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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问安。

近年来，随着电子科技蓬勃发展、信息技术使用与日俱增，网络资讯已成为现代人生活
的一部分。

赞美主名，沙总终于成功推出首期电子会讯。成立电子会讯的宗旨是方便众同灵在短时
间内获取各个地方教会讯息，同时亦借由电子会讯平台增进彼此间的联系与交流。

在此，我衷心感谢所有竭尽全力投入及完成这项重任的同工们；祈求主耶稣基督赐予你
们火热的心，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林前15：
58）。

愿主耶稣的恩惠与平安常与众人同在。

以马内利。

温约翰执事
沙总总负责

Hallelujah, greetings in the name of Lord Jesus Chris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and the increasing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twork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 part of modern life.

Praise be unto the Lord Jesus as GA launch its first edition e-Newsletter. The purpose of the 
e-Newsletter is to facilitate the peers to get the information of local churches in a short time. 
In the meantime, it is also possible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each other 
through the electronic platform.

I sincerely give my thanks to all who have given their whole-hearted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towards completing this project. Keep up the good work, and knowing that 
your labour in the Lord will not be in vain (1 Cor. 15:58).

May the grace and pe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lways be with you.

Emmanuel. 

Dn John Vun
Sabah GA Chairman

PREFACE



感谢赞美主！在神的带领与祝福下，纳闽教
会于2019年4月19–21日所举办的灵恩布道
会得以顺利地进行。灵恩布道会持续了两天
两夜 – 从星期五晚上开始至星期日下午结
束。纳闽教会以“更认识耶稣”为这次灵恩
佈道会的主题。总会差派了以下圣工人员协
助纳闽教会灵恩布道会：杨撒该传道，洪多
马传道及Nikolaus弟兄（实习传道）。在纳
闽教会灵恩会期间，共有4人受洗：1名成年
人（已完成慕道班）及 3名婴孩；于灵恩佈
道会中领受圣灵的则有两位。

灵恩会举行之际，诗歌布佈道会亦于2019年
4月20日（星期六）顺利进行。佈道会举行
当晚，杨撒该传道的证道题目是“更认识耶
稣”，以配合纳闽教会2019年灵恩佈道会的
主题。来自亚庇 – 丹容亚路教会的和散那
诗班也前来协助这次佈道会。

佈道会当晚有7位慕道者（据登记记录）的
参与，他们有的是受到同灵邀请，有的则是
接到一周前发出的请柬。
 
愿纳闽教会信徒能更加热心地追求神所托付
的传福音事工。愿一切荣耀、尊贵和颂赞都
归于主耶稣，世人唯一的救主。哈利路亚！

1名成年人及 3名婴孩已领受了洗礼

杨撒该传道及吴雅斤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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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闽教会-灵恩布道会
2019年4月19-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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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容亚路教会 - 和散那诗班协助纳闽教会诗歌布道会
2019年4月20日

感谢主耶稣基督，真耶稣教会—丹容亚路教会的和散那诗班成员于2019年4月20日
早上乘搭渡轮前往纳闽参与纳闽教会灵恩会之际举开的诗歌佈道会；灵恩会于2019
年4月19–21日举开。借着神大能的手，这场诗歌佈道会顺利地举开、在赞美之声结
束；同时给弟兄姐妹们带来造就。和散那诗班成员乘搭渡轮于2019年4月21日中午
返航，在傍晚时分安全抵达亚庇。相信神必记念纳闽教会信徒的热情宽款待，也期盼
将来能再度参与如此盛大的活动。

和散那诗班和纳闽诗班联合参与纳闽教会于
2019年4月20日举开的诗歌佈道会

和散那诗班参与纳闽教会于2019年4月20日举
开的诗歌佈道会

  亚庇教会 - 姐妹团契灵修会 （上）
2019年5月1日

感谢主，在2019年5月1日亚庇教会举行三年輪值一次的姐妹灵修会。按序是亚庇教
会，兵南邦教会及哥隆邦教会，出席的人数有290人。总会差派洪多马传道协助姐妹灵
修会。领会是亚庇教会教务黄提摩太执事。今年的主题是“活出事奉，享受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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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课程包括：灵修、见证会、座谈会、祷告会。炊事全由弟兄亲手包办。“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弟兄在炊事方面可不比姐妹们逊色。他们烹饪的佳肴，使姐妹们
吃了赞不绝口，甜在心里。辛苦了，弟兄们。愿主纪念他们的辛劳及爱心，阿门。

  亚庇教会 - 姐妹团契灵修会 （下）
2019年5月1日

  丹布兰教会 - 灵恩布道会 
2019年5月3-5日

哈利路亚，感谢主。在5月3-5日丹布兰教会举开一年一度的灵恩会。主题是：“更认识
主耶稣”。协助灵恩会的圣职人员：杨撒该传道、加勒传道、Aidey实习传道和
Nikolaus实习传道。灵恩会简报如下：

水洗：3人   灵洗：2人  领圣餐人数：70人

感谢主，凭着丹布兰教会的信徒爱心奉献物品包括厨房物品（干粮/原料），教会日常
用品（卫生纸/清洁器/空气清香剂等）和装饰的花卉。教会不需支付有关费用。第一天
晚上佈道会由丹布兰教会诗班、儿童诗班、中年团契诗班和俄斐诗班献唱。第二天晚上
诗歌佈道会由丹布兰教会，儿童诗班、俄斐诗班和以琳诗班献唱。灵恩会受洗人数有3
位：一位弟兄、一位姐妹及一名男婴。感谢主鸿恩，丹布兰教会在事奉与设备事上日渐
进步。愿一切尊贵荣耀归于神。以马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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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 - 电子会讯工作坊 
2019年5月13日

感谢主，今年的总会会讯工作坊在2019年5月13，19和26日分开举办，地点是在
亚庇的综合楼茶室。共有41位来自于亚庇教会小区 (13间教会) 的文书及摄影员参
与是次的总会会讯工作坊。领会者是丘便雅悯执事。视频讲员有纪国永弟兄和王景
华弟兄。其课程包括：设立资料库及会讯制作。目的是介绍沙巴总会总秘书处、资
讯组的资料库管理系统及沙巴总会的网页。纲際纲絡能夠把消息瞬間传遍世界每一
个角落，总会有意把沙巴各处教会的圣工及任何可刊登的消息用網絡登上电子会讯
的网页。 以供读者在纲上閱读。 願大家以祷告的手推动有意义的文字宣传工作。

兵南邦教会 - 灵恩布道会 （上）
2019年5月16-19日

感谢主，兵南邦教会于5月16-
19日举行灵恩佈道会，18日晚
间7时30分举办诗歌佈道会。灵
恩 会 主 题 是  “ 穿 戴 全 副 的 军
装”，而诗歌佈道会的主题是 
“耶稣是生命”。总会差派陈拿
但业传道，洪多马传道，梁利慕
伊勒传道和李玛拉基传道协助兵
南邦教会的灵恩会。感谢主，共
有4位接受洗礼归入主名下，受
圣灵则有2位，289位领受圣餐。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丘便雅悯执事
和纪国永弟兄

会讯工作坊的参加者 王景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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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南邦教会 - 灵恩布道会 （下） 
2019年5月16-19日

台湾总会 - 腓利门书房书展 （上）

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腓利门书房三位同工于
2019年5月30日抵达沙巴，陆续在亚庇小区和
古达小区举办了两场书展。尔后，于6月6日至8
日假山打根西埔架教会为山打根小区的同灵办了
一场书展。话虽如此，远自拿笃教会、巴隆教会
的同灵也前来购书，可见大家多么的重视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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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的书展，让我们发现前来购书频率最高的是
小朋友，这是令人欣慰。与此同时，我们更要抓
紧机会，教导他们把所看过的书中道理，行在生
活上。

今次的书展，男女老少都前来购书、买礼品送
人，让我们得到一点点的鼓舞，也期待往后的日
子里，大家更踊跃的支持总会文宣处、书房的出
版品，对自己的灵性得造就的同时，也能与未信
者分享主的恩典。期待下一次的书展，让我们放
在祷告上。

台湾总会 - 腓利门书房书展 （下）
2019年6月6-8日

实邦加教会 - 灵恩布道会及献堂礼 
2019年5月31日-6月2日

感谢主，實邦加教会于5月31日至6月
2日举办灵恩佈道会，並於6月1日举
行献堂礼。总会差派梁利慕伊勒传道
和楊撒该传道协助此圣会。献堂礼当
晚7时30分举办诗歌佈道会。当晚所
献唱的詩班包括以馬内利詩班，俄裴
诗班及實邦加詩班，在此次的灵恩佈
道会共有一位接受洗礼归入主名下，
受圣灵有两位，201位领受圣餐礼，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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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 - 第七届神学延伸课程 （上）
2019年6月2-14日

感谢主， 2019年6月2日至14日沙巴总会在沙巴神学院举办了第七届神学延伸课程。今年
的科目是：雅歌、卫道学、和启示录。讲员是杨撒该传道、黄波阿斯传道、以及梁利慕伊
勒传道。这次的课程共分为7天制和14天制。参加的人数共有11位（1位女执事 8位弟兄2
位姐妹）。

闭幕礼定于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下午4点钟，由陈腓力执事带领唱诗与祷告，丘便雅
悯执事代表总会致词，黄波阿斯传道代表讲员致词，Mic Miccah Jausin弟兄代表学员致
词。最后，全体学员在亚庇真耶稣教会的晚间安息日聚会献上两首诗歌后正式结束今年的
课程。

致词期间，总会代表（丘便雅悯执事）说出了总会是如何看重宗教教育和圣工的培训课程。
举办此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青年投入宣道和教牧事工。虽然此次参加的人数不
多，但总会却很珍惜学员们的学习精神。

上课期间，学员们都有特定的功课及考试，每一天的早祷会和饭前的感谢祷告都由学员们
轮流带领。整个课程不但让学员们过着团体的生活，同时也学习敬虔上的操练。讲员代表
（黄波阿斯传道）在致词中勉励学员在回到自己的地方教会之后，要把所学到的属灵知识
在生活上应用出来，荣神益人。

学员代表Mic Miccah Jausin弟兄在致词中感谢总会、负责人、讲员们、以及厨房乐炊事
的弟兄姐妹们的爱心照顾，愿主记念因爱心所付出的劳力。神学延伸课程是一个很有造就
并且让信徒能有系统的学习圣经的课程。但愿日后能有更多的青年抽空参与此课程，愿一
切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至高的圣名。

黄波阿斯传道 学員们上课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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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 - 第七届神学延伸课程 （下）
2019年6月2-14日

国际青年联谊会 
2019年6月6-16日

感谢主的恩典,今年的国际青年联谊会 (IYF)于 6 月 6 日至 16 日在韩国举开。今年大会主
题为“分辨时候,审量自己”。这一次的青年联谊会共有 248 位来自 16 不同的国家的青
年参加。其中 14 位青年是来自沙巴。
 
这项青年活动分成兩个环節举行，第一个环節是四天的联谊聚会;包括主题分享,诗颂,祷告
会等等。联总青年事奉委员会(IYMC)所差派讲员有韩国的吴喜道传道,沙巴的魏巴录执事,
及新加坡的谢提摩太执事。在这活动裡面,各国事工介绍 及见证分享让我们看到国外做圣
工的体验。

第二个环節是旅游访问。大会青年有机会访问了大约十间教会,包括了大方教会、金泉教
会、安东教会、釜山教会、巨济教会、南源教会、长项西部教会、全州教会、东部教会
及江南教会。当然，籍此机会访问了韩国总会。在每一处举行的诗歌联谊聚会里，讓大
家有很好的机会与当地信徒联谊互动。
 
这一屆国际青年联谊会的活动就在为期两个星期的时间内结束了。但愿每一位青年都能
帶着这些温暖，充满爱心接待的美好回憶回去，把主的爱继续传给其他人。

青年们的诗歌呈献 沙巴及西马青年们的合照

Mic Midday Jausin
弟兄致詞卫道学- 学员们考试情景梁传道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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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小区 - 诗颂飘扬之夜 （一）
2019年6月8日

亚庇小区真耶稣教会，为配合沙巴总会的年度户外佈道
工作計劃，经过長执传道的鼓励及代祷，亚庇小区宣牧
处决议在今年6月8日假亚庇建国中学礼堂，举开“詩
颂飘掦之夜”过这是亚庇小区第一次联合区内十七处教
会及祈祷所，举办的户外詩歌佈道会。主题是“一条又
新又活的路”小区筹委会召集区内财力物力人力比较雄
厚的幾处教会，如亚庇教会，兵南邦教会及歌隆邦教
会，等做主力支援，各小区教会在各方面配合，推展此
圣工，感谢主，大家热烈迥响，分工合作，積極筹備，
落买团队事奉精神，使得工作能够顺利進行。

彩排篇
筹委会安排于6月7日即音乐会前夕举行一次節目進行
的彩排。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此音乐会有更深湛的演出，
达到更美好的效果。因此詩当班及管絃乐团必须事先做
好团練，在和音及韵律上彼此協調，各个乐器动作一致。
只有这样的反覆練習，才能在臨场上發揮水準。用時也
練習在節目的程序上準確无誤，能够熟悉当晚的節流程。

彩排当天诗班成员居多，位置以诗班出场序来区分。这
次参与管絃乐团成员们有远自山打根的青年联合亚庇小
区青年。演奏乐器包涵钢琴、大小提琴、电子琴，銅管
乐器，笛子，定音豉等，排列起來，场面十分壮观。幕
後工作人员进行程序报告、音响测试、灯光测试，燈光
調較及场地布置。工程不能说不浩大。

隆重登场篇
5时30分傍晚，來賓陸續到场，天气放晴，一洗一周来雷雨气候.一抹夕陽余暉斜照会场前
面，猶如暖流湧入心坎，真是耶和华以勒，主预備美好時刻。

7时晚间，诗颂飘扬之夜以播映本会的十大教义简。来宾们纷纷抵达现场，由招待员赠送
小册子与纪念品，並做登记工作，引導座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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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小区 - 诗颂飘扬之夜 （二）
2019年6月8日

将近7时30分晚间，本会司仪王景华弟兄及翻译员黄革来执事开始致词，由黄提摩太
执事带领会众站立以悟性祷告，求神带领此次的户外佈道会能顺利举行，感谢主恩带
领运这次诗领頌之夜順利举行，求圣灵运行，打开心门，籍着主所要我们传达的诗歌
信息来分享主的救恩及满满的爱。

第一个呈现的诗班是亚庇的华文诗班，由以琳诗班及团契诗班配合交响乐团所联合呈
现的两首诗歌，名为“万有齐颂主”及“主耶稣在呼召”。诗歌传达着不论老少，就
连神所造的万物都来一起歌颂这位伟大的神，也传达了主耶稣正在向我们呼召，我们
是否愿意撇下世界的一切来跟从祂？

接着由斗亚兰诗班、但波罗利诗班及兰瑙诗班联合呈现的诗歌，名为“朱红罪变如雪”
及“救恩成在十架”。歌词中传达了主耶稣为了拯救世人脱离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透过所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如同朱红般的罪，变白如雪，神的救恩何等的大，何等的
美！随后由以马内利诗班、邦亚沙岸诗班、恩典诗班、吧巴诗班及俄裴诗班联合呈现
的诗歌，名为“道路、真理、生命”、“完全的救恩”及“神同在”。诗歌传达了主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唯独借着祂的救恩才能有机会到神的国享受永生，也传达
了真耶稣教会是一间有神同在的教会，是完全符合神旨意的教会。

台湾泸州教会四重唱小组

黄提摩太执事  王景华弟兄
梁利慕伊勒传道
和刘興伦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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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小区 - 诗颂飘扬之夜 （三）
2019年6月8日

再来有福音短讲，由梁利慕伊勒传道及翻译员刘興伦弟兄主领，主题为“一条又新又
活的路”，介绍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一条平安的路，使我们能被
罪释放，承受永恒的生命。感谢主，短讲大约有30分钟，会众造就不浅。接下来是
台湾泸州教会四重唱小组，由四个弟兄所组成的小组。所呈现的是诗歌163首“我灵
魂永安乐”及诗歌220首“火炼精金”。诗歌传达了主耶稣拯救我们的灵魂，使我们
能够在主里得享平安和永远的安乐。也让我们知道神所爱的，必会熬炼成精金；无论
身在何处境，有神的同在使我们不孤单，带领我们克服艰难，熬过患难。宏伟与優美
和声合唱，激劢人心感动不己。

随后由锡安诗班及纳闽诗班一同呈现的“Can It Be?”及“耶稣住在我心”，述说神
的大爱何等奇妙及耶稣住在心里是何等的喜乐无比。再来由东贡岸诗班、亚萨诗班及
兵南邦诗班呈现的“神的应许”、“天国的神”及联合交响乐团一同呈现的“盼望的
道路”，述说了这位天国的神赐我们得救的盼望，神的应许也绝不会落空，鼓励未信
着来寻找真神，寻找这个盼望的道路。佈道会在结束前，所有的诗班排列在两旁，来
个大合唱“真耶稣教会”，将今晚的气氛达到最高峰。然后由黄提摩太执事带领悟性
祷告及为会众祝福，最后众诗班与交响乐团再一次呈现“Shalom平安再会”告别会
众，为今晚的佈道会画上圆满的句点。       

完结篇
感谢主,诗颂飘楊之夜己经在歌声
揚揚中徐徐落幕了，各方面让人
有新的感受，新的感动。对诗颂
乐团达到专业水平好评如潮， 总
结来说，这次户外诗歌布道会，
大家合作无間，擬集力量，喚起
事奉的热诚，是不能被抹杀的。
期望往后亞庇小区能够培养出更
多本地的交响乐团成员来为主所
用，荣耀主的圣名。也期望大家
能再接再厉，以谦卑学习的心，
羡慕善工，热诚事奉主，为主传
扬福音，为主大大发光，荣神益
人。愿一切荣耀尊贵都归给天上
的真神，阿门！

亚庇小区诗歌班全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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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玛拉基传道与教务啊古尔执事於Kolinah姐妹的家里家庭聚会。地址在Kelatuan村。

李玛拉基传道列席吧巴教会的职务会会议；其议程的筹备7月2019年灵恩布道会的事项。

共有9位委员出席共商事项。李玛拉基传道与阿古尔执事於Liambi姐妹的家里家庭聚会；
地址在Mandahan村。盼望吧巴同灵们更积极参与访问的圣工，哈利路亚！

Kolinah姐妹的家                                吧吧教会职务会会议                   Liambi姐妹的家

吧巴教会 - 李玛拉基传道牧会
2019年6月19-21日

斗亚兰教会 - 布道会
2019年6月22日 

感谢赞美主！在主的带领与祝福下，纵使天气欠佳，斗亚兰教会于2019年6月22日
（安息日第二堂聚会），下午2时至下午3时30分举开的佈道会顺利完成。共有124位
信徒及7位慕道者（据登记记录）参与这场佈道会。慕道者们有的受到同灵的邀请；有
的则是接到两周前发出的请柬而来。佈道会的主题是“唯有基督是真光”。证道者为
杨撒该传道，而翻译员则是符憶婉姐妹。这次的佈道会中有三组诗班参与诗歌献唱 。
愿斗亚兰教会信徒热心追求神所托付的传福音事工。愿一切荣耀、尊贵和颂赞归于主。
哈利路亚！

百合诗班 爱餐 杨撒该传道和符憶婉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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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亚兰小区 - 诗歌联谊晚会
2019年7月13日

感谢赞美神!  斗亚兰小区假斗亚兰教会主办诗歌联谊晚会如期展开。

日期：2019年7月13日
时间：6：45p.m. - 9：00p.m. 
地点：斗亚兰教会  
主题：“主耶稣是我良友”。
司仪：Noumey 姐妹 ；   翻译：王美乡姐妹。
领会：杨撒该传道 ；       翻译：杨惠云姐妹。
证道：犹尼亚传道 ；       翻译：杨惠云姐妹。
布道诗班： 6组
出席人数：估计有450位

由于同灵们会前衷心参策划与分发邀请柬给慕道者，得主的眷顾。当晚出席的慕道者大
约90位。愿主纪念所有的筹委会人员、传道人，诗班成员、翻译员、技术人员、直播工
作人员、摄影师及为慕道者预备膳食的教会与负责载送慕道者的同灵。愿斗亚兰小区及
斗亚兰教会的同灵们能完成主所托付之宣道使命。愿一切荣耀、尊贵、颂赞都归于主耶
稣基督,阿门!

来自担波罗利中学的慕道朋友 来自丁基兰中学的慕道朋友全体诗班大合照

Yunias传道和杨惠云姐妹 儿童诗班在教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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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隆邦教会 - 灵恩布道会 
2019年7月25-28日

感谢主！真耶稣教会加隆邦教会一年一度的灵恩布道大会 (25-28/07/2019) 已圆满
结束。此次布道会主题为 ：耶稣就是生命。有将近二十多位慕道者出席这两晚的布
道会及一晚的诗歌布道会； 所有工作人员、讲道者及出席者都从丰盛神恩的得到造
就。

在福恩满溢的灵恩道布会中，有三位新受洗的小信徒 (分别是一至三个月大的婴
孩)，三位新受圣灵(两位的信徒和一位慕道者) ；领圣餐人数为两百八十八位信徒。
有神的福音、诗歌的沐浴、信徒亲述蒙恩见证，三天三夜的灵恩布道会在神满满的
祝福中画下句点。哈利路亚！阿门！

锡安诗班与青少诗班 三名新受洗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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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闽教会 - 姐妹团契灵修会 
2019年7月28日

感谢神！在神的带领与祝福下，纳闽教会于
2019年7月28日舉辦的姐妹灵修会顺利进行。
此姐妹灵修会是从上午9时30分直到下午12
时30分。

2019年姐妹灵修会的主题是＂婦女的角色＂。
总会差派迦勒傳道協助纳闽教会的聖工。感
谢神，出席者除了纳闽本会的姐妹還包括IPT 
Matrikulasi Labuan 就讀的学員.

藉着这次的姐妹灵修会，弟兄们也进行了联
谊活动 - 烹饪活动。弟兄们受安排以准备这
次聚会的午餐；他们用愛心準备了特别的佳
肴耒與大家分享.

因著这样的常年活动，不單能拉近同灵之間
彼此的关系，也能培养互相服事的精神。愿
神祝福並常与大家同在.

1) 聚会的气氛  2) 烹饪活动 3) 午餐 4) 弟兄们

1

2

3 4

姐妹们及迦勒传道 5位IPT Matrikulasi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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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动

9月1日 西埔架教会, 卡达利路士教会

9月5-8日 斗亞蘭教會

9月6-8日 詩巫教會, 波國空教會, 
巴度路古園教會, 西蓋教會,
西瓜地教會 (献堂礼)

9月12-15日 所摩頓教會

9月13-15日 古晉教會

9月19-22日 根地咬教會

9月20-22日 保佛62.5教會,比那嫩教會

9月27-29日 丹容亞路教會

10月4-6日 孟奴剛教會, 甘榜利馬教會
西那倫教會

10月11-13日 沙基基路教會

10月17-20日 亞庇教會

10月18-20日 巴隆教會, 冷谷B區教會, 實必丹教會

10月25-27日 沙卡裏教會

如您有兴趣想深入了解教会电讯或点评,请浏览完整篇。浏览网
址 :-  http://ga.tjcsabah.com  电子邮件地址: web.sga@tjc.org.my

除此,请大家为此圣工代祷。以马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