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医药科技大学（吉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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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T 大专团契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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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
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 1：9）
在主里欢迎大家！！！

恭喜您们成为亚洲医药科技大学（AIMST UNIVERSITY）的一份
子！顾名思义，AIMST = As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我们谨代表 AIMST 大专团契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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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备了这本 AIMST 大专团契相关的资料手册来协助契友们
更明白我们团契的运作与事工。盼望它能成为你们的帮助！
AIMST 大专团契属双溪大年卫理公会，一个为 AIMST 的大专生
而设的团契。在这漫长的读书生涯里，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我们有
着爱我们的主，也有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别再犹豫，快加入我们
的行列吧，让我们一起在团契中学习爱与关怀！^^
愿神带领你们前面的道路！因有主同在，勇于迎向未来!
AIMST 大专团契简介
AIMST 大专团契是双溪大年卫理公会属下的团契, 一个专为
AIMST 大专生设立的团契。其成立于 2006 年,大约 80%契友为砂拉
越人。在这里，大家不分你我，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有爱及温馨的团
契。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然而因着神的爱，而在主内成为弟
兄姐妹。在异乡中，一起在学业及事奉当中彼此扶持、彼此帮助甚
至彼此建立。
在上帝的恩典和帮助下，AIMST 大专团契从初时的 5 人，增加
到目前大约 70 余人（所有科系都在上课时）。在迈向 10 周年之际
（2017 年），AIMST 大专团契将继续与主同行，在“更新灵命，传
承使命”的主题引领下，AIMST 大专团契契友将会继续在主道中扎
根，透过读经、祷告、灵修以及阅读属灵书籍来更新自己的灵命，
同时更加积极在此地事奉，同时也将关怀的敏锐度逐渐扩展到社
会、环境、医院以及自己教会各方面的需要，并实践‘走出教会，
进入社会’的行动，以致我们的团契以及教会可以成为美农地区的
祝福。甚愿上帝赐福于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也常与我们同在，
保佑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愿神祝福你！虽在异乡，但你并不孤单，因主耶稣与你同在！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祂顾念你们。(彼得前书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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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系联络人
相信一些人对自己的科系也有课业上的疑问吧！这里就给大家一些学长学姐
的电话。如果大家有需要，记得联络我们咯！在准备进入大学及在大学生活
时，有任何疑问，任何需要，需任何帮忙，都可以找我们噢。我们不是万
能，但我们可以尽量帮忙。
医学生(MBBS)
梁凯婷（第三年生）Miri,Sarawak
俞国耀（第三年生）Sitiawan,Perak
邱怡静（第三年生）Selangor
萧养斌（第三年生）Sarikei,Sarawak
严婯绮（第二年生）Bintulu,Sarawak
侯信安（第二年生）Bintulu,Sarawak
牙科生(BDS)
李家煌（第五年生）Bintulu,Sarawak

016-8702872
017-5725886
010-8905192
016-5165651
019-8281255
016-8562550
012-8939940

吴伟善（第五年生）Sitiawan,Perak
刘本祥（第四年生）Sibu,Sarawak
蔡芷璇（第四年生）Shah Alam
蘧雅慧（第三年生）Sri Aman,Sarawak
黄慧羚（第三年生）Marudi,Sarawak
郑光晶（第二年生）Sibu,Sarawak
牙科技术生(BDT)

016-5606140
014-6828565
012-6380744
019-8388158
0111-9891999
0111-0528853

郭真伶（第二年生）Sibu,Sarawak
药剂生(Pharmacy)
吴紫瑜（第四年生）Miri,Sarawak

016-8901208
016-873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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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盈盈（第四年生）Sibu,Sarawak
梁婧瑜（第四年生）Johor

014-5961680
017-6141012

黄垙奕（第三年生）Sibu,Sarawak
物理治疗生(Physiotherapy)
黄洁颖（第四年生）Bintulu,Sarawak
许意璇（第四年生）Miri,Sarawak
李小琳（第二年生）Bintulu,Sarawak

016-8578639
016-8683927
010-9604888
013-8826276

电气电子工程生(E&E)
黄文信 Kota Kinabalu,Sabah
019-8805837
生物技术生(Biotechnology)
彭嘉荣（第四年生）Johor
013-7688213
先修生(Foundation)*这些都是 DEGREE 的学长学姐
黄垙奕（药剂第三年生）Sibu,Sarawak

016-8578639

范若晖（医学第一年生）Miri,Sarawak

016-8862279

吴雁琴（药剂第一年生）Bintulu,Sarawak

010-9615265

王美耕（牙科第一年生）Miri,Sarawak

016-8780947

徐禾凇（药剂第一年生）Miri,Sarawak

011-10536798

凡你所做的， 都要凭爱心而做。 (歌林多前书 16:14 )

教会及团契
聚会
崇拜

地点
1）美农布道所

开始&结束时间
星期六（华文）
8:00-9:15PM

特别情况比
如：放假回来
才会参与此崇
拜。
大专团契
(AMCF)

2）双溪大年堂

星期日
10:00AM（华文）
08:00PM（华英文）

美农布道所

星期五
8:00-10:15PM

祷告会

美农布道所

每月第二个星期四
7:30-8:30PM

集合时间
7:00PM
7:20PM
7:45PM

集合地点
Café 前面

Café 前面
9:15AM
7:15PM
7:00PM
7:20PM
7:45PM
7:00PM
7:15PM

Café 前面

Café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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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灵修

诗班
受洗班
(顶峰课程 1)
补习班&逐家布
道

学院内
(最后一个星期没
有集体灵修，是
小组灵修)
美农布道所
美农布道所
(配合牧师时间)
美农布道所

星期日
8:30-9:30AM

Dental
Building

星期日
10:00AM-12:00PM
星期六
7:15PM
星期六(1 个月 2 次)
9:00-12:00PM

Dental
Building
Café 前面

9:45AM
7:00PM
8:15AM

Café 前面

The things that are impossible with men are possible with GOD. (Luke 18:27)

2016/2017 年牧师以及职员联络名单
职位
牧师/团契指导
团长
副团长
文书
财政
宣教组组长
补习班校长
公民组组长
信仰组组长
信仰组副组长
团契关怀组组长
团契关怀组副组长
音乐崇拜组
总务组

名字
陈明添牧师
蘧雅慧姐妹
严婯绮姐妹
蔡芷璇姐妹
刘本祥弟兄
黄慧羚姐妹
郭真伶姐妹
侯信安弟兄
梁凯婷姐妹
郑光晶姐妹
黄垙奕弟兄
邱怡静姐妹
萧养斌姐妹
俞国耀弟兄

联络号码
017-6993312
019-8388158
019-8281255
012-6380744
014-6828565
0111-9891999
016-8901208
016-8562550
016-8702872
0111-0528853
016-8578639
010-8905192
016-5165651
017-5725886

面子书名字
Mt Ting
Mandy Kii
Ngaing Li Chi
Zhi Xuan
Ah John
Jessica Huey Ling
Kuok Jeng Ling
Brandy Whiskey
Ester Liong
Bobo Tang
Ahric
Kaw Yi Jing
Angel Bin
Samuel You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我们面子书的名字是‘AIMST 大专团契^^’
或这个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aimstmethodistcf/?ref=bookmarks’。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神所赐出
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腓利比书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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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T 大专团契各组事工与节目
执行组事工和节目：
-团契主题：更新灵命，传承使命
-团契方向：2+1+1 模式
（栽培 2 次，娱乐 1 次，外出服事 1 次）
-新生和团契手册
-新年红包十一奉献
-会员大会

-团契成立十周年庆
-救灾培训课程
-事奉人员培训
-鼓励参与大专短宣课程
-灵修营

团契关怀组事工和节目：
-小组活动
-小天使行动
-寄语时光
-欢迎新契友和欢庆生日宝宝
-接待新生和欢送毕业生
-康乐活动（飞盘）
小组名单
组别 仁爱组
组长 许万颂
0109779222
副组 张静怡
长
01126870096

喜乐组
范若晖
0168862279
陈玉洁
0128785736

-中秋节
-亚当会+生日会（上半年）
-庆祝冬至
-孝亲节（制作卡片给父母）
-夏娃会+生日会（下半年）
-端午节

和平组
吴雁琴
0109615265
郑作君
0168625722

恩慈组
杨静莹
0138444299
赖秀颖
0168538103

良善组
徐禾凇
01110536798
陈嘉成
0177879601

温柔组
王美耕
0168780947
吴玉强
0185711091

信仰组事工和节目：
-团契集体灵修
-全年读经计划和圣经习题
-灵修手册&听道笔录
-灵修心得&祷告生活
-受洗课程（顶峰课程）&个人得救确据
-订购灵修日程
-大斋节期&受难节 24 小时连锁祷告
*图书馆(介绍属灵书籍)：灵粮幸福馆

-信仰调查
-禁食祷告
-查经会
-栽培课程(圣经辅导课程&锡安函授)
-祷告会
-经节分享&经节背诵
-宝剑练习

For He Himself has said, “I shall by no means give you up, neither by any means shall I
abandon you”（Hebrews 1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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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崇拜组事工合节目：
-诗班献唱和训练
-SP 大堂敬拜赞美
-敬拜赞美事奉表
-乐器班
-诗歌介绍

-点唱奉献
-音乐 high 翻天+赞美操
-专题讲座
-团契奉献诗歌、结束诗歌
-团契主题曲

宣教组事工和节目：
-宣教电影
-布道培训
-宣教罐&为宣教士祷告
-宣教金

-行军祷告
-逐家布道
-圣诞布道会
-儿童复活节游戏会

公民组事工和节目：
-M24-7 为国守望祷告
-关怀金
-新年分贺卡年柑

-美农布道所大扫除
-美农清洁活动
-医院探访

补习班（美农爱心补习班）事工和节目：
-补习班人数目标：25（目前 22）
-老师人数目标：35
-点名单
-1-6 年级（英文、科学、数学）
-主日学

-参与新国民小学的义卖会
-年终欢乐聚餐
-招收 2017 年新生
-家庭探访
-圣诞布道晚会献唱

总务组于事工和节目：
-福音车规则
-清洗福音车&储藏室
-载送服务

-栽培福音车驾驶员
-司机基本培训

The Lord will keep you from all harm, He will watch over your life.

(Psalm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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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歌林多前书 1:25)

AIMST 大专团契契友个人资料&事奉范围：
AIMST 大专团契契友可谓何等有福, 因为在其中, 可以有机会事奉上帝，契友们有机会
接触到不同的事奉，以借此机会更加装备自己，也能够透过事奉来更加经历到神的同在。
以下为契友们可接触到的事奉：
-------------------------------------------------------------------------------------

AMCF 2016/2017
Name 姓名（中/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rse 课系：

Age 年龄 :

Contact no. 联络号码 ：

Emergency 紧急联络号码：

E-mail address 电邮网址：

D.O.B 生日日期：

Church 家乡所属教会：

Hometown 家乡：

Block/ Room 宿舍/房号：

FB Name FB 名字：

I.C no:

I.D no. :

Christian；Date 重生得救基督徒；日期： Yes

/

No

；

Baptized 已受洗： Yes / No
Previous Serving 曾经参与的事奉：
Serving 想参与的事奉: 领会 / 领唱 / 伴唱 / 司琴 / 圣诗 / 鼓手 / 吉他 / 贝斯 / 诗班 / 招待员
/ 收奉献 / 舞蹈 / 司机 / 补习老师 / 医院探访 / 逐家布道队 / 圣诞报佳音队队员 / 图书馆管
理员 / 电脑、音响控制人员 / 带领破冰 / 清洗&布置 / 摄影、影片制作 / 职员 /
Others 其他：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第三章 1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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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T 大专团契福音车载送服务
1）每一位新契友(FOUNDATION/DEGREE)将会有 2 次免油费的机会载送你们去到
CS/AMANJAYA/TESCO/VILLAGE MALL 购买日常用品。（请好好珍惜）
2）若新契友需要到医院做身体检查的或到银行开户口的，请联络团契指定的司
机们。（免油费/自由奉献）
2）如果契友有需要到 CS/AMANJAYA/TESCO/VILLAGE MALL 等地方购买日常用
品，请早 2 天联络团契指定的司机们。每一次出去的油费 1 人为至少 RM2 或奉
献更多。每一次出去人数至少 7 个,所以契友们要记得自己找其他弟兄姐妹一起
出去哦。
3）我们的服务以契友（固定参与团契的弟兄姐妹）为优先。若有空位才会开放
给契友的朋友（非信徒）。
4）若契友当中有生病的需要紧急看医生或其他紧急需要，请即刻联络任何一位
指定的司机们。（免油费/自由奉献）
5）若有 10 位契友要租 VAN 回来学校或下去到槟城机场（特别在新年或开学
时）可以询问俞国耀弟兄更多详情。若有其他疑问或问题，请联络我们团契总
务组负责人：俞国耀弟兄(Samuel)- 017-5725886。
团契指定的福音车驾驶员名单如下：
1）李家煌弟兄（牙科系第五年生）012-8939940 Albert
2）吴伟善弟兄（牙科系第五年生）016-5606140 Wei Shan
3）刘本祥弟兄（牙科系第四年生）014-6828565 Ah John
4）梁凯婷姐妹（医学系第三年生）016-8702872 Ester
5）俞国耀弟兄（医学系第三年生）017-5725886 Samuel
6）陈嘉成弟兄（医学系第二年生）017-7879601 Daniel
7）黄垙奕弟兄（药剂系第三年生）016-8578639 Ahric
8）黄文信弟兄（电气电子工程系第四年生）019-8805837
德士司机： -Uncle Tan
012-4563992/0195126932
-Uncle Rosli
019-4301279
-Uncle Sam
019-5670222/016-4320754
-Uncle Zack
019-5661308
-Uncle Zali
019-4587524
-Pak Cik Ali
012-5784524
私家车:
-Edward
017-7367817

Rejoice in the Lord and be glad, you righteous; sing, all you who are upright in
heart! (Psalm 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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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契分享：这团契
这团契 (林洪涛 著：医学系 2007-2013)
这团契，是我在西马的第一个团契，也是唯一的团契。回想起当年第一次
到双溪大年，那时我从槟城搭巴士过来（第一次来就自己一个人搭巴士过来，
勇敢吧！），抵达时，就是双溪大年卫理公会的福音车来车站接我，然后就直
接到大堂去了。一到那里，最记得的是大牛递了张资料表让我填写，那时心里
想，这个人是谁？干嘛要拿我的资料……呵~
多亏那时有福音车，我才能平安抵达学校，也能够找到双溪大年卫理公会
的教会，也让我能够找到这团契-Aimst 大专团契。刚开始的团契，人数不多，
但每个人都同心，也比较容易互相关心。但，有时的人数真的很少，最少的时
候，竟然只有两个人！呵~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两个人聚会，在 Cafeteria 唱诗
歌，分享，祷告……那时还说，等以后团契复兴后，一定要将这件事提出来，
要让大家知道当时的悲剧~哈~
听我们开团大师，大牛说：我们还没来之前，是他和几位弟兄一起在宿舍
开始团契的。后来，才在王端国牧师的带领下，开始了大专团契。
我们来的时候，也有师训学院的学生与我们一起参与团契，当时还去了
Pantai Merdeka 一日游。可是后来，因为好一些原因，也或许是旅途太遥远，
所以后来他们都没有来了。后来，团契因为 Jan Batch，April Batch 和 Jun
Batch 的弟兄姐妹的加入，人数也慢慢增加了。
这团契，是个可以让我学习的地方，也是让我跟天父亲近的地方。每当学
业上的压力压得我透不过气时，去到团契，总可以让我将这一切卸下。此外，
团契也有许多的欢笑，也有各种搞笑的人物，所以团契中总是充满着欢笑。这
团契，像是东马团契，好多弟兄姐妹都是东马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以福州话
来沟通，让我倍有亲切感。当然也有从其他地方来的代表，可是，或许东马基
督徒比较多，所以就比较多的代表。^-^
在团契中，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让我看到信徒同心合一的重要性。身为
一个学生，团契也让我学习委身的功课。曾有一次，我因为考试要到了，就没
去一次的聚会。当时，刚好王牧师打电话来，想与我商量一些事情。当他知道
我没去聚会时，非常生气，并告诉我：“Philip，我知道求学的压力，但是如
果你现在不能好好安排时间来团契，来聚会，将来工作的压力，将会压得你忘
了天父……”我相信牧师的话，毕竟他走过了这段路。因此我深深地思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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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错了…因此，我学习，不论何事，都不让我与神的爱隔绝。但，说实在
的，有时候，真的很困难，尤其是考试期间，时间都不太足够了，每段时间更
看为宝贵。有时候，还会面对室友的压力，他们都不需去教会，就会有更多时
间可以读书……但，想到，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在其他事情？如果这时间好好用
来读书，怎么可能不够时间？？
团契中，我很喜欢聆听弟兄姐妹的分享，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的功课，也
可以得到许多的劝勉。此外，也可以知道大家的近况，可以互相鼓励与代祷。
近年，团契服事的负担增加了，但，靠主，都能一一胜过。心中有个很大的期
望，盼望这团契能让主大大使用，也好希望可以藉着这团契，将福音传遍整个
学校，整个 Bedong，甚至整个双溪大年，复兴天父在这里的国度。
所以，大家好好靠主刚强！奔走十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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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原文作“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 10：25
这团契 (萧莉莉 著：药剂师 2007-2012)
从小在教会中长大的我，对团契， 并不陌生。从儿团，到少团，又到了
青团。。。不同的阶段也让我体验了不一样的团契生活。后来，到了 AIMST 大
专团契， 又再一次让我跌破眼镜。
之前在家乡的教会里，在少年团契里和契友们一起的时光总是疯狂的，有
时甚至连听道也难以耐心专一的听。好不容易熬了一星期才大家才碰面，难免
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真惜美好时光，‘拼命’的聊。团契，对我而言，有时
就像是和朋友见面的地方，好朋友们若是没来，有时会让我感到很空虚。
后来，升学了，来到双溪大年，一个陌生的城市。来之前我也没考虑到要
去找教会，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主会为我预备的。结果就真的那么的巧，升
学中心为我安排的四位室友竟都是基督徒！感谢主！这让我更加的放心～心里
想就跟着他们去教会好了。
第一次来到这团契，感觉很陌生，团契也很安静（少了喧嚷声）毕竟是头
一次，大家说话也很客气。烙印在我记忆里的第一印象是契友真的非常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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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团契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却很温馨，很快的就对这团契有
了归属感。
这一次，我也体会到了原来契友的多和少是其次。团契依然可以顺利进
行。甚至少到只有三四位契友，王牧师仍然以喜乐的心载我们去团契。同时，
我们心存盼望，期望着福音车有一天可以挤满契友！
圣经上也说过: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太 18：20）
因为人数的关系，团契的节目不多，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在查经和分享，我
也从中获益不少。
在这团契里，我也学习更认真的侍奉主，以前总是有想尽办法搬出很多的
借口推辞我不想要的侍奉，也因为知道团契里大有人手去侍奉，觉得少了我一
个也无所谓; 但是在这团契中，我才感受到每一项侍奉都是那么的重要，每一
位契友的出席都会对团契人数有很明显的差距。让我慢慢的改变我对侍奉的态
度，也许这就是上帝要我看见的–要以一颗爱主的心来侍奉他。
我深信这团契的早已在主的计划中，主必定有他美好的旨意。
“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传 3：11）
在每一位契友身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优点，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
赐。团契人数渐渐的在增长，希望契友们的灵命也会更成熟。每当见到契友
们，心中总是兴奋又充满喜乐，就像是可以见到家人一样，坦然真诚的与大家
分享，聊天，不论是做什么都好，能和大家聚在一起是最开心不过了！
至今，最让我感到遗憾的，就是我错过了团契举办的第一届营会，没办法
和大家一起参与这 “历史性” 的一刻.。不过，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
还有机会！
最后，我想对所有 AIMST 大专团契的契友说的是，团契是属于我们大家
的！你们每一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家人，切记！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成看见，耳朵未成听见，人心也未成想到
的。”（林前 2：9）

14

邀请(节目预告)

1. 救灾急救课程
日期：第一次 16-17/9/2016
第二次待定 （2017）
地点：卫理公会双溪大年堂

2. 美浓布道所感恩崇拜
日期：24/9/2016 星期六
地点：美浓布道所
时间：800PM-915PM

3. 圣诞布道晚会
日期：10/12/2016
地点：美浓布道所
时间：800PM-930PM

4. 团契灵修营
日期：10/2/2017- 12/2/2017
地点：St. Anne's Church, Bukit Mertajam （Penang）
报名费：
待定
截至日期： 待定
联络号码：019-8388158

5. AIMST 大专团契创立 10 周年庆
日期：29/04/2017
时间：待定（星期六下午）
地点：美浓布道所

6. 美浓大扫除
日期：1/5/2017
地点：美浓地区
时间：待定（星期一）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
样。（提摩太前书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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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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希伯来书 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