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语事工使命： 

  
“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要教导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叫你们在所要过

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孙在一生的日子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

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申命记六1-2） 

 

教牧园地 

若有任何需求,如探访或祷告；请联络堂会专线:013-8383436 

Kelvin Jawa 牧师 013-5677879 (每周一休息，) 

Lawrence Wah Onn 牧师 013-8168248 (每周二休息) 

郑晓靖牧师 012-8821303(每周一休息)，Irvin Lim 副会吏 013-8102055， 

Ron Buncho 副会吏 019-8897014， 张荣銮副会吏 016-8886612， 

锺宝国副会吏 019-8485928， 陈玉珍副会吏 013-8010770 
 

• 会友籍登记：如其它宗派/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意成为圣公会达万堂会友,请向主任牧师

接洽.申请表格可在办公时间向办公室索取。 

• 婚姻祝福礼：如弟兄姐妹有意在教会举行婚姻祝福礼,请你们在还没有决定婚礼日期之

前,先接洽堂会办公室以作安排。 

• 婴儿圣洗礼：申请表格可在办公时间向办公室索取。 

• 学道班课程：凡有意接受圣洗礼，并加入圣公会的朋友，可联络教会办公室。 
 

堂会每周事工 

华语崇拜 ：星期日 早上 8:00am 教会圣堂。 

英语崇拜 ：星期日 早上 10:00am 教会圣堂。 

马来语崇拜 ：星期日 中午 12:00pm 教会圣堂。 

华语查经班 ：星期日 晚上 7:30pm ZOOM视讯。(3-10月) 
ID:870 5056 9609 , PsCode:589189  

赞美操  ：每周一，四，傍晚5点45分，圣堂前院。(公共假期除外)。 

门徒培训班 ：每周三 晚上 7:30pm.ZOOM视讯。 

华语晨祷灵修会：每周三，早上7点正，zoom 视讯.ID : 847 9224 5191；  

                                                  PsCode:WedMP0700 

英语祷告会 ： 每月第一/二，星期三 晚上7:45pm，教会副堂3楼。 

华语诗歌练习：星期六 下午 12:30 - 2:30pm。 

关怀事工 外展事工 宣教事工 圣乐事工 儿童事工 基教事工 初成事工 

傅德昌弟兄 

013-477 7575 

冯淑莹姐妹 

013-811 7600 

郑炳收传道 

011-51387531 

卓培玉姐妹 

012-883 8886 

林名玉姐妹 

016-893 9339 

锺宝国副会吏 

019-8485928 

郑和生弟兄

012-890 1193 
      自由奉献     十一奉献           建筑基金      宣教基金 

礼色：红色 

2022年6月5日 圣灵降临主日 早上8时正 

宣召经文 恳求圣灵降临，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罗 5：5） 

本日祝文 全能的上帝，昔日祢借着圣灵，就是祢所应许的恩赐，开辟了永生的道路，

通往各国各族：求祢借着福音的宣扬将这恩赐普及全世界，直到地极；借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子和圣父、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惟一上帝，一同永

生，一同掌权，永无穷尽。阿们。 

第一经课 使徒行传 Acts  2:1-21 周欣洁姐妹 

第二经课 罗马书      Romans 8:14-17 吴佩阑姐妹 

圣福音书 约翰福音 John 14:8-17,25-27 郑晓靖牧师 

圣道宣讲 《成为神的后嗣》 郑晓靖牧师 

信仰宣告 尼吉亚信经 The Nicene Creed 会  众 

齐心祷告  林佳霏姐妹 

圣 餐 礼 《第一祝谢祷文》 郑晓靖牧师 

招  待：  黑门山 

华语事工使命：建立这一代，兴起下一代  (申命记六1-2） 

Tabuan Jaya Anglican Church Chinese Speaking Congregation
No.262, Lorong Song No.1, Tabuan Heights, 93350 Kuching 

电话:082-369333/504372/0138383436  电邮:office@tjac.org.my Telegram:TjAC_csc123_DoK 



《 代 祷 事 项 》  

1.为尼泊尔坠机的事件祷告，罹难者家属，以及调查工作能妥善处理。 

2.为我国第16任元首 (Al-Sultan Abdullah Ri'ayatuddin Al-Mustafa Billah   

  Shah Ibni Almarhum Sultan Haji Ahmad Shah Al-Musta'in Billah) 祷告； 

  适时并善用他的权柄治导国家。  

3.古晋教区华语事工：为古晋圣马太堂的事工祷告，主任邓奕生牧师，陈伟凌女 

  会吏，副会吏们，堂会执事们，以及信徒们祷告。 

4.为学校假期中的孩子们祷告。 

5.为即将被差往三马拉汉省，圣法兰西牧区 (St. Francis Parish) 任职的本堂 

  主牧Kelvin牧师，以及即将接任达万堂主牧一职的郑晓靖牧师和家人们祷告。 

6.为本堂今年的学道班祷告；学员以及导师，愿圣灵充满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人. 

7.为本堂华语部的事工祷告:儿童主日学,启发课程,门训,查经班及各小组. 

8.本堂信徒信仰生命的装备祷告。信徒愿意委身并付出时间在圣道上的学习，使 

  生命成长。 

9.为身体、心灵或意志上软弱的亲友, 或信徒祷告; 谢素玉, 郑秋丽, 陈美珠,  

  杨夏莲, 锺桂花,陈湘云, 林香妹, 温凤娇, 林碧娘, Tay Ek Ngoh, 蔡梅花姐 

  妹,许日丰, 沈复兴, 陈健明弟兄; 被感染冠病的肢体和亲友。 

周三晨祷(08/06) 

(早上7时正) 
19/06 主日服侍 

华语部圣餐实体崇拜 

线上注册二维码 

诗  篇  : 119:153-176 

约书亚书：3:1-完 

路加福音：9:37-50 

主   礼 :陈周清弟兄 

读  经  :郑和生弟兄  

灵  修  :郑晓靖牧师  

祷  告  :郑炳收传道  

ID : 847 9224 5191；

PsCode:WedMP0700 

旧  约：以赛亚书 65:1-9 吴佩阑 

新  约：加拉太书 3:23-完  姚爱萍  

圣福音：路加福音8:26-39  

证  道：郑炳收传道   

祷  告：冯淑莹姐妹    

圣餐礼：郑晓靖牧师 

协  礼：陈玉珍副会吏  

招  待：约翰 316   

媒  体：培玉/德昌,春枝 悦群 

 
温馨提醒 

注册时间 

周一下午2:00pm 

至周六上午10:00am 

谢谢合作 

 鼓励信徒操练携带纸板圣经的习惯，有助聆听圣道。 

 主日崇拜乃庄严的圣礼，当以恭敬的心敬拜，用心体会每一句礼文的义含，以敬

虔的心领受圣餐。 

《 家 事 报 告 》 
欢迎各位回到圣所参加实体崇拜。欲参与实体者,请用线上注册或尽早向教会办公室注 

    册。联络号码:013-8383436;；欢迎您加入我们的Telegram频道。 

祝贺6月份生日的主内家人们:   

    郑丽卿，何文水，黄彩萍，吴源海，陈玉珍，邱秀美，林欣缘，林碧娘，许玉英， 

    何秀丽，何顺柔,生日快乐，愿上帝赐你们身心安康，主恩满溢。 

达万堂会友福利基金：供作本堂会友在经济上有特殊困难时申请支援，如疾病、天災  

    和丧事等，有需要者可向办公室索取申请表格.堂会亦鼓励会友以愛心回应，慷  

    慨捐款聚资，作为支援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可透过教会,家庭小组或线上支付方  

    式捐款,账号：Tabuan Jaya Anglican Church, Public Bank No. 3-204-045-823 

本堂主牧Kelvin牧师将于6月15日调派至三马拉汉省的圣法兰西牧区任职，本堂的主牧将 

    由郑晓靖牧师接任，敬请以祷告托住他们的服侍和家庭。 

 

圣马太堂为堂会基金举办徒步筹款活动，筹款截至日为6月19日，徒步活动将于7月2日 

    (六），凡筹获马币50零吉者即可参与徒步。敬请踊跃参与活动，借机与其他堂会联 

    谊交流。 

 

6月事工 

学道班          ：6月5日（日），主日崇拜后，会议室（二楼）。 

查经班          ：6月5日（日）暂停。6月12日复课。 

元首华诞        ：6月6日（一），办公室休息。 

启发课程检讨会  ：6月6日（一），晚上7时半，Zoom视讯会议。 

约翰316小组     ：6月5，19日（日），晚上6点半，教会副堂三楼。 

感恩联合崇拜    : 6月12日（日），早上9点 .崇拜后共享午餐.敬请踊跃参与 

                  请弟兄姐妹在6月8日之前向办公室或接待员注册。谢谢  。 

儿童主日学      ：6月12，19日（日），教牧楼进行。 

家庭小组联合聚会：6月17日(五），晚上7点半，教会圣堂。 

华语部执事会    ：6月19日（日），下午3时半，Zoom视讯会议。各事工报告请                

                  于6月15日之前提交以便参阅。 

教区联合祷告会：6月29日（三），晚上7点半，Zoom视讯。 

 

家庭细胞小组聚会 

黑门山 

周五晚上 

7:30pm 

何烈山 

周二晚上 

8:00pm 

迦密山 

暂停 

摩利亜山 

周五晚上 

8:00pm 

隱基底 

周五晚上 

8:00pm 

耶和华拉法 

周日下午 

1:30pm 

约翰316 

周日晚上 

7:00pm 

陈玉珍副会吏

@Helen 
013-801 0770 

吳源海弟兄

@Alex 
012- 8782196  

冯淑莹姐妺

@Margeret 
013-811 7600  

傅德昌弟兄

@Alex 
013-477 7575  

李秀珠姐妹

@Alice 
013-808 1488  

赖美梅姐妺

@Ida 
016-860 9797  

郑炳收传道

@Andrew 

011-5138 7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