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灵降临节后第二十主日                 崇拜秩序                         10.10.2021 

 

 

 

上周崇拜奉献： 
时间 8:00am 目标 
奉献 RM3,036.38 RM6,600.00 

 

10.10.2021 8:00am 

领会 郭溢盛 音响 郑敦勇 

证道 萧明政传道 电脑操控员 廖美琴 

献花 青团 
SOP Master/ 

底楼检测站 
许为杰 

领唱 
陈明燕，刘素珊 

张和一，许如芬 

司琴 吴玲妃 欢迎新朋友&奉献箱 黄声泰 

鼓手 林孝进 维持圣堂 SOP 秩序 李爱蓉 

直播 黄守圣 交通指挥 郑存复 

绿色：象征成长                                          登殿敬拜                                           (会众请站立) 

序      乐    《我主无比珍贵》                               新普 643                          司琴 
备心默祷    《主在圣殿中》                                  普颂 625                          全体 
宣召启应    《诗篇 90:12-17》                                                             领会,会众 

始礼诗歌    《全能右手歌》                                  普颂 571                          全体 
同心祷告                                                                                                     牧者  

敬拜赞美    《从亘古到永远，恩典已降临，更深经历祢》 
同念主祷文                                                                                                     全体 

宣告圣言 
信息经文      马可福音 10:17-31                                                                  领会 
证      道     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萧明政传道 

宣告信仰   《使徒信经》                                                                             全体 
感恩与奉献 

奉      献   《应当献身歌》                                   普颂 402                         全体 
呈      献   《献礼文》                                                  普颂 644                      全体 
怀恩家事                                                                                                    牧者 

差遣服事 
立志诗歌      《爱主更深歌》                                   普颂 365                         全体 
奉差之祷                                                                                         萧明政传道 
阿 们 颂   《四叠阿们》                                      普颂 675                        全体 
差遣入世   《愿主赐福看顾你》                                新普 875                           会众 

默      祷     平安散会                                                                                  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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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马来西亚基督教协会主日：奉献目标 RM6,000.00）崇拜事奉人员如下： 

17.10.2021 8:00am 

领会 郭溢荣 音响 郑敦勇 

证道 杨欣蕊牧师 电脑操控员 廖美琴 

献花 邓敦明合家 
SOP Master/ 

底楼检测站 
许为杰 

领唱 
黄秀琳，吴德辉 

钱本岱，韩妹卿 

司琴 邱爱祥 欢迎新朋友&奉献箱 黄声泰 

鼓手 林孝进 维持圣堂 SOP 秩序 李爱蓉 

直播 黄守圣 交通指挥 郑存复 

崇拜诗歌 
序乐：我主无比珍贵   （新普 643）   始礼：伟大永生神        （新普 542） 

奉献：作好管家          （新普 589）   立志：使万民作门徒歌 （普颂 284） 
 

 
家事报告 

A.真诚敬拜 

1. 怀恩家崇拜 
依据 UNIFOR（Unit For Other Religion）最新 SOP，教会可恢复实体崇拜，但仅
限于最多每场 50 人。因此怀恩家于 08/08/2021，8:00am 开始恢复一场的实体崇
拜，同时也将继续提供线上直播。出席实体崇拜者需符合 UNIFOR 及年会所定规的
基本条件： 
a. 填写《怀恩家每周报名出席实体崇拜表》 https://bit.ly/3AGcMJF   
b. 接种第二剂疫苗超过两周  
c. 年龄不小过 12 岁  
d. 需全程戴双层口罩，保持一米人身距离  
e. 近两周内必须没有和确诊者密切接触（如：确诊的家人、同事等） 
f.  申请者前来崇拜时，需遵守事先已为您定下的座位号码入座 
g. 需遵守怀恩家所定其余一切抗疫标准作业程序 
怀恩家将每周发出谷歌表格，以供弟兄姐妹报名出席当周实体主日崇拜，也将于每周
六中午十二时截止当周的报名。堂会其余聚会如：祷告会、团契、主日学、会议、课
程等，都继续保持以线上进行。 

2. zoom 线上祷告会 
- 每周四晚上 7:30pm，请使用教会每周所提供 zoom 的连接

https://bit.ly/3iKNiVn 。 
- 若一台手机或电脑的参与者多过一人，请在 zoom 的“chat”里输入参与的人

数，例如：“陈祖义 5” 

- 14/10 轮值表： 

领祷 萧明政传道 司琴 黄以琳 领唱 江年瀚，黄孝陞 

音响 许勋扬 电脑 黄微伲 直播 刘运荣 

07/10/2021 参与人数：185 人 

https://bit.ly/3AGcMJF
https://bit.ly/3iKNi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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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怀恩【家庭祭坛】（https://bit.ly/2YvkdWd & https://bit.ly/3mymcS9 ） 
- 鼓励弟兄姐妹约家人一起做家庭祭坛。  
- 基本原则就是【家人每周至少一次聚集，齐读经，齐分享，齐祷告】。 
- 材料：怀恩家每周在秩序单和怀恩 APP 里提供家庭祭坛材料，或大家可善用其他 
             资源如【年会发出的材料/ 每日活水/灵修日程/灵命日粮•••等等】。 

- 注：如果您已完成，可透过怀恩 APP 的谷歌表格直接呈交，或者您也可以在办公     

  室办公时间将打印出来的秩序单末页填妥带来，投在教育楼入口处所设的箱子内。 

4. 【怀恩堂 Apps 上线】 

怀恩堂 Apps 可以从 PlayStore 或者 App Store，搜寻 Hwai En 即可下载下来使

用。内容包括当周最新主日崇拜 Youtube、圣经之旅、次序单、祷告会 ZOOM 链

接、各团契事工、祷告指南、家庭祭坛等等。欢迎弟兄姐妹开始下载并好好使用。除

了 Apps，当然也是有网站（https://www.hwaien.org.my）方便弟兄姐妹下载及列

印过去的圣经之旅、家庭祭坛等资料。 

5. 2021 年美里教区《圣经之旅》题目三十九：创世纪 8-14 章 

 

B.教导装备 

1. 装备课程：开始线上上课。 

课程 导师/助教 上课日期  时间 地点 人数 

顶峰 1 陈章蒂，高向武 周二 7:30pm 线上 10/13 

顶峰 2 许为杰，余养璋 周二 7:30pm 线上 7/8 

顶峰 3 卢黛娇，苏仕章 周二 7:30pm 线上 -/6 

顶峰 4 许太兴，张美云 周二 7:30pm 线上 7/7 

不再一样 B1b 杨欣蕊牧师 周二 7:30pm 线上 已结业 

不再一样 B1c 萧明政传道 周二 7:30pm 线上 13/16 

不再一样 B1d 陈祖义牧师 周二 7:30pm 线上 已结业 

初信栽培 萧明政传道 周日 10:00am 线上 -/10 

2. 灵修日程：2021 年 9-10 月份的已预备, 请自由索取，自由奉献，每本 RM2 

3. 第二届（2022）卫理短宣学校（线上） 

科目：圣经综览、宣教概论、灵性塑造、个人布道、基督徒生活 

地点：诗巫卫理神学院 - 线上进行，居家上课       报名截止：31/12/2021 

培训预算：RM230.00 

（包括：受训、本地短宣之津贴；唯不包括个别学生需用的买书钱与零用钱） 

日期：18/04/2022-11/07/2022；18/04/2022 下午 1:30-2 时正之间报到。 

欲知详情和报名，请与牧者联系。 

4.   美里乐龄学习中心 

本中心执行会决定明年仍然使用 ZOOM 在线上教学。 

在此，诚心欢迎大家踊跃报读 2022 年第一学年的课程，简介如下： 

https://bit.ly/2YvkdWd
https://bit.ly/3mymc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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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10/02/2022 至 27/05/2022 

第二学期：16/06/2022 至 30/09/2022 

上课时间：每星期四及星期五（7.50am - 10.50am ) 

宗旨：智体灵群健全的乐龄人士。 

➢ 培育合上帝心意使用的乐龄弟兄姐妹。 

➢ 达成【活到老、学到老、事奉到老】的精神。 

➢ 掌握圣经、科技、文艺、社会、体育等知识和技巧，与时并进，做个时代乐龄人士。 

➢ 操练丰富的人生。（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申命记 33：25 

报名捐：每个学期 RM210.00 

报名截止日期：12/12/2021 

有意报名的契友，请随时通知主任林辉明弟兄（016-850 1806） 

 

D. 关怀服事 

1. 招贤纳士：聘请希望之家员工 

A. 希望之家主任（一位） 

a) 有早期介入教育学士学位或幼教学士学位； 

b) 拥有从事相关工作者将优先考虑； 

c) 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有吃苦耐劳精神，有高度责任心，富有亲和力，能

够服从的本中心董事部的管理； 

d) 拥有三语（华文、马来文及英文）会话及书写能力； 

e) 能熟练掌握日常办公软件；  

f) 愿意主动接触儿童，并与儿童一起进行活动；  

g) 乐意接受新的挑战，愿意学习新的观念和知识；  

h) 对特殊儿童有负担的基督徒弟兄或姐妹。 

B. 早期介入教育老师（数位） 

a) 至少拥有 SPM 或 UEC 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  

b) 能使用华语，马来语及英语做基本会话； 

c) 能使用电脑做基本文书处理；  

d) 愿意主动接触儿童，并与儿童一起进行活动；  

e) 乐意接受新的挑战，愿意学习新的观念和知识；  

f) 年龄在 40 岁以下者为宜； 

g) 拥有早期介入教育文凭或幼教文凭者将优先考虑； 

h) 对特殊儿童有负担的基督徒姐妹。 

C. 办公室文员（一位） 

a) 至少拥有 SPM 或 UEC 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  

b) 能使用华语，马来语及英语做基本会话； 

c) 能使用电脑做基本文书处理；   

d) 乐意接受新的挑战，愿意学习新的观念和知识；  

e) 拥有会计证书/文凭，从事过会计工作者将优先考虑； 

f) 基督徒弟兄或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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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意加入，成为特殊儿童教育工作者，请联络董事长-许如芬姐妹 

（013-833 2193） 以询问详情及安排面试。办公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八点

至下午 4 点半。 

2. 卫理希望之家 

承蒙上帝眷顾，卫理希望之家［多种用途综合中心］于二零一九年五月五日由马来 

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时任会长池金代牧师博士主持动土礼，并于 

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六曰正式动工。 

新的多种用途综合中心估计约耗费马币三百万令吉，截至目前为止，董事会暨建筑 

委员会已筹获达五十巴仙的建筑经费。为了众志成城达成目标，恳请弟兄姐妹鼎力 

相助，共襄盛举！ 

（一）认领单位 

～每单位为马币三百五十令吉，怀恩家认领 375 单位。 

   目前已认领 196 个单位，还剩 179 个单位。 

～可分期认领一个单位一直到今年年尾结束。 

～请将捐款款项存入堂会户口（户口名字：Hwai En Methodist Church；户口号

码：Ambank A/C No. 019-201-200213-6）并注明： 卫理希望之家奉献，以方便

统计。  

（二）认捐赞助 

（1） 活动阁楼 135 Square Meter RM175,000.00 

（2） 资源阁楼 135 Square Meter RM175,000.00 

（3） 功能厅 129 Square Meter RM130,000.00 

（4） 办公厅 79 Square Meter RM  80,000.00 

（5） 会议厅 72 Square Meter RM  70,000.00 

（6） 餐饮室 65 Square Meter RM  65,000.00 

（7） 图书室 41 Square Meter RM  40,000.00 

（8） 培训室 19 Square Meter RM  20,000.00 
（三）捐赠物资 
～凡报效建筑材料、家电产品，甚至傢俬等。劳请直接联系建筑绘测师郑长平弟兄 
（019-884 9168）即可！ 

3. 2022 年海天日月历 

每本 RM18.90（优惠价，优惠期有限），有意者请联系：生命书房订购专线 

010-507 6738 

4. 美里卫理幼稚园 2022 年招生【9-11 月接收新生】 

欢迎 2016 年（六岁）, 2017 年（五岁）, 2018 年（四岁）出生者报读 

- 教学注重于自创全套英文 Phonics 课程，Discovery Science Programme 透过孩

子动手做实验，边学边玩乐以及圣经和品格教育课程。 

半天制 Half Day：上课时间：早上 8 时-12 时 

全天制 Whole Day：上课时间：早上 8 时 –中午 12 时，连下午安亲班：中午 12 时 

– 下午 5 时 

欲知详情，请联络 085-416640 或 016-850 7492（蒋雅诗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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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 BB Love Box （一员一盒罩，齐心来抗疫） 

今年 BB Love Box 的捐款依然是购买一次性医用口罩。 

一盒 50 片，价值 RM25-RM30。 

活动日期：01/7/2021-30/11/2021 

目标：25,000 盒                  

赠献方式： 

1. 使用上面 Sarawak Pay 扫描捐献（RM25,一盒），注明：BB Sarawak 

Community Care 后并将收据发送至 016-616 1070。 

2.可到楼下特定箱子里投入你的捐献。 

期盼弟兄姐妹们踊跃参与捐献，给与大力的支持。 

欲询问可联系张和一军官 016-616 1070 
6. 心弦中心的通告 

- 办公时间依旧 (星期二至星期六 8am~12noon & 1:15pm~5pm)。从 2020 年 8
月 1 日起，接受电话 (085-439359)，线上 (FB Messenger)  及信件 
(sincere.miri@gmail.com) 辅导，实体面谈目前停止。 

- 若有任何变动，会在中心的面子书更新状态，或者有任何询问请于办公时间拨打              
085-433359。 

7. 年会国语事工部在 Facebook 开设了一个“工作介绍平台” 
（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jomcarikerjascac），一方面让全砂
雇主有平台招募员工，另一方面让全砂国语会友有平台找到适合的工作。希望雇主们
踊跃登陆此平台，助人助己。*** 注：工作地点必须是砂拉越境内。  

 

E.团契生活 

1.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

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 10:24-25】 

2. 各肢体聚会 

肢体 地点 日期 时间 来临聚会 讲员/主持 
前次人数/

奉献 

乐龄团契 

线上 

 

线上 

13/10 

 

22/10 

9:00am  

 

7:30pm 

“乐”融融， 

“龄”烦恼 

查经会 

许小仙本处传道 

 

萧明政传道 

72 人 

 

65 人 

妇女会 线上 05/11 7:30pm 一路有祢（二） 陈俊杰牧师 48/RM183.00 

成年团契 线上 15/10 7:30pm 诗篇朗诵 - - 

初成团契 线上 15/10 7:30pm 小组聚会 小组组长 64 人 

青年团契 线上 16/10 7:30pm 环保讲座 - - 

少年团契 线上 16/10 2:00pm 电影会 苏燕章顾问 - 

男少年军 线上 16/10 2:00pm Games 军官 - 

女少年军 线上 16/10 2:00pm 手工 林凤凤 -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jomcarikerjas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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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事宜 

A. 我们也要忠心的持守，把每个主日当纳的份存起来，在教会办公室办公时间带来

教会交给财务管理同工。 

B. 欲直接转账请汇入怀恩堂户口： 

- 户口号码：Ambank A/C No. 019-201-200213-6 

- 户口名字：Hwai En Methodist Church 

- 一律当作主日奉献 【除非有特别注明】 

C. 请大家也可使用 Sarawak Pay 的二维码进行扫描及转账 

- 我们 Sarawak Pay 的户头名称是 Hwai En Methodist Church 

- 如：会友捐/信心感恩/慈惠专款等等项目。转账后，请注明奉献事项，并将记录

电邮致怀恩堂。 

若有任何询问，您可以电邮致怀恩堂或于办公时间播电致怀恩堂。 

怀恩堂电邮：hwaien99@gmail.com 

 

怀恩堂牧者联系方式： 

 主理:陈祖义牧师 019-8947488/simontcy73@hotmail.com 

 助理:杨欣蕊牧师 016-8092003/085-411004(H)/britney_yong13@yahoo.com 

 助理:萧明政传道 013-8160855/085-411004(H)/siawmingching@gmail.com 

 助理（国语）: Rev. Joshua Shubash 014-144350/joshuashubash@ymail.com 

  儿童事工主任：许小仙本处传道 010-3794357/nora-hii@hotmail.com 

 办公室 WhatsApp：011-5550 0345 

 

 

1-7/10/2021 奉献征信录如下： 

会友捐：RM9,185 

邓敦明夫妇：RM200 

郑存复夫妇：RM400 

郭溢恩夫妇：RM400 

蔡明佑夫妇：RM400 

曾永辉夫妇：RM360 

张景财夫妇：RM100 

刘运耀夫妇：RM150 

刘会彪夫妇：RM300 

黄声泰夫妇：RM500 

 

黄俊珸夫妇：RM350 

黄志彦夫妇：RM200 

杨欣蕊牧师：RM280 

萧明政传道：RM230 

郑长荣：RM500 

郑慧章：RM50 

刘运强：RM1,410 

黄忠新：RM350 

詹兰光：RM500 

 

廖美琴：RM250 

王峋龙：RM300 

黄道平：RM25 

陈碧莲：RM400 

韩妹卿：RM100 

陈柒义：RM50 

杨美凤：RM500 

新欣：RM500 

Sandra：RM380 

mailto:hwaien99@gmail.com
mailto:/simontey73@hotmail.com
mailto:/britney_yong13@yahoo.com
mailto:/siawmingching@gmail.com
mailto:010-3794357/nora-hii@hotmail.com
mailto:010-3794357/nora-hii@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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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与感恩：RM4,115 

邓敦明夫妇：RM100 

郑存复夫妇：RM200 

蔡明佑夫妇：RM200 

方誉友夫妇：RM100 

曾永辉夫妇：RM840 

刘运耀夫妇：RM150 

刘会彪夫妇：RM200 

黄声泰夫妇：RM200 

黄俊珸夫妇：RM400 

郑慧章：RM20 

张光盈：RM280 

詹兰光：RM500 

王峋龙：RM100 

黄道平：RM25 

陈碧莲：RM50 

陈柒义：RM50 

神的儿女：RM700 

希望之家：RM9,725 

妇女会-米利暗组：RM350 

妇女会-撒拉组：RM350 

王峋龙合家：RM1,400 

蔡维新夫妇：RM350 

吴儒海夫妇：RM350 

王金庸夫妇：RM700 

许白皓夫妇：RM1,050 

刘华定夫妇：RM350 

郑存复夫妇：RM700 

黄声泰夫妇：RM350 

刘泰泉夫妇：RM350 

黄志彦夫妇：RM100 

郑长荣：RM550 

黄巧娟：RM350 

陈元金：RM200 

余养妃：RM350 

黄景唐：RM350 

陈翠仙：RM400 

黄宝玲：RM350 

黄道平：RM75 

江亦嘉：RM350 

Iris Wong Ging Si：

RM350 

宣教与布道：RM1,595 

蔡明佑夫妇：RM200 

郑慧章：RM50 

王峋龙：RM100 

黄道平：RM25 

陈碧莲：RM50 

杨美凤：RM100 

新欣：RM400 

神的儿女：RM500 

Jawai Ak Lidam：RM120 

Sandra：RM50 

慈惠专款：RM315 

郑慧章：RM10 

王峋龙：RM100 

黄道平：RM75 

新欣：RM100 

Sandra：RM30 

堂会事工：RM320 

杨美凤：RM200 

新欣：RM100 

Sandra：RM20 

神学款：RM45 

郑慧章：RM20 

黄道平：RM25 

主日学：RM510 

吴思远：RM10 

神的儿女：RM500 

BB Love Box： 

王峋龙：RM100 

肢体事工： 

Sandra：RM20 

成团： 

王峋龙：RM100 

  

 

 

～  请查阅您的奉献，如有遗漏或错误，请联络办公室查正  ～ 
 



 8     

九月份本地宣教士代祷事项 
Lawas Care Centre – 江梅花 
1.感谢神，孩子们在中心都很好。他们都正常上网课，也固定的读经，祷告，崇拜。 

-我们也开始教导孩子们上品格课程。 
2.为著我 8 月份看医生，一系列的报告( 验血，心电图，心脏 X-ray，血压 )代祷。 
 
Ulu Julau, Matop – 林芳芳 
1.最近，疫情的严重有些长屋面临经济的困难及有些会友也被感染 covid 19, 祈求上帝怜

悯，也希望会友能够遵守 SOP。 
2.祈求上帝赐下智慧与能力给我，让我能够在线上帮助会友礼拜，祷告及关心他们的需

要。 
3.为青少年能够持守信仰，努力祷告及读神的话语。 
4.为着 Rachel ak nabau 在神学院努力学习神的话，装备自己，及有健康的身体。 
5.为会友有健康的身体代祷。 
6.为我的身，心，灵，祷告。 
 
油棕芭, Sg Rian Saratok – 蔡国贵和林莲钦夫妇 
1.感谢主带领我们 21/08/21 平安的从 Simalau Oil Plantation 回来。请为着我们因疫情

的严重，我们被告知暂停再去，等疫情好转他们通知我们才能再去。 
2.为着 Ulu Layar,Betong 长屋的居民祷告 多间长屋被封锁，他们目前有 21 个被隔离

（一个过世了） 请为着他们及他们的家庭祷告 让他们继续信靠仰望上帝/知道上帝仍然
在看顾/掌管一切。 

 
Lawas Care Centre  
1.疫情严重，本南孩子们的父母担心孩子被感染，而不送孩子们到中心。疫情影响深远，

为疫情快快结束祷告。上帝在当中掌权。特别是老越的疫情，开始爆发了，目前是橙色
区域，有可能变成红色。 

2.学校假期将至，为着孩子回乡路程平安祷告，假期跟家人有美好的相处。好好充电，然
后回到中心继续上课。 

3.那些没回到中心的孩子们在家乡依然能学习，不懒散。不荒废课业。 
4.同工间的彼此配搭、沟通祷告，能献上最好给神。假期也能好好充电，然后继续服侍 
5.同工们和孩子们的健康祷告，出入都有神的保守。 
6.Yornee 将在明年 3 月面对 SPM 会考，为他祷告，能努力读书，记得所读过，预备面

对考试。 
 
油棕芭, Sg Rian Saratok – 萧信安 (本处传道) 
1.为着所有当地宣教士能敞开心扉，在圣灵的带领下完成他们的活动祷告. 
2.祷告上帝之大能的手亲自医治在内陆地区的新冠患者。 
3.祷告将有足够的食物和粮食供应运送到被隔离中的长屋里，也祷告有足够的医疗解决方

案来帮助受影响的家庭。 
4.祷告长屋居民们即使生活被疫情所吞没，也不会忘记及看见耶稣的爱。 
 
Sarikei – 阮斯钦 (义务宣教士) 
1.继续为 Aisah 一家人祷告。 
2.为我在线上布道的对象祷告（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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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继续为着在卫理小学的整洁员工及装修旧圣堂的员工祷告，好让他们的心能归向主，接
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 

 
古晋西教区客语事工– 蔡建清和蔡晓虹夫妇 (义务宣教士) 
 
2021 年 8-9 月事工计划/代祷事项 
1.线上福音会 
  古晋圣淘沙堂已原则上答应在 18.9.2021（六）举办《中秋节线上福音会》，现在在安

排及制作 slides 当中。到时也会公开给其他堂会。求主让双方都尽心尽力尽意，一起做
成主工。 

2.爱心粮食/车资- 如果疫情好转，将回到原点，赠送食物给那两家。求主快快挪开疫情。 
3.继续寻找《客家信主的阻拦》里的问题的答案。求主赐聪明智慧。 
4.问安卡- 虽然至今还未有人因卡片认识主耶稣，但我们会不灰心继续做下去，直到力尽

方休。求主刚强壮胆。 
5.至少发帖一次到 FB 或 IG。求主有人登入。 
 
Semariang, Kuching – 余爱玲 
1.为 Samariang Care Centre 即将完成的装修工作和二手店 的基层工作祷告，求神挪去

一切拦阻，按照神的时间完 成所有筹备的工作。  
2.为这里的两位会友祷告，求神赐给她们能力与智慧。 非常感谢主！她们很乐意开始自学

手艺，预备将来在妇 5 | P a g e 女学习班可以作教导的服事。  
3.为在这里服事的三位宣教士祷告，求神赐下智慧和能 力进行教导目前来到中心学习的几

位儿童以及少年人。 也为这些孩子们祷告，求神赐他们一颗渴慕神话语的 心，愿意一
生跟随主。  

4.为宣教士在这里的处身安全祷告，免受恶者的干扰和 攻击。  
5.为这里的人们祷告，求神开路，藉着中心的服事，将 基督里的爱和希望带给他们，让这

地得到医治和复兴。 
 
Bintulu – Bryan Anak Luwes 
1.为着我的服事禾场—Rh Dunggat 祷告，让我能够得到通行证到那里继续的服事的当地

居民。 
2.为着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孩子 Esther Eve 能够健康和平安成长而祷告。 
3.为着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日常方面有所富足祷告。 
4.为着民都鲁的人们能够遵守 SOP，保持社交距离，以积极抵挡 Covid-19 病毒的攻击。 
 
Sibujaya, Sibu – 许向怀 
1.为着我的健康祷告，让我在这段疫情期间也能好好服事神。 
2.求主赐予我聪明智慧能够面对任何即将到来的挑战，尤其是属灵争战方面。 
3.感恩每个星期一次的线上主日学在 9 月头开始了，祷告老师以及孩子有聪明智慧一同服

事主。也为着这些孩子能够邀请朋友们参与线上主日学祷告。 
 
Sibu - Madam Liu 刘银娇校园宣教士 
求主使我校园里小信的忧虑和重担交托给祢，并赐加倍信心、恩典给他们。坚持信靠祢，
主。求主亲自眷顾和保守他们。求主保佑我出入平安，好让我能有喜乐的心服事主。 
阿门。 



 10     

 

10/10/2021                  怀恩堂家庭祭坛 41 

 

读经：马太福音 21:33-46 

 

祷告：亲爱的天父，交帐时，我要把所结的果子全献给祢。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重点提要： 

  耶稣举一个比喻，说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

了。到了收成时去收租，结果所差的仆人被打、被杀，甚至家主的儿子也

被杀了。家主很生气，决定收回葡萄园，转给能按时交帐的人。 

 

真理教导： 

1.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v33宗教领袖听到这比喻，一定很清楚是指着

他们说的，因为他们正是神所栽种的葡萄园。（赛 5:1-2）在此，

恶园户是指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想侵占神的产业，并据为己有。 

2. 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v37结果他们不但不尊敬他的儿子，还把他杀了。恶园户想，若把

家主的儿子杀了，便能永远篡夺他的产业。 

3. 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v42所

弃的石头是指耶稣的死已成了救恩的房角石。若有人不接受这救

恩，就要被这石头砸得稀烂，预表人要因自己的罪灭亡。 

4.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祂为先

知。v45-46耶稣能行神迹，证明祂是从神来的；但宗教领袖不信，

因而产生了对立性的矛盾：百姓信耶稣是弥赛亚，祭司长和法利赛

人却不信。 

 

反思与应用【请分享】： 

* 恶园户是指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想窃夺神的产业，并据为己有。当 

  耶稣再来时，不但要看我们是否有好果子可交，也要看我们是否向祂 

  忠心交帐。当交帐那一天，您有好果子可交吗？ 

 

* 耶稣是匠人所弃的头块石头，这石头可以建造人，也可以把人砸得 

  稀烂。每个悔改的人都因主而得到建造，不悔改的人也会因罪而被砸得 

  稀烂。您的生命是等著被神建造，还是等著被神砸得稀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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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恩堂家庭祭坛 41 

简短心得【若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祷事项： 

1. 欢欣分享，彼此代祷。 

2. 为未信主的家人继续提名【若有，提出特殊需要】代祷。 

3. 为砂州严峻的疫情和疫苗接种代祷。 

 

 

进行家庭祭坛的日期：__________ 时间：__________ 地点：__________ 

 

使用其他材料，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者姓名：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 

乐龄 / 成年 / 妇女会 / 初成 / 青年 / 少年 / 儿童 / BB / GB 

 

参与人数：_______（包括填表者） 

 

关注： 

怀恩【家庭祭坛】目标：100个家庭 

鼓励弟兄姐妹约家人一起做家庭祭坛 

【家人每周一次聚集，齐读经，齐分享，齐祷告】 

材料：本堂每周提供或任何适合的材料 

【马太福音/ 每日活水/ 灵修日程/ 灵命日粮/ 家庭祭坛材料等等… …】 

有进行者，请于每主日交上表格，以便我们可以有个记录。 

凡于今年有进行 30次或以上的家庭，每家将获得一份礼物为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