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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浸信教会于12月10日
假金龙船大酒家欢庆65周年感
恩晚宴。当晚超过八百人共聚
一堂欢庆上帝对教会多年爱和
信实的同在，更成为令人喜悦
的时刻。由苏爱华传道、敬拜
队及美丽的铃鼓舞蹈团以敬拜
赞美开始当天的庆典。随后郭
安成牧师热烈地欢迎来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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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家分享上帝在过去六十五
年对我们教会信实的引领。他
解释说尽管人来人往，上帝依
然保守使教会健壮，并在马来
西亚吉隆坡市中心和世界各处
为主作见证。

教会卑微的开始，透过在1951
年8月抵达的第一位美南浸信会

宣教士Miss Jesse Green的协
助下而诞生。之后，从小组扩
大到多项的聚会就包括布道会
、儿童事工、甚至设立以中文
进行的崇拜。随后也有许多其
他宣教士加入协助Miss Jesse 
Green，终于在1952年12月
14日，吉隆坡浸信教会以18位
创始会员成立教会。教会随着
时间而不断地增长，领袖们决
定在武吉免登扩建新堂。因此
，我们在教会65周年庆上有许
多感谢上帝的事。正如郭牧师
所强调的： “荣耀归于上帝，
因祂所成就伟大的事！”

特邀嘉宾包括来自马来西亚浸
信会联会（MBC）、马来西亚
浸信会神学院、各个浸信教会
的牧者、亚太浸信会联盟的两
位代表以及吉浸18位创始成员

吉隆坡浸信教会65周年
庆及感恩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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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拉 越

请为Pastor Jackson和其家人
代祷。Pastor Jackson是
Sarikei Life Baptist Church的
牧者。他和其家人多年来都是
由我们教会所支助。他们与砂
拉越长屋内家庭进行的接触都
大有成效。他们经常前往至少
七间长屋进行跟进，同时也接
触了许多从未听过或是第一次
听到福音的人。他们也分享关
于伊班族奇迹般归信主耶稣基
督的见证。他们建堂项目经过

请为Pastor Johny Tutong和
其家人代祷。 Pastor Johny 
Tutong是Kota Samarahan浸
信教会的牧者。 他们外展事工
接触了许多长屋，此外他们也

Pastor Johny Tutong 和其家人

为本土差传代祷 Upcoming Events专注于门徒培训和领袖培训。他
们为许多信徒施浸，也为归信耶
稣的伊班族除去他们供奉多年的
偶像。他们经常报道关于在外展
新接触并传福音的长屋中，原住
民归信耶稣基督振奋人心的消息
。请为他们需要来往各个不同的
长屋去服事代祷，祈求神保守他
们路途的平安。同时也请为初信
的代祷，祈求神保守他们能够完
全脱离他们膜拜偶像的事，并全
心全意地跟随耶稣。最后，为他
们门徒训练代祷，因他们为主国
度的下一代摆上生命和时间，希
望这能够带来果效。

2018年4月6日至12日
尼泊尔短宣

2018年5月6日 
尼泊尔堂成立一周年庆 

2018年5月13日
母亲节主日崇拜
 
2018年5月29日
敬拜队和歌唱使者团一日
游 

2018年6月3日
城市花园菲律宾堂成立一
周年庆

2018年6月18日至23日 - 
国度青少年团（KY）短宣
到访加基武吉

2018年6月9日 
双亲节午宴 

2018年6月17日
父亲节特备：歌唱使者团
（TSA）音乐剧

2018年6月25日至27日
马来西亚浸联会会使大会

四年的筹款后于去年完成。教
会事工包括举办研讨会、青年
和儿童事工、门徒培训、服务
社区、接触长屋等。最近，一
场大火将Pastor Jackson居住
的长屋被夷为平地。 其长屋
Nanga Ngemah Ili是砂拉越浸
信会外展最早接触的长屋之一
。三十一个家庭受到火灾影响
。请为这群正面临困境的代祷
，祈求主耶稣给予他们平安和
安慰。



The cake-cutting ceremony

Greeting the dinner guests Pastor John Kok and Grace Tambourine Dancers

吉隆坡浸信教会之菲律宾事工
也称为菲律宾社区基督教会（
FCCC），于2018年3月18日
庆祝其成立29周年庆。庆典
在吉隆坡浸信教会武吉免登的
平安礼堂举行，约有两百零六
人出席其盛会。

今年庆典的主题为“体验上帝
的伟大”，取于圣经耶利米书
9：23-24。我们祈求众弟兄

菲律宾堂成立29周年庆

Desa ParkCity 4th Anniversary

An  Evening Of Christmas Music 
At KLBC Desa ParkCity

之其中一位，当晚也特别向
他们致谢。教会同时欢迎来
自国际事工的堂会其中包括

2017年11月19日，吉隆坡浸
信教会城市花园（KLBC Desa 
ParkCity）庆祝其成立四周年
，见证及数算上帝四年信实的
恩典。来宾迅速填满圣殿大堂
后并增添额外的座位，之后也

韩国、菲律宾、尼泊尔和缅甸
；更成为国际社群教会美好的
见证。然后晚宴正式开始，由

满溢到大厅。透过诗班，少年
军敲击手等人个别特备以表给
上帝献上感激的谢意。由郭安
成牧师分享信息，除了向上帝
感恩，还向会众发出邀请携手
合作并肩作战走进社群共同发

What comes to your mind when Christmas comes around and 

how do you celebrate this festive season?  At KLBC Desa ParkCity, 

we had a new spin on our Christmas celebration this past 

December 2017.  

We invited an acapella choir to give a special rendition of 

familiar Christmas carols and for ninety minutes the congrega-

tion was enthralled by and immersed in an atmosphere of 

melodious Christmas music.  Apart from the invited group, we 

also had an instrumental trio who played “Amazing Grace with 

Bach”.  As the evening drew to a close, everyone left for home 

with a sense of Christmas peace and joy in our hearts to 

welcome the Christmas season!

姊妹再次被提醒从神话语中体验
上帝的真正意义，同时也让到访
者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亲身体验
上帝的伟大。

由FCCC敬拜团带领敬拜赞美开
始当天的庆典。郭安成牧师、教
牧同工以及FCCC事工领袖领带
领会众一起切生日蛋糕和感恩祷
告。来自菲律宾的客座讲员亚历

山大弗朗西斯科牧师（Rev. 
Alexander Francisco）在当中传
讲神的话语。除此以外，庆典也
有儿童事工的特备，FCCC诗班和
城市花园分堂菲律宾诗班联合献
诗。庆典更以会友亲自准备菲律
宾家常菜肴的“makan” 团契完
结。

事实上，庆典之际让我们想起上
帝的慈爱和信实引导FCCC走过二
十九个年头，也只因透过上帝的
恩典FCCC才能在吉隆坡与菲律宾
同胞分享福音。腓立比书1：6说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
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
督的日子。” - 因此要抓住上帝
的应许，我们期待来临的年日
FCCC继续经历上帝的恩典、保守
和看顾。

荣耀归于上帝！

吉浸理事会员呈上第一道佳肴
，透过如此举动更反映了教会
中仆人领袖的榜样，个来宾及
会友们都因他们谦卑的服事而
感动。晚宴中，由各语言堂所
组成的联合诗班团献诗赞美神
。最后，庆典以振奋人心的蒙
福抽奖为终结其中的大奖就包
括iPhone 7 Plus、笔记型电脑
和55英寸LED电视等。

展教会及其事工。随后切蛋糕仪
式，大家共同赞美上帝。庆典崇
拜后，会众都被邀到教会弟兄姊
妹所筹备的爱宴享尽各式各样美
味佳肴其中更包括了韩国特色的
食品非常受欢迎。快乐的时光过
得特别快。事实上，因上帝的美
善让教会能够地成立更迅速经过
四年的岁月。荣耀归于上帝！



吉隆坡浸信教会缅甸堂27周年庆

藉着上帝的恩典，吉浸缅甸基
督徒团契（KLBC-MCF）于3
月11日在吉隆坡浸信教会欢
庆其二十七周年纪念并按立两
位牧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在周年庆典中按立两位牧师。
因此，我们衷心感谢神让庆典
更加意义非凡。聚会前半部分
为他们的27周年庆，而他们
以按立Pastor Aung Htoi 
(Steve) and Pastor Soe 
Moe Naing (Joseph)为完结
。令人振奋的是见证三百四十
人齐聚一堂宣扬上帝多年来对
缅甸基督徒团契的善良和信实
！
缅甸基督徒团契在二十七年前
开始，只有几个人在教堂操场
上聚会。这引起了郭安成牧师
的注意，随后就给他们在教堂
教育楼提供房间以供他们开始
查经班。多年来，每个主日他
们都不间断地相聚并邀请他们
的朋友出席。从小群的信徒开
始，至目前MCF已发展到四
间植堂和吉隆坡范围内有十多
个家庭小组。

特邀嘉宾为郭安成牧师（吉隆坡
浸信教会），Lee Chul Woo博
士（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
Jack Kinnison（Ebenezer圣经
学院）和John Van Din Thang
牧师（Falam基督徒社区教会）
受邀出席共庆喜悦。在庆典中，
Winnie Zan Hta牧师 从使徒行
传16：9-10传讲马其顿的呼声
。她劝勉会众在生活中展现属灵
成熟且带有使命感。他们为能够
在吉隆坡浸信教会成为一份子而
感到自豪，因教会也非常积极地
参与缅甸、菲律宾和尼泊尔等不
同国家宣教事工。Winnie Zan 
Hta牧师进一步提醒所有人 “生
命就是使命” 是因我们身边围
绕着许多 “马其顿人” 。他们
的目标和宗旨是装备信徒，建立
他们的属灵生活，以致他们可以
被差派为传教士，特别到第三世
界的国家。
郭安成牧师主持按牧礼。郭牧师
、李博士、Jack Kinnison、Van
牧师和Winnie Zan Hta牧师为
被新按立的两位牧师按手祷告。
郭安成牧师和Jack Kinnison向

两位新按立的牧师给予劝勉的
话语，并委托他们为忠心的牧
者。教会领袖们公认及热情迎
接两位新任牧师并以勉励和礼
物作为按牧礼的完结点。上帝
是美好的！

我们年度性的假期圣经学校（
VBS）于2017年11月27日至12
月1日举办，年介于3-16岁的儿
童和青少年参与其盛。主题为
Maker Fun Factory - 由上帝创
造！目的导向的建造！今年度假
期圣经学校共有三百多名成年人
、儿童和青年参与，分别成为学
生、助手或是教师。
透过往常一般活力充沛的敬拜赞
美、游戏时段、实验、小食及圣
经班就围绕着上帝对人的创造，
祂的力量、保护与同在，祂对我
们的爱和对我们存在的意义。我
们感谢神让我们每年都有机会主
板假期圣经学校，并看到孩子们

路加福音2：10 – 11,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圣诞是
记念耶稣基督降生的佳节，我们一连几
周探望了不同的安老院其中包括圣玛丽
安老院、世纪保护老人中心、慈爱友力
安老院、慈爱六哩村安老院、义和安老
院、慈爱九条石安老院以及银禧安老院

都充满兴奋和期待。从成为学
生开始，其中一部分的人已经
成为助手或成为组长以协助带
领年幼的。看到神使用他们成
为祝福的管道而深感喜悦！
我们的假期圣经学校以Maker 
Fun Factory嘉年华于12月1
日成为完结，这么巧这天也是
公众假期。教师和助手们分别
负责各种不同的游戏站、滑稽
漫画站、创意手工站如泡沫手
工，气球手工，沙粒手工，建
筑乐高和组装微型赛车等。我
们在顶楼放置了一个充气游乐
场更引起孩子们的注目。我们
也筹办寻宝游戏、填色比赛和

MAKER FUN FACTORY - 由上帝创造！目的导向的建造！

圣诞送爱献温情

蒙福抽奖之奖品为巨型玩具熊！
当日也设有食品摊所提供的就包
括寿司、通心粉、汉堡包、香肠
、玉米杯、棉花糖、冰淇淋、西
瓜汁、刨冰和香蕉奶昔等以供成
人和小孩的选购。部分孩子与其
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出席盛会 – 
更成为家庭出游参加迷你游乐场
！
嘉年华义卖卷得到热烈的抢购共
筹获约马币9,500以捐助有需要
的儿童。每个人都努力在大少不
同的岗位上出一份力好让这次的
嘉年华得以成功圆满结束！愿一
切尊贵和荣耀都归我们的主耶稣
！

。探望了超过200位长者和30位长者
中心工作人员。我们不仅以唱诗歌和
分享耶稣降生给世人带来平安和救恩
的希望，我们还给他们献上小礼物，
让他们感受到爱和关怀。感谢赞美主
，当中有长者还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
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还有的长
者听了诗歌和信息后，受到圣灵的感
动忍不住落泪，真正感受到耶稣基督

的大爱。同时也感谢参与其盛的弟兄姊
妹包括奉献小礼物以及出队的，更加少
不了你的祷告成为我们最大的支柱。最
后，以路加福音2：14成为结尾，在至
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祂
所喜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