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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 事 报 告 》 

祝贺2月份生日的主内家人：黄振佑 ,陈美珠,邱秀珍,陈玉云,荘宝妙,柯

佩仪,许日丰,张荣銮,,邓惠丹,李美珍,卓培玉,陈丽侬 張春枝生日快

乐。愿上帝赐你们身心安康，主恩满溢  

 

第二奉献 

5.2.23 是圣公会东南亚教省日.今天的奉献將献给他们做为事工基金. 

 

回收棕枝十字架:请在 20.2.2023 之前将旧的十字架归还给办公室.謝謝 

. 

。************** 

儿童主日学   ：2月12,19(日) 早上8点正，     教牧楼。 

约翰316聚会  : 每个月第一，第三礼拜天9点半  教牧楼 

圣灰日(三)   : 2月22(三)   晚上8点正        教会圣堂 

启发课程     : 3月21日 (二)  晚上7:30       教会圣堂 

少年信仰班1&2: 4 & 5月. 稍后会提供更多详细信息.谢谢 

初信班启     : 5月      稍后会提供更多详细信息..谢谢 

 

元宵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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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有意结婚的信徒，敬请在作任何决定和策划之前咨询牧师，以作妥当 

              安排，教会鼓励信徒以上帝为第一优先。此外，每逢大斋和将临期为静    

              默修心期，不宜举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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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经班 (华语)   : 星期日 晚上 7点半.ZOOM视讯。 

赞美操       ：星期一，四，傍晚5点，圣堂前院。(公共假期除外)。 

门徒培训班(华)  ：星期一晚上7点半.ZOOM视讯。 

          (英)  : 星期二晚上7点半教牧楼。 

周三晨祷(华)    ：星期三  早上7时正 , Zoom视讯。 

英语祷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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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基督于圣殿日  

宣召经文 这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路 2：32） 

本日祝文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的独生圣子当日在圣殿中被奉献与祢，我

们谦恭恳求祢，使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心清意洁，亦

能被奉献与祢；圣子和圣父、圣灵，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

同掌权，永世无尽。阿们。 

第一经课 玛拉基书     Malachi 3:1-5  黄彩萍姐妹 

第二经课 希伯来书     Hebrews 2:14-18  吴佩阑姐妹 

圣福音书 路加福音     Luke 2:22-40  郑晓靖牧师 

圣道宣讲 《呈献》 郑晓靖牧师 

信仰宣告 尼吉亚信经 The Nicene Creed 【4页】 会  众 

齐心祷告   林佳霏姐妹 

圣 餐 礼 《第一祝谢祷文》【8页】 郑晓靖牧师 

招  待：   黑门山 

信心和爱心在基督里增长 (帖撒罗尼迦后书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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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篇 ：第 34篇 

列王纪下：5:1-完 

约翰福音:17:20-完  

主   礼：郑炳收传道 

灵   修：钟宝国副会吏 

读   经：郑和生弟兄 

祷   告：沈惜娇姐妹 

 

旧 约 ：创世记 1:1-2:3 沈惜娇姐妹 

新 约 ：罗马书8:18-25 张莲蓉姐妹 

圣福音 ：马太 6:25-完 郑炳收传道 

证  道 ：郑炳收传道 

祷  告 ：郑和生弟兄 

圣餐礼 ：郑晓靖牧师 

协  礼 ：钟宝国副会吏 

招  待 ：何烈山 

媒  体 ：春枝,悦群,雪宁,佩阑 

 

年 

2月12日(日)  

晚上7:30  

列王纪 

(  

《代 祷 事 项》 

1.为全球信徒生命祷告.祈求上帝保守和兴起各地信仰纯正的教会，引导 

  为人父母者亲近耶稣，让这些父母有充分的圣经智慧，教导他们的孩 

  子活出敬虔的生命样式,从日益衰败的属灵光景,迈向复兴之路. 

2.为马来西亚的贪腐局势祷告。祈求上帝施恩帮助首相安华，在推动国

家迈向廉洁施政标杆前进之际，能够言行一致和以身作则，杜绝任何

形式的裙带歪风。 

3.为古晋教区主教Danald Jute会督,Nelson Ugas 及  Andrew Shie 助理会督, 

  祷告 

4 为圣公会东南亚教省：古晋教区，西马教区，沙巴教区和新加坡教区 

   祷告。 

5. 为本堂主牧郑晓靖牧师,罗伦斯牧师,郑炳收传道,副会吏们,理事及事  

   工领袖们祷告 

6. 为身体心灵或意志上软弱的亲友,或信徒祷告；Ingrid(唐纳祖会督的 

   女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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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廷母亲),许日丰, 沈复兴,陈 

   健明弟兄;被冠病感染的肢体和亲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