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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后第三主日 

农历元旦感恩礼拜 
2023 年 1 月 22 日 

 

  

 

 

 

  

 

  

 

 

 

 

 

 

 

 

 

 

 

 

 

基督教卫理公会怀恩堂 
Hwai En Methodist Church 

Lot 776 Jalan Jee Foh 9 Krokop 98000 Miri Sarawak. 
Tel 085-413004    E-mail hwaien99@gmail.com 

     http://miridistrict.sarawakmethodist.org 
       怀恩堂面子书： Hwaien Church  

主理:陈祖义牧师 019-8947488/simontcy73@hotmail.com 
副理:卢雅萍牧师 013-8149651/lyiaping30@gmail.com 
助理:翁晓婷牧师 016-8597891/aurorathien6440@gmail.com 
助理（国语）: Rev.Joshua Shubash 014-3144350/ 
              joshuashubash@ymail.com 
配属:黄方涵传道 014-7090367/ahann1203@gmail.com 
办公室 WhatsApp：011-5550 0345 

mailto:hwaien99@gmail.com
http://miridistrict.sarawakmethodist.org/
mailto:joshuashubash@y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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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后第三主日                      崇拜秩序                       22.01.2023 

 
 
 

 
 
 
上周崇拜奉献及人数： 

上周华语崇拜 8:00am 7:30pm 总共 目标 
奉献 RM 6,453.38 RM 699.43 RM 7,152.81 RM 6,500.00 

实体人数 452 人 68 人 520 人 - 

上周国语崇拜 成人 2:00pm 主日学 

奉献 RM 187.00 

人数 39 人 31 人 

 

 

22.01.2023 8:00am 
领会 卢雅萍牧师 音响 王峋龙 

证道 翁晓婷牧师 直播 黄守圣 

献花 杨德新合家 电脑操控员 范彩芬 

招待/组员 青年/郑博文 执事问安 刘素珊,郭溢盛,杨华芬 

领唱/诗班 吴德辉/以马内利 欢迎新朋友 陈明恩,吴孟儫,林鸿恩 

司琴/鼓手 邱爱祥/林孝进 圣堂奉献箱 邓敦明 

交通指挥 
郑敦信，郑长清，黄声宏，沈扬胜，陈沐昇，俞希强，张金开， 

郑存复，王峋龙 

  绿色：象征成长                                赞美上主， “兔” 气扬眉                       (会众请站立) 

静      默   《赞美上主歌》                                  普颂 10                         司琴 
仰      望   《诗篇 42:5 下》                                                                     领会 
歌      颂   《新年全属祢》                                                                      全体 
祈      祷                                                                                                 领会 

颂      赞   《怀恩颂新年、耶和华祝福满满》                                           全体  
主言应许，"兔" 破突围 

宣      读      歌罗西书 1:9-12                                                                    领会 
宣      讲     “兔”飞猛进                                                              翁晓婷牧师 
奉      献   《新年突飞猛进》                                                                   全体 

呈      献   《献礼文》                                                普颂 644                      全体 
行主光中，“兔”步猛进 

怀恩家事                                                                                                 牧者 
立      志 

 
                                                                                         牧者/会众 

同      走   《我们同步走在神光中》                                                         全体 
祝      福                                                                                       翁晓婷牧师 
阿  们  颂   《四叠阿们》                                    普颂 675                        全体 

默      祷     平安散会                                                                                 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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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崇拜事奉人员如下： 
29.01.2023 8:00am 

领会 陈明恩 直播/音响 刘运荣/陈其铭 
证道 黄方涵传道（讲题：真正的敬拜；经文：约翰福音 4:23-24） 
献花 邓敦明合家 电脑操控员 范彩芬 

招待/组员 少年/吴思鸿 执事问安 刘育莲,郭溢盛,杨华芬 
领唱/诗班 韩妹卿/以马内利 欢迎新朋友 郭思缨,郑敦信,林鸿恩 
司琴/鼓手 邱爱祥/林孝进 圣堂奉献箱 邓敦明 

29.01.2023 7:30pm 
领会 黄孝陞 司琴 李紫菁 
证道 黄方涵传道 音响/电脑操控员 黄守圣 

招待/组员 晚 B/苏珍玲 执事问安欢迎 张美云，汪毓丰 
领唱/小组 龚思燕 副堂奉献箱 刘素珊 

崇拜诗歌 
序乐：静默主跟前   （新普 375）   始礼：圣名荣光歌        （普颂  56） 

奉献：齐来谢主歌   （普颂 349）   立志：学像耶稣歌        （普颂 553） 

家事报告 
A.真诚敬拜 
1. 弟兄姐妹请留意，请在崇拜结束离开前检查您的物品是否都已携带，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问题发生。 
2. 最新 SOP (14/8/22 开始):  

1.  实体崇拜/祷告会/团契参与者全程必须戴口罩。 
2.  无需再设置体温检测站。 
3.  确诊者需自我隔离 7 天，鼓励于确诊后第 8 天自我检测呈阴性才恢复实体崇 
     拜/祷告会/团契。 
4.  近距离接触者：*建议无症状会友需 4 天自主管理并于第 5 天自我检测呈阴性 
     后才恢复实体崇拜/祷告会/团契。 
5.  座位不强制 1 米距离。 

3. 外送圣餐事宜 
怀恩家有提供外送圣餐给年事已高，因行动不便无法前来崇拜的长者。若有弟兄姐妹
久病卧床，教会也同样可外送圣餐给有关者。若您家中有需此服事，请联络怀恩家办
公室 085-411004 陈明燕姐妹。 

4. 提供崇拜直播链接事宜 
家中若有行动不便，或卧病在床者需特别直播链接，请联络怀恩家牧者，唯不可将链
接转发给他人。牧者联络号码：陈祖义牧师（019-894 7488），卢雅萍牧师（013-
814 9651），翁晓婷牧师（016-859 7891）。 

5. 祷告会 26/1 轮值表： 

6. 怀恩【家庭祭坛】（bit.ly/3H7L0fd & bit.ly/3CS3xd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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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 26/1 祷告会暂停 

12/1/2023 参与人数：9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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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3 圣经之旅：题目二 - 列王纪上 8-14 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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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当周最新圣经之旅、次序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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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人，上周奉献：RM 316.00 

班级 启蒙幼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奉献 

8:00am 48 18 22 16 16 18 10 RM 316.00 

2. 灵修日程：2023 年 1-2 月份的已预备, 请自由索取，自由奉献，每本 RM2 
3. 卫理短宣学校 

a) 第五届（2023）卫理短期宣教学校（中砂） 
地点：诗巫卫理神学院 
日期：【10 个星期】17/4/23-14/7/23 

b) 第六届（2023）卫理短期宣教学校（南砂） 
地点：古晋卫理大厦-晋福堂 
日期：【10 个星期】24/4/2023-8/7/2023 

培训预算：RM2,500〔包括受训、本地短宣、膳宿、周末见习津贴， 
                              唯不包括个别学生需用的买书钱与零用钱。〕                          

报名截止：31/1/2023 
欲知详情和报名者可向牧者索取表格及联系。 

4. 卫理神学院第十四届（2023）音乐短期宣教学校 
日期： 17/4/23-14/7/23【3 个月】                          报名截止：31/1/2023 
地点：诗巫卫理神学院 
培训预算：每人 RM2,700.00（包括受训、本地短宣、膳宿与周末见习津贴， 
                                               唯不包括个别学生需用的买书钱与零用钱）                          
欲详情和报名者可向牧者索取表格及联系。 

 

D. 关怀服事 

1. 杜当堂招募义务补习班老师 
时间：每周一/二/三晚上 7.15pm-9.15pm（任选一晚或多晚） 
资格：无论是否在籍老师，只要愿意参与，无任欢迎 
地点：杜当堂 
对象：社区内的小学生 
科目：国文/英文/数学（任选一科或多科） 
开学日：20/3/2023 
酬谢：备有车马费津贴 
联系人：Ting Leh Hong 姐妹（011-1203 9892） 

2. 卫理禧恩布道处建堂筹款  
本堂一共收到：RM  84,607.00 。 

https://www.hwaien.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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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里卫理幼稚园 2023 年招生【9-12 月接收新生】 

欢迎 2017 年（六岁）, 2018 年（五岁）, 2019 年（四岁）出生者报读 

- 教学注重于自创全套英文 Phonics 课程，并透过创意科学让孩子动手做实验，边学

边玩乐以；及看重孩子们在体能、认知及社交和品格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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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15 6640（蒋雅诗园长） 

4. 杜当堂学习中心征聘校长启事 

条件：  1.重生得救及委身的基督徒。 

2.具有良好的行政、沟通（国、英语）和书信能力。 

3.必须全时间工作，每日 7.30am-4.00pm。 

4.具教学经验，并持有幼教及任何教育文凭者优先考虑。 

凡有兴趣者，请附上一张个人照、职务申请信、履历、相关学历证明文件；并请联络

杜当堂学习中心董事-黄勤贵：013-821 3779 

5. 心弦中心的通告 

- 办公时间依旧 (星期二至星期六【公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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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三,五【公假除外】7:30pm-9:00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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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契室 2 

圣堂 

08/02 

27/01 

9:00am 

7:00pm 

“乐”融融,“龄”烦恼 

迎新会 

许小仙顾问 

陈祖义牧师 

111 人 

RM1,589.00 

妇女会 团契室 1 10/02 7:30pm 丰化家庭生活 卢雅萍牧师 43/RM353.00 

成年团契 组员府上 27/01 7:30pm 小组联谊 小组组长 26/RM219.00 

初成团契 组员府上 27/01 7:30pm 小组团拜 小组组长 55/RM297.38 

青年团契 组员府上 28/01 7:30pm 小组 小组组长 34/RM183.00 

少年团契 团契室 2 28/01 2:00pm 圣命书 - 41/RM125.00 

女少年军 - 28/01 2:00pm 新春假期 - 16/RM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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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3 年美里教区［篮球三人制联谊赛］ 

比赛日期：6 月 5 日开始（星期一早上）         开幕典礼：6 月 5 日上午 7 时 

闭幕礼：6 月 5 日下午 5 时                             对象：13-30 岁青少年弟兄 

地点：卫理公会感恩堂                                    目标：20 队，报名费：RM80 

报名截止：4 月 30 日 

欲知详情可联系筹备会：牧者-黄立开牧师（013-804 0277） 

                                     主席-杨继辉弟兄（012-875 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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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waien9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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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1/23 奉献征信录如下： 

会友捐：RM6,720 

陈则胜夫妇：RM1,800 

黄道法夫妇：RM100 

刘招花：RM40 

刘绍妃：RM50 

张崇莺：RM30 

杨为钦：RM50 

 

林凤凤：RM1,200 

林建新：RM100 

陈兆印：RM900 

陈章蒂：RM200 

韩妹卿：RM100 

黄孝陞：RM100 

 

黄道平：RM50 

新欣：RM1,000 

幸福：RM800 

Irene Tiong：RM100 

KKC：RM50 

KSL：RM50 

信心与感恩：RM1,630 

陈莲花合家：RM60 

刘宜利夫妇：RM200 

黄道法夫妇：RM20 

刘招花：RM30 

刘晓萍：RM150 

刘桂云：RM20 

刘绍妃：RM30 

张崇莺：RM40 

杨为钦：RM50 

林凤凤：RM200 

黄祈萍：RM100 

黄道平：RM50 

林辉：RM10 

无名氏：RM200 

无名氏 2：RM100 

神的儿女：RM20 

Tang Tong Seng：RM30 

Irene Tiong：RM50 

Mary Wong：RM100 

Tommy：RM100 

P.Ting：RM20 

KKC：RM50 

宣教与布道：RM1,850 

陈莲花合家：RM50 

林合家：RM500 

刘招花：RM20 

刘桂云：RM20 

 

陈兆印：RM100 

黄道平：RM50 

林辉：RM10 

新欣：RM700 

 

Irene Tiong：RM50 

KKC：RM50 

LML：RM250 

KSL：RM50 

慈惠专款：RM1,060 

余兰妃：RM100 

刘晓萍：RM170 

刘桂云：RM10 

张崇莺：RM30 

黄道平：RM150 

新欣：RM600 

堂会事工：RM670 

林合家：RM500 

刘招花：RM10 

刘晓萍：RM100 

林辉：RM10 

Irene Tiong：RM50 

7979 关怀款： RM710 

林合家：RM500 

余兰妃：RM100 

林辉：RM10 

Irene Tiong：RM50 

KSL：RM50 

神学款：RM320 

刘招花：RM20 

黄道平：RM50 

幸福：RM200 

Irene Tiong：RM50 

肢体事工：RM510 

林合家：RM500 

林辉：RM10 

福儿院 ：RM125 

黄道平：RM75 

KSL：RM50 

希望之家：RM400 

刘晓萍：RM100 

陈兆印：RM300 

禧恩布道处：RM1,675 

高向武夫妇：RM1,575 

刘本轩：RM100 

主日学：RM750 

新欣：RM700 

Lim Kai Tein：RM50 

以琳 

Irene Ti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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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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份宣教士代祷事项 

东亚 East Asia-必浩 & 燕婷 Oreo 
记念我和一对夫妻讨论如何关心回民的癌症病患者。仁爱之家的负责人表示如果有同工，
他们可以租一套房，单单给“回族”病友。所以，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除了仁爱之家的服侍，我和燕婷也到清真寺周边去认识回族的朋友。我们也刻意去认识我
们的邻居，而我们的孩子阿涛就成为很好的桥梁，因为他讨人喜爱。为燕婷与人建立关
系，同时也寻找时机与人分享好消息祷告。求上帝的手也指引我们要走的路。 
为 TDK，XC 两地方的虹一族弟兄姐妹能好好的被牧养，信心被坚固，在家里也有好见证
祷告。也为当地的同工在传扬福音的工作上，再艰难也依然坚持祷告。 
记念我和燕婷家人的救恩。求主得着他们，并安排周围的人、事、物，成为传播福音的器
皿。求上帝看顾我们夫妻俩的家人。 
 
东南亚 South East Asia-林靖 Ling Ching 
感恩，顾问已审核好路加福音书，只是一些圣经重要的字眼需要修正。获得顾问批准之
后，就可以出版，印刷路加小册子和录制音频或视频。为 Bilo 人能对他们母语的圣经感
到兴奋，同时藉着阅读或聆听祂的话语，认识基督的爱和祂的救恩祷告。 
为 Bilo 同工们本着爱主爱人的心志；为上帝过去对圣经翻译事工的带领与供应而心存感
恩，继续在主所托付的事工上委身，完成主的使命。 
今年所要进行的两个主要事工：（i）小组审核约翰福音书，之后能开始进行顾问审核。
（ii）使徒行传电影配音。为高品质的视频剧本，并为有委身和热忱的配音演员能参与录
制这电影祷告。这整个过程可能需要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 
为圣经应用小组增加三位新同工感恩！为小组所要推动的事工代祷：与圣经翻译员一同审
核使徒行传的剧本；录制 Bilo 语的敬拜诗歌；主办创意手工工作坊；和带领创伤医治小
组。 
 
叶荣凤 Dorothy Yet 
感谢上帝的恩典，带领我走过 2022 年。过程中有灰心失望，也有恩典满溢。2022 年的
学习，就是在预备 2023 年的自己。为我新一年的服侍祷告。求主加添我智慧和能力教导
和陪伴学生们成长。 
感恩，看见孩子们在品格上成长，在需要的时候会主动寻求老师为他们祷告。祷告圣灵继
续对他们说话，让他们在经历祷告的力量之后，愿意敞开心来认识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 
记念去年 12 月参加中学生营的 36 位营员。祷告圣灵继续对他们说话，指引他们的道
路，把所学的品格活用在生命中，让他们的生命被改变，成为其他学生们的榜样。 
 
短期宣教士 Short-term missionary-郑颖莹 Jasmine Tang  
感恩我于去年 11 月底抵达印度支那开始 2 年的短期宣教。目前我一个人居住，祷告环境
安全。 
我专注在学习 L 语和汉语教学。1 月 9 日新学期开始，由于自己是新手，对外汉语教学很
挑战，我需要智慧和耐力。我一天负责教两班学生，早上班和傍晚班，我需要好好规划时
间备课。 
由于当地的外国劳工限制，我暂时无法办理工作签证，需要等到二月份。目前我只能以旅
客身份呆在 L 国，每 30 天需要出境更新签证。祷告工作签证早日办妥，手续顺利。 
 
Lawas Care Centre – 江梅花 
1.为着我 18-01-2023 看医生祷告。祷告我有智慧与医生沟通，希望一切都能在老越处理 
   （检查、复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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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着我有健康、精神、体力、聪明智慧来教导（灵性方面），使孩子们能在智体灵群 
   一起成长。 
3.为着我能继续有意志力、攻克己身的减肥。 
 
油棕芭, Sg Rian Saratok – 蔡国贵和林莲钦夫妇 
1.为着我们去油棕芭跟长屋路途平安及有健康的身体来祷告。 
 
油棕芭, Sg Rian Saratok – 萧信安（本处传道） 
1.求主医治我的肺，让我康复，能够继续为主奔波。 
 
Sarikei – 阮斯钦（短期宣教士） 
1.感恩在 Sare 找到了一间新长屋 Rh Sony，屋长口头答应了 1 月 20 日进行第一场崇

拜。求主帮助他们打开心听神的话语。 
2.接下来一个星期会去 Rh Johnny (11/1), Rh Bating (13/1), Rh Siggie 和 Rh David。

目前是我一个人去。求主兴起驾驶员，一起去配搭。求主也使 Sare 的居民敞开他们的
心愿意与我们一起崇拜。 

3.为着我的脚和健康祷告。 
 
Kanowit – 严生夷 
1.感谢上帝的带领，保守与看顾在 2022 年有平安和喜乐的度过。求主继续带领 2023 的

方向与将要面对的挑战，供应一切所需要的，加添一切不足的。 
2.求主赐我有聪明智慧能在主的话语上供应原住民的需要，帮助他们建立信仰，忠心跟随

主，也能让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 
3.求主使用我能与祂同工完成祂在加拿逸原住民长屋事工的计划 ，荣耀祂。 
4.求主让我在事奉（宣教士）,父亲及丈夫的角色能达到平衡（时间,关爱,扶持,等等）。 
5.求主让我的家人都有健康的身体，平安与喜乐，让我无后顾之忧。 
 
古晋西教区客语事工 – 蔡建清和蔡晓虹夫妇（短期宣教士） 
2023 年 1 月份事工计划书/代祷 
1.古晋西教区华人宣教工场 *将极力参加由西教区布道执行会所推动的短宣活动。 
   代祷：2023 年有多队的短宣队在不同的节庆到古晋来短宣。 
2.西连禾场 *继续参加在 17 哩新生堂的关怀事工。 
   代祷：有健康参于。 
3.八点地福音事工 
   *每星期三早上，9 至 12 点，四人同行，在八点地做交谊与传福音的工作。 
   *每星期四早上，8～12 点，与晋圣堂的牧者探访队到八点地探访。 
   代祷：我们的脚踪能带领一些人来跟从耶稣。 
4.爱心粮食/车资津贴 *三家旧的照给。 *计划多给两家。 
   代祷：明智甄选家庭。 
5.转发灵修小品 *转发由布道部发给我们的小品。 *转发自制的小品。 
   代祷：有恒心去进行。 
6.《小故事大道理》+ 《小故事大智慧》 *成为第 2 项的自制小品，然后寄出。 
   代祷：有聪明智慧去撰写。 
7.问候卡 *发送自制的问安卡。 
   代祷：读者会反覆思想经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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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riang, Kuching – 余爱玲 
1.为 2023 年在三马连，马当十三哩，马丽哈，以及其他内陆宣教工场服事祷告。 
   求神赐我身心灵上的健康，跟神跟人的关系常在主基督的爱里。 
2.求神赐我有智慧安排服事的时间，也有充分休息的时间。 
3.为三马连布道处和三马连关怀中心事工祷告，求神的灵运行在当中，大大使用这里的 
   会友们和服事的管道传递上帝的爱，使主的福音日渐兴旺，人人悔改转向耶稣基督。 
4.为参与这里服事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信心坚固，灵里火热，为主作光作盐。 
5.为我所接触的福音工场祷告，求神介入，恩膏祂仆人的口，把福音和真理传开。 
   引人归主，也栽培新一代成为主的门徒。 
 
Bintulu – Bryan Anak Luwes 
1.当我在事奉时，求主看顾我的家人。 
2.为这新一年我需要接触的长屋祈祷。 
 
Sibujaya, Sibu – 许向怀 
1.新一年身心灵靠主刚强成圣。 
2.愿圣灵继续引导小弟预备华语和马来语信息及祷告篇。 
3.愿新的一年依然靠主和爱民堂、万民堂及再恩堂宣教小组同工一起服侍配搭国语事工 
   荣神益人。 
4.为同工/同路人祷告:愿教会弟兄姐妹勇敢回应庄稼的主，献上时间加入原住民/国语 
   事工。天国进了，我们需要积极完成以托付的使命。 
5.愿母亲和家人天天靠主数算恩典和平安。 
 
Sibu - Madam Liu 刘银娇校园宣教士 
1.感谢主带领泗里街述恩楼的生活营 (13/12/22 - 15/12/22) 安全，顺利完成。 
2.求上帝赐给我智慧，能量，来预备 2023 年的校园宣教的资料。 
3.祈求上帝掌管泗里街，述恩楼英语学习中心。让学生出席率提高。 
4.求上帝 2023 年赐给泗里街述恩楼更多新学生来学习，辅导英文和数学。 
5.祷告祈求上帝赐给述恩楼更多的英语，数学老师来配合教导。 
6.求上帝保佑，赐福，掌管述恩楼，以便学校有喜乐，平安的学习环境。 
7.祝福述恩楼老师们，宣教士们在 2023 年出入平安，侍奉喜乐，万事胜意。 
8.祷告我家人会祝福我 2023 年校园宣教事工。 
 
Sarikei – 吴晶晶（短期宣教士） 
1.为着我的服事岗位祷告，让我可以很快适应，并且可以帮忙分担。 
2.为着我的国语课程祷告，求主赐智慧让我可以明白并领悟，可以学以致用。 
3.为着我驾驶福音车祷告，求主刚强我，让我可以勇敢驾驶，学习新路线。 
 
Samariang, Kuching – 杨晶晶（短期宣教士） 
1.为着我疼痛的背祷告，祷告我有健康的身体。 
2.也为着我在 Samariang Care Centre 的服事祷告，让我很快地适应。求主挪去我的 
   挣扎和惧怕。 
3.为着我在这里的服事能够更进步祷告。不知不觉一个月的时间将要结束了，希望上帝眷 
   顾。求主透过 Irene 宣教士在事工方面来加强我。求主赐给我聪明智慧带领这一群的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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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2023                  怀恩堂家庭祭坛 4 

 

时光 

 

读经：创世记 1:14-19 

14.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15.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16.於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17.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18.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 

19.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 

 

讨论： 

1. 一年中你最喜欢哪一段的时间？为什么？ 

2. 你同意“好时光”和“坏时光”都可以是“上帝的时光”吗？ 

 

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祢一直都恩待我们。感谢祢在人生的不同季节

照顾我和我心爱的人。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 

 

 

 

简短心得【若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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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恩堂家庭祭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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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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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