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06 月 15 日     

代理：陈洁荷传道 
 085-655623（H）         012-8786313(H/P） 

聚  会  时  间  表 

主日崇拜 

儿童主日学 

儿少诗班 

成人主日学 

堂会诗班 

乐龄小组 

祷告会 

成年团契 

青年团契 

少年团契 

星期日早上 8:00am  - 9:30am 

星期日早上 8:00am  - 9:30am 

星期日早上 9:45am  - 10:30am 

星期日早上 10:00am - 10:45am 

星期二晚上 8:00pm  - 9:30pm 

星期三早上 9:00am  - 10:00am(每月一次) 

星期四晚上 7:45pm  - 8:45pm 

星期五晚上 7:45pm  - 9:00pm 

星期六晚上 7:30pm  - 9:00pm 

星期日下午 2:00pm  - 3:30pm 

 

 

 

保持冷静  
我们是天地之上帝的仆人。                       —以斯拉记 5章 11 节  

 

「保持冷静，打电话给妈妈」、「保持冷静，嚼嚼培根」、

「保持冷静，沏壶好茶」。这些俗语其实全都出自「保持冷静，

继续前进」（Keep Calm and Carry On）。这句话出自 1939 年二

战初期，英国军官将这句话印制在海报上，目的是要安抚大众在

战争时期的惊惶和消极心理。  

 

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回归自己的土地，开始重建圣殿时，他们

必须克服内心的恐惧，同时也要抵御敌人的干扰（以斯拉记 3 章 3

节）。当他们完成地基，敌方即「贿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

算」（4 章 5 节）。敌人还写控告信给政府官员，成功拖延他们的

计划（6、24 节）。尽管如此，大利乌王终究还是颁发命令，允许

他们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6 章 12-14 节）。  

 

我们在事奉上帝时，即使遇到失败挫折，我们仍可以保持冷

静，继续前进，因为我们正如以色列民一样，「是天地之上帝的

仆人」（5 章 11 节）。阻碍与延误或许使我们灰心气馁，但是我

们能倚靠耶稣的应许：「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

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 16 章 18 节）。成就上帝的工

并非靠我们的力量，而是祂的大能。 

 

祢就是生命，我为祢活，  

恩典与力量，皆祢所赐；  

祢信实权能，时刻扶持，  

使艰苦试炼，得以胜过。  

  

上帝的灵赐我们作见证的能力。 
 



播  恩  堂  主  日  崇  拜  秩  序 
宣 扬 圣 经 圣 洁，更 新 转 化 国 家 

 

 

 

 

 
 
 
 

教会年历颜色 白色象征喜乐、光明        注明（•）：会众坐 ；（€）：会众站 
 

转移心境，朝见上帝 

 • 静心默祷：   会众  
 

始礼诗歌： 《你当欢欣歌》普颂 68 首  会众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 首  会众  
 

 •宣    召：  诗 95：6-7                           司会 

全人投入，颂赞上帝 

齐声赞美：  会众 
 

同心祷告：        司会 
 

荣耀主名：    《荣耀颂》第二调   会众 
 

信仰告白：      宣告《使徒信经》  会众 
 

 •儿少诗班献唱： 《犹大的狮子》                       儿少诗班 
 

专注倾心，静听上帝 
 

经课颂诗：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普颂 637首 ( X 2 ） 会众 
 

 •旧约经课： 诗 8 

  新约经课： 太 28：16-20                                      张银昌 
 

颂主祷文：    《主祷文》普颂 648 首                            会众 
 

 •信息经文： 可 16：15-16，20    司会 
 

 •证道信息：      大使命                                       陈传道                     

灵敏回应，顺服上帝 

 •诚心奉献：     《奉献全生歌》普颂 405首                                    会众  
 

奉 献 颂：    《奉献诗》普颂 645 首                            会众 
 

 •家事分享：                                                      陈传道 

恳切祷告，祈求上帝 
立志诗歌： 《成全主旨歌》普颂 597 首                     会众 
 

领受祝祷：                                                   陈传道 
 

唱阿门颂：    《四叠阿门颂》普颂 675首                             会众 
 

退殿诗歌：    《愿主赐福歌》普颂 656首                            会众 

 

08/06/2014 主日崇拜人数与奉献 

 

2014年播恩楼信心奉献 

播恩楼预算 2014 年目标 2014 年收入 目前总额 尚差 

RM1,500,000.00 RM150,000.00 RM80,921.66 RM1,216,721.09 RM283,278.91 
 

 

小组及团契消息 
团契 乐龄 成团 青团 少团 男少年军 

下周聚会节目 18/6 公开讲座会 

（美安堂） 

查经+ 

灵修分享会 

彩排+ 

生日会 

上课 

 

成人主日学培训课程出席人数 
课程 导师 地点 上周人数 

Top 4 陈洁荷传道、林仁福 圣堂 14 

信仰篇 钱本强 图书馆 4 

基督徒与生活 李松平 圣堂 - 

灵修操练 刘贤平 主日学办公室 9 

门徒金本 陈洁荷传道、林仁福 副堂 11 

门徒绿本 田汭翰、黄韵惠 圣堂 8 
 

 

六月及七月份的祷告会事奉人员 
日期 主持 助唱 司琴 电脑控制 上周人数 

19/06 陈洁荷传道 池信峰、黄妙清 郑玮欣 姚知成 42 

26/06 少团 庄秀婉 姚知成  

03/07 陈洁荷传道 黄启顺、吴哲妮 张雅星 黄妙清  

10/07 刘贤平 黄启顺、吴哲妮 张雅星 黄妙清  

17/07 陈洁荷传道 黄启顺、吴哲妮 张雅星 黄妙清  

24/07 陈洁荷传道 黄启顺、吴哲妮 张雅星 黄妙清  

31/07 陈洁荷传道 黄启顺、吴哲妮 张雅星 黄妙清  

          

 神学教育主日崇拜(22/06/14)事奉人员 

宣召：诗 34：1-3                  旧约经课：诗 17                       新约经课：太 10：24-39     

音响控制 :田承毅                 电脑控制 :周凯霖          鼓手：黄启顺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黄守安（0168723426）    

              (少团)  黄祥武（0138374686）/ 黄启顺（0146818085） 

聚会 人数 人数目标 奉献 RM 奉献目标 其它奉献 RM  

 成人 儿童      

崇拜 157  4 200 1,099.35 1,500.00 5,280.00 

主日学  13 59 100   208.90   

讲员 领会 读经员 助唱 司琴 
执事 

招待 
招待 

诗歌 

（普颂） 

陈洁荷 

传道 
刘贤平 张银昌 

永光、启云 

玮欣、伟成 
袁倩雯 池丽珠 C 

44、407 

284、656 

证    道:  陈洁荷传道      助唱：茂丰、启云、丽珠、哲妮 

司    会：李松平       司琴：张雅星、郑玮欣 

招    待：B        音响操控员：田承毅  

执事招待：方莉俤       电脑操控员：姚知成  

读 经 员：张银昌       鼓手：方善恩 

鲜 花 者：吴耀德         

    

       

      

       

       

        



家事分享 
1. 诚心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主日崇拜，更欢迎新来的朋友，请你与牧者或招待员 

   联络，彼此认识,代祷。 
 

2. 圣经之旅：（12/1 - 9/11/2014），范围从创世纪到列王记上，为期 44期。 

   本周(第二十三期)范围:申 3-9。 人数目标 50人。 
 

3. 乐龄小组: 

 6 月 18 日（星期三）有聚会。请乐龄的弟兄姐妹积极出席彼此分享，建立生命。 
 

4. 各肢体会议时间表： 
日期 肢体 

17/06（二）7:30pm BB 会议三 

01/07（二）7:30pm 执事会会议三 

15/7（二）7:30pm 家庭日+中秋节筹委会会议 
 

5. 感恩主日（10/8）洗礼，入会（坚信礼）请速报名: 

a）儿洗（12岁以下，父母为基督徒）上课时间：22/6 & 29/6崇拜后 

b）成洗（12岁以上）上课时间：6/7，13/7，20/7 & 27/7 崇拜后 

c）入会（坚信礼）：上课时间：同上 
 

6. 招收新生： 

 凡想透过诗歌来服事神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参与以下的诗班。 

联合诗班 练唱时间：每个星期二晚上  8:00-9:30pm 

儿少诗班 练唱时间：每个星期日早上  9:45-10:00am 
 

7. 播青生活营：  

 日期：7 月 27-29日    主题：玩出好关系 

 内容：游戏、郊游、烧烤、专题 

 报名费：RM50     报名截止日期：29/06/2014 

 请向青团主席黄启顺弟兄（0146818085）索取报名表格。 

  

  

 

教区/年会事工 
 

1. 醒觉讲座-谈暴力色情网络游戏 

   日期：6月 20日（日）7:30pm在美安堂举行 

   讲员：黄葳葳博士      欢迎大家出席 
 

2. 儿童饥饿行动 8小时 

 日期：7 月 29日（星期二）9am-5pm           地点：生命堂 

 报名费：RM20（包括 T-shirt及解饥餐） 

 筹款日期：5月 5 日-6月 16 日             筹款目标：每人 RM50 

 本堂总负责人：方莉俤（0138030531） 
 

 

3. 2014 年美里教区少年营：主题：爱无碍 

   日期:12月 1-3日               地点:美里福儿院    

   对象:年龄介于 13 到 18岁之间的学生 

   报名费：RM50（29/06/14 截止） ； RM60(13/07/14 截止) 

   有意者请向少团主席索取。 
 

4. 2014合唱营 

 主办：年会崇拜与音乐部协办：美里教区崇拜与音乐执行会 

 日期：9月 13日(星期六)至 16日（星期二）         地点：美安堂 

 内容：a）合唱体验         b）合唱工作坊 

 报名费：RM50（包括学费及曲目） 

 请於 7月 15日前向崇拜与音乐委员会黄启云弟兄（0108256019）报名 
 

5. 美里心弦中心课程：亲子课程（儿童期系列） 

 联系：江莉珊辅导员（电话：433359） 

 日期：6月 18-8月 6日(每逢星期三)时间：8：30am-0：30am 

 地点：心弦中心          报名费：RM50        报名截止：十人额满为止 

 对象：父母（特别鼓励爸爸们参加） 
 

6. 真善美：圣经基要生活原则研习会 

 日期：7月 21-24 日（星期一至四）7:15pm - 10:15pm 

       7月 25日（星期五）8:00am - 5:30pm 

       7月 26日（星期六）8:00am - 4:30pm 

 费用：个人 RM150          家庭成员：RM90         校友：RM15 

 地点：罗东生命堂           截止：7月 7日 

 请向牧者索取报名表格。 
 

  
 

2014 年六月份崇拜事奉表及各团契节目表 
                成年团契                           青年团契 

日期 节目 领会 领唱  日期 节目 领会 领唱 

20/06 公开讲座会（美安堂） 21/06 查经+灵修分享会 吴明安 张源耀 

27/06 主题与生日会 黄祥群 吴哲云 28/06 小组 田承毅 许善淦                  

少年团契                        男少年军 
日期 节目 领会 领唱  日期 节目 

22/06 彩排+生日会 姚知成 B  21/06 上课 

29/06 少年主日 -  28/6 上课 
 

崇拜事奉表 

日期 司会 读经员 
执事 

招待 
助唱 司琴 招待 音响 LCD 鼓手 

22/06 
刘贤平 张银昌 池丽珠 

永光、哲云 

玮欣、伟成 
袁倩雯 C 田承毅 周凯霖 黄启顺 

29/06 
黄妙清 张银昌 李松平 

启云、少团 

 

刘世稳 

少团 
少团 吴明安 少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