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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号: GA 9/1/SEC/2019 (51) 誌期：2019年10月16日

事由：“新真耶稣教会”扰乱事宜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发函。

参照联总来函，函号：真国联总字第19-048号；誌期2019年10月9日。

1. 近日教会或有收到“新真耶稣教会”之文件，因而感到困惑。

2. 依据韩国总会于2019年10月7日来函，函号: 真韩总第19-50号，针对以下四点作澄
    清：

    i.“新真耶稣教会”是十多年前韩国总会一些否定本会及真理的信徒在脱离本会后设
       立的教会。

    ii. 被迷惑到“新真耶稣教会”的人极少，目前对真耶稣教会韩国总会几乎没有任何    
        影响。

    iii. 真耶稣教会韩国总会认定他们为异端，并已除名处理。

    iv. 若收到“新真耶稣教会”发送之文件，建议退件或销毁。

3. 请各地方教会及祈祷所慎思明辨，避免为异端所迷惑。

4. 愿神的灵常与我们同在，并以恩惠慈爱保守看顾。

以马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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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沙总差派了三位传道前来协助这次的圣会，即是黄波阿斯传道，邓哈该传道
和张以撒传道。在两个晚上所举办的布道会不但获得斗湖小区各个诗班的协助也有多
位的慕道者出席。这次灵恩会，共有4位得圣灵以及3位受洗。愿一切荣耀归于主的圣
名。

感谢主，苏鲁東巴路教会为满足宗教教育
学生父母亲的要求，在2019年4月13日举
开了特别讲座会，其中讲員有邓哈该传
道，冯希里执事与约拿达执事。作为讲座
会主席，宗教教育系系负责收集了不少关
于信徒们在信仰生活上所面对各种困境的
问题卷。其中所要强调的信息是当持守并
忠心维护身为神儿女的身份。感谢颂赞
神，各位讲员都以圣经的教导做信徒疑难
解答来解答及在世界不良风气当下不受影
响。愿神保守苏鲁东巴路的每位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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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5月11日举办了孝亲敬老会以纪念老年人为兒女及教会付出的辛劳。在
所安排的环节里,其中有邓哈该传道分享了老年人所扮演的角色的道理。此外，橄
榄诗班与宗教教育联合诗班也献上甜美的歌声赞美神。教会安排赠送礼物给每位
長輩以示特别的衷心感谢。感謝主，这一次敬老会共有23位年長的同灵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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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脑教会 - 灵恩佈道会
2019年5月25 -27日

于2019年5月25至27日兰脑教会举办灵恩佈道会。总会差派杨撒该传道，拉撒路传道和
Seraya传道協助这次灵恩佈道会的进行。则于诗歌佈道会的詩班包括加利利诗班，羔羊诗
班和东贡安诗班。感谢主， 一位信徒领受圣灵，没人接受洗礼。

武吉巴拉川教會 - 靈恩佈道會
2019年6月15 -16日

感谢赞美主！在神的带领与祝福下，拿笃小区武吉巴拉川教会于2019年6月15至16日所
举开的灵恩布道会得以顺利地进行。总会差派了邓哈该及张以撒两位传道协助圣工。6月
15日晚上举行诗歌布道会，有宗教教育的儿童诗班、青少诗班、武吉巴拉川教会诗班及
西拉布甘教会诗班献诗。灵恩会期间，共有1位受水洗，2位受灵洗，41位领杯。求神继
续带领武吉巴拉川教会一切事工。願一切归荣耀給神。



6

担波罗里教会 - 诗班成员灵修会
2019年6月23日

2019年6月23日担波罗里教会举办
诗班成员灵修会。

出席的人数約 100位，亚庇小区共
有4所地方教会的诗班参於这次的灵
修会，出席的詩班包括有本会的沙
伦诗班及伯利恒诗班, 斗亚兰教会百
合诗班, 兰脑教会加利利诗班。

总会差派杨撒该传道，杨孝婉姐妹
(诗颂技巧讲员)来協助此圣会。

伊罗普拉教会 - 拿笃教会宗教教育来访
2019年6月23日

哈利路亚，感谢主，2019年6月23日，期待已久的 
‘美好之日’ 终于来临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

自从2019年3月份，本会灵恩会期间，听闻拿笃教会
的宗教教育将来访问本会的宗教教育，大家都兴奋不
已，非常期待 ‘美好之日’ 的来临。这是因为自从
2016年，本会的宗教教育设立以来，这是首次的访
问团到访，掀开了历史上的第一幕，意义非凡，情义
重。

到訪的行程確定之後，大家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筹备工
作。各班开始排练节目，如唱游、敲击乐、小提琴、
四弦琴、交响乐团等。负责人也订餐馆，筹备爱心的
午餐，让大家享用一顿美味可口的爱餐，增添身心体
力，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程。同时，也借此良机，大家
彼此联谊，促进主内一体的精神，荣神益人。

感谢主，灵修会在神的带领祝福下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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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小区 - 父母亲灵修会
2019年7月7日

感谢神！在祂的祝福和带领下，在
2019年7月7号父母亲灵修会顺利在东
贡岸教会举办。灵修会从早上9时开始
至中午12时。

灵修会共分成3个环節。今年灵修会的
主题是成为儿女的模范。讲员是 联总
差派的柯恒雄传道。共有120名兄弟姐
妹出席参加。在柯传道孜孜不倦的教
導之下，與为人父母者都能从中獲得
宝貴教養兒女的信息。

巴隆教会 - 敬老会
2019年7月14日 (上)

2019年7月14日，感谢主，巴隆教会以
誠挚敬老经訓举开“敬老会”。共有15
位老年人出席参加此活动。由吴约珥执事
和冯赫利执事带领。 他们分享的主题是
“要如何尊重长者”。此外，宗教教育合
唱团和巴隆诗班也到场献诗颂扬主名。 
过後有頒發礼物及午餐招待，讓与会長者
都享受主爱的团契生话，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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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隆教会 - 敬老会
2019年7月14日 (下)

吴约珥执事證道
宗教教育學員颁發禮物給
年長者 巴隆詩班呈現詩歌

亚庇教会 - 中国南京教会访问团联谊会
2019年7月19日

中国南京教会访问团于2019年7月19日抵达沙巴。感谢主此
次访问让中国南京教会能与亚庇教会弟兄姐妹在7月19日当
晚联谊会互相交流。他们之后也访问了多间亚庇小区的教会。
中国南京教会访问团一行十人，其中成员罗晓霞女执事任团
长，还有一位张建武先生为慕道者，其余皆为本會信徒。

当晚的联谊聚会，罗晓霞执事介绍了南京教会簡介 与教会历
史。罗晓霞执事也分享了当初如何信主及被按立为女执事的
见证。为此，罗执事透露了南京教会缺乏执事和传道。請為
此事代禱求主施恩帮助中国南京教会的发展。

谊聚会后，南京教会访问团被邀请到教会的综合楼茶室享用
由亚庇教会所准备的丰盛的茶点并彼此交流。罗晓霞执事知
道曾经聽到沙巴初期教會有一則奇妙的见证关于是關於山打
根教會一位陳方發弟兄，在三百米高的山上祷告时被圣灵提
举三米高，從這山飛到另外一座山，有一次这位弟兄飞离原
地约有七十六米之处，离人群飞的时候可听见种种声音，有
解答所求者，而其解答准确。罗执事在交流之时得知这位弟
兄就是亚庇教会黄約翰执事娘的父亲而感到意外的驚喜，竟
然能在这次访问中认识见证中弟兄的女兒黄約翰执事娘，稍
後两人并合照留影纪念。

感谢主当晚的联谊聚会圆满结束。于此也要感谢所有参与接
待工作，无论是接待，准备膳食,负责电脑操作，音响的弟兄
姐妹和司仪，愿主纪念他们的爱心与劳苦!

南京訪問團

黄约翰执事娘与罗晓霞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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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巴教会 - 灵恩布道会
2019年7月19 - 21日

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慈爱及祝福。吧巴教会今年的灵恩布道会顺利于2019年7月19
日至21日举办。今年的主题是多认识耶稣。沙巴总会差派以赛亚传道，迦勒传道及
拉撒路传道协助該圣会举行。

诗班有儿童诗班，吧巴青年诗班，吧巴诗班，以马内利诗班及以琳诗班献唱美妙的
诗歌。两名婴儿接受洗礼及7名慕道者参加今年吧巴教会的灵恩会。他们大部分是
吧巴教会的青少年邀请的同学。愿信徒们更积极参与佈道工作。以马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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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普拉教会 - 东区圣工人员进修会
2019年7月20 - 21日

主题 : 从圣经看"真教会的时期" 
地点 : 伊罗普拉教会  
讲员 :  陳但以理传道
人數 : 100

感谢主，一天一夜的圣工人员进修会圆满
结束了，大家收獲良多，得益不浅。这次
的进修会，从圣经的三本书卷大家学習到 
‘真教会的时期’，即但以理书的大像，
马太福音书的七个比喻及启示录的时间讓
我們瞭解：到底今日的真教会到了什么时
期？

原来，透过圣经，神老早就已預先告诉我
们真教会每个时期的进展。随着光阴的流
逝，每个时期所发生的事全都应验圣经的
话。可见，我们所信奉的神是掌管一切的
神，祂预知将来必发生的事。

无可否认，今日的真教会已经站在末期。
今日，活在末世的我们都目睹异端邪說频
频出现，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
冷淡了。可见，主耶稣再来之日已临近了。
请问大家做好准备了吗？做好了灵修的功
夫吗？完成了神所交托的两大使命吗？

别彼此相爭了，大家同心合意，兴旺福
音，牧羊主羊，建立神荣耀的教会。将
来，必无愧见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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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湖小区 - 宗教教育诗歌联谊会
2019年7月21日

斗湖小区宗教教育系举办的诗歌联谊会已在2019年7月21日在苏鲁东巴路教会进
行，感谢主这一次的有300位信徒参与。这次联谊会，除了能够欣赏到学生们甜美
的歌声赞美神以外，陈拿但业传道也与我们分享了有关赞美神的重要圣经教導。今
年也邀请很多父母親們一同出席，讓大家一同分享这一次的诗歌联谊会赞美神的气
氛。此外，也安排了见证分享来述说神奇妙的恩典。通过这次的联谊会，斗湖小区
也同时加强了信徒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培养基本信仰的认知和时刻当
以赞美诗来称颂神。

亚庇小区 -青年团契灵修会
2019年7月30日

于7月30日假亞庇教會举開亞庇小
区青年团契灵修会。有大约有60位
来自各地方教會弟兄姐妹参加。讲
员是洪多马传道和张西庇太执事。
这次的灵修会洪多马传道以”神的
奥秘成全了？”的题目来警戒我們
及分析有关世界末日将近的信息.主
要是提醒青年们不要向世界随波逐
流,而是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感谢
主，青年们虽是在假期中都能把握
時机前来学习神的道理並追求靈性
的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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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打丹教會 - 傳道巡牧聖工
2019年8月2日和20日

感谢主，必打丹教会有机会参加今年的亚庇小区宣牧工作。

2019年8月2日，必打丹教会亚萨诗班协助达瑙祈祷所的詩歌佈道会，当晚诗歌布道会的
主題是“更认识耶稣”。此外，亚薩詩班也参於丹容亚路教会的詩歌佈道会。

在牧养工作方面，李玛拉基传道，黄亚腓亚执事和邱雅各执事的帶领下，教会同灵们在
Atui弟兄和Felicia 姐妹的家中進行家庭聚会。
 
愿将牧養事工交託在神的手中，並归荣耀于主的名下從今直到永远。昐望有更多的同灵参
与传福音及牧养的工作。哈利路亚！

斗亚蘭教会 - 宗教教育户外活动
2019年8月4日 (上)

于八月四日斗亚蘭教会宗教教育举办户外
活动，参观地点是在丹容亞路可可王国。
参加人数有52位（学生 21位、教员8位
及家长23位）。
          
   还没出发前往丹容亞路可可王国之前，
学生、教员及家长们，早上八时都聚合在
教会，同心合意祷告后才出发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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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亚蘭教会 - 宗教教育户外活动
2019年8月4日 (下)

可可王国的工作人员不耐其煩向学生、教员及家长们讲解如何制作巧克力及巧克力饼
干的过程（因为不是每粒可可豆都是相同的能制作巧克力）、並且参观可可农场。

感谢主，学生、教员及家长们感到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不但能有机会体验
制作巧克力和饼干的过程，同時也增進師生及家長们的關係，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過
个快樂幸福的一天。

担波罗里教会 - 灵恩布道会
2019年8月8日

2019年8月8日至11日担波罗里教会举开灵恩大会。感谢主,灵恩会在神的带领祝
福下圆满结束。

总会差派杨撒该传道,洪多马传道,以利亚传道,森谨见习传道,希律弟兄和力奇弟兄
（神学生）协助此次靈恩會的舉行。

本年度灵恩布道会共有6位接受洗礼归入主的名下,受圣灵则有4位,领杯人数为
281位。

2019担波罗里教会灵恩会洗礼
兄弟姊妹与执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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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湖教会 - 灵恩布道会
2019年8月8 -11日

感谢主，斗湖教会于8月08-11日举开灵恩布
道会，并在8月10日晚举开诗歌布道会。这
次的诗歌布道会的主题为“一个身体，一个
教会”，当晚共有7个诗班前来协助这次的诗
歌布道会，在最后以联合诗班大合唱为结束
当晚的节目。总会差派了陈拿但业传道，黄
波阿斯传道，邓哈该传道与谭司提反长老前
来协助。感谢主，这一次的灵恩布道会有一
位婴孩接受洗礼归入主的名下，受圣灵则有1
位，领杯人数为291位。

良善诗班(斗湖) 大合唱

一位婴孩接受洗礼归入主名下

丹布兰教会 - 加影教会访问团来访
2019年8月14日 (上)

感谢主，在8月14日丹布兰教会接待了从西马来
的加影教会访问团。他们有24位信徒和一位执
事带领，该访问团里面有来自沙巴的信徒。

由于当时访问团是在工作日到访， 因此并非所
有丹布兰教会信徒可以拨空参与， 许多隣近信
徒也来参与与加影教会访问团的联谊聚会。

大合唱美家诗班(美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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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教会 - 加影教会访问团詩歌联谊会
2019年8月16日 (上)

有许多耒自沙巴留学的青年都能够踊跃参加加影教会的各项圣工；感谢主的恩典。

参与此次联谊会的诗班有亚庇团契诗班,下南南教会恩典诗班,及访问团一共有三组诗班
以诗歌彼此交流，赞美神。结束前，亚庇教会代表，黄迦得执事以及加影教会代表，何
提多执事互相赠送纪念品，以表彼此关爱之心。

 在主里团契原是神美好的恩典，盼望籍着此次的詩歌联谊，各处教会同灵能够彼此联路
互相認识，共享属灵之樂。

于8月16日亚庇教会举办诗
歌联谊会，欢迎西马加影教
会访问团(24位成员)的来访。
首先，亚庇教会教务黄提摩
太执事向加影教会访问团简
介了沙巴教会现况。访问团
的代表何提多执事在致词上
介绍说，由於加影教会座落
於几处大学的附近。因此，

丹布兰教会 - 加影教会访问团来访
2019年8月14日 (下)

该访问团到达时间为下午4时，随后他们以唱诗歌颂来互相联谊。诗歌联谊结束之
后，我们将自己果园里的当季水果和一些点心带来给访问团享用。

该访问团与我们将近一个小时的交流互动，我们也很高兴加影教会被安排来这里互访。
如果将来还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很高兴及欢迎与于其他教会建立友谊。愿一切荣耀
归于主的圣名。

访问团正享用点心和水果   执事和传道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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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教会 - 加影教会访问团詩歌联谊会
2019年8月16日 (下)

邦亚沙岸祈祷所 - 灵恩会
2019年8月16 - 18日

2019年8月16日至18日邦亚沙岸祈祷所
在主的恩典下成功举开灵恩会。 这次灵恩
会是在今年6月刚竣工的新祈祷所举行。
总会差派以赛亚传道, 迦勒传道前來协助
圣工。

首晚的福音布道会有儿童诗班及青年诗班
献詩。第二日晚间布道会参与献唱的诗班
包括儿童及青年诗班，达脑诗班，及远道
而来的亚庇以马内利诗班。当天的主题为"

更认识耶稣"。此次灵恩布道会共有5位水洗，3位灵洗及109人领圣餐杯. 

除此以外，感谢主丰盛的恩典。弟兄姊妹爱心奉献食物及物品, 使祈祷所受惠，在购
买杂货或厨房的用品方面，减少很多的开銷。愿一切的荣耀都归於全能的主耶稣基督
的圣名。

会众在新祈祷所合照



美里祈祷所 - 灵恩佈道会
2019年8月16 - 18日 (上)

亞庇以琳詩班    

感谢神的带领，亚庇教会的以琳诗班有机会来到相鄰的砂拉越洲美里市参与2019
年8月16 -18日靈恩佈道会的工作。这次除了27位参与献唱的诗班成员協助，还
有诗班成员的亲属们，以及协助翻译聖工的同工们都從远道而来参加此次的靈恩
佈道会。于2019年8月16日星期五早上的班机抵达美里.

美里祈祷所坐落在美里罗東区。此次靈恩佈道会连续举办3天。当地信徒热诚的接
待亚庇同靈，场面温馨。第一晚的福音佈道会由邓哈该传道领会，再来有由大专
生及中学生所组成的诗班献唱几首动听的诗歌，当地诗班成员大多来自沙巴及纳
闽前来美里大学就读的大学生以及美里中学生。会后有预备好的茶点来讓大家享
用。第二天，谭司提反长老带领早祷会，下午則由邓哈该传道、谭司提反长老及
睚鲁传道带领证道和祷告会，晚上举行诗歌布道会，由谭司提反长老主领，接着
有美里大专及中学青少诗班献唱，再来有亚庇青年诗班以琳诗班献唱，分别有八
重唱、姊妹小组以及大合唱为当晚画上美丽的句点。会后美里同靈用愛心預備美
食及本地水果，主里同聚是多麼美好的。第三天早祷会后有打开洗礼的恩门。一
些弟兄姊妹纷纷开车载亚庇同靈前往 Esplanade海边协助唱诗。接着有证道、祷
告会及拍大合照。餐后有洗脚礼及圣餐礼。最后由美里祈祷所负责人卢志海弟兄
做这次布道会的总结，水洗2人、灵洗3人。由于大部分的訪問團員因班機問題提
早返庇，所以留下的亚庇及美里同靈圣餐礼52人领杯。

记得在还没抵达美里前听闻美里空气污染严重，但很奇妙的是，在抵达美里的几
天前恰巧美里有人造雨，感谢神的安排，把空气污染指数降至最低。比起往年美
里小型的布道会，这是第一次邀请邻洲协助诗班的聖工，美里同靈们對此深表感
動，当晚有好些慕道者参加布道会，感谢主的带领。这次跨洲参与布道会的聖工
的机会极其难得宝贵，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无论身在何处，有神的同在就是神的家。
希望未来会有更多跨洲跨国的机会，让我们协助聖工之餘，也能在主里交流互
動，靈性得到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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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里祈祷所 - 灵恩佈道会
2019年8月16 - 18日 (下) 

洗礼现场

兵南邦教会 - 孝亲敬老会
2019年8月25日 (上)

世風日下，因著人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興趣愛好的不同而形成了前輩和晚輩之間
的代溝。也導致年輕人不願意接近老年人。甚至藐視老年人。有鑑以此，兵南邦教會
秉持聖經的經訓每年舉辦孝親敬老會，主要目的乃是傳承並發揚孝親敬老的美德，希
望透過這項活動，激發起年輕一輩、實踐對父母長輩孝順及培養與尊敬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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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今年的"孝亲敬老会"如期順利在2019年8月25日举办。当天有年长的父母
在孩子陪同下踴躍的來参加。李玛垃基传道以“孝親敬老”為當天的證道題目。除
了道理勉勵之外，節目也包括幼年班，少年班和青少诗班献唱。當天也特別安排了
個別的家庭合照“全家福”。節目結束後，教會安排了午餐招待並贈送禮物給長輩
和家長。

兵南邦教会 - 孝亲敬老会
2019年8月25日 (下)

西埔架教会 - 灵恩布道会
2019年8月29日- 9月1日

感谢主，西埔架教会于8月30至
9月1日一连三天举行灵恩会，
并于8月29-31晚举行福音佈道。
灵恩会的主题是“何不今日归耶
稣”。

总会差派黄波阿斯传道、陈拿但
业传道、张以撒传道和见习传道
艾迪弟兄协助本会的灵恩佈道会。
此次的灵恩会共有2位婴孩受洗
归入主名下，受圣灵有4位，
289位领受圣餐礼。

感谢弟兄姐妹的热心奉献,愿一
切荣耀归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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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