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灵降临日                       圣餐主日崇拜秩序                      05.06.2022 
 

05.06.2022 8:00am 
领会 萧明政牧师 电脑操控员 廖美琴 

证道 陈祖义牧师 SOP Master 郭溢荣 

献花 王邾莉姐妹 底楼检测站 郑长荣，卢黛娇 

招待/组员 少年/伦凯谦 圣堂奉献箱 黄声泰 

领唱/诗班 陈明燕/少年 欢迎及接待新朋友 杨荣花 

司琴 吴玲妃/李紫菁 维持 SOP 秩序 李爱蓉，陈章蒂 

直播/音响 黄守圣/汪毓丰 交通指挥 郑存复，郑敦信 

圣餐襄礼：陈牧师，萧牧师，高向武，邓敦明，郑长荣，黄声泰，张美云，李爱蓉 

05.06.2022 7:30pm 

领会 萧明政牧师 音响/电脑操控员 黄德强/温静琪 

证道 陈祖义牧师 SOP Master& 
底楼检测站 

杨德强 
献花 王邾莉姐妹 

招待/组员 晚 B/苏珍玲 副堂奉献箱 邓敦明 

领唱小组 张惟淇/小组 欢迎及接待新朋友 黄晓慧 

司琴/鼓手 张光盈/- 维持 SOP 秩序 李爱蓉 

圣餐襄礼 陈牧师，萧牧师 

红色：象征耶稣的宝血,圣灵的火                  登殿敬拜                                           (会众请站立) 

序      乐    《求洗我脚》                                     新普 483                          司琴 
备心默祷    《主在圣殿中》                                  普颂 625                          全体 
宣召启应       诗篇 32                                                                           领会,会众 

始礼诗歌 
 

   《四旬禁食》                                      新普 210                          全体 
同心祷告                                                                                                     牧者  

敬拜赞美    《我要全心赞美，祢昔在今在永在，祢是配得》 
同念主祷文                                                                                                     全体 

宣告圣言 
信息经文      诗篇 32                                                                                   领会 
证      道     赦罪后的快乐                                                                杨欣蕊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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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献   《空手见主歌》                                 普颂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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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决定》                                 世纪 350                           全体 
奉差之祷                                                                                          杨欣蕊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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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之歌》                                   世纪 250                          司琴 
备心默祷     《主在圣殿中》                                普颂 625                          全体 
宣召启应     《始礼文》                                                                      领会,会众 

始礼诗歌 
 

    《圣桌摆开》                                   新普 454                          全体 
同心祷告                                                                                                    全体  

同念主祷文                                                                                                    全体 
诗班献诗     《一根蜡烛》                                                          早场，少年诗班 

宣告圣言 
信息经文      约珥书 2:28                                                                             领会 
证      道     为主梦想                                                                       陈祖义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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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设圣餐   《颁礼歌》                                        普颂 253                陈祖义牧师 

差遣服事 
祝     福                                                                                          陈祖义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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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pm 总共 目标 

奉献 RM6,954.30 RM528.00 RM7,482.30 RM6,500.00 

实体人数 294 人 53 人 347 人 - 
 

下周（十架精兵主日）崇拜事奉人员如下： 

12.06.2022 8:00am 

领会 张家雄 电脑操控员 廖美琴 

证道 萧明政牧师 SOP Master 郭溢荣 

献花 张家雄合家 底楼检测站 郑长荣，卢黛娇 

招待/组员 早 A/林京燕 圣堂奉献箱 黄声泰 

领唱/诗班 吴德辉/以马内利 欢迎及接待新朋友 杨荣花 

司琴/鼓手 邱爱祥/林孝进 维持 SOP 秩序 李爱蓉,刘育莲,陈章蒂 

直播/音响 黄守圣/汪毓丰 交通指挥 郑存复，郑敦信 

12.06.2022 7:30pm 

领会 李爱蓉 音响/电脑操控员 黄德强/温静琪 

证道 萧明政牧师 SOP Master& 

底楼检测站 
杨德强 

献花 张家雄合家 

招待/组员 晚 C/贝荣生 副堂奉献箱 张慧满 

领唱小组 江年瀚/小组 欢迎及接待新朋友 张美云，林鸿恩 

司琴/鼓手 陈薇琳/- 维持 SOP 秩序 李爱蓉，刘育莲 

崇拜诗歌 
序乐： 圣灵之歌       （世纪 250）          始礼：上帝进行歌  （普颂 302）   

奉献：作好管家        （新普 589）          立志：高举十架     （新普 236） 

 

家事报告 
A.真诚敬拜 
1. 主日实体崇拜【早场：圣堂；晚场：副堂】/祷告会 

参加实体崇拜/祷告会/聚会者需注意事项： 

1. 全程需带着口罩参加崇拜/祷告会/聚会。 

2. 体温不超过 37.5C, 没有任何身体不适症状。 

3. 确诊者(会友/事奉人员一样)需隔离 14 天, 第 15 天自我检测呈阴性,  

    方可参与实体崇拜/祷告会/聚会。 

4. 近距离接触者(会友/事奉人员一样)有无症状都需隔离 5 天, 第 6 天自我检测呈阴性,  

    方可参与实体崇拜/祷告会/聚会。 

*为了保护彼此, 敬请配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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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播与线上圣餐事宜： 

1.怀恩家将于 19/6/22 开始，直播将按实体崇拜的时间开播，也按实体崇拜的结束 
   而停播，因此鼓励在线的弟兄姐妹按时崇拜，以及恢复实体崇拜。 
2.按年会的指示，怀恩家从七月开始将停止线上圣餐，意即圣餐主日的直播将不包含 
   圣餐的时段，鼓励弟兄姐妹回到实体同敬拜，同领圣餐。 
3.若怀恩家的弟兄姐妹因疫情或其它原因滞留在海外，又或者因在外海工作和无教会 
   的地方, 也可向怀恩家的牧者索取链接来进行线上崇拜, 但不可将链接转发给他人。 

3. 祷告会 
09/06 轮值表： 

4. 怀恩【家庭祭坛】（https://bit.ly/38MUa2y  & https://bit.ly/3GIa4b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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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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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主日学：让我们同来关心并以真道教导儿童，使他们到老也不偏离。 
   今年人数目标：200 人，上周出席人数:125 人，上周奉献：RM689.45 

班级 启蒙幼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奉献 

8:00am 46 15 15 12 17 13 7 RM6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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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圣经之旅 - 题目二十：申命记 29-34，约书亚记 1-3 
3. 灵修日程：2022 年 7-8 月份的已预备, 请自由索取，自由奉献，每本 RM2 
4. 实体讲座会《专题：合神心意的家庭》 

举办：怀恩家会友事工委员会                                           讲员：邱和平牧师 
日期：25/06（六）                时间： 晚上七点半             地点：圣堂 
请弟兄姐妹踊跃出席。 

领祷 卢黛娇姐妹 司琴 邱爱祥 SOP Master 郭溢荣 

领唱 韩妹卿,黄秀琳,杨荣花,郑敦信,钱本岱 电脑 刘运荣 

音响 刘运荣 直播 刘运荣 维持圣堂 SOP 秩序 李爱蓉 

02/6/2022 参与人数：122 人 

https://bit.ly/38MUa2y
https://bit.ly/3GIa4b3
https://www.hwaien.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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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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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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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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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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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塑造营  
主办：卫理短宣学校 
目的：(1) 提供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理论与操练并重的营会。 
      (2) 藉着回顾和反思自己生命的旅程，与真实的自己并与上帝相遇， 
               从而生命更新和重塑。 
          (3) 透过属灵指引帮助参与者明白神对他们生命的呼召和引导，作主忠实的门 
               徒。 
学生来源：特别注意九号或十一号等候结业成绩者、在藉大专生或大专结业者； 

                        或许教会干事/书记/热心事奉者等亦可成为考虑的对象。 
地点：诗巫百周年纪念园。 
时间：2022 年八月 1 日（星期一）开始，为期四周至八月 27 日。 

科目：伦理抉择、门徒生活、 灵命塑造、属灵争战、在基督里得自由、主题/专题。 

培训预算：每人 RM700.00（四个星期） 

截止日期：2022 年 6 月 30 日 

欲知更多有关详情，可询问牧者，并可向牧者索取报名表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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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两位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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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3x27l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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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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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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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1,90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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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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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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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 

本堂今年第二学期有开班：不再一样&圣经信息课程。 

开学礼日期：21/6/2022（星期二）   上课地点：ZOOM     上课时间：每周二（晚）                             

报名：https://bit.ly/3MR816y          报名截止：5/6/2022（今天） 

目前报名情况：圣经信息课程创世记有 22 位；马可福音有 13 位，不再一样有 6 位。 

鼓励大家速速报名，给自己一个装备的机会。 

询问详情可联系基督教教育委员会主席－余养璋姐妹（012-874 5858） 

 

D. 关怀服事 
1. 生命堂义卖会 

义卖目的：筹款，建一栋多用途统合楼                工程预计：马币一千万 
义卖时间：11/7/2022；8am-2pm                     义卖地点：生命堂 
票卷类别：RM5、RM10、RM20 

义卖卷已分配给各团契，有意购买者可向各团契主席询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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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3MR81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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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招聘幼稚园老师 
➢ 美里卫理幼稚园欲聘请幼教老师，招聘要求如下： 

1. 幼教大专文凭 或 其它科系文凭（须有教学经验）； 
2. 基督徒，本会会友为佳； 
3. 有责任、委身、有团队精神、能独立工作、有爱心；及 
4. 能以中巫英文沟通。 

➢ 工作内容： 
1. 透过教学、游戏等互动方式，教导七岁以下幼儿学习基本教育、 
    个人卫生及生活技能等； 
2. 拟定课程教案并准备有关教材 
3. 与幼儿的父母或监护人讨论有关幼儿的成长需要与发展状况欢迎您加入我们。 

➢ 欢迎您加入我们： 
有意者, 请联络幼稚园园长蒋雅诗 (016-850 7492), 安排面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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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6 

 

10/06 

9:00am  

 

7:30pm 

“乐”融融， 

“龄”烦恼 

养生之道 

许小仙顾问 

 

黄文慧姐妹 

- 

妇女会 副堂 01/07 7:30pm 电影会 指导&姐妹们 57/RM250.00 

成年团契 美安堂 10/06 7:30pm 教区会员大会 教区 44/RM140.00 

初成团契 线上 10/06 7:30pm 查经会 杨欣蕊牧师 54/RM 57.00 

青年团契 团契室 2 11/06 7:30pm 联合小组 - 37/RM 28.50 

少年团契 团契室 2 11/06 2:00pm 品格 苏燕章顾问 49/RM127.00 

女少年军 
- 11/06 2:00pm 学校假期 - 

11/RM  7.00 

男少年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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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卫理公会美里教区青少年桌游比赛【Rummikub 拉密】 

日期：30/7/2022（六）                          时间：8:30am-4:00pm 

地点：美安堂（302 & 305 课室）           人数：32 人（满额截止） 

年龄：13-30 岁                                       费用：RM5 

截止：03/7/2022（日）                          付款方式：Sarawak Pay 

联系人：黄汇珠 012-877 6373 / 刘本纬牧师 013-820 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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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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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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5-2/06/2022 奉献征信录如下： 

会友捐：RM7,570 

贝新永夫妇：RM50 

刘泰泉夫妇：RM100 

郭和昌夫妇：RM100 

郭溢恩夫妇：RM500 

黄俊珸夫妇：RM350 

杨欣蕊牧师：RM300 

萧明政牧师：RM280 

余兰妃：RM100 

余养妃：RM50 

刘运强：RM3,000 

林济勇：RM200 

林黛丽：RM100 

胡美容：RM50 

许光忠：RM500 

郭思缨：RM200 

陈日杰：RM200 

陈明静：RM50 

陈翠仙：RM100 

韩妹卿：RM100 

Sandra：RM420 

Sandra：RM420 

Agnes：RM350 

KKC：RM50 

信心与感恩：RM1,517 

郭和昌夫妇：RM50 

刘泰泉夫妇：RM150 

黄俊珸夫妇：RM400 

余养妃：RM50 

刘桂云：RM20 

 

林黛丽：RM100 

许艳珠：RM100 

郭思缨：RM100 

陈日杰：RM200 

陈翠仙：RM20 

 

无名氏：RM27 

Sandra：RM50 

Sandra：RM50 

Agnes：RM150 

KKC：RM50 

宣教与布道：RM3,138 

傅大辉：RM2,000 

刘桂云：RM20 

许光忠：RM300 

 

陈日杰：RM100 

陈翠仙：RM100 

Un Lih Yiing：RM508 

 

Sandra：RM30 

Sandra：RM30 

KKC：RM50 

慈惠专款：RM340 

余养妃：RM100 

刘桂云：RM10 

许光忠：RM200 

陈翠仙：RM30 

神学款： 

陈翠仙：RM50 

堂会事工： 

许光忠：RM300 

7979 关怀款： 

陈翠仙：RM100 

爱心奉献： 

美里教区妇女会：RM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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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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本地宣教士代祷事项 
东南亚-叶荣凤  
感谢主，让我能慢慢克服教书的障碍、文化的障碍，与学生们建立起关系和信任。请纪念
我在 EXCEL 中学教课。求主赐我智慧来备课、思考教课内容；有创意、有耐心、有爱心
教学，让学生们都能够明白我教的内容，并且从中得到益处。 
为学校的师生们祷告。求主赐给老师们有教书的热诚，有爱心地教导每一位的学生。求主
帮助学生们有一颗谦卑授教的心学习，知道学习的重要性。 
为即将开始的学生团契祷告。求主赐校长、老师和我有智慧去安排团契事宜；求主感动基
督徒学生参与团契，让他们的生命被主的话语建立，甚至以生命影响生命，成为其他学生
的榜样，让非基督徒学生也愿意参与在其中。 
东亚-必浩 & 燕婷  
为我们关心的慕道友祷告，他们愿意来聚会就有机会听福音。虽然聚会断断续续，周围诸
多人言，但感谢神信徒们信心坚固，没有拦阻止他们信靠上帝。 
为我预备讲道信息祷告。求主赐我智慧，传递简单明白的信息，让信徒和慕道友了解祢的
话语。 
疫情防控导致活动减少，我也重新整顿自己的工作，与同工探讨下一步的出路。疫情之
下，乡下的工作越来越不容易，村口被堵住，四处有摄像头监控，不是本村的人不能进
入。求主为我们开路。 
印度支那 -晓薇  
感谢主，我确诊，休息后，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每天日常生活都很忙碌，求主继续保守
我，常与祂连接，重新得力，工作有时，休息有时。 
感谢主，我于 9/5 顺利地将护照与签证寄送到首都续签。求主帮助我可以顺利更新签证与
居留证，并且没有任何失误。 
感谢主，学校完全恢复实体上课，让我有很多时间接触班上的学生，与他们建立关系。求
主帮助我能在学期结束前（2/6），有机会跟学生分享及解释 24 张图片版 L 语福音，分
享自己信主的经历和播放 “认识耶稣基督的邀请”的影片。祷告学生们敞开心来聆听，
对耶稣基督有兴趣，私下来找我聊信仰。  
感谢主，【儿童读书会】没有受疫情影响，每次出席人数有 40 位以上。接下来还有两次
小孩读书会。求主带领五位小老师尽心尽力地服侍，将他们所学习的真理教导孩子，让福
音种子在孩子们心中发芽成长，将来成为主的孩子。求主帮助我，按着主的心意去预备活
动所需要的教材、手工、游戏、诗歌等，让小老师和孩子们对主有充分的认识与了解，生
活中经历主的改变与更新。 
短期宣教士 -何柯霓  
感谢主，确诊后目前没后遗症，求主继续保守眷顾，使我在外不受病毒、意外、灾害的攻
击，而有从主而来的平安及喜乐。祷告主保守在家乡的家人们，出入有平安，身体健康，
常常喜乐。 
感谢主，在 M 族重要的节日，我到他们家里拜访。祷告当我们下次再到他们家里时，有
机会可以与他们传福音。 
感谢主，我去中心孩子们的家里拜访。虽然目前只是片面问候，但求主开路，接下来还有
机会再进入他们当中，透过问候及关心，让我们彼此间的信任可以被建立起来。 
Lawas Care Centre – 江梅花 
1．为著我能善用时间休息和与家人会面、团聚。 
2．为著我依靠主，仍然有毅力、坚持、节制, 减肥。 
Lawas Care Centre 
1．感恩孩子父母答应让孩子回到学校上课。 
2．为着孩子重新回到学校能适应祷告。 
3．为着同工之间同心配搭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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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建清、蔡晓虹谨具 
1. 爱心粮食/车资津贴 

＊会按着刘女士，郑女士及刘太太的方便时间送上。 
＊计划在六月份向郑女士讲耶稣的救恩。 
代祷：愿神让我们心想事成。 

2. 转发灵修小品-计划发送 2 次。 
代祷：求神使用这些短短信息，使收到者感到扎心，愿意来认识救主耶稣。 

3. 《小故事大道理》-计划在这个月里完成 4 篇。 
代祷：希望这些短文变成触摸人心的工具。 

4. 问候卡-继续发送有圣经节的晨安与晚安卡。 
代祷：求主赐聪明与智慧给我制作问候卡。 

5. 《西连禾场》-会继续参于古晋东教区客家福音小组在 17 哩与 34 哩的关怀事工。 
代祷：路途遥远，求主赐我们精神与体力。 

6. 《古晋八点地福音事工》-继续参加晋圣堂在八点地里的关怀事工。希望八点地里的信
徒成为我们认识该地区的客家同胞的桥梁。 

     代祷：求主赐我们谦卑忍耐又有安稳平静的心在八点地开拓禾场。 
7. 将在 4.6.2022（六）晚进行《线上福音会》。此回由古晋诚恩堂主办，玛丽哈堂及主

恩堂也会参加。 
代祷：当晚的网络通畅，讲员能清楚讲解救恩。 

8. 将 7.6.2022（二）晚在 MJC 赞美操小组里举行实体迷你布道会。 
代祷：天气良好，器材操作正常，讲员有灵力讲述救恩。 

Bintulu – Bryan Anak Luwes 
1.为着每周到 Rh Suring 服事代祷，祈祷我们的旅程，我们使用的车子，旅程一帆风顺。 
2.祈祷回去庆祝 Gawai 的路程，我们一家人能平安到达。 
3.为我的妻子和女儿祈祷，当我去长屋时，上帝总是保护他们。 
4.为 Grace Ngu 祷告，求神继续带领她的家人。 
Sibujaya, Sibu – 许向怀 
1.善用智慧寻回迷路的羊（少年人以习惯疫情没聚会的日子和其他世属诱惑如手机游戏 
   等） 
2.为着校园（华小）教育祷告:校园面对 I 化危机，祷告家长们要做好重要的角色，不随意 
   看轻 I 化的课题，填写建议表时要谨慎。 
3.为着天气祷告，气候变化无常，容易生病。愿智慧的预防感冒。 
4.为着学生假期祷告，愿愉快的假期也要继续操练节制，也要做好防疫。 
5.为家人和自己身心灵在智、体、灵、群上能继续亲近神。 
6.为着 6 月份以计划好的国语主日学祷告，愿一切合乎神心意，使学生们能加深认识耶稣 
   基督。 
Sibu - Madam Liu 刘银娇校园宣教士 
1.祷告我的校园事工将会在 7 月复工。祝福小信徒们预备心，专心随从圣灵引导。 
2.祝福我们 Su En Learning Center 的英文陪读班。在神的领导下，凡事照主的旨意行， 
   所做的事也必成就。 
3.祷告负责载送长屋小孩子们的弟兄，姐妹出入平安。 
4.求上帝保护群体本地宣教士们出入平安。尤其是刘会先牧师布道部干事，身体健康。 
5.祷告圣灵带领，保护，指引我能自己驾车去泗里街进行每星期六的英文陪读班。 
6.祷告上帝祝福 ，带领，指引，圣灵同在我们 06/6/22 到，10/6/22 在 Su En Learning  
   Center 将要举办的 kem kanak-kanak 。一切交在上帝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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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2022                  怀恩堂家庭祭坛 23 

神的形象人的样式 

开始祷告： 
 

读经：腓立比书 2:5-7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

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信息： 
今天所读的本段经文乃是基督论的核心。保罗讲到信徒如何活出合一的见

证，接着他指出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先论到基督的降卑，后

论到祂的升高，再藉着基督的降卑而升高，劝勉信徒效法主顺服的榜样。无论我

们在教会事奉，或是在家庭里透过服侍家人事奉神，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

督耶稣的心为心，是信徒合一的秘诀。如果各人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结果必

定不能同心，但若各人都以基督的心为心，便很自然地有一样的心思意念，实现

肢体生活，有基督里的劝勉、爱心的安慰、灵里的交通，慈悲怜悯 的心，并且不

结党、不贪图虚荣；同时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关顾别人的事。 

从新约的记载： 

基督耶稣的心是柔和的(太 11:28-30)；乐意赦免人(路 7:36-50)；救人

(路 9:51-56)；以父的事为念(路 2:49)；诚信真实，憎恶伪善(太 23)；体恤软弱

的人(来 4:15)等。保罗所讲述基督的心是一颗怎样的心呢？ 

（一）舍己的心：舍己，乃是基督降卑的第一步，就是舍弃祂本来的荣耀。祂本

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约翰在福音书上一

开头便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 1:1)。可见圣子耶稣，与圣父

同荣同权同等(约 17:5)，三位一体的神之一个位格。祂说：我与父原为一(约

10:30)。耶和华见证会不认为耶稣基督是与父——耶和华上帝同等的地位。也就

是不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基督是神人合一，换句话说，祂是完全

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二）虚己的心：因着基督舍弃神的荣耀，反倒虚己，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

象，成为人的样式。祂自己甘愿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替代神的形象，成为人

的样式，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创世之前，神就预备了救赎计划。全知全能

的神爱世人，透过耶稣由圣灵感孕童真女玛利亚，降世为人。 

《耶稣》意思就是祂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路 1:21)。祂是救世

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这也就是耶稣亲

口所作的宣告：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相信的，不致灭

亡，反得永生(约 3:16)。 

 

分享讨论： 
1. 确定自己已得永生了吗？如何确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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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 
1. 为还未信主的祷告。 

 

祷文： 
感谢天父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感谢耶稣

基督为我们的罪付出了死亡的代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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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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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怀恩堂第二学期培训课程 

 

本堂今年第二学期有开班：不再一样&圣经信息课程。 

开学礼日期：21/6/2022（星期二）             

上课地点：ZOOM 

上课时间：每周二（晚）                              

报名：https://bit.ly/3MR816y   

目前报名情况：圣经信息课程创世记有 22 位；马可福音有 13 位，不再一样有 6 位。 

报名截止：5/6/2022（今天） 

鼓励大家速速报名，给自己一个装备的机会。 

询问详情可联系基督教教育委员会主席－余养璋姐妹（012-874 5858） 

 

No  课程 内容简介 期限 对象 上课时间 开课日期 

1 不再一样 

(课程款

RM60) 

 

进行改变生命的操练, 

察验并活出神的旨意 

3 个月 

(12 课) 

所有

弟兄

姐妹 

星期二晚 

7:30-

9:15 

21/6/22 

(星期二) 

2 圣经信息

课程— 

创世记 

(课程款

RM10) 

 

内容：仔细研读创世记  

目标： 協助基督徒有系 

           统的研读圣经。 

天天查考圣经、 

作主无愧的工人 

3 个月 

(12 课) 

所有

弟兄

姐妹 

星期二晚 

7:30-

9:00 

21/6/22 

(星期二) 

3 圣经信息

课程— 

马可福音 

(课程款

RM10) 

 

内容：仔细研读马可福音  

目标： 協助基督徒有系 

           统的研读圣经。 

天天查考圣经、 

作主无愧的工人 

3 个月 

(12 课) 

所有

弟兄

姐妹 

星期二晚 

7:30-

9:00 

21/6/22 

(星期二) 

https://bit.ly/3MR816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