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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2月9号（主日），本教会
欢庆数算上帝66年来在吉隆坡
浸信教会所彰显一切奇妙的作
为 – 见证祂的伟大、信实与慈
爱。更因祂连绵不绝的祝福，
促使吉隆坡浸信教会能跨过66 
年卓越考验的历史而持续屹立
不倒！

当日欢庆会包括国内外的信徒
们齐聚一堂敬拜赞美上帝更让
我们意识到本为不配的罪人却
蒙受上帝的怜悯及慈爱，当中
也有部分前会友被邀出席参与
其盛。我们灵里确实得着极大
的鼓励与感动以致部分的人感
动而流泪及带着欢喜和感恩的
心一同赞美神。

2018 年12月9日

随后，由教会主任牧师郭安成
牧师作欢迎并宣布揭幕教会新
的标志。接着，他追叙早期美
国宣教士持有清晰的异象就是
要领人归主。最终于1952年12
月14日以18位创始成员正式成
立了吉隆坡浸信教会。从1952
年至2018年的旅程并非容易但
确实充满非凡的值得！随着教
会的增长，领袖们决定购买一
块土地以作建堂之用途。因着
上帝的恩典，如今我们教会位
于吉隆坡市中心 – 武吉免登，

随着学校年终假期的到来，假
期圣经学校（VBS）于学校假
期的第一周正式开跑！2018年
11月26日至30日整个星期，我

们透过充满乐趣的方式中学习
到当面对挣扎、忧虑、孤单、
无助或犯错时，能知道耶稣如
何拯救我们脱困。生命里的挑

2018 假期圣经学校

以须完成神所委托的使命。

藉着上帝全能的手和教牧同工及
会友们无私牺牲的委身，让本会
不断地成长至今拥有13个各种语
言和方言的崇拜聚会包括英语、
粤语、华语、菲律宾语和缅甸语
。

从本会开始，我们也在全马各地
外展开设了许多植堂。目前，本
会在城市花园（Desa ParkCity）
设有分堂。不但如此，本会也设
有两间的幼稚园、两间家庭教育
中心及一间乐龄居所。本会多年
的设立及对社区包括国内外的人
群所带来无数贡献而感到自豪。
郭牧师庆典中的信息为 “我们从
此该往何处去？” 提醒会众此三
大要点：大使命、彼此相爱和上
帝是我牧者。他恳求我们在灵命
上须长进并强调听从上帝。无疑
的，上帝必显示具体的细节来引
导我们覆行与完成祂奇妙的任务
。实质上，我们应当经历上帝并
等候祂所应许的。

吉隆坡浸信教会 66载教会周年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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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上帝的伟大！申命记 
32:3

战和风暴可能会使我们遇难，但耶
稣总是在其中拯救我们。因着能够
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而心中充满兴
奋及喜悦，小朋友们更仿佛透过假
期圣经学校周而得着小型的“团聚
”。新旧面孔齐聚一堂，打成一片
，一起唱诗赞美、游戏活动、圣经
故事和实验时间，一同探索今年假
期圣经学校的主题。

星期六早上更成为整周的高潮，孩
子们都回来参加寻宝游戏。 当天就
在孩子们欢乐的笑声中结束，约十
五位孩子为自己从寻宝中赢获奖品
其中也包括现金奖励。对孩子们重
点的提醒是，真正的宝藏是来自于
上帝的儿子耶稣、上帝的话语和上
帝对我们每个人的爱 - 这是无价及
永存不失的宝藏！

于2019年1月1日，共有八百
九十八人齐聚一堂敬拜赞美上
主，并数算祂2018年里给个
人在生活上所彰显的恩典与信
实。这跨新欢庆主要目的为在
2019年里寻求上主给予我国
及众教会持续的引导。

来自个别缅语堂、菲律宾语堂

、韩语堂及城市花园分堂的弟
兄姐妹都参与其盛，携手将
2019年献给上主。犹如启示
录中所提及的，各族各方都齐
聚敬拜宝座上的羔羊，让我们
预尝到一点天国情景的滋味。

郭安成牧师向众人发出个人更
新的挑战，生活中能否有以下

三点新的开始：

是否愿意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动工
以彰显祂的作为？我们愿意吗？
让我们2019年得着新的开始，为
耶稣兴起与发光！

以耶稣启动新的一年。。。

新的机会
与神关系更密切
修复恶略的关系
彼此谦卑的服事

新的委身
仰望耶稣的引导
明锐圣灵的感动 
共同携手的配搭 

新的生命
投入活力显意义 
活得比去年更好
同兴起与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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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理事会

11月18日是吉隆坡浸信教会城
市花园特殊的日子，教会欢庆上
帝五年信实的同在与引导。从上
帝于2013年11月22日让本会植
下城市花园分堂开始，转眼已走
过5年的岁月，目前拥有四个不
同言语堂的崇拜。5周年庆联合
崇拜当日，分别来自菲律宾语、
华语及英语，共三个诗班各有呈
现赞美上主。主任牧师郭安成牧
师证道，挑战会众携手成长及扩

展上帝的工作。随后郭牧师率领
教会领袖们进行切蛋糕仪式以表
欢庆。散会后，大家齐享用由四
个堂会携手精心准备的自助午餐
为庆典画上完美的句点。愿荣耀
归于上帝！

Front前排 :梁瑞发牧师, 李英豪弟
兄, 郭安成牧师, 李伟明弟兄和麦
世德弟兄
Back后排: 余志平传道, 黄志光弟
兄, 罗志耀弟兄, 王荣顺弟兄, 梁委
恩弟兄, 余永宁弟兄和李伟棠弟兄   

透过在9月份主日崇拜期间报
告公开招募后，共有15位报名
参加成为演出歌手及幕后工作
人员。这15名团员中也包括了
年仅10岁的孩童，他们并都没
有任何演出经验但却愿意接受
3个月密集式的培训。当圣诞
节演出临近时，为确保一切表
演安排妥当，团员们须在星期
六下午参与额外的排练。

就在圣诞节约一个月前，我们
在团员中进行了一个调查，主
要多了解他们对圣诞节的想法
与其意义。调查报告已贴在大
堂走廊墙上以供大家阅读。正
当我们需要作宣传时，就在我

们团中发掘了一些备有天赋的
团员能以创意的绘画为宣传作
用。

新加入歌咏使者团的团员很快
地适应融合在其中并达到团队
音乐方面的要求。因此，能与
他们合作其实是件相当满足的
事。他们不但要能唱、能演更
须学习其中歌曲所包含的舞步
以便促使整体制作变得更振奋
人心。

城市花园成立
5周年庆崇拜
N O V E M B E R  1 8 ,  2 0 1 8

Deck the Mall – 圣诞节音乐剧由歌咏使者团呈现

Small J · 不一样的圣诞      22.12.2018

2018 年12月25日

信息结束前，郭牧师挑战我们敬
拜上帝并遵行祂所托付我们的。
期盼当我们问起 “我们从此该往
何处去？” 的时候，上帝的儿女
们都能产生共鸣。

散会后，大约70位前会友受邀齐
聚在沙玛堂团聚交流及唱诗赞美
神。他们都回想起并见证上帝过
去信实、怜悯和多年的供应。同
时也齐享用美味的佳肴，有的也
忙着用手机拍照和互相交换联络

号码。大家更感恩有机会叙旧
及当中充满意义的交流。

赞颂上帝的伟大！申命记 32:3
确实，吉隆坡浸信教会直至如
今都享有其独有的故事皆因伟
大的上帝在其中的编写，现今
祂仍然要继续并作新的事。“
我们从此该往何处去？” 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影
响旁人去认识、服侍和爱慕祂
呢？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
表我的心！』磁性歌声中徐徐
步上台，这是Small J的开场白
。Brother Jaya多才多艺，能说
能唱又能弹，风趣的台风，加
上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令他与众
不同！当晚他呈现多首不同风
格的歌曲和圣诞诗歌；出席者
都竖起手指赞不绝口地说：今
晚真是一个不一样的圣诞！

隆重向您推荐
教会新的标记
。。。

教会新标志竞赛于10月份
正式展开让会友们参与及
呈交他们参赛的作品。经
过一个多月，我们共收到
58个参赛投稿，最后经由
理事们投票表决选出最佳
作品。随后在12月9日教
会成立周年庆当日公布成
绩及向获奖者颁发500令
吉的奖金。教会目前的标
志是于1981年设计，随着
时代的变迁，我们需要与
时并进，创设较现代化视
觉感的标志。教会希望更
能与年轻及电子科技世代
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新的标志描绘吉浸家

持守传扬福音为目标，

其使命是以耶稣成为我

们接触世人的指引。

“Deck the Mall”是歌
咏使者团第37部的音乐制
作。

圣诞节聚会结束前，很多人回应
了郭牧师所发出邀请信靠耶稣的
呼召。愿荣耀归于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