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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主耶稣圣名作见证。这个见证发生在古望教会的 Tarintim Durasip 弟兄

（六十五岁）身上，日期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五）。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六日，政府宣布了一项全国人民行动管制令，以遏制由新冠

病毒引起的高度危险性传染病。

一般上，古望教会每个星期二都有举行崇拜聚会。在星期二当天（二零二零年

三月十七日），由于沙巴总会响应政府宣布停止一切公共聚会活动。古望教会

也因此暂停了聚会，但古望教会的信徒仍然各自在家中进行崇拜。

在星期四（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九日），我们一家人进行了家庭祭坛崇拜。在家

庭聚会中，我们分享了记载在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神的道：“...你们当

听从我的话，我就作你们的神，你们也作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

道，就可以得福。” 

聚会结束后，我们一家人讨论了明天需要进行的日常活动。我们计划去园丘，

管理工人进行干活，似乎把政府所宣布的行动管制令只当限于城镇地区而已。

当天晚上，我梦见了异象。我看到我们房子的大门被打开了。我没看见是谁打

开门。我只能感觉到门被打开，接着有物体走进来了。

 

门打开后，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们（全家人）不要离开房子，必须待在屋

内。不要喧闹（由于多人在一起而引起的吵杂声，换句话说就是人群聚集）。

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就会遇到大麻烦。你们看那里（向天空）”，我看

见一团犹如黑色枯干的树叶被强风吹动形成的波浪，从地上经过。“如果你们

离开房子和喧闹，那灾难将会临到你们。请将此吩咐和信息传递给你的孩子

（玛拉基执事），不要经常外出。如果你们（全家人）和他（玛拉基执事）不

听从此吩咐，你们将自食其果，要临到你们的有如鸟鸣将逝（意味着死亡）。”

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蒙神保护
Maleakhi Tarintim 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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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服从

第二天早上，我想起那个梦心中感到非常惧怕。我立刻告诉家人有关我的

梦。我们全家人立时取消我们昨晚所有涉及远行的早期计划。我深思那个

梦，这显出我们昨晚所学习的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神的吩咐是为了让

众人受惠。我们深深的体会到神的话语充满完美无缺的大爱，惟神希望我

们遵行他的道，才得以蒙恩。

结语

我相信政府呼吁全国人民响应行动管制令，各自守在家里，好让我们有充

沛的时间来思考人生。同时也给予我们时间悔改，仰望救赎，获得平静安

稳，使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神（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

最后，愿大家能够从我的分享信息中获得深思。愿一切荣耀，颂赞，尊

贵，都归于主耶稣基督。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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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区圣工人员进修会于十一月三日在兵南邦教会举开,参加人数达四百零五位。

感谢主美好的安排,此次的进修会由联总差派来自台湾的叶雄福传道主領,进修主题

为“婚姻观及今世纪所面对的挑战”。

观念会成为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婚姻观。婚姻人

人都当尊重,（来十三章四节),这是神的明训及旨意。耶稣亦说：但从起初创造的

时候……夫妻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可十章六节至九节）。从

圣经里我们可以明白婚姻的意义,了解神是始祖夫妇的主婚人,介绍人及证婚人.

（创二章十八节至廿五节) 故婚姻是指一男一女,二人在神面前彼此立下的盟约。

一生一世二人信守不渝,更要彼此约束,承诺且要彼此忠诚。共同承受生命之恩（彼

前 三章七节） 。

西海岸区圣工人员进修会兵南邦教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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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向世人展

现基督徒的形象，但在当下我

们亦面对多元化的今世及许多

的挑战,如思想开放,同性合法

化,人伦道德的逆行等...这都

是我们都要面对的课题。保罗

在他的书信中也提到,末世必

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提后三 

章一节)在這迅速变遷的世代

当中，面对罪恶潮流的衝擊，

人性的软弱，道德观念的堕

落，家庭倫理的失丧，我们当

在真理上站稳立埸，总要谨慎

自守，儆醒祷告，免得入了迷

惑。(弗六章十节至十三节) 

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主圣名。

来自台湾的叶雄福传道主持

张提门执事赠送纪念品

与叶雄福传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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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 一年一度的兵南邦宗教

教育年末特别聚会於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十七日顺利的举开。今年

的宗教教育从幼幼班到中级班共

有十三班，一班是英语班而其他

则是华语班。教员人数有五十一

位，见习教员有7位而学生有一

百一十一位。

兵南邦教会宗教教育年末特别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当天的节目过程由副教务张庆贤弟兄致词,  宗教教育系负责王羡乡姊妹致词, 

毕业生代表刘星辰姊妹致词,  颁奖仪式和学生们精心准备的表演。看见他们

真心的表演 我们感到满心安慰。

“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廿二章六节）。”这

是我们每一位教员的期望和祝福。

全体教员合照

毕业生代表刘星辰姊妹致词 幼幼班颁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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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三班颁奖礼

少年班演奏乐器

幼幼班学生唱游初级班学生戏剧表演

幼稚班学生表演

初级班学生见证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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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使人有得救的智慧，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及生活准则，

也是属灵的武器。为了让年轻一代能像保罗书信中的提摩太一样从小明白

圣经，兵南邦教会趁学校假期期间，于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

日举办了圣经营。感谢主，参加圣经营的共有十三位，他们都是年龄介于

八岁至十一岁之间的学生。圣经营的课程如下：

一、旧约圣经中的书卷

二、心理学

三、新约圣经中的书卷

四、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十大信条）

五、十诫

六、善与恶

七、小测验／问答题

经上说: 教養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都不偏離。

兵南邦教会圣经营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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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学员们能够把学习到的属灵知识深深刻在脑海里，时刻铭记於心，也藉着

学习圣经上的道理，实踐在生活当中，装备好住自己，成为神贵重的器皿。

巴望教会宗教教育家庭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六日



12

兵南邦教会于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八

日（星期六），下午二时至四时举开

了一年一度的信徒大会，出席人数共

有八十二位。

兵南邦教会信徒大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八日

 李玛拉基传道为会议主席

教务负责陈但以理执事开始会议

感谢神，于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六日举办的宗教教育家庭日能顺利进行。在活

动当中，大部份的巴望教会信徒都出席使这次的活动更加热闹。

约有六十五人出席家庭日，由三个不同年龄层次组成，就是年长者，成人及小

孩。家庭日其中的活动有颁奖及小区传道的证道短讲。

巴望教会宗教教育家庭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六日

会议开始之前，李玛拉基传道以简短的证道内容勉励信徒。教务陈但以理执事奉

主耶稣圣名开始会议后，由职务会推荐李玛拉基传道为会议主席。

大会主席委任会议记录员后，便开始各股工作报告、附准及检讨前会议记录案、

二零二零年工作计划、其他事项及委任查帐员。感谢主，信徒大会顺利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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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南邦教会年终感恩聚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九日

光阴似箭，转眼间二零一九年即将结束。感谢主，兵南邦教会於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廿九日举办年终感恩聚会。 感恩聚会上午九时开始，由叶恩灝弟兄担任司

仪，许永立弟兄翻译， 丘便雅悯执事带领唱诗与祷告，陈但以理执事致词。在

兵南邦团契诗班呈献诗歌之前， 教会以多媒体的呈现方式让同灵们来回顾二零

一九年教会所举办的活动，共同数算主的恩典。因有主一路的带领，因此整年的

活动都能顺利的进行。

神的儿女都蒙神的眷顾与保守，並且有数不尽的恩典。共有六位不同年龄层次的

同灵张胜勇小弟弟、张欣怡小妹妹、许颂灵姐妹、张雨柔姐妹、陈月银姐妹及陈

运清姐妹，都趁着感恩聚会上台为主作见证。接着，由李玛拉基传道以简短的道

理作为彼此的勉励。

感恩聚会进入尾声之前， 兵南邦诗班献唱了三首诗歌，其中一首加入了手语，

以不同的方式献上感恩的赞美。拍了大合照后，弟兄姐妹们便移步到饭厅享用教

会准备的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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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南邦团契诗班呈献诗歌  兵南邦诗班献唱手语诗歌  陈运清姐妹见证

愿神继续看顾保守带领兵南邦教会每位信徒。阿们！

所摩頓教会宗教教育开学礼
二零二零一月四日

在二零二零新的一年首次安息日聚会的第一堂聚会后进行了宗教教育开学礼。

从幼稚一至少年三共有十班，学生人数为三十位，当中不包括成人班，少年与

青年班。于此告知，少年与青年班乃是与斗亚兰小区联合举办。宗教教育开幕

礼的节目，首先由教务负责和宗教教育系负责致词，颁发委任状和档案给教员

且祷告祈求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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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育系负责 Eartha Empin 姊妹呼吁各方面与宗教教育配合来

达成所定下的宏愿就是“优质的宗教教育建立信心，造就教会和建

立教会的使命，巩固优质的宗教教育体系，以建立恩赐及灵修，实

现荣耀教会之目标”。

愿神带领并眷顾二零二零整年的宗教教育活动，以马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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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普拉教会首个安息日献诗
二零二零年一月四日

光阴似箭，转眼迈入新年；

感谢恩主，平安渡过往年；

首个安息，愿以诗歌颂赞；

谦卑事奉，求主悦纳活祭；

同心合意，建立荣耀教会；

讨主喜悦，荣耀归主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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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埔架教会信徒代表大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四日

感谢主，西埔架教会於安息日(二零二零年一月四日)举开了第八届信徒代表大

会.目的是为了报告教会在二零一九年的全年事工发展。同时也提出几项二零

二零年工作計劃和财政预算案並在大会中通過批准之，同時也讓信徒对于圣工

推展方面及内容有大体上的共识，进一步参与圣工，照所得恩賜来服事主。出

席的信徒约有五十人.

代表大会于二时三十分开始并在四时三十分结束. 愿一切荣耀归于主。

苏鲁东巴路教会宗教教育开学典礼
二零二零年一月四日

二零二零年一月四日，安息日聚会后，举开

宗教教育开学典礼。在系负责的致词中，告

知今年共有九班(包括音乐课)接着，也告知

今年的主题是“耶和华为我的神”(创廿八

章廿一节) ，各教员与助教的分配班级。除

了对教会与老师表示谢意之外，系负责也提

醒学员们要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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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追求认识主耶稣的爱。最后，系负责也提

醒学员们要努力让耶稣成为自己的神。致词

后，各班老师带着学生回到各自的课室上课。

同一天，也举开了教员会议来确保二零二零

年年所规划的活动能有效的进行。

苏鲁东巴路教会宣道组推行寻找,牧养和宣道活动
二零二零年一月五日

二零二零年一月五日，为了实行宣牧与宣道

的使命， 苏鲁东巴路教会青年与小区青年,

邓哈该传道, 执事们与信徒联手推行三

“M”(寻找，牧养和宣道)。宣道组正努力

寻找迷失的羊和以未信主的羊为目标.除此

之外, Kabun 弟兄，Zimri 弟兄，Chris 

Leong 弟兄和吴敬荣弟兄也正策略确认信徒

家中尚未信主的亲戚，正是这样的活动打开

了宣牧与宣道工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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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南邦教会宗教教育开学典礼
二零二零年一月五日

新学年，新起点。兵南邦宗教教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五日开学了。

感谢主，今年的宗教教育共有十三班，从幼幼班到中级班，其中一班是英语班

而其他则是华语班。在开学典礼时，首先由教务陈但以理执事致词，给学生

们，父母们和教员们一些鼓励的话。

接着，宗教教育系负责王羡乡姊妹分配教员们和学生们的班级。教员把学生们

带到班里开始上课。面对一群神的小羊，教员们都不忘心中的使命，使主的小

羊走当行的道，让他们不断充实自己属灵的智慧，努力结出圣灵的果子（加五

章廿二节至廿三节），因为这是神所喜悅的！

 教务陈但以理执事致词  学生们，父母和教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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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鲁东巴路教会特别布道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二日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二日，在 Kuala Nansang 

(Kg Iban) Belawi 弟兄的家举开了特别布道

会。当晚，有几位慕道者出席参加。借此机

会，邓哈该传道以“什么是真理？”的主题作

为分享。除此之外，宣牧组组员也与信徒家里

未信主的成员进行了一场交谈。但愿借此机会

为尚未认识真理的羊群开拓一个美好的机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四日，跟进工作 邓哈该传道前往 Felda Umas 进行由梁云

贵弟兄(苏鲁东巴路职务会文书)所安排的慕道班。邓哈该传道探访了 Robert 

先生 (Halin 姊妹的丈夫，苏鲁东巴路信徒)。让我们为这个传福音的项目祈

祷，愿神向 Robert 先生打开救赎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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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巴教会福音佈道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八日

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怜悯和慈爱，吧

巴教会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八日举办

福音佈道会。当天 Aidey 弟兄实习传

道来访和当晚是甘多马传道带领佈道

会。晚上的证道题目是“你在哪里得

永恒？”。道理当中提醒了我们应当

选真理的道路那就是通往天国的路。

如果我们错失了真理的道路，那我们

就会永永远远被丢进地狱里。
 甘多马传道正分享着神的道

 实习传道 Aidey 弟兄，大卫执事，
甘传道和众诗班成员合照

（马太福音廿五章四十六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

生里去。”当晚大约90位信徒出席，其中有一位慕道者决定接受洗礼。

当晚佈道会协助的诗班包括有吧巴诗班和青少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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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教会华人农历新年特别聚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廿五日

光阴荏苒又到了新年，二零二零年一月廿五日蒙主眷顾於亚庇教会举办农历新年特

别聚会。由谭司提反长老领会及證道。感謝主，参加信徒人數大约四百多位，大家

共济一堂，同感主爱，同颂主恩。之后，信徒们一起拍大合照留下美好的纪念。教

会单位也预备了美味佳肴及茶点让信徒们享用。

感恩蒙主救赎能成为主里的一家人，在新的一年里有生命平安，继续我们在世上的

路程。盼望信徒们时时感恩、互相勉励与带领各项在事奉上的事工。以马内利！

吧巴教会新年感恩聚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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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亚！感谢主吧巴教会举办每年度华人新年

聚会。此聚会是由李玛拉基传道带领，翻译员则

是林姐妹。证道的主题是“新年新希望”。在这

次的分享中，其中的新希望是过着丰盛的生活。

我们身为主的门徒应该追求心灵上的丰富而不是

物质上的满足。李传道也奉劝我们应该常常追求

圣灵充满。当天聚会共有一百零七位包括两位刚

受洗的信徒。聚会时间从十点早上至十一点。一

如往常的，还没第二堂聚会之前，吧巴教会信徒

准备美味的爱餐让大家享用。

 全体信徒正享用爱餐

兵南邦教会新年特别聚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廿五日

感谢主，今年华人新年

恰逢安息日。一共有四

百廿六位同灵弟兄姐

妹，全家大小高高兴兴

的来参加新年特别聚会。

甘多马传道以“新的开

始”为当天证道的题目。

兵南邦团契诗班和兵南邦诗班为大家献诗歌颂神，而炊事组也特别准备了美味

菜肴的爱餐给会众分享。

愿一切荣耀归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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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涯亚卑教会信徒宗教教育交流访问巴望教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廿五日至廿七日

 联谊会后的爱餐

这次访问的人数多达六十六人包括十

三位小孩。这是双涯亚卑教会第二次

的交流访问，第一次的访问是在二零

一九年八月，专注于宗教教育的管理。

第二次的交流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想要

得到关于如何成立宗教教育班级至到

深入查考阶级（圣经查考）的分享。

 双涯亚卑教会访问团诗班于联谊聚会献唱

 访问团委员的一部分

感谢主，访问团成员及时参加于京农限教会举办的成人宗教教育课程及两位访

问团也在活动当中做简报。

除了及时参与当地教会的宗教教育，访问团也及时参观全部斗亚兰小区联合进

行的宗教教育。大致上，他们可以看到幼稚班和圣经查考班的差别。愿这次的

访问可以使双方得到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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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湖教会青年主办新春家庭访问
二零二零年一月廿六日至廿七日

感谢主，斗湖青年今年在二零二零年一月廿六日至廿七日(农历新年年初

二及三)举办了新春访问。年初二(一月廿六日)我们访问了三家信徒，分

别是陈伟莉姊妹，臧清仪姊妹)和张天福弟兄而年初三(一月廿七日)我们

也访问了三家信徒，分别是杨米迦勒执事，吴丽梅姊妹和潘伟明弟兄 。

在此非常感激他们热心的招待和预备了美味的菜肴给我们分享。

 潘伟民弟兄的家  臧清仪姊妹的家

 张天福弟兄的家  杨米迦勒执事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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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新春访问的期间，青年也准备了唱游来答谢主人家的热心接待。每一位有参

与这次新春访问的不论是青年还是青少，我们相信必定会给他们很多美好的欢乐时

光与回忆。藉着这样的活动，可以促进信徒们之间在主里都是一家人的感情。

在此再次献上万分的感谢主人家的热心接待，愿神记念他们的爱心。 

 新年怎少的了的橘子  青年们为主人家献诗答谢他们的接待

斗亚兰小区青年日京农限教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一日至二日

感谢主的恩典与带领，斗亚兰小区青联事奉委员会在京农限教会举办了青年日(二
零二零年二月一日至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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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作为青年会的主题是“我的伴侣，是神所喜悦的吗？” 共有五十五位青年参与

这次的活动。协助的工作人员分别是约书亚传道，犹尼亚安传道，梁利慕伊勒传

道，约珥执事，但以理执事，Stephen 弟兄，Rostina 姊妹和 Linda 姊妹。

举办青年日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婚姻与选择终身配偶的问题对我们现今教会的众青

年是一种挑战.其中所进行的活动是分组讨论如何选择终身配偶和若选错终身配偶带

来的后果。接下来，就是分享青年如何扮演辅导员的角色.这场论坛的主题为“婚姻

介绍或自主选择”是这次青年会主要的活动。由一位主持人与五位导师分别给予这

次主题的分享。这场论坛最主要强调给青年晓得关于婚姻是注定的错误指导，合乎

神道的基督化婚姻的特点，透过婚姻介绍委员会选择伴偶，有信心与敬畏神的伴

偶，透过上一代的信心，不良的交往破坏良好的习惯。除此之外，也设有如属灵问

答题增加青年们的属灵的知识和促进青年之间的关系的户外活动。

 派礼物给代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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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打根小区青年迎新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日 

感谢主的恩典，山打根

小区青年事奉委员会已

在二零二零年二月二日

举办了小区青年迎新会。

山打根青年在每一年都

会举办青年迎新会，目

的是为了欢迎刚满十八

岁的青少年们正式踏入

青年的阶段了。更趁着

华人农历新年的期间，

好让从外地回来的青年

也能借此机会与本地同

灵联谊，促进彼此在主

里的关系。这一次的迎

新会就以山打根西埔架

教会作为活动的地点。

 青年大合照

 新一班青年  享用晚餐

当晚大约有五十四位同灵，包括了三十七位青年出席。每家户都有准备食物与大家

分享。小区青年主任麦殷敬弟兄致词中感谢主的带领使此次活动能如期进行，盼望

有新的青年参与並能协助教会各样的圣工。来自斗湖小区的谭得丢执事带领谢饭

后，在场的每一位都吃得津津有味。晚餐后也有切蛋糕仪式，代表新一班的青年正

式加入。盼望借着这一类的小区联谊活动，能够提供一个平台，让更多的青年彼此

联谊，彰显在主里一家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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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南邦教会圣工人员进修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九日

兵南邦教会圣工人员进修会于二月九日举开，参加者有一百零八位。

这次的进修会由李玛拉基传道领会，进修专题为“突破风暴，飞上

云宵”。所谓的“风暴”，是指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阻挡。

李传道分享，虽然在工作上我们会遇到一些风暴，但仍然能在风暴

中看见神的带领及恩典，唯独依靠神我们必能突破风暴。李传道也

勉励同灵要同心竭力多作主工(林前十五章五十八节)，要依靠神的

灵，方能成事（亚四章六节）。神必使我们从新得力，必如鹰展翅

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赛四十章卅一节）。

接着张庆贤弟兄也与会众中分享作圣工的自觉性，让大家重新思

考，我们做圣工的最终目的，以及做圣工应有的态度。他也以圣经

人物，如摩西及以利亚的事奉精神，作为彼此的勉励。进修会最后

以祷告会作为圆满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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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神继续带领兵南邦教会，多加添我们的力量。阿们！

 李玛拉基传道主持  张庆贤弟兄

古达小区宗教教育教员进修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廿一日至廿三日

古达小区宗教教育教员进修会

于二零二零年二月廿一日至廿

三日在哥打马鲁都教会举开进

行。参与进修会的宗教教育教

员共四十一位及六位讲员，讲

员有古达小区宗教教育系负责

菲比女执事，拉撒路传道，巴

拿巴传道，Jusich 弟兄，

Joslin 弟兄及 Sulinda 姐妹。

哈巴谷执事，Urbanus 执事及 

Florence 姐妹也参与协助这

次的灵修会。

今年灵修会的主题是连续去年的主题“好牧人”。根据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

十一节至十六节所谈论的，祂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认识他的羊及救

赎羊的牧人。因此，灵修会的课程比较专注在两个大课题，就是全年龄层的宗

教教育和教会的发展及教室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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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在灵修会的过程当中，神的同在及祂的慈爱依然临到每位

参与者。一切计划中的活动都顺利进行及达到美好的效果。通过盼

望及祷告，宗教教育教员们可以实现主耶稣所托付的，就是成为在

教会里神的儿女们的好牧人。

除此之外，愿这次的灵修会可以鼓励教员们可以更殷勤的服事主。

愿荣耀归于主名。阿门。

 讲员 Jusich 姐妹在观察正在讨论的组员  灵修会的参加者正在讨论关于一个任务就
是

 Franendo 弟兄正在提供几个组员们
讨论得到的理念

 其中一组在教会前面呈现
他们讨论得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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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亚兰小区敬老会龙雅力教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廿三日

这已经成为斗亚兰小区常年活动，为六十岁以上的信徒举行敬老会。今年，龙

雅力教会被委任为主办单位。参与者有来自六间教会及两间祈祷所的七十四位

年长者及十七位跟随者。

斗亚兰小区副区负责巴多罗买执事，在他的致词中对于年长者的精神及踊跃出

席敬老会感谢神。虽然因为身体健康的不活跃而造成行动有限，但希望他们能

继续追求信仰，就像虔诚的哈拿及西门。

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珍惜及承认年长者在传承信仰给年轻一代上的贡献。

一切所进行的活动可以增加属灵知识及增进信徒之间的关系。

 斗亚兰小区副区负责致词  圣经问答小组  圣经问答环节



33

在活动中，可以得到参加者注意的活动是由梁利慕伊勒传道娘及巴多罗买执事娘

所负责的圣经问答环节。这个活动可以进行因为斗亚兰小区拥有相等于成人宗教

教育的教育基础。其他活动有祷告会，由约书亚传道带领。

为了使敬老会更加热闹，颁发奖品环节由各自当地教会负责。省思项目由约书亚

传道娘带领，传道娘从参加者们得到很正面的反应。其中一个参与者，就是 

Insing Tarajun 弟兄分享感谢神的感受因为他在缺安的身体状况下，神给予他机

会参加这次的敬老会。他也感谢小区的委员会及当值者因为一切活动都非常热闹

及顺利进行，接下来，他也建议丁宝教会成为二零二一年敬老会的主办单位。

愿神同在及祝福这些年长者们。明年再见。

各自教会颁发纪念品给参加者们

东贡岸教会灵恩佈道大会
二零二零年三月五日至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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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二零二零年三月五日至八日，东贡岸教会再次有机会于今年举行灵恩

佈道会。今年灵恩佈道会的主题是“我岂可空手朝见神？”

东贡岸教会特此感谢沙巴总会及联总差派4位传道，皆是许哈巴谷传道，洪多

马传道，李玛拉基传道及巴拿巴传道来协助这次的灵恩佈道会。许哈巴谷传道

来自西马半岛，联总差派许传道来代替梁利慕伊勒传道，因为此时梁传道在菲

律宾协助圣工。在这次灵恩会当中，共五位婴孩接受洗礼，两位受圣灵及二百

六十二位信徒领受圣餐。

 东贡岸教会诗班

兵南邦教会诗班 团契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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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东贡岸诗班只献唱两天晚上因部

份诗班成员需要在厨房值班。诗歌佈道

会的当晚，协助献唱的诗班包括有兵南

邦诗班，亚庇团契诗班及邦亚沙岸诗班。

东贡岸教会近特此对来自近远的信徒说

声万分谢意因你们的出席使我们更愿意

在基督里显出我们的爱心。如有接待不

周，请在主里互相包容。
邦亚沙岸教会诗班

纳闽教会青年灵修会 
二零二零年三月七日

感谢主的带领和祝福，今年的青年灵修会在纳闽教会顺利的进行。这次的灵修会

举办于在三月七日上午九时至十二点。聚会由实习传道 Aidey Resin 弟兄在三月

三日在纳闽牧养访问至三月八日之间举行。灵修会的主题是“为什么安息日换去

星期日”。此次灵修会让纳闽教会的青年有机会来探讨关于安息日来源和为什么

部分的基督教派把安息日从星期六更改去星期日（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此活动

能够让青年有自觉于守安息日的意义，也能让青年做好准备传福音佈道工作。盼

望纳闽教会信徒和其他地方教会能继续举办查考圣经的活动，例如本会的十大信

条和教义，让信徒更熟悉真道和建立信徒的属灵生活。愿神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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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亚兰小区学生灵恩会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四日至十六日

二零二零年学灵会面对几个挑战，主办当局所提出的最主要问题是缺水。但在

斗亚兰小区职务会与水局部的协助努力配合下采购了两缸水箱(一点八万公升)

因此学员们必须每天安排来回车程(除了较远的教会如巴望教会)。这样的安排

主要是为节省用水，使得学灵会能够如期进行。

但是，新冠状肺炎疫情的爆发也让这次的学灵会带来了不少的影响。根据总会

的通告不鼓励举办大型聚会。就因此事与总会总秘书联络后，决定权乃交由小

区与地方教会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学灵会或延期。因此学灵会仍然如期进行但把

原本三天的课程改为两天，课程由早上一直持续到晚上。除此之外，父母亲也

被告知孩子若有发烧或感冒的症状就别来参加学灵会。在这期间，两间课室都

只运用电风扇并把所有窗户都打开让空气流通。

共有五十三位初级班学生和四十二位中级班学生在第一天学灵会报到但因健康

的问题导致在最后一天的参加者逐渐减少，建议他们阅读所提供的课本。

感谢主在各方的合作下让学灵会顺利如期进行，愿神祝福。

问答环节 (生活指导)在星期日晚上举开. 讲员: 杨撒
该传道, Joel Thomas执事和 Aidey R 弟兄 中级班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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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亚兰小区电子会讯工作坊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五日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五日星期天，沙巴总会举办电子会讯工作坊。大约二十人参

与这次的工作坊。这次工作坊的目的是为了使参加者接触无纸化概念。除此之

外，课程也包括训练如何使用谷歌空间及学习一些关于摄影的知识。

这个课程长达四个小时及一切顺利进行。感谢主的同工及眷顾参与者和讲员

们，使这个工作坊能顺利进行。愿这个课程能使同工们在圣工上得到帮助及盼

望在未来类似课程能继续举行。愿荣耀归于主。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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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喜讯息

感謝主，我们欢迎5位婴孩領受真耶穌教会洗礼，洗脚礼，与圣餐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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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礼恩门

東贡岸教会灵恩会洗礼者5位婴孩

黄安德烈执事施洗 Michael Lim 小弟弟 Neofel Andapit 
Jotaneel 小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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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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恒小弟弟 Feonna Goh 小妹妹 Cleoxzavier 小弟弟

洗脚礼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