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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长老会西部区会五十周年纪念，这是历史性的纪念。这除了让

西部区会的教会看到神在各自教会的带领与工作，更唤醒很

多教会看到区会的定位。

一般的信徒很直接地接触教会，教会就是最前线，教会的组织

就是为了要更有效地服事众人，因此，当我们提到“区会”或“大会”

的组织，难免一般信徒都会比较陌生，一般只有教牧、长执的层面

才会更多接触到区会和大会。然而，当我们了解到区会的定位，

也知道区会在各教会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就看到服事区会的价值。

尤其我们在“长老教会”，长老教会是一个强调“长老制”的教会，又

是一个以“区会制”为中心的教会，主要行政体系是以区会为主，区

会才是最重要的决策与监督机构。从这个层面，真的希望透过西部

区会50周年纪念，能够让更多信徒认知到长老教会的优良体制与精

神。

当我需要编辑这纪念刊物，首先，真的给予我更多学习的机

会，可以更认识各西部区会教会的历史，当然，也让我感到自己对

教会的历史认识得太少了，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可是它仍然是提

醒着我们，我们今天在教会所得的成果，有过去先贤的努力，也有

上帝的恩典，也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等候着我们，所以，这编辑的

工作是一条经历神的旅程，它在释放一个信息：恩典够我们用，使

命却还在继续。

对于这次的主题：《五十知天命》，这是我们华族至圣先师

孔老夫子的名言，基本的含义是：人到了五十岁就知道哪些是不能

为人力所支配的事情（百度）。我想对于一个区会而言，一群义务

服事区会的教会领袖，必然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也必看到自己的局

限，特别区会的事工需要牵涉更广的层面，某些事工要推动起来谈

何容易，但都是靠着主的带领，西部区会以下的教会才能在共融、

互助之中，一同走向前，走过这五十年。

荣耀归给主。

林裕涵牧师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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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区会和我的点点滴滴 蔡华平牧师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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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区会和
我的点点滴滴

蔡华平牧师
2002年、2009年和2021年

当选为西部区会会正

在此恭贺西部区会欢庆50周年，并出版电子版和印刷版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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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借此机会写下西部区会和我的点点滴滴。既然是服侍

的历史，难免有一些枯燥乏味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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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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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三一堂服侍。我

的信主，奉献，受洗，读神学都和西部区会没有关系。我不认识

她，对她也有一份的陌生。

1988年10月1日经吉隆坡原道堂授聘，才认识西部区会。这是

我们初次见面。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彼此认识34年的时光。

1994年3月12日西部区会牧师团按立我为西部区会牧师，并授

聘于原道堂。是神借着你让我知道我一生的呼召和使命，就是牧养

和植堂。

2000年12月11日你让我第一次担任西部区会会正。2008年11月

第二次担任。2021-2022年第三次担任。有幸的是2023-2024年你还

让我连任第四次会正。感激你对我的厚爱和栽培，让我有一个强而

有力的服侍团队和平台。

2005-2007年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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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阔了我服侍的视野和疆界。让我进入神学机构，世界传道会，国

外团体和友宗等等的服侍。

我的服侍和成长离不开你-西部区会。今年你进入五十知天命

之年，我也进入六十耳顺之年。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常常问我能为你做什么？2021-2022年西部区会的目标是：

1. 最少植一间新堂（没有长老会的地区）

2. 50周年特刊和电子版

3. 共享区会资源（专题，主日学资源）

4. 离队的回归

5. 成立社关——疫情和水灾

6. 整合宣教

7. 教牧长执进修/退修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把服侍的硕果归给神。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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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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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历届会正
献词

一生都应该事奉主

基督徒的三个家

为葡萄树感恩

回首以往走过的路皆是恩典

我的“50减28” 

前五十后五十，再创高峰！

西部区会50周年感言

陈东山牧师

王连烠牧师 (博士)

江志海牧师

刘秋洁牧师

李耀祖牧师

李政福牧师

梁锦标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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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转瞬间区会已过了五十年。感谢神，带领区会经过

了半个世纪，区会也已大部分完成了主所付托的使命。区会

在植堂方面可谓出了不少力量。感谢主，有许多堂会都已经能自立

了。当然，这也是堂会肢体们尽了他们的本分。求主继续使用区

会，造福未来的教会。感叹今日教会，多不太重视圣经，虽增添许

多名目活动，却恐已将福音救恩淡化了。因此，主来已近，盼教会

能尽早悔改，回到基督设立教会的宗旨—教导并遵行主命，传福音

领人归主。现今教会所应当注重的：

(一）蒙恩的追求——凭信心接受基督的代赎

藉恩典经历圣灵的重生

经历上帝赦罪的真平安

(二）成圣的追求——基于圣经认识上帝旨意

顺圣灵时刻遵行诫命

凭应许等候天国的降临

我牧会迄今已53年，参加区会也近50年。在母堂巴生长老会共

事奉了37年。在16年前退休，时方65岁，就另设立了“伯特利堂”。

目前仍以退休牧师身份参与事奉，作讲道，教导，查经，探访栽

培等的工作。我想，教牧既然是蒙主恩召，那么，一生都应该事奉

主，直到见主的面。

过去做过区会会正或职员的教牧同工，有的已返回天家了，

也提醒我时间有限，要更多在主面前摆上自己，忠心事奉，直到主

来，阿们！

一生都应该事奉主

陈东山牧师
1979年和1987年

当选为西部区会会正

6 马来西亚长老会西部区会50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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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三个家

欣逢马来西亚基督教长老大会属下西部区会五十周年庆典之良

机，首先让我谨此遥致诚挚的祝贺。

透过同工锺启贤弟兄代表区会的邀约撰文庆贺，经特刊主编林

裕涵牧师及会正蔡华平牧师的首肯，可以刊登此篇讲章〈基督徒的

三个家〉(于2021年1月3日大山脚圣安德烈长老会庆祝立会四十周年

感恩崇拜会分享过的证道），以资鼓励。我认为与西部区会周年庆

的主题“五十知天命”相当贴切。神赐我们智慧，用这篇道来勉励众

教会，都是很好的用意。

2019年12月21日，在儿子证光与媳妇慧芳的陪伴下，我们夫妇从菲

律宾到国内厦门度圣诞假与过跨年佳节，计划两周后便一起返菲。抵达

数日后，有厦门同工带领我们参观同安区“迦南地安养中心”。这是

一座设备齐全现代化的安老院：地方宽敞、环境秀美幽静、又十分清

洁卫生、具有五心的服务（慈心、耐心、细心、尽心、同理心)；且有

中、西医生、护士、护理员日夜轮班照应。留下给我良好深刻的印象。

当时，农历新年将来临，我们便跟儿媳商量打算留下多住一段

时间才回菲；他们有职务在身按所订时间先回。就这样在2020年1

月4日我们便住进至今。

又当时，“新冠肺炎”才刚刚开始爆发。起初只是风闻这个病毒

的名称，却完全没有也根本不会料到它的厉害、严峻、和影响至深

且钜；很快就蔓延开去，犹如洪水猛兽般的侵害全世界！

在同个时间，非常的时期，2020年2月6日那天，我突然被检查出

患了胃溃疡的病，住进厦门市设在同安区的第三医院，前后两个礼

拜；病治好后，又被隔离了十八天，才再回到“迦南地安养中心”。

在这段养病的时日，我的生命经历有生以来特别不同的感受。

病榻往往是我们灵命转机与成长的地方。今天的这篇文章，就在这

种的境遇中产生了！这也可以说是“圣灵的感动和启发”、配合我心

灵深处的感触而带来的信息，那就是：基督徒的三个家──①地上

的家 ②属灵的家 ③和未来天上的家。

各位，我们作基督徒实在很有福，因为有这三个家。接下来，

我就要跟大家详细深入来畅谈和分享这三个家：

第一个家：地上的家
这是指到一对男女，结婚成为夫妻，组织家庭的开始；接着生

儿养女，建立一家人亲密深切的关系与感情，这是人和人之间特殊

王连烠牧师 (博士)
1992年和1996年

当选为西部区会会正

7五十知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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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的关系和感情，除了自己的一家人。我的意

思是只有自己一家的至亲才有这种亲密、深切、

真实的关系和感情。

根据圣经的记载，让我们来看看一幅“家庭的

蓝图”，其中至少有三个层面美好的祝福：

“家庭的蓝图”第1层面的祝福：夫妻彼此相爱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

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

子，不可苦待她们。”（西3:18-19）“……爱妻子

便是爱自己了。”（弗5:28）

夫妻之间，应当彼此尊重、谅解、包容、忍

耐、帮助、扶持、劝慰、和切实相爱。爱是一生庄

严的承诺。不忘初心、牢记承诺。爱是永不止息，

持之以恒至一生一世之久。这样才不会辜负我们

自己神圣的婚姻。婚姻，我们人人都当尊重。

“……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箴5:8下)

同样的，作妻子的，也要喜悦你年轻时所嫁的丈

夫。你如果尊重你的婚姻，上帝也才会赐福给你

们和你们的家庭。

“家庭的蓝图”第2层面的祝福：父母养育儿女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

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弗6:4）这里提到

作“父亲的”，当然也包括作“母亲的”。父母亲一

起同心合作，对儿女不仅仅是“养”、还要“育”。养

育，这就是所谓的“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既然儿女

是上帝赐给我们宝贵的产业，我们就要尽父母亲的

责任和本分来培养、教导儿女，有良好的家教、和

正规的学校教育；更要使他们走当行上帝的真道，

到老也不偏离。当将上帝的话语、真理、和属灵的

祝福带给儿女、影响儿女、造就儿女。使儿女在父

慈子孝、安逸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环境中，活泼、健

康的长大成人，且成为知识灵性兼备的有用之材。

“家庭的蓝图”第3层面的祝福：儿女孝敬父母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

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

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弗6:1-3）这

一小段经文十分清楚教导基督徒父母与儿女之间

应当如何相处？

谈到儿女对父母的孝敬，这里要求“要在主

里”就是在敬畏上帝的原则下“听从父母”。这是上

帝所悦纳的。

孝道在圣经中倍受重视。这是十条诫命中，

人与人之间，第一条的诫命；且带有应许的诫

命，那就是“使你蒙福，在世长寿”。

“孝敬父母”不仅仅要孝，“孝顺”、“听从”； 

且要“奉养”，在生活上、肉体上、经济上的供应；

更要在精神上的“尊敬”、“待之有礼”。真心诚意

作在父母亲的身上，没有不得着上帝的赐福。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

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

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

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

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

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箴23:22-26）

以上所论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家庭应当有的

三个条件：夫妻彼此相爱、父母养育儿女、儿女孝

敬父母。这样的家庭必蒙上帝赏赐极大的恩福。

世界著名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

家庭大多数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

幸。”为什么幸福的家庭大多数都是相似的？因为

他们懂得，而且愿意以“主耶稣基督为我家之主”

在凡事上，让主耶稣基督居首位、掌王权。

俗语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相信大部分

人都有同感：家庭中免不了会有问题、摩擦、误

解、矛盾、争执、冲突、等等不快人心的事，只

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但是，如果“家家有本可读

8 马来西亚长老会西部区会50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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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圣经”，那么，情况会完全的改观。圣经的话是上帝的话，上帝

的话大有权能和功效的，它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里面有许

多的良方秘药可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圣经都是上

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6-17）

第二个家：属灵的家
基督徒的第二个家：属灵的家。这是指“教会”而说的。

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座礼拜堂，不是一间会所，不是一个

机构或什么社团组织。好像我们大山脚圣安德烈长老教会是藉着这

间会所来作礼拜、来敬拜、亲近、事奉上帝；祷告、歌颂、赞美上

帝的地方。这不过是一座的建筑物。

真正“教会”的意义：乃是我们一群罪得赦免蒙恩得救的信徒

因信称义上帝的儿女、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用心灵

和诚实来敬拜、事奉、荣耀上帝；跟随、效法，传扬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祂是罪人的救赎主、是信徒的恩主。祂是教会的头、教会是

祂的身体，我们信徒彼此作肢体。肢体连接在身体上，发挥个别的

恩赐、才干、和功能；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基督的根基

上，有如活石，建造这属灵的家；使身体更加成长、壮大、丰盛。

一个由成熟了的信徒组成的成长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是让主

耶稣基督作头、居首位的地方；爱心流露于弟兄姐妹的交往与生活

中，“爱”是灵性成长的标记，是完美教会生活的标准。

以上所述是“教会”的真义。盼望我们都能明白“教会”的这个真

义。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谈如何照管这属灵的家──教会？

我们一个真正爱家的人必定会对自己肉身的家照管得好好、井

井有条、有条不紊，“家和万事兴”，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

是这个道理。

同样的，我们对于教会，属灵的家，更当知道如何行？“这家

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藉此把福

音传扬出去，为主作美好有力的见证。并且照管这属灵的家，成为

圣洁、不被任何罪恶所玷污，使我们在这家里，得着真理的造就和

栽培，而成为主手中合用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同时，我们也要使上帝的家没有任何的缺乏。我们既身为教会

的会友，便当尽会友的责任和本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钱又

9五十知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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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更要为爱教会（上帝的家）如同爱自己的

家般尽力、忠心奉献钱财和贡献力量给教会。给教

会就是给主、使到属灵的家充充足足丰丰富富。不

至于有任何的缺乏。我们不要老是期盼教会能给我

什么，我们乃是应当问自己能够为教会贡献什么，

这是一个健康成长的基督徒应有的心志和态度！

圣经里面唯一的一节经文提到上帝允许我们

可以“试试”祂是否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

我们，甚至无处可容；那就是旧约圣经〈玛拉基

书〉3章10节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

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

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的钱财给

上帝的人，没有得到上帝的施恩赐福！

比上不足，比下却绰绰有余！我本人就是如此

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为什么你不也来“试试”一下？

基督徒奉献钱财给上帝的教会作圣工的用途

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上帝的儿女如果越少为自

己用钱，而越多为主用，他就越富足。施比受更

为有福，所以我们要尽我们所能来赚钱、尽我们

所能来节省、也尽我们所能的来奉献。我们要给

一切上帝所要求的，就能取得一切上帝所允许要

赐给我们的。圣经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

托谁，就向谁多要。”（路12:48）各位，“我们没

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

有食、有用、有住，就当知足。”（提前6:7-8）知

足常乐，靠主有满足的喜乐。

人的钱财富足，如不为主所用，他的富足在

天上是毫无记录。一个在善事上，在主的圣工上

富足的人，他的善行在天上是有优良的记录。那

些记录便可以换取天上的富足和荣耀。

行善“富足”是行为上一种美好的见证。心灵 

“知足”却是人生最优良的表现。知足的人，永不

贫穷；不知足的人，永不富有。知足的心是可以

换取天上的富足。圣经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利了。”（提前6:6）所以，只有在天上，

我们才能得到那真正永远属于我们的东西。但，

我们在天上所得却要看我们在地上是否正确地使

用了我们的东西，尤其是“钱财”这个东西。求主

帮助我们作一个有智慧又忠心的钱财的好管家。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教会”即是上帝的

家，我们每个信徒是这家中的一份子，因此，我

们要爱护、恋慕、关心、帮助；并为这家多多、

不停、忠心的代求。求什么？求平安、和求福。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

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

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我要为你

求福！”（诗122:6-9）

这里“耶路撒冷”预表“教会”，因为上帝的圣

殿是建造在耶路撒冷圣城的地方。圣殿是以色列百

姓属灵生活寄托的所在。它的庄严、神圣，使圣

城在人民的心目中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以色列

百姓对这座圣殿的恋慕、敬仰、和祈求，也极其

的迫切！在这短短的四节经文里头，一连提到两次 

“求”V6和V9，“求什么？”V6“求平安”；V9“求福”。

“平安就是福”，愿平安就在你们中间。这是 

“合而为一”的平安，是“和睦相爱”的平安。这平

安是多么的重要！愿我们大家在这同一的教会，

都能同心合意的相爱，爱主、爱人、爱教会。从

这平安产生真正合一的力量；合一团结就是力

量。使教会大得兴旺。教会兴旺，才得增长；教

会增长，主名才会得到荣耀。

第三个家：天家
最后，我要来讲到“基督徒的第三个家就是未

来天上的家（天家）”。

10 马来西亚长老会西部区会50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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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我：“你去过天家了没有？”“天家是一个怎样的地

方？”我老实的告诉你：“我还没有去过。天家是怎样的地方？我不

知道！”不过，根据我所相信的圣经——上帝的话，上帝所默示的

圣经。祂的话怎样说，事情就必定要怎样成就和实现”（徒27:25）；

同时，根据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于是我就

有把握告诉你“天家”实在的景象了。

到底“信”是什么？（来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

之事的确据。”这是“信心”最好的定义。

信心就是对我们所盼望的事，而这事是我们还没有得到的事的

一种坚定的信念。因这信念，我们所盼望的事必定可以得到实现。

这也就是说“信心是未见之事可以成为事实的证明。”通常，我们人

的肉眼，只能相信那些看得到、见得到的事；看不到、见不到，

就很难相信。信心的眼睛却让我们绝对能够相信所见不到的事。信

心给了我们一个立足点可以去盼望、可以去感受知道那见不到的真

实。那是实实在在“有”的事，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记载了一大班

的古圣先贤，从亚伯说起，接着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

各、撒拉；还有约瑟、摩西、妓女喇合、基甸、巴拉、参孙、耶弗

他、大卫、撒母耳等等。并在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

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V16他们却羡

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

并不以为耻，因为祂（就是上帝）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座城就是指“天家”的地方。〈启示录〉的作者老约翰在异

象中见到那城。“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

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

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

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

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

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启21:1-5）

以上这一段经文，第2节所说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历世历

代蒙恩得救的信徒在永世里所要居住的地方。这也是信心之父亚伯

11五十知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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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罕当时在世时所盼望所等候的那一座有根基的

天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来11:10) 

它是比地上更美的天家。今天，我们因着信可以

隐约看见那将来永远的家乡，是个怎样的情景：

根据〈启示录〉21章11-27节的记载，新耶

路撒冷圣城是四方形的，长阔高都是一样的，共

有四千里。城中有上帝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

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

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

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

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15-17节关于长阔高的尺度，我已在上面讲过

了，这里就不再赘述。跳到：

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

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

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

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璧玺；

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

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象明透

的玻璃。……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

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

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

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

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

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各位，请问：你的名字有没有记载在天上羔

羊生命册上；或只是在地上教会的名册上？这才

是重要的。只要你的名字有记载在天上羔羊生命

册上的，你就必定能进入那里，那就是“天家”的

地方。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羡慕和向往的地方。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祂应许我们这样

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

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

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

14:2-3）这句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祂先去为我

们预备地方。那地方就是“父的家”。“父的家”是

在“天上的”，那就是“天家”。

天家不是临时的住处、不是暂时的宿舍，而

是“永远的家”。所以，我们基督徒称“离世”叫作 

“回家”、叫作“安息”。“天家”是我们基督徒永恒

的盼望。

死亡不是黑暗的深渊，不是生命的终结；乃

是新生命的开始，也是我们歇下地上的劳苦享受永

远与上帝同在荣耀的新生活的开始。这是我们基

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信仰最大、最本质的不同。

世界闻名的布道家葛培理博士（Dr. Rev. Billy 

Graham）于2018年2月21日在美国蒙主宠召，安返

天家！他活到99岁的高龄，是20世纪最伟大的布

道家，曾向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传过福音，带领许

许多多的人归信主；他是美国好几任总统的牧师

和属灵的导师。在他临终之前，他留给世人最后

的一段话（人之将死，其言亦善）是这样说，他

说：“我深信上帝的国度远比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

更加荣耀，我不仅期盼进入上帝的奇妙与平安，

也渴求与在我之前离世的人们欢聚，特别是我至

爱的妻子锺路德（Ruth Jone）。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

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

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林前13:12）但是

我能去上帝那里不是因为我曾向很多人群布道，

也不是因为我一直努力做一个良善的人。上帝接

纳我只因为我信从了为我在十字架上受死又复活

的耶稣。因着耶稣，我的罪过得到赦免，并且得

到了永远的生命。”

12 马来西亚长老会西部区会50周年纪念特刊

历届会正献词



13五十知天命

所以，从葛培理博士临终之前所说的这一段最后的遗言，我们

不难明白如果你、我的名字有记载在天上羔羊生命册上，才能进入上

帝为我们预备那天上的家。这家是从永远到永远，是长久居住的，美

好、庄严、圣洁、光明的、荣耀的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圣城。

有一天，你、我也要去那个地方。只要我们真心诚意认罪悔

改，相信接受耶稣作我们自己个人的救主；我们的罪就得以赦免，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就称我们为义。我们是因信称义，成为

父上帝的儿女。我们真是祂的儿女了。我们是上帝所爱的儿女。 

“上帝为祂所爱的儿女和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

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9）那么的美好、那么

的丰盛、那么的辉煌和那么的恒久。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祂！

那一天，当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带去；但

是有一样东西是能够带得去的，那就是我们“作工的果效”。启示录

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作工的果效也随着我们。”（启14:13）所

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为主所作的一切，特别是金钱的奉献，基督徒

美好的德行与见证、作在主名下的一切圣工善事，尤其是为主传福

音、领人信主、使他们的灵魂蒙恩得救。简单说：我们要多多“积

财于天、积德于天、积工于天”这“三积”必蒙主的纪念与赏赐。巴

不得，我们在临终时，也能够像使徒保罗唱出同样的“人生得胜的

凯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

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

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

他显现的人。”（提后4:7-8）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充满盼望的。因为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每一

天都是在为回天家做好准备。请问：你怎样过你的每一天、和你的

这一生？你有没有为你这一生作准备？作什么准备？

基督徒的三个家：地上的家──家庭；属灵的家──教会；天

上的家──天家，都有上帝的同在，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昔

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祂是“以马内利的上帝”。祂不但要

同在，更要施恩赐福给这三个家：使我们的家庭蒙恩得福，今生得

百倍；教会结出灵果纍纍、主恩满堂；来世还要得着永生之福。我

们基督徒是何等有福啊！

但愿权能、尊贵、感谢、荣耀归给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

的真神上帝！

13五十知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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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志海牧师
1998年

当选为西部区会会正

问：请分享您在西部区会事奉期间，一、两件印象深刻的经历。

答：在西部区会事奉期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本身直接参与

的植堂事工。第一间植堂的堂会就是乌拉港长老会；第二间植堂的

就是万挠长老会。

早期的植堂都是由西方的宣教士，如蓝启文牧师带动的，在

那之后就没有了。换句话说，植堂的事工已经断层了约有十至三十

年之久。当西部区会重新启动植堂的事工，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全新

的经历，也是需要去重新摸索的方向，因为我们对植堂没有任何的

经验，也没有前车之鉴。起初我们战战兢兢地开始植堂事工，感谢

恩主，当时候原道堂属下的会友当中，有几个家庭居住在乌拉港附

近，因此就由他们去带动，成为乌拉港长老会的火种。我们也看到

乌拉港长老会的发展，再回想过去对乌拉港长老会的开拓至今，一

切都是神的恩典。当时所作的策略和决定都影响了今天的乌拉港长

老会至深至远。

有了一次的植堂经历，西部区会再次植堂了万挠长老会。那时

有传道人愿意到万挠去服事，我们通过祷告、联系、构思、开会，

就开始了万挠长老会的植堂。万挠长老会的植堂是从零开始，并没

有把一些原有的会友搬移过去，因此挑战和难处是蛮大的。

植堂事工在当时就成为了我们西部区会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和服

事。从两间堂会的植堂，我们便可以了解：西部区会与堂会有所不

同。堂会的植堂可以将火种，也就是让部分会友，十至二十人不等

搬过去新的堂会开始。但堂会的事工难免有局限性，因此，我们就

联合起来以西部区会的名义去进行植堂。

问：在西部区会的服事为您生命的哪方面带来更新或改变？

答：第一、当我们不再只是在其中一间堂会服事，而是由多间堂会

联合在一起服事，就能更加全面地去看待事情，目光更广。

第二，我们学习尊重他人的意见。由于西部区会由不同的堂会

组成；各个堂会也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因此

彼此可以学习尊重、接纳和沟通，达成共识。

对个人而言，我学习如何在不同的意见中彼此尊重。一旦有不

同的意见和看法，就尝试沟通，以达成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异象。

第三，在西部区会内的服事、同工，帮助我们加强谈判、沟

通，甚至提升领导的能力。过去是以一个堂会来看事情，后来我就

为葡萄树感恩
采访对象：江志海牧师（曾在西部区会担任会正和常委）
采访者：陈舒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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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层面来看整个西部区会。久而久之，便可以心胸宽扩，眼光

更广，也可以换角度看事情。所以，我要放弃以自己堂会的看法，

而全盘来看，看的时候要谈判、要沟通来达成共识；要以别人的角

度来看，要欣赏他人的看法、尊重他人的看法，是很重要的。

问：您认为西部区会的哪些事工是值得肯定的？

答：有两方面是我可以肯定的：

第一、感谢主至今日，西部区会的同工之间配搭很和谐，没有

大吵大闹的氛围。因为和谐，所以我们可以发展事工。

第二、植堂。从乌拉港长老会至万挠长老会，甚至在甲洞等等

的植堂，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植堂、开教会是最好的布道策略，

也是教会增长最好的一种模式。这是西部区会能够做到而堂会较难

做到的。

问：请分享您对西部区会最深的展望与期待。

答：西部区会的特点，就是坐落在大都会——即八打灵再也 

(Petaling Jaya）、吉隆坡（Kuala Lumpur）、万挠（Rawang）、雪隆区 

(Klang Valley）、怡保（Ipoh）、槟城（Penang），是人口密集的地

方，也是最多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换句话说，也是人才集聚地。

因此西部区会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如何发掘人才就是最关键

的一点。

从多年的服事中，我发现教牧短缺和人才缺乏是主要的问题。

我期盼西部区会除了植堂以外，也应该探讨人才的培育。人才的培

育包括帮助教会中的信徒以发挥和训练个人的恩赐，在教会参与服

事和担任一些职分，以此帮助教会发展。当然，这里所提及的人才

并不仅是教牧或传道人，也包括教会的长老、教会领袖等。

探究整个大趋势，普世华人教会都在探讨门徒训练与门徒装

备。因此，西部区会要透过带动、规划、策略、训练，并借着西部

区会的优势，培育人才和未来的领袖。

15五十知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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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以往走过的路
皆是恩典

刘秋洁牧师
2004年、2011年和2015年

当选为西部区会会正

1996年加入西部区会迄今二十余载，笔者曾任三届区会会正、三

届副会正、书记，以及多届的常委。多年来，在西部区会常委

会里的心愿是提升牧长和会友的素质。然而，察觉这是不易实施和

无奈。期间有机会与新加坡长老大会和台湾长老教会总会合作申请

世界传道会“教牧进修基金”，通过“台神”讲师团协助同工们在学术

上的提升，三个跨国际长老会的牧者们有牧会经验交流等。感恩，

牧者们受益良多。多年的努力后，基金的递减和进修人数的减少，

在有限的资源下，最后几位的进修牧者得前往台神院校上课。在提

升牧者素质方面，曾安排同工们到不同堂所一同祷告，藉互动、互

助、互祷彼此扶持，可惜，因区域太广难实施到底。

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在制作长老大会125周年特刊，发现西部区

会从未有本身的特刊，也不曾作过西部区会历史文档的整理。在此

情况下，笔者要从无到有还真是不容易啊！只好到大会办事处耗时

翻查会议记录，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整合西部区会的历史事迹。在

过程中，笔者除了不断依靠上帝帮助，也一直自我提醒虽然笔者不

是最好的整理者，可是一但有了开端，就能激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后人在笔者初始的资料上可以有更好的补充和整理。终于盼到这机

会，期待此届编委们能在历史等资料上有更齐全和补充。

笔者初到西部区会时，发现区会涵盖的区域甚广，从波德申横

跨首都到槟城，好大的禾场，牧师却只有三几位，传道人和教堂稀

少。特别是牧师，要跨区域协助摄理堂会、主持长执会议和施行圣

礼。有者从槟城到吉隆坡，当时没有高速公路，路程可谓遥远啊。

笔者在2001年按牧，就被委派到大山脚圣安德烈堂担任摄理牧师 

(当时正值王连烠牧师从槟城长老会退休），路程遥远又耗时。由

于单身，为了安全考量而选择搭长途巴士到大山脚。在此，顺道谢

谢接待笔者的廖开富长老、许景登长老（时任执事）、黄瑞国弟兄

夫妇（瑞国弟兄时任执事和长执会的书记）。当时大山脚长老会经

济不宽裕，要出售独立洋房来融资购置新礼拜堂……当李耀祖牧师

被按立后（3/2006），他取代笔者到大山脚圣安德烈堂担任摄理牧

师，笔者就转任摄理沐恩堂。感恩！有机会由始至终参与沐恩堂完

成购置新的礼拜堂，也见证了他们的改变和成长。2013年正月施尤

礼牧师被按立，由他取代笔者摄理沐恩堂。能成为其他堂所的摄理

牧师是恩典，有机会与不同的长执们学习和配搭事奉，在不同堂所

看见上帝的奇妙作为。

16 马来西亚长老会西部区会50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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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通过区会推动家庭事工，积极与巴生“家怀”合作举办数

年的“堵住家庭破口”祷告会。每年举办一次大聚会都订在11月11日

前后的星期日，地点在雪隆的长老教会，除了某一年在新邦波赖长

老会。同时也致力推动“家庭祭坛”训练，后来再有“在家培育主门

徒”的训练。这一次不仅在雪隆一带堂所推动，有幸与郑维彬长老

和吴秀菁牧师远赴大山脚长老会训练当地的领袖。此后“家庭事工”

继续在大会无墙教会2.0之五年计划中积极推动。 

有感而发：事奉上帝要乘早！当笔者来到快要退休的年龄，发

现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体力和精神不如年轻时。回首从26岁开始

牧会至今，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和保守，笔者怎能事奉上帝呢？唯独

上帝的恩典，愿荣耀都归给上帝。

最后，期待后辈同工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有能力带领西

部区会迈向另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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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50减28”

“数目”对我来说是件“苦事”！没有“数目概念”的我，今天你问我

在西部区会当几届的区会会正？在什么年份？请原谅我，我的回

答一定是“不知道”！

感恩，长老会西部区会50周年了！

感恩，上帝让我能参与当中的28年！

感恩，上帝让我在过去28里，有几次机会当上“区会会正”！

感恩，上帝让我在这大家庭学习带领区会的事工，当中有经验

的同工给予我不少的帮助和提醒。

感恩，上帝让我当会正时，也安排一队很好的同工，彼此一

起思考、策划、处理区会事务。我很感恩，你们的爱心、耐心和体

谅。

感恩，上帝让我区会的服侍，不只是学习主持“区会会议”，

也：学习主持“区会常委就职礼”、学习主持“按牧典礼”、学习主

持“牧师就职礼”、学习主持“成立堂会”仪式、学习主持“新堂献堂

礼”。

感恩，上帝让我在余下的日子能继续在西部区会事奉。

在此，以〈提摩太后书〉4章1-8节彼此勉励：
1 我在 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2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

勉人。3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

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4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

语。5 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作传道的工夫、尽你的职分。 
6 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7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8 从此以后、有

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

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说的一切都适用在提摩太身上，也肯定适用

在我们的身上。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传道、在任何时间都要做好准

备、要纠正错误和不对的行为、常常保持警醒、要忍受苦难、作传

福音的工作。

我们都蒙召作基督徒，而且时刻都当作主工，在我们的基督徒

人生永不言休，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同在中，我们要忠忠心心履行上

帝所托付的职责，若我们全都能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7-8节

18 马来西亚长老会西部区会50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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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

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

者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

他显现的人。”那是多美好的事！

最后，还是感恩！感恩上帝让我们一起同证，祂的恩典与保守

让长老会西部区会经过“半个世纪”，同时祷告主耶稣兴起年轻一代

继续带领区会的事工，迈向另一个“半个世纪”，一起经历上帝的同

在，和祂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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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十后五十，
再创高峰！

长老大会西部区会五十岁了，真是可喜可贺！为什么呢？喜

的是才五十岁，这对人来说可能是差不多是要到达退休的

年龄，但对主的身体来说却是刚好相反；五十岁算是非常年轻，

是刚刚要起步向前冲、突飞猛进的时候。而贺的是西部区会这五十

年来，会友人数及教牧人数都有所增加，更是积极努力推动植堂事

工。

长老大会三个中文区会里（将英文区会排除外，因为英文区

会是属于全国性），南部区会算是最大的区会，拥有六十多所的堂

会，会友人数更是四区之冠。而西部区会只能算是老二，但是别忘

记西部区会却是处在全国最众多人口及最丰富资源的州属里，就雪

隆一带（包括布城和赛城）及整个霹雳和槟城州可以说是掌管了全

国的经济命脉。将来植堂工作可能还要延长到吉打州，那是何等大

神使命的托付；西部区会敢不敢继续接下这重大工作勇往直前呢？

以便在往后的五十年可以更多果子献上给我们的主，正如圣经在 

〈申命记〉11章11节所说：“但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却是一个

有山有谷的地，有天上雨水滋润的地。”

为此，我为西部区会五十岁献上感恩之外，也祝贺西部区会 

“五十年来，主恩满满，往后五十，继续向前，再创高峰”，我深深

相信西部众教会、众信徒、众长执及众教牧必能完成这个使命，促

进神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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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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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标牧师
2019年

当选为西部区会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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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区会50周年感言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这微小的人有机会担任47-48届的西部区会

会正为区会做一点点的贡献。在担任会正期间特别是2019

年由于冠病疫情，可说是最具挑战性和最艰难的一年，不但打乱了

教会事工的计划，也打翻了全球人类的一切生活。当时与大多数人

心中想着一样，或许半年，最多一年，教会及区会事工一切将会恢

复如常。但是一年下来，全球确诊与死亡人数还在不断的攀升，疫

苗的研制与生产仍无法解决疫情的问题，在前所未有的环境下，教

会及区会事工原本在实体举行，现在转移到透过手机、摄影机在网

路上直播；以便可以牧养及进行互动。是的，疫情将会改变我们的

服侍，不论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回顾教会历史，在上帝的应许

和许可下，不论日子有多么艰难，挑战有多么大，基督徒仍然有盼

望，因我们的主仍然掌权，我们只要凭着信心，信靠顺服前行。

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我们总是渴望恶劣的环境快快过去，迫

不及待想进入美好的未来。面对新的未来我们很喜欢引用保罗的

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

召我来得的奖赏。”（腓3:13-14）但忘记背后不等于“失去记忆”， 

面对主的托付，保罗总是战战兢兢，不自满、不松懈，继续尽心竭

力，跑当跑的路、打美好的仗、守住所信的道。两年前无人知道新

冠肺炎将肆虐全球，如今我们也难以意料后疫情的实际状况是如

何。但我们确知，神掌管万有，靠祂前行最为穩妥。回顾西部区会

的历史、过去先贤先辈们所付出的，我们就能更加明白使徒保罗所

说：“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1971年大会成立

属下第三个区会——西部区会，至今已50年仍然守主所赐的位分，

无论面对新冠肺炎将肆虐或难以意料后疫情的实际状况是如何，持

续尽心竭力，联系属下各教会同心合一，宣扬真道、牧养信徒、服

侍教会、服务社区、开荒植堂、为主发光。

总的来说，西部区会在各属下教会的教牧长执的带领下，资源

和设施、机遇和使命、同心和爱心等，都深感主恩浩大，不断寻求

明白神的心意，不断努力前行，为主发光，过去如此，未来亦必继

续蒙主保守。正如保罗所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美好工作的，到

了耶稣基督的日子必完成这工作。”（腓1:6）愿西部区会在各属下

堂会的教牧长执们继续同心合意、站立得稳，为主兴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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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8年30岁时就被吉隆玻原道堂选为该

教会的长老。而每三年就被重选一次长

老，我连续做了十一届共33年後才退休。我想在

此分享在这几十年事奉中学到关于事奉应有的态

度，也分享我走这条蒙福的道路中得到上帝的祝

福和恩典。

〈马太福音〉4章10节：“……当拜主你的

神，单要事奉他。”〈申命记〉6章13节：“你要敬

畏耶和华你的神，事奉他……”在希腊文里，“事

奉”与“敬拜”常用同一个字。所以事奉是敬拜上帝

的一部分。基督徒事奉的目的主要有两个部分：

a) 遵行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

主——你的神。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

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太22:36-

40）

b) 完成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

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8-20）

(1）认识事奉的目标与态度
被选为教会领袖不是为了权力，地位或名

气，应该注重于上帝的托付和责任作为上帝忠心

的管家。亲力亲为的去履行职责，做个众人的好

榜样，引领众人去完成主托付的目标。事奉的对

象是上帝，不是教会或事工组的领袖。教会或事

工组是我们事奉上帝的平台和管道。因此，我们

不能把教会当作一家公司那样，老板或主管有吩

咐下来的工我才去做，如果没有吩咐我就可以轻

轻松松的过日子。

我们在教会的事奉应该要主动和领导，不是

只等上面有吩咐下来才去做。在1985年我向原道

堂提呈了一个教会增长计划，被长执会接受了就

被委任为植堂小组的组长去推动和执行这增长计

划。这几年来得到教牧，长执和弟兄姐妹同心合

一的去植堂，就把原道堂原本一间百多人聚会的

教会发展到现在共有十一间教会，聚会人数平均

达到一千六百多人。

(2）把最好的献给主，
做个忠心的好管家

有些人对我说：“蔡长老，你现在退休了，

那就更有时间来事奉” 我说：“我是把最好的献给

主，在年青有为的时候把事奉主放在优先执行，

把生意事业放在其次来处理”做一个上帝忠心的管

家，我要献上的有三个方面：

a）时间 

b）恩赐才干  

c）钱财

2（a）献上时间

我在30岁被按立为长老。在34岁时辞掉工作

出来开设三家自己的公司。在忙着开展新的生意

时，又要在教会推行植堂事工和到国外推行差传

事工，但我一路来都把自己的时间优先用在圣工

上，我的生意却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在推行植

堂事工上，我亲自去开设了五间教会，江志海牧

师开设了两间，施敬良长老开设一间，吉隆玻教

会和大同教会各开设了一间。加上原有的母堂原

道堂现在一共有十一间教会。

1999年初有一位定居美国的杨嘉善长老来原

道堂分享他在中亚吉尔吉斯设立了基督教学校和

蔡庆生长老事奉的见证

前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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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所来向当地人传福音。吉尔吉斯是个回教国

家，能向回教徒传福音是个很少有的机会，在马

来西亚是被法律阻止的。我就向长执会提议实行

向吉尔吉斯人做差传工作。1999年9月我就带了一

队七个人的短宣队去吉尔吉斯体验一下那边传福

音的工作。现在很多教会的短宣队去宣教就很像

是宣教旅行，去了回来就没有继续做什么了。我

们连续五年每年都有派队过去吉尔吉斯，我们不

只是差钱，也有差人去做宣教士。有一对夫妇被

差去定居在那里做传福音工作做了三年，还有两

位姐妹和一位弟兄在那里做宣教几个月。

除此之外，我还有在本地教会收聚了一些捐

款来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向吉尔吉斯当地的

一间神学院，Silk Road Bible College提供奖学金，支

助了九位当地吉尔吉斯人在这学院读神学。 吉尔

吉斯是回教国，如果有人信主就会被赶出家门和

赶出村庄，以后死了也不能葬在他们的墓地。所

以第二件事我就在那里买了两块地。一块是做基

督徒的坟墓地。另一块地里有一间大屋子，用来

收留那些信了主就被赶出家门的基督徒，他们也

可以在这地里做些种植以谋生。

除了吉尔吉斯的差传事工，我也带队去缅甸

推动差传事工。为了要持久性在那里传福音，我

们就在缅甸中部一个大学城名叫教斜（Kyanksel) 

里的一间政府设立的技术学院附近租了一间大屋

子成立了“仁爱学生中心”。这中心为了要吸引很

多未信主的学生来租住，我们只收他们市价一半

的租金。我们也聘请了一位当地的传道人跟他们

同住以向他们传福音。感谢主，这传道人引领了

好几个学生信主了。

2（b）献上恩赐才干

当我们在事奉中献上恩赐和才干，就能策划

推动圣工；领导和治理教会，区会和长老大会以

及用爱心和智慧来处理人际关系中发生的问题。

我觉得要牧养会友和发展教会我们不能只靠

教牧去做。在1983年我就向长执会提议成立一些

由长老和执事负责的事工小组来协助教牧们牧养

和发展教会。这些小组包括：行政组，布道组，

牧养组，关怀组，事工组，植堂组和差传组。不

久我就看到原道堂增长得很快。

当原道堂发展到四间教会时我就觉得教会的

组织结构和制度必须改进。传统的母堂和子堂的

组织结构久了通常会发生一些权力的斗争和子堂

要脱离母堂去独立。除此之外，如果原道堂是以

每个堂会的单位加入西部区就会远远超过西部区

原有的单位，这就会引起原道堂在区会以举手议

决提案时都会有多数票。

在1993年我向原道堂提议成立原道堂联会。

在这联会里无论是母堂或子堂地位和权力都一样

平等，联会只有一个共同的长执会，财政是合并

一起的，聘请教牧也是联会，所以几间堂会的人

力和资源都是共用的，所以快速推行植堂或共同

事工都不会有缺乏人力资源的问题。除了共同的

长执会和长老议会，在每个堂会都有设立自己的

理事会来执行各堂会的事工。

原道堂联会加进西部区会和长老大会都以一

个教会单位，这样就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问题。

我在西部区会的事奉包括担任过区会常委，

区会财政和区会文书。我也尽力的推动区会的植

堂事工。

我在长老大会的事奉包括担任过大会常委，

法規委员，财产组组长，宣教组组长以及大会财

政。我对长老大会的贡献包括：

(1）把大会总部从柔佛州峇株搬迁到首都吉

隆坡来。

(2）介绍大会购买一栋在巴生路的五层楼独

立形屋子作为总部。我也是负责设计和装修每层

的用途包括会议室，办公室，宿舍和大型聚会场

所。

(3）大会曾经向政府申请注册，但经过将近

10年都申请不成功。当我担任大会财政后得到一

位老同学的帮助就成功在政府注册长老会法人团

就给长老大会有个正式的法定地位。

2（c）献上钱财

当我做了十多年的大型冷气空调生意得到上

帝很大的祝福，我觉得上帝所赐给我的不是单单

属于我的财富，作为上帝忠心的管家，怎样去用

这些钱才是最重要。在2001年我就把一笔钱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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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设立了“金灯台神学奖学金”。这奖学金是资

助那些愿意献身去读神学的人。我请原道堂设立

了一个小组来管理这奖学金，凡是愿意献身去读

神学的弟兄姐妹，无论是从哪个宗派哪个教会的

会友都可以来申请。这几年来，这奖学金已经造

就了十多位传道人。这奖学金在银行里到现在还

有大约一百万元，我希望会有更多人愿意献身读

神学，可以联络原道堂的江志海牧师来申请。

在2011年，我决定把两间在八打灵17区的两

层店屋奉献给教会用。原道堂就把八打灵教会搬

进这店屋来用。如果我把这两间店屋卖掉，我可

以拿回大约五百万元做我的养老金，可以到处去

游玩快快乐乐的度过晚年。但我想起圣经记载的

五饼二鱼的事，如果那小孩把五饼二鱼收着自己

吃，只有他一个人吃饱。当他献上给耶稣后，就

可以给五千人吃饱。所以我就想不要自己一个人

用，把这两间店屋奉献出来做教会用就可以把福

音传给很多人，也可以用来牧养百多個会友。

(3）走上一条蒙福的道路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我做生意这样轻松，赚

钱又这么容易？我说我为上帝做生意（做植堂，

做差传事工，治理教会）上帝就为我做生意（施

恩，赐福，叫钱自己来找我）。当我开始做自己

的冷气生意后三年，就在1985年有一天有一位大

老板打电话给我叫我去见他帮他设计一些大型冷

气系统。我到了一看原来是给七座商业用的高楼

大厦用的。这位老板对这大工程没有去招标比价

格，他就直接给我的公司做，那时候这冷气工程

总价是两千万元，在当时是算在马来西亚最大的

冷气工程。1985年也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上帝

赐下的恩典给我一家小公司赚到了两百多万的利

润。

在2005年我想退休不做生意了，就把三家公

司转让给我其他的股东去运作。 

圣经〈马太福音〉6章31-33节说：“所以，不

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

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

的。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

加给你们了。”

我退休后，就有几家冷气公司请我去做顾

问，还有几家公司帮我去卖一些空调冷气的训练

课程。我每个月的收入比我在公司做老板所领取

的薪金高过两倍半。我心在想，我是上帝的管

家，现在上帝交给我这么多钱，我怎样去用这些

钱，我必要能够给上帝有个好好的交差。

〈马太福音〉22章37-39节：“你要尽心，尽

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

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马太福音〉25章40节马太福音：“……‘我

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

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所以我每个月的收入，就尽量去帮几个需

要的人。别宗教会有一位我认识的牧师，因为在

他教会联合机构里和家中受到极大的压力，导致

失眠，头晕，除了要吃药，医生也吩咐他休息六

个月不能上班。當他向教会联合机构申請這假期

時， 這教会就不給他六个月的薪水。 因此我每个

月就填補他拿不到的薪水。

另外有个别教会的会友，几年前遇到车祸，

引起几段的脊椎骨移位压痛几条神经线，也引起

抑郁症和初期癌症，不能工作。我就尽量帮助应

付生活开支和医药费。 

我在做这些事时我深信这些钱都是从上帝那

边来的。我只是像一个 “邮差” ，把上帝寄来给他

们的东西，再交到他们手中。

我也深信上帝会坚持不懈地照顾我们。在这

Covid-19疫情期间大多数人的收入都会减少很多。

在2019年有一家大公司来找我去解决一些冷气系

统的问题，我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赚到了马

币一百二十千。但当我开账单给他们时，这公司

迟迟不给钱。一直延迟到2020年十二月底才付款

给我。后来回想起来原来是上帝的照顾。如果我

早拿到钱，钱就被我在疫情之前花完了。在这疫

情期间收入减少好多，日子就很难过。上帝把它

留下来到疫情期间才给我，刚好足够填补我2021

整年因疫情而减少的收入。

感谢主，如圣经〈哥林多后书〉9章8节：“上

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

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前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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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分享你在西部区会事奉期间，一、两件刻

骨铭心的经历。

2.	 在西部区会的事奉为你带来什么生命的更新

与改变？

3.	 你认为西部区会的哪一些事工是值得肯定

的？

4.	 分享你对西部区会最深的展望与期待。

背景与现状
郭长老1968年毕业于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曾出任怡保信义会传道三至四年，后因家族锡矿

开采公司需要打理，他必须向信义会请辞，心想

一边打理矿场一边无薪作传道，只是教会政策不

许可成为无薪传道人而离开信义会。后来，号称 

“怡保跑马场教会”，即怡保长老会圣安得烈堂 

(第一间在怡保的长老会）的黄亚伦牧师邀请他到

来怡保长老会，因为黄牧师要去英国深造两年，

而郭长老正是他在神学院时的学长。两年后黄亚

伦牧师学成回来继续掌会，郭长老有意回去信义

会，但怡保长老会的会友不让他离开，就此留下

成为此长老会的会友直至长老。多年后，刘华天

牧师委派他到怡保巴占地区开拓植堂。从八零年

代开始，他也积极参与长老大会及西部区会的事

奉。现任基督教怡保长老会圣安德烈堂（巴占）

的长老，目前经营果树秧苗买卖生意，在教会带

领着查经会、关怀、传福音事工等。

对西部区会及大会的贡献
当时长老大会总会的会所设在南部──巴株

巴辖，对于西部区会百余间教会代表，以及从国

外来马参访的宾客抵隆之后仍须往南部去，实是

交通问题上一大不方便。因此，郭长老与西部区

会常委们向大会建议将总会的会所搬迁至首都。

首先是租用位于白沙罗圣经公会楼上的三楼作为

临时总会的会所。感谢主！西部常委王连国长老

物色到一座位于旧巴生路原道堂后面的建筑物，

获得了大会通过以马币百余万购下作为长老大会

的永久会所。从此，无论北下或南上都非常方

便，大家都欣慰，激发区会之间的情谊。

郭长老也起头建议每年开大会年议会，最好

能够轮流在不同地区的堂所举行，例如有时在新

山、马六甲、吉隆坡、怡保、槟城或东海岸，这

样所出席的区会代表将可以到各地教会去观察它

们的发展，并且开完会也顺道短暂旅游。还有一

个传统，那就是每当大会或区会开完年议会，都

受到当地的堂所招待晚餐藉此联谊，这些优良的

传统至今都保留了下来。

郭长老恩赐在于开拓教会
郭长老在植堂方面多有贡献，例如：他与西

部区会同工向大会提议购买新邦蒲莱的会所；以

当时马币七十多万便顺利购得位于加影交通疏散

环路（SILK）大路旁的无拉港长老会的会所；以及

怡保长老会圣安德烈堂在巴占的工业区购买一间

工厂作为宣道会所。除此之外，他也积极参与设

教霹雳州金宝宣道所（长老会），为的是因应拉

曼大学在金宝的设院，以便开展大专事工。为何

要舍得花钱作大专生事工？目的是不仅能照顾到

从全马各地到来求学的长老会子弟，同时这些学

生也能带领未信主的拉曼学生到来教会。并且他

认为，拥有高学历与思维的大专毕业生，若在当

中有蒙主呼召修读神学成为传道者，其带来的天

专访郭志清长老
采访对象：郭志清长老
采访者：林裕涵牧师、锺启贤执事



28 马来西亚长老会西部区会50周年纪念特刊

国事奉与扩张果效是不容小觑的。

“开拓教会及植堂确实不容易。在我的观念

里，教会开了就不能关门，因为关闭教会是得罪

上帝的行为。设教、植堂虽不易，但知难行易，

只要每一步都紧靠着神，坚信上帝的带领不会有

错，祂必要祝福神自己的圣工。” 郭长老说道。

“回想当年在巴占设教，我们先租用一间店

铺，聘请一位传道人，致力于探访，尤其重要

的是建立很多有用可行的工作项目，例如：医药

讲座、布道会、演唱会，以此吸引周遭社区的居

民来参与。每年至少举办四次活动，甚至连传道

和理事们也感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次

活动，我都动用教会全体的年轻人，一大清早就

派发单张和邀请卡，整个活动宣传有时会派出

六千张传单。每次派完之后大约上午十点，我就

请客，“任吃不怒”！一年多过后便与传道、理事

们商讨，如何开始物色永久会所地点和为购堂作

准备。当时的行情，购买店屋做为会所，大约马

币二十五万。我们开始发动“千人宴”募款，当时

传道问我：“我们是否向上帝要求筹得一万？两

万？”，我说：“千万不可这样祷告，应该要祈求“

筹得足够买到会所所要的经费为止”，结果第一次

晚会的筹款就一共筹得马币八万多块。晚会中有

一位卫理公会的姐妹询问我，我们是否已经有物

色到合适的地点，我说应该很容易找到一间20尺

x70尺的店屋，她却侃侃而谈有更好的介绍，为何

不去附近的工业区因为那边有工厂单位要出售，

于是第二天我就找了中介去看，一看就觉得很满

意，因为它的宽度40尺x长度90尺，重要是中间并

没有柱头，二楼亦可做成办公室，售价是马币二

十四万五千，这与早前预设购买店屋马币二十五

万的金额差不多。”

“当主日崇拜之后，我便叫所有会友，当时

十至二十位弟兄姐妹，一同移步到那间要出售

的工厂单位，告诉他们，看完之后，只要回答一

句话：“喜欢？不喜欢？”，结果大家一看之后都

喜欢！接下来，我们就跟业主议价，直截了当的

告诉他：这是上帝要使用的地方，请你自己减

价吧！于是，他就减了马币六万，变成马币十八

万五千！忘了告诉你，连上帝也预备好买卖双方

的律师费也不用我们费心，因为最后业主也被说

服律师费由他来承担。这真是上帝的工作！千人

宴晚会筹到马币八万多，我们向长老大会贷款马

币十万，就这样顺利的完成购堂任务。感谢主，

我们向大会所贷款的马币十万块，成功在五年内

摊还清除。因此，我要告诉大家：设教、植堂，

不要害怕经费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上帝有钱，祂

一定会支持祂的圣工！当碰到困难，觉得在人而

言，很难做，做不到，要相信，上帝会出手的，

只要我们做好本分，把当纳的都完成，上帝必定

会祝福。不要再说，信上帝的人，不会发达，只

要按照上帝的方法去做，一定行！请大家记得，

〈玛拉基书〉3章10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

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

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

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勉励西部区会教牧同工
郭长老问大家，耶稣降世至今，现在到了什

么时代和情况了？他引用〈启示录〉6章四种颜

色的马，和其分别的出现，代表神对人类的罪恶

及反叛，作出审判。白马意味着基督，因为基督

稍后要在白马上得胜。红马、黑马及灰马，也和

审判及毁灭有关，但不是指向基督，相反的是指

向敌基督，那就是红马代表战争和流血，例如：

罗马帝国政权、共产主义；而黑马代表饥荒，例

如：贸易战带来的是食粮价格暴涨与短缺；而灰

马代表死亡，例如：来自刀剑、饥荒、瘟疫、野

兽，这些敌基督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提醒

大家，我们正处于冠病大流行，全世界已经有四

亿五千万人感染，死亡人数达到六百万人之多！

郭长老勉励会众，无论是大会或区会，都要及时

做成主耶稣基督所托付众教会的工作，那就是爱

教会，建立主的身体，因为上帝一再的警告世

人，祂的审判必定来，所以大家要努力传福音，

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

04
前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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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各区会会正
献词

大会会正        王端国牧师

北部区会会正  陈奕城牧师

南部区会会正  黄百友牧师

英文区会会正  孙孝忠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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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端国牧师
第45-46屆，47-48届

长老大会会正

西部区会五十周年是里程碑，标志着过去属灵前辈带着新生代

向前迈进的过程：

精英汇聚、人才济济加上财力丰盛，神赐予西部区会无限福音

机会和成长空间的恩典，虽然伴随诱惑犯罪属灵危机重重，却在政

经局势诡谲、和变异骤然的吉隆坡，也在雪兰莪、霹雳州和槟城的

州属，看到相当显着的堂会和会友增长。

在感恩神赐给教会爱心忍耐和信心智慧、有丰盛恩典展开宣教

植堂和运作福音工作之余，更让其他三个区会感受到，西部区会执

行大使命和活出大诫命的坚强意志，在半岛西海岸的环境氛围中，

基督徒个人、家庭和教会对神警醒、待人温馨，活出敬虔度日追求

和睦的基督徒生命见证，的确是高难度的不容易。

西部区会森美兰、雪兰莪、吉隆坡、霹雳、槟城、吉打和玻

璃市的七个州属，教会集中在吉隆坡和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和槟

城也有教会，发展空间很大，而吉打和玻璃市还没有长老教会。当

然，吉隆坡福音工作做不完，掌握未来取向的加影和芙蓉、会带来

无限量的福音契机，单是吉隆坡附近和雪兰莪，就可以是西部区会

的事工焦点了。不过，在其他五个州策略性展开的福音工作，也是

西部区会必然增长的重要因素。

五十周年的西部区会十年后会怎样？

我要为西部区会祷告：

天父，愿你的名在西部区会被高举得荣耀，求你悦纳西部区会

的奉献委身摆上，使西部区会所有堂所被主陶造使用，赐福西部区

会所有弟兄姐妹见证你救赎的奇妙恩典。奉靠我主耶稣基督至尊的

命祷告祈求。阿们。

西部区会十年后会怎样？

各区会会正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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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 
马来西亚长老大会西部区会5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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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奕城牧师
长老大会北部区会会正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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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耶稣基督里衷心
恭贺马来西亚长老会西部区会设立50载

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

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诗57:9-11）

马来西亚长老会南部区会

敬贺

黄百友牧师
第58-59屆，60-61届

长老大会南部区会会正 五十丰录主恩泽
植堂设教育门徒
佳美脚踪福音传
再攀高峰荣耀主

各区会会正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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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Speaking Presbytery would like to praise God our Father and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head of the church for all that He has done and for His Spirit 

who dwells in His church and leading the Western Presbytery for the last fifty years. 

The 50th thanksgiving celebration (Dec 2022)  is a testimony of God’s abundant 

grace in Western Presbytery of GPM. 

I would like to specially thank and praise God for the formative years of my 

Christian life which took place in Klang Presbyterian Church,  a church within the 

Western Presbytery. It was there the foundation of my faith was established that I 

could build on in my later years. Thank God for the Western Presbytery for all the 

works of the Gospel through church plantings,  missions and discipleship. 

May God add His grace and strength upon the leadership and congregations 

of the Western Presbytery, and that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may continue to advance and shine brightly in the world that is 

desperate for hope. To God be the Glory!  

孙孝忠牧师
长老大会英语区会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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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各区会会正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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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区会
简史

简易认识西部区会

西部区会简史

西部区会属下教会成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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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长老教会的会友，可能对“区会”这

个字眼感到陌生，而且对于传统教会这种

一层一层架构的体制会感到纳闷，有了教会，还

需要区会；有了区会，还需要大会。（有些教会

更有联会体制。）

这样有历史性的架构和体制存在当然必有它

的需要和价值，我想长老教会的会友们，我们不

应该有一种排斥和敌对的心态，反倒我们该要认

识它们，这样我们不只是长知识，我们更可以从

中看到神的家建立在稳固的体制里，就可以适当

地成长与制衡，建基在彼此监督、彼此扶持的制

度里。

区会是怎样的组织？
区会乃由一定区域内，所有各堂会选派之代

表组织之。（法规6:39）

区会的职权有哪些？
1. 设立、辅助、指导、联络，或取缔所属堂会

及宣道所。

2. 策励各堂布道事工，以及有益会友灵性生活

之宗教教育活动。

3. 训练义工、考取进名、按立牧师，以及在区

会堂所之间扮演聘牧协调之角色。

4. 研讨裁夺所属堂会或代表之提案。

5. 审查堂会记事册，及会友名册。

6. 选派代表出席大会。

7. 推行大会之议决案，并办理大会交办各事项。

8. 区会如有难题，得请训大会或常委会。（法

规6:40:1-8则）

区会的区域如何划分？
区会区域之划定及更改，由大会常委会决定

之，并在年议会通过。（法规6:41）

区会的会员有哪种？如何区分？
区会可分成正式会员和特约会员。

1. 正式会员：系区会所属之牧师，正式传道，

与各堂会所选派之代表。

2. 特约会员：区会常委认为有必要时，可特约会

中有关人士若干名出席会议。惟特约人数不得

超过正式代表十分之一。（法规6:42:1-2则）

西部区会设立教会与植堂历史
英国创立

槟城圣安德烈堂——1851年伦敦长老会创立。

怡保圣安德烈堂——1929年苏格兰长老会创立。

新马长老大会设立

巴生长老会——1963年新马长老大会设立。

原道堂——1963年新马长老大会设立。

槟城植堂

大山脚圣安德烈堂——1980年槟城圣安德烈堂植

堂。

威南长老会圣安德烈堂——2019年大山脚圣安德

烈堂植堂。

怡保植堂

圣安德烈堂（怡保）英文堂——1989年从怡保圣

安德烈堂（中文部）分出。

新邦波赖圣安德烈堂——1982年怡保圣安德烈堂

植堂。

怡保圣安德烈堂（巴占）——1998年怡保圣安德

烈堂植堂。

拉湾古打福音中心（已关闭）——2004年新邦波

赖圣安德烈堂开设。

简易认识西部区会

区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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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植堂

沐恩堂——1998年巴生长老会植堂。

伯特利堂——2007年巴生长老会植堂。

西部区会植堂

无拉港长老会——2002年西部区会植堂。

金宝长老会——2009年西部区会植堂。

加影加恩堂——2014年西部区会植堂。

长老会甲洞生命教会——2019年西部区会植堂。

其他

播伸堂——1980年由南部区会移到西部区会。

万挠长老会——2011年加入西部区会。

第二十六任（2021-2022）常委合照

第二十三任（2015-2016）常委合照 第二十四任（2017-2018）常委合照 第二十五任（2019-2020）常委合照

第十九任（2007-2008）常委合照 第二十一任（2010-2011）常委合照 第二十二任（2013-2014）常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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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10日，长老大会成立属下第三个区会—西部区会。第一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康士顿牧师 英文书记 ：杨诸烈博士 中文书记 ：叶恩溥长老
财政 ：苏宗文长老 查账 ：郑维忠执事

1972年，第二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邓可仁牧师 副会正 ：黄一琴牧师 英文书记 ：蓝启文牧师
中文书记 ：黄亚伦传道 财政 ：苏宗文长老 查账 ：郑维忠执事

1973年1月27日，第三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苏宗文长老 副会正 ：蓝启文牧师 书记 ：康士敦牧师
副书记 ：陈东山传道 财政 ：叶恩溥长老 查账 ：邓可仁牧师
提事委办主席 ：黄一琴牧师

1974年2月14日，第四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蓝启文牧师 副会正 ：陈东山传道 书记 ：康士敦牧师
财政 ：叶恩溥长老 查账 ：郑维忠执事

1974年12月，第五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黄一琴牧师 副会正 ：陈东山牧师 书记 ：黄亚伦传道
副书记 ：车乐恩牧师 财政 ：黄国安医生 查账 ：郑维忠执事

1977年2月4日，第六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蓝启文牧师 副会正 ：黄一琴牧师 书记 ：李振腾执事
副书记 ：蔡福源博士 财政 ：苏宗文长老 查账 ：郑维忠执事
委员 ：叶恩溥长老、吴坚基长老，陈东山牧师

1979年1月4日，第七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陈东山牧师 副会正 ：贺理 书记 ：何程万长老
副书记 ：Mrs. Rij. Franz 财政 ：苏宗文长老
委员 ：王连烠牧师，叶恩溥长老，郑维忠长老

1982年12月20日，第八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刘华天牧师 副会正 ：陈东山牧师 书记 ：王连发长老
财政 ：何程万长老 查账 ：王连国长老
委员 ：王连烠牧师，车乐恩牧师，Rev. Donald Elley，萧晋强长老

1984年12月6日，第九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Rev. Donald Elley 副会正 ：陈东山牧师 书记 ：林玉星长老
财政 ：何程万长老 查账 ：王连国长老
委员 ：王连烠牧师，刘华天牧师，萧晋强长老，王连发长老

一、西部区会的成立与历任常委
124次（1967年）星马大会常委会会议中，

槟城、霹雳、雪兰莪区事工委员会报告：因槟、

霹、雪三区教会已有健全的发展，多数人在秉承

大会意旨下，认为有共同组织区会的必要。当时

委员有：苏宗文、卢宗献、陈清福、吴坚基、蓝

启文、康士敦。

西部区会简史

区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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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12日，第十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陈东山牧师 副会正 ：刘华天牧师 书记 ：林玉星长老
财政 ：何程万长老 查账 ：王连国长老
委员 ：王连烠牧师，萧晋强长老，唐玉礼牧师，郭志清长老

1990年12月10日，第十一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刘华天牧师 副会正 ：陈东山牧师 书记 ：蔡庆生长老
财政 ：何程万长老 查账 ：莫子亮长老
委员 ：王连烠牧师，吴振鸿长老，蔡华平传道，郭志清长老

1992年12月14日，第十二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王连烠牧师 副会正 ：陈东山牧师 书记 ：蔡庆生长老
财政 ：何程万长老
委员 ：刘华天牧师，江志海牧师，蔡华平传道，吴荣光传道，朱顺安执事

1994年11月9日，第十三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刘华天牧师 副会正 ：陈东山牧师 书记 ：蔡庆生长老
财政 ：何程万长老
委员 ：郭志清长老，江志海牧师，吴振鸿长老，吴荣光传道，朱顺安执事

1996年11月28日，第十四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王连烠牧师 副会正 ：陈东山牧师 书记 ：蔡庆生长老
财政 ：王连国长老
委员 ：刘华天牧师，江志海牧师，蔡华平牧师，董伟强长老，吴振鸿长老，周仁生长老

1998年12月7日，第十五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江志海牧师 副会正 ：刘华天牧师 书记 ：林志川传道 (1999)
财政 ：蔡庆生长老 刘秋洁传道 (12/1999接任)
委员 ：王连烠牧师，陈东山牧师，李耀祖传道，莫子亮长老，郭志清长老，周仁生长老

2000年12月11日，第十六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蔡华平牧师 副会正 ：刘华天牧师 书记 ：刘秋洁传道
财政 ：周仁生长老
委员 ：王连烠牧师，陈东山牧师，沈建隆牧师，潘俏萍传道，吴振鸿长老，蔡庆生长老，

幸裕成长老，郑维彬长老，王福明长老

2002年11月18日，第十七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刘华天牧师 副会正 ：刘秋洁牧师 书记 ：李耀祖传道
财政 ：周仁生长老
委员 ：王连烠牧师，陈东山牧师，江志海牧师，赖长坚长老，吴振鸿长老，蔡庆生长老，

梅建刚长老，潘振忠长老，陈伟明长老

2004年，第十八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刘秋洁牧师 副会正 ：尤秋松牧师 书记 ：李耀祖传道
财政 ：周仁生长老
委员 ：蔡华平牧师，刘华天牧师，陈文裕传道，吴振鸿长老，梅建刚长老，陈伟明长老，

蔡庆生长老，潘振忠长老，黄瑞国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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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十九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李耀祖牧师 副会正 ：黄开富牧师 书记 ：陈梅兰传道
副书记 ：陈文裕传道 财政 ：陈伟明长老
委员 ：刘华天牧师，尤秋松牧师，江志海牧师，蔡华平牧师，刘秋洁牧师，蔡庆生长老，

周仁生长老，梅建刚长老，朱顺安长老，饶创新长老

2009年，第二十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蔡华平牧师 副会正 ：黄开富牧师 书记 ：李耀祖牧师
副书记 ：梁锦标牧师 财政 ：蔡庆生长老 查账 ：梅建刚长老
委员 ：刘秋洁牧师，陈梅兰牧师，吴振鸿长老，蔡锦信长老，杨淑娟长老，郑显铭长老，

朱顺安长老，沈良群长老

2011年，第二十一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刘秋洁牧师 副会正 ：李耀祖牧师 书记 ：陈梅兰牧师
副书记 ：梁锦标牧师 财政 ：郑显铭长老
委员 ：江志海牧师，蔡华平牧师，黄开富牧师，沈良群长老，蔡锦信长老，杨淑娟长老，

邱锦成长老，朱顺安长老

2013年9月12日，第二十二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李耀祖牧师 副会正 ：刘秋洁牧师 书记 ：梁锦标牧师
副书记 ：张庆荣传道 财政 ：郑显铭长老 查账 ：黄爱美长老
委员 ：王日广长老，沈良群长老，蔡锦信长老，周增源长老，黄建隆长老，黄开富牧师，

陈梅兰牧师，蔡华平牧师

2015年，第二十三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刘秋洁牧师 副会正 ：李政福牧师 书记 ：张庆荣传道
副书记 ：彭国兴牧师 财政 ：黄建隆长老 查账 ：黄爱美长老
委员 ：李耀祖牧师，蔡华平牧师，黄开富牧师，陈梅兰牧师，锺志源牧师，沈良群长老，

梅建刚长老，郑显铭长老，王日广长老，周增源长老

2017年12月12日，第二十四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李政福牧师 副会正 ：彭国兴牧师 书记 ：李耀祖牧师
副书记 ：梁锦标牧师 财政 ：黄建隆长老 查账 ：黄爱美长老
委员 ：江志海牧师，蔡华平牧师，黄开富牧师，陈梅兰牧师，锺志源牧师，郑显铭长老，

郑国安长老，梅建刚长老，周增源长老，黄建隆长老，陈建明长老，潘文杰长老

2019年12月9日，第二十五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梁锦标牧师 副会正 ：刘秋洁牧师 书记 ：游永凯牧师
副书记 ：彭国富牧师 财政 ：周增源长老
委员 ：蔡华平牧师，李耀祖牧师，彭国兴牧师，锺志源牧师，吴秀菁牧师，成丽文传道，

郑国安长老，朱顺安长老，黄建隆长老，刘其昇长老，陈志鸿长老，蔡威翔长老

2021年1月11日，第二十六任西部区会常委：
会正 ：蔡华平牧师 副会正 ：吴秀菁牧师 书记 ：林裕涵传道
副书记 ：郭彬彬传道 财政 ：周增源长老
委员 ：彭国兴牧师，黄国雄牧师，刘秋洁牧师，梁锦标牧师，锺志源牧师，李耀祖牧师，

朱顺安长老，陈志鸿长老，颜添禄长老，郑国安长老，刘其昇长老，Elder Ong Kim Seng

区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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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部区会成立的教会
西部区会是从几个城市教会开始，槟城、吉

隆坡、巴生、怡保和波德申，当中几个城市更是

继续地植堂，这是先辈们的远见，他们看见城市

的潜能，除了人口稠密，城市也是资源丰厚的地

方，而且许多乡下教会的子弟都会来到大城市工

作与发展，这更促使西部的城市教会之需求，除

了设教，更应当有区会的成立，以达到教会之间

的辅助、联络与增长。

近年来，西部区会蒙上帝的赐福，至今 

(2022年）已有28间长老教会。我们可以发现，这

些教会的扩张，主要仍是以过去几个主要城市为基

地，槟城所植的就有大山脚圣安德烈堂（1979）。

吉隆坡的主要是以原道堂的植堂为主，目前原道

堂已有11间植堂，近年原道堂植堂的教会有2014

年的鹅唛教会和2017年的武吉加里尔教会。巴生

的植堂则有两间，即沐恩堂（1998）和伯特利堂

(2007）。怡保的植堂则有四间，圣安德烈英文

堂，新邦波赖圣安德烈堂（1982）、巴占圣安德

烈堂（1998）和金宝长老会（2009），其中1999

年设立的拉湾古打福音中心目前已经关闭。

 

三、西部区会的人力资源
西部区会的人力资源蒙神赐福，过去的牧者

和长执仍然忠心服事，近年也加入一些新的牧者

和长执，也有晋升的牧者，让西部区会更多服事

的工人，也带动各教会的内部牧养与外展事工。

近十年晋升的牧者：
2012：彭丽珠牧师
2013：彭国兴牧师，施尤礼牧师，锺志源牧师
2017：吴秀菁牧师，张俊明牧师，黄国雄牧师
2018：张庆荣牧师，游永凯牧师，彭国富牧师
2021：林裕涵牧师

近年来加入西部区会的牧者（留任的牧者）：
2015：郭彬彬传道，成丽文传道
2017：蔡频频传道
2018：罗金兰传道，李道倪传道
2019：林莺爱传道，黄瑞祥传道，梁伟杰传道
2020：蔡锦兰传道，周美丽传道
2021：黄多加牧师，刘学谦传道，
         黄诗康传道，黎振寰传道
2022：雷美凤传道

四、西部区会近年的事工
西部区会除了履行“区会”的职权（按法规

6:40:1-8则），西部区会也参与在一些需要的事工

上，例如：举办讲座、植堂、探访教会、整合区

会资源等等。当然，堂会所做的事工，区会就尽

可能不重叠。

在近这两年（2021-2022），西部区会开始整

合区会的资源，因为各个西部区会的教会有些资

源是可以共享的，区会就成了一个平台，让大家

可以节省资源，也促进彼此之间的认识和互补。

目前有些宣教事工和信仰讲座已经透过社交平台

来彼此分享，期望日后可以更多互动和交流。

另外，西部区会于2021年开始设立了社关

小组，由陈志鸿长老带领。这社关小组是应着需

要而成立的，因着今年天灾人祸的增加，2020年

疫情的袭击不只夺走了很多人的性命，也使许多

人的生活遇到瓶颈，马来西亚长老教会，无论南

部区会、西部区会或北部区会，都致力于参与在

慈惠的事工上，除了希望可以为需要的人雪中送

炭，更是要学像主耶稣怜悯人的心肠。

于2021年8月27日、29日和31日这三天，西部

区会也举办了一场线上的讲座，主题为《耶稣预

言世界末日》，讲员为陈再明牧师。这次的讲座

有365个单位参加，这可以说是疫情之下西部区会

的尝试，对各教会也有很好的造就。

五、感恩与展望
西部区会这50年来，可以看到教会的增长，

植堂增多，也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兴起的教会领

袖，这是值得感恩和赞美的，可以看到上帝的工

作在当中，更可以看到神如何使用祂的仆人使

女，成就马来西亚几个重要城市的事工。

当然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不足来求神怜悯，许

多的事工和发展都尽显儿女们的亏欠，我们只能

继续地祈求神的能力可以在西部区会众教会中，

在牧养羊群走在主的心意之事上，愿神坚固；在

回应大使命的福音使命上，愿神加力。

愿未来的50年，主的恩福充满西部区会，壮

大教会，影响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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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教会 西部区会 分类 区域 年份 月 日

1 1 槟城圣安德烈堂 Penang 1962 9 9

2
2

大山脚圣安德烈堂 Penang 1979

3 威南长老会圣安德烈堂 Penang 2019 3 30

4 3 怡保圣安德烈堂（中） Ipoh 1965 8 4

5
4

怡保圣安德烈堂（英） Ipoh 1929

6 怡保圣安德烈堂（英）- 怡南长老会 Ipoh 2013 7

7 5 怡保圣安德烈堂（巴占） Ipoh 1998

8 6 新邦波赖圣安德烈堂 Ipoh 1982

9 7 金宝长老会 宣道所 Kampar 2009

10 8 万挠长老会 宣道所 Selangor 2011 1

11 9 巴生长老会 Selangor 1963 6 9

12 10 巴生伯特利堂 Selangor 2007

13 11 巴生沐恩堂 Selangor 1998

14 12 无拉港长老会 Selangor 2002 6

15 13 加影加恩堂 宣道所 Selangor 2015 7 19

16 14 波德申播伸堂 Seremban 1998

17

15

原道堂 - 吉隆坡教会 Kuala Lumpur 1963 8

18 原道堂 - 蕉赖大同 Kuala Lumpur 1986 12

19 原道堂 - 吧生路 Kuala Lumpur 1988 8

20 原道堂 - 白沙罗 KL-Sel 1993 3

21 原道堂 - 蕉赖首都镇 KL-Sel 1996 3

22 原道堂 - 八打灵 KL-Sel 1997 3

23 原道堂 - 文良港 Kuala Lumpur 2000 7

24 原道堂 - 蒲种 KL-Sel 2004 8

25 原道堂 - 双溪龙 KL-Sel 2005 3

26 原道堂 - 鹅唛 Kuala Lumpur 2014 8

27 原道堂 - 武吉加里尔 Kuala Lumpur 2017 12

28 16 吉隆坡甲洞生命教会 Kuala Lumpur 2019 1

博大生命堂* 宣道所 Selangor

拉湾古打福音中心** 福音中心 Ipoh 1999

柔府（Juru）宣道所***【31届4次会议】 宣道所 Penang 2006 1

*
**

***

2015年7月12日关闭 
2020年9月停止租赁，关闭
有待查核日期何时关闭

06
区会简史

西部区会属下教会成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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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圣安德烈堂简史

教会简史

年份 历史事件

1819
槟城圣安德烈长老会简史可追索到1819年，那时英国伦敦宣教协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槟岛为华人及长老宗的欧洲人（大多为苏格兰人）建立了宣道所。

1843
1843年，中国商埠开放时，英国伦敦宣教协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招回所有在马
来亚的宣教士并把焦点完全放在中国。居住在槟城的苏格兰人因此而没了崇拜聚会，
于是他们设立了长老教会，从此欣开了槟城长老会的历史。

1849

1849年，Dr. Duff of Calcutta，Dr. Millar和Mr. Andrew Bonar被委任以遴选一位合适的牧师。年
轻的Rev Charles Moir, M.A. 因此在1850年被按立并于1851年与太太抵达槟城。1851年7月15
日，他们开始了在槟城圣安德烈长老会的事工。
Rev Charles Moir开始与其领袖们找地方建教堂。随后，得了政府及苏格兰的资金赞助，教
会在Farguhar街建了教堂与牧师楼。当教堂建立后，教会遭遇了不稳定的状况。但即使
在1876至1893年没有牧者，教会事工仍然继续。过后因为许多不适的因素教会决定把教
堂卖给政府，并将酬金用于日后建堂。

1898

Rev John S. Mcknight在1898年牧会。他与团队在Northam街找到了合适的建堂地点。此教堂
成立40年之久（1901至1941年）。之后，在摄理会正Dr Drummand Harcus的帮忙下，教会
在Macalister街盖了牧师楼；而Rev Donald J. Ross是第一位住进的牧师。
日本侵略时期（1941-1945）许多长老宗都移居新加坡。当时，教堂被日军所轰炸，
严重受损着，修复不乐观，因此短期内无法聚会。于是教会于近牧师楼的Macalister街
买了地作建堂之用。不过因场地太小，教会于1940年卖了牧师楼及1951年卖了教堂。
同时，Malaya Field Committee开始计划重新进驻马来亚教会的意念。那时，Malaya Field 
Committee决定槟城圣安德烈长老会不只有纯欧洲裔的会众，也开放给所有人。

1953

位于Codrington Avenue槟城圣安德烈长老会（为目前教堂所在）的基石是于1953年12月12
日，由J.G. Brown先生所立。牧师楼于1955年10月3日进驻。Rev. G.M. Nicol于1954年7月8日
被按立。一个为活动的会厅则在1959建成，并以Nicol为名，为的是要纪念于放假中离世
的Rev. Nicol。

1962

1962年，李辉牧师（Rev. Philip Lee）牧会的华人基督教会于每主日3时在大堂崇拜，并主
日学及青少年聚会在Nicol堂进行。当时，长执会文书Mr. G.D. Brown于他的年度报告当中提
道：马来亚华人基督教会大会以及马来亚长老大会已到达合并为一间教会的时候了，
那就是以两种语言进行。

1969
当时马来亚政府本土化的政策使欧洲、英国及澳洲的人员纷纷离开马来亚。在1969年的
报导中，杨绪烈博士（Dr Yeow Choo Lak） 说道：在失去欧洲会员以及他们的经济资助，
由原有的欧洲裔会众至多元的会众是条艰苦、压力及彷徨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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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历史事件

1970

尽管在此艰难的情况下，教会仍不断开展事工。杨绪烈博士（Dr Yeow Choo Lak）及太太
成功劝说教会开展幼稚园，以服侍地区需要及在经济上支柱教会。因此在1970年8月10
日，槟城圣安德烈幼稚园以18个学生开始了。杨博士夫人（Mrs Yeow） 为义务校长，而
教会姐妹每星期一次在幼稚园帮忙。幼稚园于1971年1月1日以30个学生正式向政府注
册。1973年4月，学生人数增加至50人，其后增加至100位学生。

1971
槟城圣安德烈与英国圣安德烈教会于1971年结束了联结。随后，槟城圣安德烈长老会与
姐妹会霹雳长老会、吉隆坡长老会以及新加坡Orchard Road长老会于1971年4月12日一起
加入了新加坡及马来西亚长老大会。

1972

早在1968年，槟城圣安德烈长老会有意聘请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华人牧师牧养英文及华语
的会众。因此，在写往西部区会的信函中，我们看到长执会文书这样子写道：我们很
荣幸告知您，于1972年10月25日的会议已通过，槟城圣安德烈长老教会与恩光堂中文基
督教会将合而为一。于1973年1月1日，槟城长老会基于以下几点：
1. 教会将命名为“槟城长老会”。
2. 两个崇拜聚会将进行——中文和英文。
3. 流动和固定资产将共用，一个财政和一个副财政管理，资金将命名“槟城长老教会”。
4. 两个长执会将合并为一个。
因此在1973年1月1日，槟城圣安德烈长老会正式成为一个合并的教会，命名为槟城长
老会。随后数月，再次修改名为“槟城圣安德烈长老会”。1972年9月迎来了吴金全传道
(Pastor Goh Kim Chuan）。他于1975年12月6日被按立。当时，教会举行两个不同言语的崇
拜聚会，即华语及英语崇拜。这延续了至今，同时也在每月圣餐主日举行双语崇拜。
于1976年8月，吴金全牧师（Rev. Goh Kim Chuan）一家离开槟城前往美国。跟随吴师母的
离去，教会幼稚园的领导交付于一位年长的非信徒老师。这老师却于1977-1978年之间
盗取公款，使教会及幼稚园陷于严重的经济及行政问题。

1976
1976至1978年，当时敝会无牧者，位于Tanjong Bunga, Dalat School的校长以及教员都在主日
证道上服侍。此外，位于Batu Ferringhi的浸信会神学院院长及教员也前来本会服侍。

1978

于1978年6月，原本基于菲律宾事奉的王连烠牧师（Rev. Joseph Ong Leng Huey）一家人抵
达槟城并于本会服事。之后，教会中英文部的会众慢慢地团结起来，教会也有了驻堂
牧者以照顾日渐增加的会友以及不同的教会活动。教会幼稚园则在崩溃中重新拾回以
前的名望，并辅助教会的经济。1972年，政府同意将儿童名额增至200位。于是教会另
建设一座三层高的教育楼，以便应付日渐丰盛的事工。此项工程于1979年以RM200,000
为目标进行筹款。教育楼于1983年7月12日进行了感恩礼。

1980
与此同时，敝会于1980年4月13日，开设位于大山脚Taman Makok的宣道所。后来，大山
脚福音中心于1985年12月8日搬迁至位于Taman Bukit更大的会所。此福音中心于1993年发
展为宣道所，并于2000年12月2日晋升为堂会；命名为“大山脚圣安德烈长老会”。

1986
1986年6月1日，长执会决定继续聘请王连烠牧师（Rev. Joseph Ong Leng Huey） 为第二季度
的牧师。因此，王牧师成为槟城圣安德烈长老教会事奉最久的牧者；长达25年。

2002
教会于2002年开始大专关怀事工——UCare团契，主要向理大（USM）学生进行传福音
工作。教会于此大学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福音中心供学生住宿及崇拜用途（定名为
UCare大专关怀中心）并开始主日崇拜。此团契仍继续发展。

2004 金京中牧师（Rev. Timothy Kim）及师母于2004年义务前来帮忙本会，事奉至2018年。

2017
2017年12月，教会扩建教育楼并于2020年5月完成拥有电梯的4层楼宣教中心（多用途
楼）。

2020 周美丽传道（Pastor Chew Bee Lee）于2020年10月1日前来牧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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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日期 历史事件

1979
草创期，与槟城圣安德烈长老会王连烠牧师接洽。期间负责人有黄国安医生夫妇、吴
承基弟兄、沈再团弟兄、杨汉才弟兄和邱茂松弟兄等等。

1980
槟城圣安德烈长老会长执会议决，支持王连烠牧师、黄国安长老到大山脚麦谷园设教。
学员传道会同工郑亨平弟兄为中心负责人。

13/4/1980 正式成立“青年福音中心”。

1981
由于大部分会友乃日新中学校友和学生，亦因为黄国安医生夫妇的热心，本堂会与日
新基督教青年团契保留了密切的关系。

1982 承蒙上帝的眷顾与保守，人数不断加添，教会亦稳健发展。

1983 郑亨平同工离开中心。

1984
学员传道会同工徐国荣弟兄协助中心事工。
有感“青年福音中心”易予人以为只限青年，遂议决改名“福音中心”。

1985 徐国荣同工离开。

2/6/1985 第一位传道，邱茂松传道正式就职。

8/12/1985 “福音中心”从麦谷园搬迁到丽山花园，并举行“新屋奉献感恩礼拜”。

21/12/1986 第一次在福音中心施洗礼。

1988 举办由吉隆坡原道堂呈献“超越的爱”布道会。

16/6/1988 邱茂松传道离职，杨汉才传道上任。

7/8/1988 杨汉才传道就职。

1/4/1990 杨汉才牧师离职。

1991-1992 没有传道人，教会事工由弟兄姐妹同心配搭。

5/7/1992 曾碧芳传道就职。

1993
长执会议决以RM145,000.00买下丽山花园会所，装修费为RM40,100.00，由槟城母会及众
弟兄姐妹爱心奉献。
产业信托和监管为槟城圣安德烈长老会。

18/7/1993 第一届的长执会选举。

31/8/1993
正式升为“大山脚长老会宣道所”。
第一届的长执会就职。
委任槟城母会的吴振鸿长老兼任本堂会长老一职。

29/8/1994 举办一周年纪念感恩会。

29/10/1995 在大山脚柔府新村租用Taman Pinang一住家，开始了学生事工“柔府福音站”。

20/12/1995 吴承基执事蒙主恩召。

16/6/1996 第二届长执会选举。

15/9/1996
第二届长执会就职。
举办宣道所三周年纪念感恩礼拜。

1997 曾碧芳传道婚后离职，随雷平发传道到新山。

1998
聘请庄如明牧师为兼职传道。
聘请卓志吉传道为柔府事工兼职传道。
“柔府福音站”从Taman Pinang搬迁到Taman Duku，改名为“基督教长老会柔府社区服务站”。

大山脚圣安德烈堂简史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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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日期 历史事件

1999
柔府事工“基督教长老会柔府社区服务站”正式成立附属团契“柔府青少年团契”，并选立
第一届职委会；并开办补习班帮助当地提早辍学的问题少年。

18/7/1999
第三届长执会的长老选举。
廖开富执事应选担任首任长老。

1/8/1999
有感宣道所地点偏僻，长执会议决搬出丽山花园，到Jalan Maju租下一店屋之二楼和三楼
来聚会。

15/8/1999 第三届长执会执事选举。按立新长老及设立三位新的执事，随即举行就职礼。

5/9/1999
槟城圣安德烈长老会长执会推荐大山脚宣道所升为堂会，并正式提呈马来西亚长老大
会西部区会。

11/10/1999
长老大会第四次常委会接纳槟城母会的推荐，通知和成立审核小组，由刘华天牧师、
郭志清长老和蔡庆生长老担任。

2000
庄如明牧师因到吉隆坡开设双福残障自强发展中心，提议另聘全职传道。庄牧师亦决
定不领恩奉，成为本堂会义务牧师。

1/7/2000 雷平发传道接受聘请。

14/7/2000
长执会议决以RM490,000.00购买新会所并献议槟城母会长执会，成立购堂委员会。
槟城母会议决并同意以RM260,000.00脱售丽山花园旧会所，充作本堂会之购堂基金。

13/8/2000 向长老大会商借免息贷款RM130,000.00为购堂基金。

9/9/2000 长老大会审核小组前来进行审核升为堂会一事。

11/9/2000 长老大会审核小组一致通过及接受大山脚宣道所升为堂会。

17/9/2000 雷平发传道正式上任就职。

3/11/2000
签下现今之会所的买卖合约，角头间三层楼的店屋。
黄国安医生夫妇奉献RM100,000.00为购堂基金。
律师费和装修费等等约RM100,000.00，由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和免息借贷。

2/12/2000
正式升为堂会“大山脚圣安德烈长老会”。
王连烠牧师任本堂暂会正。

18/3/2001 雷平发传道离职。

30/12/2001
搬入现今之位于大山脚Jalan Berjaya的永久会所，第一次在新会所举行主日崇拜，讲员为
萧鼎芗弟兄。

31/12/2001 第一次在新会所举行守岁礼拜。

2002
柔府事工的卓志吉传道离职。
教会并无聘请传道人，教会事工由长执会主导，弟兄姐妹同心配搭。

18/8/2002 第四届长执会选举兼就职。

21/9/2002 本堂会新会所首次举行婚礼，新人为甘春才弟兄和孙报韵姐妹。

1/6/2003
王连烠牧师退休，长时间在国外神学院教课。王牧师对本堂会的事工进展依然非常关
顾，仍定期回来主礼圣餐。

20/7/2003 洽谈与接纳邢福轩传道为兼职传道。

4/1/2004
西部区会委任刘秋洁牧师为本堂会暂会正，正式主持长执会会议。
聘请邢福轩传道，试用为期一年，并提呈西部区会。

7/3/2004
黄国安长老夫妇到美国之前莅临本堂参加主日崇拜。
王连烠牧师受邀为本堂会顾问牧师。

9/5/2004 柔府事工正式定名“长老会柔府福音中心”。

1/3/2005 邢福轩传道提呈长执会，决定约满后不续聘，于31/5/2005卸职。

21/4/2005 献堂礼暨廿五周年银禧感恩纪念。

1/1/2006 柔府福音中心开始第一次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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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保圣安德烈堂	(中)	简史

英女王的御賜下，英国苏格兰教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兩个国家所建立的教会都命名为《圣安徳烈》四間教会分别为新加
坡乌节路长老会圣安徳烈、吉隆坡圣安徳烈、怡保圣安徳烈及槟城圣安德烈。
五年倍增运动为要在五年倍增教会会友人数。

1

2

起源
1927年苏格兰长老会为旅外的英国人在怡保

建立教会。当时差派首任宣教师（Rev. George Nicol. 

M. A)主持会务，经由他工作策划，会务进展甚

速，1929年3月23日，怡保长老会圣安德烈堂（St 

Andrew’s Presbyterian Church of Perak）便告落成，教

会之成立，乃直属英国长老会星马区会之一。1 

怡保圣安德烈堂在1965年10月，由大会推荐

卢宗献先生担任堂会传道之职，并在1967年1月17

日由英国长老会马来亚区会同意下，按立卢宗献

传道为怡保长老会圣安徳烈堂牧师，同时兼任华

文崇拜暂会正。

中文聚会
星马长老大会推动五年倍增运动，2而在怡

保设立教会是五运委员会首要任务。五运主席叶

谷虚牧师、真理堂许瑞庭长老，于1966年2月16日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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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生传道任期1976年7月-1978年12月。
康牧师除牧养英国人崇拜聚会，也兼顾华文事工。
郑牧师担任摄礼牧师2010年至2012年。
黄国雄传道按立于2017年7月1日。

3

4

5

6

(星期三）晩上七時，假借怡保许受敏弟兄有限公

司锡场宿舍作怡保设立教会第一次聚会。當晚出

席者计有许长老合家外，尚有矿工十多人參加，

同年3月6日（主日）迁移到高尔夫俱乐部路圣安

德烈长老会正式聚会，并在八月四日下午七時半

主持开幕典礼。

卢宗献牧师于1968年8月任满后离职，赴美深

造。主日崇拜分别由槟城陈清福牧师、吉隆坡章

家霓传道及蓝启文牧师、卫理公会林雅各牧师，

和内地会巴美楼教士等，同心协力促进怡保教会迈

向成功之路。在卢宗献牧师离职后，大会议决借调

北马区会甘马挽宣道所周书源牧师前来接任，在

祂祝福与帶领下，教会渐上轨道。1969年5月2日下

午7時半，本会召开首次发展理事会，出席人数共

9人，周牧师任主席，邓维忠任书记。理事会的任

务是策划信徒培灵和布道会，以及整理会友移名

登记、教会经济预算，与筹备选举首届执事。

第一届执事会
1970年2月22日（主日），本会遵照大会法

规召开堂议会，票选执事四位，邓维忠先生、许

受宽先生兩位依照会规就职，成为本会第一任执

事。同年4月大会第126届年会期間，周书源牧师

接受柔佛州居銮堂会之聘，并定在8月11日离开赴

任。怡保宣道所则由大会另派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毕业黄亚伦先生续任传道之职，并在1970年9月30

日上任，并于同年11月1日由陈淸福牧师主持授任

典礼，当时崇拜人数约有20人左右。

历任教牧同工
继黄亚伦牧师后，陈天生传道、3康士敦牧师

担任教牧同工。41979年开始，华文事工陷入无牧

者状况，当时经马来西亚西部区会接洽，于1979

年12月底聘任刘华天牧师，刘牧师于1980年1月

1日正式上任，并在同年2月8日举行其按立就职

典礼。因教会事工所需，长执会在2008年正式聘

任黄国雄传道为助理传道。刘华天牧师2010年退

休，由郑亨平牧师担任摄礼牧师。5 

长执会在2012年3月1日聘任李耀祖牧师为教

会主任牧师，李牧师在2020年2月份任期满，且辞

去主任一职。长执会议决，李牧师卸任后由黄国

雄牧师担任长执会主席，6继续带领教会弟兄姐妹

同心事奉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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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itle: History of SAPC (English) Congregation.

2. 1989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was separated from Chinese 

Congregation. Both the Mandarin and English congregation 

have co-existed using the same building to worship until the 

new building was ready in 2015.

3. 1991 Pastor Peter Chin joined the SAPC (English) congregation.

4. 1992 Care Groups was established.

5. 1993 Congregation voted for establishment of congregational 

church and new Board of Deacons was elected.

6. 1994 Rev. Johnson Chua appointed by ESP as the Interim Moderator.

7. 1996 Rev. Peter Chin was ordained as Minister and became the Moderator. In Dec 1996, Elder Foo and Elder Dr. Ding were 

elected as the Elder of the church and followed by new Deacon Board was established.

8. Oct 1997 We purchased a shop lot in Pengkalan Indah and planted a new church.

9. 2000 We planted second new church in Tambun.

10. 2005 A joint building committee was set up to put up a new building. Both Chinese congregation deacon court and English 

congregation deacon court consented the joint project. This new building project committee was headed by Bro. Ling Yoke 

Teck. Both congregations also agreed to set up a new bank account for this project. Total budget was about RM4 million 

and total cash in the bank by 2011 was more than Ringgit Malaysia eight hundred thousand. In 2011, Rev. Lau retired and 

Chinese congregation decided to cease the project. The new Chinese congregation deacon board did not agree to support 

this joint project. They decided to go on their own to build the new church. The committee was disbanded and English 

congregation received back more than Ringgit Malaysia six hundred thousand. Similarly, Chinese Congregation received 

back their portion.

11. 2011 Rev. Lau joined English congregation.

12. 2013 We planted third church in Seri Botani area and the name of the church was Seri Botani Presbyterian Church (SBPC). 

The reason we moved into Seri Botani area because there were a big group of Mandarin or Cantonese speaking people. 

Rev. Lau was responsible for Chinese congregation and Elder Daniel Lim was responsible for English side.

13. 2018 We bought 3 units shop lot in Ipoh Southern area. We moved from Seri Botani to Ipoh Southern area. The name of 

the church was changed from Seri Botani Presbyterian Church to Southern Ipoh Presbyterian Church (SIPC). On Jul 2018, 

We moved into Southern Ipoh new church. We had our dedication service on 3 Nov 2018. Elder Dr. Lam and Elder Dr. Sam 

were assigned to oversee the SIPC Chinese Congregation. Elder Daniel Lim St. Andrew’s Presbyterian Church (English) and 

Elder Daniel Hee were assigned to oversee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14. Aug 2021 Late James Lau Hua Ting was passing away.

15. 2022 New Sunday school building. Hopefully, the construction will start in Nov 2022.

怡保圣安德烈堂	(英)	简史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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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长老会圣安得烈堂（巴占）于1999年

3月29日正式成立，感谢上帝的带领，至

今已经进入23个年头，在蔡华平牧师的协助，长

执们的配搭和弟兄姐妹爱主爱教会的情况下，聚

会人数日益增长，目前洁名会友人数达80多位，

主日学3-5人，少年小组大约15人，青年小组有10

人，成年小组约有10人。

怡保圣安德烈堂	(巴占)	简史

基督教怡保长老会圣安得烈堂（巴占）基督教怡保长老会圣安得烈堂（巴占）
88, Persiaran Bercham Selatan 20, Taman Bercham Indah, 31400 Ipoh, Perak.

019-2165685（蔡华平牧师）、012-5171410（成丽文传道）

St. Andrew's Presbyterian Church (Bercham), Ipoh

gpst.andrew@gmail.com

每周聚会

聚会 星期 时间

主日崇拜 日 早上10:30am

儿童主日学 日 早上10:30am

少年小组 五 晚上8:30pm

青年小组 六 晚上8:30pm
(每月1次)

成年小组 六 晚上8:30pm
(每月2次)

温柔小组 四 晚上8:30pm
(线上，每月3次)

祷告小组 (5组) 时间与地点
由组长安排 每月一、两次

2021-2023长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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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0年终，主内一对夫妇（幸裕成弟兄，潘美珍姐妹）在原址（23, Jalan Sekolah, Simpang Pulai, 31300 

Ipoh, Perak）开办幼儿园，并开始每星期一次儿童主日学。

2. 1981年怡保长老会正式前来新邦波赖协助儿童主日学。

3. 1982年5月2日第一个主日开始主日崇拜，当时崇拜人数平均25人。

4. 1983年与怡保长老会联合成立青少年团契。

5. 1985年马来西亚长老大会西部区会正式接纳为宣道所，命名为基督教教新邦波赖长会。

6. 1986年第一位姐妹（蔡风玲姐妹）献身，进入神学院受造就。

 青少年团契停止聚会。

7. 1989年为避免主日学学生流失，于4月成立新生命造就班。

 第二位姐妹（彭丽珠姐妹）献身，在机构全时间事奉，并在1995年进入神学院受造就。

8. 1991年委任6位弟兄姐妹为理事，并成立理事会。

9. 1992年7月聘请第一任传道（李展明传道）。

 9月选举2位执事。

新邦波赖圣安德烈堂简史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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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93年一位弟兄（彭国富弟兄）献身，进入神学院受造就。

 4月再度成立青少年团契 ，此团契之前为新生命造就班。

 8月第一位传道（李展明传道）离职。

11. 1994年9月聘请第二位传道（李耀祖传道），并在9月16日举行就职礼。

 购入新堂址（91-91A, Persiaran Sengat Baru 18, Taman Bersatu, Simpang Pulai, 31300 Ipoh, Perak），并于12月

29日完成买卖手续。

12. 1995年10月开始在新堂址崇拜。

 10月23日为新堂址献堂礼。

13. 1996年8月18日为长老选举。

 10月20日为执事选举。

 11月正式成立第一届长执会，当时有一位长老（幸裕成长老），5位执事。

 11月10日长执就职礼。

14. 1997年定9月1日为本宣道所升堂礼暨15周年感恩会。

 崇拜人数平均约45人，受餐会友41人。

15. 1998年成立职青团契。

16. 1999年第二届长执选举。

 7月18日选出一位长老（幸裕成长老）。

 8月15日选出5位执事。

 第二位弟兄（彭国兴弟兄）献身，进入神学院受造就。

 11月开始咖啡山福音中心。

17. 2002年第三届长执选举。

 8月11日选出一位长老（梅建刚长老）。

 9月8日选出5位执事。  

 8月31日举行20周年感恩会。

 咖啡山福音中心事工搬迁到拉湾古打。

18. 2005年聘请一位传道（彭国兴）负责拉湾古打福音中心的事工。

 拉湾古打福音中心从荣丰园搬迁到现有的堂址。

 第四届长执选举。 

 8月14日选出一位长老（梅建刚长老）。

 8月14日选出7位执事（曾德明执事，蔡锦信执事，饶鼎波执事，欧继花执事，甘少玲执事，李芯

仪执事，郑素桂执事）。

 12月拉湾古打福音中心彭国兴传道离职。

19. 2006年1月8日举行选牧堂议会。西部区会委派陈东山牧师及林启宏长老监选。 

 3月13日按立李耀祖传道为本堂牧师。

20. 2007年1月成立每月一次成年团契。

 8月31日本堂举行25周年暨升堂十周年感恩聚会。地点在山城酒店。时间是上午10点，崇拜后并于

山城酒店中餐厅午宴。当日约有150人出席。

 崇拜平均人数是70人。

21. 2008年2月成立儿童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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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0年3月18日通过长执会议决开始社区医疗事工。

23. 2012年李耀祖牧师辞职本堂牧者事奉。

24. 2013年聘请陈富伟传为本堂全职传道。

25. 16/5/2014聘请杨琪儿姐妹为部分时间本堂干事。

26. 1/6/2014陈富伟传道辞职。

27. 1/11/2014聘请马多加传道为拉湾古打布道所和本堂部分时间传道。

28. 聘请谢文俊传道为本堂传道于2015年5月1日到2018年4月30日。

29. 2015年马多加传道辞职部分时间同工。

30. 2020年8月份，因为拉湾古打福音中心人手不够，长执会决定把教堂关闭。

31. 因为疫情关系很多家庭受到影响所以长执会和关怀部提议送物资给一些有需要的村民。

32. 谢传道约在30/4/2021任期届满，长执议决不再续约。

33. 10月份开始聘请曾利未传道为本堂部分时间传道主要负责少年团契，一个月一次主日证道。

34. 曾利未传道31/5辞职本堂部分时间同工。

35. 关怀部帮助一家沙巴族的两个分别九岁和十三岁的孩子，因为没有身份证所以没有机会上学，要

求政党帮助他们申请报身纸。

36. 2021年疫情的关系，教堂聚会都是在线上，因为要多关怀弟兄姐妹所以称中秋节就送月饼给每一

位弟兄姐妹。

37. 16-19/92022教堂家庭营并40周年，地点在邦咯岛有65人参加，讲员是黄传贤牧师，儿童节目讲员是

黄传贤师母。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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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教开拓大专事工
神感动马

来西亚长老会

西部区会教牧

同工看到宣教

运动历史显示

培育基督徒大

学生献身宣教

的影响力，经

过祷告和设立

植堂小组，于

霹雳州金宝小

镇设教。金宝

设有拉曼大学

(UTAR）总校和

拉曼大学学院（TARUC）分院，不少长老会和友宗

子弟到此深造，牧养他们外也为能藉着基督徒大

专生将福音传给未信大专生。

西部区会常委委托蔡华平牧师负起开拓和

任摄理牧师之职；陈丽明传道毅然回应开拓和牧

养职份，成为第一任牧者；怡保区几位长执协助

成立执委；几位基督徒大学生乐意回应从他们开

始。于是于2009年7月25日正式成立金宝长老会 

(宣道所），这日教会开幕及陈丽明传道行就职礼。

第一任牧者期 （25.7.2009-16.4.2016）：

温馨全面开展属灵的家

神的爱充满陈丽明传道的心，给基督徒大学

生提供一个得照顾和得造就的家。我们成立大专

团契、学习事奉和十一奉献、初信栽培、《一代

宗师领袖训练营》、领唱与司琴训练、Adonai音乐

布道会、福音桥布道训练、芥菜种短宣—务边拉

弯古打新村、神学讲座、宣教讲座、探访老人、

每年一次大专生活营、组长退修会等等。然而，

由于陈丽明传道身体欠安，而于2016年4月16日离

职回家修养。

无全职牧者期 （17.4.2016-30.6.2018）：

各尽其职彼此相顾

神怜悯金宝教会在没有全职牧者状态下，

预备了周淑盈姐妹于2016年5月15日至2018年9月

18日期间任干事一职，协助行政事务和看顾大专

生。基督徒大学生们亦在摄理牧师彭丽珠牧师关

注之下，主动分工扛起带领教会的祷告会、主日

崇拜、大专团契、Alpha福音聚会、张俊明牧师的

《认识加尔文长老会》、社区环保《让爱走动》、

大型圣诞布道会《爱，你真的懂吗？》、肢体关

怀、每年一次大专生活营、诗班等。大家实践各

尽其职，彼此相顾。

金宝长老会简史
基督徒大学生得照顾、操练事奉和受栽培见证主的平台
整理：罗金兰传道

教会开幕及陈丽明传道就职

拉曼大学讲师李树枝弟兄原是长老宗肢体（现是金宝卫理
公会执事），从开拓期就参与在真理上造就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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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牧者期 （1.7.2018-）：

为主作宣教行动的倍增门徒

神顾念教会需要全职牧者，感动罗金兰传道

有负担回应牧养的需求，于2018年7月1日开始为

第二任牧者，并于2018年8月12日行就职礼。此

时，教会发展的大方向是建立“宣教行动的教会”，

这是基于大诫命爱神爱人（太22:37-40）、大使命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太28:18-20）和主必再来时限

(启22:20）的催迫因素。

我们祷告依靠叫人成长的神，按着肢体的成

长委身状态，建立生命信靠神胜过个人软弱，从

榜样学习爱神爱人，受装备分享福音和学习造就

门徒，认识和为宣教事工代祷，参与实践操练的

机会，以致能建立委身的大学生和成人肢体“为主

作宣教行动的倍增门徒”。对外关注的福音对象

有大学生和金宝县在地居民，需要耐心做很多探

访关怀和福音松土工作。宣教方面则把神感动适

当的大学生和成人门徒链接参与未得之民差会或

跨文化的短宣。我们从一点小钱开始设立了“宣教

金”，培育着“宣教心”和“宣教人”。

不足之处祷告仰望神前进
1. 毕业生高流动性和在地人年轻一代人口流入

大城市仍生生不息：这些因素使教会人数

增长受局限。求主赐予我们有生生不息的关

怀、支持、尊重、参与，作福音宣教的门

徒。“学生门徒造就者”毕业后仍能在一年内

线上关怀跟进非信徒和造就学生。

2. 异端干扰仍智勇传福音：“耶和华见证人”和 

“上帝之母”已得到大学生，并装备动员他们

的大学生信徒在校园和社区内向大学生和在

地人传教。求神的爱激励我们反而更要传讲

纯正叫人得救的福音。

3. 人力不足仍需外展：求主差派外来短宣队协

助福音外展事工，需要其他大学基督徒学生

团体或教会组短宣队前来。目标群体是大学

生和金宝在地人成年人或中学生。

这家，我们经历着不足中仍立足前进，见证

着神负责、神照顾、神供应一把面和一点油！我

们仍然谨慎按照神的心意建立这个家和还福音的

债！“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

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林前3:10）

2022执委全体照

第九届大专生活营：Hands in hand (23-25.05.2018)

疫情后大专团契带动主内肢体带未信大学同学外游登怡保
升旗山，20多位非信徒，持续作跟进工作。（9.4.2022）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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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星马长老会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

在首都设教的时机已经成熟，故派先贤郭

景云、叶谷虚两位牧师筹备设教事宜，并于1962

年11月1日，第118届星马长老会第三次大会常委

会正式议决在雪隆开设教会。1963年2月14日同届

第四次常委会通过聘请陈祥康牧师为雪隆开设教

会首任牧师。隔年5月15日陈祥康牧师自台湾平安

抵达新加坡，由叶谷虚牧师陪同到吉隆坡履行职

务。几天后的5月19日，第一次华语聚会于吉隆坡

圣安德烈堂举行。同年6月9日巴生布道所也假吴

坚基长老巴生住宅举行第一次主日崇拜。同年8月

16日八时，大会常委会特会假吉隆坡圣安德烈堂

宣告本宗首都教会正式成立，定名为吉隆坡原道

堂，同时按授陈祥康牧师为首任牧师。

从1963年至1970年，在陈祥康、王连烠、章

家霓三位教牧的辛勤耕耘下，为教会打下了美好

的根基。巴生堂所从吴坚基长老的住宅搬至中路

店屋的四楼以便有更大的活动空间。1970年，原

驻原道堂的陈东山传道夫妇同时兼任巴生堂所传

道，并于隔年专任巴生堂所传道。同年聚会所

搬到附近二楼，楼屋的前半部为聚会处，后半部

巴生长老会简史

1963年教堂座落在巴生中路店屋的四楼

1963年教堂搬迁至附近的店屋二楼。前半部为聚会处，后
半部为教牧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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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牧住处。后在摄理牧师蓝启文牧师大力协助

下，1971年11月7日长执会议决购买现如今使用的

堂址地皮，新堂也在1975年9月峻工。在这期间陈

东山传道于1973年7月23日在吉隆坡圣安德烈堂被

按立为区会牧师。教会经三迁后总算安定下来，

更在陈牧师夫妇的带领和弟兄姐妹同心协力拓展神

国之下不断增长。1979年7月15日本会开始主日讲

道翻译英语，牧养以英语为媒介语的信徒。本会也

在1981年9月28日举行升堂感恩礼拜，正式成为自

立、自养、自传的堂会取名基督教巴生长老会。

为了使更多人能听到福音，教会升堂之后便

致力于植堂工作在不同时段于巴生南区良木园、

南方镇、巴生北区卫星市开始福音事工和设立布

道所。唯有卫星市布道所能持续并逐渐成熟因此

教会在1994年4月将住在附近20多名会友移到布道

所聚会事奉。后因1998年购得巴生北区士文达店

屋为聚会所便将卫星市布道所迁至士文达，于4月

26日举行首次主日崇拜。

旧堂仍保留作为福音用途并命名为新生代活

动中心直到2003年。1999年1月24日士文达布道所

于下午四时举行献堂礼。2003年1月聘请陈文裕传

道为该布道所试用传道。2007年11月8日士文达布

道所举行升堂感恩庆典，取名长老会沐恩堂。

1999年，旧世纪将逝本教堂正拟扩建之际，

却在3月20日半夜被火焚毁教会被迫在附近的巴

生新城市店屋聚会并着手筹划重建被烧毁的堂

所。在此期间教会聘请了沈建隆牧师为同理牧

师，2000年9月3日就职。神恩浩大，新教堂在新

世纪来临时完成了重建（2001年4月），10月28日

正式迁入2002年1月28日举行献堂礼。在这重建的

事上处处显示了神恩深厚奇妙，也让教会虽经历

苦难仍能迎向新世纪的挑战、不断拓展神国，使

更多人得福音的好处。

2002年3月10日本堂设立英语崇拜首次聚会有

45名会友参加。同时也积极拓展英语儿童主日学

事工，不单牧养听英语的成人也接触受英语教育

的孩子们。2003年开始推动细胞小组英文部于3月

8日开始第一次的细胞小组聚会。

2003年1月沈建隆牧师因事奉方向不同而离

职。隔年2004年8月1日尤秋松牧师上任为本堂同

理牧师，主要负责华文部的一切事工。在陈牧

师、尤牧师和长执们的努力下教会在接下来的几

年内逐渐扩展为全方位的教会牧养和服事从幼儿

到乐龄各个年龄层和不同需要的群体有单身社青

团契、夫妻小组、妈妈小组、有弟兄团契和姐

妹团契等。教会需要更多主日学课室以及更多

的活动空间因此在几年间进行多次的扩建和修

缮。2007年6月3日教会迎来首位英文部传道在陈

教会简史

1976年2月16日新堂落成典礼

1999年3月20日教堂被大火烧毁只留下一面墙

2002年1月28日举行新堂献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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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和传道的牧养下英文部也人数渐长，从在副堂

崇拜迁到大堂崇拜。对外教会不停止传福音，也

积极和巴生外劳福音事工MMK配搭服事来自尼泊

尔和越南的外劳但几年后由于配搭机构服务群体

的变动，本堂便停止对外劳的服事。

与此同时，教会于2004年订购了位于巴生公

主城的店屋作为布道所之用，分三期筹款。

2006年，陈东山牧师夫妇着重发展公主城事

工，预备来年2007年1月14日开始首次的崇拜会。

至 2008年共有 23位会友到布道所协助圣

工。2009年1月4日谢文俊传道受聘为布道所的试

用传道。

两年后于2011年1月22日举行升堂典礼，取名

伯特利教会。

2008年6月1日本堂庆祝45周年记念的同时也

为陈东山牧师及何程万长老举行荣休聚餐，特别

感谢陈牧师夫妇在本堂多年的服事的带领。同年

12月尤秋松牧师离职西部区会委派刘华天牧师为

本堂摄理牧师。陈启和传道也于2009年底离职。教

会积极寻找合适牧者的努力下，聘得刘秋洁牧师于

2010年3月1日上任，14日就职为主任牧师至今。

2008年底教会透过长老大会所主办的改革宗

神学研讨会首次接触到来自美国的林慈信博士，

并邀请他在2009-2010年间到本堂举行一系列特会

主讲《卫斯敏特信仰告白》弟兄姐妹反应热烈积

极探索对神学的认识。同时教会也没有停止传福

音的工作，并尝试在不同的时段与不同的机构配

搭进行社会关怀。例如：2012-2015年组队与五条

港当地村委配搭作海上环保清洁工作、在五条港

主办儿童主日学、圣诞布道会、陪读班等等。从

2012开始与全人关怀配搭成立7979巴生关怀站关

怀单亲或弱势家庭及给予急难救济。

2013年6月19日本堂为庆祝设教50周年纪念出

版特刊和举办感恩宴回顾和纪念神50年的恩典和

带领。2014年8月陈再明牧师受聘为同理牧师为期

9个月。2015年3月1日郭彬彬传道受聘为本会传道

至今主要负责英语牧区也兼顾整体教会的运作。

同年长执策划营进行深入检讨教会所面对的困境

以及各部门的优劣挑战，期待能适应时代变迁和

留住年轻人。讨论的结果便是自2016年起，长老

们将专注会友信仰、灵性栽培，并与关怀部配

搭，一起关怀会友，按区深入关注会友灵性成长

推动各区的聚会以便联系会友、建立关系各部门

也重新制定其行政架构和作业流程。

2017年4月刘秋洁牧师开始为期14个月的安息

年假完成她的教牧博士论文和学位。在此期间施

尤礼牧师受聘为部分时间牧者，也是西部区会委

派到本堂的摄理牧师，主要负责讲台信息、训练

长老们讲道和主持会议。6月开始英语崇拜迎来十

几个来自巴基斯坦的基督徒难民家庭一起敬拜但

语言的障碍使牧养极其困难。因此2018年8月26日

教会与他们新建立的乌都语教会Bible Church签署合

作备忘录，在金钱和各样资源上支持他们在巴生

建立乌都语教会。可惜后来由于领袖们的分歧该

教会在隔年2019年5月正式解散。

2018年本堂开始积极鼓励和举办《把握时机

(Kairos）宣教生命课程》，以便对宣教有清楚的

2007年2月4日教会长执于牧者尤秋松牧师留影

2008年3月13日英语崇拜庆祝6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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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简史

认识。同年在7月份的宣教月中首次为马来语宣教

基金或原住民宣教基金进行认献专注在资助原住

民的神学生、幼儿园里的教师、宣教士、牧者和

同工、原住民教会、以及前往原住民村落的短宣

队等等。之后的每年都增加认献数额，从2021年

开始，宣教基金的认献也包括资助散聚群体如难

民、海外学子和宣教士等事工。

2019年5月新一届长执的策划营中长执议决

采用小组的方式牧养教会并成立特别工作小组积

极探讨最合适巴生长老会的小组模式。同年10月

19-20日邀请到新加坡生命堂王运龙长老来本会主

讲教会转型的训练。10月28日到11月3日，两位牧

者和两位长老远赴韩国参加爱的教会与台湾校园

书房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第115届（华人）唤醒平

信徒门徒训练领袖研讨会”后，提议教会应当先

从长执们开始训练，因此从2020年1月9日开始长

执门训课程。2020年2月份新冠病毒疫情爆发，3

月22日起配合政府行管令暂停所有实体聚会，改

为中／英语线上直播进行主日崇拜以及主日学课

程。同时将其他活动、聚会皆转变为线上电子档

案模式。因此，原本为期6个月的长执门训也被迫

转为线上聚会到8月份才结束。与此同时疫情到7

月份趋缓，在政府规定的SOP下有限制的开放实

体崇拜以及分批进行圣餐礼拜。10月份开始第二

次的封城后教会只好持续线上的崇拜直播和领圣

餐，随着疫情的反复间断性的开放实体崇拜。从

2021年1月开始长执和一些小组长领袖组成小组，

以长老们为首一同阅读“为何要小组？”来共同思

考教会的小组模式。7月才开始正式邀请一些会友

加入在线上推行生命小组，同时每个月举办一次

小组长会议和训练会。

2021年7月教会成立了“紧急疫情慈惠基金给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失去经济来源的人提供基本

的经济援助。同时，成立“援助新冠确诊者群组”

给予实际的援助引导，并动员全教会开始祷告链

为确诊者祷告。12月1日黄诗康传道受聘上任为本

会试用传道后，17-20日雪隆区遭遇严重水灾，本

堂会友超过20户家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18日

与沐恩堂代表成立紧急水灾救援群组，由蔡常成

传道担任指挥和开始招募志工。19日邀请到7979

给予培训。20日开始组队进入灾区清洗本堂会友

和他们的左邻右舍的屋子。同时，教会也启动了 

“水灾紧急慈惠基金”给灾黎们一些经济上的援

助。

2022前半年的重点是长执改选。教会首次联

合实体投票和线上开票的方式，分别在4月和5月

选出新一届的长老和执事并在教会庆祝59周年庆

的主日宣誓就职。同时，教会也继续推动生命小

组和小组领袖的栽培。

回顾本堂过去将近60年的历史，我们要颂扬

伟大真神的作为和祂不尽的恩典。巴生长老会虽

经历风雨，仍然在上帝的恩典中屹立。所开始和

参与的事工虽不都能持久或有大作为，教会却没

有知难而退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和带领，在能力范

围之内回应大公教会、本身会友和社区的需要，

不断尝试、改进、寻求神、以期成为讨祂喜悦的

新妇。如今虽还不确定要如何迎向后疫情的时

代，唯一可知的是教会的元首基督仍掌权做王祂

必会引领前路，因为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

帮助我们（撒上7:12）。

2019年6月2日庆祝设教56周年，英语崇拜17周年纪念。

2022年6月5日新一届（2022-2025年）长执与牧者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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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恩堂的母会是基督教巴生长老会。大约在

1982年，母会教牧长执看见植堂的需要，

并同心祷告寻求神的带领植堂的地点。在1984

年，上帝带领陈東山牧师夫妇及郑生全传道率领

一些同工在沙亚南和良木园开始了祷告会、儿童

事工及成立核心小组。

巴生南区良木园和南方镇聚会
1985年至1988年期间，藉着江志海牧师，李

凤英传道，黃春进传道分别在不同时段前往良木

园布道所协助陈东山牧师夫妇，终于开始了主日

崇拜聚会和学生事工。1988年10月，巴生长老会

決定将良木园布道所搬迁到巴生南方镇，在那里

进行主日崇拜、主日学、核心小组及兴华小学学

生事工。這些事工维持了一年半，过后就搬迁至

巴生卫星市。

巴生北区卫星市布道所
1990年，母会重新在巴生北区卫星市推动

植堂计划，事工仍然由陳东山牧师负责，也成立

第一届理事会。1992年，王佩蓉教士前來协助布

道带领短宣训练和推动探访工作，並在12月第一

個主日开始主日崇拜聚会。1993年7月1日，王教

士因为身体健康问题而辞职，陳德仁弟兄接手前

来协助。1994年，母会派陈东山师母全权负责卫

星市布道所圣工，母会调派一些会友参与布道所

事奉，成立了佳音團契。1995年，理事会重组，

陈东山师母为理事会主席，带领七位理事一起配

搭。母会也议決在巴生士文达购买一间价值廿万

的店屋作为福音中心。当时，爱主的汤永章执事

及家属奉献十万，母会也從建堂基金中借出十万

令吉。

1996年至1997年，参加聚会的人数逐渐增

加，各项事工和聚会也渐渐稳定成型。士文达福

音中心也开始进行布置费筹款。1998年4月22日，

巴生卫星市布道所终于搬迁至士文达福音中心聚

会，卫星市布道所的部分社区事工如补习班，电

脑班和儿童事工則继续保留至二零零三年。

士文达福音中心       

士文达福音中心于1998年4月26日开始主日崇

拜聚会，並在1999年正月24日举行献堂礼。理事

会进行改选，当年举办第一届家庭营。2000年，

因青年人数聚会稳定，就成立了加恩团契。当年

也举办成立十周年的庆典。在2001年教会奉献已

可以应付各事工的开销，达到财务独立自理。感

谢主，藉着陳文裕传道与同工领袖的配搭，教会

巴生沐恩堂简史
资料整理：颜添禄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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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茁壯，事工不断扩展，人数不断增加，财政

也日渐稳健，还清了向母会所借的十万令吉，还

有能力购买一辆福音车。2007年8月19日，西部区

会常委赴士文达福音中心勘查，了解到教会在人

力及财力上，皆已达升堂条件，因此择定11月8日

举行士文达福音中心升堂感恩典礼。升堂后，教

会改名为基督教长老会沐恩堂。哈利路亚！愿一

切的荣耀归于三位一体的真神!

基督教长老会沐恩堂
话说回头，其实在2005年后期，士文达布道

所的圣工发展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士文达当地的

华裔居民和教会核心会友逐渐搬迁到其他市镇，

反而马来友族则陆续搬入这区，导致教会的例常

聚会和传福音方面必须重新部署。经过长执同心

祷告和参考会友的反馈，在2007年，长执会议决

另找一个更适合的地点，空间比较宽阔，设备比

較齐全的新堂所进行聚会和发展圣工。经过祷告

寻求神的引导，长执会最后一致接纳在Bandar Bukit 

Raja购买一间双层店屋作为新聚会所，地点坐落在

巴生市区，Bandar Setia Alam之间。当年教会没有全

职牧者，教会也还未按立长老，惟有向西部区会

申请委派暂会正和母会委派长老前来协助指导执

事和同工如何继续推展圣工。感谢上帝满满的恩

典，在没有全职牧者和在任长老的情况下，教会

的圣工并没有呆滞不前，更感恩的是教会也筹足

了购堂和装修的费用。

搬迁新堂所
经过两个月的装修，教会终于在2010年12月5

日开始在新堂所聚会，并在2011年5月17日举行献

堂礼。献堂礼当天，超过兩百名來自全马各地的

信徒及嘉宾以滿怀喜乐及感恩的心，出席見证這

具有历史性的一刻，共頌主恩！2011年确是沐恩

堂的恩典丰收年。弟兄姐妹除了可以在更舒适，

宽阔设备更齐全的新堂所聚会，神也带领李雅芬

传道成为沐恩堂的全职牧者，黄建隆执事和颜添

禄执事也愿意被按立为教会长老。感谢主，教会

不需要再向母会申请委派长老来协助了。为了激

励弟兄姐妹的灵命成长和事奉的心志，当年也举

升堂礼主理团，长牧，弟兄姐妹合照。

献堂礼主理团与出席的牧者

秋洁牧师，雅芬传道，约翰长老与执事们合照。

新聚会所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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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第一届成长营。雅芬传道上任后，拟定了3

年成长策略，“以主日信息为主体，以生活行动

来落实，以灵修祷告敬拜来深化，以小组团契来

支持，以门徒训练来倍增”来牧养弟兄姐妹。隔

年，除了现有的儿童乐园社区事工，教会也陆续

开始了社区赞美操和成立教会诗班，让更多的弟

兄姐妹有机会服侍人服侍主。2013年至2014年期

间，教会也推动三福训练班，设立短宣队，家庭

祭坛训练和举办了第二届家庭营。感谢主，2015

年，邱志祥执事也被按立成为教会长老。雅芬传

道虽因个人原因没有与沐恩堂续约，但继续以部

分时间协助圣经教导方面的事工。教会设立了聘

牧小组积极处理聘牧事宜。在等待神带领新的牧

者来到之前，长执们每个靠主各尽其职，忠心负

责各项聚会和推动事工。感谢主，2016年10月，

陈玉龙传道接下全职牧者的工作，并以“认识基

督，传扬基督，归属基督，长于基督”主题来造

就和装备弟兄姐妹。教会举办了一系列的社区讲

座会如医疗，保健，财务，亲子讲座会以便接触

社区朋友；当时的微电影的热潮也让教会有机会

举办微电影鉴赏会和创意营接触到许多的青少年

人。更感恩的是教会成功拍摄了第一支由教会弟

兄姐妹一手包办完成的福音微电影“爱可以改变

结局”。回想起拍摄过程虽然辛苦，当微电影杀

青的时候，所有参与者都非常感恩与满足，荣耀

归给上帝。当年，教会也办了第三届家庭营，让

沐恩家人享受在一起的美好时光。2018年3月份，

玉龙传道卸下牧职，弟兄姐妹虽然不舍，但只能

接受并继续仰望主带领新的牧者来到沐恩堂。感

谢主，六个月过后，主带领李道倪传道来到沐恩

堂服侍。隔年，长执与道倪传道讨论后拟下了沐

恩堂十年圣工发展计划，并在堂议会与弟兄姐妹

分享沐恩堂的异象（建立荣神益人的教会），使

命宣言（以福音传杨基督，以行动委身事奉，以

敬拜活出生命，以圣经建立门徒）和核心价值 

(圣洁，同心，爱心，谦卑）作为教会长远的圣工

发展方向与目标。道倪传道也以“爱神，爱人，

爱传福音”和“建立健康的教会”为年度主题来造

就信徒并极力推动每年全体弟兄姐妹个人读经

计划，禁食祷告的操练，协助提升崇拜组敬拜赞

2021-2024长执团
前左起：田慧芬执事，陈梅兰牧师，李道倪传道，郑慧敏
执事。
后左起：黄文辉执事，林悦平执事，黄建隆长老，颜添禄
长老，邱志祥长老。

不同聚会地点：卫星市，士文达，Bandar Bukit Raja。

美团的服侍。2020年至2021年期间，新冠病毒来

势汹汹，疫情严峻，教会所有例常聚会必须搬到

线上进行，导致教会牧养信徒的挑战也相对的提

升。疫情期间，道倪传道尝试自制线上灵修系列

与弟兄姐妹分享，带领弟兄姐妹灵修祷告。如经

上所说，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两年的疫情促成信徒习惯线上聚会模式，教会

抓紧这个新常态开始举办主日学以外的线上圣经

课程，邀请海内外资深讲员定期在线上教导圣经

课程，使更多弟兄姐妹包括友堂的信徒在神话语

上受造就。           

上帝眷顾的沐恩堂
回顾过去沐恩堂三十多年的历程，虽然主

带领不同牧者来牧养，弟兄姐妹的灵命也潮汐起

落，聚会所也经历几次的搬迁，感谢主，教会的

圣工不曾停止过。沐恩堂是上帝的教会，长执深

信上帝必然按着祂的时间表预备和兴起一班爱神

爱人爱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愿意成为祂的合用器

皿，同心配搭，建立教会，使祂的教会成为社区

的光和盐，荣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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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
早期植堂开荒牧者

陈东山牧师夫妇，郑生全传道，江志海牧

师，李凤英传道，黃春进传道。

在布道所服侍的牧者

陈东山牧师夫妇，王佩蓉教士，尤秋松牧

师，沈建隆牧师，陈文裕传道。

在沐恩堂服侍的牧者/长老/执事

摄理牧师：刘秋洁牧师，施尤礼牧师，彭丽珠牧

师，李耀祖牧师， 陈梅兰牧师。

传道：陈文裕传道，李雅芬传道，陈玉龙传道，

李道倪传道。

本堂蒙召作传道的弟兄姐妹：谢文俊传道，温碧

琴传道。

母会委派长老：陈伟明长老，沈良群长老，陈约

翰长老。

本堂按立长老：黄建隆长老，颜添禄长老，邱志

祥长老。

义务协助：陈东山师母，施尤礼师母，黎宝华牧

师夫妇，吴金全牧师。

历届长执：黄建隆长老，颜添禄长老，邱志祥长

老，郑德威弟兄，黃秋玲姐妹，李业华弟兄，曾

仁杰弟兄，谢桂淶弟兄，颜志強弟兄，叶伟国弟

兄，黄文辉弟兄，郑慧敏姐妹，廖振华弟兄，林

悦平弟兄，田慧芬姐妹。

在布道所/沐恩堂实习的神学生

陈文裕，陈丽燕，梁明丽，谢文俊，彭丽

珠，张狄薇，刘晓翠，彭成志，黄新彦，王元

德，胡碧莲，温碧琴，黄丽君，周慧，戴洁仪。

布道所家庭日

第三届家庭营

儿童福音聚会

线上聚会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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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会伯特利堂于2007年1月7日成立并开始

第一次主日崇拜，自今已有14年。开始由

母堂吧生长老会策划植堂，由陈东山牧师带领吧

生长老会所委派的长执和居住在吧生公主城附近

的信徒展开植堂圣工，主要服事公主城一带的居

民。蒙神眷顾，四年后教会增长达到符合长老大

会自立条件，由母堂推荐，并区会审核首肯，于

2011年1月22日升为堂所。感谢主，目前主日崇拜

出席率大约90人。

巴生伯特利堂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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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1970
• 1962年11月1日，第118届星马长老大会第3次

大会常委会议决在雪兰莪与吉隆坡一带设立

教会。

• 1962年12月9日，星马长老大会推行“五运倍

增运动”（Five Year Doubling Movement），特差

派已故叶谷虚及郭景云两位老牧师来到吉隆

坡召集第一次设教筹备会议，并成立“中华基

督教星马大会吉隆坡教会筹备会”。主席为叶

谷虚牧师；文书为叶恩溥校长。第一次会议

在12月13日召开。

 

 

 

 

 

 

 

 

 

 

 

 

 

 

 

 

 

 

 

 

 

• 1963年2月14日，星马长老大会第4次常委会

通过聘请来自台湾台北的陈祥康牧师来担任

将在吉隆坡设立的第一间长老宗教会的第一

任牧者。

• 1963年3月27日，于巴生设立教会赞助人座

谈，吴坚基先生欣然加入赞助人阵容，也即

席表示愿意将其在巴生的住宅献于大会设布

道所之用；巴生设立宣道所的计划，于焉确

定。

• 1963年5月17日，陈祥康牧师夫妇抵达吉隆

坡，担任原道堂第一任牧者的工作。

• 1963年5月19日，在吉隆坡圣安德烈英文堂

(St. Andrew’s Presbyterian Church）T·司脱克牧师 

(Rev T. Scott）允准下，借用其礼拜堂举行第一

次主日崇拜，共有69人出席。

• 1963年7月1日，开始登记会友。24日初步完

成，吉隆坡（原道堂）与巴生两地，共得洁

名会友30名。

• 1963年7月21日，举行首次圣餐礼及洗礼：3

名成人洗礼及4名幼洗。

• 1963年8月4日，举行第一届执事选举，中选

执事者有：叶恩溥校长、吴坚基校长、郑则

愈博士、王秀南教授、周玉顺姐妹、董伟强

弟兄与陈瑞珠姐妹。

• 1 9 6 3年 8月 1 6日 ， 星 马 长 老 大 会 常 委 会

假吉隆坡圣安德烈英文堂（ S t . And rew ’s 

Presbyterian Church）宣布首间吉隆坡长老宗的

教会成立，定名为“原道堂”，并同时授任陈

祥康牧师为首任的牧者。

• 1963年8月25日，郭景云牧师为7位执事举行

就职礼。

• 1963年9月29日，举行第一届长老选举：郑则愈

博士、吴坚基校长及叶恩溥校长被选为长老。

• 1963年10月25日，郑则愈长老蒙主恩召，荣

归天家。 

原道堂简史

叶谷虚及郭景云两位老牧师

教会简史



67五十知天命

• 1963年12月1日，陈荣真弟兄膺选为执事，后

由其夫人谢丽英女士担任。

• 1965年6月，邹淑长弟兄被选为执事，加强长

执会阵容。

• 1965年8月，陈祥康牧师离职，远赴英国深

造，后到新加坡长老大会担任大会的青年干

事。陈牧师任职原道堂两年四个月中，本堂

与巴生宣道所都有显著的进步。会友人数也

增加一倍以上。

• 1965年9月，叶谷虚牧师担任本堂暂会正。

• 1965年9月17日，第2任教牧王连烠传道上

任。

• 1966年10月，王传道在本堂一年聘约任满，

离职赴菲律宾事奉。直至1967年10月，本堂

没有专职的传道人。

• 1967年11月，英差会之宣教士蓝启文牧师 

(Rev. Clabon Allen）阖府莅临吉隆坡，协助本堂

圣工，包括担任原道堂会正，管理会务。

• 1968年4月，购置“原道事工中心”，大会常委

会立即批准，以马币3万3千500元购下一座20

乘40尺的半独立式房子，地址为No. 30, Jalan 

Jugra, Batu 3½, Off Jalan Kelang Lama, 58100 Kuala 

Lumpur作为聚会与活动中心，公理会世界传教

会（Congregational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则购

置毗邻32号楼房作为宣教士的住所（后供蓝

启文牧师一家住宿）。32号楼房于1979年蓝

牧师离开时转交予长老大会管理。

1971-1980
• 1974年，黄一琴牧师受委主理牧师。每主日

晚上8时在原道中心开始厦语崇拜。

• 1975年1月30日，原道堂青年团契从吉隆坡搬迁

到八打灵东南亚花园（SEA Park），长老大会西

部区会所购买的房子聚会（地址为No. 81, Jalan 

SS2/41, SEA Park, Petaling Jaya, Selangor）。这

个聚会地点称为“八打灵东南亚花园长老会中 

心”。团长为蔡庆生弟兄，并以中英双语聚会。

• 1976年2月8日，八打灵东南亚花园长老会中

心开始每主日上午9时半的英语崇拜。同时厦

语崇拜亦改在同一地点晚间8时正举行。

• 1976年6月13日，举行堂议会，选举黄一琴牧

师为本堂牧师。

• 1977年12月4日，黄一琴牧师蒙主恩召。

• 1978年1月，教会推动“守主日运动”，目的乃

鼓励弟兄姐妹遵守经训，守主日崇拜。

• 1978年3月6日，成立妇女团契，团长为陈瑞

珠执事；副团长为郭藩莲执事；文书为伍碧

琴姐妹；财政为戴雪琼执事。

• 1978年11月，八打灵东南亚花园英语聚会由

长老会西部区会批准成为自立宣道所。

• 1979年4月19日，会正蓝启文牧师因为移民条

例，工作准证到期，须离开本国回英国，随

后在8月到香港就任新职。

• 1979年5月，本堂得到西部区会安排，由巴生

长老会陈东山牧师担任本堂暂会正，负责圣

餐主日的讲道，主持圣餐及长执会议（于每

月第3主日举行）。陈牧师担任本堂暂会正长

达7年，对本堂发展贡献良多。

• 1980年原道堂青年团出版《原青特刊》，随

后一共出版10期的《原青报告》(第10期于

1988年出版）。

 
 
 
 
 
 
 
 
 
1981-1990
• 1983年2月8日，选举第一届成年团职员。

• 1983年4月17日，第8届长老选举。

• 1983年5月8日，举行执事改选。

• 1983年5月27日，成、青年团契举办第一次禁

食祷告日。长执于已故叶恩溥长老府上召开 

“教牧长执座谈会”，建议成立长执小组同心

配搭执行圣工。

• 1983年8月21日，庆祝20周年，蒙神奇妙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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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历任教牧从外国及本国各处到来共聚一

堂。

• 1983年11月4日，首次举办全教会的“义工研

讨会”，目的乃检讨过去圣工并拟定来年圣工

目标与计划。

• 1984年，教会主题定为：“满堂运动”。目标

乃崇拜人数平均由85位增加到135人；另外计

划有守主日；全家归主；领人归主；第5主日

定为福音主日。

• 1984年7月15日，叶恩溥长老蒙主恩召，享年

68岁。

• 1984年10月5日，青年团契推动首届的“原青

宣教月”，认献目标马币2千500元，认献额为

马币3千223元，超出目标。此项事工成为3年

后全教会“差传事工”的滥觞。

• 1985年12月，原道堂举行第三届“义工研讨

会”，会中蔡庆生长老提出“植堂计划”，以便

达到广传福音，教会较快增长的目标。随后

长执会接纳这个相当有前瞻性的计划；“植

堂”也成为原道堂往后发展与增长计划的基本

策略。

• 1986年（以及1987年）原道堂教会主题定

为：“灵里充实，人人事奉”。其中一个计划

为推动“读经运动”，鼓励弟兄姐妹按着教会

所定的进度，阅读整本《圣经》。

• 1986年4月20日，长执会议决成立一个“植堂

小组”，由蔡庆生长老带领策划及推动在蕉赖

地区植堂。

• 1986年7月，王连烠牧师受西部区会之委任，

担任本堂暂会正。王牧师担任此职直至1994

年，即本堂按立江志海传道与蔡华平传道为

牧师为止。

• 1986年7月16日，聘请江志海传道为本堂第10

任教牧，所服事的堂会为母堂。

• 1986年12月25日，蕉赖宣道所在其坐落于蕉

赖中央高原的会所（地址：2-1, Jalan 24/117A, 

Taman Mulia,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举行首

次崇拜会。这也开始了原道堂第二波的植堂

事工（相对于1975年在八打灵SEA Park的第一

次植堂或外展工作）。

• 1987年1月2及9日，把原本的青年团契分为仁

爱团契及喜乐团契；仁爱团契的首任团长为

郑荣辉弟兄，而喜乐团契的第一任团长为张

文光执事。

• 1987年7月，长执会议决请江志海传道成立成

青主日学。江传道随后邀请赖腾生牧师训练

老师。江传道与林小彬传道随即编写《慕道

班》与老师训练教材。

• 1987年10月21日，王连国长老为首的事工组假

精武小学举办全教会性质的“迷你运动会”，

借此增加主里肢体的联系、沟通与团契。

• 1987年10月9日至11日，原道堂举办第一届全

教会之“差传年会”，主题定为“未完成的使

命”，由龙维耐医生主讲。认献目标为马币两

万元，结果超乎所想所求，所收认献之款额

竟达马币5万1千182元。

• 1988年8月7日，开始吧生路宣道所第一次主

日崇拜。

• 1988年8月20日，庆祝原道堂设教25周年感恩

赞美会。

• 1988年10月1日，聘请蔡华平传道为原道堂蕉

赖宣道所传道一职。

1991-2000
• 1991年10月24日，教会签署买卖合约，以23

万令吉购买原道中心毗邻28号之房子。董伟

强长老在购买这项产业上，奉献大笔基金，

使购置产业，水到渠成。

• 1991年12月1日（主日），成立“吉隆坡长老

会原道堂”（即母堂） 理事会。

• 1992年7月12日，长执会议决将以往的行政组

分为督导组与行政组。督导组组员为教牧与

长老，主要管理的事务是牧养及信仰真理有

关的事务、策划教会的发展大方向以及执行

纪律。而行政组的组员则为长老与执事，主

要的工作是管理文书处（办公室）、教会的

产业、器具；策划教会的财务；处理教牧的

聘约与福利等。督导组的召集人为施尤礼传

道，而行政组的召集人为蔡庆生长老。后期

发展为督导组的功能由长老议会取代。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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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8月22日，为购得吧生路原道中心毗邻

28号的房子举行感恩礼拜。

• 1992年12月31日，长执会议决成立以施敬良

执事为组长的植堂小组，推动斯里百乐（Sri 

Damansara）植堂事工，并选派陈梅兰传道为

新宣道所第一任教牧。

• 1993年3月7日，斯里百乐宣道所第一次主日

崇拜。

• 1993年5月9日，举行第12届长老选举：所有

原任长老蝉联；新任长老有董伟强与施敬良

长老。

• 1993年5月20日，长执会议决筹款购买在蕉赖

大同花园（Taman Taynton）的一间店屋，作为

蕉赖宣道所的新会所。价格为23万5千令吉。

• 1993年8月，吉隆坡美术学院（KLCA）合心团

契于1992年开始聚会并于1993年8月归入原道

堂，成为教会属下的团契；第一任团长为郭

似龙弟兄。

• 1993年8月7日，原道堂庆祝设教30周年。

• 1993年8月8日，斯里百乐宣道所为在17A, Jalan 

Dagang SD2/1G,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的聚会所举行献堂礼。

• 1994年1月8日，林小彬传道在文良港南北花

园（Sri Rampai）设立良善团契，第一任团长

为郭诗煌弟兄。

• 1994年3月12日，为江志海及蔡华平传道举行

按牧典礼。

• 1994年4月，假福隆港举行“教牧长执及理事

退修会”，并定下1994年至2000年原道堂长期

计划。目标包括能在2000年设立14间堂会，

会友人数增至1,100人。

• 1994年10月，斯里百乐宣道所搬迁至19A, Jalan 

Dagang SD2/1G,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的新会所。

• 1994年12月2日，仁爱青年团契分设另外一个

名为“信实团契”的青年团，在八打灵再也SS2

区聚会（借用英语区会的SEA Park Presbyterian 

Church的会所，即81, Jalan SS2/41, 47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信实团契在1995年1月21日举

行献团礼。

• 1995年4月2日，为讲英语的会友及家人子女设

立一个英语崇拜，地点在吧生路原道中心。

• 1996年3月3日，蕉赖宣道所在大同花园的新

会所举行第一次崇拜；同一天，原本在中央

高原的宣道所（现成为植堂）也第一次举行

主日崇拜。叶爱珠传道被委派为中央高原宣

道所首任传道；蔡华平牧师则留在大同花园

之蕉赖宣道所牧会。

• 1996年5月8日，蕉赖宣道所在大同花园之新

会所举行献堂礼，后来蕉赖宣道所改称为蕉

赖大同宣道所。

• 1997年1月12日，江志海牧师带领一班吧生路

宣道所的弟兄姐妹，在八打灵再也的一间店

屋（地址为10A, SS2/3, Petaling Jaya, Selangor）设

立八打灵再也宣道所，成为吧生路宣道所的

第一间植堂。这也是原道堂的第三代植堂。

• 1997年6月1日，在吉隆坡市中心地区，即

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的马兰大厦（Wisma 

Maran）向吴志昌弟兄租赁大约1,500平方尺的

地方作为圣安得烈原道堂活动中心。并命名

为“迦南中心”。

• 1997年10月26日，举办第11届差传年会。讲

员龙维耐医生呼召弟兄姐妹在一生中献出最

少一年时间为宣教用途。本堂也为他们设立

了“精兵团契”，成为了原道堂差人宣教的另

一里程碑。

• 1997年12月1日，聘请黎国利传道为本堂传

道，负责在蕉赖地区设立基层福音中心，推动

基层福音事工。

• 1998年6月1日，聘请陈德仁传道为本堂英语

聚会传道。

• 1998年8月份，原道堂庆祝35周年纪念感恩庆

典。教牧长执献诗同心同声赞美上主。

• 1999年4月10日，为陈金狮博士（马圣院长) 

举行按牧典礼。

• 1999年5月9日，第14届长老选举，所有原任

长老中选；新任长老为颜素琴长老及郑维彬

长老。颜素琴长老为原道堂第一位女长老。

• 1999年7月17日，在原道中心举办“联会章程

研讨会”，说明原道堂联会章程的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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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会小组的成立等。

• 1999年9月9日至21日，差传组由蔡庆生长老带

领一组7人短宣队到中亚哈萨克及吉尔吉斯作

宣教考察。此行开展了本堂的中亚宣教事工。

• 2000年4月26日，江志海牧师带领第2次的中

亚短宣队到吉尔吉斯，并差派林惠芬及梁金

凤姐妹留在吉尔吉斯6个月，参与跨越文化的

宣教工作。这成为原道堂差派宣教士出去作

跨越种族群体的宣教事工的第一步。

• 2000年7月2日，原道堂圣安得烈教会在马兰

大厦迦南中心开始早堂崇拜。基层福音事工

组也在同一天，在蕉赖中央高原宣道所举行

第一次主日崇拜。

• 2000年8月27日，为纪念神在原道堂的恩典，

并筹募斯里百乐宣道所、圣安得烈建堂基金

与社会关怀基金，假蕉赖民政大厦举办“让

爱心飞扬、恩情跨千禧”千人爱宴。同时出版

《37周年纪念特刊》。

• 2000年12月28日，圣安得烈早堂搬迁到吉隆

坡市中心，Medan Tuanku Wisma ABM，新租赁的

会所聚会。

• 2000年12月28日，圣安得烈建堂基金筹募委

员会第一次召开会议。

2001-2010
• 2001年1月，原道堂长执会推动“五运倍增”计

划，期望在5年内会友人数能增长一倍。即在

2005年能达到10间堂会，1,000名会友。

• 2001年1月租赁位于文良港Wisma Mutiara Genting

的一个单位，作为良善团契的聚会地点，并

将有关地点取名为“迦密中心”。

• 2001年6月，基层福音聚会暂停；教会鼓励这

班弟兄姐妹到中央高原宣道所聚会。

• 2001年8月11与12日，原道堂庆祝设教38周

年，特别举办培灵会与周年纪念感恩崇拜；

讲员为蓝华兴牧师。在8月12日的崇拜会中推

动“第一届圣安得烈原道堂建堂基金”认献，

目标为50万令吉，实际所得认献总额为39万4

千391令吉，共有252人参与。

• 2001年8月25日，为刘秋洁传道举行按牧典

礼。刘秋洁牧师成为原道堂按立的第一位女

牧师。

• 2001年12月9日，八打灵再也宣道所搬迁至

47A, Jalan SS24/8, Taman Megah, 47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的新会所，举行第一次崇拜。

• 2002年3月31日，长执会议决购买位于Saujana 

Damansara一间店屋，作为斯里百乐宣道所的

新聚会地点。店屋价格为72万6千100令吉。

• 2002年8月31日，原道堂的英语聚会Logos 

Community Presbyterian Preaching Station与SEA Park 

Presbyterian Church合并成为Doulos Presbyterian 

Church。莫子亮长老、刘炜丽与陈惟成执事被

委派参与Doulos Presbyterian Church。

• 2002年9月8日，英语聚会Doulos Presbyterian 

Church从吧生路原道中心搬迁至八打灵再也

新聚会地点（地址为84, Jalan SS24/21, Taman 

Megah,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2002年9月12日，差派丁增阁弟兄到吉尔吉斯

短宣7个月。

• 2003年1月，原道堂教育组推动“信徒与领袖

之装备计划”，目的是有系统与全面性地培育

信徒全人成长及制度化地培育教会青年领袖

与长执。

• 2003年3月28至29日，信徒领袖装备课程

(Leadership Enh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Course，

简称LEAD Course）第一个课程“新约概论”，由

马来西亚神学院院长郭汉成牧师授课。共有

56位教牧长执、理事及弟兄姐妹参加。

• 2003年4月，《道

声》复刊号出版。

此 刊 物 的 主 要 目

的是要传递教会的

异象、各堂会的资

讯、发展动向等，

从而加强各堂会之

间的联系。主编为

黄开富牧师。

• 2003年6月21日，

于原道中心举行教牧、长执与理事研讨会。

会中讨论了教会如何达到“五运倍增”的目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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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并决定强化教会的布道，青少年与儿童

事工，及提升教会领袖与信徒的素质。

• 2003年8月10日，原道堂庆祝40周年纪念感恩

崇拜暨为圣安得烈原道堂建堂基金举行第3届

认献。

• 2003年10月，Doulos Presbyterian Church选出自己

的长执会。莫子亮长老、刘炜丽与陈惟成执

事向原道堂长执会呈辞；后莫子亮长老被选

为Doulos Presbyterian Church的长老，而刘炜丽与

陈惟成执事则被选为该堂的执事。

• 2004年1月3日，圣安得烈早堂之良善团契于

晚上8时正，于文良港迦密中心庆祝10周年纪

念感恩会，同时出版纪念特刊，主题为“十载

情怀，始终如一”，出席者共40位。

• 2004年2月27至28日，圣安得烈教会举办全教

会“启发课程”训练，讲员为蓝钦强牧师。出

席人数第一堂有101人，第二堂有122人。

• 2004年5月2日，蒲种宣道所开始第一次主日

崇拜。

• 2004年5月29日，蒲种宣道所举行奉献感恩庆

典，约有120人出席共颂主恩。由黄开富传道

证道；刘秋洁牧师主持圣餐桌、圣餐盘及钢

琴奉献礼。

• 2004年6月3至7日，斯里百乐宣道所短宣队到

砂拉越Kg. Sau短宣。

• 2004年7月23日至10月1日，圣安得烈教会第

一次举办“启发课程”，共进行10课，平均出席

人数有28位，新朋友有10位，共有7位信主。

• 8月出版《基督教

长老会原道堂40

周年特刊——基督

是主》，主编为

张文光长老。

• 2004年10月1至2

日，圣安得烈早

堂短宣队前往劳

勿Batu Balung新村

参与“本国跨文化

(原住民）宣教体验周末”，服事对象为Temuan

族；短宣队为陈梅兰传道（领队）。

• 2004年11月13至15日，吧生路与蒲种宣道所

联办到Tapah原住民短宣，由陈增新执事领

队。

• 2004年12月19日，蒲种宣道所假IOI Mall购物广

场举办圣诞欢庆，由饶创新执事负责D.J及分

享福音好消息，分发出约1,500张福音单张。

• 2005年1月1日，梁锦标传道上任，负责双溪

龙宣道所植堂事工。

• 2005年1月2日，筹募海啸爱心奉献及收集救

灾物品（旧衣服、食水及干粮）。海啸爱心

奉献共收到约2万8千令吉。救灾物品共收到

400箱。

• 2005年1月16日，假蕉赖民政大厦礼堂举行 

“新年感恩联合崇拜”，出席人数有416人。并

为黄开富传道举行选牧堂议会；选举结果超

过三分之二同意票通过选牧。

• 2005年1月30日，八打灵再也宣道所聚会空间不

敷应用，租下隔壁店面（二楼），扩大聚会空

间及进行装修。并于2005年1月30日正式启用。

并于2005年2月26日举行扩建新堂奉献礼。

• 2005年3月25日，假蕉赖民政大厦举行联合救

主受难纪念日，主题为“主为何？”，讲员为

廖鸿图牧师。约有350人出席此项庄严之聚

会。

• 2005年3月27日，双溪龙镇宣道所正式成立，

举行第一次主日崇拜，当天崇拜共有50人出

席。教会遂与学园传道会配搭，借用教会的崇

拜地点，供拉曼大学（UTAR）学生团契之用。

• 2005年5月22日，于圣安得烈原道堂举行黄开

富传道按牧典礼。

• 2006年1月20日，八打灵教会举行10周年纪念

感恩会。

• 2006年2月18日，原道堂布道组与圣安得烈原道

堂联合主办“雷圣雄音乐布道会”当晚出席人数

有92位（不包括儿童）；决志信主者有5位。

• 2006年3月5日，蕉赖中央高原教会举行“10周

年纪念感恩崇拜”暨新届理事及职员就职礼。

• 2006年3月12日，长执会议决规划原道堂属下

各个教会的名称，以“原道堂”为开始，然后

加上地区的名字，而终以“教会”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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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4月14日，於Sedaya College University大学

礼堂联合举办救主受难纪念日。

• 2006年8月10日，圣安得烈教会理事会一致

议决，向长执会建议，接纳吴志昌弟兄奉献

一块坐落于斯里鹅麦（Sri Gombak）约3英亩

的地皮，即Lot PT 3318, Mukim Setapak Daerah 

Gombak, Selangor Darul Ehsan以作为兴建圣安得

烈教堂之用。

• 2006年8月10日，长执会一致接纳吴志昌弟兄

奉献在斯里鹅麦（Sri Gombak）约3英亩的地

皮，即Lot No. 3318, Mukim Setapak Daerah Gombak, 

Selangor Darul Ehsan的美好建议。

• 2006年8月19至25日，四位差传组员组成缅甸

短宣考察团前往缅甸4个城市考察，探讨长期

性的差传事工。同时也探访当地的神学院及

原道堂支持的宣教士查天凯传道。

• 2006年9月10日，长执会解散圣安得烈教会建

堂基金筹募委员会，而以“圣安得烈教会建堂

行动小组”取代。首任组长为蔡华平牧师。

• 2006年11月23日，召开母堂圣安得烈教会建

堂行动小组第一次会议。　

• 2006年12月10日，蒲种教会配合圣诞节预

工，由来自新加坡的芦苇艺术团契呈献福音

戏剧，剧名〈寒舍贵客〉(古装戏剧及黄梅

调），约有150人出席。 

• 2006年尾，原道堂长执成立长期计划小组，

探讨原道堂前面20年的计划；并委任张文光

长老担任组长。

• 长期计划小组在2007年1月31日召开第一次会

议。接着在2007年至2008年间，一共召开了7

次会议。在整个的拟定过程中，所有教牧，

长老与执事们积极参与。

• 2007年3月4日，母堂圣安得烈教会之早堂崇

拜搬迁至文良港的一个办公楼，地址为：12-2 & 

12-3, Jalan 9/23A, Medan Makmur, Off Jalan Usahawan, 

Setapak, 53200 Kuala Lumpur并易名为“原道堂文

良港教会”。遂于2007年3月31日举行新堂奉

献感恩会，当天讲员为陈梅兰传道。

• 2007年4月7日，双溪龙教会拉曼大学学生

交流站约30位学生探访Orang Asli（Kampong 

Kemando）事工。

• 2007年5月27日，有4位弟兄姐妹出席Doulos教

会所支持的原住民事工“原住民英文补习训练

班”，其中1位弟兄于6月3日开始原住民英文

班的教导工作。

• 2007年6月1至5日，举办柬埔寨短宣体验，服

事街童事工。蒲种教会有10位，白沙罗教会

有2位及外会2位，共14位弟兄姐妹参与，获

得丰富的属灵体验。

• 2007年7月13至14日，教育组举办《从改革宗

看末世论》课程，讲员为来自台湾神学院的

郑仰恩牧师（博士），共有79人报名参加。

• 2007年9月8日，教育组举办林鸿信博士之加

尔文神学讲座，出席者有115位。隔天9月9

日，主日晚上，林博士带领长执训练会，当

晚出席者有82位，其中30位为长执。

• 2007年11月，圣安得烈教会建堂异象巡回分

享，9间堂所奉献单位共有294，认献总数额

为63万4千417令吉。

• 2007年11月25日，督导组议决成立联会层面

的“儿少青组”组长为张文光长老，组员有江

志海牧师、王日广长老、陈增新执事、刘凤

英传道与林震芳传道。

• 2008年2月17日，假青年体育中心举行新春联

合崇拜暨陈梅兰传道选牧堂议会。讲员为陈

梅兰传道，出席崇拜人数有609位，儿少崇拜

人数有105位，选牧议案顺利通过。

• 2008年3月6日，长执会接纳吴志昌弟兄以新

的地段Lot PT 3332代替Lot PT 3318作为建堂之用

的建议。

• 2008年3月20日，蒲种教会举行最后晚餐救主

受难崇拜会，约有90人出席，同时也为儿童

预备受难特别节目，约有30多人参加。

• 2008年4月1日，蕉赖中央高原教会正式迁入

新堂，6日举行首次主日崇拜，20日举行献堂

礼。随后改名为”蕉赖首都镇教会”。

• 2008年6月1日，在圣安得烈教会举行陈梅兰

传道按牧典礼。

• 2008年6月7日，白沙罗教会新堂献堂礼。

• 2008年7月11日，吧生路教会少年团契开始在

教会简史



73五十知天命

吉隆坡Sri Sentosa中学推展校园事工。当天聚

会人数有8人。

• 2008年8月10日，假洗都中文小学王岳海会议

中心举行45周年感恩崇拜暨爱宴，主题为“团

队事奉，兴旺教会”，讲员为新加坡神学院院

长陈世协博士。同时举行第17届（2008-2011

年）长执就职礼。会中张文光长老也推介了

《原道堂10年计划》(2009年至2018年）。这

项计划以“我们是光是盐，是实践使命的基督

门徒”为异象宣言。

• 8月出版《原道堂

45周年特刊》，主

编为蔡华平牧师。

• 9月14日，长执会

议决委派张文光长

老到吧生路教会担

任 该 堂 的 驻 堂 长

老，与彭承志传道

一起配搭、管治教

会。

• 2008年10月12日，原道堂开始实施长老议会

制度。长老议会成为原道堂教会的管治机关

(governing body）。第一届长老议会主席为黄开

富牧师，副主席为张文光长老。

• 2008年12月14日，长执会选出张文光长老为

第二届原道堂圣安得烈教会建堂行动小组组

长一职。蔡庆生长老被委任为副组长。小组

任期为时两年（从2009年1月1日开始）。

• 蕉赖大同教会在4月5日开始两堂的崇拜，第一

堂在早上8点30分，第二堂在早上11点30分。

• 原道堂于2009年4月10日假尊孔独立中学礼堂

举办受难节联合聚会，讲员为陈汉祖博士，

出席人数有507人，其中包括36位少年及39位

儿童。

• 差传组与蒲种教会设立缅甸客工福音事工，

取名为“仁爱中心” （Mission Home），并于4月

25日举行奉献礼。    

• 2009年4月26日，蒲种教会举行5周年感恩崇

拜，共280人出席；同时配合建堂计划推动“5

周年装修认献”，目标5万令吉，认献总额达8

万3千490令吉。

• 2009年7月21日，蒲种教会开始第一次少年崇

拜，约有十多人参加，订于每月第一主日早

上10时进行。

• 2009年7月31日，张文光长老、潘荣平长老、

刘其昇执事、蔡思听执事及方忠保弟兄约见

吴志昌弟兄，商讨建堂计划。会中吴志昌弟

兄欣然同意利用他所拥有的Lot  PT  3332, Mukim 

Setapak, Daerah Gombak, Selangor的地段，作为圣

安得烈教会建立教堂的地段。

• 2010年4月2日，原道堂举行受难节联合聚

会，题目为“再思十架”讲员是蔡华平牧师。

当天出席人数有成人472位，儿童则有73位。

• 2010年5月份，蒲种教会为配合200人出席主

日崇拜目标开始推动“200人崇拜运动”，动员

家庭小组进行一系列策略性行动，包括：提

名代祷、拨电关怀提醒、发“鼓励信”邀请出

席等，教导会友稳定出席每一个主日崇拜。

• 2010年7月3日，教育组举行“崇拜礼仪”的讲

座会，讲员为蔡慈伦牧师（博士），出席人

数127位。

• 2010年8月26日，关怀组、双福残障自强发展

协会、尊孔独立中学与《星洲日报》联办生

命激讲座“挑战极限，活出生命”；讲员为来

自德国的莱纳·施密特牧师，出席人数共有

710位。

• 2010年10月28日，吧生路教会扩建小组成

立，由王福明长老担任主席。

2011-2020
• 2011年4月间，吴志昌弟兄建议以他名下另外

一块地段来建堂。有关地段是在3332地段附

近。即3339地段（Lot PT 3339）。面积约5英

亩。建堂行动小组在察视了有关地段后，欣

然接纳这个美好的建议。

• 2011年4月22日，假国际青年中心举行联合受

难节，讲员为郭汉成牧师，出席人数共有535

位。

• 2011年5月15日，陈梅兰牧师获得新加坡神学

院教牧博士学位。所研究的题目是“从奥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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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的《忏悔录》探讨教会领袖的灵命更新”。 

陈牧师是原道堂第一位获得教牧博士的牧

者。

• 原道堂于2011年7月17日于八打灵信义楼大礼

堂举行“联合培灵会暨第18届（2011-2014年

度）长执就职典礼”。讲员为陈金狮牧师（博

士），出席人数约有550位。

• 蔡庆生长老于当天联合培灵会暨长执就职典

礼中荣休。蔡长老自1977至2011年在长执会

共事奉了34年，荣任11届（31年）长老职。

• 2011年7月，蔡庆生长老献意将他在八打灵十

七区的两间店屋（地址为No 13A & 15A, Jalan 

17/47, Petaling Jaya, Selangor）奉献予原道堂，

作为八打灵教会聚会与其它教会活动之用

途。并将店屋的拥有权转让予教会（因目前

产业的拥有人是有限公司）。

• 2011年12月25日，圣诞联合崇拜后举行选牧

堂议会，梁锦标传道以超过三分二票数中选

为原道堂牧师。

• 在2011年原道堂的平均崇拜人数突破1000

人，达到1006人。

• 2012年1月1日八打灵教会在十七区的新教堂

举行第一次的崇拜会。并在1月7日举行献堂

礼。八打灵教会也在2012年1月推动“起来建

立”的主题。

• 2012年3月23至24日，原道堂教育组主办第一

届研经会，讲员为曾思瀚博士，他以“约翰

福音——最浅显的福音书？”为题，来带领原

道堂以及雪隆一带的弟兄姐妹查考〈约翰福

音〉。重新出发的第一届的研经会是假八打

灵的信义楼举行。三天的与会者共有597人。

而星期六一整天的研讨会共有220人参加。

• 2012年3月10日，梁锦标传道在原道堂八打灵

教会的新会所，举行按牧典礼，被西部区会

按立为原道堂牧师。

• 2012年5月26日至6月1日，吧生路教会组织短

宣队，第一次到柬埔寨金边进行短宣。

• 2012年7月31日，圣安得烈教会建堂基金突破

三百万，达304万8千396令吉。

• 2012年8月1日，聘请游永凯传道为试用传

道，由2012年8月1日生效，聘约为期1年。长

执会委派游传道在大同教会服事。

• 2012年8月12日，长执会正式接纳用3339地段

(Lot PT 3339）作为圣安得教会建堂用途的建议 

(代替原本的Lot PT 3332地段）。有关地段在

2012年上旬，开始进行填土的工作。

• 2012年9月2日，吧生路教会扩建工程完成

后，在新装修的会所举行第一次的崇拜。整

个装修扩建工程花费77万5千788令吉90仙。

• 2012年10月13至14日，差传组于蕉赖国际青

年中心，举办第26届的“差传年会”，主题

是“走出围墙，进入禾场”，讲员为王美锺牧

师；10月14日（主日崇拜会）出席人数约554

人。

• 2012年11月3日，吧生路教会举办设教24周年

暨扩建完成感恩崇拜会。

• 2012年12月16日，蒲种教会理事会召开临时会

议，商议购买蒲种金銮镇（Bandar Kinrara）， 

BK5A区之三层楼角头店铺，作为新堂用途事

宜，并于当天顺利筹获理事及会友免息贷款

及奉献共238万7千令吉。

• 2012年12月25日，原道堂于尊孔独中举行圣

诞联合崇拜兼选牧堂议会，当日讲题为“圣

诞·人间·爱”，讲员为江志海牧师，出席人数

约1200人。

• 2013年1月3日，蒲种理事会议决购置蒲种金

銮镇（Bandar Kinrara），BK5A区之三层楼角头

店铺作为新堂用途；有关店铺地址为B-13-0, 

Jalan BK5A/2D, Bandar Kinrara, Puchong, Selangor。

• 2013年2月23日，为欢庆原道堂50周年的庆

典，原道堂青少组特别举办了第一次诗歌创

作比赛。主题定为《\O/nly U God》。这项活动

的目的除了想发掘青少年人在创作方面的才

华之外，青少组亦盼望透过比赛鼓励青少年

人透过诗歌，数算并颂赞神的属性。

• 2013年2月24日，蒲种教会推动第二届购堂认

献，目标：实收50万令吉，认献总额达48万3

千620令吉（不包括之前已奉献者的数额）。

• 2013年3月1日，由郑维彬长老，饶创新长老

与陈建明执事代表蒲种教会与屋业发展商签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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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金銮镇（Bandar Kinrara），BK5A区之三层

楼角头店铺买卖合约；同时配合设教10周年

推动“手抄本《圣经》”举行“起笔礼”，定意

于10周年（2014年）将手抄《圣经》献给上

帝。

• 2013年3月15日与16日，在八打灵信义楼举办

第二届原道堂研经会，讲员为赖建国博士，

所查考的经卷为〈创世记〉。礼拜六的研讨

会共有173人报名参加。

• 教会于3月31日举办复活节联合崇拜会，讲员

为施尤礼牧师（博士），讲题为“六个有关复

活的教导”；当天出席人数约有690位。

• 2013年5月1日，关怀组于蕉赖Permaisuri（公

主）休闲公园举行“为爱义跑”活动，当天出

席人数约500人。此活动目的是透过一个健康

活动，凑集3万令吉的义款，全数捐献给有需

要的非营利社会关怀团体。三个受惠团体：

从事戒毒事工的“得胜之家”；供养乐龄、

单亲、智障、孤儿的“佳宁之家”以及提供社

区派饭、免费医疗和辅导的Grace Community 

Center。

• 2013年5月24日与25日，假雪兰莪州，万津

(Banting）之Gold Coast Morib Resort举办“原道堂

领袖退修会”。我们请到李振群博士来传讲上

帝的话语。这次的退修会，共有33位教牧与

长执出席。

• 2013年5月24日至5月31日，吧生路教会组织

短宣队，第二次到柬埔寨金边进行短宣。

• 2013年8月，出版《原道堂金禧纪念特刊》，

主编为张文光长老。

• 2013年8月4日，吧生路教会欢庆设教25周

年。

• 2013年8月24及25日，原道堂举办庆祝设教50

周年的系列活动，庆典的主题是“高举十架颂

主恩，拓展神国跨金禧”。教会分别在8月24

日晚间举办庆祝晚会，以及8月25日早上举行

感恩崇拜会，会后备有午宴。晚会与崇拜地

点为吉隆坡陆佑路中国学校大礼堂。当天崇

拜会后，即12时30分也遵照《基督教马来西

亚长老会法规》第26条第2则及第36条第2则

召开堂议会，选举牧师。候选人为原道堂圣

安得烈教会教牧李政福牧师。

• 2013年9月4日，联会关怀组于吧生路教会举

办“Insurance Sosco Claims知多少”讲座会，共有

33人出席。

• 2013年9月13日至16日，联会青年组联合马来

西亚圣经神学院在该院举办第二届“小路径·

大隧道——真理之矛，攻邪说之盾”神学营，

由李明安博士担任大会讲员，陈汉祖博士及

邹杰豪传道为专题讲员。此营会共吸引了127

位来自原道堂属下9间堂会的弟兄姐妹、慕道

友及非信徒参与。

• 2013年10月28日，前任联会差传干事李以诺

弟兄为坚定个人信心实践宣教，接受原道堂

长执会及差传组的差派，前往东马砂拉越

Long Unai短宣，服事当地的原住民，为期1

年。

• 2013年11月3日，圣安得烈教会为李政福牧师

举行就职礼，由长老会西部区会会正李耀祖

牧师主持。

• 2013年12月5日至8日，联会青年组假马来西

亚圣经神学院举办第二届“你想怎么Young?”

少年营，大会讲员李成就牧师。共有99人参

加。

• 2014年1月15日，原道堂向税收局提呈教会捐

款免税之申请，获当局在宪报上公布生效。

因此长执会于2014年3月9日召开之会议纳

准行政组提议以配合Tabung Pengurusan Rumah 

Ibadat Gereja Presbyterian Logos, Jalan Kelang Lama 

Kuala Lumpur (简称TPRI)免税的作业程序，其中

包括修订堂会的财政接收奉献流程，奉献信

封，TPRI正式收据，临时收据，以及在Puchong 

Jaya的马来亚银行开设一个银行户头专供TPRI

之用，同时委任郭诗煌长老，郑维康长老和

郑国安执事为TPRI支票签署人。

• 2014年3月22日，蒲种教会新堂落成进行搬

迁，并于3月30日举行第一次崇拜。

• 2014年5月间，圣安得烈教会理事会推动斯里

鹅唛 (Sri Gombak）植堂的事工，成立了植堂小

组，组长为李政福牧师，建堂小组要寻找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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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地点，植堂小组也物色斯里鹅唛开荒的“

火种”，以及拟订植堂的初步计划。

• 2014年5月30日至6月2日，联会青少组于森美

兰州的MonQ Land举办少年营，主题为“自由揸

fit人”。共有104位少年人及24位义工参加。

• 2014年6月，长执会通过以马币4千元租下位

于斯里鹅唛一间店铺的第二楼及第三楼，

即1-03 & 2-03, Jalan Prima SG1, Taman Prima Sri 

Gombak,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作为圣安得烈

教会植堂之地点。

• 2014年6月12日至16日，儿童教育组假蒲种教

会举办“儿童合唱营”，共有33位儿童参加。

• 2014年7月2日，联会青少组于原道中心举办 

“社会新鲜人”讲座会，讲员刘清虔牧师，共

有130人出席。

• 2014年7月12日，联会青少组特为青少年导师

在原道中心举办“‘动’生命列车”初信训练课

程，由张武昭牧师主讲。报名参加者共有35

人，包括1位中信同工。

• 2014年8月3日，圣安得烈教会在斯里鹅唛的

植堂开始第一次崇拜会，由李房友传道带

领，共有45位会友出席。

• 2014年8月9日，蒲种教会举行设教10周年暨

献堂礼拜，西部区会派员李耀祖牧师、刘秋

洁牧师及郑显铭长老前来主持献堂礼，与当

天出席的283位教牧、长执及弟兄姐妹一同见

证主恩。

• 2014年8月22日及23日，差传组于吧生路教会

举行《装备收割》宣教课程，讲员为温羽明

牧师，共有55人出席。

• 2014年9月，长执会议决全费资助李以诺弟

兄到台湾神学院接受装备，修读道学硕士课

程。

• 2014年12月31日至隔日，黎文杰传道与两名

会友一同加入7979东海岸水灾救援团队，前

往话望生（Gua Musang）及瓜拉立卑（Kuala 

Lipis）参与赈灾工作，协助当地灾民重建家

园。

• 2015年1月3日至4日，经过联会关怀组组长

潘荣平长老与青少事工组组长刘其昇执事

号召下，黎文杰传道再次连同45位分别来

自属下10间堂会的会友一同出发到淡马鲁 

(Termeloh）参与东海岸救灾行动。同时，蒲

种教会也发起20人义工团队到话望生（Gua 

Musang）协助救灾。除了组织救援队深入灾

区，关怀组更发放联会关怀基金紧急拨款

RM12,000.00交给长老大会救助北区7间长老教

会及会友，而原道堂属下各堂会会友也成功

筹措RM133,000.00捐款及其他粮食等物资，为

灾黎们伸出援手。

• 2015年1月12日及13日，长执会假丹绒马林 

(Tanjung Malim）的Refreshing Spring Resort举办第

二届教牧长执退修营，主题：“建立健康有力

的事奉团队”，由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

(华福）总干事陈世钦牧师主讲，共有42位教

牧长执参加。

• 2015年2月7日，八打灵教会配合庆祝设教18

周年暨启用楼下副堂，邀请蔡庆生长老主讲 

“一生事奉，一生奉献”见证会，分享蔡长老

一生事奉的心路历程。共有160位来自原道堂

各堂会的教牧长执及会友参与其盛。蔡长老

在见证分享会后也将他们夫妇奉献给八打灵

教会的两间双层店屋的地契转交给教会。

• 2015年3月29日，双溪龙教会欢庆设教10周年

纪念，邀请各堂会代表出席共颂主恩。

• 2015年4月，原道堂联讯《道声》复刊，每

三个月出版一期，主要报导联会及各堂会事

工。

• 2015年4月5日，上午9时30分假武吉加里尔高

尔夫球俱乐部暨度假村（Bukit Jalil Golf & Country 

Resort）Perdana礼堂举行复活节联合崇拜，出

席人数成人929位，儿童127位。会后于上午

11时15分，按法规第三十六条召开堂议会，

以接纳Tabung Pengurusan Rumah Ibadat Gereja 

Presbyterian Logos (TPRI) 2014财政年度报告，共

有502名登记及手持票根的洁名会友出席堂议

会。

• 2015年4月25日及5月12日，尼泊尔分别发生

两次7.9级及7.3级的强烈地震，各堂会于5月

10日及17日为尼泊尔筹措赈灾奉献，筹得款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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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共RM120,516.50移交给长老大会转交在灾区

服侍的机构。

• 2015年7月11日，文良港教会举行设教15周年

感恩庆祝会，主题为“感恩不尽，迈步前进”。

共有140人出席数算主恩。

• 2015年7月15日，原道堂长牧事工组长会议

接纳圣安得烈教会易名为吉隆坡教会，英文

为Logos Presbyterian Church（Kuala Lumpur），

及圣安得烈教会（早堂）易名为吉隆坡教会 

(早堂），英文为Logos Presbyterian Church (Kuala 

Lumpur Morning Session）。

• 2015年8月1日，联会关怀组与马来西亚圣经

神学院联合主办“医院病床边的关怀服事”讲

座，特邀在医牧关怀经验丰富的黎宝华牧师/

博士前来分享，地点在原道中心，共有130人

出席。

• 2015年8月2日，吉隆坡教会（早堂）在斯里

鹅唛植堂1周年纪念，教会举行了一次既简单

又隆重的1周年感恩崇拜。

• 2015年8月17日，联会乐龄组于吉隆坡金禧大

酒店（Cairnhill Hotel Kuala Lumpur）举办乐龄培

灵讲座，主题为“年岁的冠冕”，讲员刘清虔

牧师。共有80位来自属下7间堂会的乐龄弟兄

姐妹出席。

• 2015年9月1日，梁锦标牧师及游永凯传道分

别接纳长执会安排之内部调派，于即日开始

于蕉赖大同教会及双溪龙教会牧会。

• 2015年9月24至26日，联会儿童教育组假蒲种

教会举行第一届联合儿童理财营，主题为“我

是好管家”，共有97位分别来自属下8间堂会

的儿童参加。

• 2015年11月14日，假吉隆坡Taman Rimba Kiara举

办“GPS同心同行义跑活动”。这是一场特为白

沙罗中华小学筹募教育基金而设的项目，由

青年组主催，配合八打灵教会的社区工作，

连同社会关怀组一起推动。除了义跑之外，

现场还特别安排了义卖会。原道堂10间堂会

的齐心努力，总共筹募了RM127,000.00义款。

• 2016年1月11日至12日，原道堂假文冬Suria Hot 

Spring Resort举办第三届教牧长执退修营，再度

邀请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华福）总

干事陈世钦牧师担任主题讲员，透过四堂的

信息分享来思想“门徒训练的挑战与落实”。

更难得的是，这一届的退修营有12位来自巴

生长老会的教牧长执参与其中，与原道堂的

43位与会者同享退修、团契和学习的喜乐。

• 2016年2月20日，差传组议决资助吉隆坡教会

(早堂）会友林俊杰弟兄前往金边华传圣工学

院柬埔寨校园GOI Academy of Christian Ministries 

Cambodia Campus（GOIACMCC）接受跨文化宣教

文凭课程装备，为期1年。

• 2016年3月6日，蕉赖首都镇教会举行设教20

周年纪念感恩崇拜会。共有125人出席一同敬

拜和向主献上感恩。

• 2016年3月11日及12日，联会儿童教育组假蒲

种教会举办“联合儿童诗班营”。共有47位分

别来自蕉赖大同教会、双溪龙教会、八打灵

教会、吧生路教会及蒲种教会的儿童参加。

• 2016年3月27日，上午10时正假吉隆坡旧吧

生路崇文国民型华文小学礼堂举行复活节联

合崇拜会，出席人数有886位成人，128位儿

童。崇拜结束后，于11时50分召开堂议会，

出席的洁名会友共有489人，达到过半法定人

数。通过接纳TPRI财政年度报告和各项议案

后，主席江志海牧师宣布长执会接受郭诗煌

长老请辞教会总财政一职，并由张文平长老

接任，感谢郭诗煌长老过去17年来在主里的

忠心服事。

• 2016年6月9日至12日，联会青少事工组假

Senawang MonQ Land举办“有故事的人2之不可

能的人”联合中学营，共有53位中学生及34位

来自原道堂属下各堂会的义工参与。

• 2016年6月11日，长执会特别安排主办“新加

坡生命堂转型见证——门徒导向的教会”讲座

分享会，邀请新加坡生命堂苏立忠牧师前来

分享如何把一间传统的长老宗教会转变为一

间门徒导向的教会。约有150位长执教牧和弟

兄姐妹出席。

• 2016年7月2日，10位教牧长执及理事代表出

席在关丹Kampung Sungai Lamait举行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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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所献堂礼，此聚会所之建筑费用由原道

堂差传组资助。差传组也资助当地牧者Pastor 

Malatin的薪金。献堂礼当天出席的村民25人，

此外，王振美牧师、Pastor Sigar及Pastor Malatin

亦参与其中。当天有11名原住民决志信主。

• 2016年7月5日，第二届乐龄组联合聚会假吉

隆坡Bukit Jalil Golf & Country Resort举行，主题 

“复杂人生”，讲员刘清虔牧师。99位来自原

道堂属下7间堂会的会友及4位来自友宗的肢

体报名参加。

• 2016年8月6日，蒲种教会基督少年军蒲种第

二分队成立，共有24位新队员开始第一次的

聚会（阅兵）。

• 2016年8月13日，配合世界宣明会关注儿童贫穷

的需要，儿童教育组假吉隆坡武吉加里尔Bukit 

Jalil Calvary Church举办“儿童8小时饥饿营”， 

主题《为孩子挺身击饿》。共有140位儿童参

加、认领贫困家庭以及进行筹款，其中112位

分别来自属下8间堂会及外来的儿童参与8小

时饥饿体验营。在15位老师与30位义工的带

领下顺利完成，共筹获义款RM118,972.75。

• 2016年9月30日至10月3日，青年组在Senawang 

MonQ Land举办第3届青年培灵福音营，主

题“38 Yrs VS 11 Dys”，讲员张俊明传道。

• 2016年11月5日，儿童教育组为加强孩童对圣

经的认识及研读习惯，安排于吧生路教会举

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儿童圣经比赛“〈出埃及

记〉知多少？”。比赛分为1至6年级的个人赛

及1-2、3-4、5-6年级团体赛，共有84位7-12岁

的孩童一较高底，争夺各项殊荣。

• 2016年11月12日，教育组配合宗教改革500周

年前夕，在吧生路教会举办了一场意义非凡

的讲座会《改教家的生命与睿智》。邀请新

加坡神学院兼职教授李振群博士担任讲员。

• 2016年12月4日，蕉赖大同教会欢庆设教30周

年举行“三十而立”感恩崇拜。

• 2016年12月25日，上午10时正假雪州八打灵

星光城Star Light Arena举办圣诞节联合崇拜会，

由江志海牧师主讲信息“圣诞从基督开始”。

前来记念救主基督降生的来宾及弟兄姐妹共

有1150位及125位儿童。

• 2017年2月18日，假吧生路教会举办“启发队

工训练会”，讲员为蓝钦强牧师，共有56位参

加者分别来自吉隆坡教会、白沙罗教会、双

溪龙教会、蕉赖首都镇教会、吧生路教会及

蒲种教会。

• 2017年3月25日，八打灵教会欢庆设教20周

年，举办“蜕变 + 突破”为主题的感恩庆典。

• 2017年4月16日，原道堂属下10间堂会共985

位会友（包括125位儿童），一同出席于上

午10时正假吉隆坡旧吧生路崇文国民型华文

小学礼堂举行的复活节联合崇拜。紧接着于

11时50分按法规第36条召开堂议会，以接纳

2016年度财政报告，继而再按法规第26条进

行选牧，两位被推荐的候选人为张俊明传道

及吴秀菁传道。当天共有488位洁名会友出席

堂议会。选举结果，两位传道皆获得超过三

分之二同意票，中选为牧师。

• 2017年6月10日，假蒲种教会为吴秀菁传道及

张俊明传道举行按牧典礼。

• 2017年6月17日，儿童教育组假原道中心举

办“老师，加油！”训练营，讲员为新加坡基

督徒布道团儿童事工负责人许晓丹传道与其

同工。

• 2017年6月30日及7月1日，乐龄组假马六甲

Temasek Hotel举办“复杂人生2.0”两天一夜乐龄

营，讲员为刘清虔牧师。

• 2017年7月15日，原道堂长执会主席江志海牧

师迈入牧会30周年并欢庆6秩寿辰，蒲种教会

理事会特别精心安排，假吉隆坡华联翡翠酒

家（OUG Jade Restaurant）为江牧师举办庆生爱

筵。

• 2017年8月30日，蕉赖大同教会长执会议决租

下位于Bukit Jalil Esplanad一间角头店屋的一楼

和二楼作为植堂用途。

• 2017年10月14日，第15届青年组联合聚会假吉

隆坡教会（早堂）举行，主题为“i疯宣教”，

讲员为罗秀楹传道，共有130位青年人出席。

• 2017年10月17日，蒲种教会与吉隆坡同善医

院的中医慈善巡回医疗团队展开第一次中医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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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诊，借此整合资源，集合各方力量，为有

需要的公众人士提供医疗便利，造福社群。

• 2017年11月，吉隆坡教会会友吴志昌弟兄主

动建议，把其奉献供教会作建堂用途的地

皮，即位于雪州斯里鹅唛（Sri Gombak）之Lot 

PT 3339的土地拥有权转让给原道堂。

• 2017年12月7日至10日，联会青少事工组假

Ampang Pecah Training Center举办第三届原道堂

少年福音营——“我有我态度”，共有108位少

年人参加及25位导师和义工。

• 2017年12月25日圣诞节，蕉赖大同教会在武

吉加里尔的植堂，即原道堂第11间堂所——武

吉加里尔教会开始第一次崇拜。

• 2018年3月10日，白沙罗教会订于中午12时

正，假甲洞Bandar Manjalara新翠华楼酒家举行

设教25周年感恩礼拜及庆典，主题“蒙恩得福

25，再造辉煌荣耀主”。

• 2018年3月24日，青年组欢庆成立10周年假吧

生路教会举行“十光机”庆典，再次凝聚143

人，包括属下11间堂会的教牧、长执。特别

嘉宾：刘凤英传道。

• 2018年4月1日，假吉隆坡旧吧生路崇文国民

型华文小学礼堂进行复活节联合崇拜暨堂议

会。当天10时正崇拜会超过800位成人及97位

儿童出席，会后有467位洁名会友留步出席于

12时正召开的堂议会。除了接纳2017年度财

政报告及通过各项议案之外，也进行选牧堂

议会。经过票选，两位候选人张庆荣传道与

游永凯传道皆以超过三分之二同意票顺利通

过，接纳为牧师。

• 2018年4月21日，联会教育组配合原道堂设教

55周年庆典举办系列讲座（一）：“天生我财

够我用”，地点在吧生路教会，讲员为黄凯顺

老师。共有230位分别来自属下各堂会及友宗

的肢体参加。系列讲座（二）：“蒙主恩福五

十五，门徒委身跟随主”订于2018年8月18日

举行，由新加坡神学院院长谢木水牧师/博士

担任讲员；系列讲座（三）：“未知死，焉知

生？”订于2018年11月17日举行，讲员为魏连

岳教授，地点都在原道中心。

• 2018年5月5日，联会教育组于10:00am–3:30pm

假蒲种教会举行“原道堂教牧长执训练会”，

共有51位教牧长执出席。

• 2018年6月2日，假吧生路教会为张庆荣传道

及游永凯传道举行按牧典礼。

• 2018年6月9日至17日，联会差传组差遣短宣

队前往尼泊尔访宣及跟进在当地植堂事宜。

访宣主题“我爱尼行动”，队长蔡诗菁姐妹。

• 2018年7月28日，蒲种原道堂完成了第一次

的“幸福小组”布道聚会，共12位新朋友信

主。

• 2018年8月11日，教牧、长执前往Sri Gombak Lot 

3339举行祷告会，为神所赐下的这片迦南美

地献上感恩及赞美之祭，也恳求神继续开路

使建堂计划早日完成。

 

 

 

 

 

 

 

 

 

 

 

 

 

 

 

 

 

 

• 2018年8月19日，原道堂欢庆设教55周年纪

念，于上午10时正假旧吧生路崇文华小礼堂

举行联合崇拜，主题“蒙主恩福五十五，门徒

委身跟随主”，邀请谢木水牧师/博士担任讲

员。

• 2018年9月6日至7日，差传组举办培灵会，两

晚的主题：《穿越黑暗的呼召》、《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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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变成主那样的形象》，邀请Kimberley Smith 

Highland宣教士来分享。

• 2018年11月教育组举办《死亡神学》讲座。

原道堂共有126人报名参加。

• 2019年1月12-13日，原道堂联会青少组举办

《Emotional Excellence》领袖培训课程，讲员是

陈宏源传道，地点在吧生路教会，参与人数

35人。

• 2019年3月16日，原道堂差传组所认领的Kg Sg 

Lamait聚会所已建筑完工，举行了献堂礼。关

丹原住民小组代表与原道堂教牧长执代表与

当地的信徒一同欢庆这典礼。

• 2019年4月24至30日，差传组委派林裕涵传

道与黄雪凤干事前往菲律宾参与威克里夫

Romblomanon新约圣经奉献礼，见证过去所资助

的Sis Phyllis Rappa参与在圣经翻译事工的果子。

• 2019年5月1日，原道堂关怀组举办关怀嘉年

华会，各项活动都顺利进行，共售出1608本

固本，共收到RM63,320，其中把RM30,000捐助

款项给了五个认领社会关怀机构。

• 2019年7月13日，原道堂举办长执讲道训练，

出席人数有30人。讲员为杨锺錄牧师。

• 2019年8月10日，青少组主办讲座，由李志海

博士主讲，题目是：《如何在职场与商场上

荣耀神？》。

• 2019年8月10日及17日，关怀组主办《急救与

心肺复苏术》，讲员为周文豪医生，地点在

原道中心，共有52位弟兄姐妹参加。

• 2019年8月31日，教育组举办《重新认识诗

篇》讲座，由黄朱伦牧师主讲，当天出席的

有120人。

• 2019年9月，文良港教会租下四个单位，扩建

与装修教会。

• 2019年12月14日，原道堂三个堂所（八打

灵、双溪龙、武吉加里尔）到Jeram Kedah举办

儿童圣诞活动，共有48位儿童参加。

• 2020年3月22日，马来西亚开始执行行动管制

令，暂停了实体崇拜，开始使用线上崇拜。

 

• 2020年5月，关怀组分发第二阶段的基金

用于关怀Cov id-19疫情受困群体，总数为

RM24,524.45。

• 2020年5月10日，原道堂举办线上讲座《疫起

相助，赢战疫情》，主持人：郑维康弟兄，

主讲：刘其昇长老和陈金辉弟兄。

• 2020年6月16日，进行合一联合祷告会。

• 2020年10月28日，第34届差传年会将在线上

进行，讲员为王美锺院长。

• 2021年5月29日，吉隆坡教会（早堂）主办线

上讲座《解决你心中的疑惑—接种疫苗安全

吗？》，共241人参加。

• 2021年6月4日，差传组举办线上讲座：《疫

情中与疫情后的宣教——新常态·再出发》，

讲员是赖木森牧师/博士，约有139人参加。

• 2021年9月4日，差传组主办线上讲座：《怎

样做个宣教门训的教会》，讲员是蒋祥平牧

师/博士，对象是原道堂的教会领袖。

• 2021年11月6日，林裕涵传道按牧典礼在原道

堂蒲种教会进行，被西部区会按立为原道堂

牧师。

• 2021年 11月 28日，关怀组举行一年一度

的 关 怀 主 日 ， 各 堂 所 收 到 的 奉 献 总 数 为

RM22,941.00。

• 2021年12月11日，举办新任长执联谊会。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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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姓名 任期

1. 陈祥康牧师 1963-1965

2. 王连烠传道 1965-1966

3. 章家霓传道 1967-1968

4.
蓝启文牧师

(Rev Clabon Allen)
1967-1979

5. 陈东山传道 1970-1971

6. 黄一琴牧师 1974-1976

7. 陈约翰传道 1977-1981

8. 林小彬传道
1982-1990;
1992-1995

9. 邱文霞传道 1986-1987

10. 江志海传道/牧师
1986-1990;
1992至今

11. 黄澍春传道 1987-1988

12. 蔡华平传道/牧师 1988-2012

13. 苏茶传道 1989-1991

14. 施尤礼传道 1991-1993

15. 陈梅兰传道/牧师
1992-1995;
2003-2021

16. 黄宝娟传道 1992-1996

17. 张舒莉传道 1993-2000

18. 叶爱珠传道 1995-1999

19. 刘秋洁传道/牧师 1996-2009

20. 萧素芬传道 1996-1997

21. 傅胜良传道 1996-2001

22. 黎国利传道 1997-2001

23. 黄玉柳传道 1997-1999

24. 陈德仁传道 1998-2000

25. 卓小素传道 1998-2002

26. 吴秀菁传道/牧师
1999-2004;
2009至今

No 姓名 任期

27. 黄开富传道/牧师 2000至今

28. 邹杰豪传道 2001-2006

29. 张慧婷传道 2004-2007

30. 梁锦标传道/牧师
2005-2020;
2021至今 

31. 彭承志传道 2005-2010

32. 林震芳传道 2006-2010

33. 刘寿进传道 2007-2014

34. 张俊明传道/牧师
2008-2011;
2013至今

35. 刘凤英传道 2008-2018

36. 黄向勤传道 2010-2012

37. 黎文杰传道 2011-2016

38. 张庆荣传道 2012至今

39. 李政福牧师 2012-2021

40. 游永凯传道/牧师 2012至今

41. 林裕涵传道/牧师 2012至今

42. 郑盛光传道 2013-2017

43. 李房友传道 2013-2018

44. 陈建弘传道 2014-2016

45. 蔡频频传道 2018至今

46. 罗秀楹传道 2018-2019

47. 余锡松牧师 2018-2021

48. 林莺爱传道 2019至今

49. 蔡锦兰传道 2020至今

50. 陈美玲传道 2020-2021

51. 李耀祖牧师 2021至今

52. 刘学谦传道 2021至今

53. 黎振寰传道 2022至今

原道堂历任与现任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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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次 日期 主题 讲员 目标	RM 主席

1 09-11/10/1987 未完成的使命 龙维耐医生 20,000.00 江志海传道

2 11-13/11/1988 举目望田 陈   方牧师 60,000.00 江志海传道

3 03-05/11/1989 你在哪里？ 张宝华牧师 110,000.00 江志海传道

4 26-28/10/1990 成为我异象 黄彼得牧师 150,000.00 蔡庆生长老

5 25-27/10/1991 扩展神国 卢家𫘜牧师 155,000.00 蔡庆生长老

6 20-22/11/1992 差我，用我 蓝华兴牧师 165,000.00 莫子亮长老

7 08-10/11/1993 预备出征 藤近辉牧师 175,000.00 莫子亮长老

8 30/9-2/10/1994 委身基督 戴绍曾牧师 185,000.00 王连国长老

9 13-15/10/1995 把握时机，同得万民 陈喜谦牧师 195,000.00 莫子亮长老

10 18-20/10/1996 我岂能不爱惜呢？ 卢炳照牧师 230,000.00 王连国长老

11 24-26/10/1997 时代使命，差我前往 龙维耐医生 250,000.00 蔡庆生长老

12 23-25/10/1998 普世在我心 赖木森牧师 260,000.00 董伟强长老

13 22-24/10/1999 迈向两千，赢得普世 陈   方牧师 260,000.00 董伟强长老

14 27-29/10/2000 你还等什么？ 张宝华牧师 265,000.00 蔡庆生长老

15 26-28/10/2001 就是你！神要差你 李秀全牧师 265,000.00 陈增新执事

16 18-20/10/2002 疾风烈火焚我心 黄彼得牧师 270,000.00 陈增新执事

17 17-19/10/2003 就在此刻！ 彭怀冰牧师 230,000.00 蔡庆生长老

18 22-24/10/2004 不是我差遣你的吗？ 沈   正牧师 230,000.00 蔡庆生长老

19 14-16/10/2005 在你们中间找一人 林德维宣教士 240,000.00 张文平长老

20 13-15/10/2006 向左向右，扩张疆界 刘智钦牧师 245,000.00 张文平长老

21 19-21/10/2007 把握眼前的机会 林应安牧师 250,000.00 张文平长老

22 18-19/10/2008 把宣教带进我家 林安国牧师 260,000.00 蔡庆生长老

23 10-11/10/2009 势在必得！ 梁永强牧师 270,000.00 何依玲执事

24 16-17/10/2010 这就是你！ 赖木森牧师 285,000.00 何依玲执事

25 1-2/10/2011 岂敢违背天上异象 蒋祥平牧师 300,000.00 张文平长老

26 13-14/10/2012 走出围墙  进入禾场 王美锺牧师 315,000.00 张文平长老

27 19-20/10/2013 新眼光，新看见 林大卫牧师 330,000.00 郑国安执事

28 18-19/10/2014 急速前往，不可迟延 苏立忠牧师 350,000.00 郑国安长老

29 17-18/10/2015 不怕宣教，怕不宣教 许顺明牧师 385,000.00 郑国安长老

30 23/10/2016 宣教，从你我的家开始 众教牧 460,000.00 郑国安长老

31 7-8/10/2017 宣教，从你我的家开始2.0：生活、信仰、使命 陈世钦牧师 700,000.00 郑国安长老

32 14/10/2018 宣教，从你我的家开始3.0：起来、回应、出发 众教牧 730,000.00 赖侲光执事

33 12-13/10/2019 宣教：从What和How，回到Why和Who 彭书睿弟兄 780,000.00 赖侲光执事

34 18/10/2020 迈向新常态宣教使命 王美锺牧师 680,000.00 赖侲光执事

35 17/10/2021 迈向新常态宣教使命：主，我在这里 陈维恩牧师 680,000.00 张庆荣牧师

36 16/10/2022 去吧，别再等了！ 众教牧 720,000.00 张庆荣牧师

原道堂历届差传年会讲员、主题及认献目标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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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二千年代，雪兰莪无拉港蓬勃发展，许多住

宅区及店屋先后林立，人口稠密，但信主者仍是

少数。

与此同时，拓荒建立教会在长老会西部区会

领袖心中酝酿多年。2000年，马来西亚长老会接

购更新传道会的一栋三层半店屋，开拓教会的计

划再次在西部区会常委心中萌芽。

2001年，西部区会向尚在神学院受装备的锺

志源传道夫妇接洽，几经祷告及等候，双方在同

感一灵下，接受无拉港开荒事工的挑战。

该店屋位于大道旁，隔邻是马来西亚中国信

徒布道会。在与锺志源传道夫妇达致共识后，西

部区会积极展开无拉港长老会的初步装修工作。

开拓期
2001年杪，锺志源传道夫妇神学院毕业，

教会的拓荒事工随即积极开展。透过电话关怀接

洽，登门探访联系等管道，三个月后，锺志源传

道夫妇终于觅得四至五位较固定的信徒。当中有

主动前来协助开拓教会的，也有离开教会一段时

间的“迷失的羊”等。

2002年1月，无拉港长老会开始家庭聚会；3

月开始成青主日学及儿童主日学；6月开始主日崇

拜会。设教初期，教会透过主日学生接触社区，

同时开办儿童绘画班及英文补习班。

2002年7月7日，长老会西部区会为无拉港长

老会举行献堂礼，同时举行锺志源传道就职礼。

此后，教会也陆续开始细胞小组、少年团契、乐

龄团契、差传事工等。

同工建设
2003年3月30日，无拉港长老会举行第一届

理事就职礼，并在4月7日召开为数六人的第一次

理事会。在第一届理事会的用心经营下，2006年1

月，无拉港长老会的财务从西部区会财政的管理

转向教会自行管理。

2007年，无拉港长老会的洁名会友达21人，

并有两位执事，经西部区会派员审核后，议决

让无拉港长老会登记为西部区会属下的宣道

所。2007年7月22日，无拉港长老会正式成为宣道

所，经济朝向完全独立自主。

2006年2月26日，无拉港长老会年选出首任执

事（周增源，陈冰怡），并于6月25日举行执事就

职礼。2009年5月24日，教会选出第二任执事（周

增源，李家阳），并在2012年6月24日，按立首两

无拉港长老会简史

文：陈幼心传道

上帝使无变有

西部区会代表蔡华平牧师及江志海牧师开启教会门匙

西部区会颁发宣道所证件予无拉港长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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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长老（周增源，李家阳）。

2013年1月，蔡频频执事前往马来西亚圣经神

学院就读神学，教会全费支持学费及生活费。同

年1月14日，经西部区会派员审查，认可无拉港长

老会具登记成为“堂会”之条件。

2013年3月24日，教会洁名会友达46人，具有

自治、自养、自传条件。教会因此择定7月7日举

行升堂典礼，同时举行按立锺志源传道为牧师典

礼，教会设教十一周年感恩会，可谓三喜临门。

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马来西亚大爆发，教

会的主日崇拜、祷告会、细胞小组、主日学等聚

会都纷纷转到线上。新冠疫情至今持续两年多，

感恩教会的主日崇拜会等各聚会不曾停止，信徒

继续透过不同的方式被牧养。

2021年3月，本会陈彼得长老已达七十岁退休

年龄，然而，陈彼得长老在长执会邀请下，担任

教会义务干事三年，并于5月9日举行就职礼。

2021年5月6日，陈幼心传道受聘为无拉港长

老会试用传道一年，并于8月1日举行就职礼。任

职期间，传道与长执会一起配搭服事，服务教

会，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

 

硬体建设
在硬体建设方面，无拉港长老会2001年开始

向长老大会租用三层楼半店屋的第三层楼作为崇

拜会所。2006年，教会再向长老大会租用第四层

楼，辟为四间主日学课室及副堂。

鉴于年长者上楼参加聚会的困难，教会在

2014年开始筹划和设立建堂基金，并在2015年2月

委任陈彼得长老为建堂筹委会主席。

2016年11月1日，教会开始建堂基金认献目

标，为期两年。2017年1月9日，教会致函长老大

会，表明租用教会底层的意愿。

2018年7月13日，大会来函给予批准，愿意让

教会租用底楼，教会也随即积极展开底楼的装修

工作。两个月后，无拉港长老终在2018年9月22日

第一次使用新堂会进行崇拜会。

迁入新的崇拜会所以后，教会于2018年11月3

日举行圣殿扩建落成启用礼暨感恩会，至此，困

扰教会多年，乐龄人士上楼参加聚会的困难终于

获得解决。

     

结论
时光荏苒，教会转眼间已长成二十岁的青少

年。在创世记中，我们看见神说有就有，命立就

立。同样的，在无拉港长老会中，我们也经历神

是一位使无变有的全能者。圣经说，“举目向田观

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4:35）愿

我们继续辛勤耕耘、一起收割这片广阔的禾田。

并且，也愿将一切的荣耀归于在无拉港开拓教

会，使用他的众仆人，一天一天把无拉港长老会

建立起来的独一真神！

锺志源牧师在教会升堂礼中按立为牧师

无拉港长老会大家庭，荣归使无变有的独一真神！

教会礼拜堂迁到底层，年长者参加礼拜不再有困难。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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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开始于几个人的小组聚会。由于有人透

过辅导关怀事工而回到上帝的怀抱，于是

彭国富传道夫妇以小组聚会的方式，以牧养这几

位弟兄姐妹期间约有二年的时间。

2011年1月16日，我们凭着信心及上帝的恩

典，开始了第一堂的主日敬拜（9:00am），并由

长老大会派来的八位门训生前来协助主日敬拜的

事工，为期三个月。初期的成人信徒仅有8位，每

个人都积极地参予教会的事奉。此外，同时进行

的儿童主日学共有6人。当时的聚会地点是借用“

和平辅导关怀中心”的场所。

直到第四个月，我们向长老大会之西部区会

申请加入长老宗之事得到批准，并定名为“基督教

万挠长老会”（Gereja Presbyterian）。西部区会实时

派了植堂委员之五位代表前来开会刘秋洁牧师、

江志海牧师、蔡华平牧师、邱锦成长老、郑显明

长老由刘秋洁牧师主持会议及圣礼为期约有三年

的时间。

2011年5月1日始，西部区会正式聘请彭国富

传道为万挠长老会之牧者。

2011年8月21日，举行教会成立典礼彭国富传

道就职礼。

2013年1月5日，我们开始了“青少年和平团

契”的事工，由于人手不足，每月只举行两次聚

会。直到2014年才改为每周进行一次的聚会。

2014年，我们成立了圣工委员会，由五人组

成，每年由西部区会委派一位摄理牧师前来主持

会议及协助圣礼从2014年始，前来协助我们的是

李耀祖牧师。

2016年8月始我们凭信心租下一间店铺在新的

会所聚会迈向新的旅程。为了教会事工的发展，

和平辅导中心也搬迁到教会隔壁。

2018年6月2日，彭国富传道按立为牧师。

2019年9月30日，举行第一次的执事选举，李

燕霞姐妹和江仲文弟兄当选为本会执事。

2020年始，原道堂长老会差派刘其昇长老和

张文平长老轮流前来协助圣餐礼，并由张文平长

老参与本会理事会会议。

2021年始，虽然洁名会友仅有26位，我们凭

信心在经济上的独立，牧者的薪金由本会支付以

往由西区会支付。

在这些年间，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服事，正

是实践了主耶稣的新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

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

也要怎样相爱。”（约13:34）我们深信：“神能照

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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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3:20-21）

万挠长老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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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至1991年
1971-
1972年

几位在一间以双语进行崇拜的弟兄姐妹，建议以单语分开进行崇拜，惟上述建议不被
接纳。

1973年 英语崇拜聚会於11月8日在波德申高级中学，GJA SITTHER弟兄的宿舍进行。

1974年 神让教会看到许多儿童需要福音，因此就开始了儿童事工。由于当中有口操英语和华
语的儿童，所以儿童主日学就分别以英语和华语在波德申高级中学宿舍及黄安乐长老
府上分开进行。英文班约25人，华文班约35人。同年，芦骨（LUKUT）儿童主日学也开
始在PAUL弟兄府上进行，参加人数约70-80位。

1975年 在教会成立之初，共有24位成人注册成为会友。教会领袖议决附属某个宗派。在12月
份正式成为马来西亚长老会的一份子，注册为基督教波德申长老会Gereja Presbyterian Port 
Dickson（GPPD）。

1976年 GPPD於1月26日举行附属长老宗派第一次崇拜聚会。Peter Warner牧师受委为教会的第一
位暂会正。同年12月，教会租赁41 Kampong Gelam的双层排屋为会所。

1977-
1980年

廖明光传道受聘为第一位牧者，协助推动幼稚园事工及芦骨儿童主日学事工。后因
PAUL弟兄搬迁，上述事工就迁至罗志宏夫妇府上进行。

1981-
1984年

马来亚圣经学院在这期间陆续派遣实习生到来协助教会事工，例如：儿童主日学、青
年团契、探访等。他们是：陈振坤、戴志强、黄锦寿、张小华、曾宪绮、王福、尤秋
松、陈燕云等位实习生。

1985年 郑生全传道受聘协助本堂建立中文部及芦骨宣教事工。除了儿童主日学，也开始成立
少年团契，接着就正式开始进行中文部晚间（7:45pm）主日崇拜。同年3月间，教会购
买了一块价值RM34,000属于宗教用途的地段。当时GPPD仅有RM8900.90的建堂基金。弟
兄姐妹积极的奉献、迫切的祷告，等候神来成就。

1986年 沈建隆传道前来本堂事奉，专注于中文部事工。

1989年 从一月份开始，芦骨儿童主日学改至梁师木弟兄府上进行。青少年福音营于11月20-23
日在金马伦信义楼举行，共有32位参加者。新加坡长老会伯大尼堂，张贻福牧师分享“
永恒的爱”，并安排新加坡神学院的学生曾庆豹和雷平发两位弟兄协助。

1990年 于8月6-8日举办少年营，并成立了少年团契。
于11月25日举行17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

1991年 筹建三层楼教堂。 4月份开始动土建造。
11月6-8日联合怡保信望爱教会陈永强传道及6位弟兄姊妹进行个人布道。
于11月17日举行18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

1992年
5月23日 林泉发弟兄进入新加坡神学院受训一年。

6月19-21日 举办布道会，讲员：刘必才牧师。

7月2日 教会迁至目前坐落于5066, Taman Megah, Jalan Shell Gate, 71000 Port Dickson的三层楼教堂。

7月5日 第一次于新堂敬拜。英语崇拜及华语崇拜各别在8:30am及10:30am分开进行。

8月30日 无拉港信义会诗班前来布道。

9月27日 第一批于新堂受洗的信徒，共有13位。

波德申播伸堂简史

播扬福音道种		伸张天国基业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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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11日 在云顶高原RIA公寓成立华文组圣公委员会。沈传道阐释成立圣公委员会的目的是：推
展教会事工，并建议华文组在经济上能独立，负责传道的薪金。
第一届华文组圣公委员如下：
顾问：萧晋强长老；黄安乐长老
主席：谢祥正
文书：李淑娥 财政：余美爱
司库：李美佳
委员：杨克川，刘卓源，杨燕玲，江梅英

11月25日 圣公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建议“华语聚会”命名为波德申基督教长老会播伸堂。“播
伸”意思：“播扬福音道种、伸张天国基业”。

11月29日 中英联合庆祝19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同时也进行沈建隆传道按牧典礼。

1993年
1月1日 举行献堂礼。沈牧师夫妇辞职到香港大陆宣教。

1月4日 赞助罗绍燕姊妹参加第二届长老大会门训课程。

1月10日 议决华语聚会名称为波德申基督教长老会播伸堂。

3月25-28日 于Amin Farm举办教会生活营。廖明光牧师带领探访两处的原族民教会。

4月23日 协助单身姊妹颜玉娘的家属，以安置颜姐妹在怡保养老院。

8月7日 五位教会代表出席吉隆坡长老会原道堂30周年感恩赞美会。

9月18日 两位教会代表出席直凉基督教40周年感恩赞美会。

9月19日 巴生长老会在本堂举行音乐布道会，由陈东山牧师夫妇带领。

11月16-18日 在波德申Holiday别墅举办家庭营。讲员：沈建隆牧师。

1994年
5月28-
6月10日

邱长征弟兄参加学员传道会主办的宣教队到印尼棉兰传福音。

6月3日 两位主日学老师参加西马读经会与书花书室联办的主日学教师训练营。

6月5日 中英联合家庭营。地点：打巴Amin Farm，讲员：廖明光牧师。

6月18日 芦骨儿童主日学上课地点迁至Sri Parit谢祥正夫妇府上进行。

7月 吉隆坡长老会原道堂赠送30本颂扬集诗歌本。

7月10日 林泉发弟兄到新加坡继续基福课程。

11月13日 中英文部联合庆祝21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

1995年
1月至7月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实习生，陈世祥弟兄到本堂实习至十一月五日。

8月12日 巴生长老会诗班在本堂举行音乐布道会，讲员：刘宝雄传道。

10月30日 中英堂18位弟兄姊妹参加打巴原住民Rumah Goa献堂礼。

11月11-14日 举办云顶平安苑青少年福音营，徐国荣传道分享主题信息“生命的内容”、赖锦波牧师
分享专题信息“少年的心声”。

11月19日 中英联合庆祝22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

12月24日 中英文部联合到Regency及Delta Paradise两家酒店报佳音。

1996年
1月20日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实习生，黄永铭弟兄到本堂实习至十一月十日。

3月23日 参观停泊在巴生港口到Doulos（忠仆号）福音船。

5月1日 中英联合家庭日于波德申卫理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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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20日 中英联合家庭营，于云顶平安苑举行。

5月30-
6月1日

5位青年参加马来西亚长老大会西部区会第一届青年营。

11月17日 中英联合庆祝23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

1997年
1月1日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毕业生彭国富传道受聘为本堂全职传道。

3月4-6日 彭传道与萧晋强长老出席基督教长老大会第廿三届年议会。

4月20日 陈东山牧师主持彭传道及圣工委员就职礼。

4月25日 举办“电脑资讯尽在”讲座，讲员：林德操老师。

4月26日 马大生陈志麟弟兄、黄安乐长老及陈庆雄弟兄，分享“升学辅导”讲座。

5月1日 中英文部联办“家庭日”。地点：金沙滩浸信会。

7月11日 彭传道出席马圣第十九周年院庆。

8月1日 教会在芦骨Sri Parit租下一所民宅作聚会用途

8月30-
9月1日

中英联合举办家庭营。地点：金马伦福音堂。

11月10-12日 彭传道参加马圣所举办的神学讲座

11月15日 弟兄姊妹出席马圣第十六届毕业典礼

11月23日 中英联合庆祝24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主题“起来建造”。

1998年
1月1日 马圣毕业生陈莲筠传道（彭国富传道师母）受聘于芦骨宣道所全职同工。本堂开始推

动芦骨之福音及社会关怀事工，此乃属英文部事工之一。

5月10日 举办“双亲节布道会”，约150人出席。

5月14-16日 3位青年参加长老大会激励营

6月6日 在波德申中华中学举办“信仰与科学”讲座会，由林日峰讲师主讲，约80人出席。

7月3-5日 举办培灵会，讲员：陈金狮院长。

8月15日 举办“苦难与盼望”见证会。萧丽君姊妹分享，140人出席。

8-9月 向一群在波德申工作及住在Pantai Mas“中国村”的大陆同胞传福音，并作友谊探访。

8月29-31日 举办家庭营，由赖腾生牧师分享“夫妻相处之道”。地点：马六甲。其中来自武汉的吴
佳一弟兄在家庭营受洗。

10月10日 中英文部与约95位来自“马来西亚新生命两千年福音遍传运动”宣教大会的福音突击组
员配搭逐家布道。

11月22日 GPPD以教会主题《荣耀归神》庆祝25周年感恩会。感恩会在明阁酒店Ming Court Hotel举
行。

1999年
3月 立百病毒横扫宜唛区几个新村的养猪场。教会藉此时机接触灾民。

4月10日 举办“反毒之夜”，由“得胜之家”做见证分享。地点：芦骨中华小学，150人出席。

5月10日 举办“双亲布道会”，约150人出席。

11月20-23日 教会与“马圣短宣队”配搭传福音。林日峰讲师及陈志明讲师率领12位神学生在波德
申、芦骨、丹C及武吉不兰律派发福音单张及布道。

11月21日 中英联合庆祝26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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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3月16日 教会“起来建造”禁食祷告日。地点：文丁Glory Prayer Center。24人参加。

5月14日 举办“双亲节布道会”，约120人出席。

11月19日 中英联合庆祝27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

2001年
9月9日 每两个月一次的圣餐改为每个月一次圣餐，分别由陈东山牧师、林国泰牧师、以及郑

亨平牧师襄理。

11月11日 中英联合庆祝28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

12月16日 1999年间购下的两块屋地，于2000年10月动土，2001年8月竣工。当获准两块屋地合为
一及取得入伙准证后，英文堂就正式启用新会所。12月16日开始第一次主日崇拜。从
此彼此拥有更多的空间进行活动。

12月31日 彭国富传道夫妇辞职，到万绕事奉。

2002年
2月7日 黄亚明传道毕业于马来西亚神学院后，留在母会服事，牧养中文部。

2月10日 每个月一次圣餐，固定由郑亨平牧师负责襄理。

3月15日 中英文堂联合在Taman Megah进行大扫除

3月17日 马来西亚神学院学生张善求弟兄前来本堂实习

3月17日 议决：因缺乏同工，关闭丹C事工。

5月1日 中英文堂联合举办禁食祷告日

6月9日 成年团契第一次聚会，地点：Glory Beach Resort。林国泰牧师分享专题“夫妻相处之道”。

7月19-21日 中英联合家庭营在柔佛金山举行。主题“差与传”，黄亚明传道夫妇及陈梅利传道（OM
同工）分享。

11月4日 举办“亲子游戏情更深工作坊”，共65人参加，其中32人是非信徒。

11月10日 中英文堂联合庆祝29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主题：《结果与增长》（西1:6）。

2003年
1月20日 12位弟兄姊妹参加《改变教师生命的教导》主日学老师内部训练

2月8日 家庭聚会特别分享：《建立温馨家庭》，由林宝山传道分享。

8月30-
9月1日

中英联合家庭营在霹雳仕林河Trolak Country Resort举行。营会主题：《结果与增长》，讲
员是黄伟恩传道。

10月24日 举办亲子讲座会：《亲子关系双赢秘诀》。马来西亚学园传道会林若望会长主讲。

11月9日 中英联合庆祝30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主题：《结果与增长》（西1:6）。

2004年
5月29日 中英联合举办医药讲座，邀请陈忠登教授前来分享。

6月 马来西亚神学生苏农腾弟兄前来本堂实习

7月17-19日 于波德申金沙滩举办家庭营。郑亨平牧师分享：《基督是我家之主》，65人参加。

7月 黄亚明传道夫妇辞职到砂劳越参与宣教事工

8月 每月资助庄倩萍姐妹RM250，在槟城浸信会神学院就读为期1年半的Program In Holistic Child 
Development硕士课程。

8月30-31日 梁玉香姐妹教导《如何带领诗歌》训练课程

11月7日 中英文堂联合庆祝31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主题：《去传福音！》（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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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月15日 马来西亚神学院周末实习生：谢忠华弟兄、苏农腾弟兄。

3月9-22日 与砂劳越泗里街SIB福音堂短宣队配搭宣教布道。由黄光开传道及吴秋梅传带领。

9月17日 举办《今年的月亮比往年更亮》中秋节晚会，约100人出席。

11月13日 中英联合庆祝32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主题《手扶着犁》。

12月24日 举办《爱、喜乐、生命》圣诞布道会，约150人出席。

2006年
1月1日 马来西亚神学院周末实习生：谢忠华弟兄、苏农腾弟兄。

2月11日 举办《真爱要等待》情人节布道会，约50人出席。

5月1日 赴梳邦参加参加长老大会125周年庆典。

6月4日 捐助波德申中华中学教育发展基金RM1000.00。

6月4日 成立扩建教会小组。成员：黄安乐长老、刘卓源、谢祥正、吴训敏、陈汉平。扩建工
作在9月26日动工，12月1日竣工，共耗RM66,525。

8月8-18日 本堂一位弟兄参加长老大会国际CWN东亚区青年工作坊

11月5日 中英文堂联合庆祝33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主题《圣灵，来！》（2章）。

12月17日 参加于波市议会举办的波县8间教会圣诞联合聚会

12月24日 举办圣诞节布道会《啊，圣善夜！》

2007年
1月21日 中英联合筹募2006年年秒“南马水灾家园损失赈灾基金”。筹获款项共计RM3523。

6月23日 STM周末实习生：陈富伟弟兄、苏农腾弟兄。

7月13日 增购二手福音车：NISSAN VANETTE JHX1633。

9月11-13日 开始波德申中华中学学生事工
二位执事代表教会参加长老大会于马六甲爱极乐Puteri Resort

11月1日 所主办的“探讨并学习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研讨会。

11月11日 聘请苏农腾传道牧会

11月11日 中英联合庆祝34周年暨会友年议会，主题“回应上帝的呼召”（提后1:6）。第一届长执
会选举：蔡常思被选为长老；邱长征、李美贤、谢祥正、吴有福、孔庆瑞、刘卓源获
选为执事。

11月23-25日 举办马圣休闲中心家庭营，共73人参加。

12月16日 参加波县8间教会联办的圣诞联合聚会。地点：波市议会。

2008年
1月6日 新届长执会就职礼。长老：蔡常思；执事：邱长征、李美贤、谢祥正、吴有福、孔庆

瑞、刘卓源。

1月 STM周末实习生：陈富伟弟兄。

7月1日 十九位弟兄姊妹选择附属GPPD。（注：李美贤和谢祥正职位各由李淑娥和陈福良代
替）。

7月27日 圣乐主日：音契团员莅临；鲍以灵姐妹分享“音乐事奉与我”。

9月13日 举办中秋节晚会，由吴永基医生分享。

11月9日 35周年感恩暨会友年议会。主题：《装备、成长、开拓》。黄安乐长老宣布播伸堂自
立。英文名称Blossom Presbyterian Church。“Blossom”音似中文“播伸”。长执部安排注册新
名。

12月20日 参加波县8间教会圣诞联合聚会。地点：日露发酒家。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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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教会退休营。地点：雪州摩立联邦政府渡假屋。

2009年
1月12日 教会退休营。地点：雪州摩立联邦政府渡假屋。

1月17日 STM实习生：曾文发弟兄在本堂实习一年。

4月1日 教会建筑归属英文部。双方同意签约5年（01.04.2009-31.03.2014），每年RM1租金。

4月7日 西部区会会正蔡华平牧师亲临本堂，口头表示已批准本会会籍。

5月29日 在第卅七届西部区会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中，正式接纳本堂加入西部区会。

7月5日 教会参与西部区会在八打灵Summit Hotel所主办的联合圣餐崇拜暨“加尔文500周年庆典”。

9月7日 播伸堂Blossom Presbyterian Church获得证书，正式成为长老会西部区会的一份子。

11月1日 租借及装修播伸堂（芦骨）活动中心。耗资RM15000。

11月8日 举行第一届会友年议会。

2010年
1月17日 STM周末实习生：林遵春弟兄。

2月8日 长老大会西部区会拨款RM5000予播伸堂（芦骨）活动中心。

4月30日-
5月2日

于森州政府渡假屋举办家庭营，42人参加。

10月22日 教会两位代表出席马来西亚神学院毕业典礼。

10月31日 苏农腾传道事奉到本月底

11月 举行第二届长执选举。蔡常思获选为长老；刘诗盈、邱长征、王甄蒂、孔庆瑞、刘卓
源则获选为执事。

2011年
2月6日 陈文裕传道到本堂牧会

2月6日 STM周末实习生：谭健源弟兄。

3月13日 举行第二届会友年议会

3月28-30日 教牧与长执参加大会年议会，主题《建立整全的教会和无墙的教会》。

8月31日 教会10名代表出席于布城举行的大会130周年庆典

9月1日 十九位于2008年选择附属英文部GPPD的弟兄姊妹，重返播伸堂同心事奉。

10月22日 到巴生港口参观Logos Hope福音船

10月23日 五位Logos Hope同工到本堂分享

12月14日 10位代表出席森美兰州政府所主办的圣诞节晚宴

12月17日 主办“我与Uncle Button有约”圣诞儿童布道会。

2012年
1月1日 STM周末实习生：谭健源弟兄、邱爱蒂姊妹。

2月19日 州政府拨款RM6000予“我与Uncle Button有约”儿童圣诞庆祝会。

3月4日 举行第三届会友年议会

4月30日-
5月1日

共8位长执与家眷参加长老大会在马六甲Avillion Hotel进行的“教会增长营”。

8月19-21日 举办“无墙的教会”家庭营，由萧帝佑博士分享。地点：马六甲Naza Talyya Hotel，74人参
加。

8月26日 神学主日：《完成使命三部曲》，由萧帝佑博士主讲。

9月22日 专题讲座：《脱颖而出、反败为胜》，讲员：李金星执事（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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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 特别聚会：《关德辉遇见爱》布道分享会。

12月3日 陈文裕传道及蔡常思长老出席长老会西部区会年议会。

12月16日 本堂主办，波德申GPPD、浸信会、神召会、芦骨福音堂协办《何海山金曲说唱会》圣
诞晚宴。地点：大晶宫，设40座餐席。

2013年
1月5日 STM周末实习生：邱爱蒂姊妹。

1月6日 举行第四届会友年议会

3月31日 陈文裕传道辞去本堂传道职位

5月11日 专题讲座：黄迪华牧师：登山八福（一）。

5月18-19日 专题讲座：陈忠信长老：马拉基书（一）及（二）

7月27日 专题讲座：黄迪华牧师：登山八福（二）。

9月15日 专题讲座：吴慧芬讲师：研读传道书的生活观。

11月4日 举行第三届长执选举。蔡常思获选为长老；刘诗盈、邱长征、孔庆瑞、刘卓源、谢祥
正、方明海获选为执事。

11月5日 四位代表出席马六甲长老会设教45周年庆典暨献堂礼

11月10日 专题讲座：吴慧芬讲师：研读传道书的财富观。

11月10日 参加Gereja Presbyterian Port Dickson 40周年感恩午宴，地点：海景海鲜村。

12月5-8日 基督教长老大会第一届宣教营的9位营员与本堂配搭，协助带领儿童与青少年事工，同
时也在波县进行探访及传福音等事工。

2014年
1月11日 STM周末实习生：谭建源弟兄。

1月19日 举行第五届会友年议会

1月6日 赞助谢利妍姊妹和方紫莹姊妹参加第廿二届为期三个月的门徒训练课程

2月9日 专题讲座：张俊明传道：加尔文的基督徒生活观。

3月30日 专题讲座：蔡常成传道夫妻之爱。

3月31日 建筑租约期满。获准续约5年，即从01.04.14至31.03.19止。

4月13日 专题讲座：张俊明传道加尔文的基督徒生活观（二）。

5月4日 本堂暂会正郑亨平牧师事奉至本月，即从10.02.02至31.05.14止，共12年。

6月8日 李政福牧师受委为本堂暂会正

6月14日 举行双亲节庆祝会，由刘炳民传道分享。

8月24日 专题讲座亲子关系。讲员：蔡常成传道。

8月30-
9月1日

中英联合家庭营，于Bagan Lalang的Hotel Sri Malaysia举行。79人参加。

9月16日 联合西部区会举办家庭祭坛训练会。讲员：蔡常成传道和沈良群长老。

10月22日 举办播伸堂30周年感恩崇拜暨午宴。出版教会迈入30周年纪念特刊。

2015年
1月1日 聘请赖华德牧师牧会 ，聘约为期4年。

5月17日 举行第6届会友年议会。西部区会委派李政福牧师和郑显明长老来监票。赖华德牧师被
接纳为本堂主礼牧师。

6月20日 举行双亲节庆祝会，由萧帝祐牧师分享。

7月18日 主日学举办饥饿8小时活动：有91人出席，14位筹委，25位助理，一共133人。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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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22日 举办儿童品格塑造营，共有85人参与。

9月26日 举办社会关怀活动：捐血运动。地点：波德申中华小学。

12月25日 举行圣诞节庆祝会，由徐国荣牧师分享。

2016年
1月24日 芙蓉马来西亚神学院陈秀英讲师及7位第一年神学生到本堂参加崇拜与交流

2月7日 召开特别堂议会，会议一致赞成接纳蔡常思、谢祥正和方明海为将要购买的Lukut一片
地段的土地信托人。

3月6日 举行第7届堂议会

4月3日 乐龄团契举行第一次聚会

4月30日-
5月2日

在福隆港Pine Resort举行2016年播伸堂家庭营，主题为《神爱我家、我爱神家》，讲员
是温绍珍师母。共有37位成人和9位儿童参与。

5月8日 双亲节主日，邀请萧帝祐牧师证道。

6月11日 举行教会大扫除

8月31日 禁食祷告日

9月4日 举行播伸堂自立八周年纪念感恩崇拜

9月25日 开始进行洗礼坚信礼课程，共有8位弟兄姐妹出席。

11月28日 本堂接纳赖华德牧师的请辞。赖华德牧师在本堂服侍到2016年12月25日。李政福牧师
受委为本堂暂会正。

12月4日 举行第四届长执改选。蔡常思、谢祥正获选为长老；刘诗盈、杨峻铖、谢祥正、方明
海获选为执事。

12月23日 圣诞节报佳音

12月24日 圣诞节家庭聚会

12月25日 举行洗礼和坚信礼

2017年
1月8日 举行第8届堂议会暨2017-2019年届长执就职礼

2月1日 聘请晏发幸传道（部分时间）

4月24日 家庭一日游。地点：波德申卫理站。

5月29-30日 儿童品格塑造营

7月8日 主日学主办饥饿8小时儿童营，约有110儿童参与。

8月5日 主办香港爝诗使团音乐布道会，约有90余人出席。讲员Jason Chu分享信息后进行呼
召，有10人决志信主。

8月13日 马圣神学主日，讲员为何玲慧讲师。

11月4日 举办社会关怀活动：捐血运动。地点：Regina Mall。

12月23日 圣诞节报佳音

12月24日 圣诞节感恩崇拜与聚餐，及探访老人院与派送圣诞礼物。

2018年
1月28日 晏发幸传道辞去部分时间传道人一职。晏发幸传道在本堂服侍到2月28日。

2月25日 新春团拜与探访

3月18日 举行第9届堂议会

3月1日 STM周末实习生：黄丽君姊妹。黄丽君姐妹于2018年10月14日结束在本堂的实习。

6月2日 双亲节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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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17日 家庭营。地点：Refreshing Spring Resort, Tanjung Malim。

9月30日 儿童主日崇拜

12月22日 圣诞节报佳音

12月23日 探访孤儿院。当天共有27名孤儿。

12月24日 圣诞晚会。讲员：李政福牧师。

2019年
1月1日 锺志源牧师受委为本堂暂会正

2月10日 新春团拜与探访

2月24日 坚信礼及幼洗。坚信礼有5位，幼洗有2位。

3月10日 举行第10届堂议会

5月11日 双亲节布道晚宴。总共有17桌。地点：日露发酒家。

9月30日 儿童主日崇拜

11月25-26日 儿童品格塑造营

12月21日 与芦骨福音堂及波德申卫理工会联办波县圣诞嘉年华会筹获的款项捐助予波德申宏愿
孤儿院、春泉镇稳固根基戒毒所、芦骨福音堂清寒生助学金。

12月24日 圣诞节报佳音

2020年
1月1日 郑亨平牧师受委为本堂摄理牧师。

2月2日 新春团拜与探访

2月23日 播伸堂马神主日：长执们留下与马神的神学生交流与分享。

3月1日 第11届堂议会及长执改选。庄倩萍及蔡眷惠姐妹在第11届堂议会的长执改选中被选为
执事。其余的长执连任。

3月22日-
6月28日

因全国行动管制令缘故，暂停实体崇拜（弟兄姐妹进入其他堂会的线上崇拜）。这段
期间，每逢星期五晚上进行线上祷告会。

7月5日 恢复实体崇拜，同时也通过面子书直播。

11月15日 因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缘故而进行线上崇拜（录制本身堂会的崇拜）

2021年
1月1日 梁锦标牧师受委为本堂摄理牧师

3月7日 恢复实体崇拜，同时也通过面子书直播。

4月4日 举行第12届堂议会

5月16日-
10月31日

进行线上崇拜预录视频

6月12日 双亲节线上感恩会预录视频

11月1日 聘请黄多加牧师为本堂之试用牧师，为期1年。

11月7日 恢复实体崇拜，同时也通过面子书直播。

12月26日 圣诞崇拜

2022年
1月1日 彭国福牧师受委为本堂摄理牧师

2月6日 新春感恩会。午餐地点：Gold Coast Morib酒店。

2月13日 制定新一年的主题：同心建造。

4月10日 举行第13届堂议会

教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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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加恩堂简史

2015年
5月19日 第一次查经祷告会

地点：蔡华平牧师府上
内容：箴言书“父母恩，儿女情”
出席：11位

5月26日 第一次探访队
由探访组组长陈丽卿理事带领蔡
牧师夫妇、张俊明传道和叶丽君
理事。

植堂夙愿
西部区会配合马来西亚长老大会《无墙教

会》十年增植30所新堂会的计划，2014年议决在

雪兰莪加影（Kajang）进行植堂的圣工。西部区

会议决成立加影植堂委员会，委派蔡华平牧师为

组长，组员为王日广长老、张俊明传道（马神讲

师）、蔡陈爱莹师母以及王湘绮姐妹物色地点。

于2015年1月2日物色到加影植堂地点位于Pearl 

Avenue, Sungai Chua (Kajang)。于2015年3月9日开始

装修，并于6月30日装修工程顺利完工。于3月10

日召开第一次加影加恩堂理事会。理事会成员是

蔡华平牧师，王日广长老、张俊明传道、蔡陈爱

莹师母、王湘绮姐妹、陈丽卿长老娘、尤俊龙弟

兄和叶丽君姐妹。该堂命名为加影加恩堂。

7月19日 启用感恩崇拜
讲员：蔡华平牧师
时间：上午10时正
出席：150+位
崇拜后移步到吉胆海鲜餐馆，共
进午餐。

8月18日 第一次专题讲座
时间：晚上8时正
讲题：在经济的风暴中安然度日
讲员：刘清虔牧师
出席：134位

8月22日 第一次大专青年团契聚会
负责人：尤俊龙理事夫妇
信息分享：蔡华平牧师
出席人数：17位

9月10日 第一辆福音车
理事会议决向博大生命堂购买售
价为RM49,500.00。教会付头期
RM10,000.00，贷款RM39,500.00。

9月24日 第一次“中秋在加恩”
时间：晚上6时30分
地点：蔡牧师府上
活动：晚餐、游戏、短讲、猜灯
         谜、提灯笼
出席：成人：55位、儿童：7位

12月20日 第一次圣诞主日
讲员：张俊明传道
节目：Ken独奏萨克管
         (Saxophone)、交换礼物等
         节目（每份礼物最少RM10)
出席：54位

2016年
1月至3月 大会委派4位门训生到本堂实

习：许玉旺、黄琮甡、陈芝颖、
王诗洁。马圣委派实习生黄瑞想
弟兄。

1月17日 第一次除偶像
初信者：黄耀佳弟兄夫妇
蔡牧师带领理事会成员、会友和
四位门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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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 第一次新春崇拜
聚会餐后进行“新春联欢会”
带领：神学生黄瑞祥弟兄
节目：游戏及预备内放置经文的
         红包代送给每一位参加者

2月21日 第一次“成青主日学”
讲员：张俊明传道
课程：加尔文神学

3月12日 第一次出外郊游
时间：8:00am-3:00pm
地点：Sungai Congkak (Hulu Langat)
主题：郊游312
节目：康乐活动、玩水
负责人：尤俊龙理事

3月25日 第一次受难节聚会
讲员：蔡华平牧师

4月10日 第一次儿童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校长：蔡师母
师资：4位姐妹和10位大学生
学生人数：11位

5月8日 第一次双亲节主日
儿童主日学呈现一首诗歌和教会
预备一份礼物赠送父母。

6月19日 第一次少年主日学
负责人：神学生黄瑞祥弟兄和尤
            俊龙理事

7月5日 第一次召开理事会
事项：中期检讨
时间：7:30pm-10:30pm

7月6-7日 第一次理事会成员与家眷旅游
地点：吉胆岛

7月15日 一周年感恩崇拜
主题：蒙福教会，蒙恩人生
讲员：刘清虔牧师

10月20日 专题讲座
主题：工作到底为了什么？
讲员：颜生建博士

2016年诗歌创作比赛
梁富杰弟兄的《求主吸引我心》和张恺恬姐妹
的《破碎之翼》获奖。

12月10日 报佳音
第一次向教会附近各餐厅报佳
音，共有20位参与者。
领队：蔡陈爱莹师母

12月25日 圣诞节崇拜
受洗：4 位   移名：9 位
转会：7 位   幼洗：4 位

教会简史

2017年
查经祷告会分为5个祷告小组，由理事会成员带
领会友参与祷告。

成青主日学课程
蔡华平牧师：新约概论
张俊明牧师：认识基督教异端 

1月至3月 大会委派5位门训生到本堂实习：
黄胤康（组长）、陈舒伟、陈义
杰、马楚靖、锺洁宁。

4月21日 专题讲座
讲题：性不性由你
讲员：蔡常成传道

6月 加恩堂在两年内达至开支平衡

7月1日 专题讲座
讲员：刘清虔牧师
讲题：上帝的主权与人的遵行

7月2日 两周年感恩崇拜
讲员：刘清虔牧师
讲题：上帝的主权与人的顺服

8月27日 基甸福音机构在崇拜中分享事工

9月份
10日

17日
24日

差传月
第一届宣教主日
讲员：林俊仁牧师
题目：一带一路的宣教
马圣神学主日
讲员：施德清牧师
题目：保罗宣教的脚踪

12月24日 圣诞崇拜
受洗：2位
移名：4位
坚信：3位
圣诞午宴在沙登小厨举行
出席：成人：110位
         青年人：31位
         儿童：9位

2018年
1月至3月 大会委派4位门训生到本堂实习：

朱惠琳、莫家胜、郑睿媛、蔡诗
恬。马圣委派黄诗康弟兄。

2月18日 第一次新春崇拜

3月17日 第一届儿童假日营
讲题：我很特别
讲员：蔡华平牧师
出席：儿童20位

3月24-25日 教育讲座
讲题：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
讲员：王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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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 教育讲座
讲题：幸福密码
讲员：马圣神学生

5月1日 一日游
地点：TANJUNG SEPAT 
出席：48位

6月10日 宣教课程
讲员：吕兴基传道、池丽晶传道
         和尤俊龙理事
出席：16位

7月21-22日 专题讲座
• 圣哉圣哉圣哉
 ——认识圣者上帝
• 祂的慈爱存到永远
 ——认识爱者上帝
• 祂的公义自到万代
 ——认识义者上帝
讲员：刘清虔牧师

7月22日 三周年感恩崇拜

9月7-9日 第一次本地短宣
地点：加影
出席：16位
信主：4位

10月14日 第一届宣教主日
主题：从差派使命看宣教
讲员：林俊仁牧师
认献：37单位
数额：RM53,020.00

截止12月10日：洁名会友：43位
                     转会：7位   幼洗：2 位
增加2个祷告小组，由理事会成员带领会友参与
祷告，共7个祷告小组。

12月23日 圣诞节主日
圣诞崇拜、儿童献诗和背诵主祷
文，经文。崇拜后自由餐。 

12月31日 年终感恩祷告会
出席30位

2019年
1月至3月 大会委派6位门训生到本堂实习：

赖建豪、马建裕，谢子颂，梁韵
慰，许悦和黄绚宁。马圣神学生
陈元卫弟兄。

2月10日 新春崇拜、挥春比赛

3月8-10日 少年营
讲题：翻转180度
讲员：刘凤英传道
出席：少年6位，门训生6位，神
         学生1位和导师2位等共17
         位。

3月16日 第一次迷你运动会
出席：35位

3月 开始祷告小组从7组分为8组

5月1日 一日游
地点：怡保—太平—十八丁
出席：51位

7月6-7日 专题讲座
1. 从神子到人子
      ——认识基督的神人二性
2. 祭司先知君王
      ——认识基督的三重身份”
3. 舍命成就救赎
      ——认识基督的牧者情怀”
讲员：刘清虔牧师

7月7日 四周年感恩崇拜

8月 开始理事组长祷告小组
每个月第一主日8:15am-9:00am

8月17日 第二届儿童假日营
地点：教会
主题：我的好朋友
讲员：蔡华平牧师
出席：21位儿童、7位老师

10月20日 第二届宣教主日
主题：宣教的浪潮
讲员：施德清牧师
认献：35单位
数额：RM58,610.00

10月25-28日 第二次本地短宣
地点：金马仑（原住民）
队员：11位成年、4位儿童
信主：19位

12月8,
14 & 21日

圣诞报佳音
领队：王湘绮、锺启贤
地点：马伟安家
餐饮店：沙爹王子、大记、
            和味、88美食

12月23-25日 第一届家庭营
讲员：陈摩西长老
方式：与吧生伯特利教会联合
出席：成年27位、儿童8位
地点：Ancasa Residences, Port Dickson

12月31日 年终感恩祷告会
出席：28位成年，5位儿童
主持：王日广长老

4月21日：洁名会友为46位。
              受洗：3位；坚信：1位。
安息主怀：4月15日会友刘金池弟兄，享年80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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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简史

2020年
1月至3月 大会门训委派4位门训生：雷特、

陈政融，吴妍彬和陈恩怡。

2月2日 新春崇拜
挥春比赛
出席：61位
主持：神学生——陈元卫弟兄

2月14-15日 数码布道训练
讲题：数码布道
讲员：池丽晶传道

3月14日 迷你运动会
青年组和门训生联办  出席：25位

加恩青年小组
增加1个祷告小组，共8组。始于2020年，前身
为大专祷告小组，后经由与少年组合并，今为
青年小组。
顾问：蔡陈爱莹师母
指导：林继凯（Stephen）

因疫情，教会于3月29日暂停崇拜。并于7月5日
开始进行线上崇拜，8月2日进行双轨实体线上
同步崇拜。

10月4日 第三届宣教主日
主题：从约瑟看使命人生
讲员：王美锺牧师（博士）
认献：26单位
数额：RM62,650.00

2021年
2月2日 数码布道训练班结业礼（第二届)

20/11/2020-2/2/2021 - 12 次训练
讲员：池丽晶传道

2月14日 新春崇拜

4月2日 受难节崇拜	(双轨)
讲题：基督的受难与赦免
讲员：张俊明牧师
圣餐：蔡华平牧师 
献唱：在各各他山上
默想：十架七言

4月4日 复活节崇拜
讲题：从罗马书论从死里复活
讲员：蔡华平牧师
洗礼、转会

6月20日 双亲节崇拜
讲题：父亲的言语影响下一代
讲员：蔡华平牧师

8月31日 开始线上启发课程-分4班。报名
人数：43 位

10月3日 第四届宣教主日
讲题：整全的福音使命
讲员：邱君尔传道
认献：RM50,100.00

12月19日 圣诞节崇拜
讲题：大喜的信息
讲员：蔡华平牧师 
洗礼、幼洗、移名、转会

2022年
教会朝向独立升堂
(1) 点算洁名会友人数
(2) 物色执事候选人
(3) 法规课程
(4) 认识长老会的体制和加尔文神学

2月13日 新春崇拜（双轨)
挥春比赛

4月15日 受难节崇拜（双轨)
讲题：被迫背耶稣十架的
         古利奈人西门
讲员：张俊明牧师 
圣餐：蔡华平牧师

4月17日 复活节崇拜（双轨)
讲题：耶稣从死里复活与
         我们的关系
讲员：蔡华平牧师 
受洗和坚信 

6月19日 双亲节崇拜
讲题：我是谁
讲员：邹杰豪博士 

7月3日 本堂第一届执事选举
在地洁名会友49位。过半：25
位。当天出席人数：34位。中选
过半票数：17票。投票结果-尤
俊龙理事：30票（中选），钟启
贤理事：29票（中选），叶丽君
理事：27票（中选）和王湘绮理
事：23票（中选）。

8月7日 蔡牧师为第一届执事主持就职
礼，并为新届的理事就职。
全体执事和理事一起拍照。
教会预备午餐和会友一起颂恩。

8月31日 诗班密集培训班（9.30AM-4PM）
导师：雷欢欢老师
参加人数：23位

10月30日 第五届宣教主日
讲题：行道，不可丧志
讲员：吕兴基传道
认献：RM58,160  

截止7月3日：洁名会友为58位



甲洞生命教会从2018年到现在，一路走来，

神的恩典充充满满。梁伟杰传道2018年神

学院毕业前，神引导他，呼召他在甲洞开拓教

会。这与他之前的路截然不同，他经历了思想被

颠覆的痛苦。经过数月和师长，属灵同工一起祷

告，他后来选择顺服回应神的呼召。与此同时，

早在2013年，长老会就为在甲洞植堂祷告多年，

在神的带领下，他们于2018年在主里相遇，领受

同样的异象。共同参与开拓教会。梁传道正式被

长老会西部区会聘请为生命教会传道，而生命教

会也于2019年一月正式开始第一次的主日崇拜，

并于2019年5月四日（星期六）下午迎来生命教会

设教奉献礼。我们见证了神的工作，神的预备，

神的成就。

 

生命教会在2019年每个月开办好父母讲座以便

可以祝福这个社区的家庭，同时在同年8月，教会

也举办了家庭福音营，12月举办本教会第一个儿童

福音营，以帮助更多的孩童可以来到认识上帝。

然而进入2020年，这一年可以说冲击了全

世界各个阶层，而教会也不例外。新冠病毒的传

入，马来西亚开始了行动管制令，而教会也没有

办法进行实体崇拜，但教会并不会因着这疫情而

停止敬拜上帝。在管制令期间，教会从实体转成

线上崇拜，感谢主，为教会预备了一些有这一方

面恩赐的肢体，以致教会在行管令期间可以继续

在线上进行崇拜与团契聚会。

2021年可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年份，因着

疫情的升温，马来西亚进入行动管制令3.0，然而

神的工作是不能停歇的，因此教会在这期间再次

恢复线上崇拜，并以YouTube分享给生命教会里的

弟兄姐妹和生命教会肢体以外一些需要关怀和牧

养对象。主日学则在网上以互动方式教导。进行

期间，将会录下，再分享去给需要牧养的对象。

与此同时，祷告会，查经班都再网上进行。

从教会的植堂开始于三两人的祷告开始到现

在目前有44位洁名会友。今年2022年，3月17日的

执事选举迎来了七位执事，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

不间断，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情况底下，上帝的

国度仍然拓展，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祂的，荣

耀归主名，阿们。 

儿童福音营

设教奉献礼

执事就职礼

好父母讲座

甲洞生命教会
简史



马来西亚长老会
西部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