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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03月 15日 

齐来谢主歌（普颂 349）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祂，用诗歌向祂欢

呼。”（诗 95：1-2） 
 

圣诗背景 
 “齐来谢主”是欧洲人民饱受战争的恐怖，苦难和痛苦后的感恩心声。欧

洲的历史中，因宗教冲突而引发了斗争，后演变成政治斗争的三十年战争

（The Thirty Years War:1618-1648）使德国南部的 Silesia 和 Saxony 省遭

受了极大的破坏、蹂躏和痛苦。 
 

 位于 Saxony省的爱伦堡城（Eilenburg），适为军事要冲，其中的死伤之

众不可胜计，民房多受破坏，避难处又被瘟疫传染，死亡人数高达好几千人。

该城中当时唯一存活的牧师就是这首圣诗的作者，Martin Rinkart 牧师、他

独撑大局，一方面四处奔走施行殡葬礼，照顾居民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与敌军

交涉，阻止敌军蹂躏乡里，忙得不可开交。 
 

 当和平终于在 1648年 10月 24日来到，爱伦堡城的民众乐得狂歌欢舞。

该省当局立即通令各地一律举行感恩礼拜，并选择了次经“便西拉智训”50：

22-23 节：“现在你们当称颂万有的上帝，因为祂在世上行了奇事。主提拔世

人出离母胎，又照着祂的美意恩待我们，愿主赐给我们快乐的心，愿我们的日

子永庆太平。”作为各地牧师的讲道题材。 
  

 Martin  Rinkart 牧师也是一位诗人、戏剧家和音乐家。他便把这段经文

的意思编写成诗歌词在感恩庆典中歌唱，这首圣歌被广泛流传，成为德国最著

名的感恩歌，也是德国人最爱的圣诗之一。从此，每逢德国由国家大典感恩礼

拜，无不吟诵此圣诗。 
 

 此圣诗作曲者是 Johann Cruger（1598-1662）.他是十七世纪中的欧洲一

位著名音乐家。Cruger 从 24岁起就被受聘为德国柏林(St.Nicholas)教堂的

指挥及风琴师，在他四十年的服务期间，为其教堂建立了一个高素质又著名的

圣歌队，并写作了很多的曲子。于 1644年、他出版了《Praxis Pietatis 

Melica 》（The Practise of Piety Through Music）圣诗集供给教会和家庭

聚会用途。此圣诗集是十七世纪路德宗教会最受广泛使用和喜爱的诗集，“齐

来谢主歌”就被收集在这本圣诗内。 
 

 

圣诗内容： 

1. 第一节： 歌词反映次经“便西拉智训”50：22-23 节的内容。呼吁信

徒们应当用心、行为及声音齐来感谢上帝，因祂施行拯救奇事，赐下福

佑和慈爱。 

2. 第二节：祈求恩慈的主继续赐喜乐平安，拯救脱离疑惑和忧惊。 

3. 第三节：再次呼吁信徒要从今直到永远感谢、颂扬和敬拜三位一体，掌

管宇宙万物，独一永生的上帝。 
 

 

心中思想：基督徒必须在样样事上感恩和颂扬上主的奇妙作为。 

代理：陈洁荷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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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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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色象征忏悔，尊重，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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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寰宇群生歌》普 33 首  会众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首 会众  
 

 •�宣    召：  诗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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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诗班：    《齐来谢主歌》普 349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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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21：4-9 

  新约经课： 约 3：14-21                 田汭翰会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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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经文： 约 8：29             司会 

 •证道信息：       与主同行                   黄韵惠本处传道 
 
 

宣认信仰：    《使徒信经 》                          黄韵惠本处传道 
 

灵敏回应，顺服上帝 

 •诚心奉献：     《永属上主歌》普颂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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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被尊崇》世纪 312 首                               会众 
 

领受祝祷：                                          黄韵惠本处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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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殿诗歌：    《求父赐福歌》普 650 首                             会众 
 

 

08/03/2015崇拜人数与奉献 
 

 *卫理报之友请留意：欲更新卫理报之友者，请在奉献信奉上注明“卫理报之友更新” 
 

2015年播恩楼信心奉献 
2015 年目标 2015 年收入 尚差 目前总额 

RM200，000.00 RM25,717.00 RM174，283.00 RM1,291,3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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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4 喜宴 查经会 查经会 家有喜事 
 
 

成人主日学培训课程出席人数 
课程 导师 地点 上周人数 

门徒金本 林仁福、陈牧师 副堂 6 

门徒红本 田汭翰、陈牧师 圣堂 6 

招待员训练会 黄启云 圣堂 21 

乐龄小组 陈牧师 圣堂 14 
 
 
 

 

三月及四月份的祷告会事奉人员 

日期 主持 助唱 司琴 电脑控制 音响控制员 上周人数 

19/03 刘贤平 源耀、哲云 袁倩雯 姚知成 刘本樑/吴明安 46 

26/03 陈牧师 源耀、哲云 袁倩雯 姚知成 刘本樑/吴明安  

02/04 受难节最后晚餐联合崇拜（美安堂） 

09/04 陈牧师 启顺、雅星 刘世稳 许莉卿   

16/04 黄韵惠本初传道 启顺、雅星 刘世稳 许莉卿   

23/04 陈牧师 启顺、雅星 刘世稳 许莉卿   

30/04 陈牧师 启顺、雅星 刘世稳 许莉卿   

 

主日崇拜(22/03/15)事奉人员 

 

宣召： 诗篇 96：1-4               旧约经课：耶 31：31-34           新约经课：约 12：20-33 

音响控制 :  刘本樑/吴明安         电脑控制 : 刘世淮          鼓手：黄永光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许齐坤（0198251385）    

              (少团)  许道东（013839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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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3 240 976.20 1,600.00 9,640.00 

主日学  13 56 100    

讲员 领会 读经员 助唱 司琴 
执事 

招待 
招待 

诗歌 

（普颂） 

陈洁荷 

牧师 
刘贤平 

田汭翰 

会友领袖 

银昌 

启顺、欣仁 

庄秀婉 

郑玮欣 
李松平 B 

世 193、普 359、

世 335、普 650 

证    道：黄韵惠本处传道      助唱：秀婉、哲云、茂丰 

司    会: 林仁福        司琴：张雯雯/张雅星 

招    待：A         音响操控员：吴明安 

执事招待：黄启顺        电脑操控员：周凯霖 

读 经 员：田汭翰会友领袖      鼓手：黄祈胜 

献花者：神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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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黄韵惠本处传道在我们中间传讲神的话。 
 

2. 圣经之旅:  第八期（范围：代下 1-7）.今年的参与人数目标为 100 人。  

 目前：70 人 
 

3. 招待员训练会：日期：3月 15、22、29日（日）9:30-10:15am 

 请所有的招待员们崇拜后留下参于这个为期四周的课程。 
 

4. 结婚典礼：黄祥群和余养琛伉俪令长男黄永光弟兄和赖莉菁姐妹将于 3月 20 日

（五）早上 9时正在本堂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弟兄姐妹们出席观礼并献上祝福。 
 

5. 洗礼，入会（坚信礼）请速报名:  洗礼与入会日期：四月五日 

 a) 成洗（12岁以上）上课时间：22/03、29/03、05/04 崇拜后 

 b）入会（坚信礼）：上课时间：同上 
 

6. XEE（现代三福）招募队长:请凡愿意在布道装备自己的请联络牧师(为期三个月)。 
 

7. 堂会性总动员分发福音单张： 日期：3月 29日（日）3:00pm     

 集合地点：播恩堂                 分发地区：教堂一带 
  

8.各肢体会议时间表： 
肢体 日期 地点 

儿童主日学会议二 21/03（六）7:00-8:00pm 牧者办公室 

成团会议二 24/03（二）7:30pm 牧者办公室 

少团会议二 28/03（六）7:30pm 牧者办公室 

男少年军会议二 31/03（二）7:30pm 牧者办公室 

青团会议二 03/04（五）受难节崇拜后 牧者办公室 

执事会会议二 08/04（三）7:30pm 圣堂 
 

9. 儿童诗班和少年诗班点心认领： 

 今年三月份开始成立少年诗班，练唱时间崇拜后 10:00–10:45am。请少年人踊 

 跃参与。也请会友们在布告栏处点心认领表上写上你们的姓名，人数大约 35 人 

 左右。(会友们可以奉献金钱，但还是鼓励奉献点心）。 
 

10.播恩堂徽标设计比赛： 

   徽标设计内容 ：1. 高举主十字架   2. 所设计的徽标须有“播恩堂”字眼。 

设计形状 ：圆形或四方形(需附上徽标说明)。        截止日期:28/6/2015 

徽标颜色 ：不超过 5种颜色。 

奖金礼券：首奖 ：RM80   ;   次奖 ：RM60   ;   入围奖 ：RM30 (二份) 

参赛者(播恩堂会友)须知： 

 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并符合知识产权法令。 

 参赛作品必须以微软 Power Point 软件设计交稿。 

 参赛作品需附上徽标设计说明。 

 参赛作品可被电邮至"pmc_myy@yahoo.com"。 

 主办当局之决定为最后决定, 参赛者不得有异议。 

 主办当局在成功被禄取作品使用权保留一切的权力。 

教区/年会事工 
 

1. 公开讲座：题目： bye bye M 党（日） 

 日期：3月 15日（7：30pm）   地点：埔奕联堂          讲员：黄子                         
  

2. 美里教区卫理墓园整洁运动 

   日期：3月 15日（日）2.00pm～4.00pm 

   1.廉律墓园：怀恩堂，生命堂，播恩堂，恩典堂，杜当堂 

   2. Lambir 墓园：美安堂，美恩堂，义恩堂，感恩堂，卫理伊班教会 

   每个堂会安排最少 10 位弟兄姐妹出席参加。（请带清理垃圾+除草的工具） 
 

3. 捐血运动：日期：3月 22日(日)9:30am-12:30pm  地点：禧恩布道处楼下 

   欢迎大家踊跃出席参与。 

4. 美里卫理希望之家征聘两名职员 

 职位：行政及教育主任 

职位：早期介入教师 

凡有意者请洽询希望之家董事长汪义萍姐妹 (电话 019-8148126)。 
 

5. 2015 年 Pa Adang短宣日期如下： 

  日期 短宣工程计划 

第一次 23 - 30/03 扩建厨房、建 5 间女厕所带有冲凉房、新建成宿舍再

加一些东西、考察新圣堂地点、考察新的水力发电站

地点、建议过滤水方法   

第二次: 29/06-06/07   ；第三次：04–13/07  ；     

 第四次：31/08-07/09   ；第五次：09-16/11 

 报名费：每次 RM1000（教区 1/3、堂会 1/3、个人 1/3） 

    有意者请向李松平执事报名。 
 

 
 

2015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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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喜宴 21/03 查经会  许善淦 田耿毅 

27/03 和爱席 许齐坤 吴哲妮 28/03 公民讲座（美安堂） 

        

                   少年团契                                男少年军 

日期 节目 领会 领唱  日期 节目 

22/03 查经会 如竤 舒娴、世淮  21/03 家有喜事 

29/03 分发福音单张/

主题（一） 

世淮 知成、拔义  
28/03 生活技能:废物利用 

主日崇拜事奉轮值表 
日期 司会 读经员 执事 助唱 司琴 招待 音响 LCD 鼓手 

22/03 刘贤平 田汭翰 李松平 银昌、启顺、欣仁 
陈洁花 

郑玮欣 
B 

刘本樑 

吴明安 
刘世淮 黄永光 

29/03 陈雪清 田汭翰 方莉俤 茂丰、文朝、哲妮 
庄秀婉 

袁倩雯 
C 

刘本樑 

吴明安 
江则立 黄启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