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10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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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am  - 10:15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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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祷事项： 
1）为会考生代祷： 

 UPSR（09/10）：黄拔舜、刘静霖、黄长开、黄美诗、许我仁、陈贞安、 

         傅琼薇 

   PT3（13-17/10）：周凯雯、姚知成、黄凯莉、黄安琪、许忆涵、 邹梓捷、 

        吴明芳、韩静恬 

 SPM（03-27/11）：黄妙清、许如宏、方善恩、翁伟明、黄祺鸿 

 UEC（12-18/10）：陈祯寰、许忆涵、韩静恬 

   高三统考       ：刘世静 

2）为中东的局势代祷。 

仪式真义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哥林多前书 11章 24 节  
 

在成长的岁月中，我家有项规定，就是晚上不可以带着怒气上床（以

弗所书 4章 26节）。因此，我们所有的争执和分歧都要在睡觉前解决。

此外，在睡觉之前我们还会做一件事，爸爸妈妈会对我和弟弟说：「晚

安，我爱你。」而我们也接着回应：「晚安，我也爱你。」这是我们家独

特的睡前仪式。  
 

最近，这样的仪式对我来说更是意义深刻。母亲因肺癌而生命垂危，

在临终前的那段日子，她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对外界愈来愈没有反

应。但每天晚上我离开她的床边时，我还是会说：「妈，我爱你。」纵然

那时她已经不太能说话，但她仍会回应：「我也爱你。」小时候我从没想

过，这个睡前仪式竟在多年后让我感到如此珍贵。  
 

有时候，一些仪式因为时间久了或一再重复，会让我们忘记其中的意

义，但有些仪式是要提醒我们重要的属灵真理。第一世纪的信徒混乱圣

餐、违背圣餐的本意，但使徒保罗并没有阻止他们继续举行圣餐，反而告

诉他们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来。」

（哥林多前书 11章 26节）  
 

与其放弃仪式，或许我们更应该重新找回其中的意义。 
 

主啊，当我们领圣餐时，  

帮助我们不会将它视为例行公事。  

愿我们能藉祢所设圣餐仪式，  

时时记念祢，并心存感恩。  
 

任何仪式的意义都可能被淡忘，但不代表它没有意义。 
 



 

播  恩  堂  圣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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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灵颂赞歌》普 19首  会众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首  会众  
 

•�宣    召：   赛 30：18                                       司会 
 

全人投入，颂赞上帝 
  认识上帝启应经文：  会众 
 

 €求洁心祷文：  会众 
 

 €主祷文：  会众 
 

  唱荣耀颂：  会众  
 

 

•    诗班献唱：  《求以慈爱赐予祝福》                       堂会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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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新约经课：     太 21：33 - 46                                吴哲云 
 

•  信息经文：     可 12：1-9                          司会 
 

•   证道信息：   谁是主人？                                陈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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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敏回应，顺服上帝 

•  诚心奉献：   《向主献呈歌》普颂 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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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敬设圣餐：                                                陈传道 
 

  领受祝祷：                                                  陈传道 
 

 €退殿诗歌：   《愿主保守歌》普颂 574首                           会众 

 
 
 

28/09/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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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101,950.50 RM1,268,752.01 RM231,2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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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 查经 查经会 寻圣经之宝 操步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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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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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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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 陈洁荷传道 黄妙清、许如竤 郑玮欣 田承毅 34 

16/10 陈洁荷传道 黄妙清、许如竤 郑玮欣 田承毅  

23/10 陈洁荷传道 黄妙清、许如竤 袁倩雯 田承毅  

30/10 陈洁荷传道 黄妙清、许如竤 袁倩雯 田承毅  

          
 

 

  主日崇拜(12/10/14)事奉人员 

 

宣召：诗 84：1-4              旧约经课：诗 106：1-6，19-23               新约经课：太 22：1-14 

音响控制 :黄启顺              电脑控制 :黄宏恩                鼓手：方善恩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许齐坤（019825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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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6 200 1,130.00 1,500.00 1,050.00 

主日学  13 67 100 1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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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哲云 

永光 

玮欣、莉菁 
袁倩雯 许齐坤 B 

世 44、普 329、

世 16、普 574 

证    道:  陈洁荷传道       助唱：庄秀婉 

司    会: 黄韵惠本处传道      司琴：张雅星 

招    待：A         音响操控员：姚修孝/黄启顺 

执事招待：卢灵光        电脑操控员：黄妙清 

读 经 员：吴哲云        鲜花者：张银昌 

襄 理 者：黄韵惠本处传道、钱本强执事、余养琛执事      

    

       

      

       

       

        



              (少团)  李松平（0198599213）  /  许道东（013839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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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期)范围:撒下 1-7。 人数目标 50人。   

3. 今早是圣餐主日：圣餐的意义提醒我们是与主立约同领圣宴的群众。让我们预备 

   心积极参与。 
 

4. 感谢弟兄姐妹奉献支持圣工，今年会友捐总共收到 RM59,497.00.愿神赐福弟兄 

   姐妹。 

5. 儿童主日学假期圣经班: 

 日期：11月 24-28日（8:00am-12:00noon） 地点：播恩堂 

 主题：圣地智趣游       年龄：4-12岁 

 报名费：RM20        报名截止：10月 26日 

 请有兴趣的到柜台询问。  
 

6. 圣诞节筹委会会议 

 日期：10月 14日（二）      地点：牧者办公室 

 出席者：牧者、会友领袖、执事会主席、程序委员会主席、各团契主席。 
 

7. 意见箱： 任何对教会有建议性的意见，请投进意见箱。 
 

8. 15 周年特刊（2015）: 

 我们将于明年出版 15周年特刊。所以今年所收的稿件将在明年的特刊刊登。请 

 有意投稿者继续投稿。 
 

教区/年会事工 
1．手工制做 2015台历 

 支持东亚蒙自宣教手工。有兴趣者，请向吴哲妮姐妹购买。每份为 RM20  
 

2. 第十六届全砂乐龄大会兼会员大会 

 日期：10月 7-8日（星期二至三）  地点：美里美安堂 

 报到时间：3:00pm 

 主题:精彩人生         讲员:池金代牧师   

  专题:会补更长寿       讲员:黄丽丽中医师 

 星期三晚上联谊地点：美乐大酒店 

 本堂参与者：谢必春、余明兰、徐丽容、黄淑贞、姚本佐、卢瑞田、江明珠 

 请有报名的这七位准时出席。 
 

3. 筹款义跑 

 禧纳定卫理校园福音中心计划筹建一间耗费 RM300万元的新圣堂及牧师屋。 

 义跑日期：10月 25日（星期六）集合於科廷大学足球场。义跑筹款目标为 

 20 万元。本堂协助筹款 1万（共 50张卡）。 

 请大家一起参与，并於 10月 19日 （主日）交回款项及筹款卡给会友领袖 

 田汭翰。   
 

4. 美里心弦中心第 15届婚前教育课程  

报名截止日期 ：10月 25日      报名费：RM 120（一对） 

报名申请者可将填妥的表格及报名费呈交至美里心弦中心。蒙请于截止日期前缴 

付全数报名费，以方便做筹备工作。倘若临时无法出席者，请务必通知本中心， 

以便了解情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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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卫理神学院举办第二十三届「卫理短宣学校」和第六届「卫理音乐短宣学校」 

 日期：2015年 1月至 3月 

 受训费用：RM2,100     报名截止：2014年 11月 1日 

 有意者请向牧者报名。 

7. 2015年课程：教会历史 I&II(6学分) 

 讲师：刘世尧牧师        地点：美安堂 

 时间：星期六及主日 1:00pm-7:00pm 

 日期：正月 24-25 日，三月 21-22日、四月 25-26日、五月 23-24日 

       八月 8-9日、九月 19-20日、十月 3-4日、24-25日 

 报名截止日期：12月 15日 

 有意者请向牧者报名。 
 

2014 年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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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0 一日木工 - 11/10 查经会 严小婷 许善淦 

10/10 查经 黄守安 刘贤平 18/10 见证分享会 池信锋 田耿毅 

17/10 中医讲座 黄祥群 庄秀婉 25/10 小组（传到家） - - 

24/10 小组 -    

31/10 见证分享会 黄育华 许茂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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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寻圣经之宝 黄美银 B  11/10 操步比赛 

19/10 拜访感恩堂 -  18/10 歌唱比赛 

26/10 查经 刘世淮 D  25/10 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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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刘贤平 吴哲云 许齐坤 

永光 

玮欣、莉菁 
袁倩雯 B 黄启顺 黄宏恩 方善恩 

19/10 
吴哲云 黄启云 刘贤安 

银昌 

丽珠、茂丰 

庄秀婉 

张雅星 

C 

 

姚修孝 

黄启顺 
周凯霖 黄启顺 



26/10 
钱本强 吴哲云 吴佩云 

启云 

欣仁、雅星 

刘世稳 

郑玮欣 

D 

 
黄启顺 方善恩 黄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