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斋期第六主日                   棕枝主日崇拜秩序                   10.04.2022 

 

  

10.04.2022 8:00am 

领会 杨欣蕊牧师 电脑操控员 陈雪馨 

证道 萧明政牧师 SOP Master 许为杰 

献花 陈秀玉合家 底楼检测站 许太兴,陈明恩,池美金 

招待/组员 早 A/林京燕 圣堂奉献箱 张慧满 

领唱/诗班 黄孝陞/堂会 欢迎及接待新朋友 余养妃 

司琴/鼓手 雷德希/林孝进 维持 SOP 秩序 李爱蓉，刘育莲 

直播/音响 林汶锴/黄守圣 交通指挥 郑存复，郑敦信 

10.04.2022 7:30pm 

领会 陈祖义牧师 音响/电脑操控员 汤祖绥/温静琪 

证道 萧明政牧师 SOP Master& 
底楼检测站 

许为杰 
献花 陈秀玉合家 

招待/组员 晚 C/贝荣生 副堂奉献箱 邓敦明 

领唱 江年瀚/小组 欢迎及接待新朋友 黄声宏，黄祥明 

司琴 张光盈 维持 SOP 秩序 李爱蓉，刘育莲 

紫色：象征忏悔,尊贵,主权                           登殿敬拜                                           (会众请站立) 

序      乐    《与主相遇》                                     新普 393                          司琴 
备心默祷    《主在圣殿中》                                  普颂 625                          全体 
宣召启应    《以赛亚书 50:4-9》                                                          领会,会众 

始礼诗歌 
 

   《乘驴歌》                                         普颂 144                          全体 
同心祷告                                                                                                     牧者  

敬拜赞美 
   《一切歌颂赞美，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世界之光》 
   《扬声欢呼赞美，主,求你来恢复，更深的经历你》 

同念主祷文                                                                                                     全体 
宣告圣言 

信息经文      马太福音 21:1-11                                                                    领会 
证      道     和撒那！荣耀君王！                                                      萧明政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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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献   《崇拜圣名歌》                                 普颂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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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荣耀的君王》                                                                  全体 
奉差之祷                                                                                          萧明政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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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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崇拜奉献及人数： 

上主日崇拜 8:00am 目标 
奉献 RM8,715.48 RM6,600.00 

实体人数 147 人 - 

 

受难节事奉人员如下： 

 

下周（复活节：奉献目标为 RM10,000）崇拜事奉人员如下： 

17.04.2022 8:00am 

领会 陈祖义牧师 电脑操控员 陈雪馨 

证道 杨欣蕊牧师 SOP Master 许为杰，许光忠 

献花 沈扬胜合家 底楼检测站 许太兴,陈明恩,池美金 

招待/组员 早 C/郑嘉慧 圣堂奉献箱 张慧满 

领唱小组/诗班 韩妹卿/以马内利 欢迎及接待新朋友 余养妃 

司琴/鼓手 邱爱祥/林孝进 维持 SOP 秩序 李爱蓉，刘育莲 

直播/音响 林汶锴/黄守圣 交通指挥 郑存复，郑敦信 

17.04.2022 7:30pm 

领会 萧明政牧师 音响/电脑操控员 汤祖绥/温静琪 

证道 杨欣蕊牧师 SOP Master& 

底楼检测站 
许为杰 

献花 沈扬胜合家 

招待/组员 晚 A/刘慈玲 副堂奉献箱 黄声泰 

领唱小组 张惟淇/小组 欢迎及接待新朋友 黄声泰，刘美忠 

司琴 黄玛莉 维持 SOP 秩序 李爱蓉，刘育莲 

崇拜诗歌 
欢欣等候：基督复生歌   （普颂 190）    感恩回应：光荣属主（普颂 183） 

宣扬基督：往以马忤斯路（新普 272）    殿乐：歌颂复活主   （天韵） 

15.04.2022 8:00am 

领会 萧明政牧师 电脑操控员 陈雪馨 

证道 陈祖义牧师 SOP Master 许光忠，许为杰 

招待员 早 B/朱淑芳 底楼检测站 许太兴,陈明恩,池美金 

领唱小组/诗班 刘运耀/堂会 维持 SOP 秩序 李爱蓉，刘育莲 

司琴 吴玲妃 交通指挥 郑存复，郑敦信 

直播/音响 林汶锴/黄守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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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报告 
A.真诚敬拜 
1. 儿童主日学 

17/4 开始实体。每个月的圣餐主日没有主日学，孩子和家长一起参与圣餐崇拜。 
2. 晚场实体崇拜（地点：副堂） 

将于 2022 年 4 月 10 日起，恢复晚场实体崇拜： 
a. 已打完第 2 剂疫苗，并且超过 14 天。  
b. MySejahtera 有显示完成 2 剂疫苗的电子证书/携带两剂疫苗卡。 
c. 12 岁以下的孩童在已接种两剂疫苗的父母/他人陪同下可出席教会的敬拜 
    （根据 13/1/22 的 unifor sop）。 

3. 主日崇拜 
我们将于 2022 年 1 月 16 日起，按目前的 SOP 做出调整，本堂场地的 50%开放给
大家来实体崇拜 (可容纳 230 人)。为了方便大家，我们无需再预先报名，大家就可
直接在主日当天出席实体崇拜。 

参与实体崇拜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已打完第 2 剂疫苗，并且超过 14 天。  
2.MySejahtera 有显示完成 2 剂疫苗的电子证书/携带两剂疫苗卡。 
3.12 岁以下的孩童在已接种两剂疫苗的父母/他人陪同下可出席教会的敬拜 
  （根据 13/1/22 最新的 unifor sop）。 
4.全程需带着双层口罩/KN95/KF94 参与崇拜。  
5.体温不超过 37.5C，没有感冒或有任何染疫的征兆。  
6.必须 14 天内没有跟任何确诊者接触。  
7.所填写的资料必须真实。 
备注：以上的条件将随时按着最新 SOP 指示或在必要的情况下随时更新。请大家务
必遵守以上所提及的原则，若造成任何的不便，敬请见谅。 

4. 祷告会 
我们将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起，为了方便大家，我们无需再预先报名参与祷告会，
唯实体祷告会总人数仍保持限定 100 人，且需符合以下条件： 
1.已打完第 2 剂疫苗，并且超过 14 天。  
2.MySejahtera 有显示完成 2 剂疫苗的电子证书/携带两剂疫苗卡。 
3. 12 岁以下的孩童在已接种两剂疫苗的父母/他人陪同下可出席教会的敬拜 
  （根据 13/1/22 最新的 unifor sop）。 
4.全程需带着双层口罩/KN95/KF94 参与祷告会。  
5.体温不超过 37.5C，没有感冒或有任何染疫的征兆。  
6.必须 14 天内没有跟任何确诊者接触。  
7.所填写的资料必须真实。  
备注：以上的条件将随时按着最新 SOP 指示或在必要的情况下随时更新。请大家务
必遵守以上所提及的原则，若造成任何的不便，敬请见谅。 

14/04 轮值表： 

14/4 最后晚餐崇拜，时间：7:30pm，地点：美安堂+线上直播 

07/4/2022 参与人数：15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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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国卫理祷告大会：National Methodist Prayer Conference【目前有 4 人报名】 

Zoom meeting                                                     地点：美安堂 

20/5：8pm-9:30pm                                             21/5：9am-9:30pm 

22/5：主日讲员：Arisi Fernando （备有翻译）    22/5：1:30pm-5pm 

报名：https://bit.ly/3id9UwQ                              报名截止日期：18/04/2022 

6. 怀恩【家庭祭坛】（https://bit.ly/3uPglfr & https://bit.ly/3jd34bf ） 

- 今年会使用由年会幸福家庭与辅导部整理编辑的 2022 家庭祭坛材料 

   （每三个月一连 12 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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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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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教导装备 

1. 2022 圣经之旅 - 题目十二：民数记 8–14 章 

2. 灵修日程：2022 年 3-4 月份的已预备, 请自由索取，自由奉献，每本 RM2 

3. 幸福学堂情绪课程【实体】   

       主办：美里心弦中心                                              

课程目的：帮助青少年自我成长,正确认识及抒发情绪,也学习倾听自己内心的悄悄话 

课程内容： 

1.与情绪面对面                2.认识情绪家族               3.情绪也会太超过-耽溺  

4.遗憾                              5.让情绪说话                  6.情绪宣泄的健康出口 

开课：2022 年 7 月 2 日(每星期六)共 6 堂课            时间：9am-11am 

对象：13-18 岁中学生                                            奉献：RM50/人（材料+早点） 

截止：3/5/2022 （限 10 人） 

报名表格 Google form：https://bit.ly/3x27lWX   

若有任何询问，可联系美里心弦中心（085-433359）  

4. 【儿童的希望】工作坊（线上 Zoom） 

举办：基督教卫理公会美里教区布道执行会与马来西亚三福机构 

报名费：RM30                                   报名截止日期：30/4/22 

https://bit.ly/3id9UwQ
https://bit.ly/3uPglfr
https://bit.ly/3jd34bf
https://www.hwaien.org.my/
https://bit.ly/3x27l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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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的目的： 

➢ 装备对儿童有负担的成年人向儿童传福音，清楚讲明福音的内容，让儿童在耶稣

基督里有得救的确据。 

➢ 装备成年人如何教导儿童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传福音。 

➢ 协助教会看重并加强儿童布道事工。 

欲报名者请点击链接： https://bit.ly/3NvyQOt 

5. 受洗入会日期： 

➢ 14/8 感恩主日 

      儿洗（杨牧师-训练日期 23/7、30/7、6/8） 

      成洗/入会（萧牧师-训练日期 8/5 - 17/7） 

有意报名者，请到楼下桌子索取表格，填写后待办公时间交进办公室。 

6. 美满婚姻课程 

美满婚姻课程专为已婚夫妇而设，目的是帮助夫妻建立稳固且持续一生的关系。 

美满婚姻课程共有七节课，包括： 

1. 加强连接             2. 沟通的艺术           3. 解决冲突           4. 宽恕的力量 

5. 家庭的影响          6. 美好性生活           7. 爱在行动中 

截止报名日期：12/06/2022（星期日） 

上课方式：ZOOM MEETING 

费用       ：RM200.00/一对夫妻（包含 2 本课本及结业礼） 

开课日期：26/06/2021（星期六） 

开课时间：2:00pm 

扫描右上侧二维码以进行在线注册，欲询问详情可联系郑小琴姐妹 019-855 2579。 

7. 2022 年婚前课程 

• 婚前教育课程 

第 31 届 8-10/10（实体） 

报名截止：30/9                      课程奉献：RM200/对 

• ALPHA 美满婚姻预备课程 

日期：1/8 开课（每周一晚上，全部 5 课） 

报名截止：9/7                        课程奉献：RM150/对 

详情与报名可扫描右侧二维码。 

 

 

 

https://bit.ly/3NvyQ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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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2 年 3 天 2 夜《你侬我侬》恩爱夫妻营 

届 日期 地点 营会捐(每对) 截止 

东马 66 

MER 1 

22-24/07 

（星期五～日） 

诗巫卫理百周年纪念园 

美里教区承办 
RM750 

15/6 或满额 

只限 16 对 

东马 67 

MER 1 

16-18/09 

（星期五～日） 

诗巫卫理百周年纪念园 

民都鲁教区承办 
RM750 

15/8 或满额 

只限 16 对 

东马 68 

MER 1 

8-10/10 

（星期六～一） 

古晋（古晋东+西教区 

及恩典中心承办） 
RM2,100 

1/9 或满额 

只限 16 对 

MER 2 

必须参加过

MER 1 

1-3/06 

（星期三～五） 

诗巫卫理百周年纪念园 

幸福家庭与辅导部+家新联办 
RM1,600 

1/5 或满额 

只限 16 对 

注：营会捐包括:3 天 2 夜酒店住宿与膳食、烛光晚餐、版权费、课本及其他等用途。 

交通：参与者需自理自费；包括机票、及往返营地费用等。 

                                                                              报名： 

欲知详情，请联络幸福家庭辅导委员会：郑小琴执事(019-855 257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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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顶峰 2 余养璋，苏燕章 周二 7:30pm 线上 0/8 

顶峰 3 卢黛娇，苏仕章 周二 7:30pm 线上 10/6 

顶峰 4 许太兴，张美云 周二 7:30pm 线上 6/6 

门徒红本 陈兆印,许为杰,杨德才 周二 7:30pm 线上 15/17 

门徒紫本 萧明政牧师，吴昱莹 周二 7:30pm 线上 12/16 

不再一样 杨欣蕊牧师 周二 7:30pm 线上 14/15 

圣经信息课程 陈祖义牧师 周日 2:00pm 线上 18/18 

初信栽培 萧明政牧师，汪毓丰 周日 10:00am 线上 -/6 

 

D. 关怀服事 

1. 怀恩 7979 协助代购/ 关怀团队 

-目前有许多新冠确诊者都被安排居家隔离，因此怀恩家社会关怀旗下 7979 小组设

立了《怀恩 7979 协助代购团队》，特别是为了协助无法出外购买日常用品的家庭/

个人提供代购服务。若需代购，请联络黄文慧姐妹 012-877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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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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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心已恢复“实体面谈”服务 

- 也接受电话 (085-439359/011-3359 6672)，线上 (FB Messenger)  及信件 

(sincere.miri@gmail.com) 辅导。 

- 晚间电话辅导服务的新热线已更新至此手机号码：011-3359 6672  

- 085-439359 的辅导号码只给予白日的辅导服务 

- 若有任何变动，会在中心的面子书更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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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 

 

22/04 

9:00am  

 

7:30pm 

“乐”融融， 

“龄”烦恼 

查经会 

许小仙顾问 

 

萧明政牧师 

- 

妇女会 副堂 06/05 7:30pm 父母心 许纹豪牧师 89/RM175.00 

成年团契 线上 15/04 7:30pm 查经会 陈祖义牧师 44/RM670.00 

初成团契 圣堂 15/04 8:00am 参与受难节崇拜 陈祖义牧师 59/RM207.00 

青年团契 团契室 2 16/04 7:30pm 动物大会 - 37/RM 40.50 

少年团契 团契室 2 16/04 2:00pm 海外数码短宣分享会 
伦凯谦，黄仕慧 

陈妤玟 
44/RM 22.00 

女少年军 线上 16/04 2:00pm 复活节手工 温静洁 - 

男少年军 线上 16/04 2:00pm Award Class 军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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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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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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ney_yong13@yahoo.com 

 助理:萧明政牧师 013-8160855/siawmingching@gmail.com 

 助理（国语）: Rev. Joshua Shubash 014-3144350/joshuashubash@ymail.com 

  办公室 WhatsApp：011-5550 0345 

 

 

 

 

 

 

 

 

 

 

 

 

 

 

 

 

 

 

mailto:hwaien99@gmail.com
mailto:/simontey73@hotmail.com
mailto:/britney_yong13@yahoo.com
mailto:/siawmingch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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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2022 奉献征信录如下： 

会友捐：RM36,545 

刘会彪合家：RM200 

林自良夫妇：RM1,200 

黄祥明夫妇：RM1,000 

许为杰夫妇：RM20,000 

陈文金夫妇：RM260 

郑存復夫妇：RM500 

杨师华夫妇：RM100 

邓敦明夫妇：RM200 

许钧皓夫妇：RM200 

蔡明佑夫妇：RM400 

曾永辉夫妇：RM450 

郭和昌夫妇：RM200 

刘运耀夫妇：RM150 

高向武夫妇：RM500 

黄声泰夫妇：RM300 

古凯伦夫妇：RM150 

 

郭溢恩夫妇：RM500 

萧明政牧师：RM280 

杨欣蕊牧师：RM300 

刘招花：RM40 

余养妃：RM100 

刘长发：RM100 

黄秀琳：RM500 

陈翠仙：RM200 

吴秦珍：RM50 

陈淑英：RM100 

林耐耳：RM200 

卢秀珍：RM30 

许爱金：RM50 

张惟淇：RM10 

黄巧娟：RM50 

张美光：RM60 

陈明静：RM50 

胡美容：RM50 

刘运强：RM1,410 

张慧满：RM1,000 

黄慧玲：RM400 

黄忠新：RM400 

陈柒义：RM50 

陈日杰：RM400 

郭思缨：RM400 

黄静思：RM1,000 

刘利成：RM10 

王峋龙：RM500 

韩妹卿：RM100 

廖美琴：RM250 

黄秀梨：RM100 

郑博文：RM20 

喜乐平安：RM2,000 

Sophia Tay：RM25 

信心与感恩：RM9,730 

刘会彪合家：RM200 

林自良夫妇：RM200 

许为杰夫妇：RM2,800 

陈文金夫妇：RM120 

郑存復夫妇：RM300 

邓敦明夫妇：RM100 

许钧皓夫妇：RM150 

蔡明佑夫妇：RM400 

曾永辉夫妇：RM1,050 

郭和昌夫妇：RM100 

刘运耀夫妇：RM150 

 

古凯伦夫妇：RM100 

许艳珠：RM100 

刘招花：RM30 

余养妃：RM50 

黄秀琳：RM500 

吴秦珍：RM20 

陈淑英：RM30 

卢秀珍：RM30 

张惟淇：RM20 

黄巧娟：RM50 

张美光：RM40 

张慧满：RM500 

黄慧玲：RM600 

陈柒义：RM50 

陈日杰：RM400 

郭思缨：RM200 

刘利成：RM5 

王峋龙：RM100 

郑博文：RM20 

神的儿女：RM700 

喜乐平安：RM500 

2606：RM50 

Kong Jecksie：RM50 

Sophia Tay：R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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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与布道：RM5,505 

林自良夫妇：RM200 

许为杰夫妇：RM3,000 

蔡明佑夫妇：RM200 

古凯伦夫妇：RM150 

刘招花：RM20 

 

陈翠仙：RM200 

张惟淇：RM20 

黄巧娟：RM50 

张慧满：RM500 

黄慧玲：RM200 

陈日杰：RM200 

王峋龙：RM200 

神的儿女：RM500 

Kong Siew Hoon：

RM50 

Sophia Tay：RM15 

堂会事工：RM10,240 

刘招花：RM10 

卢秀珍：RM10 

黄巧娟：RM50 

 

 

郭思缨：RM100 

王峋龙：RM500 

陈其灵：RM1,500 

 

许为杰夫妇：RM8,000 

2606：RM50 

Sophia Tay：RM20 

神学款：RM1,390 

许为杰夫妇：RM1,200 

刘招花：RM20 

陈翠仙：RM50 

卢秀珍：RM10 

王峋龙：RM100 

Sophia Tay：RM10 

 

慈惠专款：RM1,995 

许为杰夫妇：RM1,000 

许钧皓夫妇：RM150 

黄巧娟：RM30 

王峋龙：RM300 

Sophia Tay：RM15 

CWM：RM500 

青团：RM745 

刘会彪合家：RM50 

古凯伦夫妇：RM110 

张惟淇：RM50 

张慧满：RM500 

郑博文：RM20 

Sophia Tay：RM15 

肢体事工：RM60 

黄巧娟：RM50 

Sophia Tay：RM10 

 

成团：RM800 

张慧满：RM500 

王峋龙：RM300 

主日学：RM1,500 

许为杰夫妇：RM1,000 

神的儿女：RM500 

希望之家： 

许为杰夫妇：RM1,000 

 

7979 关怀款： 

2606：RM20 

其他奉献： 

CWM：RM500 

妇女： 

Sophia Tay：RM15 

 

初成： 

Sophia Tay：RM20 

少团： 

刘会彪合家：RM50 

 

～  请查阅您的奉献，如有遗漏或错误，请联络办公室查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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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本地宣教士代祷事项 

日本 Japan 

吴哲仙 Karen Goh 

今年开始，每周一和周二我负责儿童英语班。学习时间是一小时，当中有 15 分钟

讲日语的圣经故事。祷告透过教儿童英语也能接触他们的父母。也感谢主在三国乡下，为

我们预备了 15 个孩子，祷告学生人数能继续增加。 

我所负责的文京教会今年计划拜访福井的三间教会，盼望能与当地教会建立良好的

联系。也藉此拜访动员弟兄姐妹一同到福井县没有教会的地区去传福音。求天父继续燃烧

我们心中传福音的热忱。 

 

东南亚 South East Asia 

叶荣凤 Dorothy Yet 

我在学校教书面对科目陌生和语言的挑战。求主赐我智慧，能善用时间去学习和了

解课程内容，秉着学习的心态，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并且尽快掌握语言表达的能力，让整

个教学更加流畅和创意。 

求主赐我敏锐的心，观察和关心这一群中学生的需要。盼望我的服侍不仅是把知识

带给学生们，而是藉着生命的见证，把福音真理带给学生们，好让他们有机会听见福音。 

我的方向感很差。求主加添我智慧和勇气去认路、探访学生的家庭。 

为着在家乡的家人祷告。求主保守父母亲身、心、灵健康，出入有主的平安伴随。 

 

秀月 Xiu Yue 

去年年底，K 城发生水灾。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灾民们现在仍有水患的阴影。求

主怜悯，K 城不会因为雨季再度引发多处水灾。 

我的同工 P 老师（M 族）也是灾民之一，对水灾有阴影，我借此机会奉耶稣基督的

名为她祷告。感恩，我看到她在生命和态度上的转变，我深信她的心也逐渐打开接受福

音。记念 P 老师一家 4 口的救恩，也求主赐我智慧在适当的时机，突破语言障碍，能清楚

表达福音。 

 

念慈 Rebecca  

我负责管理 S.U 区的 EL 中心，提供教育给难民孩子。求主帮助我适应学生人数增

多的教学环境；带领老师们一起努力，让我帮助老师们看重自己的责任，愿意花额外的时

间教导学习较弱的学生；用基督的爱来教导学生；让中心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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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父母允许孩子在上学时间出外玩耍；有时家长忙，就不送孩子去上学；当老师

发短信给家长问孩子缺席的原因，家长没有回复，连电话也不接。祷告学生家长关注孩子

的教育，并与老师合作。 

祷告中记念我今年需要接待两队海外数码短宣队(五月和九月), 也与其他同工配搭带

领的短宣队。 

 

柬埔寨 Cambodia 

余琤琤 Yu Chen Chen 

记念柬埔寨的疫情。Omicron 病毒于去年 12 月入侵社区，目前全国累计病例 13

万多例。学校和其他的活动已完全开放，唯有教会不能完全恢复实体活动。 

柬埔寨的传道人需要信心和耐心。因疫情，这两年多所有活动受限制，当地网络覆

盖有限，特别是乡区的传道人面对很多的冲击，要在有限的设备下牧养信徒。 

在 2 月份，柬埔寨卫理公会男女宿舍中 15 位学生确症。感恩，他们一星期后都痊

愈。为他们藉网络上课祷告；也求主的话语扎根学生心里，信仰坚定。此外，90%的圣经

学院生也确诊，还有几位在康复中。祷告大家有健康的身体读书与事奉。记念我有健康的

身体，耐心和爱心来服事。 

 

东亚 East Asia 

鲁丽 Evelyn  

为东亚的福音对象祷告： 

1. 记念农村里基督徒家庭和睦生活，让他们的生活见证成为未信者家庭们的榜样。

同时也祷告村里能慢慢改变早婚的习俗。 

2. 为学生阿英新婚生活祷告。求主帮助他们懂得彼此相爱、欣赏、体谅和包容。也

求主预备信徒关心阿英，引导她回到教会。 

3. 疫情使很多人无法开工，许多乡民失业，无收入，经济陷入危机。求主怜悯乡

民，为他们开路。 

4. 教会同工陈执事和周执事现在的身体一天天衰弱。求主保守他们爱神和委身的心

志，日渐坚固。 

求主保守我能享受牧会，以及全力以赴，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也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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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2022                  怀恩堂家庭祭坛 15 

 

受苦中基督照常显大(1) 

开始祷告： 

 

读经：腓立比书 1:19-21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

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

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信息： 

保罗说他为着基督被传开而感到欢喜，至于他人是真心或假意都无所谓，

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换句话说，对于我们人生的目标能持守信念坚持到底，并

且能把握重点是一生事奉的方向。保罗事奉的心态乃是无论生死，总叫基督在他

身上照常显大。原因是因为他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他为什么被关在监牢，受困锁的苦楚，还能凡事放胆呢？ 

一．知道终必得救 

保罗指出为主被囚的事，表示他深信这次不至于被定死罪，必然得着释

放。为什么他的信心这么大？两个理由：一是保罗受苦使信徒更热心为他祷告，

二是基督的灵帮助，他必然得释放。主的仆人受试炼得造就，也使信徒们学习爱

心与代祷的功课。保罗相信教会众信徒为他祷告是有果效的，所以深信会得着释

放；更因为是圣灵的帮助，指教我们如何来祷告，按着神的心意祈祷，必然获得

拯救。 

二．不羞愧的盼望 

保罗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他羞愧，也就是没有一事叫他失望、落

空。这句话说明他事奉神的忠心，他切望等候的是神所喜悦并乐意赐给人的事，

所以不致落空。同时神所应许的一切属天盼望，并我们为神所受的劳苦也不落

空。（林前 15:58）祂所赐的一切福分也必然兑现，有永生的盼望。保罗的信心

在于他真实认识了这位信实可靠的真神。 
 

分享讨论： 

1. 我们可以如何效法保罗对神的信心？我看苦难是不是大过神的能力？分享

可以如何操练对神有更加坚定不移的信靠。 

2. 分享你所信靠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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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 

1. 为身体病痛，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提名祷告。 

2. 为还未听见福音的人求神怜悯，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 

 

祷文： 

圣洁可畏的神，我们敬拜赞美祢，愿祢的名在全地被高举，愿世人都知道

祢至高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结束祷告：主祷文 

 

 

简短心得【若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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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