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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 2015年事工计划 
 

主题 ：《这一代，下一代》 

人数目标 ：增长 10%（平均聚会人数和会员人数） 

奉献目标 ：增长 10%（平均聚会奉献和成年主日奉献） 

事工焦点 ：巩固婚姻与家庭（2015年） 

事工焦点 ：培育敬虔下一代（2016年） 

年成顾问 ：许光福会长，林厚武教区长，谢孝霖教区长，苏宝玲牧师，杨尚茂顾问. 

年成第六届职员会 ： 主席 ：刘本宏 信仰组 ：杨尚斯 

  副主席 ：黄敬全 见证组 ：石肇基 

  文书 ：黄尊敏 宣教组 ：林华钦 

  财政 ：叶翠雁 团契组 ：王是恩 

  查账 ：刘恭祥 公民组 ：吴志宏 

 

项目 事工目的与 

行动计划 

负责同工 时间表 所需资源/ 

财政预算 

1 成年主日 

目的：1.1传递事工，同心建造. 

目的：1.2增加新会员. 

目的：1.3增加成年主日奉献. 

计划: 1.4制定主题和节目流程. 

计划: 1.5鼓励与初成契友联办. 

计划: 1.6鼓励举办成年之夜，按各团契需

要，设定目标. 

行政组 21/6/2015 - 

2 职员探访 

目的：2.1传递事工,促进联系,发掘职员接

班人. 

目的：2.2增加聚会人数. 

计划：2.3安排主席和职员轮流探访. 

计划：2.4鼓励团契轮流举办教区性的联合

聚会. 

计划：2.5牧区层面，鼓励职员探访冷淡的

成年契友，可与堂会属区委员会

的执事配搭. 

年成正副

主席、教

成正副主

席、以及

职员同工 

全年 交通费

RM2,000 

3 家庭营 

目的：3.1成年人皆家长,带领全家信主、

全家老幼事奉神. 

目的：3.2巩固婚姻与家庭的基础. 

计划：3.3鼓励各牧区成团举办堂会性的家

庭营. 

计划：3.4若场地人数许可，鼓励教区成团

负责主办教区性的家庭营，一次

邀请资深讲员. 

行政组、

团契组 

30/5 至

1/6/2015 

三天两夜 

按教区或

牧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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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事工目的与 

行动计划 

负责同工 时间表 所需资源/ 

财政预算 

4 羽球比赛 

目的：4.1鼓励契友运动，保持身体健康. 

目的：4.2带领热爱打羽球的契友参加团契

聚会. 

计划：4.3举办教区选拔赛，挑选代表参加

由西马华人年议会成团主办的

「全国成人羽球团体赛」. 

计划：4.4鼓励各牧区成团派代表参加教区

选拔赛. 

团契组 1/5/2015 

选拔赛 

 

17-18/10/2015 

全国赛 

RM300 

 

 

RM1,200 

5 阅读“祷告”书籍 

目的：5.1操练祷告生活. 

计划：5.2鼓励订购两本祷告书籍： 

计划：4.3a)《怎样做个成熟的祷告人》 

计划：4.3b)《坚持一生的祷告》 

计划：5.3完成阅读后写下阅读“心得”，

并挑战另一位契友参加. 

计划：5.4写“心得”者可以得到关于《下

一代》的祷告书籍为礼物. 

见证组 30/6/2015 

前完成一本 

 

31/3/2016 

前完成两本 

RM1,000 

6 《祷告手册》 

目的：6.1写下成长目标. 

目的：6.2关心四周环境. 

目的：6.3记录主恩，向人做见证. 

计划：6.4本组提供“宣传稿”让各牧区成

团鼓励契友订购，自由奉献方

式，但至少 RM5以上. 

计划：6.5手册内容丰富，将由会长或顾问

组成的编委会审核后出版发行. 

见证组 出版日期： 

31/3/2015 

印刷 1,000

本的成本: 

RM2,500 

订购奉献

收入目标: 

RM6,500 

余款用作

出版《立

石为记 3》 

7 《立石为记 3》 

目的：7.1写下个人恩典回忆录. 

目的：7.2记录阅读祷告书籍的心得. 

计划：7.3鼓励教区或牧区见证组成立“采

访小组”. 

计划：7.4教区成团见证组负责催稿. 

计划：7.5成立《立石为记 3》编委会. 

见证组 截稿日期:  

31/3/2016 

 

出版日期: 

30/6/2016 

印刷 500

本的成本: 

RM4,000 

可由《祷

告手册》

所收到的

奉献支付 

8 经节考试 

目的：8.1鼓励契友背诵《信徒手册》里编

定的经节. 

计划：8.2每三个月举行一次经节考试，由

杨尚茂顾问出题. 

计划：8.3每年参加三次或以上的契友可获

得本组奖励，将于 2016年代表

大会上派发. 

计划：8.4鼓励各牧区成团自行设计鼓励奖

给成绩优异的契友. 

信仰组 暂定 2015年 

考试日期: 

11/4/2015 

11/7/2015 

10/10/2015 

9/1/2016 

 

RM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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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事工目的与 

行动计划 

负责同工 时间表 所需资源/ 

财政预算 

9 阅读“婚姻”书籍 

目的：9.1鼓励成年人阅读并学习婚姻与家

庭之道. 

计划：9.2鼓励成年人阅读年会推荐的 

《美满婚姻：如何建立恒久美满

的婚姻》一书. 

信仰组 全年 - 

10 精读提摩太前书 

目的：10.1鼓励契友每日读经. 

计划：10.2参与会友事工部推行的读经计

划并参加两次堂会考试. 

信仰组 考试日期: 

17/5/2015 

(1-3 章) 

18/10/2015 

(4-6 章)  

- 

11 跨文化宣教（国外） 

目的：11.1支持年会宣教部在清莱卫理培

训中心和佤族基督教会的事工. 

目的：11.2支持年会宣教部在缅甸袋鼠计

划的事工. 

计划：11.3鼓励成年人加入短宣队，上半

年由东教区成团组队，下半年

由西教区成团组队. 

计划：11.4鼓励认领某项宣教事工，并推

动至教区和牧区层面的团契，

以期共同参与. 

宣教组 14/3 至

21/3/2015 

7天 6夜 

 

下半年定 

9月或 11月 

年成津贴

短宣队上

下半年各

RM1,000 

12 布道与植堂（国内） 

目的：12.1支持国语事工部土著教会的事

工. 

目的：12.2支持布道部植堂的事工. 

计划：12.3鼓励各牧区成团关心堂会所认

领的国语教会，并安排探访，

一年至少一次. 

计划：12.4鼓励各牧区成团关心堂会所辅

助的布道所（若有），例如： 

计划：8.4a)颂恩堂关心实必丹布道所. 

计划：8.4b)思恩堂关心华美园布道所. 

宣教组 

 

年成和教

成职员在

所属的牧

区内安排

时间探访

布道所 

全年 - 

13 宣教之友 

目的：13.1奉献金钱和祷告，支持年会宣

教部的事工. 

计划：13.2鼓励成年人每年奉献 RM50或以

上成为宣教之友. 

宣教组 31/7 前收齐

直接呈交年

会宣教部 

- 

14 中国客籍事工 

目的：14.1支持年会外籍事工部属下中国

客工委员会的事工. 

计划：14.2鼓励各牧区成团参与该部事工. 

计划：14.3年成每年拨款支持该部的经费. 

宣教组 全年 RM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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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事工目的与 

行动计划 

负责同工 时间表 所需资源/ 

财政预算 

15 卫理福儿院 

目的：15.1支持年会社会关怀部成立的卫

理福儿院的事工. 

计划：15.2现阶段仍等待福儿院获取入伙

证和董事部的成立. 

计划：15.3鼓励契友祷告中记念. 

公民组 全年 

 

RM1,000 

16 社会关怀 

目的：16.1参与怜悯之工，回馈社会. 

计划：16.2鼓励各牧区探访各区域的残障

中心、弱智中心、监狱、戒毒

所、感化院、聋哑协会、盲人

协会、安老院等. 

计划：16.3关心单亲家庭、贫穷人士等. 

计划：16.4医院探访. 

计划：16.5旧物循环、废物回收. 

计划：16.6捐血运动. 

计划：16.7赈灾援助. 

计划：16.8西教区：举办或参与亚庇市区

清洁大扫除. 

公民组 全年 - 

17 全国 24-7祷告（总议会） 

目的：为国家祷告. 

计划：参加每周祷告会，与全国基督徒连锁

祷告两年，齐心合一为国家祷告. 

见证组 16/9/2014 

正式启动， 

为期两年. 

- 

18 会友事工研讨会（总议会） 

目的：传递当前教会如何面对异教的冲击. 

对象：教会牧者、领袖、团契主席. 

主题：Nation Building in the 

Workplace. 

行政组 日期： 

21-23/5/2015 

地点： 

波德申卫理 

中心 

年成津贴

年成职员

各 RM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