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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BC和DPC 家庭教育中心于2019
年10月6日至8日假OUTBAC Boga

（OB）举办了三天两夜的生活营。这
原定于9月22日的营会因马来西亚
面临烟霾的袭击而给延后。 这是两
所中心初次联办营会。共有78位学
生，老师和教牧同工参与其盛。

学生们和老师们聚集在吉浸的沙玛
堂进行敬拜赞美，紧接营会简报和
午餐，然后才出发前往OB营地。抵
达后，由OB导师迎接并给讲解下午
即将进行的OUTBAC竞赛。营员们
被分成不同颜色的组别，个小组都
得到相似的任务要在OB营地范围
内完成。这些小组需要接受个别不
同难度挑战的活动站如突击队爬行
、攀爬墙面、摇晃绳索、鳄鱼坑内狩
猎 “美禄饮料” 、信任坠落、过屌桥、
抛掷湿海绵和传球等等，同时更以
速度和效率与其他小组进行竞赛。
他们在完成每站任务后所收集的物
品，将协助他们完成终极的任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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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树枝起火煮美禄饮料，以庆祝他
们成功地完成任务。学生们面对各种
不同的挑战，特别是在彼此支持和鼓
励的能力，大家都超越了自己的局限
和期望。

第二天早上，由OB导师带领营员们
步行到Broga山上看日出，然后就回
OB营地。早餐后，学生继续户外活动
直到午餐时间。午餐后因下雨而户外
竞赛需被延后。木筏建筑活动就只能
推迟到隔天的早上才能进行。学生们
有些互动的时间能够彼此认识和结

2019年6月22日，慈善部探望得胜
儿童之家，其中的孩子都来自不同
的家庭背景，包括单亲家庭、父亲或
母亲坐牢、有的因叛逆期，更有的是
孤儿。此行是第二次到他们当中，对
上一次已经是两年前的事。这次我
们一团7个人出队，除了以披萨、汽
水和蛋糕为他们庆生，更代表教会
移交慈善基金的支票。先以敬拜赞
美开始，随后为他们唱生日歌。孩子
们不但充满活力，也非常有自律，他
们吃饱后就自动自发地分工合作把
地方收拾干净，包括洗碗、打扫、倒
垃圾等等。大家一起用餐，一起玩游
戏，尽都乐在其中。基于上回的探访
及其中几位青少年曾参加我们教会
所举办的青少年营，因此大家抓紧
机会好好地交流，互相聆听大家的
近况。让我印象较深刻的一个孩子
名叫安仔，基于他父亲吸毒而坐牢，
同时母亲也自杀身亡，最终家人决
定把他送到得胜儿童之家。两年前，

2019年9月7日吉隆坡浸信教会城
市花园举办"老歌一齐唱"中秋布
道晚会。大家先在Roll Cafe一起享
用美味自助餐，然后由余志平牧师
带领会众来宾一齐欢唱多首耳熟
能详的老歌，在当中穿插基督大能
的信息和诗歌传达福音。

时间飞逝。 自吉隆坡浸信教会开始以“
生命就是使命”为差传主题，转眼已经40
年了。由张人盐牧师（Rev John Chang）
发起，我们第一笔差传基金为45,000令
吉，支持两位宣教士；三位神学院同工；
五位神学生和一个宣教机构。经过40年
的发展，目前差传基金已经从支持本地
事工扩展到海外事工，许多海内外的基
督教机构以及许多全职同工都从此差传
基金获益。除此，也有许多地方教会得到
帮助及增添不少的植堂，许多神学生也
已经成为传道人或宣教士。当我们继续
执行上帝所托付的大使命时，我们确实
看见上帝信实的恩福。

的确要收的庄稼多，但工人却很少。仍有
成千上万的人还未认识耶稣基督，除非
我们去宣扬福音，否则许多人将会死在
他们的罪中。但愿我们勇于接过这项挑
战，以参与、以祷告和以奉献给支持差传
宣教的工作。既然基础已经奠定了，就让
我们继续奋勇前进。荣耀归于最高神！

他仅有3岁多，当时还不太会讲话，
而目前他言词进步了，同时个性也
变得较活泼开朗。看到他得到儿童
之家细心地照料，渐渐地成长，心
中充满无数的感恩和喜乐。约逗留
了2小时半，离别时孩子们都难舍
难分，更提醒我们倘若有机会的话
，得要再探望他们。志安主任和义
工们都付上了许多爱心和精力去
照顾这群孩子。荣幸能代表吉隆坡
浸信教会慈善部给得胜儿童之家
献上众弟兄姐妹的爱心、捐款和祝
福，好让他们无论是日常运作经费
或心灵上都得到很大的帮助和鼓
励。希望大家能继续在祷告中记念
他们，祈求神赐福于他们的事工和
家庭，更保守看顾他们身心灵的健
壮，以便能继续为主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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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老歌一齐唱》布道晚会

交新朋友。这次大家都必须参与关爱
小游戏名为 “秘密天使” ，在营会中以
匿名的方式寻找机会表达关心并不能
揭露身份。晚餐后进行营火会，随后由
Aldrin老师带领营员们进行室内活动，
在半小时内完成以细竹枝建构能支撑
三本圣经重量的结构。所有小组都顺
利完成，但六组中只有两组的结构能
支撑三本圣经。

最后一天的早晨，我们继续进行建造
木筏的活动。这些小组用组装好的木
筏在湖上进行比赛，三组中的两组回
程时木筏出现部分组装脱掉的情况。
我们拍大合照后，就进行颁奖。学生们
分享了他们的 “秘密天使” 如何在这个
营会中祝福他们。营会的尾声就给大
家提醒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和
接受爱，加里·查普曼（Gary Chapman
）的五种爱语言更可以成为他们的指
南。上帝对所有人的爱是显明和能见
的，希望学生们能够在营会结束后牢
记这一点。

吉隆坡浸信教会/城市花园
家庭教育中心联合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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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会友们都相当踊跃去邀请人，
最后有多达170人出席，当中还包
括约有60多名非信徒。深信福音种
子已经撒在他们心田里，期望主將
得救的人加入教会。



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更换城市花园投
影机的灯泡时，有会友便提问说：“为
何我们不把它换成和武吉免登母会正
使用的LED屏幕呢？”一个简单的提问
却引发了领袖们一同探讨LED屏幕尺
寸和费用。一周内，上帝更感动会友前

2019年9月7日，慈善部初次出队探访
盼望之光的长者中心。据了解后，盼望
之光旗下，不但办理长者中心，其他事
工还包括单亲妈妈、智障人士、儿童和
戒毒。长者中心的负责人是一名约70
多岁的更新人士，曾因吸毒被送戒毒
改造所，随毕业后就转到长者中心开
始服事，大家都叫他UNCLE BOY。长者
都来自个别不同的家庭背景，其中包
括没儿女的、有忧郁症的、有自闭症的
、有子女无法照顾的等等。当中最年长

崭新的华语崇拜于2019年7月7日，早上9点
正假吉隆坡浸信教会（母会@武吉免登）沙
玛堂正式开始第一次的崇拜聚会。当日由梁
锦扬弟兄带领敬拜赞美，中文主理梁瑞发牧
师证道主题为 “承接使命迎未来” 挑战弟兄
姐妹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投身带领华语崇拜
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设有主餐一同记念主耶
稣救赎的恩典。38位弟兄姐妹共聚一堂见证
这历史性的一天并给华语事工带来大大的
祝福。期盼上帝继续带领引导华语崇拜的弟
兄姐妹在圣经神话语里往下扎根以及往上
多结属灵的果子。愿荣耀归于最高神！

基督少年军吉隆坡第15分队设立于
吉浸城市花园，其队伍假位于甲洞的
马来西亚森林研究所（FRIM）举办两
天一夜营会，主题为“回归大自然”。
共有48位基督少年军学员、军官和教
牧同工参与其盛。

星 期 一 早 上 抵 达 后 ，由 来 自
FRIM-MNS自然教育中心（NEC）的导
师向营员讲解营会2天的活动，随即
将营员以动物名称如老虎和猩猩等
分成不同的组别，之后就进行破冰游
戏。营友由初年班和高年班队员组成
，他们一起在户外搭建帐篷。我们感
谢上帝在营会期间赐下良好的天气。
午餐后有团康游戏，从中大家学到“
我的灯需要油”的儿童诗歌。然后，就
移到户外进行改良版的“猫捉老鼠”。
之后，由NEC导师讲解及带领进行 “
大自然寻宝游戏”。 透过寻宝游戏，营

友们都玩得很开心，其中包括捕捉昆虫
、找出树木的名字、拼字游戏、以树叶进
行装饰设计、清除垃圾、最后以动物拼
图结束。完成任务后，每组就依据准确
度和速度而得分。大家都充满能量及以
最佳的状态给完成任务。

晚餐后，由高年班的队员带领敬拜赞美
。随后就进行营会的焦点“夜游”。NEC
导师给予活动前简介，并将大家分成两
组。大家提着手电筒和穿上密封的鞋子
就默默地进入漆黑一片的丛林以免干
扰及吓跑当中的小动物。花了约2个小

我们全新的礼堂
⸺沙玛堂

城市花园新的LED屏幕

探访盼望之光（长者中心）

崭新的华语崇拜

 2019 基督少年吉隆坡第15分队营会

的已年过90多岁，同时他也是入住中
心最久的。基于中心的位置较偏僻，且
之前外面也因修路而导致较少的人前
往探望。此行我们给带了许多日常用
品，也准备糕点与他们一起享用下午
茶，同时把捐款支票移交给中心负责
人。我为他们做祝福祷告后，就把糕点
和茶分给他们，边吃边聊，长者们都很
健谈，与我分享他们过往的生命点滴
和工作的心路历程等等。                

时的时间完成大约2公里的行程。 “夜游”
期间偶尔会传来一些尖叫声，这都因营员
们无法压抑自己的兴奋，特别是在丛林中
到处看到夜间活动的生物。大家设法用手
机和相机捕获出没的生物。其中的焦点包
括千足虫、鬣蜥、青蛙、蜘蛛、水蛭、地虫、
棒虫、白蛾、虾等生物。营员吃过夜宵后，
就分组睡在户外的帐篷。

隔天早上营员大概7点钟起床，进行体操
后吃早餐，灵修以及收拾帐篷。NEC导师
简介后，便将营员带到河边展开“河床科
学探索”之旅。营员还研究了这条河的酸
碱度和含氧量，从而了解到河水的质量将
决定河中所存有生物的种类，因此，保持
河水免受污染是重要的。

颁奖后，就和NEC导师们大合照。午餐后
便返回城市花园，顺利完成了两天一夜在
FRIM-MNS自然教育中心学习良多的营
会。

来向郭牧师说：“郭牧师，我们夫妻
愿意给教会奉献这LED屏幕。” 见
证了上帝就此简单迅速地在祂儿
女的心中动工。确实，我们为着城
市花园新的LED屏幕深感蒙恩福。

他们透过分工合作，体现互相照顾
，虽然偶尔会互相斗嘴，但却依然
彼此包容，开开心心地生活在一起
。UNCLE BOY 与我们分享他如何
向长者们分享福音，而且每个星期

日都载他们上教会。我看UNCLE 
BOY的年纪也不小了，就好奇问他
你体力不感到累吗？他的回答深深
地烙印在我的心里，说如果单靠平
常人的爱一定会累，但因他靠的是
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不但没有感
觉到累反而充满喜乐和力量。逗留
约2小时半，离别时，他们也期盼我
们下次的到访。UNCLE BOY 和几
位的义工都用了许多爱心和精力
细心地照料这群长者。荣幸能代表
吉隆坡浸信教会慈善部给盼望之
光（长者中心）献上众弟兄姐妹的
爱心、捐款和祝福，好让他们无论
是日常运作经费或心灵上都得到
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希望大家能继
续在祷告中记念他们，祈求神赐福
于他们的事工和家庭，更保守看顾
他们身心灵的健壮，以便能继续为
主发光。

经由会友特别议会接纳通过以50万令
吉的费用预算在顶楼增建一间新的礼
堂（57尺长乘23尺宽）后，工程立即在6
月开始。基于教会面临空间的不足，因
此增设这新礼堂以补足事工扩展的需
求。期间家庭教育中心面对课室不足，
周末教会事工也同样面对课室不足。

尽管我们需要将重梁和建筑材料吊到
顶楼，感谢赞美主，此工程依然顺利竣
工。上帝更听允我们的祷告， 赐我们美
好的天气，好让工程能在3个月内竣工
。由于会友个别给奉献冷气机和乐器，
所以工程只花了376,980令吉的总费
用。

全新的礼堂被命名为沙玛堂，作为“耶
和华的所在”的见证。祂确实为我们成
就了。荣耀归于最高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