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动态 

 

•【全备】同工感恩晚宴 2023年2月26日 
教会赠送1件T恤给所有参与事工服事的弟兄姐妹（包括小组组长/ 家长们，副组长  
及委员们） 
T恤的尺码样本将在以下设定地点, 日期及时间摆在柜台： 
日期: 12月3日 & 4日 
地点: 伊甸餐厅门外 
星期六 8PM – 8:30PM 
星期天 9:30AM – 10:30AM 
网上报名并提交订单 https://fgc.org.my/app_tshirt23_order/  
截止日期: 12月4日 (星期天) 
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也可以找你的事工部门负责人/组长。 
你也可以通过WhatsApp与我们联系 011-1078 2992。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及四日  

https://fgc.org.my/app_tshirt23_order/


           

               最新动态 

 

• 给耶稣的礼物 - 圣诞节就要到了，你有没有想过给耶稣送什么礼物？ (想想想）好吧!
我们有一个建议。想和我们一起给耶稣送礼物吗？ 
1. 首先,找一个盒子。任何种类的盒子，大盒子、小盒子、方形、长方形。你不需

要用一个新的盒子。只要是盒子都可以。 
2. 接下来,把它包起来! 等下....在你把它包起来之前。你需要在里面放点东西，对吗？ 
3. 而这就是你要放的东西。找一张纸，写上一个名字，或者... 几个名字。那些你想

邀请来参加圣诞嘉年华的人的名字，或者那些你想让他们经历耶稣的爱的人，或
只是那些你想祝福的人的名字。而在你把这张纸放进去之前，为他们做一个祝福
的祷告。 

4. 然后把它包起来。最后，把这礼物盒带到教会，放在教会办公室外面，那个我们
已经围起来的角落。 

5. 就在下周26/11开始把你所预备的礼物带到教会。让我们都给耶稣带来一份简单
的礼物，祝他 "生日快乐!"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及四日  



           

           最新动态 

 

 

• 新春爱心奉献-给有需要的人    

19/11/2022至11/12/2022将收取爱心奉献，金额将全数用于购买现金券，

分发给那些教会及牧养部门认识的贫困家庭。 

让我们一起在新春佳节伸出援手！ 

转账注目：CNY 2023 

现金奉献：请使用教会提供的白色信封（信封前面有“特别奉献”） 

**不可使用电子钱包 touch N go，因为财政部门是看不到注明（即使弟兄

姐妹有填写，收款人是看不到的），教会就会当作是十一奉献。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及四日  



1. 在迈入“地方性流行病过渡阶段”期间，允许线下的细胞小组/家组聚集。 
 

2. 在迈入“地方性流行病过渡阶段”期间，允许在教会进行婚礼，且必须遵守指定

的标准作业程序及教会婚礼条件。 视场地容量而限定可出席的人数。 
 

3. 在迈入“地方性流行病过渡阶段”期间，允许在教会【平安苑】进行追思礼拜，

出席人数不超过75个人，且必须遵守指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及教会追思礼拜条件。 
 

4. 在迈入“地方性流行病过渡阶段”期间，教会办公室恢复正常办公时间： 

  星期二至星期六 早上9点至傍晚5点30分 

  星期日  早上9点至下午3点 

如您在上述事宜上有任何需要，请致电教会办公室电话 ( 07-3540548 /  

011-1078 2992 ) 或与我们的牧养同工联系。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及四日  



5. 新冠肺炎 (Covid-19) -  
放宽 SOP 关于最新公布 “ 对 Covid-19 SOP 的放宽”，教会决定在接下来两周内  
采取以下措施： 
1. 不再需要显示 mysejahtera 风险状况。 
2. 进入所有聚会的会所和课室内, 仍必须穿戴好口罩,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鉴于面对面交流的增加，Covid-19 也可能会激增, 因此教会希望对此情况再观
察一段时间。建议所有参加各式聚会和在封闭空间内活动的人，包括年轻人和
老人都戴上口罩， 
以确保所有与会者的安全。 
热切期盼您的配合。谢谢！ 
 

教会行政 
2022 年 9 月 10 日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及四日  



 

6. 咨询柜台  
周六--- 下午6点至6点30分：圣殿大门厅           
晚上8点 - 8点30分 ：注册中心 (伊甸中心旁)     
星期天上午11:30 -中午12:30: 注册中心 (伊甸中心旁)    
我们可协助您办理教会停车场汽车贴纸、成人基督教教育部学生证等等。 
 

7. 更新及申请特许准证（2022/23）   
所有Block A ,底层及一楼停车场的特许准证持有者（残障及70岁以上） 
若你还需要此准证！请到注册中心归还旧卡并更新你的特许准证（2022/23） 
我们将提供临时准证让你放置在车内驾驶大镜前。谢谢合作！ 
 

 8.   受洗日  (报名已截止)   地点: 圣殿 

日期: 04/12/2022 (星期日) 
时间: 下午2点30分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及四日  



 9.   喜乐人俱乐部  

24-25/11/22 （四-五）2 天 1 夜芙蓉/波德申/卢骨/森美兰旅游。 

有兴趣者请联络司徒弟兄016-7902210 

 

10. 荣耀学习中心  
随着事工的拓展，我们需要更多想要投入教导和陪伴身心障碍儿童的 
弟兄姐妹一起加入我们。 
征聘 ：老师和助理老师 （数名） 年龄：18岁- 45岁  
我們的期待:  1）能接受孩子有情绪行为问题，并能耐心处理问题 
   2）能独立又能与团队合作，喜欢挑战、能配合课程的调整 
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请联络：荣耀学习中心 018-7614034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及四日  



11. 2022圣诞节嘉年华会 
看哪！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大概两个月后）在
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圣诞节即将来临！ 
你能够参与这个节庆。现在就报名！你可以点击以下链接或扫描QR码报名：
https://forms.gle/7DxqrHdZEieWS3rE9 
 
如有任何疑问，您可以直接与我们联系。  
食品柜台 - Aaron Ong 012 872 1110 
游戏站 - Josiah 012 750 3289 
我们已经在上周日开始了协助设置 “走访” Walk-Thru场景。 
每周六和周日，请在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之间随时加入我们。 
场景设置：Jeff 012-768 0797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及四日  

https://forms.gle/7DxqrHdZEieWS3rE9


12. 如果您需要每周家讯/讲义： 

选项一：电子版<家讯>  

为了方便弟兄姐妹收到教会的资讯，你可通过WhatsApp收到教会的《家讯 》。

若你想收到教会每周的电子版<家讯> ,  您必须 ： 

把+60 11-1078 2992 这个电话号码加入在你手机的联系人里 。 

然后发一则WhatsApp简讯给+60 11-1078 2992 ，告诉我们：你的名字，                              

要收到华文版或英文版的电子版《家讯 Bulletin》。 
  

选项二：浏览全备网站 

第一步：点击或扫码: www.fgc.org.my 
第二步：向下移动以获取每周“家讯”链接并点击进入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协助，请与教会办公室联系或在聚会结束后前往伊甸中心

旁边的注册中心。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及四日  

http://www.fgc.org.my/


 





 



 



 



 



 



 



 



 



 



 



 





 



 





 



 



 







 



3 & 4/12/2022 新山全备福音教会 陆约瑟弟兄 

 

 
 

没人爱的女人 

   经文    

 创世记  29:15-35 新译本  

15 拉班对雅各说：“你因为是我的外甥，就要白白地服事我吗？告诉我，你要什么报

酬？” 16 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 17 利亚的眼睛虽然可爱，

拉结却生得身材美丽，样貌娟秀。 18 雅各爱拉结，所以对拉班说：“我愿为你的小女

儿拉结服事你七年。” 19 拉班说：“我把她给你，比给别人更好，你就与我同住吧。” 

20 于是，雅各为拉结服事了拉班七年；他就看这七年好像几天一样，因为他爱拉结。 

 

21 雅各对拉班说：“期限到了，请把我的妻子给我，好让我与她亲近。” 22 拉班就

摆设筵席，邀请了那地方所有的人。 23 到了晚上，拉班把自己的女儿利亚带来给雅各，

雅各就与她亲近。 24 拉班又把自己的婢女悉帕给了女儿利亚作婢女。 25 到了早晨，

雅各才看出原来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作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事你，不是为

了拉结的缘故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 26 拉班回答：“大女儿还没有出嫁，就先把

小女儿嫁出去，我们这地方是没有这规矩的。 27 你与大女儿七天的庆典过了以后，我

们也把小女儿给你，只是你要再服事我七年。” 28 于是雅各这样作了。他与利亚七天

的庆典过了以后，拉班就把自己的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 29 拉班又把自己的婢女辟拉

给了女儿拉结作婢女。 30 雅各也与拉结亲近，并且爱拉结胜过爱利亚；于是他再服事

了拉班七年。 

 

31 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她生育，拉结却不生育。 32 利亚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流本，因为她说：“耶和华看见了我的苦情，现在我的丈夫必爱我了。” 

33 她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

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 34 她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说：“这一次，我的丈

夫要依恋我了，因为我已经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因此给孩子起名叫利未。 35 她又怀

孕，生了一个儿子，就说：“这一次，我要赞美耶和华了。”因此给孩子起名叫犹大。

这样，她才停止了生育。 

结论 

耶稣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