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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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色：绿色 

2022年7月3日 门徒训练主日 早上8时正 

宣召经文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

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路加福音4:18)  

本日祝文 天父啊，恳求祢唤醒祢的教会，听从祢圣子的呼召来跟随祂，

使万民作祢的门徒，藉着圣灵坚固我们，使我们在生活各层面

都遵从祢的旨意并事奉袮。求主指教我们晓得，并得知当做的

事，赐我们恩典和能力，使我们能忠实地成就祢的旨意；藉着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圣子与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

权，永世无尽。阿们。 

第一经课 列王纪下 2 Kings 5.1-14   何玉妹姐妹 

第二经课 加拉太书 Galatians 6:7-16  林佳霏姐妹 

圣福音书 路加福音 Luke 10:1-11,16-20 郑晓靖牧师 

圣道宣讲 《门训的激情》 郑晓靖牧师 

信仰宣告 尼吉亚信经 The Nicene Creed 会  众 

齐心祷告  林名玉姐妹 

圣 餐 礼 《第二祝谢祷文》 郑晓靖牧师 

招  待：  摩利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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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的经济疲乏祷告。掌权者能执行良策，民众能彼此关顾。 

2.为古晋教区的Danald Jute 主教及助理主教Nelson Ugas主教祷告；教    

  区在中区以及北区的拓展;教区中多位即将被调派的牧师及家人，以及 

  数位即将被授职的牧者们。 

3.为教区在美里的华语事工祷告，沈冠彙牧师，杨云登会吏，副会吏们    

  事工领袖及信徒们祷告。 

4.本堂青少年的生命祷告。青少年们的学业，日常生活，家庭关系，属灵 

  塑造，各层面的挑战，以及导师的督导，建立他们成为神国的精兵，为 

  基督奋勇争战。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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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为本堂华语部的事工祷告: 儿童主日学, 学道班, 门训, 查经班及各 

  小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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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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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早上7时正) 
10/07 主日服侍 

华语查经班 

诗  篇  ：第 77 篇 

士师记书：9:22-57  

路加福音：16:1-18 

主   礼 ：钟宝国副会吏 

读   经 ：陈玉珍副会吏 

灵   修 ：郑炳收传道  

祷   告 ：林名玉姐妹 

ID : 847 9224 5191；

PsCode:WedMP0700 

旧  约：阿摩司书7.7-完 沈惜娇姐妹 

新  约：歌罗西书 1.1-14 姚爱萍姐妹   

圣福音：路加福音10:25-37 

证  道：钟宝国副会吏  

祷  告：吴源海弟兄  

圣餐礼：郑晓靖牧师 

协  礼：陈玉珍副会吏 

招  待：耶和华拉法  

媒  体：春枝,德昌,桂褔 ,瑮娜/培玉  

查考 

马可福音 

每主日 

晚上7点半 

Zoom视讯 
ID::870 5056 9609 ,  
PsCode:58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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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 事 报 告 》 
1.好消息！从7月3日开始，出席主日实体崇拜，将不需要线上报名注册！ 

  敬请各位主内家人们踊跃参与实体敬拜,重拾与众信徒们的团契与交流。 

2.祝贺7月份生日的主内家人们:Lau Geok Kee，Ng Wee Hua，林秋萍，  

  杨雪敏，蔡梅花，沈佳颖，许悦群，锺宝国，周保廷，生日快乐。愿上 

  帝赐你们身心安康，主恩满溢。 

3.古晋教区将在7月17日，委任Philip Tauk牧师为北区会吏长，以及Joseph  

    Dusit牧师为上南区会吏长，同时也将授职于Rentap Nuang牧师和,邓奕 

  生牧师为法政，让我们用祷告扶持他们前面的服侍。 

4.火灾援助募款共筹获马币RM2551.10.堂会将筹足整数三千给相关单 

  位。感谢名位家人们的支持. 

5.本主日为门徒主日，提醒众信徒奋勇接受装备，成为基督忠心的门徒， 

  成就基督的大使命. 

6.圣马太堂徒步筹款:华语部共筹款RM5250.00.感谢名位的支持. 

7月份事工 

儿童主日学            ：7月10，17，24日，早上8点正，教牧楼。 

学道班                ：主日崇拜后，教会会议室（二楼）。 

约翰316小组           ：7月3,17日（日）,晚上6点半，教会副堂3楼。 

查经班                ：每主日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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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部家庭小组联合聚会：7月15日（五），晚上7点半，教会圣堂。 

家庭小组组长会议      : 7月16日（六) ，早上9点正,主日学课堂 

教区联合祷告会        ：7月27日（三），晚上7点半，Zoom视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