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此鼓励会友们多多去图书馆借阅属灵书籍。 

**图书馆开放时间：每个主日崇拜后至十点。 

**借阅属灵书籍者并有交一篇阅读心得者将获得一份奖励。 

 

 

 

 

 

 

 

 

 

 

 

 

 

 

 

 

 

 

 

 

 

 

 

 
 

                                 2014 年 07 月 20 日 

 

啟示讓人得救的真理，所以為了要瞭解聖經故事，我

們就必須對其背景有所認識。斯托得牧師也進一步幫

助讀者明白，在面對聖經權威、釋經原則及運用等問

題時，應掌握哪些原則，才能在正確的軌道上認識聖

經、活出真理。 

 

 

我們知道養育孩子是屬靈的爭戰。因此，要藉著禱告，求

神保守孩子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裡，做他無瑕疵的兒女。

我們除了供養.培育.教導.為孩子樹立敬虔的榜樣外，父

母更需要為孩子付上禱告的代價。禱告不是改變神，乃是

讓神來改變我們。當我們天天按著神的心意祈求時，不但

能看見神在孩子生命中所做的改變，更會發現自己也被神

改變。 

 

也許結婚後,你發現你的枕邊人,竟然和你有著天壤之

別的性格... 也許在婚姻裡,你感受到自己的軟弱,想

找回昔日戀愛時的甜蜜... 也許離婚後,你仍然活在

傷痛中,陷在不易饒恕和釋放的情緒裡.... 作者黃麗

薰累積多年的婚姻輔導經歷,巧筆寫下許多聖經範例

和教導,是經營美好婚姻時必讀的一本書 

  

 

治療期間 Dora 歷經 11 次手術；33 次化療；5次復發。治

療的過程縱然辛苦，縱然遙遙無期，然而 Dora 所有的學

習，沒有因此中斷，反而因為如此，她的學習少了制式化

，多了海闊天空。生病期間，她到處遊山玩水，遊歷了許

多國家，讀了許多書，吃了許多美食，認識了許多朋友…

…自此，她和黑人哥哥努力宣揚「珍愛生命，永不放棄」

的態度和精神；直到生命的盡頭，Dora 仍透過黑人哥哥

的鏡頭，努力提醒大家：繼續用「愛」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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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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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色象征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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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大君王歌》普 7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首  会众  
 

 • 宣    召：      赛 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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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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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12，23-24 

  新约经课： 太 13：24-30，36-43                     田汭翰会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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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诗班：    《主仆颂主》联诗 40首                            会众 
 

 •信息经文： 约书亚记 1：9     司会 
 

 •证道信息：      刚强壮胆                                        钱本强执事  

灵敏回应，顺服上帝 

 •诚心奉献：     《奉献於主歌》普颂 330首                                    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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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田汭翰会友领袖 

 

恳切祷告，祈求上帝 
立志诗歌： 《求主引我歌》普颂 596首                     会众 
 

领受祝祷：                                          田汭翰会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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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殿诗歌：    《愿主赐福保护你》世纪 563 首                        会众 

 

13/07/2014原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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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92,476.66 RM1,228,276.09 RM271,7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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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小组 参与教区宣教培灵会 话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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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 

信仰篇 钱本强 图书馆 暂停 

基督徒与生活 李松平 圣堂 暂停 

门徒金本 陈洁荷传道、林仁福 副堂 10 

门徒绿本 田汭翰、黄韵惠 圣堂 8 

宣教课程 钱本强 圣堂 28 

乐龄小组 陈洁荷传道 图书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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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7 吴哲仙宣教士 黄启顺、吴哲妮 张雅星 黄妙清 50 

31/07 陈洁荷传道 黄启顺、吴哲妮 张雅星 黄妙清  

07/08 陈洁荷传道 黄妙清 许莉卿 许莉卿  

14/08 陈洁荷传道 余文朝、黄欣仁 黄妙清 许莉卿  

21/08 黄韵惠本处传道 余文朝、黄欣仁 黄妙清 许莉卿  

28/08 陈洁荷传道 余文朝、黄欣仁 黄妙清 许莉卿  

          

主日崇拜(27/07/14)事奉人员 

 

宣召：诗 24：9-10        旧约经课：诗 105：1-11，45b         新约经课：太 13：31-33，44-52  

音响控制 :王邦毅             电脑控制 :方善恩            鼓手：黄永光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周华福（012807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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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4 200 1,581.70  1,500.00 5,030.00 

主日学  14  70 100 357.20    

讲员 领会 读经员 助唱 司琴 
执事 

招待 

招

待 

诗歌 

（普颂） 

吴哲仙

宣教士 
吴哲妮 庄秀婉 

启云 

玮欣、丽菁 

刘世稳 

张雅星 
钱本强 C 

世纪 492、 

普 349、283 

世纪 563 

证    道:  钱本强执事       助唱：茂丰、丽珠、文朝 

司    会：林仁福       司琴：陈洁花、刘世稳 

招    待：B        音响操控员：王邦毅  

执事招待：刘贤安       电脑操控员：黄宏恩 

读 经 员：田汭翰会友领袖     鼓手：黄启顺 

献 花 者：张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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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钱本强执事在我们中间传讲神的话。愿神赐福他的 

 事奉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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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期)范围:书 4-10。 人数目标 50人。 
 

3. 牧者消息：牧者在生命堂主持男少年军入会仪式。 
 

4. 堂讯筹委会会议： 

 日期：7 月 22日（二）     地点：牧者办公室 

 出席者：陈传道、田汭翰会友领袖、吴佩云、杨必展、李松平、王邦毅、许孟丽、 

         袁艾薇、许茂丰、黄欣仁、刘世稳、钱本强 
 

5. 爱的乐章诗歌分享会: 

 日期：8 月 2日（六）7.30 - 9.00pm  地点：播恩堂 

邀请弟兄姐妹踊跃出席并邀请新朋友前来参加“音乐分享会”（布道性质）。 

6. 播恩家庭日： 

 日期：8 月 31日(日)10:00am-4:30pm  地点:Tanjung Lobang海边 

 报名费：大人 RM10    ;  小孩（12岁以下）RM5 

由成团举办的播恩家一日游。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与，向吴哲妮执事报名。 

（即日起接受报名） 

 备注：交通自备 
 

7. 预祝中秋节： 

 日期：9 月 6日       地点：播恩堂 

请每一个家庭自备一道菜，先聚餐联谊后才聚会。当晚有制作环保灯笼比赛（做 

好带来），并备有丰富的奖金。请大家踊跃参与。 

备注：餐具自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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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成洗（12岁以上）上课时间： 13/7，20/7 ，27/7& 03/8 崇拜后 

c）入会（坚信礼）：上课时间：同上 
 

 

 

教区/年会事工 
1. 捐血运动 

 日期：7 月 20日（日）9:30am – 12:30pm   地点：美恩堂（东姑村） 

 欢迎大家踊跃出席参与。 
 

2. “一生献一年”宣教培灵会 

 日期：7 月 26日（六）7:30pm   地点：怀恩堂 

 讲员：许广铮牧师 

 这培灵会的名字是根据本年会其中一个宣教目标，那就是每位会友一生中献 

 出一年的时间来做主的宣教事工。欢迎大家踊跃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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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7/14截止）  

   有意者请向少团主席索取。 
 

4. <远离我所欲>同性恋见证分享会 

 日期：8月 6日（三）7:30pm    地点：美里民事中心 

 讲员：罗碧玲牧师 

 入场免费（所有出席者皆可获赠一包面纸及防治色情手册），欢迎弟兄姐妹们 

 踊跃出席，也不要忘记带朋友来。 
 

5. Pa Adang 短宣: 

 行程：10月 27日-11月 3日（大约一个星期，包括星期日崇拜） 

 领队：林彪牧师      人数目标：30人 

 报名费：RM800       报名截止：31/08/2014 

 教区布道执行会津贴 1/3费用（RM265） 
 

6 第十六届全砂乐龄大会兼会员大会 

 日期：10月 7-8日（星期二至星期三） 地点：美安堂 

 主题：精彩的人生（讲员：池金代牧师） 

 专题：会补更长寿（讲员：黄丽丽中医师） 

 报名费：RM60(含晚、午餐、茶点及联谊会晚宴)  逾期：RM100 

 报名截止：8月 5 日     

 联谊会地点：美乐大酒店  欢迎年届 55岁乐龄弟兄姐妹参加。有意者请向牧者 

   报名。 
 

7. 资讯传播专题讲座 

日期：8月 8日（五）7:30pm    地点：怀恩堂 

 专题一：《盗版，要不要》认识盗版、盗版有错吗？ 

 专题二：《福音电影的威力》认识福音电影对现今时代的人的影响。 

 由年会资讯传播部黄谨斌干事及星际影院执行董事王凯麟弟兄主讲。现场填写 

 回应表将获得 emovie 戏票。欢迎弟兄姐妹踊跃参与。 
 
 

  

2014 年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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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7 小组 - 26/07 参与教区宣教培灵会 - 

                少年团契                        男少年军 

日期 节目 领会 领唱  日期 节目 

27/07 话剧会 周凯雯 D  26/07 上课 

主日崇拜事奉轮值表 

日期 司会 读经员 
执事 

招待 
助唱 司琴 招待 音响 LCD 鼓手 

27/07 吴哲妮 庄秀婉 钱本强 
启云 

玮欣、丽菁 

刘世稳 

张雅星 
C 王邦毅 方善恩 黄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