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0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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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漠甘泉》 
“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撒上 7:12） 
 

“到如今”三个字，指着以往——以往二十年、以往七十年，

“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无论在贫乏中、在丰裕中；在疾病中、在康

健中；在家、在外；在陆地上、在海洋里；在光荣中、在羞辱中；在

疑难中、在欢乐中；在试炼中、在胜利中；在祷告中、在试探中——

“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我们有时看见一条两旁有树的大道，非常欣赏——从这一头往那

一头望去，有绿的景色，看了非常爽快；一株一株的树，正像殿中一

根一根的柱子。现在，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年来所走的道路——上面

铺张着的是神的怜悯，两旁直立着的是神的慈爱和信实。啊，你看了

快乐不快乐呢？树上岂没有小鸟在唱歌吗？有，并且有许多，它们都

在唱“到如今”所领受的恩典和怜悯。 
 

“到如今”三个字，也指着将来。因为当我们写“到如今”这三

个字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还没有结束；前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前面

还有更多的试炼、更多的胜利；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答应；更多的跋

涉、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战争、更多的凯旋；然后才有疾病、老年、

死亡。就这样完了吗？不！还有许多呢——带着主的形象复活、坐宝

座、弹金琴、唱新歌、发赞美、穿白衣、享永生…… 哦，信徒啊，

振作起你的精神来，用感激的心来唱“以便以谢”吧！（“以便以

谢”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的意思。参撒上 7:12。） 
 

求主给我们天上的亮光，叫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到如今”三个字

里面的荣耀的盼望。——司布真（C.H.Spurgeon）爱尔帕地方的牧

童，有一个美丽的习惯：他们每天傍晚分别之前会互相对唱一首“再

见歌”。他们一面走，一面唱：“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让我们

赞美祂的名！”然后互相行一个再见礼，唱道：“再见，再见！” 

但愿我们在黑暗的旅程中也这样互相呼唤、互相激励。“哈利路亚，

赞美主！”我们真需要这口号来打破这沉闷的空气！让我们高唱：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

远。”（启 5:13） 
 

“又说，哈利路亚！”（启 19:3） 



播  恩  堂  感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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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谢歌》普颂 20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首  会众 
 

 • 宣    召：   赛 33：5-6                                     司会 
 

 回顾主恩：                                               领会/ 会众  
 

 

全人投入，颂赞上帝 
齐声赞美：                  领诗小组/会众 

同心祷告：        司会 

荣耀主名：    《荣耀颂》第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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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6,16-22,45b 

  新约经课： 太 14：22-33                 田汭翰会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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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经文： 路 17：11-19     司会 

 •证道信息：      感恩的心                                            陈传道 

 宣认信仰：    《使徒信经 》                         牧者/会众 

灵敏回应，顺服上帝 

 •受洗与入会：                                                         陈传道 

 •诚心奉献：     《谢恩歌》普颂 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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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赞美诗 4323首                     会众 

立志祷文：                            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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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遣入世：      《祝福颂》世纪 564首                           会众 
 

 

27/07/2014圣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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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97,091.66 RM1,232,891.09 RM267,1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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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 查经会 点唱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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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信仰篇 钱本强 图书馆 4 

基督徒与生活 李松平 圣堂 15 

门徒金本 陈洁荷传道、林仁福 副堂 8 

门徒绿本 田汭翰、黄韵惠 圣堂 8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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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 陈洁荷传道 余文朝、黄欣仁 黄妙清 许莉卿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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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14)事奉人员 

 

宣召：诗 33：12-13            旧约经课：诗 133                新约经课：太 15：10-20,21=28  

音响控制 :田承毅                  电脑控制 :姚知成     鼓手：黄启顺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刘贤安（0198841435）    

              (少团)  许道东（0138396161）/ 黄祥群（017857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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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3 200 1,386.00  1,500.00 8,936.00 

主日学  12 73 100 1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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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汭翰 

会友领袖 

田汭翰 

会友领袖 

启云 

雅星、欣仁 

庄秀婉 

郑玮欣 
刘贤平 B 

普 42、397、608 

联诗 54 

世纪 564 

证    道:  陈洁荷传道        助唱：秀婉、启顺、玮欣 

司    会：余养琛        司琴：张雅星 

招    待：A         音响操控员：田承毅 

执事招待：方莉俤        电脑操控员：黄宏恩 

读 经 员：田汭翰会友领袖      鼓手：方善恩 

鲜 花 者：吴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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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期)范围:书 18 - 24。 人数目标 50人。 
 

3. 今日是一年一度的感恩主日，崇拜奉献目标 RM1,890.00全数充年会事工经费。 

 本堂感恩奉献目标 RM36,000.00（目前已收到 RM17,474.00,尚差 18,526.00） 

 支持本堂各项福音事工。 
 

4. 恭贺今日领洗的弟兄姐妹。 

 成洗：张东铃、陈章珊、张培溢 

 小洗：王信添、蒋例宏、程大铭 

 入会：张东铃、陈章珊、张培溢、黄欣艺 

 2014年成洗人数目标：5人 已收到 7人 

 2014年小洗人数目标：5人 已收到 8人 

 2014年入会人数目标：5人 已收到 13人 

 愿主赐福他们在灵性，品性，健康并品德上日日成长。 
 

5. 乐龄小组:    地点：副堂 

 8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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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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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肢体会议时间表： 
  

日期 肢体 地点 

12/08/14（二）7:00pm 儿童主日学会议 牧者办公室 

17/08/14（日）9:30am 家庭日  +  中秋节会议 牧者办公室 

22/08/14（五）7:30pm 青团会议 牧者办公室 

23/08/14（六）7:30pm 少团会议 牧者办公室 

26/08/14（二）7:30pm BB 会议 牧者办公室 

02/09/14（二）7:30pm 成团会议 牧者办公室 

09/09/14（二）7:30pm 执事会会议 牧者办公室 

28/09/14（日）10:00am 牧区会议（二） 副堂 

教区/年会事工 
1. 本堂有售卖一些书籍，请到柜台购买。存货有限，先到先得。 

 书籍名单： 

 1. 善与恶 RM25 x 5   ；   2. 由初信到成长 RM25 x 5 

 3. 祷告手册 RM3 x 20   ；   4. 圣诞节 DVD RM10 x 20  
 

2. 美里心弦中心聘请启事： 

 幸福家庭与辅导部美里心弦中心欲聘请一主任。聘请者之条件： 

 清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 年龄介于 25-40岁之间(优先考虑)。 

 拥有大学/大专辅导或相等资格。    • 居住于美里区域为佳。 

 主任有行政管理经验为佳，能独当一面执行任务且能在团体中彼此同工。 

有意者请将个人资料、相关学历资料副本、近照一张、牧者推荐信交给牧者。 
 

3. 亲子课程系列： 

 日期:8月 30日至 10月 11日(每逢星期六 8:30-10:30am） 地点:美里心弦中心 

 报名截止：额满为止   人数：只限 10人       报名费：RM40 

 有意者请向牧者报名。 
 

4. 第 36届美里教区妇女退休会： 

 日期：9月 13日（六）   地点：美恩堂       报名费：RM50 

 有兴趣者请向传道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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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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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 专题 徐希津 吴哲云 16/08 查经会 田耿毅 许善淦 

22/08 联谊 黄育华 许茂丰 23/08 挑战赛 严小婷 张源耀 

29/08 小组 - 30/08 小组+公民讲座 吴明安 池信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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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8 点唱奉献 林孝鸿 C  16/08 上课 

24/08 主题(3) 周凯霖 D  23/08 上课 

31/08 家庭日 -  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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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8 田汭翰 田汭翰 刘贤平 
启云 

雅星、欣仁 

庄秀婉 

郑玮欣 
B 田承毅 姚知成 黄启顺 

24/08 吴佩云 庄秀婉 翁绍平 
永光 

丽珠、哲云 

刘世稳 

郑玮欣 
C 田承毅 黄妙清 黄启顺 

31/08 黄启云 田汭翰 姚修孝 
贤平 

哲妮、丽菁 
袁倩雯 D 田承毅 方善恩 黄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