体验营和培训营

第二届社关志工观摩体验营和培训营

第三届社关志工观摩体验营和培训营

与。讲员为颜锦春牧师、周毓宽

长老和李志华传道。营会期间营

员分组拜访参观了新山区的社

关机构：和平托老中心、Care 

Haven孤儿院、U-Turn社区关怀

中心(单亲妈妈)、方舟修养中心

(癌症临终关怀)、双福残障自强

发展协会。并有社关事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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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医疗、东马原住民宿舍、

天国耆兵)和耆兵呈献旗舞和扇

舞。

2019年与大会社关组，在马六

甲长老会联办《社关培训营》，此

营会使用动员力量的普及课程《授

权得力·作盐作光Empowered To 

Influence ETI》，并有社关事工

分享(天国耆兵、物资银行、医疗

服事、原住民教育、尼泊尔客工、

辅导、社区连接与互动)。

2020年原定于吉隆坡卫理大厦

举办医院事工培训营会，后因新冠

肺炎疫情而取消。

(2)社关事工交流分享会

为了配合社关志工观摩体验营

的宣传，本组拟定了在南区各点举

办社关事工分享会。

为了配合第一届的观摩体验

营，本组在南区三个地点推动了社

关事工巡回分享会(12-14/7/2016)

：麻坡加利利堂、峇株恩典堂、新

山和平教会。本组邀请了马圣应届

社关毕业生到来分享以下社关事

工：原住民事工、民生议题、老

人、青少年、食物银行、临终关

怀、戒毒、儿童院、医院和生命见

证。此次巡回共累积了255人次的

参与者。

为了配合第二届观摩体验营，

本组推动了第二届的社关事工巡回

分享会(17-20/7/2017)：峇株救恩

在马六甲长老会联办《社关培训营》

本组在南区三个地点推动了社关事工巡回
分享会(12-14/7/2016）

第二届的社关事工巡回分享会
(17-20/7/2017)

堂、居銮生命堂、士古来恩慈教

会、新山大马堂。此次巡回共累积

了310人次的参与者。2018年停办

此活动。

到了20 1 9年，为了配合第

四届观摩体验营，本组推动了第

三届的社关事工巡回分享会(24-

26/7/2019)：居銮佳音堂、苏雅喜

乐教会、大马堂。分享的社关事工

有：天国耆兵、原住民教育、物资

银行、医疗服事、急难救助、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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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灾后回应、辅导、陪读班和援助家

庭、社关与社区单位连接。2020安

排的第四届分享会，因新冠肺炎疫

情而被迫取消。

(3) 与地方教会合作，协办培训课 

 程或联谊会

A 与昔加末长老会联办高龄服务学

 培训课程

本组与昔加末长老会联办两届

(2018&2019)的高龄服务学，此

两届的课程共长达24小时，由刘

清虔牧师主讲。课程内容牵涉长

者的：神学、教育学、照护学、

临终学、灵修学、心理学、生理

学、社会学等。两届的参与人数

各为95人和84人。

B 与关丹荣恩堂联办《老来有为》

联谊营28/11-01/12/2018

(4)善用社关主日

本组鼓励南区属下各堂会善用

大会定下的社关主日，邀请本组组

员或社关机构派员主讲和分享社关

信息。

A 关丹荣恩堂2018年共组队前往三

间堂会分享社关事工和举办交流

会：古来圣安德烈堂、永平堂和

马六甲长老会。2019年共有八次

的分享：巴生长老会、芙蓉长老

会、新加兰长老会、无拉港长老

会、古晋、峇株恩典堂、西部区

会年议会、乐龄交谊营。

B 余贵兴传道2018年共往7间堂会

分享社关信息和教会社关事工

分享：三合港荣美宣道所、峇株

恩典堂、峇株颂恩堂、麻坡活水

堂、麻坡三一堂、新山三一长

老会、亚依淡堂。2019年共有3

间：亚依淡堂、新港教会和三合

港宣道所。

(5) 马圣社关证书课程与教会聘请 

 社关干事

鼓励和呼吁南区属下各堂会派

送教会领袖前往马圣报读社会关怀

证书课程。同时，也鼓励教会聘请

社关干事以协助教会推动社区关怀

的事工。

第三届的社关事工巡回分享会
(24-26/7/2019)

与昔加末长老会联办高龄服务学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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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联办同工退修会

本组与大会无墙教会社关组组

员于10-11/2/2020联办社关同工退

修会，地点在文冬度假屋BENTONG 

BE HOMESTAY，共有13位同工参

与。透过这两天一夜的相处，大伙

儿有更亲密的交心和团契，身心灵

得到极大的鼓舞。

原本定于13-14/9/2021的第二

届同工退修会，因新冠肺炎疫情的

缘故被迫取消。

四 从线下转型至线上

因本国于2020年三月份开始，

联办同工退修会

因新冠肺炎疫情缘故进入MCO，以

致2020年的活动计划一一被取消。

经过一年的挣扎，本组组员议决决

定将社关醒觉活动转去线上进行。

因此，于2021年拟定了一系列的

线上醒觉活动，结果借助线上的优

势，得到出乎意料的醒觉效果。

(1) 9/3/2021《309风雨同舟·与 

 你有约》线上社关事工分享会

分享事工单位为：关丹荣恩

堂——天国耆兵；新山圣光堂——

食物银行与社区服务；大马堂——

长者事工。当天Zoom的参与者有95

单位，Youtube参与者有400++单位

左右。

 

(2) 8/6/2021《608蜕变》线上社 

 关志工交流分享会

分享社关服事生涯经历者：张

景文弟兄、潘志海长老、周毓宽长

老、荣恩堂团队、梁汉文执事。当

风雨同舟·与你有约线上社关事工分享会 《608蜕变》线上社关志工交流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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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Zoom的参与者有253单位，分享

会也透过Youtube播出。

 

(3) 7/9/2021《907疫情下的病人 

 关怀》医院探访培训1.0

由林庆祥医生团队分享「医院

事工资讯平台」的服事，以及在疫

情下如何进行线上探访。

结语

感谢神，在圣灵的引导下，本

组所付出的努力，开始看到了动员

的成果，有不少的地方教会开始对

主颁布给教会的大诫命有所醒觉，

以致在这个时代和所处的区域中，

教会需要作出顺服和积极的回应。

神也将本组所需要的动力组员加

添给本组，使到本组的服

事，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和

提供富有创意性和经验性

的意见，使到本组的服事

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愿

神继续使用本组的服事，

以彰显基督道成肉身的

生命，叫教会所处的社区

经历神的爱，并回应神的

爱。

在此，也谢谢全体组员，尽心

尽意尽力的委身参与神给予本组的

使命服事，服事众教会，愿神纪念

大家的劳苦。

 

(4) 收集众教会在疫情下的好行为

本组受区会常委委托，收集南

区属下众教会在疫情下的好行为，

并每三个月一次编制成短视频在南

区群组中分享，以激励众教会思考

在各自的区域中，如何回应社区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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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增长组

南部区会教会增长组成立于

2016年。当时大会进行行

政改组并将有关事工小组交予各区

会负责。从2016年起，教会增长组

在杨信实牧师的带领下开始从各方

面拓展事工。除了继续物色适合的

地点进行植堂，小组也开始探讨南

马的原住民事工。同时小组也发现

教会领袖及牧者中开始出现青黄不

接的情况，当时就开始筹划在教会

的青年群体中开始培养新一代的领

袖及牧者。

于2018年在杨牧师的带领下主

办了第一届的青年大会。在该会中

有三十多位的青年

人回应呼召为主所

用。接下来的几年

间，南部区会成立

了青年事工组，因

此主办青年大会的

工作也由该小组接

手。

教 会 增 长 组

在2018年开始探访

彼各的原住民乡

村，并筹划了几次

短宣。同时也于当

地的信徒积极的寻

周毓宽长老(组长)

找适合地点建立教会。有关事工接

着由几间南部区会属下教会继续跟

进。2020年起，新冠疫情爆发导致

有关事工被迫暂时停顿。

由2016年-2021年中，南部区

会共增加了四间新教会。这些年

来，小组也逐步制定了南部区会植

堂指南，使区会属下教会能更有系

统的继续植堂的工作。与此同时，

小组也着手整合区会各教会的资

源，以期待能达致大手牵小手的目

标。接下来的日子，小组将计划朝

质与量的增长来策划区会的事工。

不只在教会及信徒的数目上增长，

更能够栽培及造就更多合神心意的

器皿为主所用。

愿我们都能同心合一的向主

呼求，“...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

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

立！”(诗篇90：17)第一届青年大会，主题讲员-
王美锺牧师向参加者发出呼召。

彼各原住民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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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日期 课程 导师 正修生 旁听/同工 共

05-07/03 新约综览(一) 张俊明牧师 33人 7+3人 43人

21-23/05 旧约综览(一) 刘嘉文牧师 25人 4+3人 32人

16-18/07 基督教基本教义 刘清虔牧师 26人 16+7人 49人

11-13/09 爱你的邻舍 陈奕成牧师 11人 14+3人 28人

 -认识绿色运动

01-03/10 基督教灵修学 苏立忠牧师 16人 27+5人 48人

日期 课程 导师 正修生 旁听/同工 共

05-07/03 新约综览(一) 刘聪赐博士 14人 15+2人 31人

27-28/04 慎防异端 抵挡极端 李明安牧师 10人 16+2人 28人

28-30/05 旧约综览(一) 刘嘉文牧师 6人 15+2人 23人

16-18/07 基督教基本教义 施德清牧师 8人 15+1人 24人

24-26/09 基本释经学 杨信实牧师 6人 18+1人 25人

课程报告

信徒神学延伸课程
新山：爱德长老教会

【新约综览一】  张俊明牧师

【旧约综览一】   刘嘉文牧师

【基督教基本教义】  刘清虔牧师

【爱你的邻舍-认识绿色运动】 陈奕成牧师

【基督教灵修学】  苏立忠牧师

居銮：生命堂

【新约综览一】  刘聪赐牧师

【慎防异端 抵挡极端】   李明安牧师

【旧约综览一】  刘嘉文牧师

【基督教基本教义】  施德清牧师

【基本释经学】  杨信实牧师

峇株巴辖：恩典堂

【新约综览一】  张俊明牧师

新山：爱德长老教会

居銮：生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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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课程 导师 正修生 旁听/同工 共

01/05 新约综览(一) 张俊明牧师 18人 10+0人 28人

峇株巴辖：恩典堂

2020年课程表

日期/时间 课程 导师 

10-12/03 周二至四 7:30-10:30PM 新约综览(二) 张俊明牧师

12-15/05 周二至四 7:30-10:30PM 旧约综览(二) 刘嘉文牧师

07-09/07 周二至四 7:30-10:30PM 教会历史(一) 施德清牧师

22-24/09 周二至四 7:30-10:30PM 布道学 苏立忠牧师

03-05/11 周二至四 7:30-10:30PM 华人民间信仰 熊豪强牧师

日期/时间 课程 导师 

10-12/03 周二至四 7:30-10:30PM 新约综览(二) 刘聪赐博士

12-15/05 周二至四 7:30-10:30PM 教会历史(一) 郑亨平牧师

07-09/07 周二至四 7:30-10:30PM 旧约综览(二) 刘嘉文牧师

08-10/09 周二至四 7:30-10:30PM 神工人的操守 杨信实牧师

 教牧书信研读

03-05/11 周二至四 7:30-10:30PM 开始的开始 – 杨浩翰传道

 研读《创世纪》

新山：爱德长老教会

居銮：实里拉龙佳美堂

新山：爱德长老教会
【新约综览一】张俊明牧师

新山：爱德长老教会
【旧约综览一】刘嘉文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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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新山：爱德长老教会
【基督教基本教义】刘清虔牧师

新山：爱德长老教会
『基督教灵修学』 苏立忠牧师

居銮：生命堂
【旧约综览一】刘嘉文牧师

居銮：生命堂
【基督教基本教义】施德清牧师

新山：爱德长老教会
『爱你的邻舍-认识绿色运动』 陈奕成牧师

居銮：生命堂
【新约综览一】刘聪赐博士

居銮：生命堂
【慎防异端 抵挡极端】李明安牧师

居銮：生命堂
【基本释经学】杨信实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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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回应

更认识圣经信仰

0

0 5 10 15 20 25

10 20

1 (3.1%)

21 (65.6%)

6 (18.8%)

9 (28.1%)

1 (3.1%)

14 (43.8%)

15 (46.9%)

21 (65.6%)

30 (93.8%)

30

这个课程对你有什么帮助？
32 responses

你认为对课程时间较好的安排是？
32 responses

回应人数: 33位

回应人数: 33位

新山区

新山区

激发我渴慕神的心

加强我的事奉能力

预备自己未来服侍

学习更多圣经知识

连续三个晚上

公假全天上课

一周一天
连续三个星期

利用周末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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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刚刚好

0 5 10

20 (64.5%)

9 (29%)

2 (6.5%)

15 20

目前一年5个课程意见？
31 responses

回应人数: 33位

新山区

4个课程较好

都可以

有预备全时间奉献念神学

0 5 10 15

1 (3.2%)

1 (3.2%)
1 (3.2%)

12 (38.7%)

20 (64.5%)

4 (12.9%)

20

你自己未来的服侍方向
31 responses

回应人数: 33位

新山区

若神带领，我会
全时间献身服侍

我会尽力在教会中服侍

职场宣教

更严谨读经祷告

带职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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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继续读此课程

0 105 15 20
3 (9.1%)

2 (6.1%)

15 (45.5%)

25

对课程整体回应
33 responses

回应人数: 33位

新山区

我愿鼓励其他人一起修读

目前收费合理

长期会有经济压力

目前教会给予补助

22 (66.7%)

22 (66.7%)

更认识圣经信仰

0 5 1510

1 (3.1%) 6 (26.1%)

10 (43.5%)

13 (56.5%)

20 (87%)

20

这个课程对你有什么帮助？
23 responses

回应人数: 23位

居銮区

激发我渴慕神的心

加强我的事奉能力

预备自己未来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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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连续三个晚上

0 5 10

4 (17.4%)

17 (73.9%)

11 (47.8%)

15 20

你认为对课程时间较好的安排是？
23 responses

回应人数: 23位

居銮区

利用周末两天

公假全天上课

刚刚好

0 2 4

10 (52.6%)

5 (26.3%)

4 (21.1%)2 (6.5%)

6 108

目前一年5个课程意见？
19 responses

回应人数: 23位

居銮区

4个课程较好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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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预备全时间
奉献念神学

0 5 10

18 (78.3%)

1 (4.3%)

6 (26.1%)2 (6.5%)

2015

你自己未来的服侍方向
23 responses

回应人数: 23位

居銮区

若神带领，我会
全时间献身服侍

我会尽力在
教会中服侍

我会继续读此课程

0 105 15
3 (9.1%)

0 (0%)

9 (39.1%)

20

对课程整体回应
23 responses

回应人数: 23位

居銮区

我愿鼓励其他人一起修读

目前收费合理

长期会有经济压力

目前教会给予补助

19 (82.6%)

13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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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家庭事工组

主内教牧同工、长老长执、

部门领袖和弟兄姐妹们平

安！

家庭牧养的目标在于父母怎

样好好传承信仰予下一代。如今，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后现代家庭危机

的时代，不单是婚姻和家庭问题泛

滥，基督徒家庭也难免经历压力和

挑战。再加上现今基督徒家庭紧张

子女学业多过信仰，父母忙于事业

和服事的失衡和失职，造成了子女

对信仰的忽视和反叛。当前已有不

同研究指出全球「信二代」的流失

与出走，这正是基督徒家庭「名存

实亡」所带来的后果。

据研究显示，儿童青少的信仰

塑造，父母角色重要过学校、宗教

团体与专家等。故此，父母不应放

手让教牧取代其角色，子女的信仰

责任不在于教会，乃在父母身上。

当然，教会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去

引导信徒，按圣经原则竭力经营家

庭，同时协助父母建立合神心意的

家庭。

感谢神！马来西亚长老大会「

无墙的教会2.0」为更有效率地推

动家庭事工，因此将此事工交由区

会常委会来主导。区会常委为此委

派黄百友牧师，联合家怀幸福家庭

关怀机构负责人蔡常成传道一同携

区会家庭事工组

24/3/2022 宣导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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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配搭，于2021年9月份开始筹划

和推动3-5年的家庭牧养模式计划 

–「复兴从家开始」，供属下各

个堂会参与培训，一同建立合神

心意的家庭和教会。

1 27/09/2021 8pm-9pm 第1次会议
   - 成立小组、分享经验、讨论重点、拟定
    计划和策略。

2 01/11/2021 8pm-9pm 第2次会议
   - 启动宣传、传递异象、分工筹划家庭
    事工宣导说明会。

3 17/01/2022 8pm-9pm 第3次会议
   - 讨论和跟进家庭事工宣导说明会之 
    内容、宣传、报名等。

4 21/03/2022 8pm-9pm 第4次会议
   - 讨论和跟进家庭事工宣导说明会之宣传、
    报名、回应和评估表等。

5 24/03/2022 8pm-9.40pm 线上家庭事工宣导说明会 – 复兴从家
   开始
   - 讲员：余贵兴传道、李秀明传道、
    黄锦和长老
   - 出席：80人 (来自13所堂会)

6 04/04/2022 8pm-9pm 第5次会议
   - 检讨和跟进家庭事工宣导说明会之回应
     和评估。
   - 筹划和安排与有意推动家庭牧养模式 
    计划的堂会进行分享交流、讨论和解 
    答疑难。
   - 讨论交流会之内容和跟进安排。

7 18/04/2022 8pm-10pm 家庭牧养模式计划 – 交流会
   - 讲员：蔡常成传道、余贵兴传道、
    李秀明传道、黄锦和长老
   - 出席：26人(来自4所堂会)

目前区会家庭事工组的成员有

黄百友牧师、谢忠华牧师、余贵兴

传道、李秀明传道、周永保长老和

黄锦和长老。

以下是小组已经进行的会议和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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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期盼透过大会的全力支持，区

会事工组的努力鼓吹，各个堂会的

踊跃参与、配搭和代祷，今年下半

年可能有1-2间堂会将开始启动家

庭牧养模式计划。有意了解更多详

情者，都可通过来临或过去的各项

宣导和宣传视频库索取资料。区会

事工组对于各个堂会接下来的咨询

无任欢迎，并愿意给与极力的配搭

和协助。

真实的家庭牧养，乃是使每

个家庭得力！当基督徒父母肯定其

家庭的信仰传承责任，不放弃其属

灵位分，接受具体装备学习一起同

行，互相尊重与聆听，兼容差异，

我们的家庭才能活出荣耀神的美

意！牧养家庭就是牧养教会！愿神

施恩赐福！

区会家庭事工组

2022年0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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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关怀组

成立于2021年1月，其宗旨是

为了可以更全面及更有效

率的去关心区内的所有牧师及传道

人。目前南部区会共有60多位牧

者，有一些牧者孤身一人在偏乡教

会服事，面对的挑战与压力非外人

可理解，所以他们都是本组优先要

去关心探望的对象，盼望透过小小

的关心行动可以鼓励他们，继续靠

主坚守岗位，忠心事奉。

同时，身体欠安的牧者也是

本组计划要去关心的对象。当然，

本组也不会忽略关心退休牧者。此

外，从2021年10月开始，至2022年

9月，本组也赠送生日蛋糕给每一

个牧者及担任区会常委的长老，以

示关怀。

本组委员：

杨节制牧师、韩现牧师、李异鸣长

老、陈国安长老、黄桂娣长老、韩

超江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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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事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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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麻坡活水堂为马来西亚第二间长老宗教会，第一间是新山圣光堂。

活水堂是由英差会阁约翰牧师于1892年正月所建立的。至于为什么会选

择在柔佛最北的麻坡县来设立教会呢？这其实与柔佛州先前的苏丹很有

关系。在“阳光普照的新加坡”一书中有提到“麻坡”是由苏丹阿武巴

加的华裔妻子所建立的，故有“香妃城”的雅号。当时的麻坡动物到处

出没，如象，老虎，野牛，蛇等。特别的是麻坡河，满是鳄鱼。当时的

阁约翰牧师与苏丹交情甚好，当阁约翰牧师第一次来麻坡时还是乘坐苏

丹殿下的汽艇保护下往返的。而本堂现有之地就是当时苏丹所捐献甚至

提供资金来协助宣道所的建立。当时的洁名会友许建盛，刘潮信，蔡文

麟，杨足珍，沈长江，郑心。

其实活水堂最先于1892年是先祖麻坡沙香街二马路交界之角头间店

为宣道所，阁约翰牧师派黄岳霖先生去麻坡传道（即三一堂旧址）。然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A区: (马六甲及麻坡区域)

麻坡活水堂 Living Waters Presbyterian Church
62, Jalan Salleh 84000 Muar, Johor

麻坡活水堂堂会现址

76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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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後才在苏丹所献之地建立起自己的堂

所。后来差会派廖天益先生为本堂传

道人，也按立陈建盛为首任长老。

1914年黄岳霖先生率一部分会友

创立华人自养堂，也就是目前的麻坡

三一堂。

1922年在利丰港开设布道所，新堂於1928年10月落成为本堂直接设

立的堂会。

1922年在麻坡对面港呀汪另设分堂，于1924年分离加入中国耶稣自

立会。

1927年拣选廖天益为本堂牧师，1928年男会友36位，女会友33位，

共69位。

1932年廖天益牧师，在峇吉里(Bakri)地方开设宣道所。

1947年春本堂呈请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华基督教会活水堂。

1954年为环境需求，于七月举办英文崇拜。

1955年发起重建，

1964年8月27日下午举行拆除旧堂仪式。

1966年4月19日由大会主持献堂礼

1974年7月本堂英文礼拜来函要求成立长执会，并於1977年7月正式

自立,也就是目前的(麻坡以马内利新堂)

1985年于周来花园用一单层排屋成立周来活水福音站。后来因其座

落在加利利路而改名为加利利福音站。1988年购得附近一地段，在积极

发动教堂筹建下于1990年9月完成新堂建设，并于1991年农历新年加利利

福音站正式迁入新会所举行新春感恩礼拜。8月2日举行献堂礼并申请为

堂会正式易名为加利利堂。

1987年初在武吉巴西租下店屋设立新福音站。1991年2月购买2间半

独立房屋为福音站聚会所，后来命名为武吉巴西活水宣道所。

1992年5月31日晚上7.45pm开始第一次活水堂晚堂崇拜聚会，2009年

5月31日宣布晚堂正式成为新堂会麻坡新加旺教会。

这里特别要提的是差派来的牧者有：阁约翰牧师、马威廉牧师、安

礼逊牧师、胡徳牧师、亨约翰牧师等（1968年最后一位外籍牧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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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牧者:
林来成牧师：1991-1999

李展明传道：1994-1996

郑亨平传道：1994-1999 　　

黎国强传道：1994-2002

郭怡敏传道：1996-1999

吴俊荣传道：1996-2002

郑亨平牧师：1999-2002

黎国强牧师：2002-2005　　

郭似龙传道：2002-2005 

练雅文牧师：2002-2005

郑宝芳传道：2002-2011　　

黄循波牧师：2005-2011

彭国兴传道：2008-2011

沈斯祺传道：2009-2015 　　

杨信实牧师：2011-2015　　

张绍青传道：2011-2015

沈斯祺牧师：2015-2018　　

黄家斌传道：2016-2018

黄家斌牧师：2018-2021　　

陸美英传道：2019-2020

陈美珍传道：2016-至今

熊豪強牧师：2021-至今

阁约翰牧师：1892-1919

黄岳霖传道：1900-1904

廖天益传道：1900-1904

邹信利传道：1905-1909

黄岳霖传道：1910-1914

候润青传道：1910-1914

廖天益传道：1915-1927

陈令典牧师：1920-1921

马威廉牧师：1920-1921

阁约翰牧师：1922-1924

马威廉牧师：1925-1927

安礼逊牧师：1925-1927

谢勋英传道：1925-1930

廖天益牧师：1928-1941

候润青传道：1931-1933

陈英敏传道：1931-1938

郭景云牧师：1939-1941

陈英贵传道：1939-1941

叶栋材牧师：1942-1943

呂天亮牧师：1942-1943

郑清泉传道：1942-1946

郑胜初牧师：1944-1946

郭景云牧师：1944-1952

陈英贵传道：1947-1956

倪任石牧师：1950-1956　　

杨玉衡传道：1953-1956 

胡　徳牧师：1953-1956　　

林悦禧传道：1953-1956 

亨约翰牧师：1953-1956　　

陈淸福传道：1957-1964 

郭启瑞牧师：1957-1960　　

亨约翰牧师：1961-1970

胡　徳牧师：1965-1967

杨俊良传道：1965-1970

杨俊良牧师：1968-1985

黃亚伦牧师：1977-1982

周书源牧师：1983-1988 　　

陈素锦传道：1986-1991 

尤秋松传道：1986-1988 

王月玲传道：1986-1994 

练雅文传道：1989-1991 　

杨信实牧师：1989-1994

林淑婷传道：1991-1994 

陈美瑜传道：1991-1994

现任牧者: 熊豪強牧师,	陈美珍传道

值得赞美的是部份外籍牧师竟然可以用一口流利的潮洲话来牧会。

活水堂为麻坡第一间长老会，回顾历史中我们会发现所有麻坡的长

老教会都存在着与活水堂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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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1983年麻坡活水堂宣教组深感不单要参与外地的福音工作，本地许

多未得之民也该是关心的对象；因此在已故林金程姐妹的住家开始儿童

聚会。事工继续开展到1984年，议决聘请即将毕业于新加坡神学院的陈

素绵传道。1985年七月陈素绵传道走马上任，在多年前一位老会友陈亮

姐妹欲赠送给教会的一间排屋，经装修整理，将原已开始的儿童和青少

年福音团契随即与陈传道一同搬入聚会与居住。同年十月十六日举行了

活水福音站成立与感恩礼拜；由活水堂暂会正已故周书源牧师训勉。因

着主在当中的奇妙带领和工作，家的心充满欢欣与感恩。

由于福音站位于TAMAN KHALIDI BARU，于是委员小组与1988年议决以

地方名为依据，把名改为《加利利福音站》。旧有的福音站无法容纳日

渐增加的聚会人数，且为了使教会有更大的发展，活水堂长执会于同年

五月筹划，以八万元购得现址，面积两万八千三百十四方尺。建堂工作

于1990年一月一日正式动工，经过九个月便竣工。

麻坡加利利堂 Galilee Presbyterian Church
22-8, Jalan Khalidi Baru, 84000 Muar,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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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新年初一)，新堂开始启用;同年八月二日

举行加利利新堂落成与成立典礼。筹建加利利福音站新堂的工作前后只

费了四年的时间，主要是因父神的怜悯，让发展计划小组委员们尽心尽

力、会友们慷慨解囊，不住迫切祷告，如此艰巨的工作才得顺利且迅速

完成，荣耀归主！

从当年的福音站至今，加利利堂已经过了37个年头；间中承蒙主的

恩待，选召了祂的仆人使女在本堂服事，牧养群羊。

现任牧者: 练雅文牧师，陈美芳传道

历任牧者:

1.陈素绵传道 1985-1991

2.练雅文传道 1991-1997

3.陈美芳传道 1997-2014,2017-至今

4.彭国兴传道/牧师 2009-2012

5.杨伟廉传道 2014-2020

6.练雅文牧师 2021-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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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1968年3月，星马长老会南部区会响应了基督教星马长老大会五年倍

增运动，就在其第七届会议于麻坡活水堂召开时，一致通过要重新在马

六甲设立宣教的事工；于是就成立了一个7人小组开展设教工作。 

1968年9月15日下午三

时Bukit+Baru宣道所举行入

堂崇拜。此后，原本每星期

二的家庭礼拜就改为每星期

四晚上八时在宣道所举行查

经祷告会。不久，理事会同

仁咸认教会必须自置会所；

遂于1970年2月15日

宣道所举行开幕盛

礼。

1972年2月，理

事会购下坐落于马六

甲三宝井附近，惹兰

班让(Jalan Panjang)

一栋双层楼半独立式

洋房；同年8月1日举

行感恩奉献典礼。

2000年8月6日Malim Jaya新堂(现为副堂)开始第一堂的聚会；同年10

月26日举行了献堂礼。

2010年12月12日Malim Jaya新堂进行第一次主日崇拜，并与2013年11

月5日举行献堂礼。
 

现任牧者: 邱斯洁牧师      

历任牧者: 林来成牧师：1979-2018, 邱斯洁牧师：2010-至今

马六甲长老会 Gereja Presbyterian Melaka
5A, Jalan Suria 9, Taman Malim Jaya, 75250 Mel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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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麻坡恩典圣经团契团长蔡宗华弟兄在二零

零二年六月一日，同当时吴婉思姐妹，李瑞珠师

母，郭宏顺弟兄，刘姝丽姐妹，刘少雄弟兄和彭

伶秋姐妹在沈平新传道监督下，经过多次的会议

商讨，以及弟兄姐妹的努力成立。

当时，由赖准夺牧师和沈平新传道

的见证下开始祷告会与聚会。感谢神，从

只有数位弟兄姐妹的聚会，至到现在已经

有接近四十七位固定的会员。过去，神带

领新加坡的牧师，传道和长老前来协助每

主日的讲台信息。我们也获得邻近新山和

麻坡的牧者讲台上的喂养。团契也曾受到

逼迫，除了初期的多次恶意报警甚至报假

案，使会员不能安心聚会，神给予团契的

考验和试炼,让我们更加坚持和忍耐。

虽然道路艰难，但弟兄姐妹因此更懂得同心在神面前祈祷。弟兄姐

妹即使受到逼迫，也没有轻言放弃，爱教会的心有增无减。我们在神的

祝福下成立祷告会，家庭感恩礼拜，让弟兄姐妹的信心更加坚固，坚信

神的带领。

“恩典圣经团契”原为“独立教会”，直至执事们议决通过，申

请加入长老会的大家庭。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申请加入马来西亚长老

会。在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正式加入长老会，这创立十一年来风雨

路，总算成为长老会属下的宣道所。

现任牧者: 郑兴吉传道     

历任牧者: 林佩诗传道 2011-2012，郑宝芳传道 2013-2014 

郑兴吉传道 2014-(间中2017年-2020)进修，2021年后又继续牧会至今.

麻坡恩典长老会 Gereja Presbyterian Muar Grace
10, Jalan Plaza 2, Maharani Promenade Jalan Muar-Bypass,
84000 Muar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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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芙蓉长老会是基督教马来西亚长老大会南部区会属下三个教会(峇株

巴辖恩典堂华语教会、峇株巴辖救恩堂、马六甲长老会)及新加坡禧年堂

于芙蓉联合植堂计划下成立的布道所，于2015年1月4日正式启动至今已

近七年半的光阴。

秉着效法耶稣基督爱人的精神，传扬福音真理，协助建立和谐美善

的社区。我们的事工涵盖社区的家庭、青少年及儿童的

关顾及牧养。

芙蓉长老会的植堂委员会主席是杨节制牧师(2014-

2020)，现任主席是马六甲长老会代表彭丽珠牧师。主任

传道是邱爱蒂传道。过去五年，伙伴教会的牧者和同工

轮流协助主日崇

拜的事奉，成功

吸引了约11个家

庭和一些个人固

定聚会和参与事

奉。经过2年疫

情封锁，2021年

12月再次开放实

体崇拜，聚会人

数渐渐回升中，

目前聚会人数20

多位。感谢主于2022起，呼召林亚弟传道投入全职事奉，与邱传道一起

推动教会事工和牧养工作。

现任牧者: 

邱爱蒂传道 2014-至今

林亚弟传道 2022-至今

基督教芙蓉长老会 Gereja Presbyterian Seremban
328-1, Jalan Haruan 5/8, Oakland Commercial Centre, 
70300 Seremban, N. Sembilan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A区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A区



84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卑微的开始 

1911年11月4日，黄若时先生，在麻河边租了一间简陋的亚答屋，

成立了福建闽南语教会。两年后，搬迁至峇吉里路的店屋，这小小的

福建闽南教会命名为中华基督教会，后来改名为麻坡中华基督教三一

堂。1917年，我们的教会在二马路建堂。同一年，也从福建鼓浪屿聘请

了车德源传道来到麻坡，牧养教会。1923年，中华基督教会在合心路开

办了中华基督学校，是一所男校。1925年，教会在文打烟路建立女校，

让麻坡的孩子，无论男孩、女孩，都有机会受教育，接触《圣经》的教

导，走着充满爱与光明的路。

 

人摧毁神重建 

1941年12日8日，日本入侵马来西亚，教会领袖郑文炳长老、罗文

渔长老、郑明月长老、审计林太宗等都先后殉难。教会无法聚会、学校

被迫停办，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被迫分散。感谢主，在苦难中，

弟兄姐妹并没有离弃主，更是亲近主，常常唱诗歌赞美主，祷告仰望、

麻坡长老会三一堂 Trinity Presbyterian Church Muar
17, Jalan Bentayan, 84000 Muar, Johor

麻坡长老会三一堂堂会现址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A区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A区



85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依靠主。1942年9

月，教会选出新领

袖，继续推动教会

各项圣工及教育事

工计划。1945年8

月，日军投降，战

争终于结束了！教

会复办学校，积极

推广圣工。1950年

教会决定在文打烟

路兴建新礼拜堂，

好让更多人能一起

在上帝的圣殿敬拜

赞美主！1955年1月4日，众牧者、弟兄姐妹相聚新圣殿感恩赞美、敬拜

主，并将圣殿献给主！这一路走过来，三一堂面对重重艰难。感谢主，

祂总不撇下祂的教会，每个主日，三一堂的大门开着、钟声敲响，呼吁

我们一起敬拜自有永有的三一真神！ 

百年后新篇章

2019年9月，教堂进行了大装修。2020年3个月份完工后，大家喜乐

地回到新装修的教堂敬拜。没想到一周后的第二个主日，马来西亚却因

为新冠疫情而封城！基督徒不再能随心所欲地到教会敬拜，唱诗歌赞美

主。然而，没有任何事能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教会的大门虽然被

迫关闭，我们却开始了线上崇拜，开始了线上儿童主日学，从很简单的

录制开始教会的健康是教会成长的关键。1920年，麻坡中华基督教三一

堂按立教会聘请的第一位传道车德源为教会的首位牧师。100年后，2021

年4月10日，麻坡中华基督教会｜长老会三一堂按立了李房友传道为教会

的主任牧师，带领三一堂成为健康成长的教会。以110年的恩典为基础，

盼望弟兄姐妹坚守上帝的话语，看重祷告、灵修、赞美、事奉。一起在

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团契，彼此交接，敬拜、服事、积极传福音，走着

上帝为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再一代、每一代预备的恩典路。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A区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A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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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牧者: 李房友牧师     

历任牧者: 

车德源牧师：1917-1933 

罗天民传道：1934-1947 

贺友三牧师：1950-1952 

欧阳侯牧师：1952-1962 

邱以正牧师：1963-1973 

李华冠传道：1975-1978 

陈丽霞传道：1978-1997, 2012-2017 

蔡华平传道：1987-1988 

郑国孚传道：1989-1991 

李绮霖传道：1994-1995 

陆清华牧师：1995-1998 

林日泰牧师：2000-2003 

林渠民牧师：2004-2009 

黄雅各牧师：2010-2013 

李房友牧师：2018-至今 

黎陛珠牧师：2021-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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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创立于一九二二年。由麻坡活水堂同英差会设立，施耀南传道为第

一任传道。赞租店屋为会所，一年之间三十多人信主，遂购下店屋做礼

拜堂。

一九二四年第二任传道为李汉锦传道，是年购得一地约十英亩，新

堂于十月落成。

一九二九年第三任传道为邱少华传道；邱传道在一九三一年应聘去

新加坡琼侨堂，因此在一九四二年由陈三益先生接任传道。

一九四七年由吴映青传道接任。一九五五年重建教堂并改名为永生

堂。一九六零年由陈英

贵传道接任至退休。自

陈英贵传道退休之后，

教会就少有传道人牧

养，以致群羊失散、迷

途，离开教会者有之，

生病软弱者有之；颠沛

流离，情景可叹。

今日之永生教会，

重建于旧址，焕然一

新；于主历一九九五年

一月二十九日落成，会

务及一切活动也趋正常。至今洁名会友九位，实体崇拜平均出席人数八

位，线上主日学十一位左右。虽然没有聘请牧者，然而上帝顾念祂的教

会，仍不间断地差派不同牧者前来负责主日崇拜的讲道，使群羊不至断

了“灵粮食”。

愿施恩的主，亲自保守复兴，让主的教会在武吉港脚日渐昌盛，主

的名大得荣耀。

武吉港脚永生宣道所
Eternal Life Presbyterian Church Bukit Kangkar
48 MTK 234, Jln Bukit Kangkar, Bukit Kangkar, 84400 Tangkak,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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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新加望活水堂的成立是因着母堂

活水堂的宣教異象，所以本堂于1992年

5月31日开始第一堂的活水堂晚堂崇拜 

(新加望活水堂前身)。

当时本堂的主要邀请目标群体为：

1.少来崇拜和停止聚会的基督徒

2.慕道友

3.无法在主日早晨崇拜者

自此，晚堂崇拜在父神的恩典引领中，在许

多牧者的牧养下逐步稳健的成长。

今年是2022年，是新加望活水堂设教三十周

年的大日子，我们即将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並

且神也透过母堂活水堂为我们献上大礼，在2021

年年中为我们在峇吉里谢琳店屋区购得两幢三层

楼店屋，並将其中的楼上两层供我们永久性使

用，2022年年底新堂装修可完成，我们也即将搬

入新堂。

感恩信实的天父上帝；三十周年，三十而

立，让我们新加望活水堂立定心志，同心为主在麻坡这地方做光做盐，

共同肩付神所托付的大使命。

现任牧者: 熊豪强牧师(摄理)

历任牧者: 

杨信实牧师 1992-1993

林淑婷传道 1992-1994

陈美瑜传道 1992-1994

郑亨平牧师 1993-2001

基督教长老会新加望活水堂
Gereja Presbyterian New Hope
70, Jalan Sialin, Pusat Komesial Sialin, Jalan Bakri, 84000, Muar, Johor

黎国强牧师 1994-1995；2000-2003

吴俊荣牧师 1998-2001

郭似龙牧师 2001-2004

黄循波牧师 2004-2009

练雅文牧师 20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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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自麻坡三一堂1911年建堂以

来，郑明月先生常带领布道队来到

巴冬大街传福音。大约1936-37年间

设立宣道所。如今的教堂地点约一

亩大，由郑文炳母亲赠与教会，当

时聚会人数大约有10人。1939年12

月10日筹建巴冬新会堂，1940年12

月4日举行献堂典礼。同年，蔡明远

任教会首任传道，一面教学，一面

传道。1941年日军统治，会务停顿。

1946年，三一堂聘请庄谦某

先生从中国南来巴冬堂工作。1948

年，教会成立真光学校。庄先生一

边教书，一边处理教堂会务。1951

年，妻子郑淑贞与三个儿女从中国南来与他会合，二人积极办学。1953

年真光与华育学校合并，但他们仍然教书直到60年代，庄先生成为牧师

后才停止授课。

由于巴冬属乡镇，青年人外流，堂会人数并不多。目前，巴冬堂

崇拜人数约35人，儿童及少年工作仍需积极拓展。愿主继续看顾这所教

会，使用她成为荣神益人的场所与管道。

现任牧者: 黎陛珠牧师(摄理)

历任牧者: 

庄谦谋牧师 1946-2003

许耀国传道 2007-2008

巴冬堂 Gereja Presbyterian Parit Jawa
107, Jalan Temenggong Ahmad, 84150 Muar, Johor

巴冬堂堂会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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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峇吉里宣道所始创于一九三三年,廖天益牧师于老街场(现谢丽水建

筑办公楼)购买亚答屋并聘请吴映青传道一同开荒佈道。

三年后因人数增加,廖牧师用募捐所得于现址(峇吉里路六支半)筹建

木料聚会所。

木料聚会所一直使用五十三年后破旧不堪,甚至濒临倒塌。本所长

执会提倡五年储款计划,以每年元旦感恩及复活节所收奉献储备为建堂基

金, 至一九八五年元旦已存得九千余元并由时任摄理牧师周书源牧师发起

组织建堂委员会。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早上八时由本所老前辈谢孟

春伯领众祈祷动土,三月九日又得周牧师在工地祈祷读经(诗篇一百二十

峇吉里宣道所 Bakri Preaching Station
Batu 6 1/2, Jalan Bakri, Bukit Bakri, 84200 Muar, Johor

峇吉里宣道所堂会现址

90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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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七篇一节)。现有砖料建筑聚会所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建竣继而填土建

传道处以及围篱笆。

敞开式百叶窗及木门经常因邻里庙会及大道交通工具吵杂声影响本

所聚会质量,经本所理事会议决,于二零二零年二月六日开工装修,主要将

聚会所改装成密封式玻璃门窗及冷气系统并于七月二十七日完成所有装

修工作,八月二日为装修后的第一个主日崇拜。

历任牧者: 

廖天益牧师:1933

吴映青传道

周书源牧师:1985 

颜泉水牧师:1987

王月玲传道

杨俊良牧师

吴秋凤传道

黎国强牧师:2002-2003 

郑亨平牧师:2004

黄循波牧师:2005-2011 

彭国兴牧师:2012

杨信实牧师:2013 

林来成牧师:2014-2015 

沈斯祺牧师:2016-2018 

黄家斌牧师:2019-2021 

邱斯洁牧师: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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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大约四十几年前，麻坡三一堂就在巴莪开始了布道工作。一路走

来，租借不同的地点聚会，如庙宇隔壁的房子、咖啡店楼上等；一直到

五年多前买下巴莪旧区的一间店屋作为固定的聚会地点。每个周五晚

上，麻坡三一堂的一些长执及弟兄姐妹都会从麻坡到巴莪支援及服事晚

堂崇拜。

目前，当地的成人信徒屈指可数，儿童和少年事工则有颇大的发展

空间。愿主继续使用这个空间成为福音和祝福的出口，成为当地人的祝

福。

三一堂巴莪布道所
Trinity Church Pagoh Preaching Point
6, Jalan Bunga Raya 1, Pagoh, Muar, Johor

历任牧者: 

陈丽霞传道

江建文传道

李房友牧师

92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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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述史:

山打根长老会是一间由大会常委增长组设立的

教会，于1998年4月20日由新山圣光堂李九牧师率

领短宣队前来进行宣教，借用洪瑞兴夫妇府上为聚

点。一个月过后搬迁到美丽园店屋，地址：Block B 
Lot15, Double storey Shop  House, Taman Indah jaya。

为了扩展事工，大会委任张秀銮传道负责此地

宣教事工，委派黄克南牧师为暂会正，之后委派郑

亨平牧师为暂会正。感恩！一开始也有大会资助的

短期宣教者前来协助如：黄颂赞，郑文添，叶志康

传道，陈国豪，傅文君等。除此以外也有无数的短

宣队如吉隆坡原道堂(江志海牧师，傅胜良传道伉

俪)、永平堂(林双来牧师)、新山和平教会(许森然

牧师制作海报/传单)、学园传道会同工及UTM学生、救恩堂，马六甲(母

会)、大马堂(李婉娜牧师、陈玉叶牧师)、真道堂(涂希发牧师)等。

2001年张秀銮传道呈辞因没有教牧前来宣教，大会有意结束此地事

工，神安排马六甲长老会前来认领，山打根教会因此归属马六甲长老会

为子会，派遣林来成牧师和彭丽珠传道轮流前来协助讲道，并委任李秀

芳姐妹处理本地事工；蒙神带领，过后彭国兴传道常驻于山打根牧养，

教会事工开始有进展，在此地开始算是开荒工作，后来有了会友，慕道

友，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2010年教会理事购买一间半独立工厂为会

所，地址：Lots 25, Lrg 8 Letat jaya, Mile 4, Jln Lintas Utara。		

基督教山打根长老会Sandakan Presbyterian Church
Lot S25 lrg letat 8 mile 4, jln lintas utara Sandakan, 90000 Sabah

张秀銮传道 1998年4月至2000年

李秀芳姐妹 2001年至2002年

彭国兴传道 2002年12月至2004年12月

黄俊珉传道 2004年至2005年

陈启宗长老 2006年至今

历任牧者/同工如下：

张国强传道 2010年5月至2011年2月

韩爱花牧师 2011年2月至2012年12月

RUDY TAYON 传道 2011年至2012年12月

张运梅牧师 2018年12月至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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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救恩堂在1921年初设立，当年名为中华基督教会，也属于伦敦差

会，后易名为峇株巴辖救恩堂会，最初是租用苏丹那街一所亚答屋聚

会。 

1921年5月1日，教会正式开幕，是峇株巴辖区内首间教会。来自英

国的阁约翰与威廉毛理牧师从新加坡越过长堤，到南马一些协助拓荒；

过后得西差会出资购置第一块土地，传道事工逐渐开展。

开拓救恩堂的是伦敦差会，而救恩堂也延续差传的使命。如果不传

福音，教会渐渐枯萎，因为遵行大使命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该堂会丘轼亭为首任传道，也是首位本堂会友全职侍奉，陈春魁为

首任长老。

该堂于193 6

年，关心教育事

工而创办真光学

校，丘轼亭传道

之女丘慧英为校

长。宋尚节博士

两次到访主领聚

会，成立妇女布

道队，人数大增。

194 0年底该

堂组13人的建堂

委员会，可惜因

日军入侵，建堂

大计受阻，耽延

B区: (  株巴辖区域)

救恩堂 Saving Grace Church
23, Jalan Mohd.Akil, 83000 Batu Pahat,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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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至 1 2 年 后 方 奠

基。

1949年底重

提建堂计划。先

辈们率先奉献，

又四处募款，使

得计划实现梦想

成真。

1 9 5 3 年 1 2

月 成 立 青 年 团

契，四天后献新

堂；1962年1月首次出版《救恩

周刊》，刊物内容有：主日崇

拜程序、各项聚会报告、消息

与代祷、金句、文章、见证，

励志小品：属灵生活公约。

1963年，丘轼亭传道奉献

另一段土地予教会，即正堂左

侧九千余英尺土地。早期暂时

用作篮球场及殡仪馆，之后发

展为幼稚园和停车场。1966年

与67 年，牧师楼跟副堂先后落成。 是南马区会荣耀主名的盛事之一。

救恩堂成立至今，已有101年的历史，目前的会友400余名。属下设

立的事工包括礼拜部、慈善关怀部、财务部、行政部、交谊部、产业与

发展部、总务部、宣教部，团契则有佳乐团契、关怀布道队、所罗门团

契、救青团契、提摩太团契及儿童主日学；救恩堂也拥有婚姻助理注册

官。

救恩堂宣教部也推动救恩差会的事工，参与缅甸客工事工与原住民

事工等。

2021年，救恩堂长执会议决展延庆祝100周年纪念，改定2022年5月1

日举办设教100周年纪念庆典，出版100周年纪念特刊;并设立历史走廊展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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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救恩堂位于峇株巴辖市区，所设立的博爱幼稚园就位于堂会旁边，

每年在幼稚园停车场举行的露天圣诞晚会是许多峇株巴辖人的关注点，

而教会的圣诞布置也是区内的亮点之一。

现任牧者:李政福牧师

历任牧者: 

陈令典牧师 1921-1924

矛维廉牧师 1925-1929 

罗文兴牧师 1939-1940

蔡蔚峰牧师 1941-1945

欧阳候牧师 & 杜祥辉牧师 1946-1952

杜祥辉牧师 1953-1961

萧文科牧师 1962-1964

王济牧师  1965-1973

萧伟斌牧师 1974-1976 

莊谦谋牧师 1977-1988

苏立忠牧师 & 施德清牧师 1989-1991

施德清牧师 1992-1994

林国泰牧师 1995-1998

颜文渠牧师 1999-2017

韩  现牧师 2011-1年

谢全福牧师 2016-2020

方孝峰牧师 2020-2021

李政福牧师 2022-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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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峇株巴辖恩典堂于2000年10月正式升堂

归属长老大会南部区会，于2015年秒迁至现址

龙华会所。从团契到崇拜，从宣道所到堂会，

从数人到百人，上帝的恩典数之不尽。目前每

个星期天进行早晚崇拜，每周二为查经祷告小

组，每个月第二个星期进行团契活动。此外，

也有诗班，主日学和少年团团契事工，传扬上

帝的福音。

教会愿景

本教会高举「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之

真理，持守圣经准则，以传扬福音，培养信徒

灵性生活为宗旨；在信徒间，以「主耶稣基督

的爱」彼此服事，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为目标。二

十年来，教会秉持「长老会」的神学立场，期望建立「以神话语为根基

的教会，国内及海外宣教并重的教会，全职同工与带职长执全配搭的教

会」。

现任牧者: 杨节制牧师，林昇望传道

历任牧者: 
施德清牧师 2000(摄理)

施德清牧师 2001-2002(义务)

李秀丽传道 2001-2004

颜文渠牧师 2002(摄理)

韩  现牧师 2003-2006(摄理)

杨世福牧师 2007-2011(摄理)

陈亚萍传道 2007-2009

李万伟牧师 2011

恩典堂 Gereja Erntian Batu Pahat
38, Jalan Perdana 2/24, Taman Bukit Perdana 2, 83000 Batu Pahat, Johor

章于青传道 2011-2012(义务)

王端国牧师 2012(摄理)

涂希发牧师 2012-2013

韩  现牧师 2013-2014(摄理)

杨节制牧师 2014-至今

丘玉珠传道 2018-2019(进修中)

林昇望传道 2020-至今

峇株巴辖恩典堂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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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峇株巴辖苏雅喜乐教会原本是峇株喜乐教会的周六晚堂崇拜事工。

由于喜乐教会周六晚堂的出席人数不断地增加，因此在1988年经黄锦寿

牧师的带领及众弟兄姐妹的筹募之下，喜乐教会议决在峇

株苏雅花园(Taman Soga)

购买一栋楼房，并进行

扩建。扩建期间，租用

当时店屋楼上作为晚堂

崇拜场所。

1992年，教会的扩

建已经完善，在长老大

会的同意下，苏雅喜乐

教会于1992年8月31日举

行献堂及升堂礼，正式

成为一间长老会南部区

会自主的堂会，在每个

星期六晚上八时进行崇拜。当时的会友约莫三四十人。

本堂从设立教会开始，得到数位摄理牧师的协助，主持圣餐礼、洗

礼及主领长执会议等，他们是：黄锦寿牧师、已故张恩民牧师、颜文渠

牧师、韩现牧师、李万伟牧师和施德清牧师。

现任牧者:杨浩翰传道

历任牧者：

黄锦寿牧师 1992-1994

黄志良传道 1992-1994

李秀丽传道 1994-1999

苏雅喜乐堂 Gereja Joy Soga Batu Pahat
114, Jalan Zamrud, Taman Soga, 83000 Batu Pahat, Johor

陈亚萍传道	2003-2005

许耀国传道	2008-2011

杨浩翰传道	2013-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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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龙引宣道所成立于1957年，由先辈们建

立聚会所至2019年。在1990年代，本所会友

李淑桦姐妹，毕业于新加坡神学院。李传道

负责讲台工作，当时也与几位姐妹负责教导

主日学工作。过了几年，也在一位会友的家

(Perpat)成立了青年团契，带领附近的慕道

友参与聚会。

由于在龙引是个乡镇，青年人的流动性

高。少年及青年人纷纷到外地就学或就业。

因此后来青年团契改为小组形式，注重在祷

告及分享会。

多年以来龙引宣道所自供自养。在这段

时间内间中也有来自各地的教会宣教团体到

访龙引宣道所。例如：来自台湾教会的宣教队、新加坡长老宗教会的宣

教队。宣教队的到访，给予教会肢体莫大的鼓励及支持。

大约在2017年杨信实牧师夫妇到访龙引宣道所及成为摄理牧师。在

杨牧师的安排之下，真理教会的宣教队到访并举办了儿童营。

2018年钟炜翔牧师接任摄理牧师工作，钟牧师也积极帮助教会事工

及儿童工作。在钟牧师的牵引下2019年，龙引宣道所聘请了张美灵牧师

成为兼职牧师。

2020年6月，龙引宣道所搬迁到新会所。新会所是以每月RM600租约

为期5年，教会的开支也逐渐增加了。龙引教会的经费也接受到附近教会

及新加坡正道堂的支助奉献。

感谢主，2020-2022年教会的事工在张美灵牧师的带领下，会友增

加、教会探访工作、物援工作、接受7979协助等等事工都在积极前进

中。

现任牧者：张美灵牧师(主任), 李淑桦传道(义务)

历任牧者：李淑桦传道 1990-至今,张美灵牧师 2019-至今

龙引宣道所 Rengit Preaching Station
4, Jalan Melati, Taman Rengit, 83100 Rengit, Batu Pahat,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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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开拓期：1977 一1978年

1977年3月27日林瑞芝长老向长执

会正式提议，觉得峇株人口激增，

为了传福音长远计划，应该在附

近大的住宅区(花园)开设新的福

音据点，正像教会的手，在那儿

领人到教会，由陈金狮传道负责

推动，1978年黄锦寿青年干事投入这项圣工，当时有儿童主日学，青年

团，当时儿童人数约有30人，青年团15人大右。

茁长期：1979 一1982年

1979年正月份潘玛丽传道前来本所负责推动圣工的发展，逐家探访，佈

道关怀，载培会友的灵性，常发动一些大型聚会，例如：儿童假期圣经

班，圣诞节的庆祝会，吸引了很多当地的居民前来参观，福音的种子开

始播种在许多人的心田，真是劳苦撒种的工作，在这一期没有见到太大

的果效，长执中有人建议将它关闭。

建造期：1983 一1986年

1 1981年正月份黄锦寿传道因听闻万兰宣道所要遭受关闭，就立刻向长

执会申请延慢一年，等多一年看果效如何才决定，(请参路13:6-9)，

这是主给黄锦寿传道的经文，另一段经文(请参玛拉基3:12-18 )主说你

去我要使你的地成为「喜乐」之地。

 黄传道因著这两段经文的指示，靠主的恩典1983年正月份正式上任。

 - 发动该区信徒的祷告会，聚焦他们一同接受建造教会的挑战 。     

 - 逐家探访信徒，建立归属感。

 - 发动购买自己的会所。

2 1984年正月1日开始第一次的主日崇拜，人数27人。因著主的怜悯人数

喜乐教会 Joy Presbyterian Church
9, Jalan Hijau, Taman Bukit Pasir, 83000 Batu Pahat,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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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天天增加，该区的许多会友，灵性软弱不守主日。有一部份仍旧喜欢

留在救恩堂(母会)敬拜，常说万兰宣道所是在半独立式房屋，不像礼

拜堂。同时许多弟兄姐妹的家庭都还未全家归向主，至目前有几个家

庭全家归主了。

3 1985年7月21日选出第一批的执事。三人 : 李荣耀执事，王连添执事，

李添寿执事。三位执事与黄传道同心合一的配搭事奉，有同一的步骤

和看见同时他们都肯接受新的尝试，去推动新的福音事工。

4 11月14日有第一批的弟兄姐妹受洗加入教会，成年14人，幼洗6人。

5 1985年12月9日迁移到万兰太子戏院隔壁的双层店屋，这是一件闪电式

的行动。12月5日得到通知半独立式房屋的屋主要收回，黄传道向主

求告，主赐下一个字「快」参路23:54，因著这新的地点是万兰的热闹

区，来来往往的车子多，因此就有许多人 知道我们教会的所在。

6 1985年12月9日万兰宣道所易名喜乐教会，预备搬到三层楼后，不再需

要另做一个新招牌，这也是黄传道回应主的呼召，主要使他的地成为

喜乐之地，主的话终于应验了，因此黄传道将所负责的教会称为「喜

乐教会」。

7 圣工的推展

 每一会友都有机会参与一份小小的事奉，列如：预备茶点，招待等，

将会友分成小组：发动探访，布道，联络(举行生日会等)。常举办户

外的活动：野餐，旅行，快乐大家庭，聚餐，月光会等。崇拜后的茶

点，将所有的弟兄姐妹留下，有很好联系的时刻，促进彼此关怀与认

识新朋友。

现任牧者: 黄志良传道

历任牧者: 
陈金狮传道 1977-1978 

潘玛莉传道 1979-1982 

黄锦寿传道 1983-1986 

黄锦寿牧师 1987-1998

江季祯传道 1996-2001

黄志良传道 2004-2008

李莲凤传道 2010-2011

韩  现牧师 2012-2020

黄志良传道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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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佳恩教会原名新加兰宣道所，于1980年落成。教会的土地是由已故

翁仲周老弟兄所奉献。当时，新加兰的基督教家庭只有区区的三几户人

家。因此，教会初期的主日崇拜和儿童主日学事工都由峇株巴辖救恩堂

的会友到来协助。

第一位到本会牧养的牧者是苏立忠传道，当地的居民都习惯称他苏

教师。当时，除了主日崇拜及儿童主日学，也因着人数的增加又成立了

青年团契、少年团契和查经班，决志信主的人也随着增加。

为了能让本区域的儿童们能接受启蒙教育并且接触到基督教信仰，

本会通过教育事工的管道，于1987年开办了博爱幼稚园，由李婉娜传道

新加兰佳恩教会 Gereja Presbyterian Jia En Senggarang
JAB 8-4, Jalan Abu Bakar Senggarang, 83200 Batu Pahat, Johor

102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重建后的佳恩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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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兼园长负责此项儿童学前教育事工。

由于建筑地基出现了问题，无法维修只能重建。长执会于1994年，

议决重建的计划。

经过11年的筹备，终于在2018年开始了重建工作。因着神奇妙的恩

典，如今，一座壮观的教堂终在这乡区地方落成了。

现任牧者: 谢全福牧师(摄理)

历任牧者: 

苏立忠传道 1980 - 1985

邱秋荣牧师 1985 - 1987

李政福牧师 1989

刘寿进传道 2003 - 2007 

103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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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峇株三春颂恩堂的成立始于峇株救恩堂牧者长执领袖们的感动与负

担，于1983年开拓峇株居銮路三春一带之福音事工。救恩堂长执会同年

委派黄锦寿传道、谢如诗传道、许庆全执事惠借林刊与郑秀娇两位姐妹

之私宅以进行主日崇拜、祷告会、儿童主日学及幼儿园事工之场所。

由于主日崇拜人数不断增加，加上聚会处及幼儿园课室空间有限，

救恩堂长执会因此议决租下三春花园店屋二/三楼作为事工场所用途。直

至1987年，从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的李政福传道成为颂恩宣道所的第一位

牧者。

感谢主的带领，宣道所会所工程于1991年开始启动，并于1994年3月

30日竣工启用(包括牧师楼、图书馆及崇拜会所)。李政福传道于1994年

离职，吴厚俊传道同年接任宣道所的牧养事工。

颂恩宣道所教育楼则于1998年开始动工，并于1999年3月落成(供幼

儿园、儿童主日学及团契事工使用)。

颂恩宣道所理事会于2000年成立，李连海长老成为颂恩宣道所的首

任长老。

吴厚俊传道于2000年离

职，一年后赖华德传道接任

牧养工作。除了原有的事

工外，也开始推动师训学

院及UTHM大专事工(2003

年联合本所、母堂及阿依

淡教会成立巴力拉惹大专

晚堂崇拜事工，聚会人

数约有30至40人。

2010年9月26日赖华

德传道正式被按立为牧

颂恩堂 Gereja Presbyterian Praise
2, Jalan Tupai Terbang 6, Taman Sri Saga, 83000 Batu Pahat, Johor

颂恩堂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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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师，同年颂恩宣道所获本宗

南部区会升格为堂会，颂恩

堂长执会正式成立。

2015年本堂推动十年

(2016-2025)发展计划，主

题为“建立一间荣神益人的

教会”。

2015年本堂举行首届差

传年会，主要支持缅甸归正

圣经学院的神学教育事工。

2015年支持缅甸五位神学生，资助他们完成四年的神学课程。

2018年颂恩堂组短宣队到缅北彬乌仑进行宣教体验。

本堂同年支持四位颂恩堂肢体到马圣就读社会关怀证书课程。

本堂同年支持刘尊尼弟兄到马神接受神学文凭课程的装备。

2019年伯大尼福音改造中心申请加入本堂属下的事工。为了该中心

长久发展的需要，本堂与关怀布道队联合成立伯大尼事工理事会。

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本堂成立“关怀基金”，并于2021

年重组颂恩福音关爱事工，将本地福音工作与“关怀基金”计划联合推

行。

现任牧者: 张昌萍牧师 (摄理)

历任牧者: 

李政福傳道 1987-1997

吴厚俊傳道 1997-2011

赖华徳傳道/牧师 2002-2013

吴厚俊牧师 2014-2015

何志安傳道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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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191 0年，有不少人从中

国南来马来西亚的永平谋生，

当时此地并没有任何教会的设

立。13年后，即1923年春，开

始了家庭崇拜聚会，是为本教

会发轫之始。当时基本信徒

多系福建古田藉之美以美会信

徒，和居住在距市区5，6英里

之谢厝港的圣公会信徒，聚集

一堂，开始福音工作，并得附近教会教牧的协助，展开本地传福音、建

立教会之旅，带领华族归正。

19 2 9年2月24日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及召开首

次长执议会。1930年，于永平亚依淡路谢厝港设立宣

道所并建立小教堂。193 2年，谢厝港宣道所会友以圣

公会会友占大部分，后经圣公会会友请求退出本

会，经长执会讨论后，准予归回『安立甘会』 

(即圣公会)管理。

1936年，因宋尚节博士南来传福音，

C区: (永平, 亚依淡, 彼咯, 昔加末及永平,  
  新邦区域)

长老会永平堂 Gereja Presbyterian Yong Peng
1, Jalan Balau (Lorong 4), 83700 Yong Peng, Johor

106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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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本堂会友积极带领亲友出席聚会，蒙恩而复兴者为数不少，逐前后设布

道所于拉美士二哩、四哩及新港等处。后因人事关系，谢厝港区宣道所

归圣公会管理，拉美士路布道所于1937年改为聚会所。后因1942年初太

平洋战争爆发，教堂被火夷为平地，崇拜聚会也就此暂停一年。

1944年，峇株军部将一片空地拨给教会建筑礼拜堂。又因1950年公

布的移民法令，老街场的教堂只好忍痛拆除，暂借永平小学课室聚会。

后经郑遂蓝教师(传道)极力向政府当局争取到目前教堂的堂址，一所崭

新的第二座永平堂，矗立于新村中心，于1953年6月24日举行落成大典。

新堂落成后，教会会务活跃，教会人数增加，可说蒸蒸日上，生机蓬

勃。在此期间，青少年团契，诗班，妇女会，幼稚园等事工小组相继成

立。会务日见发展，1970年决定开始筹建新教堂计划(第三座礼拜堂)。

最终，在全体会众同心合意，群策群力之下，完成了新堂，并于1985年7

月29日举行奉献礼，荣耀归主！

祈愿弟兄姐妹能跟随先贤先圣的步履，为主发热心，齐心努力，兴

旺福音，荣归三一真神！

现任牧者:张昌萍牧师     

历任牧者: 
1923-1930 陈贤临传道

1929-1933 余泽洪传道

1934-1943 林增富传道

1940-1957 郑遂蓝传道

1955-1958 何慈仁传道

1959-1962 黄世白传道

1965-1973 江贞钦牧师

1974-1982 黄循波牧师

1979-1984 刘秀香传道

1984-1987 林志川传道

1984-1988 张尤敏传道

1988-1989 杨世福传道

1988-1992 刘秋洁传道

 黄秀恩教师

1993-1995 李秀明传道

1995-1996 吴秀菁传道

1989-1999 林双来牧师

1994-1999 陈淑芬传道

2000-2002 陈天才牧师

2004-2013 杨节制牧师

2012-2016 陈芳琴传道

2003-至今  张昌萍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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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南利宣道所的设立是因着母

堂-永平堂布道队向外做个人布道

的工作成果。1974年在南利新村

就开设了福音站(永平至南利新村

距离8km)；并在神带领下开始每

个星期固定派布道员来到南利新

村展开布道工作。在1978年购得

屋地，并于同年10月建筑工程竣

工并开始启用。最终于1981年举行了南利福音站奉献礼，相继而至的事

工也逐步的成立起来。

幼稚园的教育事工于1979年开始，直到2006年停办。开办幼稚园教

育事工的期间，确实辅助了宣道所福音事工的发展，增加了接触与关系

建立的渠道。

在1994年，母堂聘请陈淑芬师母为传道，并安排她部分时间在南利

作牧养的工作。于是在1995年，南利宣道所正式设立执行小组(成员大多

数来自母堂肢体)来推动事工。同年，开始于每个月第一主日晚上有崇拜

聚会。同时，不断加强探访与举办不同的福音预工认识与接触村民，并

于1996年也开始了两个月一次的家庭聚会。到了1998年首次有机会进入

所接触的家庭进 行圣诞报佳音活动。

南利宣道所 Lam Lee Preaching Station
68, Jalan Sekolah, Lam Lee, 83700 Yong Peng, Johor

南利宣道所现址

108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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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与此同时，青少年团契及儿童主日学事工也更有系统的进行栽培与

教导。经过多年推展，1999年宣道所的事工在某个层面建立起了一个牧

养模式，并且有了固定的崇拜聚会时间。

虽在2000年至2003年6月间没有牧者，但执行小组成员仍坚守各自岗

位，竭力地推动福音事工。母堂的弟兄姐妹都积极参与，并协助在儿童

主日学与青少年事工的教导、栽培与牧养。

2003年7月，张昌萍姐妹神学毕业回到母堂担任传道，同时也兼任南

利宣道所事工，与执行小组同工继续在已有的基础上建造与牧养。

从教会开拓至建立与成长，虽然服事者常有更换或有缺乏，但上帝

都按着时候赐下所需要的一切。感谢上帝的恩典与信实，愿一切荣耀归

予赐恩的上帝！

现任牧者:张昌萍牧师

历任牧者:

陈淑芬传道 1994-1999 

张昌萍牧师 2003-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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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荣美教会在新邦令金小镇，会友

不足百人，每周五天不停运作福音工

作，设有周六晚堂8.00pm和主日早堂

10.00am两堂主日崇拜会。此外，四个

荣美小组每月聚会一次。

荣美教会常年举行捐血运动两

次，今年4月举办第63届捐血运动得血

浆50包。荣美少年军广泛被社

区接受，2000年起在新邦令金

国中活动，常年策动和参与社

区活动。

荣美设教始于1977年，神

使用新加坡环球奋兴祷告团契

6位契友，他们途经新邦令金

发生车祸，有感生命得保守思想神的旨意，前来宣教传福音；1985年长

老会设立荣美宣道所、1989年升堂，2004年荣美教会剧变，神计划设立

第二个本地长老教会：留下第二第三代会友在荣美教会，差派第一代出

去实践福音大使命。

荣美教会2011年开拓三合港荣美教会、并联合永平堂和昔加末长老

会植堂拉美士长老会。信实的主恩待荣美教会，2009年向柔州政府申请

宗教地，2016年获批新邦令金通往古来新山路旁的一依格土地，每年缴

付地税1令吉，期盼早日建成荣美新堂见证荣耀祂。

现任牧者: 王端国牧师     

历任牧者: 

施德清牧师  1982-1988

陈淑芬传道  1987-1988

尤秋松牧师  1989-2004

荣美教会 Gloria Presbyterian Church
3, Jalan Emas 2, Taman Usaha Jaya, 86200 Simpang Rengam, Johor

张美灵牧师  2004-2005

黄俊珉传道  2006-2009

王端国牧师  2009-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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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据当地长者说，亚依淡在日治时期是许多流放者安置的地方；直

到1951年10月14日宣教事工就在林梦笔姐妹府上开始聚会，即在亚依淡

华人新村开始萌芽。不久，大会委派伦敦差会女宣教士：宋爱莲姑娘

(Irene Ings)来协助传道的工作。因着聚会人数的增

加，后来就借用当地红十字会所聚会。就在1954年12

月，中华基督教教会在这片土地上扎根。

1966年正式设立了首届3名执事。

1972年初，由当时牧者蔡贵庭传道创立了一所幼

稚园，取名“和平幼稚园”，至今还在服务亚依淡的

孩子。在韩现牧师夫妇牧养时期，也成立了儿童主日

学以及在巴力拉惹开始设立福音站和参与大学生事工

UTHM (KUITTHO)，后来因人力不足，福音站暂搁下；

大学生事工由卫理公会接手，实感惋惜。

亚依淡教会在韩现牧师的带领下，于1990年开

始“重建教堂”的计划和申请。感谢主，于2006年9

月获得市政府批准重建，在2008年竣工。间中有好些

忠心的仆人没有记名在内，但是他们的脚踪，何等佳

美！

现任牧者: 叶志康牧师     

历任牧者: 
1954  宋爱莲宣教士

1958  宋爱莲宣教士和陈明爱传道

1961  颜泉水传道和陈明爱传道

1962  颜泉水传道

1964  章家霓传道

1965  戴秀华传道

1966  黄鹏远传道

1968 蔡灿虹传道

1968-1971 吴秋凤传道

长老会亚依淡堂 Gereja Presbyterian Air Hitam
5, Jalan Batu Pahat, Ayer Hitam 86100, Johor

1972-1975 蔡贵庭传道

1976-1979 颜文渠传道

1980 章于青传道

1981-1984 施德清传道

1984-1987 邢诒珍传道

1987-2000 韩  现传道

2001-2010 韩  现牧师

2011-2013 钟炜翔传道

2014-现今 叶志康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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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永平堂于1972年在离永平10km处的一个

新村—新港—开设福音站，取名：基督教新

港布道所。那年，有5家永平堂会友和3家慕

道友居住在新港。永平堂长执会为了牧养和

福音的缘故，于29/03/1972议决通过租借工

人的宿舍做为聚会的场所。当时，出席崇拜

的人数为10人。同个时期也展开主日学和幼

稚园事工。

如今走过了拓荒、扎根、茁壮的50年的

岁月里，新港布道所不仅是于2005自立成为

堂会，同时不论在经济、硬体设备和各事工

都稳定成长。特别是成立了不同年龄层的事

工，以有效的牧养。另外，在2006年开始第

一届的宣教年会，到直今2021年也成立社关

小组，以迈向社区宣教前进。

由于新港是小新村，逐年来都面对人口

严重外流和老化的现象。目前超过90%的会友是在永平居住，甚至是长执

都来自永平区会友。他们每主日都风雨不改从永平驱车往返新港教会崇

拜。然而，教会仍面对儿童与青少年在量方面不断下降的问题，这也是

教会面对的挑战。

回首过去，主恩满满，对于展望未来仍然需要继续仰望主的带领。

现任牧者: 李秀明传道     

历任牧者: 
1979-1984 刘秀香传道

1984-1988 张尤敏传道

1988-1989 杨世福传道

1989-1992 刘秋洁传道

1992-1995 李秀明传道

 

长老会新港教会 Gereja Presbyterian Kangkar Baru
2, Jalan Ayu, Taman Sri Indah, Kangkar Baru, 83700 Yong Peng, Johor

1995-1996 吴秀菁传道

2002-2010 李秀明传道（部分时间）

2012-2013 谭秀华传道

2016-2019 陈芳琴传道（部分时间）

2020-至今 李秀明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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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大战前夕，巴罗会友李克新弟兄率眷移往

在彼咯火车头街。因此驻巴罗宣教士经常前来巡

视。和平后，有居銮会友在火车头街开接生院。

当时新马中华基督教探访团到彼咯时，曾鼓励设

教会。在1951至52年，金霖宣教士及倪任石牧师 

(Rev. JM. M. Neave)时常探访彼咯，内地会有两

位女宣教士常来同工，当时大会租下一厅一房作

为聚会用途。居銮之宋爱莲姐妹常来帮助，情况

甚好，于是向政府请地，经居銮政府派员测量现

用教堂基地。

1952年，李克新弟兄建屋于旧教堂(当时是新

堂)附近，教会便租下渠前一所楼房；装修后，挂

上中华基督教会招牌，于圣诞节开幕。内地会的

魏姑娘、胡姑娘、安姑娘常来协助。

1987年黎永福传道提议扩建教堂，就在次年

的新春感恩崇拜，由林德兴牧师带头认捐，弟兄

姐妹积极响应，当天认捐收到一万八千左右及选出建堂委员会。执事们

一致通过，由扩建改为在旧教堂的右侧的空地，兴建可容纳100人以上的

新堂。但在申请过程中困难重重，图测不被批准。

感谢主，1995年10月终可开始动工建造。靠着上帝的恩典，传道、

长执及弟兄姐妹的同心合力地祷告，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1996年2月完

成多年的愿望。整个工程耗资RM63,048.03，荣耀归主。

现任牧者: 萧丽萍传道    

历任牧者: 
黎永福传道  1986-1989 

杨世福传道  1989-1993 

谢南莲传道  1994 

彼咯基督教宣道所 Bekok Presbyterian Church
Lot 35, Jalan MCA, 86500 Bekok, Johor

刘清水传道  1995-2001 

陈天才牧师  2002 

萧丽萍传道  2018-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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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拉美士长老会始于2011年，当时南部区会鼓吹多个堂会联合植堂工

作，新邦令金荣美教会王端国牧

师、永平堂杨节制牧师和昔加末长

老教会练雅文牧师，三人联袂前往

拉美士视察，决定成立联合植堂委

员会在拉美士植堂。

拉美士长老会近年运作社区弱

势群体关怀工作，多年来积极开展

儿童、少年和成年乐龄工作。这教

会从零会友开始，今日受洗会友17

位。拉美士长老会由新邦令金荣美

教会主导、永平堂和昔加末长老会

配搭联合植堂，多年来得到新山真

理长老会、麻坡新加旺长老会、救

恩堂关怀布道队、麻坡三一堂，新

港长老会和其他几个堂所及一些热

心弟兄的奉献支持。长老会门训每年差派门训短宣队前来短宣，也有助

于福音工作开展。拉美士长老会初期工作运作，由三个植堂教会轮流带

领主日崇拜会，聘有干事负责教会场所庶务、加上荣美教会神学生鍾必

欣弟兄每周从马圣回来拉美士讲道配搭服事。2015年鍾必欣神学生神学

毕业、受聘拉美士长老会传道，全面展开福音工作。

开拓事工和同工的辛劳付出密不可分：2011年聘有黎记义干

事、2013-2015梁栽培干事、2016-2020黄启仁干事；2012-2015鍾必欣神

学生实习配搭；2015-2020鍾必欣传道牧养，2021阮晓翠传道前来牧养。

现任牧者: 阮晓翠传道 

历任牧者: 锺必欣传道 2016-2020，阮晓翠传道 2021-至今 

拉美士长老会 Gereja Presbyterian Labis
106A, Jalan Segamat, Taman Sri Bahagia, 85300 Labis, Segamat,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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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一 开拓期1997-1999：

相信是祷告、异象、信心、

爱心及盼望让麻坡活水堂与永平

堂及新加坡伯大尼堂能同心配搭

在昔加末设立教会。感谢神，于

1997年，来自麻坡活水堂的练雅

文牧师夫妇带着单纯的信心及使

命，被麻坡活水堂差派来这地担

起了牧会的工作。    

二 茁长期2000-2008：

感谢神！4/11/2000是一个蒙

大恩的日子，以上三间教会同心

协力为昔加末长老会筹款，以现

金买下位于昆明园新村的三层楼

新店屋作为新礼拜堂。大大小小

的教会肢体大约有70人。弟兄姐

妹彼此相爱、代祷、扶持、搭配参与事工，当中包括了：崇拜事工，成

人主日学，祷告会，900-915祷告运动，初信与洗礼栽培，关怀探访，大

专团契，青少团契，儿童园地，宣教事工及家庭聚会。

三 建造期2009-2012：

直到2009年，设教12周年纪念，昔加末长老教会荣升为堂会。自

2011年下半年开始，教会也踏出信心的脚步参与宣教事工。昔加末长老

会、新邦令金荣美堂、永平堂及三合港荣美福音中心一起同心配搭在拉

美士设立教会。于2012年，也开始推动家庭事工，包括推动家庭祭坛聚

会，第一届夫妻烛光晚餐等等。

昔加末长老会 Segamat Presbyterian Church
11, Jalan Nagasari 21, Segamat Baru, 85000 Segamat,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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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扩展期2013-2022：

牧者的转换

于2013年11月满有恩典怜悯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第二对牧者，余贵兴

传道夫妇前来昔加末长老教会牧养，以“合神心意.建立无墙教会”的使

命带领弟兄姐妹踏出教会，进入社区服侍！为装备圣徒，牧者加强各组

培训事工。于2014年开始了成青主日学，长青小组，夫妻小组及家庭运

动日。于17/1/2015年更设立了社关部服侍昔加末社区中的弱势家庭，协

助申请援助金。12/4/2015开办陪读班，提供物资援助，并与7979全人

关怀团队成为合作伙伴。2016年7月，陪读班正式与7979全人关怀团队联

接，急难家庭部正式运作。

同时在该月份本组参与加略山的社关服事，本堂社关组支援旧衣

服、旧电器和旧用具于加略山教会开设的二手货店。于2016年11月开始

了尼泊尔外劳事工。于2019-2022，本堂也积极推动家庭牧养事工，把信

仰传承给下一代，培育成为主门徒，盼望一代接一代能继续为主发光，

成为多人的祝福，并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愿神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如

鹰展翅上腾！

现任牧者: 王端国牧师 (摄理)

历任牧者: 

练雅文牧师  1997-2012

余贵兴传道  20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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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三合港荣美教会位于拉美士和永平之间，

车来车往交通要道的弹丸小镇。会友25名，多

往附近二线城市和新山、新加坡工作，在地约

14位会友聚会。

三合港荣美教会始于四个基督徒家庭，这

群每主日到处找教堂做礼拜的弟兄姐妹，包括

原籍长老宗黎胜发夫妇一家三口，和另外三个

家庭的八个人。2010年黎胜发弟兄主动联系新

邦令金荣美教会王端国牧师，请求在三合港设

立长老教会。

新邦令金荣美教会长执会接纳申请，2011

年在三合港牧养这12位弟兄姐妹，并给教会命

名基督教长老会三合港荣美教会。当初安排在

巴刹附近聚会，后来搬迁至离开街市稍远，过桥的双层店屋楼上，2013

年租用三合港第四条街道双层店屋楼下，才安定下来。

2011年荣美教会长执会致函南部区会，表明有意开拓三合港荣美教

会，区会常委表达：不鼓励独一堂会启动植堂工作。既然植堂工作已开

展，荣美教会视三合港荣美为子会，成立三人理事会，展开牧养和福音

工作。2013年聘用黄恩妮姐妹为部分时间干事，负责教会行政和基本运

作。

三合港荣美教会附属新邦令金荣美教会，王端国牧师摄理，拉美士

长老会兼顾牧养，2016-2019年鍾必欣传道配搭，目前由阮晓翠传道协

助。

三合港荣美教会 Gereja Presbyterian Gloria Cha’ah
21 Bawah, Jalan Tun Razak, 86400 Cha’ah, Johor.

现任牧者: 阮晓翠传道，王端国牧师 (摄理)

历任牧者(协助牧养): 

陈天才牧师 2011

叶志康牧师 2012

鍾必欣传道 2016-2019

阮晓翠传道 2020-至今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C区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C区



118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创办：一九二六年，对中国教

会及教育建树殊多的安礼逊牧师(REV 

.A. S. R. Anderson)为筹募福建泉州

培元中学经费南来，途经居銮，目睹

居銮华人众多、商业繁盛，实有设立

教会，宣扬基督福音之必要。未几，

安牧师受调来星，而是时适闽南传道

罗奎辉先生南来，即受派至居銮筹设

教会，购置南峇街旁之一亚答厝为临

时会所，于同年八月十五日举行开幕礼拜，罗奎辉先生为首任传道。后

因会友增加，会所狭小，由安礼逊牧师提倡，于一九三三年向政府申请

拨地以作建堂及办学之用，蒙政府批准，感激主恩不尽。后历经二战，

居銮疮痍满目，一九四五年中英学校暨幼稚园复课，一九四六年周圣德

传道按牧典礼，一切教会事工方渐上轨道。

近年：教会推行[做主门徒，照亮社区]之

福音使命与策略，[门徒训练]在行

管令期间也不停歇，

D区: (居銮及巴罗附近区域)

居銮佳音堂 Herald Presbyterian Church
45, Jalan Dato Teoh Siew Khor, 86000 Kluang,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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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119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会友日增。这期间差传及宣导迈入第26届，也顺利新成立了社区服务中

心，拓展福音工作。

感恩：佳音堂九十六年来历经风霜，主的荣光不仅照耀著佳音堂，

也使居銮这一块土地得以复兴，从先贤们的披荆斩棘，流泪撒种，默默

耕耘，才能竖立坚固的教会根基——感恩颂赞主圣名！

现任牧者: 李继尧牧师，陈月梅牧师

历任牧者: 

历任牧师

创办 安礼逊牧师 1926

1 周圣德牧师 1947-1955

2 陈复生牧师 1960-1964

3 陈振光牧师 1967-1970

4 周书源牧师 1970-1980

5 张恩民牧师 1986-2007

6 李  九牧师 1993-1995

7 叶志康牧师 2012-2013

8 熊豪强牧师 2012-2015

9 李继尧牧师 2016-至今

10 陈月梅牧师 2019-至今

历任传道：

1 罗奎辉传道 1926-1933

2 吴静聆传道 1934-1935

3 蔡为琛传道 1936-1939

4 周圣德传道 1939-1946

5 蔡贵庭传道 1955-1959

6 陈振光传道 1964-1967

7 张恩民传道 1982-1986

8 袁明杰传道 1982-1990

9 胡盛兴传道 1988-1989

10 李  九传道 1989-1992

11 赖丽慧传道 1992,2004-2005

12 房坤蓉传道 1993-1996

13 张美灵传道 1994-2001

14 林秀然传道 1997-1998

15 李连凤传道 2003-2004

16 熊豪强传道 2005-2011

17 叶志康传道 2005-2011

18 黄云枫传道 2005-2007

19 李继尧传道 2010-2016

20 陈月梅传道 2013-2019

21 韩晓恩传道 2016-2018

22 植家进传道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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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平安教会是由母会佳美堂会于06/08/2000开始的植堂工作。经大会

派员鉴定，并拨出三万令吉开办费。教牧长执和信徒不辞劳苦轮流负起

宣教、举办社区活动和牧养工作。后来袁明杰牧师于

28/02/2006因届满卸任，而由当时的张美灵传道接

任。但她需牧养佳美堂及兼顾繁重的植堂工作；再加

上有限的人力资源和母堂的经济负担。于是长执会议

决呈函区会，告知“平安教会”自31/01/2006起暂停

的运作，而其信徒和慕道友则由母堂继续跟进之。

上帝的作为奇妙，祂感动佳美堂于21/08/2011所

召开的堂议会，获2/3通过复办“平安教会”。长执会

便迅速的成立理事会，并承蒙袁明杰牧师愿负起牧养

工作。“平安教会”终于在04/09/2011恢复崇拜会，

而团契、主日学、社区活动等事工也积极的展开。

经数年努力，论行政、有固定聚会场所、洁名会友人数和经济条

件，原以为能够追认以06/08/2000为开始，均符合法规有关申请为区会

宣道所的条件。但却遭驳回，认为必须从04/09/2011重新算起。敝会无

奈的顺从，并于三年后再度申请。最终于01/02/2015才获颁南部区会正

式宣道所证书。“平安教会”，顾名思义，在成立的过程虽曲折不平，

却深感主的眷顾和保守所赐的平安，感谢赞美主！

现任牧者:

袁明杰牧师(2014-至今)

袁承惠传道(2016-至今)

平安教会 Geraja Presbyterian Shalom
79, Jalan 1, Taman Sri Kluang, 86000 Kluang,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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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实里拉拢佳美堂 Gereja Presbyterian Gabriel
445, Jalan Merdeka, Sri Lalang, Kluang, Johor

堂会简介:

实里拉拢新村的宣教工作始于1956年之前，由内地会宣教士爱姑娘

等人发起，聚会地点是租用本村的地方议会。当时主要的工作是儿童事

工。1968年承蒙西差会宣教士金立时先生(Mr. Guiness)前来重振本村宣教

工作。自1971年开始，本村宣教工作便正式由佳音堂会数位热心信徒负

责带领。少年团契正式成立于1976年。1981年则成立了青年团契。

佳音堂会在该会会友邱文策弟兄的协助下购得现址的地段（住家庙

宇）。1982年3月14日由已故

张恩民传道（佳音堂会前驻堂

牧师）开始首次的主日崇拜，

出席人数约有二十余位。1982

年，袁明杰君自神学院毕业，

受派担任本堂全时间传道人。

同年9月成立理事会协助本堂各

项事工。

佳音堂会长执会开始建堂

计划。1985年6月敦请拿订陈雅贞长老主持动土仪式，同年12月举行新堂

落成感恩礼拜。本教会于1986年12月20日被马来西亚长老大会南部区会

接纳为宣道所，命

名为实里拉拢宣道

所。1987年7月7日成

立长执会。1990年1

月21日正式升格为自

立堂会，命名为佳美

堂会。袁明杰传道于

同年2月26日按立，

为佳美堂会首位驻堂

牧师。1992年3月10

实里拉拢佳美堂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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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成立成年团契。

自1995起，本堂经济已完全独立，感谢母堂佳音堂会过去的努力

栽培。本教会发展至今受洗会友已有223位。推动的圣工有：主日学、

主日崇拜、少年团、青年团、成年团、查经祷告会、圣乐团、赞美操、

差传事工、文教福利事工、幼儿园、图书馆、7979社关事工等等。本堂

于2000年于居銮龙城卫星市设立平安教会。于2005年因人手短缺暂停运

作。于2011年在本堂差传组的援助下复办，袁明杰牧师为驻堂牧师。

于2009年，本堂长执会在张美灵传道的领导下回应神的呼召，正式

成立差传组。于2012年，已在本堂服事六年余的张美灵传道按立，成为

本堂第二任驻堂牧师。张美灵牧师任满后，本堂特邀胡二生传道担任本

堂传道，在本堂服事两年。于2020年，本堂特聘陈启成传道为本堂全时

间教牧，服事至今。 

现任牧者:

陈启成传道

历届牧者:

金立时先生 1968

袁明杰传道(牧师) 1982-2006

张美灵传道(牧师) 2006-2016

胡二生传道 2016-2018

陈启成传道 2020-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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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新邦令金长老会于2002年11月的第

一周日开始第一次的主日崇拜，自今已

进入20个年头，过去是由一班约十五人

左右的弟兄姐妹共同成立“福音中心”

开始，由长老会的牧者协助讲台的教

导，并由亚依淡堂会成为敞福音中心的

母堂，直至2010年9月5日新堂献堂感恩

礼拜，正式成为长老大会南部区会的其

中一所属下堂会。

新邦令金长老会教会开始时以成人

及儿童事工为主轴，透过许多活动及事

工，带领许多人及儿童的家长来到这教

会，并培育成长。

现任牧者:

李业顺传道

历任牧者:

张国强传道 2012-2013

袁忠义长老 2019

李业顺传道 2019 至今

韩  现牧师 2002-至今 (摄理)

新邦令金长老会 Simpang Renggam Presbyterian Church
21, Jalan Suria Perdana, Taman Suria, 86200 Simpang Renggam, Johor

新邦令金长老会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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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居銮生命堂的设立是因为长老大会增长组于1995年巡视居銮区时，

发现此地可增设堂会。之后于1996年11月议决由大会增长组在此地设

教。当时邀请了尤秋松牧师与袁忠义长老负责推进。96年12月召开首次

设教筹委会，并为教会命名：居銮长老会生命教会。而设教感恩聚会于

97年1月5日举行，由当时大会会正黄克南牧师主持开幕，由苏立忠牧师

负责证道。

教会初创之期面对各样的事工发展，在人力与经济的不足时期，新

加坡生命堂看见这里的需要与负担，在最需要时给于全力的支援，并与

本会一起成立了联合差会，为了使事工能更有效的合作与推展。之后，

新加坡生命堂好像母亲般照顾着教会的成长，不时的差派短宣队、教

牧、小组前来助阵，办理各样的聚会、营会与布道会。直到如今，仍然

关心与帮助本会的事工，并差派教牧定期于主日崇拜证道。

教会成立初期，由于人数不断的增长，在几年间就换了3个聚会场

所。当时新加坡生命堂与本堂长执会同时看见购堂或建堂的需要。之

后，感谢长老大会允准将现有堂所地段给本堂建设礼拜堂与发展圣工。

居鑾生命堂 Kluang Life Presbyterian Church
4, Jalan Tengku Bendahara, 86000 Kluang, Johor

124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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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于是在1999年成立了建堂筹委

会，并计划展开筹款，筹建一所

约马币70万的堂所。之后，几经

艰难终于在2005年11月1日为新堂

的落成举行献堂与感恩庆典。

直到如今，教会的教牧长

执理事与弟兄姐妹，仍然努力的

在居銮生命堂，在为着主的托付

献上服事。愿主的恩继续赐予教

会，让教会的每个人继续秉持使

命同心协力，完成主在这个地方

要我们完成的工作。

现任牧者: 謝全福牧師

历任牧者:

苏立忠牧师/尤秋松牧师/袁忠义长老：1997-2000 

陈约翰传道(部分时间)：2000(1年) 

袁忠义长老：2001-2004 

袁明杰牧师：2005-2011 

黄家斌传道：2012-2015 

谭建源传道：2014-2018 

熊豪强牧师：2016-2020 

谢全福牧师：2020-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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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1953年初，周圣德牧师与其慈母姚

素惠姐妹等人到加亨传福音，暂借陈春

煌弟兄的住宅聚会崇拜。是年七月邀请

倪任石牧师，英差会之司恩荣姑娘及宋

爱莲姑娘前来举行布道十天。当时白天

有主日学、青年识字班、晚上则举行露

天布道会。

1954年，洪美汝姑娘和司恩荣姑娘

得当时英殖民地政府拨地约有一英亩以

兴建教会堂所。1954年7月，建堂工作

落成，取名中华基督教会。1961年，第

一届理事会正式成立，协助处理教会工

作。1986年，因为木板建筑而重建传道

楼、幼稚园课室及卫生厕所。2001年完

成重建圣堂工作，因此长执会通过向马

来西亚长老大会申请升堂并改名为嘉恩

堂会。

现任牧者: 叶志康牧师 (摄礼)

历任牧者:

1953-54: 周圣德牧师，倪任石牧师，司恩荣姑娘和宋爱莲姑娘

1954-56: 司恩荣姑娘，洪美汝女士

1957-67: 洪美汝女士

1968-95: 林秀然传道

1996-98: 李晨民传道

2002-09: 马多加传道

2015-16: 黄家斌传道

加亨嘉恩堂 Gereja Presbyterian Chia Ern
1920, Jln Senohong 2/2, Kampung Kahang Selatan, 86000 Kahang,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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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柔佛州丰盛港之所以有宣道所，实

与50年代金霖传道之大力策划分不开。

1954年金霖传道夫妇及长公子守

道校长，姜维正校长，方道清长老，

许孙荣先生，梁定虎先生，马哈帝文

医生，黄湖光校长，借许孙荣先生之

照相館为临时会所，並租前培智小学

楼上一小房为办事所。后会所迁至美

珍香饼店楼上。第一次领洗有王沙鲱

夫妇子女五人，郑林氏及子女四人，

合靑年许细妺小姐等共十人，当时大

会派卜显理牧师处理会务。后向政府

申请屋地建堂并顺利获批。1957年卜

显理会正偕宾达博士夫妇及冯查克鲁

夫妇发动筹款建堂。1958年8月宣道所

建筑物落成，由大会代表呂天亮牧师为宣道所主持揭碑献堂典礼，1966

年7月10日宣道所(当时定名为星马长老会丰盛港宣道所)成立了第一届理

事会。1992年黄循波牧师发起重建会所筹款运动。2004年1月4日举行本

所新堂之动土礼，同年9月建竣并开始启用，2005年8月11日举行献堂典

礼。

现任牧者: 廖靖伟牧师

历任牧者:

金  霖传道，陈玉美传道，

张秀美传道，张监毅传道，

林志川传道  1981-1984

黄澍春传道  1988-1991 

吳振中牧师  2005-2008

丰盛港长老会宣道所 Mersing Presbyterian Church
Lot 1564, Jalan Besar, Mersing Kecil, 86800 Mersing, Johor

李展明传道  2009-2010 

叶爱珠传道  2011-2014 

谭秀华传道  201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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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美宣道所 Chamek Preaching Station

128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占美宣道所

堂会简介:

占美宣道所当年是由南洋中华

基督教长老大会所设立，该会当时有

多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参与服务，从

1931年起陆续在柔佛各地兴办教堂。

其中，占美宣道所是在1941年创建，

隶属于基督教马来西亚长老会，现址

位于占美华小校门正对面，目前由居

銮佳音堂、巴罗仁爱堂及当地信众联

合照顾。

当地的基督教会友只有几户人家，其中潘氏一家主要负责打理宣道

所，也参与协助设立占美第一所幼稚园。为首的大家长潘金沙细心照顾

教堂直至百余岁高龄，生前还频频嘱咐儿子潘福生一定要在他荣归天家

之后，继续替他守护和照顾占美宣道所。 

现任牧者: 李继尧牧师 (摄理)

历任牧者: 1.金霖牧師, 2.林德兴牧師, 3.张恩明摄理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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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129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拉央拉央宣道所 Layang-Layang preaching station
168, Jalan Merdeka, 81850 Layang-Layang, Johor

堂会简介:

1) 撒种时期(1952-54)

拉央拉央宣道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初期被建立。当时有一位叫

荘美君的弟兄在拉央热心传福音及推动很多事工.

2)浇灌时期(1955-60)

荘美君回中国后大会派陈英贵传道到本所牧养，推动许多事工。

3)建堂时期(1961-64)

拉央拉央宣道所原为亚答屋，年久失修，后经陈英贵传道及其他牧者长

执组成建委会向中枢请求拨款，后新堂终在1961年正式被建立。

4)冬眠时期(1965-81)

由于吴秋凤传道因宣教士离开而独立支撑所有牧养事工，令事工发展艰

巨导致本所陷入冬眠时期。

5)强化时期(1981- )

区会批准差派两位尚未神学毕业在毕业后前来本所牧养。后来经周书源

牧师考察本所之后提出许

多对本所有极大帮助的建

议及结论。

感谢主带领本所走过许多

日子，谢谢主的引导及眷

念

拉央拉央宣道所

现任牧者: 李继尧牧师	(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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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巴罗仁爱堂原名为中华基督教。

由邱克安与余仁爱夫妇及传道人於

1933年创立。教会起初落脚在永平

路。后来在新村移民计划期间，巴罗

中华基督教堂被迫从巴罗永平路迁移

至巴罗李凑路的一间小木屋继续进行

教会的活动。当时敬拜的时间是星期

日下午两点，并以闽南语敬拜。

曾经担任教会摄理牧师的有：

亨约翰、蔡蔚峯、陈振光、杨俊良、

江贞钦、周书源、郑温福及林德兴牧

师。传道人有：陈振光、金霖、陈明

爱、颜泉水、郭添才、陈美茵、黄克

南传道夫妇及林德兴。

1971年在黄克南传道夫妇的带

领下，教会成立了诗歌班。当年的青

年团契人数约有40多人，是历来最多

契友的一届。该届的青年团契职员如

下，团长：陈戊己，副团长：陈清

耀，文书：陈全益，灵修：陈素媚，

财政：陈素婵，康乐：陈清惠，服务

(正)：林秀梅，(副)：林美莲，查

账：彭亚兰。

青年团契成立的当晚，由亨约翰

牧师和黄传道各别以加拉太书5章22

和23节，约翰福音15章16节勉励之。

当晚也邀请了蔴坡三一堂，峇株救恩

堂，居銮及永平堂共同前来参与团契

巴罗仁爱堂 Jin Ai Presbyterian Church
322, Jalan Aman, 86600 Paloh,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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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成立庆典。人数约有百余名。在中华基督教会侍奉的传道除了必须负责

本堂的事务外，也必须兼顾占美及吗咯教会事工。在当时的交通不发达

的年代，这样的情况让传道人倍感吃力。

由于教会已逐渐老旧，空间不足，因此有意兴建新教堂。在神的

恩典下，自林德兴牧师作摄理时，教会正式展开建堂筹备工作。新教堂

地点在平安路，该地段是早期政府所赠送的。兴建工作於1981年开始动

工，於1983年开始启用。同年10月9日，长执会通过将巴罗中华基督教改

名为巴罗仁爱堂以此纪念已故余仁爱长老。崇拜时间改在每周日晚上，

并以华语进行。於1985年5月1日正式举行落成感恩礼拜。

目前仁爱堂的活动有主日崇拜，主日学，青少年团契，祷告会及赞

美操。

现任牧者: 张美灵牧师（摄理）

历任牧者:

陈启成传道 2017-2019

李秀明传道 2011-2013

陈玉英传道 2009-2011  

郑顺才传道

吳振中牧师

林德興牧师

黄克南牧师

亨约翰牧师

蔡蔚莑牧师

陈振光牧师

金  霖传道

陈明爱传道

颜泉水传道

郭添才传道

陈美茵传道                                                                                                                                                

陈美玉传道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D区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D区



132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成立于1995年7月，由新加坡长老会真理堂差传部差派杨信实牧师植

堂。

植堂的异象是『他要像一颗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

不枯干。』(诗一2)让进到教会的人得主话语的喂养，生命受培训，一同

向世界宣传福音。

神恩领，1998年开始，参与设立大专学生中心、新生命长老教会。

也在2000年当教会迈入自立时，设立差传部，开扩差传事工。

E区: (新山及哥打丁宜区域)

新山真理长老教会 Chen Li Presbyterian Church, Johor Bahru
12, 16, 18, Jalan Permas 11/1A, Permas Jaya, 81750 Masai, Johor

132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新山真理长老教会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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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先后与其他长老教会合作设立

新山Unity Presbyterian Church于

2002年、新山三一长老教会于2002

年、新山爱德长老教会于2014年。

这期间，也陆续扩展国内外

跨文化宣教。2003年第一队访宣队

赴柬埔寨金边，与万民教会配搭体

验宣教；之后继续派队前往东亚、

缅甸、泰国等参与宣教事奉；更在

2013年支助缅甸熊恩举传道开设真

福教会、真福中文学校、真福傣族

学生中心。

国内方面，2006年开始，先后

参与越南客工事工、原住民关怀与

培育事工、罗兴亚难民援助、印尼客工福音事工等。

神的恩典真像一颗树栽在溪水旁，无止尽的供应与赐福。

现任牧者: 杨信实牧师,房坤蓉传道, 蔡晓康传道

历任牧者:

杨信实牧师：1995-至今

房坤蓉传道：1997-至今

郑宝芳传道：2002-2003

张辅仁传道：2005-2006

云大南传道：2006-2011

陆美英传道：2008-2012

鍾炜翔牧师：2014-2021

蔡晓康传道: 2022-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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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大马堂始于1969年，

由圣光堂植堂而成。开始

是借用一位长执的单层排

屋进行敬拜，为供大马，

大丰，彩虹，美乐花园各

信徒参与聚会和每主日的

崇拜。

当时的创堂牧者是黄

克南牧师。也在黄牧师的

带领下，教会之后就移至

现今的堂址，后当黄牧师

退休后，上帝也带领李婉

娜牧师和陈玉叶牧师来继

承领导的服事至今。

感谢上帝一直来眷顾

祂的教会：大马堂，求主

使大马堂能完成上帝所要她完成的使命。

现任牧者: 李婉娜牧师, 陈玉叶牧师

历任牧者:

黄克南牧师 1975-1997

李婉娜牧师 1997-至今

陈玉叶牧师 1997-至今

基督教长老会大马堂会 Tebrau Presbyterian Church
1, Jalan Cokmar, Taman Sri Tebrau, 80050 Johor Bahru, Johor.

大马堂旧址

大马堂现址

陈亚萍传道 1998-2000

朱黛晶传道 2013-至今

江文龙传道 201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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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90年代，长老教会开始意识到要在具有宣教潜能的地区开设教会，

尤以城市为然。新山三一长老教会就是在新山真理堂、新山和平教会和

峇株救恩堂，在对宣教植堂有相同共识和异象之下，集合财力物力及人

力推动诞生的。

在联合差会考察及讨论后，大家认同Taman Pelangi Indah(开屏

山庒)的位置接连附近几个花园，人口不断增加是开设教会的最佳地

点。2001年12月租下了店屋的二楼作为聚会所，同时命名为新山三一长

老教会。此名不仅符合圣经及神学原则，也表达了三间教会设立新教会

的合作及合一精神。

2002年3月3日举行第一次感恩聚会，并且在各教会的见证下三一长

老教会正式成立。同年八月由林双来担任牧师。2006年因着人数增加，

基督教新山三一长老教会 Trinity Presbyterian Church
1-04/3-04/5-04, Blok C, Kompleks Austin Perdana, Jalan Austin Perdana 2, 
Taman Austin Perdana,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135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基督教新山三一长老教会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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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空间受限，所以在

三间母堂支持下，搬迁

到同区两个单位店屋楼

上聚会，并且于2008年

完成升堂。教会十多年

来推动了不同年龄层的

社区工作，藉此接触居

民，尤其是现在的核心

青年人多数都是当时

儿童事工所培育的幼

苗。2015年与新山真理

堂、新加坡荣耀堂联合植堂成立新山爱德长老教会。

2018年成功购堂，地点在Austin V Square顶楼的三个单位。今年

2022年是新山三一长老教会成立20周年，希望可以在这四面公寓林立，

人口大量迁入，并且集小学、国中、大学学院和国际学校的大禾场中，

成为不忘天父大爱，以生命影响生命，荣神益人的福音据点。

现任牧者: 林双来牧师

历任牧者:

林双来牧师 2002-至今

潘玛丽传道(义务) 2003-2022

陈淑芬传道 2014-至今

陈德华传道 2021-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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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早在1931年，长老大会就在

哥打丁宜这一片土地上开始设教，

至今真道堂有91年的历史了。1937

年，受英国伦敦宣教协会差派 

加入大会服事的安礼逊牧师(Rev. 

Anderson)向大会建议，委派叶谷

虚牧师为本堂第一任传道，在哥打

丁宜展开福音开垦的工作。刚开始

时，聚会点是租赁在阿婆罗酒店旁

一间板店，楼上住家，楼下作布道

所。叶牧师热心传道，高举十架，

宣扬救恩，同年终，暂会正郭景云

牧师就为九人施洗。

1947年就由金霖牧师前来本堂

负责牧养的工作。此时，建堂的工

作也积极的获得展开，在金霖牧师

的带领下于1948年建成。

1948年三月十九日，由当时哥

打县外国人G..R.A.Turnbull县长主

持奠基礼。70年代开始，李华光牧

师发起了幼儿园事工。

步入90年代初，在林德兴牧师

的带领下，教会人数开始增长。林

德兴牧师成立了青成团契，也为着

将来建堂计划推动了筹募建堂基金。1999年林德兴牧师不再受聘为本堂

牧师，就由杨世福传道为本堂部分时间的牧者。在他任期内，本堂首次

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家庭营。直到2000年四月中，当时的涂希发牧师就成

哥打丁宜真道堂 Truth Presbyterian Church
1, Jalan Tun Habab, 81900, Kota Tinggi,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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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堂的驻堂传道。崇拜人数也从三十多位激增到八十位，本堂自1992

年，就计划要在神所赐下的这一片土地上再次建立一所新的圣殿，并于

2000年成立了建堂委员会。2006年尾及2007年初，教堂经历了两场百年

大水灾。

本堂经历了两场百年的大水灾后，整个圣殿更曾一度被怀疑为危

楼。所以，建堂事工势在必行。灾后，圣殿满目疮痍，建筑物破损不

堪，需一段时间重新修补。此段时间，承蒙赖廖璘妹老姐妹一家的爱

心，我们的主日敬拜得以继续在其宽敞的居家顺利进行。感谢天父的带

领，让本堂能在2007年华人农历新年的头一天重新开始使用，再次回到

圣殿中敬拜祂，并在同年的三月十一日，我们举行了圣殿重新启用感恩

奉献礼，数算主恩。

2009年二月九日，本堂的涂传道被按立为牧师，这也是本堂由始以

来第一位牧者在本堂按立，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在这期间，曾担任过

本堂的暂会正有杨信实牧师、杨温柔牧师、杨世福牧师、林双来牧师以

及李婉娜牧师。本堂接下来的盼望当然是期待新殿能早日建立起来，为

主作美好的见证，荣神益人。

现任牧者: 江仁健牧师 (摄理)

历任牧者:

叶谷虚牧师  1938-1946

金  霖牧师 1947-

黄仰群传道 1952-1954

蔡贵庭传道 1950

李华光牧师 1970

张恩民牧师 

林志川传道 

黄春进传道

林德兴牧师 1990-1999

涂希发牧师 2000-2013

陈玉芬传道 2016-2017

陆美英传道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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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本堂成立于1999年11月初，由

于看见巴西古当区有些信徒或慕道

者需舟车劳顿去教会崇拜，于是真

理堂、三一教会、新山圣光堂联合

创办了新生命宣道所。刚开始的开

荒牧者为黄俊珉传道，主要是百合

教会帮忙提供人力与资力，司琴则

有真理堂姐妹来帮忙，杨温柔牧师

是第一届暂会正。于2004年2月8日

庆祝4周年感恩礼拜及晋升为宣道所庆典。

2004-2005年本堂的会正为许森然牧师，2004年接近年杪，黄俊珉传

道来函要求于隔年请辞。故此，2005年至2007年本堂没有牧者，只能请

长老会各堂会的牧者主日前来证道。

直到2008年，黄巧燕传道前来本堂协助，她是个很有爱心，也很辛

劳付出的传道人。李万伟牧师为2008年本堂的暂会正。郭景成牧师为本

堂2009年的暂会正。郑玉凤牧师为本堂2010年的暂会正。黄巧燕传道于

2011年因病请辞，就请了邹凤棋传道来协助。

2011年陈玉叶为本堂会正，2012年再请黄巧燕传道回来本堂部分时

间牧养教会，这位忠心的仆人于20/10/13安息主怀，息了地上的劳苦，

留下佳美的脚踪。

新生命长老宣道所从2013年10月在传道人缺席下坚毅的度过几年的

光景。回首这几年的际遇，来崇拜的人数起起落落，来来去去，就只剩

下几个家庭在聚会。

2014年开始，柔州周假改为星期五，教会考量到一些学生聚会受

影响，不得已将崇拜时间改为星期日晚上7:30。最初当心会流失一些会

友，出乎意料上帝预备了来自附近的教师，选择到来崇拜。更感恩主亲

自预备一位会弹琴且愿意在司琴事工上服侍的姐妹，参与敬拜赞美小组

的事奉。主的恩典够用，总是在适当的时间开路。

新生命宣道所 Gereja Presbyterian New Life
71-01, Jalan Balau 3, Taman Rinting, 81750 Masai, Johor

林志川传道 

黄春进传道

林德兴牧师 1990-1999

涂希发牧师 2000-2013

陈玉芬传道 2016-2017

陆美英传道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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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有牧者前来牧养，各小组缺乏沟通，特别是关怀事工那一

块。感恩本堂的摄理牧师，陈玉叶牧师担任举足轻重的角色，一直不断

给与的鼓励，包括安排讲台信息、属灵装备的活动或课程等，并协助长

执们排除万难，带领整个宣道所的运作。感恩，弟兄姐妹也自动自发的

进行教会一切的事工，无论是主日崇拜，青年团，少年团，儿童会，小

组聚会等等。

2016年卢锦娇传道成为本堂牧者，直到今年2020年。从2017年开

始，主日崇拜时间改在早上9:00。期间新加坡(马基教会)短宣队来本堂

办儿童营，专题讲座及逐家布道等活动，果效是有儿童继续留下参与儿

童会。2019年，相同的短宣队又来办儿童营，也是让一些儿童继续参与

本堂的儿童会，感恩大家美好的服事。

2020年开始所计划的各种活动，都因冠状疫情而打乱，因着政府颁

布禁令，教会从18/3/2020就无法实体崇拜，在一个月后才摸索着开始预

录崇拜视频，让会友在线上参与崇拜。直到2/8/2020才恢复实体崇拜并

用脸书直播，好让无法参与实体崇拜的会友参与线上崇拜。 虽然面对疫

情的冲击影响，深信，神的恩典总是够用的。在这23年岁月里，参与聚

会的人数从30多位滑落至15位左右，这与年轻人外流到大城市深造就业

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如此，教会仍然设法砥砺前行，不负传福音的大使

命。祈求神引领我们在社区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全体同心协力，指引

那些在黑暗痛苦的人们到真光面前，得着新生命。

现任牧者: 卢锦娇传道

历任牧者: 黄俊珉传道 2000-2004 

 黄巧燕传道 2008-2010 

 邹凤棋传道 2011 

黄巧燕传道 2012-2013 

卢锦娇传道 2016-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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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主历1881年阁约翰牧师应英国

伦敦宣教协会差派往汕头受训后抵

达新加坡建立南洋第一间长老教会

(今日之荣耀堂)。五年后，阁牧师

渡过柔佛海峡抵柔佛新山，建立全

马首间长老教会。起初称为新山礼

拜堂，于1950年请准大会订“新山

圣光堂”为本堂正式名称。阁牧师

通过其会友苏格兰商人明里南得到苏丹阿布峇卡于1884年赐下三亩地(位

于新山哥打美拉街门牌11

号)。地契注明为永久宗教

地，用途为基督徒崇拜与

传福音之用途 (柔佛州宪

法条文第139)。此乃神所

赐流奶与蜜之地,感谢赞美

主！于是鸠工建筑堂宇，

外书 <礼拜堂>，內匾刻上 

<宣扬圣训>，本堂终于完

工，荣神益人。

英国宣教士在中国学会讲一口流利的华语。于1886年5月24日在新

山建立了全马首间华语教会。阁牧师担任摄理牧师，万贵伯为首任驻堂

传道。胡德牧师于 1952年 2月被差到圣光堂为驻堂牧师，以标准潮语讲

道；同一年也开始英语崇拜聚会，名为新山圣光英文堂。

第一届差传年会始于1979年6月，首任差传主席为罗嘉言长老，迄今

已进入了第43届差传年会。

本堂之植堂表：

1. 1970年3月1日在世纪花园创设本堂第一间宣道所(大马堂前身)。1977

新山圣光堂 Gereja Presbyterian Holy Light
11, Jalan Gertak Merah, 80000 Johor Bahru,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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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迁至在大马花园自购之双层独立式楼房(Lot No. 1470, Jalan Cok-

mar门牌1号)，正式成为大马宣道所。1986年升为自立堂会，正式立名

为新山圣光堂(大马第一分堂)。

2. 皇后宣道所(1981)

3. 柏林福音站(1989)

4. 百合福音站(1995)　

5. 士乃圣光教会(1926:前人设教，曾遭火毁，1998复植为圣光堂子堂)　

6. 大学城福音站(2000)

7. 磐石长老教会(2019: 六间教会联合植堂)

注：以上资料为陈钊伟长老整理

现任牧者: 刘建邦牧师

历任牧者:

(1926年7月13日阁约翰安息主怀,在世寄居72载。)

 1886-1895 阁约翰牧师、万贵伯先生、张亚乙先生、吴上林先生

 1896-1910 许约瑟先生、李得赐先生、黄岳霖先生、林温良先生

 1912-1916 廖天益先生

 1917-1926 邹信利先生

 1926 林为霖

 1927 邱少华先生

 1928-1938 陈炳苍先生

 1930 方宝来女士

 1939-1946 林圭尊先生

 1947-1949 李怀光先生

 1952-1958 胡  德牧师

 1956-1957 杨玉衡先生

 1957-1958 王树琼女士

 1958-1961 潘振汉牧师

 1963-1966 谭  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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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1967-1973 黄鹏远牧师

 1974-1980 江贞钦牧师

 1973-1974 李华冠(世纪宣道所传道)

 1975-1997 黄克南(大马宣道所牧者)

 1979-1979 李锦峰(士古来宣道所传道)

 1981-1990 黄亚伦(士古来宣道所、本堂牧者)

 1982-2016 何绮云(皇后宣道所、柏林牧者)

 1988-1993 张  蕊(皇后宣道所传道)

 1993-2003 陈丽明(皇后宣道所、大学城宣道所传道)

 1993-2007 杨世福(本堂，皇后宣道所牧者)

 1993-2003 杨温柔(本堂、百合宣道所牧者)

 1998-2002 李  九(本堂牧者)

 1998-2008 彭秉民(士乃宣道所传道)

 2001-2012 邓秀芳(本堂圣乐传道) 

 2003-2007 张国强(本堂传道)

 2004-2006 郑民兴(本堂牧者)

 2005-2008 刘清水(本堂传道)

 2007-至今 刘建邦(本堂牧者)

 2008-2013 黄家斌(士乃宣道所传道)

 2009-2014 刘孝端(本堂和士乃牧者)

 2014-2019 陆美英(本堂青少年传道)

 2016-2022 林彦汉(士乃宣道所传道)

 2019-2021 邱秀玲传道 (本堂传道)

 2021-至今 陈美玲传道（本堂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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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活石教会成立於2014年4月间，由一班来自各不同教会的基督徒所组

成。教堂地址设在新山Taman Molek的商业中心。教会成立以城市牧养的

概念为其核心理念，

其中以城市化的格

局为其设教的方向，

尤其是注重以人为导

向的牧养模式，简言

之，教会极关注会友

是否得到应有的牧养

为主。

活 石 教 会 成 立

时并无全职的牧者带

领，教会事务都是靠

弟兄姐妹参与负责。

林俊仁牧师则被邀成

为活石的顾问牧师。经过约两年左右的时间，活石在经济及信徒人数方

面，都趋向稳定成长。

教会经过五年的发展后，决定加入长老会，以便在未来的发展中更

加稳固。无论是在组织方面或是教会体制方面，都可以更加明朗。

直到2022年为止，活石教会仍在等待一位全职牧者的出现。林俊仁

牧师仍旧是活石教会的顾问牧师，而林媛敏传道被聘为部份时间同工。

现任牧者: 林嫒敏传道，林俊仁牧师(摄理)

历任牧者: 林俊仁牧师 2014年-至今(顾问/摄理)

 植家进传道 2017-2019月 

 林嫒敏传道 2020-至今

新山活石教会 Presbyterian Johor Bahru Living Stones Church
97, Jalan Molek 3/10, Taman Molek,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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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百合教会是从“无”变成“有”的教会。1995年4月，上帝将前来百

合地区种植教会的异象放在弟兄姐妹的心中，以祂的大能开始了工作。

百合教会是由“少”成“多”的，原初教会开始只有一千块的开办费，

每次崇拜仅几十块的奉献，到之后开始丰富有余。

在教会开始成立之后，崇拜人数从三几个人，几年后增长至五十几

人。教会事工也逐渐增多，除了崇拜之外，还有圣经班、儿童聚会、青

少年小组、祷告会等等，同工也不断增加。在1999年1月17日，百合教会

举行升堂典礼，正式成为堂会

圣光百合长老会 Gereja Presbyterian Molek
25, Jalan Harmonium 21/10, Taman Desa Tebrau,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现任牧者: 鍾必欣传道

历任牧者: 

杨温柔牧师: 1994-2001

嚴雪莲传道: 2001-2004

郭景成牧师: 2006-2012

黄俊珉传道: 2015-2020

鍾必欣传道: 2021-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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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在马来西亚长老大会十年无墙教会植堂设教计划推动下，由三间堂

会，新山长老教会真理堂杨信实牧师、新山三一长老教会林双来牧师、

新加坡长老会荣耀堂黄克明牧师及长执们，在多方祷告，多次商议，勘

察Taman Adda Heights后发现此处没有教会，人口密集，交通又方便，于

是决定租借二楼两间店面，联合在此植堂设教，并聘请张琴芳传道为本

堂第一位传道人。由两间驻在新山的真理堂和三一长老教会各差派10位

会友作为植传堂设教先锋，新加坡荣耀堂则差派陈福长牧师、多位领袖

和弟兄姐妹过来协助。 

新山基督教爱德长老会之名，乃由新加坡荣耀堂主任牧师黄克明牧

师取自希伯来文”AHEB”意思是以神的爱为中心，并将之译为中文“爱

德”与Adda Heights有同音之意，何之奇妙。

在几个月的装修后，新山基督教爱德长老教会终于2014年11月22

日，星期六晚上7:30举行第一次主日崇拜会；并在一个星期后11月29

日，星期六晚上7:30举行献堂感恩崇拜。

现任牧者: 黄百友牧师

历任牧者:

2014-2015 张芳琴传道, 2017-至今 黄百友牧师

新山基督教爱德长老教会 Gereja Presbyterian Aheb Johor Bahru
25-1.27-1&29-1, Jalan Adda 3/1, Taman Adda Heights,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146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146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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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147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堂会简介:

首先，我们要感谢父上帝奇妙的

恩典，使我们能在新山柔佛再也花园

这地方奉主圣名建立柔宣教会。刚开

始是大马堂会的黄克南牧师和师母以

及一班长执们都有共同的想法，认为

当中的会友有许多家庭搬来柔佛再也

这个以华人居多的花园居住，当中

大小加起来大约有20位。所以长执

会开始物设理想的地点。

感谢主在1990年的时候，长执

会收到消息，发展商还有留下一间

占地6300方尺角头排屋待售，价格

是马币125,000.00.经过长执会的勘

察，认为地点合适，于是马上购买，以成立“柔佛再也宣道所”并进行

扩建工程花费大约马币100,000.00.由于顾虑到教会在经济上的负担，黄

克南牧师毅然继续牧养大马堂也扛起牧养柔宣教会的重担。

直到1997年黄克南牧师被长老大会委任前往吉隆坡担任大会总干

事。同年大马长执会也决定让柔宣成为“自治宣道所”并进行“献堂

礼”。柔宣在经过数位传道牧养及成长，长老南部区会代表李万伟牧师

及彭家祯长老。在2010年7月18日前来勘察，正式核准柔宣升为堂会，并

于2011年5月15日举行升堂仪式，愿上帝大大祝福柔宣教会成为合神心意

以及传福音的教会！

现任牧者: 陆美英传道

历任牧者:
黄克南牧师 1986-1997

陈亚萍传道 1997-2000

柔宣教会 Gereja Presbyterian Johor Jaya
2, Jalan Teratai 11, 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刘清水传道 2008-2010

陈天才牧师 2012-2015

陈庆隆传道 2018-2021

陆美英传道 2022-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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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20世纪40年代中期，英差会的宣教士从新加坡渡海，将福音传到偏

僻的柔佛州边佳兰四湾岛。

1950年中，吕天亮牧师在四湾岛大街租赁一间店屋作为会所，教会

取名为〈四湾岛宣道所〉。基督教星马长老大会即拨出1千5百元资助设

教经费，并派林素美女士出任开荒的工作。

1956年，英差会胡德牧师(Rev.G.A. Hood)费尽心思，向柔佛州政府

请求圣堂及坟场地皮，结果获得政府批准墓地2英亩、圣堂地段半英亩。

1958年，主的灵感动谢秉刚牧师令兄炳煌先生欢喜奉献金钱，独自

捐建一座现代化的圣堂。此外，他

也设计一座传道住宅，再捐出

千余元作为建筑费，其

余不敷的几千元则

分别由大会拨

出2千5

四湾岛宣道所 Penggerang Preaching Station
379, Jalan Kurau, Sungai Rengit, Pengerang,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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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百元及由暂会正贺友三牧师奔波筹

募。两项工程终于在1960年8月同

时完工！

1969年1月，教会创办了边佳

兰区第1所幼儿园。1972年一座双

层木板瓦顶屋的教育楼落成。林德

兴自1969年起为驻堂传道，于1977

年按立为牧师后前往巴罗教会，但乃兼任本所暫会正。教会从此陷入荒

凉至1985年兴起王华成热心服事。

1990年至今南部区会每年皆有委派摄理牧师来牧会，教会圣工恢复

正常。

现任牧者: 刘建邦牧师 (摄理)

历任牧者: 

吕天亮牧师 1955-1958

杨作新牧师 1958-1960

贺友三牧师 1960-1963 

慕乐真牧师 1964-1965 

吕荣光牧师  1966-1967 

辜辉煌牧师  1968-1969 

慕乐真牧师  1970-1978

林德兴牧师  1969-2008 

陈再明牧师  2008-2008 

李婉娜牧师  2008-2009

涂希发牧师  2009-2010

刘建邦牧师  2011-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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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感谢神！

今年和平教会进入了第34周年。

“和平”，是峇株联合救恩差会取自圣灵的果子之一而来。从当初

1988年的和平宣道所开始的第一次的崇拜，7位新山加上20多位住在峇株

却不辞劳苦到新山聚会的弟兄姐妹；到1989年庆祝设教一周年并正式称

为“和平教会”；到1993年产生的第一届长老；在接下来15年内透过植

堂计划前后开设了恩慈教会、新山生命教会及三一教会；之后社会关怀

事工也陆续设立并开展，有和平戒毒中心、少年中心、和平托老中心与

新山天使心；间中举办了好几次的如东方比利、尤雅演唱大型布道会、

东马土著、泰北和本地乡镇短宣队，还有本堂的诗歌团队也有将近十年

的全马巡回布道经历等。

这34年以来，从在大丰花园租借的一

间店屋楼上聚会，到1994年购买美

乐的双层独立式建筑作为崇

拜场所，一直到搬迁

至今天的地方

～ 百 合

和平长老教会 Presbyterian Peace Church
49-55, Jalan Saujana Utama, Taman Saujana, 81100 Masai, Johor

150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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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花园附近的4间双层店屋；教

会场所面积的扩大，见证了神

不断地把得救的人数增添给和

平教会。

在历任的牧者：潘玛莉

传道、黄锦寿牧师、苏立忠牧

师、许森然牧师、郑玉凤牧师

(至今)、刘建邦牧师及黄百友

牧师，并历任的长老、执事与

弟兄姐妹的齐心献上与服侍，

从34年前的20多位，到今天超过300人的教会，都看见神持续和丰盛的恩

典与带领。当中的历史与回忆，实在是几百字甚至上千字都难于形容与

述说。哈利路亚！一切荣耀与颂赞都归给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

阿们！

现任牧者: 郑玉凤牧师

历任牧者: 

黄锦寿牧师 1989-1990

苏立忠牧师 1990-1991

潘玛莉传道   1989，1991-1994

许森然传道(牧师)  1994-2002

刘建邦传道 2003-2007

叶爱珠传道(义务) 2013-2015

黄百友牧师  2004-2016

郑玉凤牧师   2000-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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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蒙天父上帝恩典引导，新加坡生命堂及新山和平教会共同领受异象

要在马新第二通道附近住宅区联合植堂设立新教会，新山生命教会由此

成立于2000年3月16日。陈再明牧师是本教会首任主任传道，后有李紫莹

传道加入担任圣乐传道。在两位牧者的搭配之下，教会在质与量方面都

有良好的发展；在2007年6月12日由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核准正式升

为堂会。此外，陈再明牧师也在同年被按立成为本教会的第一位牧师。

2009年，现任牧者谢忠华牧师受母堂新加坡生命堂差派到本教会成

为传道人；谢牧师忠于托付并在本教会事奉至今。在谢牧师与教会众领

袖及弟兄姐妹忠心合意的配搭事奉，本教会在各方面持续稳健的成长。

谢牧师在2019年03月23日被按立为牧师，是本会按立的第二位牧师。另

F区: (士古来. 笨珍及古来区域)

长老会新山生命教会 Gereja Presbyterian Life Johor Bahru
28 A&B, 30 A&B, 32A&B, Jalan Uda Utama 4/1, Bandar Uda Utama, 81200 
Johor Bah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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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外，迈入2021年01月01日教会欢喜为三位完成道学硕士课程的传道人进

行就职礼。三位传道人包括：黄丽君传道、陈羽伦传道及张嫣珊传道。

黄传道就留在生命教会担任传道人，而陈羽伦传道及张嫣珊传道(夫妇)

则接受差会(华传)差派到Pekan Nanas服侍当地罗兴亚难民学习中心。

在2021年03月份，教会终于顺利搬迁到新购买的三间店屋；并在05

月01日在新堂进行第一次的实体感恩主日崇拜会。2022年02月12日，覃

永健传道在完成道学硕士课程后也就职成为教会传道人。目前，本会也

按立了两位爱神爱人的长老——林炳顺长老及朱家宋长老。当前，教会

虽仍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但深信天父上帝会看顾保守祂的教会。

现任牧者: 谢忠华牧师, 黄丽君传道, 覃永健传道

历任牧者:

陈再明牧师：2000-2008

李紫莹传道：2001-2003

 2005-2007

谢忠华牧师：2009-至今

黄丽君传道：2021-至今

覃永健传道：2022-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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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皇后圣光教会的诞生起源于1980年，新山圣光堂开始在士古来新村

福音站开始聚会。福音站于1981年迁至皇后花园Jalan Perwira，当时有

神学生林国泰协助圣工，同时也开办了皇后圣光幼儿园。1982年，皇后

圣光宣道所正式成立，第一任牧者为何绮云传道（牧师）。

随着圣工的发展，宣道所与幼儿园在1985年搬迁至Jalan Bentara 2 

角头两间单层排屋。在母堂新山圣光堂与皇后圣光弟兄姐妹的奉献下购

买了此两间排屋，成为永久会所。在接下来几位牧者如：张蕊传道和陈

丽明传道的带领之下，宣道所人数不断加添，终于1996年正式升堂，成

为皇后圣光教会。2000年也按立了堂会的第一位牧师——杨世福牧师。

2012年起，江仁健长老攻读神学同时也兼顾教会牧养工作；2013年

开始推动教会小组的建立，为教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今

有近200位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小组，并且成为传福音和门徒成长的原动

力。

2015年江仁健长老神学院毕业，成为皇后圣光的传道。在此之前，

教会长执一致议决购入新的教会建筑物——30 Jalan Pendekar 18 的三

皇后圣光教会 Gereja Presbyterian Holy Light Tun Aminah
30, Jalan Pendekar 18, Taman Ungku Tun Aminah, 81300 Skudai,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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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层楼店屋。在2017年五旬节，皇后圣光正式迁入，并在2018年恭请区会

举行了献堂礼。

皇后圣光以三股绳子为基础，帮助信徒于敬拜、成长和祝福三方面

的发展。目的是让每位神的儿女委身敬拜，成长作门徒，也经历“施比

受更为有福”的祝福生活。各类小组资料、课程、培育系统、宣教和社

区关怀事工，也围绕着三股绳子开展开来。教会聚会人数不断成长，每

周崇拜约300人聚集敬拜。

2020年2月，江仁健传道被按立，成为堂会历史的第二位牧师。同年

3月，马来西亚进入行动管制，全国经历了2年有余的疫情状态。在这期

间，神兴起服事者制作新媒体的崇拜、小组和课程，在这艰苦、隔离的

时代，继续连结神与弟兄姐妹。如今走过疫情，皇后圣光期待众弟兄姐

妹再一次火热起来，继续为主赢得众人，建立门徒。

一起“建立门徒、倍增领袖、荣耀祝福，五月一日皇后圣光举行献堂

礼。

现任牧者: 江仁健牧师，刘淑敏传道

历任牧者:

何绮云传道(牧师) 1981-1988 

张  蕊传道 1989-1993 

陈丽明传道 1993-2000 

杨温柔传道(牧师) 1995-1995 

杨世福牧师 1995-2010 

李莲风传道 2010-2010

江仁健传道(牧师) 2010-至今

刘淑敏传道 2022-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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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1994年峇株救恩堂与新山和平教会联手合作，开拓植堂事工，在新

山美雅山庄(Taman Bukit Mewah)以住家方式设立了子会“恩慈教会”

。并于当年6月12日开始第一次的崇拜主日。当时开荒的牧者是黎永福传

道。

一年后，恩慈教会租下在Taman Munsyi Ibrahim的一间店屋楼上，神

的工就在这新生的教会开始，初期的开垦、耕耘和撒种。

母会救恩堂与和平教会的长执不但经常和我们一起开会商讨事工的

进展，更安排弟兄姐妹在每个主日聚会前来鼎力相助。他们出钱出力，

不顾疲惫的支持、坚守恩慈教会，奉献他们的力量与牧者配搭，向这个

地区的百姓见证上帝的福音。回顾历史，两个差会联合努力的见证是值

得我们效法与学习。

步入2000年，恩慈教会蒙神大大的赐福，教会的运作、事工扩展、

得救的人数渐渐加增、福音越发广传。

2000年8月20日，恩慈教会升为堂会，达到自立、自养的新里程碑。

新山长老会恩慈教会 Gereja Presbyterian Kindness
45, Jalan Impian Emas 2, Taman Impian Emas, Skudai 81300 Johor Bahru, 
Johor

新山长老会恩慈教会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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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这标志着恩慈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更乐意将上帝的恩慈透过这个教会传

扬出去，对社区的服务有进一步的托付与承担。

成长的路上需要付出重价，但也伴随着诸多的恩典与喜乐。感谢主

多年来赐下有说不尽的恩惠与赐福，更感谢母会的弟兄姐妹从不间断的

关心。虽然，恩慈教会的会众来自不同背景、文化、语言，但禀于上帝

所托付、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服膺上帝的引导，使我们愿意同心合意

的摆上自己，兴旺福音。

2001年，恩慈教会的教牧长执开始筹备购堂计划。经过祷告、终于

在士古来金山园 (Taman Impian Emas) 购下一座双层店屋作为堂会。感

谢母会的支持、弟兄姐妹们的齐心努力，恩慈教会终于在2002年7月迁入

新堂，并在10月20日举行献堂礼。

由于教会聚会人数加增，长执会及购堂组于2014年11月议决同意租

下教会隔邻的店屋，扩大聚会空间，让崇拜、团契及福音事工能更有效

的进行。

恩慈教会的成立和成长，见证了上帝奇妙的作为、应许和信实。将

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至高至圣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现任牧者: 黄玉明传道

历任牧者: 

黎永福传道  1994-1996

李万伟牧师  1998-2010

许森然牧师  2011-2018

黄玉明传道  2017-2017

锺丽瑛传道  2020-2020

黄玉明传道  2021-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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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古来圣安德烈堂的建立可追溯自一九五二年，当时命名为中华基

督教会，由西方宣教士黎节姑娘和路禧娟姑娘以爱神、爱人及热衷传福

音之心，引人归主，建立主的教会。次年，他们更发动筹款以兴建古来

英文小学，创办幼儿园。之后，她们在教会圣工则设立了圣经班、主日

学、妇女会、男女少年军、青年团契等，并忠心职守主工。

一九五八年，她们也在拉央拉央新村设立宣道所。因此，在星期天

主日上午需要负责士乃教会的事工，下午在古来教会服事，傍晚在拉央

拉央新村牧养教会。

至一九六六年，古来教会将中华基督教会改名为「圣安德烈堂」。

在过去众神仆忠心的服事及牧养之下，教会不仅注重对内的信徒灵命装

备，对外的社会关怀服事及福音事工更不遗余力。

基督教长老会古来圣安德烈堂 
St. Andrew’s Presbyterian Church

87, Jalan Sultan, 81000 Kulai, Johor

158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古来圣安德烈堂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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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古来圣安德烈堂旧址

在往后的日子里，上

帝也不断呼召衪的忠仆推

动教会事工及牧养教会，

上帝将信主的人天天加给

教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

二十日，黎节姑娘因患癌

症，安息主怀。一九七七

年，路禧娟姑娘也因身体

健康欠佳，提前返回英国

退休，安享晚年。

现任牧者: 陈伟强传道

创建教会之宣教士: 

黎  节姑娘 1952-1967 

路禧娟姑娘 1952-1977 

联堂牧师: 林德兴牧师

历任牧者、传道芳名录:

林圭尊传道 1952-1954 

周书源传道 1960-1961 

黄瑞珍传道 1962-1962 

陈英贵传道 1963-1964 

章家霓传道 1965-1965 

郑温福传道 1966-1968 

吴振中传道 1968-1970 

吴秋凤传道 1971-1992 

林志川传道 1995-1995 

林志强传道 1996-1997 

陈玉龙传道 1997-1999

严雪莲传道 1999-2000

马多加传道 2000-2002 

赵振文传道 2004-2008 

吴永强传道 2009-2012 

陈丽慧传道 2009-2015 

叶爱珠传道 2015-2018 

陈伟强传道 2019-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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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长老会福音教会，原为

独立教会，名为：“圣经福音

基督教会”，在2016年10月份

开始成立。起初的异象是：“

遵照圣经，敬拜独一真神，恒

心顺服主耶稣，以传扬福音为

使命，并宣讲真道，施行圣

礼，装备圣徒，建立基督的身

体。”由卓敬胜传道在当中牧

养教会。

在2019年9月份，为了让教

会获得更好的管理方针，所以

正式加入长老会的体制，并改

名为长老会福音教会，并成为

长老会新山生命教会的子会，

谢忠华牧师也成为长老会福音

教会的摄理牧师。卓敬胜传道

在2020年7月离开长老会福音教会，2022年1月蓝钦耀传道加入长老会，

在长老会福音教会牧养。长老会福音教会还在筹备建立自己的聚会所，

所以目前暂时在长老会新山生命教会的聚会所进行主日崇拜。

现任牧者: 蓝钦耀传道

历任牧者: 

卓敬胜传道 2016-2020

蓝钦耀传道 2022-至今  

长老会福音教会 Gereja Presbyterian Evangelical
28A&B, 30A&B, 32A&B, Jalan Uda Utama 4/1, Bandar Uda Utama,  
81200, Johor Bahru,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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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大学城万民堂经由新加坡母堂主任廖启发牧

师于1994年8月14日开始了第一堂崇拜，同年聘请

了张伟新牧师成为全职的传道人。1996年, 万民堂

购买了一间店面。1999年，神透过一位姐妹的奉

献购买教会隔壁的店面，而后万民堂的空间

得以扩增至两间的店面。

2001年4月份在张伟新牧师的带领下，于

古来优美城开拓了优美城万民堂，感恩的是

优美城万民堂至今仍然继续的发展，并成为

完全独立自主的堂会。张伟新牧师于2008年

终卸任后。2009-2013则由萧志强执事以带职

的身份牧养教会，虽没有全职牧师，但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各事工

仍然继续的推动，出席崇拜人数也维持在八十人左右。

考虑到堂会需要一个属灵的遮盖，于2013年中通过会友的表决，万

民堂毅然的加入马来西亚长老大会这个大家庭，命名为大学城万民长老

教会。2014年初聘请了刘清水牧师成为教会的主任牧师并接纳了大专团

契。一直到刘牧师于2017年3月6日安息主怀后，事工则由当时的长执团

带领。2020年初，教会聘请了刘莉莉传道成为全职传道人以协助牧养教

会至今。

回顾过往，大学城万民堂从无到有，所经历的无非是让我们看到神

数不尽的恩典，也经历到神的应许从不落空，盼望大学城万民堂为福音

的缘故，直奔标杆，完成神所托付的大使命，阿们！

现任牧者: 刘莉莉传道

历任牧者:

张伟新牧师 1994-2008 

萧志强执事  2009-2013 

大学城万民长老教会 Gereja Presbyterian Wan Min
24&26, Jalan Kebudayaan 12, Taman Universiti, 81300 Skudai Johor

刘清水牧师 2014-2017 

刘莉莉传道 2020-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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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长老会士乃圣光教会于主历1998年3月1

日复兴植堂至今已有24年历史。当年经过新

山圣光堂长执会议决，通过士乃地区发展植

堂计划，先向某一业主租赁店屋作为发展福

音中心，同时邀请了彭秉民传道负责担任第

一任驻堂传道。经过一段时间后，因着神的

恩典，我们拥有两间属于自己的教会，作为

日后的固定聚会所，并命名为长老会士乃圣

光教会。 

感谢神的带领，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岁

月，几位历届驻堂传道及摄理牧师的教导下，士乃圣光教会日渐成长。

从发展福音中心，升为现在的士乃圣光宣道所。 

2020年疫情笼罩全世界，但神的恩典并没有离开属祂的教会。虽然

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期

间，士乃圣光教会无法

进行实体崇拜。林彦汉

传道在多方的协助下，

学习使用预录的方式，

准时在每个星期天早上

九点三十分开始播放预

录的线上崇拜。为了凝

聚弟兄姐妹，教会领袖

希望能透过ZOOM的方式与弟兄姐妹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尝试使用新科

技，正式转向使用ZOOM软体进行线上崇拜，以及每个星期三的祷告会、

星期五的读经会。 

由于林彦汉传道想要更深一层的认识神的话，提议需要到台湾华神

进修道硕，并于2021年12月正式提交呈辞。神的爱一直都在士乃圣光教

长老会士乃圣光教会 Presbyterian Senai Holy Light Church
1136, Jalan Senai Utama 2/4, Taman Senai Utama, 81400 Senai,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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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会，现阶段没有助堂传道的情况下，让现任的摄理牧师谢忠华牧师继续

祝福本教会。行动管制令已逐渐开放，于2022年5月8日士乃圣光教会正

式恢复实体崇拜，主日崇拜时间是每个星期天早上九点三十分进行。 

现任牧者: 谢忠华牧师 (摄理)

历任牧者:

彭秉民传道 1997-2006 

张国强传道 2007-2007 

彭秉民传道 2007-2008 

黄家斌传道 2008-2011

刘孝端牧师 2012-2014 

林彦汉传道 2016-2021 

163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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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堂会简介:

承蒙神的厚恩，来自新马两地的六间教会，包括：新山圣光堂、

新山生命教会、皇后圣光教会、峇株巴辖救恩堂、新加坡生命堂和新加

坡正道堂，联合植堂设立了“新山磐石长老教会”。各母堂既以共同异

象、扩展神永恒的国度、推动福音禾场事工、关怀老弱扶贫等目标作为

植堂之基础，并肩标竿。透过过去数月母堂六间教会的教牧同工，尽心

尽力地筹备和彼此配搭之下，藉着神满满的恩典，磐石教会的装修很快

竣工。二月十六日，磐石教会开始初次聚会，并于三月二十三日成功举

行“磐石教会成立感恩祟拜”。

磐石教会衷心诚邀母堂之教牧长执及其会友出席，共享荣美恩典的

重要时刻。感谢神，在出席人数方面，许多其他教会的教牧长执亦踊跃

报名，因此出席人数由原来估计的一百五十位，增至最终的二百二十七

位。二楼礼堂至三楼副堂的二百多个座位全部坐满，部分嘉宾更须要在

礼堂后方站着参加，藉此感谢各位的忍耐和谅解。一般地上建筑物的承

托关键在于其支柱，没有支柱房子便会倒榻。

如 圣 经 旧 约

新山磐石长老教会 Gereja Presbyterian Petra
59-01 & 02, Jln Setia Tropika 1/17, Setia Tropika, 81200 Johor Bahru, Johor

164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F区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F区



165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所记载，所罗门建造圣殿，也靠着门前左右二根柱——雅斤和波阿斯支

撑，但这并不是指物理学上的承托力，而是神建造和神能力的意思。

磐石长老教会之成立，相信并非偶然。人沒有权柄取替神的设立或

建造，唯有神的大能和应允才能完成，这乃是出于神的圣工，人沒有夸

口的余地。感谢神造就了磐石长老教会并赐下无数的恩典，若不是出于

神的怜悯和恩典，圣殿就失去了建造和承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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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一二七篇一节)

祈求神亲自雕这块磐石。求神的灵运行在磐石教会和各肢体当中，

成为力量之源头，建立坚固良好的根基，遵行神所托负的使命。同时也

赐磐石教会与六间母堂满有能力，携手传扬信望爱之福音，让世人认识

神就是爱和生命之始终。

求神大大使用磐石教会，令禾场开拓，不断收割，拯救在痛苦中呼

唤的灵魂。同时也让教会作神的工具，关怀老弱疾寡，以福音作为永不

枯竭的生命活水，成为別人的祝福，荣神益人。愿主的盐和光照遍Setia 

Tropika 以至万国全地，直到地极，阿门！

现任牧者: 许森然牧师

历任牧者: 

许森然牧师 2019-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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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回溯在1999年间，

新山圣光堂会正李九牧

师怀着宣教的热忱，在

母堂差传部的大力配合

推动下大学城圣光福音

站于2000年1月2日正式

展开宣教的生命历程 。

教会设立初期得到

母堂委派长执会代表陈成隆执事前来协助并成立了理事会，积极落实福

音站的口号“以耶稣基督的爱，做大学城的朋友” 。

垂听祷告的主在2003年为大学城福音站预备了牧者-许森然牧师前来

牧养群羊，于2003年5月18日晋升为堂会，大学城圣光教会正式成立  。

2004年6月6日大学城圣光教会长执会通过设立购堂小组，以备日后

搬迁至更合适的地点、容纳更多的会友一同敬拜。2008年年尾，长执会

同心决定购置新会所 ，并于同年11月5日成立建堂小组为新堂装修工程进

行规划，2008年12月7日的堂议会全体会友一致通过购买新会所，让我们

看见教会弟兄姐妹上下齐心 ，毅然决然地开步走这一条神迹之旅。

大学城圣光教会于2009年9月6日成功迁入新堂，迈入一个新的里

程碑，立志将福音带入社区成为有普世胸怀、活出真道及完成主命的教

会。一间教会的成就不在于其教堂能坐多少人，而是在于它能撒出多少

福音种子和培育多少福音果子。大学城圣光教会将继续为这大使命而奋

斗，深盼你也能成为这圣召的一份子。

现任牧者: 何绮云牧师 (摄理)

历任牧者:

黄颂平传道 2000-2000

许森然牧师 2003-2012

大学城圣光教会 Presbyterian Holy Light Taman U
No. 35 & 37, Jalan Utama 44, Taman Mutiara Rini, 81300 Skudai, Johor

廖靖伟牧师 2013-2016

张维强传道 2018-2019                                                             

陈丽明传道 2006-2008

余秋翠传道 20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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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于1989年，新山圣光堂长执们领受从神而来的异象与感动，便开始

在TAMAN PERLING借用王连春夫妇的居

所为聚会点，并由黄亚伦牧师带领每次

的聚会。1992年，新山圣光堂委派何绮

云牧师(当时为传道)前来协助儿童圣工

与每周的查经祷告会。

在短短几年内，来到1996年之际，

因人数日渐增长缘故，柏林宣道所便搬

迁至同社区的店屋。当时间推进至2002

年时，因在上帝的带领和感动之下，弟

兄姐妹被主的爱激励而做出的祷告和奉

献，使得柏林宣道所购得现今堂会所在

的地点。

圣光柏林宣道所最终于2007年8月

31日升格为堂会，正式成为长老会南部

区会属下的堂会。

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和权柄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又愿上帝继续坚固属祂的教会！

并继续使长老会南部区会在马来西亚南部为主所用！

现任牧者: 张洪境传道

历任牧者: 

何绮云牧师 1992-2015

张洪境传道 2017-至今

圣光柏林堂 Gereja Presbyterian Perling
No 519, Jalan Persisiran perling 1, Taman Perling, 81200 Johor Bahru,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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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1982年创立荣光宣道

所，租用新山马星花园双层

店屋作为聚会场所，由林国

泰传道前来负责进行开荒布

道，处于陌生的新区域里，

在没有任何会友及有限的资

源条件下，林传道默默的耕

耘，并进行个人布道和招收

一些学生为他们补习功课，

作为撒种的开始。

1 9 9 1年林传道卸任

前往台湾进修，1993年陈

秀琴传道担任本堂全职传

道，1995年会所搬迁至士古来公主花园之双层半独立房屋，2002年林德

兴牧师担任本堂全职教牧，同年陈秀琴传道离职前往外地事奉以及友宗

李雅梅传道前来本堂协助带领主日学及青少年事工为期一年。2003年迁

入士古来公主花园所租用的店屋楼上作为聚会场所，同年举行升堂礼及

设教20周年庆典。2008年林德兴牧师安息主怀，2010年迁入现今的新会

所位于士古来花圃花园Taman Pulai Flora，同时也开始成立差传拨款，

同年也邀请黄克南牧师协助本堂圣工，2017年黄克南牧师安息主怀。接

下来由长执及暂会正一起配搭协助教会。

现任牧者: 杨信实牧师 (摄理)

历任牧者:

林国泰传道 1982-1991 

陈秀琴传道 1991-2002

士古来荣光教会 Gereja Presbyterian Glory Skudai
38, Jalan Flora 1/10, Taman Pulai Flora, 81300 Johor Bahru, Johor

林德兴牧师 2002-2008

黄克南牧师 2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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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从1926年起就有会友在笨珍这个

小鱼村定居，后来在安礼逊牧师及会

友们的积极服事下，笨珍乐恩堂就这

样被建立起来，至今已有88年了。笨

珍乐恩堂可以说是见证了我国独立及

建国的路程和历史。

笨珍乐恩在1935就开办学校，积

极为笨珍这个小鱼村培育人才，虽然

在二战期间曾经停办，然而秉承着不

屈不挠的精神，长老会终于在华社的

合作下，于1951年开始复办。并在

1956年建立新校舍，继续为笨珍华社

造就人才，至今日乐山学校可说是笨

珍县家喻户晓的学校。

笨珍乐恩堂也因着孩子们成长的

需求开始不同的聚会如(主日崇拜，

四海读经班，儿童主日学，少年团

契，祷告会，喜乐团契)，透过这些

事工为主培育天国的军兵、为主得着

更多的迷失灵魂满足天父的心意。

现任牧者: 廖靖伟牧师

历任牧者:
安礼逊牧师 1926 

郑国安传道 1933  

吕砥山牧师 1946 

戴礼文夫妇 1952 

 

笨珍乐恩堂 Joyful Grace Presbyterian Church
Jalan Alsagoff, 82000 Pontian, Johor

笨珍乐恩堂现址

张占成传道 1963-1969 

郑温福牧师 1970-1990

吴振中牧师 1991-1994 

金嘉德传道 1991-1992 

彭秉民传道 2008-2011 

台  湾牧师 2015-2017 

廖靖伟牧师 2017-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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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长老会关丹荣恩堂会始于1978年6月由李华冠牧师合家前来开拓。

初时租用一间排屋作为聚会所。於1980年蒙长老会大会购下关丹花园角

头空店作为会所至今。81-83年蒙江贞钦牧师夫妇到来牧养，开拓幼稚 

园及托儿所。这期间也在达士花园设立达士佈道所(Taman Tas)，马兰

佈道站。黄循波牧师合家於1984年6月到来牧养直到2000年，16年艰辛

的牧养建立起教会的行政组织，并拓展教会，1991设立了英语崇拜聚

会，2002年英语堂会迁至新堂所。

2001年7月王振美牧师合家前来

牧养至2022年5月。这21年的日

子，神在当中带领荣恩

堂开始门徒培训、曾

文发传道是荣恩堂培

育的第一位传道人

(2012年)并在

G区: (彭亨州)

关丹荣恩堂会 Gereja Presbyterian Glorious Grace
71, Lorong Seri Kuantan 65, 25250 Kuantan, Pahang Darul Makmur

170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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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荣恩堂服事。经祷告後

在诸位长执们的认同和

支持下推动差传宣教的

事工。起初关心支持海

外缅甸、柬埔寨福音事

工，後期参与推动国内

原住民宣教事工、社区

关怀宣教的事工。关心

贫困、单亲群体，与全

人关怀成为伙伴，设立

陪读班及投入灾难紧急救援行动事工。

如今迈入第44年。愿上帝藉着南部区会的领导，在彭亨州继续扩张

宣教事工，荣神益人，高举主名。

现任牧者: 王端国牧师 (摄理)

历任牧者:

李华冠牧师 1978-1980

江贞钦牧师 1981-1983

黄循波牧师 1984-2000

吴厚俊牧师 2000-2001

王振美牧师 2001-2022

曾文发传道 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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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关丹老会圣恩堂的设立是在神奇妙的带领

下，由黄循波牧师邂逅杨忠彬牧师(新加坡长老会

圣恩堂琼语崇拜的牧师)“关丹海南人的同胞”开

始。1990年主办两晚的海南话布道会为开始，之后

就进行：1.召集组织筹委会条件如下: A.所有委员

无论来自中文或英文教会都欢迎，惟必须是海南籍

基督徒。B.所有委员必须对带领海南同胞信主有负

担。

感谢主！回应的教会共四间：长老会、卫理公

会、KUANTAN  CHAPEL，及GRACE CHARISMETIC.终

于成立一个五人的筹委会。布道会后的跟进小组：由新加坡长老会圣恩

堂海南语崇拜的乐龄会友小组，在杨忠彬牧师的率领下，每隔一周莅临

关丹主持聚会及进行探访工作。聚会地点：开始聚会时，是在吴多富长

老的府上，这样的家庭聚会进行了2至3年。继后借用神召会的聚会所。

聚会语言全都用海南话，对象是邀请海南籍主内基督徒的父母。得蒙免

费使用聚会所三年之久，经多方的祷告及商议为使关丹海南话事工能扎

根成长，必须拥有一个永久的会所来建立根基。于是杨忠彬牧师开始在

新加坡推动筹款，1997年新加坡圣恩堂长执会议决在关丹购买会所，於

1998年6月21日在现有的位置举行了献堂及开幕使用礼。发展直至2009年

才加入马来西亚长老会，堂会名称改为长老会关丹圣恩堂。并于2011年6

月26日圣恩堂升为堂会。

现任牧者: 韩现牧师 (摄理)

历任牧者:
由新加坡长老会圣恩堂前来摄理,加入马来来西亚长老会后

王振美牧师 2009-2022(摄理)

许雪花传道 2013-2015

关丹长老会圣恩堂 Gereja Presbyterian Holy Grace
 B-4, Jalan Air Puteh, Taman Tunas Manja, 25300 Kuantan, Pahang

曾文发传道	2016-2017

刘莉莉传道	2018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G区

首页 - 目录 -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 G区



173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堂会简介:

而连突长老教会01/01/2017始于家庭教

会，年中申请加入长老会；南部区会委派王端

国牧师、韩现牧师、林双来牧师和周永保长老

前往勘察。09/01/2018区会代表报告勘察结果

经区会常委讨论，接纳家庭教会加入长老会南

部区会，名为基督教而连突长老会。

南部区会常委委派荣恩堂王振美牧师摄

理，同时委派昔加末长老会(长执会主席：王端

国牧师)马六甲长老会(长执会主席：林来成牧

师)关丹荣恩堂(长执会主席：王振美牧师)三个

堂会督导而连突长老会教会运作。王振美牧师

和周永保长老于04/02/2018前往而连突，召开

而连突长老会第一次理事会议，议决物色聚会

地点、推动十一奉献和聘请传道人。

2019年聘得杨克蕊传道牧养，同年区会委

派王端国牧师摄理而连突长老会，而连突长老

会持续在昔加末长老会、马六甲长老会和关丹

荣恩堂的督导下运作。而连突长老会于2022年

五月份得区会允准，升格为宣道所，会友超过

28名，08/05/2022 在主日崇拜会中举行第一

届执事选举：杨克慈、杨克慧和陆伟祥中选为

而连突长老会第一届三位执事，督导教会的昔加末长老会周永保长老和

摄理王端国牧师组成而连突长老会第一届长执会。牧养而连突长老会的

杨克蕊传道将被举荐晋牧。

现任牧者: 杨克蕊传道

历任牧者: 杨克蕊传道 2017-至今

基督教而连突长老教会 Gereja Presbyterian Jerantut
 S146, Taman Intan, 27000 Jerantut, Pa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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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简介:

於1982年间由当时关丹荣恩堂江贞钦牧师推动在达士设立布道所。

现任牧者: 韩现牧师 (摄理)

历任牧者:

李雅梅传道 1983-1985 

陈淑芳传道 1985-1986 

颜焕科传道 1987-1988 

黄美云传道 1989-1991 

刘莉莉传道 2003-2012 

黄循波牧师 2015-2022 

关丹长老会达士宣道所 
Taman Tas Presbyterian Preaching Station
B14, Tingkat Bawah, Lorong Seri Damai Baru 16, Perubahan Damai Baru, 
25150 Kuantan, Pa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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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属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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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王振美牧师

曾文发传道

杨克蕊传道

G区: 彭亨州 (排名不分先后) 

牧会经历：
古晋婆罗洲基督教会 1987-1999
关丹荣恩堂会 2001-2022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1984-1987
新加坡神学院 1999-2001

“祝区会主恩满满，披荆斩棘扩展福音、 
  完成宣教使命，荣耀归於神。”

牧会经历：
八打灵布道中心 2000-2006
八打灵布道中心 2009-2011
吉隆坡甲洞马鲁里宣恩堂 2011-2017
基督教而连突长老教会  2018-至今

神学教育：
中华福音神学院 2006-2009

“一步一脚印、历主丰盛恩、且行且珍惜。”

牧会经历：
关丹荣恩堂  2009-2016
关丹圣恩堂 2016-2017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 2006-2007 
马来西亚神学院 2007-2009

“回顾南部区会过去的岁月点点滴滴，每个脚步每个脚印都有上主的带   
领和恩典，愿南部区会所留下的岁月痕迹和前面所将要走的每个脚步，  
不但让各个区域成为福音的据点，也让神学和主恩承载着每个福音事工
和教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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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绮云牧师

廖靖伟牧师

F区: 士古来. 笨珍及古来区域 (排名不分先后)

许森然牧师

牧会经历：
马来西亚学园传道会 1985-1987        
彭亨淡马鲁福音堂 1987-1988
彭亨淡马鲁福音堂 1992-1994
新山和平教会 1994-2001
大学城圣光教会 2002-2010
新山恩慈教会 2011-2018
新山磐石长老教会 2019-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88-1992
新加坡神学院  1996

“马来西亚长老大会南部   
  区会60周年纪念庆典， 
  谨祝: 
  弘扬主道，抢救灵魂!”

牧会经历：
新加坡CNEC大成教会 1978-1980
皇后圣光教会 1981-1988
新山圣光堂 1989-1993
圣光柏林堂  1993-2015
彼咯摄理牧师 2015-2019
大学城圣光摄理牧师 2021-现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74-1977
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 1988

“建立神国，广传福音，爱主爱人”

牧会经历：
麻北武吉甘蜜笃信圣经长老会 1988-2001
振林山圣道教会  2004-2010
士古来基督教会 2011-2012
陶苑(全人教育训练)
长老会大学城圣光教会  2012-2017
笨珍乐恩堂 2018-至今 

神学教育：
金链圣经灵修神学院  2012-2013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4-2016

“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腓立比书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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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云传道

江仁健牧师

谢忠华牧师

牧会经历：
新山生命教会 2009-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神学院 2005-2008

“祝贺南部区会满有主恩泽，续流主恩福!”

牧会经历：
皇后圣光教会 2015-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2011-2015

“区会长青，堂会复兴”

牧会经历：
马来西亚巴色会 2003-2005
新山圣光堂 2005-2007
圣道基督教会 2011-2012
皇后圣光教会 2019-2021 
协传培训中心 2022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99-2003
新加坡神学院 2013-2016

“六十已过延新梦，不忘初心宣福音。 
  区会各肢一条心，荣耀上主福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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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秀芳传道

林彦汉传道

刘淑敏传道

牧会经历：
长老会士乃圣光教会 2016-2021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2-2015

“60周年，承载60年上帝的恩典。 
  愿这60年恩典，激励大家为主继续向前。”

牧会经历：
皇后圣光教会 2022-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2019-2022

“感谢神过去的带领与保守，愿区会未来能合一为主，
  将神的祝福带给马来西亚。”

牧会经历：
新山圣光堂  2001-2012
圣光柏林教会  2017-2022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97-2001
台湾神学院  2010-2012
新加坡神学院  2012-2016

“爱主深，关系坚固；扎根深，生命更新；
  敬拜更新，传讲圣言；知行合一，荣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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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美里宣道堂 2011-2016
墨尔本恩典教会 2018-2021
新山恩慈教会 2017-2018，2021-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 2008-2011
 2016-2017 

“六十年传十架道，千万载承恩典路”

陈丽明传道

蓝钦耀传道

牧会经历：
哥打丁宜伯大尼基督教会 2016-2021 
长老会福音教会  2022-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3-2016

“愿长老会焚而不毁的信仰精神，继续彰显在南部区会， 
  在这末世的时代为主焚烧！”

牧会经历：
皇后圣光教会 1993-2000
大学城圣光堂 2007-2009
金宝长老会  2009-2016
皇后圣光教会 2016-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1989-1993
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 2003-2006 

“祝南部区会购买办事处顺利！ 
  带领区会众教会加强连接、大手牽小手。”

黄玉明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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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境传道

牧会经历：
新山生命教会 2022-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9-2021

“恭喜南部区会欢庆60周年，盼望接下来继续努力为主发光做盐。”

牧会经历：
柔佛再也異象基督教会 2014-2017
优美城異象基督教会 2018-2019
古来圣安德烈堂 2019-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2-2014

“高举十架，传主福音”

牧会经历：
圣光柏林堂 2017-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3-2016

“祝贺南部区会60周年纪念蒙恩：愿主继续扩张南部区会， 
  使区会得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荣神益人。”

覃永健传道

陈伟强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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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君传道

牧会经历：
长老会古来圣安德烈堂 2009-2015
世界福音动员会(OM) 2015-2021
ElShaddai Centre Berhad 2021-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2005-2010

“靠主恩,背十架；流泪撒种,持守主托； 
  同心同行,完成使命！越事奉,越甘甜!加油!”

牧会经历：
关丹达士宣道所  2003-2012
甘马挽宣道所(部分时间) 2015-2017
关丹圣恩堂(部分时间) 2018
万民长老教会  2020至今

神学教育：
沙巴神学院 1991-1992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1994-1996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05
台湾神学院 2013-2016

“祝南区更茁壮，更老炼；像一颗茂盛结果累累的树，彰显神的荣耀。”

牧会经历：
新山生命教会 2021-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神学院 2018-2020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马书10:15)

刘莉莉传道

陈丽慧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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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区: 新山及哥打丁宜区域 (排名不分先后)

杨信实牧师

牧会经历：
亚依淡长老教会 2010-2013
新山真理长老会  2014-2021
和气教会 2022-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神学院 2007-2010

“祝贺区会：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牧会经历：
救恩堂  1983-1997
新山大马堂  1997-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1979-1982
 1989-1992
台湾神学院 2015-2022

“永远以神的事为念。”

牧会经历：
麻坡活水堂 1981-1993
新山真理长老会 1995-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77-1981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1987-1988
台湾辅仁大学神学院 1993-1995
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 2008-2012

“踏著先贤的脚步，紧跟基督的心跳，胸怀炽热的异象， 
  扩展教会、得人如鱼。”

锺炜翔牧师

李婉娜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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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新山和平教会 2003-2007
新山圣光堂 2007-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99-2003
台湾神学院 2009-2012
台湾神学院进修 2016-至今

“耶和华是长老会南部区会的大牧者， 
  祂的恩典和供应是超过所求所想的。”

牧会经历：
永平堂  1989-2000
新山三一教会 2002-至今

神学教育：
香港建道神学院 1986-1989
信义宗神学院  2000-2002 

“愿南部区会与时并进，竭力扩展基督国度”

牧会经历：
救恩堂 1993-1997
新山大马堂  1997-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1992

“同心配搭，事工兴旺，操练灵命， 
  引人归主，结果累累，高举主名”

陈玉叶牧师

林双来牧师

刘建邦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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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牧养教会 1989-2004
华传机构 2004-至今
活石教会(顾问/摄理) 2014-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97-1999 

“为南部区会过去60年蒙神使用感恩， 
  也愿神赐更大的恩典与力量，成全福音使命到地极！”

牧会经历：
新山和平长老教会  2004-2016
新山基督教爱德长老教会 2017-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00-2004
台湾神学院 2009-2012

“共融高举主真道  更新承继大使命 ”

牧会经历：
新山长老会和平教会 2000-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1996-2000
新加坡神学院  2001-2003
台湾神学院 2012,2019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 
  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欣。”(诗篇5:11)

林俊仁牧师

黄百友牧师

郑玉凤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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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拉美士长老会 2015-2020
圣光百合长老会 2021-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2-2015

“愿神赐福长老会南部区会，连结各堂会、 
  推广福音工作，使教会得到复兴。”

牧会经历：
新生命长老会 2016-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01-2005

“祝南部区会60周年蒙恩，愿上帝继续恩待引领， 
  各堂会携手传扬天国福音，转化社会。”

牧会经历：
新山大马堂 2016-2022

神学教育：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2013-2016

“祝南部区会60周年蒙恩！感谢三一上帝60年恩待引领， 
  愿未来的日子继续信靠主的恩典仰望前行！”

锺必欣传道

卢锦娇传道

江文龙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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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新山大马堂 2013-至今

神学教育：
台湾神学院 2009-2013

“愿长老会继续在我国这片土地深耕建造，成为未识者的祝福！”

牧会经历：
居銮佳音堂 1992-1996
新山真理长老教会 1997-2022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88-1993

“南部区会各教会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继续为主发光， 
  在宣教的禾场满足神的心意。”

牧会经历：
新山圣光堂 2021-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8-2020

“主恩满溢，绵延不绝！”

朱黛晶传道

房坤蓉传道

陈美玲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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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区 新山及哥打丁宜区域: 教牧简介(排名不分先后) 牧会经历：
穷人福音团契(宣教机构) 1994-2000 
拉央拉央宣道所  2004-2006 
新山真理长老会  2009-2013 
东亚宣教  2014 
新山圣光堂  2015-2019 
麻坡活水堂  2020 
哥打丁宜真道堂  2021 
柔宣教会  2022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08-2012

“祝愿长老会接棒历代先贤精神,续为大使命大展上帝的宏图”

牧会经历：
金宝卫理公会 2005
甲洞宣恩堂 2006-2010
首邦第一浸信会 2010-2011
文良港福音堂 2011-2015
和平长老教会 2015-2019
新山圣光堂 2019-2021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00-2005 

“福音广传,荣神益人”

牧会经历：
新山三一长老教会 2021-至今

神学教育：
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 2018-2021

“祝愿长老会南部区会继续为主火热宣教， 
  使福音遍满马来西亚和世界地极。”

陆美英传道

邱秀玲传道

陈德华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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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救恩堂  1979-1989
新山和平长老教会  1991-1994
新山三一教会(义务传道)  2002-2022
博爱辅导中心(新山分会) 1994-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76-1979
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 1989-1991

“回顾过去，数算恩典，主是现在，盼望将来。 
  愿区会属下的教会成为神荣耀的居所，蒙神赐福的器皿。”

牧会经历：
新山异象基督教会  2017-2021
(美乐母堂) 
新山真理长老会 2022-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2015-2017

“神賜福一甲子，在我们的路径滴下脂油。 
  我们感恩，也求主继续施恩赐福。”

蔡晓康传道

潘玛莉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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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亚依淡堂 1987-2010
救恩堂 2011
峇株喜乐堂 2012-2020
摄理教会 2021-至今

神学教育：
金链圣经灵修神学院 1980-1984
三一神学院   1988-1990
新加坡神学院 1997-2000
台湾神学院 2009-2012

“一甲子恩福，涌流不息。灌溉遍教会，荣耀主名。”

牧会经历：
居銮佳音堂 2010-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2007-2010

“主恩满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牧会经历：
居銮佳音堂 2013-至今

神学教育：
台湾神学院 2015-2021

“南区区会设会60周年都是主恩典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 
  径都滴下脂油。』(诗篇 65:11)
  在往後的日子，「上帝能照著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 
  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 
  著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弗所书 3:20-21)”

D区: 居銮及巴罗附近区域 (排名不分先后)

李继尧牧师

陈月梅牧师

韩现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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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救恩堂 2010-2012
平安教会 2012-至今

神学教育：
台湾神学院 2007-2010

“欢庆南区60大喜悦，教会蒙福新展望，福音兴旺传遍地。”

牧会经历：
佳美堂        1982-2006
居銮生命堂 2006-2012
平安教会     2014-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1979-1982

“兴起为耶稣”

牧会经历：
救恩堂 2007-2020
居銮生命堂 2020-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2004-2007

“恭喜区会60岁了，愿神继续保守每一届的常委同心合一的服事。”
谢全福牧师

袁承惠传道

袁明杰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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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巴罗仁爱堂 2017-2019
佳美堂 2020-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3-2017 

“祝福南马区会能够为主发光，广传福音，建立教会，荣神益人。”

C区: 永平,亚依淡,彼咯,昔加末及永平新邦区域 (排名不分先后) 

陈启成传道

牧会经历：
新邦令金荣美堂 2009-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99-2000

“同心配搭，事工兴旺，操练灵命， 
  引人归主，结果累累，高举主名”

王端国牧师

李业顺传道

牧会经历：
新邦令金长老会 2019-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6-2019

““疫”心“疫”意冲破疫情；主心主意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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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昔加末长老教会 2013-2020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神学院 2011-2013

“主恩永在”

牧会经历：
佳音堂  2005-2018
亚依淡堂 2013-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2-2013

“为主勤得人，门徒满天下。为主总动员， 
  会众齐呼应。为主无所留，唯得主称赞。”

叶志康牧师

余贵兴传道

牧会经历：
永平堂 2003-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99-2003
台湾神学院 2009-2012

“尽心竭力服事主，同心协力耀主名”张昌萍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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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根登卫理布道所 2014-2018 
双溪热力基督教会 2018-2019   
自由传道 2019-2020
拉美士长老会 2021-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1-2014

“《恩泽永流》恩情似海深，沛降福泽雨；
              永流南园苑，上帝眷流户。”

阮晓翠传道

牧会经历：
永平堂 2012-2016
新港  2017-2019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2008-2012

“愿上帝继续带领区会前面的道路，愿颂赞荣耀归于上帝， 
  使区会成为上帝子民的祝福。”

陈芳琴传道

牧会经历：
新港教会  1992-1995
新港教会  2002-2010
巴罗仁爱堂 2011-2013
新港教会  2020-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1988-1992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8-2021

“勇往直前，永守忠心”

李秀明传道

首页 - 目录 - 牧者简介 - C区

首页 - 目录 - 牧者简介 - C区



195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B区:   株巴辖区域 (排名不分先后) 

牧会经历：
峇株巴辖颂恩教会 1987-1989
中国信徒布道会 1998-2007
信义会十一里堂 2008-2011
信义会士毛月堂 2012
吉隆坡长老会原道堂 2013-2021
救恩堂 2022-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85-1989
马来西亚神学院 2012-2014

“兴旺再兴旺,福音再广传,植堂再增加”

牧会经历：
亚依淡堂 1981-1984 
新邦令金荣美教会 1984-1987 
救恩堂 1990-1994 
高等院校院长/同时协助峇株恩典堂, 1997-2006
巴罗长老会，亚依淡堂 
神学教育  2006-2022 
香港世界华文学院东南亚事工主任 2006-2015
国际使命圣经学院院长 2016-至今 

李政福牧师

施德清牧师

“以基督为首、以使命为本，忠于主的托付，完成上帝大业! 
  (徒徒行传20:24)”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77-1981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东南亚神学研究院 
1988-1991
美国正道福音神学院 
1995-1996)

牧会经历：
彼咯宣道所 2018-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2-2014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7

“同来欢庆！同颂主恩！同心赞美！同荣主名！”
萧丽萍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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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沙巴圣公会圣巴特佳音堂 1991-1993
居銮佳音堂 1994-2003
新邦令金荣美堂 2004-2005
佳美堂 2006-2016
龙引宣道所 2019-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87-1991

“衷心的祝福,南区靠主恩,不断的突破, 
  福音传四周,荣神又益人,荣耀都归主”

牧会经历：
霹雳州金宝福音堂 2002-2010
华文教会/安顺福音中心
苏雅喜乐教会 2013-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1998-2002 
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 2005-2010 
新加坡神学院 2012-2022 

“区会迎来60岁的生日，祝愿未来继续成为吾宗及全马教会的祝福。”

张美灵牧师

杨浩翰传道

牧会经历：
永平堂  2004-2013
恩典堂  2014-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2001-2004

“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杨节制牧师

首页 - 目录 - 牧者简介 - B区

首页 - 目录 - 牧者简介 - B区



197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牧会经历：
峇株巴辖恩典堂 2020-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2017-2020

“愿南部区会继续成为众教会的祝福”

牧会经历：
喜乐堂 2004-2008
 2022-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1991，2005 

“愿神继续重用长老会南部区会，引领众教会为主发光做盐。”

牧会经历：
救恩堂 2018-至今

神学教育：
台湾玉山神学院 2014-2018 

“愿上帝继续带领区会前面的道路，愿颂赞荣耀归于上帝， 
  使区会成为上帝子民的祝福。”

林    望传道

黄志良传道

林建良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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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区: 马六甲及麻坡区域 (排名不分先后) 

牧会经历：
居銮佳音堂  2005-2015
居銮生命堂  2016-2020
麻坡活水堂  2021-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2002-2005
台湾神学院  2009-2012

“共创神国一甲子、广传福音千万代。”

牧会经历：
麻坡加利利堂 1991-1997
昔加末长老教会 1997-2012
麻坡新加望教会 2012-2020
麻坡加利利堂 2021-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1987-1990
  1993-1995

“主恩泽溢满南部，永流真理续传扬。”

牧会经历：
马六甲长老会 2004-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神学院 2009-2013

“展翅上腾.拓展神国。”

熊豪强牧师

练雅文牧师

邱斯洁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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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学园传道会 1989-1995
马六甲长老会 2000-2006
长老大会 2010-至今
马六甲长老会 2020-至今

神学教育：
台湾神学院 2012-2018

“祝贺南部区会成为教会复兴的一大祝福！”

牧会经历：
吉隆坡原道堂 2014-2017
麻坡三一堂 2018-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0-2013

“祝长老会南部区会60周年纪念； 
  蒙神浩大恩典, 为主竭诚摆上，荣神益人。”

牧会经历：
巴冬堂  2014-至今
麻坡三一堂 2021-至今

神学教育：
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 2007-2010

“祝愿南部区会忠于主所托，齐心完成大使命。”

彭丽珠牧师

李房友牧师

黎陛珠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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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麻坡加利利堂 1997-2014
 2017-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93-1997

“主恩当颂赞，主爱当宣扬，主名当高举，荣耀全归主！”

牧会经历：
麻坡恩典长老会 2014-至今

神学教育：
新加坡金链灵修神学院 2011-2014
马来西亚神学院 2017-2020

“忠心祝福 南部区迈入六十周年， 
  靠主前行！勇往直前！主恩满溢！主恩伴随！”

牧会经历：
基督教芙蓉长老会 2015-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神学院 2012-2014 

“主恩满溢，教会振兴，再接再厉，拓展神国”

郑兴吉传道

邱爱蒂传道

陈美芳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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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麻坡活水堂  2017-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3-2016

“祝贺南部区会已60周年，在世做光做盐，荣耀神的名。”

牧会经历：
基督教芙蓉长老会 2022-至今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神学院 2018-2021

“广传福音, 得人如鱼, 作光作盐, 荣神益人”

陈美珍传道

林亚弟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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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牧者简介 (排名不分先后) 

牧会经历：
永平堂  1974-1983
关丹荣恩堂  1984-1999
登嘉楼堂  2000-2003
麻坡活水堂  2004-2011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66-1969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60周年纪念庆典， 
  谨祝:弘扬主道，抢救灵魂!”

牧会经历：
马来西亚学园传道会 1980-1990
麻坡活水堂 1994-2000
马来西亚神学院 2002-2021

神学教育：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1991-1994
东南亚神学研究院  2001-2002
东南亚神学研究院  2010-2016

“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牧会经历：
麻坡三一堂 1978-1997
 2012-2017

神学教育：
新加坡神学院  1969-1973

“愿上帝继续看顾南部区会的圣工， 
  只有神的看顾建造才不枉然劳力警醒。”

黄循波牧师

郑亨平牧师

陈丽霞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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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
吉兰丹长老会,哇加峇汝长老会, 
话望生宣道所, 
吉赖宣道所,金三角宣教 1967-1969                                                                                                                                        
圣光堂，柏林圣光堂, 1997-2007
大学城圣光堂,士乃宣道所 
笨珍乐恩堂 2008-2012

神学教育：
三一神学院 1963-1966

“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

彭秉民传道

牧会经历：
古來圣安德烈堂  1968-1971
登嘉楼堂  1972-1985
笨珍乐恩堂  1986-1990; 1995-2004
巴罗仁爱堂  1991-1994
丰盛港宣道所  2005-2008
2012年退休

神学教育：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1967; 1984

“要扩张你帳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 
  (以赛亚书54:2)”

吴振中牧师

牧会经历：
台湾恒春信义会 1975-1976
亚依淡堂  1976-1980
救恩堂  1980-1986
台湾门诺会大同教会 1989-1999
救恩堂  1999-2015
救恩堂  2017-2020

神学教育：
台湾中台神学院 1971-1975

“南马区会六十周年，领导教会不懒不閒 
  教会兴旺蒙福绵延，拓展神国继续向前”

颜文渠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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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会经历(共39年)：
马六甲长老会  1979-2018

“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总是主的人，因此让我们南部区 
  会常委会在庆祝60周年之际，把握良机切实地彼此相爱，以团队的精 
  神“群策群力，再接再厉”；

  建立真正无墙教会，实践圣爱诫命，并脚踏实地地进入人群， 
  彰显主爱；

  且继奔赛程，直到主荣耀再临(参阅希伯来书12:1-2)。”

牧会经历：
加亨嘉恩堂  1967-1995
居銮佳音堂  1997-1998
拉央拉央宣道所  1999-2002
自由传道  2002-2009

神学教育：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1964-1967

“主恩当颂赞，主爱当宣扬，主名当高举，荣耀全归主！”

林来成牧师

林秀然传道

马多加传道

牧会经历：
古来圣安德烈堂 2001-2002 
加享嘉恩堂    2003-2009 
占美布道所    2011 
拉央拉央宣道所   2012-2013

神学教育：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旁听) 
浸信会神学院(证书) 
马来西亚神学院(特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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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马

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召

开第六十届年议会，此年议会是南

部区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线上年议

会，共一百八十三人出席，当中有

一百五十九人是正式议员，创下马

来西亚长老会线上年议会的历史。

长老会在马来西亚设教一百

四十年，至今设有一百四十一间

教会(不包括六间附属教会)，洁名

会友一万四千五百名。这一百四十

一间教会分别隶属于四个区会，即

南部区会，西部区会，北部区会及

英语区会。当中，南部区会是马来

西亚长老会属下四个区会中，人数

最多，组织最庞大的区会。南部区

会属下有六十五间教会，分布在柔

佛、马六甲、彭亨、沙巴；西部区

会属下有二十八间教会，分布在吉

南部区会第六十届年议会

159人线上投票 报道：陈幼心传道

隆坡、雪兰莪、霹雳、槟城；北部

区会有十一间教会，分布在登嘉楼

及吉兰丹；英语区会属下则有三十

七间教会，当中有十七间是国语教

会。

作为长老大会属下人数及组

206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南部区会第六十届年议会全体照。

会正黄百友牧师淡定的带领线上年议会
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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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最庞大的区会，南部区会此次

Zoom云视频线上第六十届年议会顺

利进行，意义格外深重。

此前，因新冠肺炎疫情缘故，

长老大会首先于今年六月二十九日

(二)，晚上八时至十一时顺利举行

《常委扩大会议》，共五十六位长

老大会常委及区会常委出席。由于

区会每年都需要召开各区的年议

会，因此，今年十月三十日，英语

区会举行线上第三十一届年议会，

共七十五人出席(《天火》第106

期34页报道)。随

后，今年十一月十

六日，北区会正召

开线上年议会，共

三十一人出席(《天

火》第106期36页报

道)

此项南部区会

年议会预定早上九时开始。当天早

上八时半，议员陆续进入视频会议

室，但由于人数众多，网络有欠顺

畅，导致年议会在大约九时半才得

以进行。

会正勉励重思“更新”与“

合一”

年议会开幕礼以祷告及敬拜赞

美为开始，随后，南部区会会正黄

百友牧师透过马太福音十六1-4与

众议员一同思考“神——疫启的征

兆”信息。黄百友牧师指出，我们

现今正处在无基督的时代，自我主

义中多元主义思潮正影响人们的生

活，世界迫切需要福音，长老教会

尤其需要“更新”和“合一”。

在“更新”方面，黄百友牧师

指出，长老会需要重思让世人“听

李业顺传道首次
参加年议会，受
到大家的欢迎。

代书记李继尧牧师忠心的完成书
记在线上年议会中的任务。

大会总干事林家浩长
老也全程参与年议会

的进行。

在会议总
部的部分
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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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福音之谋略，也需要“掌握”

网络世界之谋略。在“合一”方

面，黄牧师则指出，长老会堂会有

自主性的特色，但唯有共融(在基

督里建立伙伴关系)和共承(共同承

担使命)，长老会才能达成使命。

黄百友牧师也指出，堂会、区会常

委会、大会常委会是使命的共同成

全者，疫情征兆启示了神的心意，

我们既然看见了，就当委身回应

神。

线上投票选出新常委

会正黄百友牧师在开幕致词

后，继续主持年议会的各项议程，

首先进行的是选举第六十届及六十

一届南部区会副会正，“正副书

记”，财政及十六位常委。在一百

五十九位正式议员的投票下，经过

一小时半的云视频Zoom轮询Poll-

ing的选举后，各重要职位陆续出

炉，以下是选举结果：

副会正 : 刘建邦牧师

书记 : 李继尧牧师

副书记 : 谢忠华牧师

财政 : 袁明献长老

常委牧师代表(六位)：

王端国牧师，杨节制牧师，

熊豪强牧师，韩现牧师，

张昌萍牧师，江仁健牧师。 

     

常委长老代表(八位)：

张长国长老，李异鸣长老，

周永保长老，韩超江长老，

陈国安长老，周毓宽长老，

黄桂娣长老，林俊雄长老。

值得一提的是，区会常委为

了让年议会的线上投票顺利进行，

在一星期前还特意安排议员们示范

投票，真是做足预备功夫，用心十

足。

南区首位连任会正

在选举名单出炉以后，会正黄

百友牧师也主持南部区会第六十至

六十一届常委就职礼。去年的年议

会上，南部区会一如既往，在常委

会改选的前一年预选会正，因此，

南部区会已经在第五十九届年议会

中(二〇一九年)，选出第六十及六

十一届南部区会会正，中选的是黄

百友牧师。

值得一提的是，黄百友牧师也

是长老会在二〇一八年，第四十四

届年议会上修改法规以来，首位蝉

出炉的新一届南部区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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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南部区会会正。二〇一八年，

第四十四届长老会年议会上，众议

员以一百三十九张赞成票通过修改

法规(第四十五条一则、四十五条

七则及五十四条一则)，准许会正

可以连选连任，最多两个任期(共

四年)。(有关报道刊于二〇一八年

六月号《天火》)

除了选出第六十届及六十一

届南部区会常委，本届年议会也选

出各事工组委员，包括：儿童主日

学事工组、少年事工组、青年事工

组、姐妹事工组、乐龄事工组、社

会关怀事工组、圣乐事工组、教会

增长组、以及神学延伸课程。这九

个事工组是推动大会及区会联合事

工的主要推手。

余贵兴登台讲道

中午十一时四十分，在区会常

余贵兴传道透过马太福音二十八

18-20，以“大使命与门徒训练”

为题传讲信息。首先，余传道与众

议员一同深入思考大使命的性质 

(十八节)，随后再指出绝对与精确

的执行大使命任务的重要性(二十

节下)，军令的真实内容(十九节至

二十节上)，以及达成大使命的目

标，即门徒训练。

余贵兴传道指出，主耶稣颁布

的大使命不是一个大建议，而是一

场持久战役的军令。这军令必须精

确地被理解，并绝对的遵从，才得

经历主的同在。大使命的核心目标

不是“去”，不是“洗礼”，也不

是“教导”，而是“使人成为主门

徒”。要成为主的门徒，牵涉到生

命深层的改变，并非一件易事。因

此，教会必须建立一套较完善的本

土化门徒训练系统，以完成主的命

令。

李房友登台讲道

在余贵兴传道登台讲道后，

余贵兴传道登台讲道，讲题是“大使命
与门徒训练“。

李房友传道登台讲道。

委及事工委员改选顺利完成后，年

议会进入另一项议程，即余贵兴传

道及李房友传道登台讲道。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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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房友传道也透过阿摩司书九1- 

15，以“神对教会的审判与拯救”

为题，传讲神的话语。信息中，李

传道先简介阿摩司的背景，随后传

讲阿摩司宣告神的审判(九1-4)，

宣告神的全能(九5-6)，宣告神的

警告(九7-10)，宣告神的救恩(九

11-15)。

最后，李房友传道指出，阿

摩司书9章提醒教会必须建立圣洁

的榜样，好怜悯，行公义。若教会

愿意真心认罪悔改，远离罪恶归向

神，神必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

教会所犯的罪，并赐下所应许的救

恩。他指出，神将复兴教会，让教

会恢复光和盐的本质，教会的敬拜

和事工将蒙神悦纳。

在余贵兴传道及李房友传道

登台讲道后，评审小组组长刘建邦

牧师指出，两位登台讲道的传道都

对信息内容有充分准备，对时间的

掌握也恰到好处，与会众也有眼神

接触，只是应用方面有待加强。同

时，刘建邦牧师也宣布两位传道的

登台讲道即席通过。

大会会正呼吁紧密配合

在两位传道登台讲道后，大会

会正王端国牧师及大会总干事林家

浩长老也在会上致词，分享长老大

会的事工需要。

大会会正王端国牧师在致词时

指出，二〇一九年至二〇二〇年

的两年间，南部区会举办过出色

的聚会和活动，包括唐崇荣牧师

布道会，大型少年营，甚至在疫 

情 期 间 主 催 “ 全 民 动 员 抵 挡 

Covid-19基金”筹募，出版《本土

圣诗集》，这些都为教会、社会社

区带来震撼。

同时，会正王端国牧师也呼

吁区会议员与大会紧密配合，因为

过去在大会与区会的美好配搭下，

已经结出一串又一串的佳美果实。

最后，王牧师也分享未来几年内，

与大会区会有关连的重要信息，包

括：新加坡长老会二〇二二年举办

《生命共同体》宣教营、台湾几

个中会预备和我们建立宣教伙伴

关系、长老大会的新网页近期启 

用、以及成立“大会产业投资智囊

团”。(参本期第2页会正的话)

总干事分享无墙教会报告

在大会会正王端国牧师致词

后，大会总干事林家浩长老在年议

会中也特别向议员们分享无墙教会

的进展。林家浩长老指出，长老大

会在二〇一〇年时，洁名会友是

10000人；二〇一九年，洁名会友

是14584人，因此，在这九年中，

洁名会友增加4584人。此外，在

教会植堂方面，全马长老会二〇一

一年至今共增加二十九间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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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南部区会十一间，西部区会

六间，北部区会一间，英语区会三

间，马来语教会八间，因教育制度

实况，受英语教育者减少，英语区

会有青黄不接之处，这期间有两间

英语教会关闭。同时马来语教会增

长快，有凌驾英语聚会之势。

此外，总干事配合南部区会会

正黄百友牧师开幕礼致词的信息指

出，长老会在堂会自主特色中，需

要有共融(在基督里建立伙伴关系)

才能带来“量”的增长，也需要共

承(共同承担使命)才能带来“质”

的增长，如此才能达成神给我们的

使命。

最后，总干事分享马来西亚基

督教联合会(CFM)的组织架构，诠

释马来西亚基督教协进会(CCM)所

扮演的角色，并呼吁作为马来西亚

基督教协进会一份子的长老教会关

心CCM事工，尽大会会员的责任，

奉献支持CCM事工。

会议历时八小时

下午二时十分，年议会在午

休半小时后复会，进行各项事工报

告，包括陈国安长老作财政报告及

财政预算案报告，李婉娜牧师作姐

妹事工组报告，锺炜翔牧师作主日

学事工组报告，李房友传道作青年

事工组报告，江仁健牧师作少年事

工组报告，余贵兴传道作社会关怀

组报告，叶志康牧师作乐龄事工

组报告，袁承惠传道作圣乐事工组

报告，周毓宽长老作教会增长组报

告，杨信实牧师作神学延伸课程报

告。

报告以后，年议会也进行提案

讨论，并委派二〇二一年南区各堂

所摄理牧师。

接近下午五时，年议会在拍

下全体照的这历史性一刻后，副会

正刘建邦牧师在闭幕礼中勉励议员

们不要只顾自己堂会的事，也要顾

区会，大会的事工。至此，因疫情

首开先例，历时八小时的线上南部

区会第六十届年议会也划上完美

句点，当议员们一个个离开视频会

议，南部区会“大手牵小手”的实

践就落实在各自的堂会里。

杨信实牧师报告《延伸课
程》的进展。

369，789这两组数字有什么
含义呢？余贵兴传道在社关
事工组报告时揭晓了答案。

江仁健牧师向议员推介少
年事工组主办的线上圣诞
布道会。

副会正刘建邦牧师主持
闭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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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九日(二)

，马来西亚长老会在Zoom

云视讯召开南部区会第六十一届年

议会，这是南部区会自新冠疫情以

来，第二次召开线上年议会。本届

年议会通过一项重要提案，即议决

购置产业，作为南部区会办公中

心。这议决使南部区会十来年的讨

论有了定案，同时使成立六十一年

的南部区会跨前一步，进入新的里

程碑。

这提案在122人(76%)赞成，37

人(24%)不赞成下通过，继提案获

得通过后，南部区会将在十月二十

五日的大会常委会会议上，提呈此

计划书，并寻求大会常委会通过，

以发函给大会属下其他三个区会。

在会正黄百友牧师主持下，

本届年议会在尾声的临时动议时

南部区会第六十一届年议会

议决购买行政楼 报道：陈幼心传道

段，“预购南部区会行政楼/办事

处小组”向议员们报告，南部区会

常委一致同意购买区会办事处，但

该小组期望此项目能获得多数议员

的认同及祝福，使整个区会群策群

力，同心成就购买计划。因此，该

小组在年议会分享及接受议员的提

问后，让议员公开表决。

“预购南部区会行政楼/办事

处小组”委员包括：陈国安长老 

(主席)，谢忠华牧师(文书)，刘建

邦牧师，袁明献长老，张长国长

老。

长远目标的策略

委员会主席陈国安长老在年

议会上指出，南部区会购置产业作

为区会中心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将来

的长远目标，让区会有代表性的据

212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共有189人出席南部区会
第六十一届年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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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区会历届常委名单】

点，同时有长远的行政规划，投资

产业以增加收入。因此，委员属意

的产业地点必须显著(大路旁)，交

通方便，发展潜能大(可收店租)，

可考虑植堂。

主席陈国安长老继续指出，

委员们一致认同购买一栋三层楼店

屋，三层楼的用途规划为：底楼出

租，二楼出租或教会植堂，三楼为

区会办事处。建议区域包括：新山

的Setia Tropika, Nusa Jaya，士

乃，古来等。价格在马币两百万或

以下。为了购买店屋，区会将进行

筹款，而不向银行借贷。若届时筹

款数额不足，将建议向各教会或其

会友申请免息贷款。

随着此提案获得议员们的认

同，该小组将着手筹款及后续工

作。

分三阶段筹马币二百万

陈国安长老指出，整个筹款

计划分三阶段，祈盼在二〇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筹得二百万。这三阶段

是：

第一阶段：

向南部区会及大会属下各

区的堂会发函筹款目标：五十

万，时段：三个月(1/11/2021-

31/1/2022)

第二阶段：

向南部区会各堂会会友发函

筹款目标：一百万，时段：六个月

(1/11/2021-30/4/2022)

第三阶段：

向马新同宗教会及私人界发函

筹款目标：五十万，时段：三个月

(1/2/2022-30/4/2022)

更新共融扩展教会

通过以上标志性提案的年议会

是在十月十九日早上九时半召开。

在这项南部区会年议会的开幕

礼上，书记点名和敬拜赞美后，会

正黄百友牧师以使徒行传十五1-31

传讲“更新共融——扩展教会的境

界”信息。

213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陈国安长老(右下)分享
购置南部区会行政楼的

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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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黄牧师指出，“理解真

理非等同真理”，教会必须区分真

理和对真理的理解是有分别的，真

理是不变的，但人对真理的理解会

变，例如大公教会的传统不等同真

理，它乃是承载历代基督徒对真理

的理解和共同见证。

接着，黄牧师表示，我们必

须“存谦卑的心向真理敞开”。圣

经是神唯一和终末的启示(再也没

有别的启示)，大公教会的传统经

过历代教会对真理的严谨思考反

省，是经时间验证的共同信仰告

白。在这根基上，我们应以谦卑的

心向真理敞开，顺服圣灵介入教

会，更新教会对神启示(圣经)的理

解和实践，因为宗教改革的精神就

是不断改革与革新。

然而黄牧师也指出，这并不表

示我们放弃传统，我们乃是更新传

统。教会若放弃大公教会历代基督

徒对真理理解的共同见证，教会只

是在没有历史验证下认识真理。另

一方面，教会若将大公教会传统等

同真理，今日的教会就无法在传统

中继续认识真理，与真理相遇，被

真理更新。

最后，会正黄百友牧师引

用基督教学者雅羅斯拉夫•帕

利坎(Jaroslav Jan Pelikan 

Jr.) 的话：“传统是死人留

下的活信仰，传统主义是活人

的死信仰”(Tradition is the  

living faith of the dead; tra-

ditionalism is the dead faith 

of the living.)。他说，所谓“

传统主义”即将教会传统神圣化，

等同真理，这造成对教会的危害，

中世纪的教会史就充满了这方面的

例子。因此，他勉励所有议员们一

同“更新共融——扩展教会的境

界”。

刘建邦牧师中选会正

开幕致辞后，会正黄百友牧师

特别欢迎首次出席年议会的各堂所

代表，并向两位退休的教牧(颜文

渠牧师及潘玛莉传道)表达谢意，

南部区会会正黄百友牧师在开幕礼中勉励议
员们“更新共融”。

刘建邦牧师中选为南部区会第六十二届及六
十三届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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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他们过去对长老会的付出与委

身。颜文渠牧师在本宗事奉服侍三

十年(亚依淡堂，峇株巴辖救恩堂)

，潘玛莉传道则在本宗服侍十三年

(峇株救恩堂，和平教会，三一教

会)。

随后，黄百友牧师主持南部

区会第六十二届及六十三届会正选

举，来自新山圣光堂的刘建邦牧师

在155票(94%)议员的赞成下高票中

选为会正，众望所归。

刘建邦牧师生于柔佛永平，是

一名酒店烘焙师，一九九三年发生

车祸，隔年信主。刘牧师二〇〇三

在新加坡神学院毕业，随后在新山

和平教会牧养四年。二〇〇七年，

他被新山圣光堂邀聘担任青少年传

道，二〇一〇年被按立为牧师。刘

建邦牧师曾参与长老大会国内外宣

教和文字事工组，事奉资历丰富。

他也是南部区会现任副会正。

黎陛珠传道登台讲道

选出南部区会会正后，接着，

会正黄百友牧师感谢颜文渠牧师(左)在本宗
的服侍。

会正黄百友牧师感谢潘玛莉传道(左)在本宗
的服侍。

黎陛珠传道登台传讲“拆毁与更新，
皆是主心意”。

来自麻坡三一堂的黎陛珠传道以耶

利米书一1-10传讲“拆毁与更新，

皆是主心意”信息中，黎陛珠传道

透过先知耶利米的时代背景及生平

史迹，与众议员一同思想上帝在那

时代的拆毁与更新。藉此，她也勉

励议员们在疫情下思考神允许发生

的每一件事，因为神如今仍然用人

意想不到的方式，拆毁又重建祂的

教会，完成对世人拯救的计划。

在南部区会年议会登台讲道是

黎陛珠传道按牧的程序之一，黎陛

珠传道登台讲道后，评审小组组长

刘建邦牧师予以正面评语，并给予

通过。

登台讲道后，大会会正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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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牧师以“和谁合一”致词。大会 

总干事林家浩长老则分享无墙教

会“数位学校”计划，项目经理黄

健隆长老也分享了无墙教会2.0的

异象。

年议会在拍摄全体照及午休

一小时后复会，继续进行各项事工

报告与讨论。这些报告与讨论包

括：书记李继尧牧师作常委会报

告，袁明献长老作财政报告及财政

预算案，黎陛珠传道作姐妹事工组

报告，孔祥云传道作主日学事工组

报告，李房友牧师作青年事工组报

告，江仁健牧师作少年事工组报

告，余贵兴传道作社会关怀组报

告，叶志康牧师作乐龄事工组报

会正王端国牧师以“和谁合一”
与众人一同勉励。

项目经理黄健隆长老分享无墙教
会2.0的异象。

大会总干事林家浩长老向议员们请安，
并分享长老会的数位学校。

告，袁承惠传道作圣乐事工组报

告，周毓宽长老作教会增长组报

告，熊豪强牧师作神学延伸课程报

告，以及杨节制牧师作教牧关怀组

报告。

提升分区祷告会为牧养委员

会

结束事工报告及讨论后，会正

黄百友牧师报告在九月二十八日召

开的特别常委会议上，讨论了南部

区会整合各堂会资源和加强行政管

理的探讨。他指出，该会议议决不

把南部区会分成两个区会，并议决

把现有牧者分区祷告会提升为牧养

委员会，以强化连接区域堂会的牧

财政袁明献长老报告南部区会的
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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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百友牧师(左上)主持会议，熊豪强牧师 
(右上)报告，杨信实牧师(左下)及施德清牧
师(右下)表达他们的看法。

李房友牧师(右)报告青年事工组的进展。 孔祥云传道报告儿童主日学事工组的进展。

教会增长组主席周毓宽长老分享南部区会的
植堂指南。

养、福音工作及培育工作，期待藉

此有效传递大会和区会的信息到区

域堂会，并落实推展。

黄百友牧师指出，南部区会

将在区会祷告会设立一位区长(牧 

师)，两位副区长(传道、长老或执

事)。同时，每个区域都尽可能有

常委候选人代表，以便更有效的传

达信息。若区域培训或福音事工资

源不足，也可以由常委会协助该区

的培育和福音事工发展。

以上各项报告后，在临时动

议时段，会正黄百友牧师带领议员

们讨论上述预购南部区会行政楼事

宜。在主席陈国安长老报告，以及

议员集思广益提出意见后，议员们

投票表决，最终122人(76%)投票赞

成预购南部区会行政楼，南部区会

也因此进入新的里程碑。

在超过三分之二议员表决赞

成，通过预购新政楼这突破性的提

案后，黄百友牧师也报告南部区会

六十周年庆事宜。

南部区会六十周年庆

南部区会原定二〇二〇年举

办周年庆，然而新冠疫情影响，周

年庆一再展延。会正黄百友牧师报

告，南部区会预定在二〇二二年

十月二十四日，南部区会年议会后

首页 - 目录 - 线上年议会 - 六十一届年议会

首页 - 目录 - 线上年议会 - 六十一届年议会



218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1962-2022

举行六十周年庆，晚上六时举行筹

款晚宴，地点在新山和丽轩国际宴

会厅，若有突发事故则会取消或调

整。该晚宴节目主要由新山区域的

教会负责，黄百友牧师鼓励教会购

买桌席，并推动筹募购置区会办事

处。同时，南部区会也将出版纪念

特刊，主题：恩泽流长一甲子，奋

兴拓展逾百年。

除了以上报告及讨论外，年议

会也委派二〇二二年南区各堂所摄

理牧师，委派赴大会年议会代表名

单，并检查各堂所和事工组史册。

最后，副会正刘建邦牧师在闭

幕礼中，分享了南部区会的GPS。

刘牧师指出，每个产品都有使用说

明书，就如圣父上帝也为祂所创造

的世人预备了生命和生活的指南

原则，同样的，在南部区会的事工

上，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指南书(提

后三16)，圣灵是我们生活的指南

会正黄百友牧师(右上)报告南部区会六十一
周年庆事宜。

谢忠华牧师报告南部区会周年纪念特刊事
宜。

副会正刘建邦牧师在闭幕礼中致辞。

针(加五25)，圣子是我们生活的指

挥员(约十四6)。因此，他祈愿南

部区会在神的指导下，能结出合神

心意的果子。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时，南部

区会第六十一届年议会落下帷幕。

我有幸参与其中，耳闻报告中的一

项项成果，眼见讨论中的一个个决

定，我不得不为南部区会感恩，这

六十年来，南部区会已经为主结出

了一箩箩佳美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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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按牧论文 年份 按牧地点

1. 黄循波牧师 1. 加尔文神学思想与其影响 1981 救恩堂

2. 杨信实牧师 ☆按牧论文资料不详 1989 活水堂

  博士论文

  1. 从“和平的福音”探讨教会差传

   事工的突破

3. 苏立忠牧师 ☆按牧论文资料不详 1989 救恩堂

  博士论文  备注:

  1.落实教会的属灵观:潘霍华与圣依  现于新加坡服侍

   纳爵的整合研究  

4. 黄锦寿牧师 1.圣徒与救赎的恩典 1989 喜乐教会

  2.教会增长秘诀  备注:

     现于台湾服侍

5.  袁明杰牧师 1.神哪,我爱祢:论诗篇 116:1-19 1990 佳美堂  

6. 施德清牧师 ☆按牧论文资料不详 1991 救恩堂

  博士论文

  1.华人教会城市事工的探讨

7. 颜文榘牧师 1. 马来西亚长老大会教会增长探讨 1992 台湾门诺会大同教会

     备注:

     非本宗按牧

8. 李  九牧师 1.加尔文神学的自由观 1993 佳音堂

  2.长老教会的牧养事工  备注:

     现于澳洲服侍

9. 尤秋松牧师 1.试论长老宗之圣礼与讲道对信徒 1995 荣美堂

   之重要性  备注: 

  2.宣教与社会关怀的探讨  现于友宗服侍

10. 林双来牧师 1. 探讨新世纪运动对教会的影响 1996 永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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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振美牧师 1. 按牧论文资料不详 1996 古晋生命堂(BEM)

     备注:非本宗按牧

12. 练雅文牧师 1. 从加尔文神学论圣灵 1999 活水堂 

13. 杨温柔牧师 ☆按牧论文资料不详 1999 百合教会

     备注:

     现于澳洲服侍

14. 李婉娜牧师 1. 改革宗的人权观 1999 大马堂 

  2. 从圣经浅谈现今妇群运动

15. 韩  现牧师 1. 加尔文的圣餐观 2001 亚依淡堂

  2. 新新人类的信仰反思  (救恩堂按牧) 

16. 杨世福牧师 1. 从约翰福音第一章论老子的道 2001 皇后圣光教会

     备注:

     現于澳洲服侍

     

17. 许森然牧师 1. 加尔文的教会纪律观 2002 和平教会

  2. 教会圣乐事工的再思

18. 黎国强牧师 1.改革宗的幼洗观 2002 活水堂

  2.浅评布特曼破除神话神学  备注:现于友宗服侍

19. 李万伟牧师 1.加尔文的圣灵观看灵恩运动 2003 恩慈教会 

  2.从基督教人权看基因工程  备注:

     现于东马服侍 

 

20. 王端国牧师 1. 门徒训练 2004 哥打丁宜

     伯大尼教会 

     备注:

     非本宗按牧 

 

21. 陈再明牧师 1. 从加尔文神学看神的主权 2007 新山生命教会

     备注:

     现于台湾服侍

 作者 按牧论文 年份 按牧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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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按牧论文 年份 按牧地点

22. 郑玉凤牧师 1. 从加尔文神学牧养圣职 2009 和平教会

  2. 探讨成功神学对主流教会的冲击

   与影响 

23. 何绮云牧师 1. 从加尔文谈信徒生活行为 2009 圣光柏林堂

  2. 浅谈从网络资讯对今日教会

   青少年的影响

24. 涂希发牧师 1. 论改革宗体制的特色 2009 真道堂

  2. 从近代灵恩运动的发展对  备注：

   长老教会的影响  现于新加坡事奉

25. 赖华德牧师 1. 探讨长老教会发展历史对 2010 颂恩教会

   大专事工的影响和展望  备注:

  2. 灵命枯竭与复苏  安息主怀

26. 杨节制牧师 1. 加尔文的敬拜观 2010 永平堂

  2. 探讨长老会发展历史对天灾的

   应对和关怀

27. 刘建邦牧师 1. 加尔文的伦理观对今日教会 2010 新山圣光堂  

   的建设

  2. 从今日教会牧养探讨同性恋

28. 黄百友牧师 1. 从加尔文的政治观看社区建立 2011 和平教会  

  2. 从基督教社区关怀事工看

   今日福音戒毒的成败

29. 陈玉叶牧师 1. 从基督教要义看信徒家庭教育 2011 大马堂  

  2. 从基督教教育历史看现代

   家庭教育 

30. 刘清水牧师 1. 从基督教要义看信徒生活 2012 大马堂

  2. 从改教运动看潮流文化下的  备注: 

   教会牧养  安息主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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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叶志康牧师 1. 从加尔文神学看教会纪律 2012 佳音堂

  2. 从教会历史看宗教对话

32. 熊豪强牧师 1. 从加尔文神学看敬拜观 2012 佳音堂

  2. 从改教运动看教会在现代文化

   冲击下的宣教策略

      

33. 彭国兴牧师 1.从加尔文神学看信徒灵命塑造  2012 加利利教会 

  2.从改教运动看今日基督徒  

   政治责任 

  

34. 张美灵牧师 1. 从加尔文的圣礼看今日 2012 佳美堂

   长老教会的牧养

  2. 从教会历史看今日儿童事工发展     

35. 沈斯祺牧师 1. 从加尔文神学看启示观 2015 活水堂

  2. 从圣经无误论看信徒的读经生活    

36. 谢全福牧师 1. 从加尔文神学看教会论婚约观 2016 救恩堂

  2. 从无墙教会看社区关怀与

   福音策略     

37. 邱斯洁牧师 1. 加尔文的幼洗观 2016 马六甲长老会

  2. 门徒团队与教会建立

38. 李继尧牧师 1.从加尔文神学看启示观 2016 佳音堂

  2.无墙教会

39. 钟煒翔牧师 1. 从加尔文神学看圣灵论与 2017 真理堂

   牧养的关系

  2. 初探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

   的政教关系

40. 张昌萍牧师 1. 加尔文的牧养观 2018 永平堂

  2. 如何辅导同志青少

 作者 按牧论文 年份 按牧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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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黄家斌牧师 1.从加尔文的圣灵论看信徒 2018 活水堂

   的成圣观  备注:

     现于东马服侍

42. 陈月梅牧师 1.加尔文神学看今日教会体制 2019 佳音堂

  2.从宗教改革运动看今日  

43. 谢忠华牧师 1. 从加尔文的神学初探------  2019 新山生命教会

   圣灵与圣道的关系

  2. 探讨如何在教会推动更新崇拜 

   与属灵操练

44. 江仁健牧师 1. 马来西亚教会面对全能神教会 2020 皇后圣光教会

   的冲击 

45. 李房友牧师 1. 加尔文的圣道观对今日长老教会 2021 麻坡三一堂

   讲道的影响

46. 黎陛珠牧师 1.论加尔文敬虔观与牧者个人 2022 麻坡三一堂

   敬虔生活的操练

  2.科技发展对乡村教会的挑战

   和因应之道

47. 余贵兴准牧 1. 从加尔文神学探讨社区牧养 尚未 尚未

   的进展和落实

  2. 地方教会培训门徒系统的建立  

 作者 按牧论文 年份 按牧地点

本项目至今资料收集尚不完全，盼望未来区会常委继续收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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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长老会居銮佳音堂
HERALD PRESBYTERIAN CHURCH
No. 45, Jalan Dato Teoh Siew Khor, 86000 Kluang, Johor.
Tel: 07-7711759, 7722759  Email: heraldkluang@gmail.com
主日崇拜：星期日 9:30am / 星期五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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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恩 满 溢
基督教马六甲长老会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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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圣光堂
Holy Light Presbyterian Church

11, Jalan Gertak Merah, 80000 Johor Bahru, Johor

忠于所托  扩张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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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主赐福 
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

士古来荣光教会Gereja Presbyterian Glory Skudai
38, Jalan Flora 1/10, Tmn Pulai Flora, 81300 Johor Bahru, Johor  

Email: glorychurchskud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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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承天福一甲子
再续神恩六十年

麻坡活水堂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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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兴旺   福音广传
“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

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

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以弗所书三章20-21节

基督教长老会原道堂
第二十一届(2021-2024年)长执会全体成员暨会众同敬贺

原道堂吉隆坡教会 原道堂蕉赖首都镇教会

原道堂蕉赖大同教会      原道堂蒲种教会

原道堂吧生路教会      原道堂双溪龙教会

原道堂白沙罗教会             原道堂鹅唛教会

原道堂八打灵教会             原道堂武吉加里尔教会

原道堂文良港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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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泽涌流一甲子
承继高举救恩杯

新山基督教爱德长老教会
敬贺

笨珍乐恩堂
敬贺

事主更勤   爱主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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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磐石永固
福音灯塔长明

基督教长老会新加望活水堂
敬贺

愿我们在主前衰微
而主在我们面前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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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祝福满满

基督教长老会哥打丁宜真道堂
敬贺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
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约翰福音17:3

峇株吧辖恩典堂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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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润不息
传承永续

长老会
关丹荣恩堂会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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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门徒  
建立教会
宣扬福音
荣神益人

基督教长老会古来圣安德烈堂 St. Andrew’s Presbyterian Church
No. 87, Jalan Sultan, 81000 Kulai, Johor. Tel: 07-6624171  
Email: st.andrewschurchkulai@ gmail.com

提供全方位个人及企业财务规划方案
Total Financial Planning Solutions 
for individual & Business

执业财务规划师 
Licensed Financial Planner

vka.com.my/advisor/kenny-tan  I  07-287 2895 

陈国安长老 (Kenny Tan)
012-7760895, kennytan@vka.com.my 

李淑梅执事 (Jasmine Lee) 
012-770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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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鸿長老夫妇
敬贺

荣耀归于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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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发光
荣神益人

居銮生命堂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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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hand is GOOD hand
一生仰望神, 交在神手中

苏莉蓉执事
敬贺

荣耀归主 福杯满溢

新山恩慈教会
敬贺

关丹圣恩堂
敬贺

首页 - 目录 - 广告贺词

首页 - 目录 - 广告贺词



24560周年纪念特刊 - 恩泽永流

情牵历史
展望未来

大学城圣光教会
敬贺

领航区会乘风破浪
导引属会完成主命 坚固磐石

屹立不倒

新邦令金
长老会
敬贺 新邦令金荣美堂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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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神益人

长老会新港教会
敬贺

教势兴旺  福音广传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
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

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阿门
(以弗所书3：20-21)

长老会龙引宣道所
牧师张美灵、全体理事及会友

敬贺

要扩张你帐幕的地方，伸展你居
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拉长你

的绳索，坚固你的橛子。
(以赛亚书54:2)

长老会永平堂 敬贺

宣扬主道
高举主名

喜乐教会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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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神益人

耶和华祝福满满

长老会和平教会
敬贺

昔加末长老会
敬贺

辉煌为主
为主辉煌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诗23:1)

峇株巴辖苏雅喜乐堂
敬贺

新山生命教会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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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永偕
得人如鱼

亚依淡长老会
敬贺

基督教长老会大马堂
敬贺

Edward Yong
Executive Director 016-7714662
ed.yong@nycontainer.com.my

Headquarters
Lot 2791, Jalan Kempas Lama, Off Jalan Skudai, 

81300 Johor Bahru, Johor
Tel: 607-558 8777  Fax: 607-557 0881

Branch:
Lot 248, Batu 15 1/2, Jalan Klang Banting, 

42600 Jenjarom, Selangor Darul Ehsan

Email: info@nycontainer.com.my
Website: www.nycontainer.com.my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nyc2000/

冷冻货柜箱及冷房车

买卖   出租   零件   维修

宣扬主道
高举主名

文以载道
荣神益人

人人书楼福音书局 PBH Book House
16, Jalan Ros Merah 2/11, 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Tel: +607-358 2468 

Website: www.peoplebookhouse.com.my
Email: peoplebookhouse@gmail.com

Facebook: peoplebookhouse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am - 6pm
星期六 10am - 4pm

门市营业时间：

NYC REEFER 
SPECIALIST 
SDN.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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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会南部区会
第60-61届常委会成员

会  正 : 黄百友牧师

副会正 : 刘建邦牧师

书  记 : 李继尧牧师

副书记 : 谢忠华牧师

财  政 : 袁明献长老

常  委 : 王端国牧师、杨节制牧师、

  韩  现牧师、熊豪强牧师、

  张昌萍牧师、江仁健牧师、

  李异鸣长老、韩超江长老、

  张长国长老、陈国安长老、

  黄桂娣长老、周永保长老、

  周毓宽长老、林俊雄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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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泽永流
恩泽流长一甲子    奋兴扩展逾百年

感恩再感恩,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进入一甲子的历史，这是神

的恩典与作为，若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人可跨可自豪的，神的许可

让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一些踪迹，让我们可以回顾及反思主在历史

中所要显明的美意。

感恩成立特刊小组进行出版60周年特刊；南部区会在30年前出版了

30周年纪念特刊，我们从新收集和整理，并汇集后30年的南部区历史与

现况，尽所能在此特刊中完美呈现；让我们一同回顾感恩，并从中继续

向前迈进，所谓:《恩泽流长一甲子,奋兴扩张逾百年》

感恩区会委派挑选一批能干的同工，从开始筹划、会议、分工合

作、收集资料、编辑、校对、印刷到成册；从整个过程中看到同工们都

有各自目标、责任去完成此次的任务；为区会留下宝贵史记及发展事工

的记录，这将成为区会的历史见证，感恩同工们的付出与配搭共同成就

此事，荣耀归神。

在此也感恩南部区众教会的同工及领袖，把教会的史记与资料呈上

让特刊小组可以一步一步前进出版，也谢谢教会的支持与弟兄姐妹的贺

词，看到主恩丰富，深信主的恩典够用。

愿神眷顾祂所选召的教会在这世代奋兴起来，完成主所托。阿们！

编委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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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会南部区会60周年庆典
特刊委员会成员

主席 : 韩  现牧师

书记 : 谢忠华牧师

财政 : 袁明献长老

总编 : 彭家祯长老

校对 : 江仁健牧师、张昌萍牧师                                                                                                      

总务 : 韩超江长老、林俊雄长老

委员 : 王端国牧师、杨节制牧师、

  熊豪强牧师、林双来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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