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晋东教区 

教区长 刘向平

敦拉萨路 晋光堂 主理 刘向平

副理 黄声明

副理 黄莉菁

Pusat Penginjilan Methodist Pending 代理 林福星

达闽再也 晋道堂 主理 陈石兴

副理 李小富

助理 包章琴

助理 吕桑桑

民达华 晋恩堂 代理 江宗光

实旦宾 晋圣堂 主理 黄声忠

(国语事工) 副理 曾志福

辉盛花园 信心堂 主理 包久聪

副理 李心燕

助理 丁华胜

实文然 实恩堂 主理 叶侣琴(兼)

雅沙再也 布道处 主理 刘恩宏(兼)

十七哩 新生堂 主理 林恩慈

卅四哩 颂恩堂 主理 叶侣琴

三玛拉汉 卫理中心 主理 刘恩宏

沙玛丽达 布道处 主理 梁嘉恩(兼)

城中城 城中城堂 主理 卢爱玲

城中城 Living Hope Methodist Preaching 
Centre

主理 梁嘉恩



古晋西教区 
 

教区长 刘会明

黄土路 三一堂 主理 刘会明

副理 黄惠瑛

助理 蒋友菲

助理 陈昨安

(国语事工) 助理 Patrick Taie

香蕉路 晋福堂 主理 莫荣发

副理 关彩英

助理 陈柯盈

盐柴港 蒙恩堂 主理 林圣贵

助理 刘婷婷

马当玛丽哈 玛丽哈堂 主理 陈华新(兼)

新尧湾 新尧湾堂 主理 严生聚(兼)

石隆门 磐石堂 主理 严生聚

伦乐 布道处 代理 吴训成(兼)

十哩 宣道堂 主理 黄灵麒

助理 吴训成

七哩 圣淘沙堂 主理 陈德彬

助理 莫仁康

城市广场 布道处 主理 陈德彬(兼)

助理 莫仁康(兼)

石角 主恩堂 代理 夏秀惠

配属 林宝玲

马丹再也 马当堂 主理 陈华新

助理 熊小莹

达闽 达闽三一堂 主理 傅进生



泗里街教区 
　

教区长 江锦顺

泗里街市 怀仁堂 主理 江锦顺

助理 刘本煌

助理 黄琳婷

义朗花园 新怀仁堂 代理 翁新兴

助理 许美翔

玻璃港 万福达德堂 主理 黄书荣

卢勃港 辟恩堂 主理 黄小萍

伯特利 特恩堂 主理 蒋孔林

沐律都 合一堂 主理 蒋孔林(兼)

通达坡 仰郇堂 主理 王理权

沙厘 布道处 主理 黄小萍(兼)

义朗 广恩堂 代理 李良进

荷万 布道处 代理 李同心(兼)

实拉卓 卓恩堂 代理 李同心

木中 布道处 主理 黄丽莎

斯里阿曼 新恩堂 主理 翁慈营

斯里阿曼 施恩堂 主理 刘明

英吉利里 布道处 主理 翁慈营(兼)



民丹教区 
 

教区长 詹泰珉

民丹市 开元堂 主理 詹泰珉

副理 黄德香

三匡 明元堂 代理 黄晓婷

马拉传 布道处 代理 黄晓婷(兼)

古鲁仆 天元堂 主理 林顺开

拔知 知恩堂 主理 林顺开(兼)

曼光 明光堂 代理 余婉宁

新港门 布道处 代理 余婉宁(兼)

东来 来安堂 代理 杨正治

麻罗 真元堂 主理 张惠怡

东南坡 真光堂 主理 张惠怡(兼)

巴拉当 圣光堂 代理 黄庄标

丹章公集 进安堂 代理 黄庄标(兼）

南村 三一堂 代理 冯佳伟



诗巫西教区 
 

教区长 詹丽妃
兴化芭 天道堂 主理 詹丽妃

助理 姚庆泰

助理 陈光环

后勃港 天锡堂 主理 余民普

配属 许丽咏

英基罗 真源堂 代理 刘本斌

配属 卢臻长

美景 恩道堂 主理 刘会先

副理 陈晶晶

配属 陈秀金

港头 救主堂 主理 张昌来

助理 毛秋孆

配属 陈发文

幸运村 幸福堂 主理 谢必浩

巴拉述 兴安布道处 主理 谢必浩(兼)

船溪米禄 真仁堂 主理 郑仁法

配属 李爱心

泽洛邦源 源善堂 主理 郑仁法(兼)

配属 李爱心

木桂兰 榕南堂 主理 徐当胜

日朗 天安堂 主理 徐当胜(兼)

四百甲 荣福堂 主理 周顺煌

达山 积善布道处 主理 周顺煌(兼)

光华 真安堂 主理 钱本贵

配属 胡新汉

下坡 新福堂 主理 吴德忠

凯胜之家 主理 吴德忠(兼)

廿四甲 道源堂 代理 曾健伟

罗马安 鸿安堂 代理 曾健伟(兼)



 诗巫北教区 
 

教区长 张宗忠

拉让花园 锡安堂 主理 张宗忠

副理 杨智仁

助理 黄钦钗

助理 林慈彬

敦哈志奥本路               卫斯理堂 主理 张鸿恩

副理 黄敬盛

                               助理 吴乐智

                               配属 邱和平

柏迈 布道处 代理 吴乐智(兼)

西端 怀安堂 主理 李家财

副理 杨华成

助理 林忠诚

配属 王宝星

新珠山 新安堂 主理 林汉琪

副理 吴大强

副理 陈联萍

配属 黄家源

阿婆罗 平安堂 主理 戴承丽

配属 刘世尧

木杰阿十 宣道堂 主理 李文杰

副理 陈璐玲

乌也路五哩 宣恩堂 主理 汤祖勇

助理 夏凤琼

配属 林忠锦

十六哩 民安堂 主理 林国强(兼)

实兰沟 布道处 代理 方美娟

实达板 布道处 代理 方美娟(兼)



诗巫南教区 
  

教区长 江昌龙

诗巫市 福源堂 主理 江昌龙

副理 刘慈瑜(兼)

助理 杨欣蕊

助理 黄传腾

助理 许玉霞

助理 江承瀚

布律克 新福源堂 主理 黄开和

副理 徐希忠

副理 黄敬明

助理 谢在娟

　 助理 刘会珠

(国语事工)　 助理 林晶萍

育德区 圣道堂 主理 黄传道

副理 包久新

副理 林月仙

副理 李旭忆

丽华花园 爱民堂
主理 黄麟光

配属 刘宜棋

侨南坡 万民堂 主理 杨欣荣

副理 黄玉芬

配属 蔡秀真

港门 天恩堂

主理 叶绍斌

副理 黄国善

助理 张惠容

(国语事工)　 助理 Tann Kedal

亚山港 道安堂 主理 林燕

配属 邱智祥

歌洛多 道仁布道处 主理 林燕(兼)

诗巫再也 再恩堂 主理 郑信慧

配属 萧瑜瑾

下新芭 救世布道处 代理 福源堂



加帛教区 
 

教区长 许向程

加帛市 福音堂 主理 许向程

助理 朱铃娜

诗里列 嘉恩堂 主理 王美琴

拿督黄传宽木山  传恩堂 主理 林玫瑾(兼)

桑 桑恩堂 主理 王美琴(兼)

加拿逸 逸恩堂 主理 刘惠清

杯港 天理布道处       主理 刘惠清(兼)

芦楼 芦恩堂 代理 林耀杰

芦仙 侨恩堂 主理 余民善

加拉知 懿光堂 主理 余民善(兼)

砂临 福临堂 主理 池贤新

发富港 招福堂 主理 池贤新(兼)

常青木山 常恩堂 主理 林玫瑾



民都鲁教区 
 

教区长 张碧全

民都鲁市 民恩堂 主理 张碧全

副理 郑家慧

助理 涂宗盛

丹章巴都 恩光堂 主理 刘丽幼

副理 黄德光

助理 邱道伟

美民路 荣恩堂 主理 余家振

(国语事工) 副理 杨夜玲

副理 姚惠惠

吉多隆 以马内利堂 代理 林孝圣

助理 Jarry Garang

实比遥 实比遥堂 主理 江宗慈

副理 张招兴(兼)

实巴河 尚仁堂 主理 张招兴

双溪巴兰 双恩堂 主理 叶荣珠

达岛 布道处 主理 叶荣珠(兼)

沐胶 沐安堂 主理 王子成

万年烟 布道处 主理 王子成(兼)

拉叻 布道处 代理 潘龙莺



美里教区 
 

教区长 陈祖义

美里市 美安堂 主理 陈祖义

副理 卢雅萍

副理 黄立开

(国语事工) 助理 Susanty Ak Kedal

珠巴 怀恩堂 主理 池德成

副理 许纹豪

助理 包诗诗

杜当 杜当堂 主理 陈俊杰

助理 Ladeq Mutang

柏迈再也 播恩堂 代理 陈洁荷

(国语事工) 助理 Ladeq Mutang(兼)

埔奕 恩典堂 主理 张小娟

禧纳汀 禧恩布道处 代理 赖凯贤

廉律 感恩堂 主理 刘本纬

副理 叶莲花

(国语事工) 助理 Roselind Rosy Anak Merang

都九 义恩堂 主理 林曼曦

(国语事工) 助理 Dorti Matius

东姑村 美恩堂 主理 刘锦云

罗东 生命堂 主理 江邦基

助理 吴庆资

(国语事工) 助理 Dorti Matius(兼)

林梦 林光堂 主理 邱瑞花

助理 翁晓婷

岜巴哈南 布道处 代理 翁晓婷(兼)

马鲁帝 恩惠堂 主理 陈彩莺

老越 悦恩堂 代理 江宗章

尼亚 活石堂 代理 王保凤

飞机场路 Agape Grace 代理 黄尊源

Methodist  Preaching Centre



年会2018年特别委任表

年会总干事 刘邦耀
年会基督教教育部干事 余明丽
年会宣教部干事 王宝星
年会宣教部工场主任 刘宜棋
年会会友事工部干事 黄家源
年会会友事工部助理 陈倩明（义务）
年会青少年事工干事 邱智祥           
青少年中心主任 萧瑜瑾       
年会团契指导 邱智祥           
年会乐龄团契指导 刘慈瑜      
年会乐龄学习中心总主任 刘慈瑜      
年会幸福家庭辅导部干事 林清妮(半职)
年会教育部干事 黄德恩
年会文字事业部干事 黄孟礼             
年会资讯传播部干事 黄靖斌             
年会基督徒社会关怀部干事 林宝玲
年会布道部干事 刘会先(兼)
诗巫卫理关怀中心主任 黄其薇
美里希望中心主任 侯定
诗巫卫理福儿院院长 杨启好
美里卫理福儿院院长 侯定
民都鲁卫理福儿院院长 陈芳婷
年会产业管理部干事 管智恩
年会历史文献部主任 魏顺珠            
古晋医院关怀事工干事 王寿辉(半职)、周坤成(半职助理)
古晋医院关怀事工义务牧师 黄首文
福音书局经理 侯定
毕理学院院长 许钧凯
锡安函授学校主任 蔡秀真
年会崇拜与音乐部干事 苏慧洁
教区崇拜与音乐干事 黄颂敬(泗里街)

陈芳恒(民丹)

何柯霓(诗巫西) 

黄汇珠(美里)

陈其灵(美里)

胡启华（古晋西）



年会2018年特别委任表

卫理神学院院长 邱和平         

卫理神学院教务主任 林忠锦

卫理神学院实习教育主任 胡新汉

卫理神学院教育延伸主任 陈秀金

卫理神学院宿舍舍监 黄敬胜 

卫理神学院学生主任 李爱心

卫理神学院礼拜与音乐系主任 卢臻长

卫理神学院图书馆代主任 刘世彬

卫理神学院院牧 陈发文

卫斯理神学研究中心主任 刘世尧

卫理神学院宗教与文化中心主任 黄敬盛(兼)

卫理神学院短宣副主任 许丽咏

卫理神学院部分时间讲师 王宝星(宣教学) 

徐希忠(宣教学) 

陈璐玲(宣教学)

苏慈安 

池金代

黄家源 

江昌龙 

邱智祥 

黄开和 

诗巫毕理学院院牧 吴乐智

诗巫卫理中学校牧 黄开和 

谢在娟 

林晶萍 

诗巫卫理小学校牧 黄传腾

许玉霞

江承瀚

泗里奎英华小学校牧 刘本煌

民丹莪东华中小学校牧 杨正治



年会2018年特别委任表

 
年会宣教士(海外)   张燕，郗贵斌，

晏祥菊，林靖， 

刘淑惠，余琤琤，

陈兰娟，Catherine，

李玉英，许鲁丽

赖菊花，黄敬仪，

Paul，Snow,

谢必胜，陈晓萍，

许广铮，江柔敏，

林懿，刘世龙，

翁新玉，程光全，

吴哲仙，谢欣瑜，

郑应诺，

刘利隆，黄秀锦，

阮文顺，余惠信，

张杏子，吴哲薇，

杜阜运，陈思伶，

柯念慈，陈阳，

池雯雯，刘纯谦，

陈梅满，黄珊珊

年会宣教士(本地)       林芳芳、江梅华、

蔡国贵、林莲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