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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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晓靖牧师:          012-8821303 (每周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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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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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它宗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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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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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教会圣堂。 

英语崇拜   ：星期日 早上 10点教会圣堂。 

马来语崇拜 ：星期日 中午 12点教会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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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每周一晚上7点半.ZOOM视讯。 

          (英): 每周二晚上7点半教牧楼 

英语祷告会 ：每星期三晚上7点45分，教会副堂3楼。(第四周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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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经文 所以, 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马太福音 24:42) 

本日祝文 主啊，我们如果没有你的恩佑，就不能生存：求你感动我们，

使我们的思想行为合乎真道，亦使我们的生活合乎祢的旨意.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子和圣父，圣灵，唯一上帝，一同

永生, 一同掌权, 永世无尽, 阿们.  

第一经课 以赛亚书  Isaiah 1.1, 10-20 林佳霏姐妹 

第二经课 希伯来书  Hebrews 11.1-3, 8-16 吴佩阑姐妹 

圣福音书 路加福音 Luke 12:32-40 郑晓靖牧师 

圣道宣讲 《警醒预备》 郑晓靖牧师 

信仰宣告 尼吉亚信经 The Nicene Creed 会  众 

齐心祷告   卓秀娟姐妹 

圣 餐 礼 《第三祝谢祷文》 郑晓靖牧师 

招  待： 
  

约翰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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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上帝帮助我国的司法机构能够公正、严谨和尽速审理每一宗贪腐案件， 

  将涉案者绳之以法，挽回人民和外来投资者对我国司法的信心； 

2.为我国近来有人提出修改建国契约的课题祷告。祈求上帝监察和抵挡心怀不 

  良议程的人士，使到社会和谐秩序持续获得维护； 

3.为沙巴教区的事工发展祷告；教区主教the Most Revd Datuk Melter及助理 

  主教the Rt Revd John Yeo。为教区生活、宣教事工和敬拜的修复祷 告。 

4.为普世圣公宗第十五届蓝柏会议祷告；今屆会议的主題是「为上帝世界而存 

  在的教會：同行、聆听与一同见证」。祈求上帝的灵在当中引导众主教们能 

  在各项社会和信仰议题上，达成合神心意的决策，一同见证荣耀主名。 

5.为即将于9月11日授职为古晋教区第二助理主教的安德烈·施牧师祷告。 

6.为本堂社会关怀事工祷告。祈求教会信徒能有效的成为教会与社会之间的桥 

  梁，将基督的爱向世人显明。 

7.为本堂主牧郑晓靖牧师、劳伦斯牧师，副会吏们，堂会理事以及各事工领袖 

  们祷告。 

8.为本堂信徒的祷告生活祈祷。藉着祷告心灵得以洁净，伤痕得以修复，生命 

  得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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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嬌(周保廷母 

  亲）,蔡梅花姐妹, 林名爱(名玉妹妹）,许日丰,沈复兴,陈健明弟兄;被感染 

  冠病的肢体和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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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完 
23 44-56a

陈    
   
 

郑炳收传道

以赛亚书 5:1-7          

希伯来书 11:29-12:2 
12:49-56  郑炳收传道 

郑炳收传道  
冯淑莹姐妹  

 副会吏  
   

德昌, ,  ,源海

晚上7点半 

《 家 事 报 告 》 

1. 祝贺8月份生日的主内家人：陈孟辉，卡尔申，田瑞全，周欣

惠，吴惠珍，张华美，黄素燕，何玉妹生日快乐。愿上帝赐你

们身心安康，主恩满溢。 

2. 来自汶莱圣安德烈堂的主牧—Andrew 施牧师，已受到东南亚教 

   省主教属委任为侯任助理主教；并将于今年9月11日，下午5时 

   正，假古晋圣多玛座堂祝圣为古晋教区第二助理主教，让我们 

   用祷告扶持他和他的家人前面的服侍。 

 

8月份事工 

学道班             ：主日崇拜后，教会会议室（二楼）。 

约翰316小组        ：8月7,21日(日）,晚上6点半,教会副堂3楼。 

儿童主日学         ：8月14，21日，早上8点正，教牧楼。 

家庭小组联合聚会   ：8月17日（五），晚上7点半，教会圣堂。 

(迦密山小组带领) 

教区联合祷告会     ：8月24日（三），晚上7点半，Zoom视讯。 

周三晨祷           ：每周三早上7时正，鼓励信徒参与线上晨祷. 

查经班(查考马可福音)：每主日晚上7点半，Zoom视讯。  

8月31日(三)公假         ：一日游. 前往山都望蓝湖(Blue Pool)远足 

                                      兴趣者联络吴源海弟兄 (012- 878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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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早上 

10: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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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