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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号：GA 9/1/SEC/2019 (44)             誌期: 2019年9月19日
 
事由：联总规定之教会体制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发函。
 
1. 依据联总第十六次常务会议，议决如下：
 
   a. 教会圣工体制与财务管理乃秉圣经真理、国家法律规定及本会世界代表大会  
       所制定规范。

   b. 圣职人员若非受教会差派，不可私自施洗，以维护教会体制。

   c. 若有信徒假借国外或本地教会圣工之名，借由网络 / 社交媒体 / 其他方式
       私自募款，教会应制止此类未经授权之募款行为。
 
2. 各地方教会与祈祷所当于安息日报告并张贴于布告栏，供信徒参阅。
 
 
以马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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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沙巴总会文宣处
马来文出版小组工作报告

感谢赞美主，因耶稣基督于二零一九年度带领了沙巴各地所举办的属灵刊物出版的
训练工作。文宣处向所有《春雨》季刊的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谢意，因他们不辞劳
苦、不分昼夜忙于季刊出版的工作。

也不忘感谢东海岸区、内陆区及西海岸区所给予的充分合作，让文宣活动能成功地
举办。在此，特别感谢全体信徒的大力支持，能继续阅读本会出版的属灵刊物。愿
主耶稣基督祝福大家。阿们。

以下显示下到在基層工作特别是沙总会文宣处所提供的训练。

区域 冰谷 内陆小区 纳闽 保佛

地点 暖地教会 根地咬教会 纳闽教会 实必丹教会

日期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
十日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
三日至十四日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
日至十四日

二零一九年八月九
日至十一日

时间 晚上七时三十分至
晚上十时

晚上七时三十分至
中午十二时

上午八时三十分至下
午五时

上午八时三十分至
下午五时

纳闽教会美术编辑及《春雨》
季刊出版训练小组

训练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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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人数 十四人 十三人 十三人 十三人

负责
人员 《春雨》季刊委员

1. 郑静妃姐妹 (沙巴总会
工作人员)

2.《春雨》季刊委员

1. 魏迦瑪列执事

2. 陈婉恩姐妹
3. 玛拉基 Tarintim 执事

1. 玛拉基 Tarintim      
    执事
2. 梁云贵弟兄 

活动
1. 出版工作简介
2. 出版基础课程
3. 座谈会

1. 编辑属灵刊物
2. 设计图案课程 
3. 座谈会

1. 出版工作简介
2. 设计图案及摄影课程
3. 座谈会

1. 出版工作简介
2. 马来文语法练习
3. 座谈会

《春雨》季刊出版课程之参与者 内陆区《春雨》季刊出版课程之参与者

文章编辑工作课程之参与者 纳闽教会美术编辑及
《春雨》季刊出版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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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打巴鲁教会灵恩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至十一日

哥打巴鲁教会于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至
十一日顺利举开灵恩会。这次协助灵恩
会的有三位传道人，其中包括拉撒路 
Gunchuab 传道，巴拿巴 Gimbadong 
传道以及撒迦利亚 Aloi 传道，也有两
位 执 事 ， 包 括  S i l w a n u s  执 事 以 及 
Clement Chong 执事。

在这次的灵恩会中，四位领受圣灵，四
位接受洗礼。接受洗礼者包括一位成

人，两位小孩及一位婴儿，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参与协助圣工的诗班有来自根都望
教会以及亚庇教会的诗班成员。在灵恩会的最后一天，共有一百卅三人领受圣餐。
愿一切荣耀归于耶稣基督的圣名直到永远。

巴隆教会灵恩佈道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上)

感谢主！二零一九年巴隆真耶稣教会灵恩佈道会于十月十八至二十日举行。圣会期
间共有三位传道协助圣工，分别为邓哈该传道、甘多马传道以及巴拿巴传道，感谢
传道们为我们供给灵粮，愿神纪念他们的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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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隆教会灵恩佈道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下)

也感谢小区内前来献诗的诗班：斗
湖教会的良善诗班、美家诗班、苏
鲁东巴路教会的橄榄诗班、古纳诗
班、伊甸诗班（巴隆教会及苏鲁东
巴路教会联合诗班）与巴隆诗班。

不忘了巴隆教会全体信徒，无论是
会前的准备工作，亦或是圣会期间
协助圣工、奉献等，更加少不了的
膝下功夫，在同心合意之下，才能
使此圣会顺利召开并圆满结束。

今次一共有两位信徒得到宝贵的圣
灵，并有二百三十四位领杯。愿一
切尊贵、颂赞、荣耀归于天上我们
的父神主耶稣基督，阿门！

邓哈该传道证道

伊甸诗班

良善诗班

甘多马传道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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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普拉教会宗教教育年末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廿七日

感谢主，第四届伊罗普拉教会宗教
教育年末聚会于二零一九年十月廿
七日顺利的举行。约一百一十一人
出席此圣会，包括五十一位学员、
廿二位教员、卅八位家长，本会信
徒与慕道朋友参半。

一大清早，学员们早早起身，穿上
整潔的衣裳，兴高采烈地带着哥哥
姐姐、父母、公公婆婆等一同出席

今年度的年末特别聚会。此时，家长有机会目睹子女在神的家中所学习到
的，如唱诗颂赞神、弹奏乐器赞美主、以戏剧呈献圣经的真理、背诵六十
六卷圣经书、背诵真耶稣教会的十大信仰。。。此时此刻，家长与教员都
觉得孩子们在主里长大了，值得欣慰的是他们都在神的家中快乐地成长，
有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越来越像主耶稣！

‘年末聚会’显示一年的时间眨眼间过去了，但这并不代表圣工的终结，
反而是给大家带来另一种新的推动力，迈进新的一年，朝着主耶稣升天前
所交托的使命不断向前迈进，直到主再临之日。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廿二章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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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建跑日
二零一九年十月廿八日

感谢主，于二零一九年十月廿八日在丹容亚路 Perdana 公园 顺利的举办了
家庭建跑日。这项活动由亚庇教会青年所举办，多数参与者为一家大小和青
年们，活动大约三小时时间。建跑开始前有紀末底改执事带领悟性祷告。

开跑前，Helen 姐妹带领大家做热身远动，并且也有来自加隆邦青年协助活动。大大
小小满面笑容兴高采烈。建跑有分为三组：三公里，六公里和十公里。

建跑结束前，谭司提反长老带领祝谢。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为大家预备了早餐及每
人一份免费冰淇淋。这项活动不但能提升身体的健康, 更重要是一家人，弟兄姐妹能在
主裡增进彼此的关系。感谢主使当天有个美好的天气，也很感谢弟兄姐妹的配合,愿意

在清早聚集在公园参与这项建跑。(照片取自于：黄志康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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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的恩典和带领下，山打根西埔架教会宗
教教育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星期六)晚上
七时三十分，假西埔架教会会堂顺利地举行了
二零一九年度宗教教育年末聚会。大约二百位
同灵包括父母亲，教员们和学员们都踊跃地出
席年末聚会。 

年末聚会于晚上七时三十分开始，由魏迦玛列
执事带领唱诗祷告。之后由驻牧传道-黄波阿
斯传道和西埔架宗教教育系负责赖秋明弟兄致
词。致词完毕后，就开始节目呈献和颁奖。幼
儿班，幼年班和少年班， 国文班，初级班和中
级班，还有教员们都分别献上诗歌。宗教教育
当晚颁发了四个奖项：聚会记录最佳奖， 圣经
常识优异奖，成绩优良奖和幼儿班乖宝宝奖。
除此以外，当晚也有幼年和少年班学员们乐器
演奏。

会堂里的年末聚会节目结束后，出席的全体同
灵们移步去会堂旁边的草场享用茶点。各种各
样、琳琅满目的茶点、食物、甜品和饮料摆放
在桌面上，大家一边快乐地联谊，一边感恩地
享用爱餐。感谢主二零一九年度宗教教育年末
聚会圆满结束，回家前幼儿班教员分派一份出
席奖给予全体出席的同灵们。

山打根西埔架教会宗教教育年末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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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闽青年运动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

感谢神！在神的帶领及祝福下，纳闽真耶穌教会青年运动会顺利
与二零一九年进行。这个运动会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在纳闽 
JS 运动中心礼堂举办。运动会举办时恰逢杨撒该传道及 Simzin 
见习传道的牧养访问。运动会的程序包括有氧运动、羽毛球、乒
乓、排球和室内足球。

非常感谢神因为信徒们非常踊跃参加，不仅是青年及大学生，连
父母们，宗教教育系及几位慕道者也一起参与。这个运动会的成
果不但增进信徒们之间的感情，而且也聚集了一些比较少来或已
经很久没有来教会的信徒，让他们能再次兴起他们的精神来到教
会。愿教会能继续举办这样的活动，因为通过这个活动也能显出
大家彼此之间的关心。

有氧运动

青年运动会举办委员 羽毛球参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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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契烧烤会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廿三日

为了增进青年之间的联谊及互动，亚庇教会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廿三日举办了青年团契
烧烤会。当天晚上虽然下起雨，也无法稍减弟兄姊妹前来参加的精神与热情。报名出席
的成人与小孩共有八十位,反应良好。

在烧烤前，青年组委员连同热心的弟兄姊妹们纷纷忙着预备烧烤柴料与各种为烧烤所预
备的丰盛美食，水果及饮料等供大家享用。由于当时处于雨天,原先计划的户外烧烤地
点改为会堂与停车场间屋顶下的走廊处。面对着小雨,要在烤炉内起火更是考功夫;清理
地面积水也是考能耐。感谢主,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烧烤會依然顺利进行。

在烧烤的当儿，青年委员们特别预备了暖身唱游节目, 青年的活动短片，及简单介绍青
年聚会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四，盼望能鼓励更多青年的参与。当晚有黄提摩太
执事带领谢饭,大家才陆续排队领取已烤好的食物。结束前大家分工合作收拾清理场地。

感谢主，弟兄姊妹都很珍惜主内联谊的机会，凝聚的温暖与大家的热情暖和了寒冷的夜
晚。但愿主常与主爱的儿女们同在，也希望教会能举办更多类似的联谊活动。

周允诺弟兄介绍青年活动 开心的小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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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即将到尾声，就在十一月廿六日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宗教教育年末特别聚
会。今年的主题是爱、喜乐、生命。

众所周知，宗教教育是教会增長的要素之一。身为亚庇小区最大型的宗教教育事
工，共有三百八十八位学员，一百四十一位教员，在亞庇教会举办更感到主所託付
责任的重大。因此愿大家帶起祷告的手，为此圣工代祷，使到如此庞大的圣工体系
能够順利举办下去。

首先会堂的特别聚会由洪多马传道带领会前唱诗与祷告。接下来由黄提摩太执事代
表亚庇教会教务致词，宗教教育系代表由周瑜微姐妹致词，家长代表由梁云龙弟兄
致词以及贺超洁弟兄代表学员致词。

接着就是学员最期盼的颁奖仪式。颁发的奖品归类为成绩奖与出席奖。除了亚庇教
会学员，丹布兰教会的学员也加入我们的宗教教育特别聚会。感谢主多位学员都能
得到出席奖，代表着学员都还重视着宗教教育课程，愿意牺牲周末时间来亲近神。
聚会结束的唱诗与祷告也由洪多马传道带领。

亚庇教会宗教教育年末特别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廿六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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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育颁奖仪式结束后，长执、家长、教员和学员们都纷纷移步到综合楼
礼堂等待观赏学员们年末特别聚会诗歌献唱与表演。

接下来再由可爱的巫文幼稚班小朋友随着自制的道具带来关于以斯帖王后精
彩的戏剧表演。感谢主的带领，年纪小小的小羊能用小小嘴巴藉着诗歌表达
神的伟大与小小双手述说圣经中的故事。

之后由中文幼年班的小朋友呈献几首儿童诗歌，边唱边做着动作让会众看了
赏心悦目。接着由巫文幼年班小朋友也呈献了随伴着动作的儿童诗歌。他们
之后还邀请了会众起立一起做动作，带动全场气氛。

再来分别由巫文少年班与巫文青少班前后献上美妙动听的诗歌。

接下来由中文青少班出演一部话剧关于学员星期天到教会参加宗教教育课程
在课室里的情形。这部话剧主要述说现代的学员被世上的事物所影响而忽略
了宗教教育课程。学员不该以世上的事务作为忽略神与教会的藉口。话剧之
后，青少班也呈献一首诗歌—— “回家”配合话剧的故事，歌词里有句述说
“回到永恒爱的家”主要是劝导我们勿要离弃神，再繁忙都要记得回到神的
家来敬拜祂。

下一组表演由中文少年班呈献诗歌朗诵——《重获新生》。这部话剧主要表
达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总会有彷徨无助、无依无靠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有一
位真神可以依靠，祷告使我们不再担忧害怕。感谢主这部话剧是由少年班学
员在台下亲自指挥她的同伴们。这是一个良好的培养让学员能够学习预备将
来为主做圣工。

亚庇教会宗教教育年末特别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廿六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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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组由青少班与亚庇教会以琳诗班合唱一首诗歌—— “神同在”。在台
下也有几位学员弹奏乐器作为伴奏。神赐给每个人各有各的恩赐使我们能够
在神的家发挥所用，帮助教会各项事工。

这是与以往几年前所表演的有所不同。学员不再是单方面以诗歌来呈献，此
外也加入了戏剧能让每个人都明白对神应有的态度。前来参与孩子宗教教育
年末特别聚会的家长看到孩子甘心努力为主所带来的呈献也欢喜快乐。

之后，洪多马传道带领大家一起祝谢预备享用美味的午餐。

感谢主的带领使这个节目圆满结束。感谢各位教员的辛苦，学员的努力与配
合带来了那么棒的表演能够献给神以及在厨房预备给我们丰盛午餐的同工们。
愿主纪念大家的辛劳！

巫文少年班 中文少年班 中文青少班

巫文靑年班 青少班与以琳诗班合唱

亚庇教会宗教教育年末特别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廿六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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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同灵到访伊罗普拉教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廿九日至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廿九日至三十日(星
期五至星期六)，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美
好之日，因为有十位来自英国的同灵
來访伊罗普拉教会。他们一行人是石
灵道执事夫妇、邓雅各执事夫妇、何
大卫执事夫妇、何司提反执事夫妇及
黎德胜弟兄夫妇。

感谢神美好的安排，让大家有机会一同参加两堂的安息日聚会。在神所赐福的日子
里，大家聚集一堂纪念神的创造，共享身心的安息，也共同仰望天国的安息，好得
无比。星期五的安息晚聚会由何司提反执事分享‘活着就是机会’；星期六的安息
日聚会则由邓雅各执事分享‘人离本处飘流’。之后，本会的儿童诗班献诗，赠送
纪念品及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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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鲁东巴路教会台湾赵宏仁传道来访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赵宏仁传道与传道娘在梁云贵弟兄与魏迦玛列执事的陪同下访问了斗湖小区的
教会。在短暂的与信徒会面中，赵传道给他们带来了信心与安慰因为在主里我
们都是一家人。赵传道也提醒在神的爱中没有肤色与种族的区别。另外，祷告
所发出的灵言都是一样的.

在这次的访问中,也带赵传道到访斗湖几个旅游胜地。其中包括 Tinagat 海滩(也
被称之为 Batu Payong 海滩) 下午，带赵传道与传道娘到访斗湖山公园(国家公
园)。根据赵传道，斗湖山公园的自然美景确实独特。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来自台湾林口教会的陈弟兄探访苏鲁东巴路教
会。年龄虽达七十六岁，陈弟兄却没错过这美
好机会来访问苏鲁东巴路教会。目睹了曾访问
过的旧会堂有如此巨大的变化，陈弟兄发现苏
鲁东巴路教会充满了神的祝福与领导。陈弟兄
的到访也受到约拿达执事与家人爱心的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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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打根西埔架教会巴生教会同灵访问团
来访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感谢主，西埔架教会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接待了来
之巴生教会的访问团，访问团的成员共有廿一位同灵其中包括两位
执事，那就是李以撒执事与陈亚伦执事。

此访问团主要目的是前来参加李俊龙弟兄凌曼穎姊妹在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十五日于西埔架教会举行的结婚典礼。

西埔架教会感到非常的开心能有机会接待来之马来西亚半岛的同灵。

在访问团访问期间也参观了山打根周围的旅游景点和特色美食，访
问团也趁着安息日聚会后献唱诗歌，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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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罗普拉教会伯大尼与巴生同灵来访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六)
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美好之日，因为
有十八位来自西马伯大尼与巴生的
同灵到访伊罗普拉教会。

感谢神美好的安排，让大家有机会
一同参加安息日聚会。在神所赐福
的日子里，大家聚集一堂纪念神的
创造，思念主耶稣救赎之恩，共享
身心的安息，也共同仰望天国的安
息，好得无比。

感谢主，李以撒执事与大家分享
‘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主耶稣的
救赎之恩临到我们是莫大的恩典，
實难以笔墨形容神的大爱，更难以
报答万分之一。

接下来的环节是互相介绍、诗班献
诗、赠送纪念品及大合照。散会
后，大家握手寒喧问安，拍照留
念，洋溢主内一家親的精神。

最后，大家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踏
上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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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教会短期神学班结业礼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上)

感谢主，一年一度第二及第三学年短期神学训练班结业礼终于在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十五日下午两点至下午五点在亚庇教会圆满结束了。这次的第二及第三年
出席参加的学生大约有二百五十七人，受圣灵人数共有七人。

当天是由叶雅各传道带领唱诗及祷告。接着由总会代表梁利慕伊勒传道致词，
勉励同学们学而知不足，不是追求知识上的满足，而是追求更像耶稣，凡事都
要依靠神，把所听的道理学以致用，遵守神的道，持定到永生。

再来就由讲员代表，来自台湾的赵宏仁传道致词，勉励学员们把神的道记在心
上，在未来的路上总要依靠神，不要使诚实与慈爱离开你，当敬畏神远离恶事。
然后由学生代表，第三学年的班长，Diklah 弟兄致词。在致词中感谢亚庇总会
看重青少年们的信仰，感谢教会为了筹备神学班花了不少费用。接着也用了几
节经文作为感谢与勉励。

赵宏仁传道 叶雅各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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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教会有颁发成绩奖给第二及第三学年成绩优秀的学员作为鼓励，接着传道们
颁发结业证书给第三年的学员。颁发证书过后，就到了献唱的环节，首先是有由
第三学年的学生献唱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和“God Is There！”。接着有第二
学年的学员们加入一起大合唱，“神学班的生涯”ˎ“Love Grows Here”，以及
“神，同在”。在结束前，教会的长执传道们为第三学年的学员们按手祷告祝福。

身为第三学年的神学班的学生，希望大家可以把在这三个星期所学到的神的道理
謹记心中，也要在生活中实行出来，好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而荣耀神的名，并
不要忘了回到各自的地方教会多做主工，为主传福音，帶动当地教会開展。(照片
取自于: 黄志康 弟兄)

亚庇教会短期神学班结业礼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下)

第四十之次全州代表大会，沙巴总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一日至廿二日(上)

感谢主的帶領祝福，沙巴总会第四十五次全洲代表大会于沙巴总会大楼会议厅举
行。日期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至廿二日，時间是從当天的傍晚七時三十分开
始，至翌日的下午五時卅分結束。

全州各处教会所差派的代表出席人数一共有一百卅七位。 包括西区代表四十位，
观察員九位，東区代表十六位，观察員两位，内陸代表廿三位，观察員四位，总
会理事廿一位，传道十八位，实习传道四位。大家共濟一堂，商討会務的進行。

毕业生 诗班献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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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之次全州代表大会，沙巴总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一日至廿二日(中)

大会议程包括檢討及覆準前期会议及决议事項，前期
各項工作报告及财务报告等，以及明年事工计划及核
准新的财务预算案。

廿二日下午会议完成後，在下午四時卅分，举办圣餐
礼做为這一次会议的結束。沙巴总会感谢所有來赴会
的各处代表们出席。同時感谢亚庇教会提供场所预
备，包括住宿，交通，膳食，让参于者能够在舒适环
境下参加此次会议。愿神賜恩带領沙巴教会的事工，
大家同心合意的为兴旺福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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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旨意之下完成所拟定的各項事工计划，也感谢神让这一次会议順利的进行，
完美的落幕。愿一切荣耀，颂赞，感谢归于天上的真神主耶稣基督。

亚庇教会厨房炊事组访问丹南之旅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五(上)

第四十之次全州代表大会，沙巴总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一日至廿二日(下)

感谢主，亚庇教会厨房炊事组于趁着公共假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五日星期三前往根
地咬及丹南访问教会。这次的访问团共有三十位，出动三辆教会车。一大清早，大家
纷纷抵达亚庇教会集合，在出发前练习联谊诗歌，祷告，拍团体照及交代事项，大约
在早上七时出发。
 
我们先抵达根地咬茶店享用早餐，随后才陆续抵达根地咬教会。由于时间上远远超出
原先计划，但感谢主，根地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预备了丰盛的午餐，热情地迎接我们。
餐后做个祷告，感谢神的带领，并求神继续带领前往丹南教会的路程。接下来我们献
唱了中文及国文版本的诗歌，名为“我们是一家人”，做为联谊。随后根地咬教会教
务鲁孚执事介绍根地咬教会的历史及现况。离开前，我们拍了大合照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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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一站，就是沙巴第一家拥有玻璃桥的观光地点“杨家村”。那里不
只是迷你动物园，也有迷你游乐场，射箭场，吊桥及玻璃桥，还有保留前
辈们留下的古董宝物供我们欣赏，给年长一辈的弟兄姊妹们勾起往事回忆。

接着，我们前往丹南一家名为“志兴”的餐厅。老板亲手下厨果然一级
棒，一道道津津有味丹南当地美食逐桌送上，例如丹南玉米鸡，丹南樹仔
菜，丹南豆腐，丹南春卷汤，丹南扣肉等等，让我们大飽口福回味无穷。

亚庇教会厨房炊事组访问丹南之旅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五(中)

终于到了丹南教会。当地的长老执事们热情地迎接我们。我们在祷告后，
黄雅各长老做个教会簡介，并大方赠送我们一人一本五十周年纪念笔记本。
会后有水果及饮料接待大家，再来大合照。

在返回亚庇前，不忘了参观馳名国内外的丹南益和咖啡公园。在那里不但
可以品尝香浓咖啡和茶外，也可以逛益和手信小店。大家大包小包的买回
家，可说是大丰收。最后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善好的回忆返回亚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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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教会厨房炊事组访问丹南之旅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五(下)

感谢主的带领整天的路程都能順利平安，
也赐我们美好的天气，短暂的小雨才能平
衡炎热的天气，一切都那么的美好。感谢
同灵们的爱心接待，也感谢三位司机不顾
辛劳的把大家平安的送抵目的地。

盼望以后教会能有更多机会举办类似的活
动，一起共享属灵之乐。

亚庇教会信徒大会
2019年12月28日(上)

亚庇教会于十二月二十八第二与第三堂的安息日聚会进行第三届信徒大会。
举办信徒大会的目的是为了让信徒了解教会全年内所进行的各项事工与教
会未来事工发展和计划。亚庇教会信徒也可以藉此会议分享各自意见。

信徒大会首先由黄提摩太执事以唱诗与祷告奉主耶稣圣名开会。亚庇教会
大会主席和会议秘书还是分别由洪多马传道和王景华弟兄来担任。教务代
表黄提摩太执事汇报关于亚庇教会教务事工以及教会常年活动报告。其中
包括首次与亚庇小区協辨的大型户外佈道会，黄执事也谈及二零二零年度
工作计划，包括有推行安息日早祷会，成立福音宣道或关怀小组和设立亚
庇教会长青团契。

杨家村

益和咖啡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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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教会信徒大会
2019年12月28日(下)

文书代表王景华弟兄报告关于二零一九年亚庇教会职务会成员及负责干事，
亚庇教会教势，信徒登记事项与进度，电子会讯计划，全年洗礼及灵恩布道
会计划等等。二零二零年度文书计划则有完成信徒登记工作，后续信徒卡工
作，培训资讯人员协助事工发展以及提供信徒资料报告给所需的工作单位如：
团契，宣教，牧养及访问。总务代表陈志丰弟兄报告关于二零一九年教会内
外，综合楼与五层楼已改进或修补的设备。财政代表黄革来执事则汇报二零
一九年度财务报告与二零二零年度财务预算案。二零二零年度查账员还是由
王伟恩弟兄来担任。

信徒大会中途也让大家休息十五分钟享用茶点。当天也有一家信徒从吉隆
玻，梳邦教会来拜访亚庇教会。亚庇教会弟兄姐妹与曹弥迦长老也在享用茶
点之时与他们互相交流。感谢主，信徒大会于下午四时以唱诗与祷告作为结
束。此次出席信徒大会的人数共有一百十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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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鲁东巴路教会年终感恩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八日(上)

今天的安息日聚会后安排了年终感恩聚会的各项崇拜活动. 其中包括下午的
安息日聚会，东区负责邓哈该传道与代表教务的约拿达执事致词。

接下来有财政冯志坚弟兄的财务报告。除此之外，也有橄榄诗班与宗教教
育联合诗班以美妙的歌声献唱赞美神。

在教会的饭厅也举行了交换礼物的环节，目的是促进信徒之间在主的家中
的友爱与家庭联系的精神。此活动成为了今年度一切圣工的焦点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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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鲁东巴路教会年终感恩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八日(下)

二零二零年安邦

下南南年末感恩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卅一日(上)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首先在此祝大家二零二零年新年快乐。感谢神我们
依然在天父的看顾及保守下。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卅一日, 下南南教会
的信徒举办了年末感恩聚会。

节目开始由叶雅各传道带领证道。再来由 John Koh 弟兄分享见证。接
着由恩典诗班献唱诗歌。然后观赏二零一九年的年度幻灯片。透过幻灯
片带给我们感动，就是每一件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我们都应当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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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堂里的幻灯片播放完毕后， 信徒们都
移步到饭厅享用茶点， 然后有开心抽奖
环节以及小弟弟 Isaac Chin 的独奏呈现。
幸运抽中礼品的信徒们脸上充满笑容。

感谢主，感恩聚会就这样顺利的举办。
结束前，再由叶雅各传道带领祷告。

但愿在二零二零年这新的一年里，大家
都能积极在神的教会里以及带丰富的收
成回天家。愿一切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
全能的神的名，阿们！

下南南年末感恩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卅一日(下)

亚庇教会年末感恩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卅一日(上)

亚庇教会蒙主带领于十二月卅一日
举办了历年的年末感恩聚会。教会
负责人爱心筹备、订了餐馆的美味
佳肴。此聚会由黄提摩太执事主持
带领唱诗、祷告，洪多马传道在聚
会上证道及吴虎城弟兄作为当晚的
司仪。场地座无虚席，同灵们都积
极参加年末感恩聚会感恩主在一年
里的保佑与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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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教会年末感恩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卅一日(下)

接下来，由团契诗班、以马内利诗
班及以琳诗班献唱诗歌颂赞主。今
年以琳诗班以快闪的方式走上前献
唱，让同灵们有别一番的新鲜感
呢！

接着下耒，观赏幻灯片回顾一年来
的各项活动与事工 及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教会再次赠送每位出席的同灵
们一包米作为赠品。

愿主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帶领教会所
设定的各项事工计划，同灵们能够
在灵性上長進，坚持跟随主脚踪行
完天路。以马内利！

伊罗普拉教会年末感恩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卅一日(上)

滴答滴答，秒钟不停地旋转，一分一
秒,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过去了,转眼间
又到了二零一九年的最后一天,几个
小时后就进入新的一年。

在这最后的时刻，因神的爱，我们能
够来到神的家中,思念主恩，展望将
来，真觉得感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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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道中，李玛拉基传道与我们分享感恩事项与努力目标。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带
领全家信主，加强探访与关怀，更积极参与事奉，战战兢兢作成得救的功夫。

接着，各诗班以诗歌赞美主，如儿童诗班,以勒诗班,利河伯诗班,团契诗班及交响乐团。
愿大家的歌颂达到神面前，讨主喜悦，蒙主悦纳。

伊罗普拉教会年末感恩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卅一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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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湖教会年终感恩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卅一日(上)

光阴似剑，转眼间二零一九年又来到了尾声！感谢主,二零一九年最后一场聚会
在神的带领和祝福下已圆满结束了。斗湖教会每一年的十二月卅一日都会举办
年终感恩聚会，当然今年也不例外。像往年一样，感恩聚会分成3个部分。聚会
于晚上六时三十分开始。

首先，感恩聚会由邓哈该传道在会堂里带领唱诗祷告，之后是由斗湖教会副教
务谭尼哥底母执事为信徒报告有关一年来的常务事项及财务报告。最后以大合
照结束当晚在会堂里第一部分的节目。

之后，全体信徒移步到综合楼前的停车场享用晚餐。年终感恩聚会的晚餐都是
以爱餐的方式进行。每户家庭都会带一道菜肴前来和大家共同分享。看到桌上
掰满了弟兄姐妹们以爱心准备的菜肴，心里充满了无尽的安慰和感谢。在感谢
祷告后，大家就开始享用爱餐并同时享受主内同灵的团契,其乐融融。

爱餐结束后，教会准备了视频让众信徒观赏，一同回顾过去这一整年教会举办
的活动的点点滴滴。回忆起过去的一年，所有安排的一切圣工都能如期顺利进
行，感谢主！这都是神一路的带领与眷顾。就像(申命记十一章十二节)所记载
的，“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 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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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湖教会年终感恩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卅一日(下)

年终感恩聚会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众所期待的环节-幸运抽奖。主持
人 Clement Chong 弟兄首先向赞助礼物的一班执事和弟兄致谢，然后
以家庭为单位抽取礼物。二零一九年年终感恩聚会就这样在弟兄姐妹
们一番的欢笑和团契下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从岁首到年终，我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度过，这已是神赐给我们满满的
恩典与祝福。愿神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继续的保守看顾，带领教会的同
工以及弟兄姐妹能够顺利按照神的旨意完成所有的事奉和一切所安排
的圣工。

愿一切荣耀，颂赞及尊贵都归于全能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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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喜信息

新受洗信徒

感謝主，我们欢迎五位領受真耶穌
教会洗礼，洗脚礼，与圣餐礼的新
弟兄姐妹們，我们將在此介紹新受
洗的同灵，如果在教会里遇见他
们，不妨聊一聊促进彼此的认识。

東贡岸教会洗礼者一位，
以利沙传道儿子 Abdon 
Razani (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十日)

 劉玄慧姊妹 Adriyel Josren 小弟弟  徐达宏弟兄  麦伦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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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喜信息

婚礼

愿神继续帶領这三对新婚夫妇建立美满的家庭，
在信仰旅程中携手同行，同承生命之恩。

李俊龙弟兄凌曼穎姊妹的婚礼
(山打根西埔架教会）

梁銘恩弟兄与麥恩倍姊妹的婚礼
(斗湖教会)

梁謝恩就与叶剑紅姊妹的婚礼
(斗湖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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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 灵恩布道会

  五日至八日   东贡岸、双涯亚卑

  六日至八日   卡巴拉佬

  七日至八日   古纳

  十三日至十五日   邦卡拉纳

  十九日至廿二日   古达、伊罗普拉

  二十日至廿二日   必打丹

  廿七日至廿九日   下南南、古苏苏、苏镜、拿谷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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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