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基督教会怀恩堂
2016 年常年会友大会会议记录
2016 年 9 月 25 日上午 11 时至下午 2 时 15 分
假新加坡邮区 188536 奎因街 14 号怀恩堂崇拜大礼堂举行

主席:

张慧锦执事

文书:

徐美玲执事

传译：

陈柏维弟兄

出席人数:

412 位（上午 11 时 13 分），431 位（上午 11 时 27 分）

张慧锦执事在大会开始之前做以下的报告：
一． 执事会一共发出 959 张选票，而截至 2016 年 9 月 25 日，执事会文
书共收到 48 份常年会友大会缺席通知书。补领选票工作在 204 室进
行，至上午 11 时 30 分止。
二． 会友大会应荣耀神，因此会友大会将按次序进行。想要发言的会友需
要到台前向文书处登记后按次序发言，发言限时三分钟。

出席 2016 常年大会的会友人数已达教会章程规定的法定数目，即 228 位
有投票权会友（为 911 位合格投票会友的四分之一），张慧锦执事宣布
2016 常年会友大会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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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会祈祷及感恩——蔡耀杉牧师

1.1

主任牧师蔡耀杉牧师分享虽然目前我们面对兹卡病毒、恐怖主义威
胁、经济状况低迷及动荡的政治局势影响，我们应该靠主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及凡事向神谢恩。

1.2

蔡牧师提到教会拟定了“活出真理、效法基督”为主题，也推动了”简约
教会”、”门徒小组”等计划来改进教会的作息流程及塑造门徒的灵命。
但怀恩堂并不是完美的教会，仍有很多方面都需要改进。他感谢神的
供应并带领怀恩堂各样事工的发展。

1.3

最后，蔡牧师感谢各执事及教牧同工对教会的委身，并邀请所有的执
事与教牧站立。会众以掌声感谢他们为教会作出牺牲性的事奉。蔡牧
师以感恩祷告结束分享。

1.4

张慧锦执事提醒会友以下的会议守则：
一.

会友发言时应以话语造就人

二.

会友发言时应以感同身受造就人

三.

会友发言时应以爱心造就人

四.

会友大会应按规矩秩序行，故想要发言的会友需到台前向文书
处登记后按秩序发言，每项动议发言限时三分钟。

2

通过 2015 年度常年会友大会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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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5 年度常年会友大会议录没有任何修正，经林光裕弟兄（华）提
议，唐国威弟兄（粤）附议下，大会以 428 多数票通过接纳 2015 年
度大会议录。

3

通过 2016 年特别会友大会议录

3.1

2016 年特别会友大会议录没有任何修正，经陈才龙弟兄（英）提
议，黄恩成弟兄（英）附议下，大会以 380 多数票通过接纳 2016 年
特别会友大会议录。

4

通过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之教会事工报告以及财政
报告

4.1

张慧锦执事向会友报告有关年报中的以下更正项目：
项目名称

更正前

更正后

第 19 页，组织结构小组

黄志超弟兄

李志超弟兄

第 47 页，新支持事工项目：费尔林夫妇的差会 国际事工差会 国际主仆差会
机构
第 59 页，图书视听资源委员会：顾问牧者

遗漏

顾问牧者：
陆志强传道

4.2

以下是会友在讨论教会事工报告及财政报告时段的提问与执事/会友的
解释：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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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友 林汉广弟兄（粤）

张慧锦执事

大会

1. 建议执事会可以为会友

1. 执事会在过去一年里在不同的层面上

跟进

大会所讨论过的各项议

举办了几次交流会与会友讨论教会所

事项

题列下跟进时间表并按

面对的各项议题。若有需要，执事会

时更新来通知会友。

可以考虑在各堂层面多举办一些交流

2. 会友大会的目的不仅是
要通过议案，而是让会
友有机会深入讨论议
题，因此不应该限制 3
分钟的发言时间。

会。
2. 3 分钟的发言限制是为了让更多会友
有机会发言。
3. 鼓励会友提前通知执事会所想要讨论
的议题以供执事会有足够时间准备。
4. 鼓励会友按照以下的次序讨论议题：
先把议题带到自己所属的堂会去讨
论，若堂会视有必要再带到执事会讨
论与决定，最后才带到会友大会中讨
论。

教会 梁纬翰弟兄（粤）
的人
数

1. 同意不应该限制 3 分钟
的发言时间。
2. 粤语崇拜人数在过去几
年有下降的趋势，执事
会需要正视这个危机。

林秀雯姐妹（粤）
1. 我们应该限制 3 分钟发言时间，让会
议能按时举行，以照顾到年长会友的
需要。
2. 粤语堂有不少位长者，人数逐年下降
是个必然的趋向。

图书 吴金丁弟兄（华）

徐美玲执事

馆

为何 2016 年年报里没有图

第 60-61 页，2016 年年报采用了新报告

书馆的报告？

模式，所以没有被纳入年报里。

会友 简继益弟兄（英）
回应 个人觉得教会其实正在进
步，也感恩看见更多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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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与服事。

数据 梁纬翰弟兄（粤）

张慧锦执事

报告 年报里没有报告过去五年会

2016 年年报采用新的报告模式，数据都以

友人数的数据。

4.3

图表代替数字来表达。

经陈益弟兄（粤）提议，林汉广弟兄（粤）附议，报告在 362 名会友
的大多数同意下通过。

5

确认现任信托人

5.1

张慧锦执事报告教会目前的三个信托人如下：
一． 甄炎荣弟兄（粤）
二． 余东海执事（华）
三． 伍感新弟兄（英）

5.2

张慧锦执事报告执事会建议保留现任的教会信托人为 2016/2017 年度
的信托人。张慧锦执事邀请会友对这项提议表决。 经黄稚珊执事
（粤）提议，洪明发弟兄（华）附议。这项建议在 364 名会友大多数
同意下获得通过。

6

委任 2 名内部核数员（任期为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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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张慧锦执事报告执事会提议委任以下两名会友成为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内部核数员：
一.

顾之嘉姐妹（粤）

二．罗美玲姐妹（粤）

6.2

经林汉广弟兄（粤）提议，林秀雯姐妹（粤）附议。这项动议在 369
名会友大多数同意下获得通过。

7

通过聘任 2016/2017 年度外部审计师

7.1

张慧锦执事报告 Baker Tilly TFW LLP 于 2014/2015 及 2015/2016 年
度的审计费用分别是 $4,371 及 $4,376（包括 7% 消费税），来临
2016/2017 年度的审计费用预算也是接近这个数额。

7.2

张慧锦执事报告执事会建议继续聘请现任的外部审计事务所 Baker
Tilly TFW LLP 为财政年度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
外部审计师。

7.3

经陈义弟兄（粤）提议，林汉广弟兄（粤）附议。这项动议在 362 名
会友大多数同意下获得通过。

8

通过 2017 年 6 月 4-7 日教会联合退修会预算

8.1

张慧锦执事提呈 2017 年教会联合退修会预算供会友讨论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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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Le Grandeur Palm Resort Johor
日期：2017 年 6 月 4-7 日(四日三夜)
主题讲员： 馮浩鎏牧師医生
目标参加人数：250 位
财政预算：$11,250（包括讲员费，讲员及牧者住宿费，往返交通
费、旅游保险、营刊、杂项开支等。）

8.2

会友回馈

8.2.1

林汉广弟兄（粤）建议在教会联合退修会里增办工作坊来协助受到经
济不景气所影响的会友。张慧锦执事感谢林汉广弟兄所提出的建议。
执事会与营会筹委会将会探讨建议的可行性。

8.3

经杨德渝姐妹（粤）提议，欧美玉姐妹（华）附议。这项动议在 337
名会友大多数同意下获得通过。

9

通过教会公共广播系统安装预算

9.1

张慧锦执事解释安装公共广播系统的目的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广播重
要的通告, 如火警或恐怖袭击时之疏散信息。

9.2

张慧锦执事报告今年年初，教会成立了消防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制
定了一个紧急行动计划，并建议教会安装公共广播系统。以下是三个
承包商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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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9.3

REDITECH

GLOBETINIC TOSHIBA DATA

设备和喇叭

$5,756

$8,279

拉线和安装

$12,048

$10,000

$20,330

总花费

$17,804

$18,279

$20,330

鉴于在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在预算中的开支，执事会提议以
$20,000 作为整个工程的开支预算。

9.4

经欧美玉姐妹（华）提议，陈纪新弟兄（粤）附议。这项动议在 345
名会友大多数同意下获得通过。

10

通过教会翻新项目预算

10.1

张慧锦执事解释在 2016 年 1 月的特别会友大会上，会友批准了教会
建堂基金用于以下目的：
一．翻新现有教会建筑物（奎因街 14 号）
二. 延长教会的地契（奎因街 14 号）
三. 重新发展教会建筑物（奎因街 14 号）

10.2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透过专研小组和非正式讨论等方式与会友商讨教
会在各方面的需要，过后由目前任职高级室内设计讲师的廖毅坚弟兄
（华）协助提供了教会几个地方的翻新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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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翻新方案采纳下列之指引

10.3.1

翻新费用不得超过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所结算建堂基金的 10%。
即不得超过$98,933。

10.3.2

翻新的目的包括：
一． 拓展教会事工的发展蓝图
二． 创造更好的敬拜与学习环境
三． 强化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生活

10.4

建议中的翻新项目包括：

i.

项目

预算开支

翻新四楼及五楼(共 11 间课室)与四楼多功能礼堂：

$45,000

a. 在教室外的走道墙壁上贴上喷墨打印的圣经故事贴纸
以增添视觉效果
b. 增设低开放式橱架及带锁橱柜
c. 增设新磁性白板
d. 安装新电视机在可调式旋转的支架上
e. 用不同颜色与经文装饰墙壁
f. 为 4 楼厕所添加低洗手盆供儿童使用
g. 为四楼及五楼课室与四楼多功能礼堂添加新家具
ii. 在现有一楼水槽及餐具橱柜处搭建一个新厨房设施

2016 年常年会友大会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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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移除教会前院的石座椅，以木制长椅取代，以提供更多

$10,000

可以休憩的地方, 从而促进会友间的团契与交流
iv. 更换 102 与 104 课室的玻璃门

$15,000

总数

$80,000

10.5

会友回馈

10.5.1

张延宝姐妹（华）认为现有的石椅耐用凉快，建议中的木椅不太实
际，而且可能需要更高的维修费。她认为教会应该谨慎使用金钱。

10.5.2

梁秀珍姐妹（粤）建议可以在教会前院植树乘凉。

10.5.3

朱晓韵姐妹（粤）建议在教会前院的石椅上方增设遮荫蓬。

10.5.4

苏文欣姐妹（粤）认为若让会友参与四楼教室外走道墙壁的美化就不
需要额外花费聘用承包商。她指出 207 课室内的壁画就是个例子。

10.5.5

丘芝琳姐妹（粤）询问是否需要在四楼的每间课室安装新电视机,因为
我们也可以考虑使用流动电视。另外她提出购买儿童主日学课室里的
椅子时需要考虑使用安全。最后她询问在教会前院增设的木椅是否会
造成停车问题。

10.5.6

吴金丁弟兄（华）支持在四楼的每间课室安装新电视机的计划。他建
议教会考虑使用 Chromecast 和 Airplay 技术并希望教会可以提升现
有无线上网（WIFI）的宽频速度，并开放让主日学老师使用。吴兄弟
也建议在课室里安装窗帘。至于增设新厨房设施的建议，他认为教会
需要确保设施符合有关当局的条例例如增设煤气与排气设备以及考虑
这些相关的成本。他也建议提升露天音乐会的音响设备，并在男厕安
装适合男童使用的尿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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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

胡杰灵弟兄（粤）回应吴金丁弟兄提出让主日学老师使用教会无线上
网的提议，他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可以预先为主日学老师的教学器材
登记注册，后再为这些器材设定配对的无线上网密码。陈柏维弟兄
（粤）提出可以透过管理人权限（administration rights）来管制教会
无线上网的使用量。

10.5.8

林燕萍姐妹（英）认为可以用小朋友的手工作品美化四楼教室外走道
墙壁。另外她也同意购买儿童主日学课室里的家具时需要考虑使用安
全。

10.5.9

莫绍森弟兄（华）提出大堂右侧楼梯在下雨阴天时较暗，需要增设照
明灯光。

10.5.10 梁秀珍姐妹(粤)希望教会尽量避免为四楼课室更换单向透光的玻璃，
因为单向透光的玻璃有它潜在的风险。她认为增设新厨房设施的
$10,000 预算不足够，并建议若装修开支超出预算，可以让会友为特
定项目作出自由奉献。

10.6

张慧锦执事回复执事会及工作小组会考虑会友们所提出的建议，并呼
吁会友继续参与建堂奉献。

10.7

经甄炎荣弟兄（粤）提议，林汉广弟兄（粤）附议。这项动议在 290
名会友大多数同意下获得通过。

11

2016 年度执事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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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陆素贞姐妹（粤）提出在 2015 年的常年会友大会中她曾经提过执事
选举票上条例 E4 您可在没有填写的方格内打“X”的这个条例的指示不
够清楚。 张慧锦执事回复将会向选举委员会反馈。

11.2

陆素贞姐妹（粤）提出执事选举票上条例 H 注明所有选票需在 2016
年 9 月 25 日下午 1 点前送抵教会，但会议已过了投票时间，所以需
要会友通过将投票时间挪后到下午 1 点 15 分。

11.3

经陈明约姐妹（华）提议，梅天祥弟兄（英）附议。这项动议在 233
名会友大多数同意下获得通过。

11.4

张慧锦执事宣布 2016 年度执事选举开始投票。他在投票前简单解释
执事侯选人之资格及选举的守则，并特别提醒会友一些在填写选票时
常犯的错误。

11.5

2016 年度执事候选人如下：
粤语堂：陈义弟兄、雷孟贤弟兄、谢文耀弟兄
华语堂：徐格新弟兄
英语堂：陈才龙弟兄、黄恩成弟兄

11.6

张慧锦执事邀请蔡牧师在选举开始之前带领会众祷告，之后会众进行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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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动议

12.1

粤语崇拜异象发展分享 - 施朱霞牧师

12.1.1

施牧师分享粤语崇拜异象讨论的重点，在于整合第一堂与第二堂崇
拜，重组并成立新的一堂粤语崇拜在主日上午十时, 在同一地点一起
聚会。崇拜形式尽量集合两堂的特色，让全体会众都能投入敬拜，尽
快融合为一。

12.1.2

另外在星期六下午开设另一堂以传福音为主的聚会，与主日崇拜最大
的分别是采用现代音乐，以生动活泼的诗歌为敬拜主导。崇拜以粤语
为主，偏向福音性，可配合英语或华语翻译。

12.1.3

新的主日崇拜和周六崇拜计划在明年七月开始，有足够时间预备，特
别是周六崇拜，需要一批在这事工上有负担的会友去积极参与推动。

12.1.4

周六崇拜不只是粤语堂的工作，和中国朋友事工，青少事工以及福音
部也有密切关联，日后需要一起推动，以兴旺福音。此外，在星期六
举办的差传年会，婚礼等，如何安排场地，也在日后讨论中.

12.1.5

沈荣晞弟兄（华）询问建议中的周六崇拜的时间，语言与地点，施牧
师解释周六崇拜大约会在下午 4 点或 4 点 30 分开始，将会以粤语进
行，若有需要可以加入华语及英语。而地点将会视出席人数决定。

12.1.6

基于周六崇拜的开展，需要仔细策划及招募委身的事奉人员。 粤语崇
拜将在日后透过问卷，找出并诚邀对周六崇拜有异象, 有承担的弟兄
姐参与事奉，同时也了解有意参加周六崇拜之弟兄姐妹的意愿及期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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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个人资料 保护法令

12.2.1

张慧锦执事解释教会过去都会印发会友通讯录。但在个人资料保护法
令于 2014 年 7 月 2 日生效后，法令中第 6 项规定机构有保护个人资
料的义务。张慧锦执事以近期有机构因管理个人资料不当而被个人资
料保护委员会开罚及电话行骗案为例，通知会友执事会决定将不再印
发会友通讯录。

12.2.2

林汉广弟兄（粤）认为其它教会也面对同样的处境，建议执事会探讨
是否能让会友选择参与“自愿性让教会使用个人资料于会友通讯录”的
安排。

12.2.3

张慧锦执事回应林汉广弟兄的提议，解释教会中其实已有些小组，以
小组的形式印发通讯录供他们小组使用。但若会友在特别情况下需要
另一位会友的资料，可以向堂委主席或牧者提出要求。

13

临时动议

13.1

梁纬翰弟兄（粤）提出教会应收回 2012 年终止 254 个会友会籍的决
定。他认为教会不该终止连续 3 年没有参与投票的会友的会籍。他认
为教会应牧养教导会友，而不是终止他们的会籍。

13.2

张慧锦执事解释执事会是按着章程的需要，才会终止连续 3 年没有参
与投票的会友的会籍。

13.3

梁秀珍姐妹（粤）提出其实教会并非刻意终止会友的会籍，因为这是
一项非常繁琐的行政工作。她也举例有位姐妹的会友会籍虽然被终

2016 年常年会友大会会议记录

第 14 页

止，但教会依旧关怀这位姐妹，甚至还负责协助安排她的丧礼，因此
身为会友，我们应该体谅教会所面对的处境。

13.4

吴金丁弟兄（华）认为执事会与堂委都是在尽了最大的努力却还联系
不上这些会友后，逼不得已才会终止他们的会籍。会友应该以祷告托
着执事会并支持他们。

13.5

黄竞妍姐妹（粤）认为梁纬翰弟兄对那些被终止会籍的前会友有很大
的负担，因此建议执事会与梁弟兄讨论如何更好地处理相关的事，或
让梁弟兄负起关怀跟进没有定期出席聚会的会友的工作。

13.6

林汉广弟兄（粤）建议修改教会章程，让连续 3 年没有参与投票的会
友保留会籍，但没有投票权。

13.7

胡杰灵弟兄（粤）不同意林汉广弟兄（粤）建议修改教会章程的建议,
因为这项建议非常耗时及复杂。

13.8

张慧锦执事认为我们可以考虑林汉广弟兄的建议，但同时也需检讨并
改进教会目前对会友关怀跟进的工作。

14

结束祷告 － 施朱霞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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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锦执事邀请施朱霞牧师为会友大会作结束祷告。会友大会在下午
2 时 15 分正式结束。

记录：林耀贤弟兄，谢文耀候补执事，徐美玲执事文书
审阅：蔡耀杉主任牧师，张慧锦执事会主席，黄伟华执事会副主席

备注:
2016 年度执事选举结果：
执事选举共选出 5 名执事与 1 名候补：

粤语堂：陈义弟兄、雷孟贤弟兄、谢文耀弟兄
华语堂：徐格新弟兄
英语堂：陈才龙弟兄
候补执事为黄恩成弟兄（英）

根据教会章程条款 7.5（2015 年 4 月 14 日起），执事的任期为两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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