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05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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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诗班 

少年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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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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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堂的宣教士吴哲仙、江梅华代祷。 

2）为 M24-7为国及教会守望代祷。 

   3）为病痛者代祷。 

   刘宝珠（苏小玲妈妈） - 大肠癌 

   林文珠（黄歆惠婆婆） - 淋巴癌 

   萧元义（萧玉云）- 肺癌 

  吴庆来（吴明安爸爸）- 癌症 

  林燕春（张源耀妈妈）- 胰脏癌 

  
 

 

 

 

司杰恩这本《上帝的美丽》，带领我们回到圣经，透

过耶稣的眼睛，来分辨到底什么才是上帝的美丽。在

拓展我们的眼界、竭尽所能展现上帝美丽与良善的同

时，更针对每一种美丽，撰写相关的灵命操练，从睡

眠的操练到数算恩典，从留白的操练到腌黄瓜，每个

操练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你我的眼睛擦亮，尽情地欣

赏那创造天地的上帝，最夺目而动人的美丽！ 

 

神为何容许天灾发生？ 

当世界各地天灾频仍的时候，这是大家最疑惑也最热

中的议题。大卫。鲍森从圣经观点对此进行深入的探

讨，并分折当中一些重要的疑问： 

该将责任归咎给神吗？ 

基督徒找到答案了吗？ 

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 

天灾是我们应得的吗？ 

天灾会有结束的一天吗？ 

每个人都渴望一个美好的人生。无论你对美好生活的

定义是简单快乐、平凡幸福，或轰轰烈烈、高潮迭

起，还是公义能够彰显、冤屈得以平反。。。，我们

都希望每一个充满意义、丰富精彩的满足人生。 

司杰恩告诉我们，原来这些对於美好的想象，都是

《天国子民》的每日生活；福音的真谛，就是在於这

些美好都是真实、可以实现的，基督已经邀请我们，

踏上《与神同住在国度里》的伟大旅程。 
 

 

卫理公会美里教区播恩堂 

Permyjaya  Methodist  Church 

Miri, Sarawak 

 

Lot 8693, Desa Indah, Permyjaya 98107 Miri, Sarawak 

Tel:085-651370   Fax:085-651370 

 

tel:085-65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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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象征耶稣的宝血、圣灵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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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来临歌》普颂 2 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 首 会众  

 • 宣    召：     诗篇 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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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诗班献唱：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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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4-34，35下 

  新约经课： 约 15：26-27，16：4 下-15                      庄秀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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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经文：    罗马书 5：1-5     司会 

 • 证道信息：    基督化人生/因信称义                          刘牧师 

宣认信仰：   《使徒信经 》                                  刘牧师 
 

灵敏回应，顺服上帝 
 •诚心奉献：    《至宝献主歌》普颂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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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光歌》普颂 556 首                                     会众 

领受祝福：                                                  刘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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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殿诗歌：   《与主同行歌》普颂 394首                           会众 

 

 

17/05/2015青年主日崇拜人数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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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47,989.00 RM152,011.00 RM1,327,942.38 

 

 

来临各肢体活动 
团契 乐龄 成团 青团 少团 男少年军 

下周聚会节目 17/06 专题(立遗嘱) 拜访活石堂 点唱奉献 少年军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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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门徒红本 田汭翰、陈牧师 圣堂 8 

XEE（现代三福）  李松平、詹惠颖、陈牧师 图书馆 7 
 

 

 
 

 五月及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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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5 陈牧师 启顺、欣仁  黄妙清  许如竤 本樑、恩德、祈胜 31 

04/06 陈牧师 如竤、丽珠  刘世洁  黄祈胜 明安、亨和  

11/06 陈牧师 如竤、丽珠  刘世洁  黄祈胜 明安、亨和  

18/06 陈牧师 如竤、丽珠  刘世洁  黄祈胜 明安、亨和  

25/06 陈牧师 如竤、丽珠  刘世洁  黄祈胜 明安、亨和  

 
 

主日崇拜(31/05/15)事奉人员 

  

宣召：诗 103：1-2               旧约经课：赛 6：1-8                    新约经课：约 3:1-17 

音响控制 : B组                电脑控制 : 黄妙清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周华福（012807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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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2 240 1,250.00 1,600.00 12,245.00 

主日学  14 54 100 162.80   

讲员 领会 读经员  助唱 崇拜司琴 执事招待  招待 诗歌(普颂) 

刘恭谋 

本处传道 
陈雪请 张银昌  B组 张雯雯 吴哲云  B组 

19、402 

355、394 

证    道：刘锦云牧师        助唱：A组 

司    会: 吴哲云          崇拜司琴：张雅星 

招    待：A组          音响操控员：B组 

执事招待：刘贤安         电脑操控员：江则立 

读 经 员：庄秀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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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刘锦云牧师在我们中间传讲神的话。愿神赐福与他和

他的家人。 
 

2. 圣经之旅:  第十八期（范围：约伯记 5- 11）.今年的参与人数目标为 100 人。   

   目前：84 人 
 

3. 洗礼，入会（坚信礼）请速报名:  洗礼与入会日期：八月九日 

 a) 儿洗上课时间：21/6、28/6 崇拜后 

 a) 成洗（12岁以上）上课时间：5/07、12/07、19/07、26/07崇拜后 

 b）入会（坚信礼）：上课时间：同上 
 

 

4. 揭开面纱课程将在 7月份开课。有意参与者请向牧者报名。 
 

5. 各肢体生活营时间表：   

肢体 日期 地点 

青团 30/05-02/06 尼亚石山 

成团 31/05-03/06 槟城之旅 

少团 04/06-06/06 播恩堂 
 

6. 堂会性家庭日 Limbang 之旅： 

 日期：17 - 18/07/2015（2天 1夜）    报名费：RM100/一房 

 交通与膳食自理。欲知详情/报名请询问张雅星姐妹或韩日光弟兄 
 

7.招募医院义工：凡有意参与医院义工者请向钱本强执事报名。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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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作品可以用笔画或以微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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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国语事工执行会之经常费： 

 国语事工执行会于 2014 年 10月 4日成立，在此希望会友们能支持国语事工的 

 自由奉献，以充作经常费。目标为 5万零吉。 
 

2. 蒙恩歌咏团首张诗歌专辑《是祢，我的主》： 

 光碟每片售价 RM35，所得的款项将作为支持蒙恩歌咏团购买音响设备的部分资金。 

 有意购买者请向黄启云弟兄购买。 
 

3. 尼泊尔大地震赈灾：本堂共筹到 RM2,609。谢谢弟兄姐妹在金钱上慷慨解囊。 
 

4. 心弦中心上半年课程：即将于 5月 29日-31日举办第十六届婚前教育课程。 

   地点：美里美安堂（五 – 日）               报名对象：预备结婚的男女 

倘若有任何疑问可致电心弦中心 085-433359. 
 

5. 2015 全砂卫理公会儿童主日学及家长训练会：   地点：怀恩堂 

 日期：5月 29日（五）2pm-5pm  ；  5月 30日（六）9am-12am 

 主题：说好故事    讲员：来自台湾的李锦蓉老师 

 已报名的弟兄姐妹们请准时出席。   

6. 2015 全砂卫理公会亲子沟通与教养公开讲座：   地点：怀恩堂 

 日期：5月 29日（五）7:30pm – 9:30pm 

 主题：孩子不同、需要不同  讲员：来自台湾的李锦蓉老师 

 欢迎大家踊跃出席。  
 

7. 樂讚美晚會： 你的名何等尊貴榮耀 

日期：2015年 6月 6日（六）時間：7：15pm       地點：美里禧恩佈道處 

主辦單位：民都魯聖歌團，民都魯少年慶典聖詠團 
 

8. 2015 年 Pa Adang短宣日期如下： 

   第二次: 29/06-06/07（截止日期 08/06/15）   

   第三次：04–13/07 （截止日期：08/06/15）       

   第四次：31/08-07/09 (截止日期：27/07/15)   

   名额：每次 30位    报名费：每次 RM800（教区 1/3、堂会 1/3、个人 1/3） 

   有意者请向李松平执事报名。 
 

9. 美里卫理希望之家拟征聘一名早期介入教师，条件如下：- 

 * 灵性成熟的基督徒。 

* SPM以上学历。通晓中、英、国文(有无特殊教育经验均可，中心将提供师资 

  训练)。 

* 性格开朗，认真负责，良好的沟通能力。 

* 有爱心耐心、热爱学习，喜欢孩子，有志于帮助特殊儿及迟缓儿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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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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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5 专题(立遗嘱) 徐希津 庄秀婉 30/05 拜访活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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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5 点唱奉献 舒娴 凯霖、知成  30/05 少年军诗歌 

主日崇拜事奉轮值表 

日期 司会 读经员 执事招待 领诗小组 崇拜司琴 招待 音响 LCD 

31/05 陈雪清 张银昌 吴哲云 B 张雯雯 B B 黄妙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