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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日，西马教区启动教区未来的10年发展计划（2021-2030）

，以启示录21：5 为主题：” 看 哪 ， 我 把 一 切 都 更 新 了 ！” 这与

我们的使命宣言是一致的：

“我们是建基在圣父、圣子与圣灵的爱、恩典与团契之中的教会，朝着植

堂、宣教、门徒训练、社会关怀、环境关注及建立基督化家庭为方向及目

标，最终得以使基督信仰广为人知”。

在过去的十年计划里，教区每年在不同的主题上，均保持着福音事工的成

长；这一次，教区的十年发展计划共分为三个阶段，每阶段3至4年，各

阶段的预计目标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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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备季节里，我们的主要重点会在辨别、锁定、鼓励、装备和培训会友成为耶稣的门

徒，并拓展新的福音禾场、植堂及建立教会。牧区及传道区在此阶段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将与门徒训练（DT: Discipleship Training）和建立教会训练（CPT: Church 

Planting Training）有关。以下则为关键绩效的指标：

• 2021年需要培训至少5名门徒，2022年也要培训至少5名门徒。

• 需要培训和装备圈定的重点栽培对象。

• 两年后，经过培训的会友能够在牧区或传道区中，带领所有的事工。

对于牧区及传道区的教会植堂培训，其关键绩效指标如下：

• 2021年至少确定3名CPT栽培对象，2022年至少再确定3名栽培对象

• 对所有重点栽培的对象进行培训和装备，使其有实际接触。

最终，受过培训的会友能在宣教、传福音和社会关怀的事工中，发挥及担当起领导的角

色 。KPI方面将由主教及教区委员们负责，其工作内容如下：

(a) 在神学训练、会友培训、宣教与布道、圣公会关怀、属灵塑造平台、MICPE、儿

童事工、姐妹事工、弟兄事工、乐龄事工、司祷员、牧师和会友领袖方面，发掘

以上各项事工的负责人，并在教区主教的指导和监督下，提供适当的领袖栽培之

培训。

(b) 门徒训练及培训的材料，可以圣公会团契的门徒训练素材、Sarang教会的门徒

训练素材和AIM作为装备的基础材料。每个牧区及传道区应根据自己的处境，定

制训练计划和素材使用。教区内的各个语言部门应负责提供如马来语、华语、伊

班语和淡米尔语的使用教材。整个教区十年发展计划应由教区的圣职人员及相关

的委员进行协调并负责管理，其中就包括主教、DSIC部门、副主教、会吏长、各

事工负责人及各堂会的牧者和领袖。期间，对整体实施的进展应每6个月由DSIC

部分进行一次跟进，并建立适当的结构化机制以供反馈、加强和有效性。从而在

教区和传道区的层面上，得以实现关键绩效指标。我们已经为未来10年的计划祷

告。我向上帝祈求，这十年计划的实施，能在教会的祷告、慷慨的奉献、合作和

谦卑为基础，以荣耀上帝。

愿主的旨意在万事上成就，愿主的名被高举，永远得着荣耀。

Veni Sancte Spiritus,

史蒂文主教（博士）

(The Rt. Rev. Dr. D. Steven Abba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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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的经文，我们成立了#cheraskasih#。 诸

圣堂身处於蕉赖区，一个拥有五十万人口的地区，这

里不单充满了活力也可以找各式各样的美食，可是这

里也住着不少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在2021年，谢

永良牧师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去帮助住在蕉赖区有须

要的群体。我们的目的是透过分发食物包来帮助他们

滿足生活上的基本需求，从而達到神对他们的祝福。

这些人士包括残障群体，失业者和那些因这疫情而導

致生活上出现经济困难的，还有一些联合国的难民和

流浪汉。

2021年六月，这个以七个人为核心的小组把这个事

工命名为#cheraskasih#. 我们开始招募志愿者，接

受捐款和联系赞助机构。现在我们是以口头的方式把

这事工传播给有需要的群体和一些生活上有困难的舊

朋友，我们也呼吁这些朋友们把这消息告知他们身边

有须要帮助的人。他们可以通过打电话到诸圣堂预约

时间来领取食物包。一个家庭可分发到一份食物包，

每个星期六分发一次。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计划把

这个事工做到蕉赖区以外的地方。

榮耀归于神，现在这个事工已经有三十一个成员，而

且我们也得到了很多教堂内外的慷慨捐助与支持。这

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透过这个事工我们见证

了诸圣堂是一个富於关怀和充满对神的敬爱的地方。

愿主的圣名被榮耀，过去，现在，直到永远，阿门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马太福音25：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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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公会事工学院  
(Anglican Institute of Ministry)

圣公会事工学院于2017年由第4任西马教区主教拿

督黄满兴主教带领下开始。此学院成立的宗旨是让

信徒在圣经、 神学和教牧方面接受装备。籍着主教

事工课程，我们训练司祷员、平信徒传道、两年侍

主同工和青年平信徒，提升他们的能力成为教会有

效的事奉者。目前，此学院提供1）主教事工证书

（第一级）：5个主修科和5个选修科；2）主教事

工文凭（第二级）：4个主修科和6个选修科。为了

大力的推动此事工，华文部已分别在北区、中区和

南区成立了举办主教事工课程的中心。感谢主，也

有许多弟兄姐妹选择旁听参与主教事工课程。特别

是年长者，他们并没有错过这进深学习的机会。如

今，华文部教会一共有24位学员完成主教事工证书

和7位学员毕业并获得主教事工文凭。我们期盼圣

公会事工学院能够祝福众教会和协助教区完成未来

十年发展计划（2021-2030）。在此，我们欢迎更

多的教会领袖和信徒踊跃地参与主教事工课程的装

备。

赖世伟牧师

平信徒股股长

5/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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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在接近四十岁时才信主，或许就是因为

接触基督信仰的时间很短，因此渴望能够有

更多的了解，而圣公会事工学院课程（AIM）

可以说正满足了笔者的求知欲。当时身为独中

老师的笔者，要调整时间或请假去上这个课

程实在不易，但很感恩几乎没错过每一个课

程，而AIM也促使了笔者进入神学院全时间的

学习。更庆幸的是主教文凭在马来西亚神学院

（STM）是受承认的，让笔者豁免了6个学分

（主教证书则可豁免3个学分）。除了知识的

获取之外，每一次上课都非常期待能够见到一

群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然后每晚的加影沙爹

团契更成了少不了的活动。

笔者非常感谢教区的异像和远见，预备了这个

课程，也盼望有更多弟兄姊妹能够参与，装备

自己去使万民成为耶稣的门徒。

林汶庆（峇株吧辖圣雅各堂）

感谢上帝的恩典， 让我完成了西马圣公会学

院的主教事工文凭课程, 使到我们在圣经的装

备，神学的认识，教会历史的了解，福音宣教

的和事工的培训。历经四年的的时间，修完整

个主教事工文凭课程的二十的课目的时间按排

让我们的基本功更加扎实，因为每选读一个科

目，就要阅读所指定的书及完成相应的作业。 

虽然繁忙的工作和出差的时间多，但此课程让

我能够带职学习，在我完成了第一科后，我的

太太也一起参加了课程，我们一同上课，一同

复习，一同讨论，彼此鼓励，感谢上帝让我们

能够在属灵生命上一同成长。

感谢各位导师门的幸苦付出和细心教导，在学

习的过程中，同学们之间的分享，小组讨论，

作业呈现都能给彼此很大的鼓励和帮助。每一

个三天两夜的学习也促进了各教会弟兄姐妹们

彼此的关系。虽然在主教事工课程毕业了，但

在属灵生命上还有许多成长的空间，求上帝帮

助，紧紧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磐石，努力往下扎

根，向上结果。

恭贺与我一起毕业的同学们，以曾文权会吏长

的标语“开开心心的上课，快快乐乐的毕业”

勉励在学的同学们继续加油完成课程，在此呼

吁大家也一起来参加圣公会学院主教事工课程

的学习，籍此装备事奉上帝。 

愿上帝赐我们安康，喜乐，保守我们的心思意

念。 

黄俊华（双威百沙罗圣公会）

以下是主教事工文凭毕业生对于训练后的一些感想：



6

2 0 1 6 年 1 0 月 ， 我 抱 著 想 更 了 解 基 督 教 就 報

讀了我在主教事工學院的第一個課程。直到

2021年3月，我已經報讀了超過20科。這些課

程讓我更深地了解如何成為更成熟的基督徒，

更了解基督教，更了解如何看聖經，更了解上

帝的教會等。除了自己學習，我也鼓勵教會

弟兄姊妹可以嘗試以旁聽方式報名學習。因為

當我們學習的越多，才發現自己知道的真的很

少。

在主教事工學院學習讓我的知識和靈命成長，

使我更有信心地回答非信徒的提問，也幫助我

在非信徒論及基督教的時候我可以適時地澄清

他們對基督教的一些誤會。但是學海無涯，我

不會就此打住，我仍然會努力不斷地進修，裝

備自己，直到見主面。最後我盼望所有的信徒

都可以領受基督的使命，成為光和鹽，做主忠

心的僕人，將福音傳遍天下，與主同心建立上

帝的國度，阿門。

郭长靖（蕉赖圣恩堂)

感谢主，我终于取得主教事工文凭。这三年多

的课程，让我更认识上帝，肯定自己的信仰。

虽然我有职在身，从怡保到加影参加三天的课

程实在不易，但很感恩几乎没错过任何课程。

期间虽遇到阻碍和难题，但神都为我开路。每

一堂课都很宝贵，不但为我带来造就，也让我

认识了来自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

彼此分享和鼓励，是非常难得的事。

  

2020年因着新冠肺炎疫情，从实体上课转为

线上。这项措施对我来说是崭新的经历。因我

还要再多三科才能拿到文凭，所以不善用科技

的我，只好向堂会的马俊贤弟兄和庄佩婷传道

求助。我很感谢他们的协助，才让我顺利的完

成了课程。    

  

我在此也要感谢所有曾经执教的牧师、会吏和

黄满兴会督，是您们的悉心教导和无私奉献，

成就了圣公会事工学院，为主培训工人。我

盼望在这末世时代，大家捉紧机会参于这个课

程，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

叶燕君（怡保圣美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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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在神的话语中

偶尔在凌玉明牧师的推荐下进入而圣公会事工学院课程

（AIM），希望借此更多的了解圣公会对神学教育的理

念。除了就读中文部的 AIM，我也就读英文部的 AIM。不

同的语文与文化背景下，各语文老师对于神学的角度及面

向会有不同。 

  

AIM 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础课程能帮助我更容易修读神学延

申课程（TEE）。 

  

作为职业妇女的我，每次来加影圣公会的实体课程，就是

一个灵修之旅。放下 工作、家庭和孩子，给自己一个安息

在神话语中的空间。短暂的离开忙碌的日 常生活来到神的

话语中充电。既有许多珍贵的属灵伙伴陪同，也有尽心竭

力传 授学问和为灵命注入养分的导师，更有美味的加影沙

爹和加影圣公会的弟兄姐 妹为我们准备的丰富早、午、晚

餐。最难忘的是在冰冷的雨天从冷气课室出 来，喝上一碗

热汤——望着窗外的雨景，边喝汤，边赏雨景；汤热着我

们的 心，雨景消除了我们的疲惫。 

  

即使已经得到了主教事工专业文凭（AIM Diploma），我

还是会继续的参与一些 课程。 

  

为家庭、事业和孩子忙碌的弟兄姐妹，给自己放一个属灵

的假期吧！圣公会事 工学院课程（AIM）欢迎您！

Shirley Lee （怡保圣彼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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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公会西马教区按牧退修会
（撰写：朱明伟传道）

2021年7月12至14日，我很荣幸地与一群将被按立为西马教区的牧者、会吏

和女会吏的弟兄姐妹，一同参与由Jason副会督所安排的退修会。在退修会

期间，我们有一起祷告的时间、Jason副会督的主题信息时间及彼此呈现文

章的时间。

我们需要负责带领早祷、午祷，晚祷及寝前祷。这让我们在退修会的过程中

进入祷告的节奏，也给我们机会经历不同教会的代祷方式。Jason主教也分

享了关于圣公会的礼仪，尤其是圣餐的礼仪。从中我也学到了传统礼仪的来

源，圣经基础，和礼仪所要表达的意义。我最大的得着是：一个好的礼仪，

是一个能让我们在身心灵都能深深聆听到神及经历到神的礼仪。

从彼此的呈现中，我们也学到彼此的教会怎么样在疫情中继续敬拜、继续牧

养会友、以及继续伸出援手做社区关怀活动。我们也有机会讨论线上圣餐的

课题，从彼此的呈现了解不同的神学观。我在这课题上得着非常的多，相信

退修会后，大家任然继续深思这又及时又与我们非常相关的神学问题。

能够与Jason主教和教区中的各位同工一起团契，祷告，和学习是一个非常

宝贵的经历。从中我更加了解教区不同类似的教会，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

牧者。圣公会的独特点就是：在多样性中，我们任然团结。在这个退修会

中，我也亲生体会到这一种团结的美感，也期待继续与这多样化及忠实的团

体一同服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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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股报告

2021年华文部共有3位全时间的神学生从毕业，他们是：宋伟

杰神学生（STM, 道学学士），蔡慧敏神学生（STM, 道学学

士）以及刘佳升弟兄（MBS, 神学学士）。我们恭喜他们，在上

帝的带领下完成了4至5年的装备，愿上帝大大的使用他们。神

学股也藉此机会呼吁有志者接受神学装备，勇敢踏出第一步，

回应上帝的呼召。你可以选择全时间读神学，或者参与部分时

间读神学，参与TEE延伸课程，也可以订购STM神学院最新推出

的微学习课程（线上短课程）。各个层面的信徒，都应该接受

神学装备，一起各尽其职的完成上帝托付我们的大使命。大家

一起回应教区10年计划：训练跟随基督的门徒，栽培领袖，以

及植堂扩张福音的工作。

《我在这里》奋兴聚会

为了激起弟兄姊妹被呼召全职服侍的记忆，以及鼓励弟兄姊妹

勇于接受神学装备。神学股也推动了线上奋兴聚会，主题是：

《我在这里》。

目的： 跟进呼召、鼓励参与全时间服侍

对象：

   • 曾经被呼召全职服侍

   • 有感动要读基督教神学者

   • 想要做牧师、宣教士、事工传道

   • 想要更深认识何谓读神学

   • 已经毕业的主教事工学员

此聚会将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晚上8点举行。每次聚会都由

不同的牧者、女会吏以及神学生分享被呼召的经历，藉此彼此

鼓励。直至10月份我们已经有两次的聚会，出席人数大约平均

40人。除了出席的全职同工以外，其中大约15人是曾经被感动

和呼召的弟兄姊妹。在此也欢迎弟兄姊妹一起参与我们。

刘佳升 宋伟杰 蔡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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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21年，冷甲救主堂庆祝设堂30周年纪念，然而冷甲基督福音的工作绝对不止30年，让我

们回顾一些的历史。

马来亚华人新村的形成

英国殖民政府为了阻断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来亚的势力，于1948年左右发动了紧急状态。大约于

1950年间，强制性地把散居的华人居民迁移到特定的地点聚在一起，围起来，设置关卡，建立

了华人新村。这段期间的人民生活困难，正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许多行动受到了严格的管

制。但也因此，这段历史却为着将来的福音工作铺路。冷甲新村、水闸新村以及巴拉湾新村也是

差不多这个时候被建立起来。

一个西方宣教士的撒种工作

到 底 这 三 个 新 村 的 福 音 工 作 是 什 么 时 候 开 始

呢？目前，并没有找到有关的历史记载，很有

可能在更早的时期，福音的种子已经撒在这片

土地上。然而根据海外基督使团(OMF)1965年

4月的期刊记录，冷甲已经开始了查经班、青少

年团契和儿童主日学的工作。据李桂容姐妹（

安顺圣路加堂的一位长辈）口述，当时安顺圣

路加堂的西方宣教士兼牧正海牧师(Rev. Rob-

ert Harper)，带领着一群青年人踊跃的到安顺

周围的新村传福音，其中一个地区就是冷甲、

水闸和巴拉湾一带。据了解，当马来亚政府在

1960年宣布终止紧急状态后，进入华人新村的

福音工作便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其中一位早期

接受耶稣的弟兄，赖宗该弟兄，允许教会使用

他工作的店铺举行星期四的查经班、青少年团

契以及儿童主日学的工作。

对于当时候的华人新村背景，要传福音绝对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外来的宣教士海牧师

以及他的同工和本地的华人弟兄姊妹很努力的去作撒种的工作，为着将来奠定了建立教会的根

基。其中一位重要的本地华人领袖是王光宗弟兄（又名王彼得/李桂容的丈夫），以及一些积极

参与服侍的弟兄姊妹，如：叶清霞姊妹、马世良弟兄、吴炳辉弟兄、梁福周弟兄等人（应该还有

许多人，但名字无法考证；一些名字是音译，也可能有错），努力的服侍和传福音，把这一带的

福音大门打开了。

海牧师在下霹雳牧会和服侍了将近14年（1955-1969

）。接续他的Peter Atkins牧师也在他服侍的6年间

（1969-1975），驾着被称为“载送活人死人”的车

带领弟兄姊妹在冷甲一代努力地传扬基督的福音，造

就本地的居民。这些时候偶尔也会有一些从台湾和香

港来的牧师传道人与宣教队，前来辅助建立这一带福

音的工作，其中一位就是张绍培牧师。

这一切早期的撒种工作，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

的扩展开来。虽然不易，进度也未必是非常好，但这

一切的努力，一直到1986年就产生了果效。

冷甲圣公会中心（冷甲救主堂）历史

海牧师Robert Harper 伉俪

左：王光宗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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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的转捩点，开启了冷甲布道所（参考与摘自房雅银女会吏记录的历史简介）

由于冷甲这一带没有福音派教会，冷甲信主的弟兄姊妹需要去到25公里外的安顺找教会敬拜。于

是当时候安顺圣路加堂的刘德新牧师和一班安顺及冷甲的弟兄姊妹，在1986年间开始租借一间停

止营业了的戏院作为聚会及传福音的所在－并命名为冷甲布道所。

当时冷甲布道所每个星期的主日崇拜在晚间八时进行，刘德新牧师负责讲道，一些安顺的弟兄姊

妹，如：王彼得弟兄、李百强伉俪、王木泉弟兄（当时还未按立为牧师）、史方义弟兄、史方仁

弟兄、林立方弟兄、贝振金弟兄等等，会来帮忙带领崇拜及载送的工作。同时侯，儿童主日学在

戏院门外进行，由李百强伉俪负责及廖翰成弟兄帮助。查经祷告会安排在星期五晚上八点举行，

由刘德新牧师及李百强弟兄负责。（李百强伉俪在冷甲帮助直至1990年调职去巴里文打为止）

信主的人数不断增加，主赐安定的聚会所（参考与摘自房雅银女会吏记录的历史简介）

1988年信主的人数越来越多，由于旧戏院聚会所是租赁而来的，因此没有自主权，导致很多活动

不能自由进行。刘牧师和弟兄姊妹就发起了购堂运动，希望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会所。于是成立

了16人的新堂建筑筹委会，通过办义卖、音乐晚会、售卖圣诞卡片、牙刷及锁匙圈等等的筹款活

动；同时也发出筹款信，并到访一些地区的圣公会教会推行筹募的工作。

感谢主，购买新堂的筹款工作得到很多弟兄姊妹的支持，尤其是安顺圣路加堂的华文堂、英文堂

以及淡米尔文堂的弟兄姊妹更是鼎力相助（当时候筹委财政还是印度人主内的弟兄）。除此之

外，这活动也得到其它地区的圣公会堂会支助。新加坡圣公会堂会以及非圣公会的弟兄姊妹也大

力支助。在主的带领下，于1991年顺利购买价值21万1千零吉的店屋，成为冷甲的新聚会所，地

址是26, Jalan Chui Chak, 36700 Langkap, Perak。同年的10月20日，由Tan Sri J. G. Sava-

rimuthu会督开幕及祝圣，并命名布道所为冷甲圣公会中心（救主堂）。

因此，从1991年开始计算至2021年，冷甲救主堂设堂30周年，但福音的工作却已经将近60年之

久了。

海外基督使团(OMF)1965年4月的期刊
内容：冷甲星期四的查经班人数有大约12人，召集了附近工作的青年人到

赖先生工作的店里聆听上帝的话。少年团契与儿童主日学由当地的华人弟

兄姊妹带领。每个聚会则由华人基督徒与宣教士一同带领聚会。这是我们

请求你们代祷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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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安顺圣路加堂常年大会刘德新牧师报告：
内容：专注于冷甲的事工。反应很受鼓励。目前稳定的出席人数大约25人

(1988)。组织了冷甲教堂特别筹款委员会，预计筹得10万零吉，以致可以

在冷甲购买适合的建筑为冷甲的教堂。筹委们非常努力的推行此计划。我

祈愿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联手一起建立冷甲的教会。

1990年安顺圣路加堂常年大会刘德新牧师报告：
内容：看见冷甲布道所的发展使我很受鼓励。如今稳定出席人数已经达到了30

人(1989)。学园传道会与冷甲的弟兄姊妹同工，把福音带到水闸新村和巴拉湾

新村。已经有8位青少年从这两个地方出席青少年聚会。

冷甲建筑基金到了1989年12月已经筹得6万零吉。上帝是我们的帮助，我深信

到1990年10月必定能够筹得10万零吉。感谢上帝，让弟兄姊妹慷慨解囊的奉

献。也赞美主，使31/8/1989举办的筹款嘉年华成功落幕，为冷甲建筑基金筹

得6799.35零吉。

*备注：到了1991年，总数筹到了21万1千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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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后续的发展（参考与摘自房雅银女会吏记录的历史简介）

刘德新牧师从1986年牧养冷甲圣公会中心（救主堂）至1993年。王木泉牧师在1994年被按立为

义务牧师, 之后被会督委派牧养冷甲圣公会中心（救主堂），一直到2015年2月份退休，如今他

依旧忠心地参与服侍。翁绍贵牧师也在1993年来帮助冷甲救主堂至2001年2月。房雅银姊妹在

1995年成为冷甲救主堂全时间同工，协助教会工作到2015年底。她忠心的在冷甲救主堂服侍了

20年，并在2016年被教会差派到马来西亚神学院进修，并加入圣公会西马教区的服侍。如今房

雅银已经是教区的女会吏，被委派到怡保圣彼得堂继续服侍。

期间，安顺的黄翠琴老师在1991-1999年协助冷甲救主堂的事工，她教导青少年团契、儿童主日

学及两个月一次的主日崇拜分享，她也帮助英文教育的翁绍贵牧师翻译主日信息。黄志祥牧师在

未成为牧师前也曾经来冷甲实习事奉。乡村事工的张悦欢传道、熊国华传道与黎百佳传道伉俪，

也曾来协助冷甲圣公会中心在水闸的传福音事工。

到了2015年，孙俊哲牧师被会督委任为冷甲救主堂的代理牧师(Acting Priest-in-charge)。延

续前人的努力，继续与弟兄姊妹同工，推广福音的工作、栽培弟兄姊妹对圣经的认识、鼓励弟兄

姊妹参与社会关怀，以及挑战更多人勇敢委身全时间服侍上帝。于2021年，教会也聘请了林崇德

传道，全时间的委身参与冷甲救主堂的牧养服侍。

冷甲救主堂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已经是一间成熟的教会，无论是在领袖、经济、人数的衡量上，

都已经符合升级为牧区的资格。在庆祝设堂30周年后，教会更要借鉴前人的努力继续推广福音的

工作，向人分享基督的救恩，并带领人信主。除了教会内部的崇拜与聚会之外，冷甲救主堂的探

访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也盼望未来可以拥有更多社会关怀的事工。为了庆祝设堂30周年纪念，教

会执事决定推行社区关怀事工，派饭给有需要的人，藉此把基督的关怀与爱分享出去。

另外，在不久的将来，冷甲救主堂将向教区申请提升为牧区，并期望拥有一位住堂牧师，全时间

专注与发展冷甲救主堂的福音工作。然而自从2020年在新冠肺炎的冲击下，教会的各层面事工受

到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金龄团契和儿童主日学，几乎完全停顿。但相信上帝在新的环境里依然

会透过科技，带领和安慰与教会团契脱节的弟兄姊妹。

教会的团契与事工（在没有新冠肺炎的前提下）：

主日崇拜 （每个星期日晚上7点半）

儿童主日学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

青少年团契 （每个星期六下午3点，2020年改成星期六晚上8点–网上/实体聚会）

职青的聚会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五晚上8点）

姐妹会 （每个月第二个主日后的星期二下午3点）

金龄团契 （每个月第三个主日后的星期三晚上8点）

水闸与冷甲家庭聚会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晚上8点）

查经班 （每个星期五晚上8点 – 除了第一个星期五没有聚会）

星期四探访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四 – 祷告会 / 其余的星期四探访）

*探访组主要有冷甲组和水闸组，大家互相配合探访有需要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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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甲救主堂牧师与传道的年表：

1955-1969 海牧师(Rev. Robert Harper) – 宣教撒种的工作

1969-1975 彼得牧师 (Rev. Peter Atkins) – 宣教撒种的工作

1986-1993 刘德新牧师 – 建立布道所和带领购买新堂

 1991年购得店屋，设立冷甲圣公会中心（救主堂）
1993-2001 翁绍贵牧师 – 代理牧师 (Acting Priest-in-charge)

1994-2015 王木泉牧师 – 负责牧师 (义务牧师)

1995-2015 房雅银传道 – 全时间住堂传道人

2015-2021 孙俊哲牧师 – 代理牧师 (Acting Priest-in-charge)

 2021设堂30周年纪念
Peter Atkins 牧师

参与服侍的牧师传道还有黄志祥牧师、张悦欢传道、熊国华传道与黎百佳传道伉俪。

刘德新牧师 翁绍贵牧师

房雅银女会吏 王木泉牧师与孙俊哲牧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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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以前，西方的宣教士以及安顺圣路加堂的弟兄姊妹，排除万难地把福音的种子洒在冷甲、

水闸和巴拉湾一带。接着，一群忠心服侍地弟兄姊妹继续为主作见证，委身服侍，努力传

福音。今天，冷甲救主堂应当独当一面，成为一间可以差派人出去植堂和服侍的教会。

因此，我们应当响应会督的计划：

1. 栽培人才 – 冷甲救主堂成为一个训练的中心。

2. 差派人才 – 出去传福音和植堂 – 金宝的大学工作。

3. 关怀社区 – 成为这一带社区的光和盐，带给居民正面的影响。

4. 委身服侍 – 提拔更多委身服侍上帝的人。

愿上帝继续带领冷甲救主堂的发展，为主发光，造福社区，领人归主，一直到主再来的日

子。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务要坚固，

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

感谢上帝！

孙俊哲牧师编辑与撰写（25/6/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