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08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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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本堂 27 & 31/8 Pa Adang短宣队代祷。参与者：徐希津、吴耀德  

 刘本樑、黄守安、余养琛、谢必春、黄拔春、方丽薇、韩日光、 

 蒋亨和、池丽珠、陈雪清、黄妙清、黄启顺、吴明安、黄欣仁、卢淑

惠、林礼琪 

3） 为本堂大专短宣生黄欣仁代祷。 

4） 为 M24-7为国及教会守望代祷。 

5） 为病痛者代祷：刘宝珠（大肠癌）、林文珠（淋巴癌）、 

    吴庆来（鼻咽癌）、林燕春（胰脏癌）、萧元义（安息主怀） 

6） 会考生： 

   UPSR(8-10/09):黄拔勇、黄祺政、陈欣仪、梁永彦、许我昌、李敬德 

            林欣、池湘柔、刘兆成、陈贞维、李武胜、林凤芝、陈彩儿 

   PT3 ：黄祈胜、黄美玲、黄雪婷、黄拔义、陈诗仪、刘世淮、林书香 

   UEC（初中）：黄美玲、黄祈胜 

   SPM（2/11-8/12）：刘世稳、许我涵、杨友晣、许莉卿、周凯霖、 

                    黄宏恩、王靖惟、陈志成、林书盛 

   UEC（高中）：许如竤 

  

 

 

 

 
赞美的力量 

当称谢耶和华，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历代志下 20章 21节 

 

威利 9岁时在家门口遭到绑架。绑匪将他掳上车，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路

程。那时，威利惊慌害怕，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决定开口唱

赞美诗。当他反覆吟唱时，绑匪破口大骂且叫他闭嘴。然而，很奇妙地，最

后绑匪竟停下车，让威利毫发无伤地离开。 

正如威利在唱赞美诗歌的表现一样，要真正的赞美上帝，就要放下心中

的恐惧、生命中的问题，不再依靠自己，专注思想上帝的属性。 

以色列人遭逢敌人攻击时，也放下了心中的恐惧。那时他们正准备迎

战，约沙法王安排诗班走在军队的前面。诗班唱着「当称谢耶和华，因祂的

慈爱永远长存！」（历代志下 20章 21节） 当赞美之声响起，以色列的敌

人便乱了方寸，且互相残杀。正如先知雅哈悉所预言，以色列无须动用一兵

一卒，便大获全胜（17 节） 。 

无论我们正面临着人生的挑战，或陷入人生的困境，我们仍可以赞美上

帝，荣耀祂的名。的确，「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诗篇 96篇 4

节） 。 
 

亲爱的上帝，祢是圣洁良善的。即使困难重重使我似乎看不见祢，我仍要敬

拜祢。愿我的心永远述说祢的荣耀。 
 

心中充满对上帝的赞美就是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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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6%AD%B7%E4%BB%A3%E5%BF%97%E4%B8%8B%2020:21&version=CUVMPS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6%AD%B7%E4%BB%A3%E5%BF%97%E4%B8%8B%2020:17&version=CUVMPS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A9%A9%E7%AF%87%2096:4&version=CUVMPS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A9%A9%E7%AF%87%2096:4&version=CUVMPS
tel:085-651370


 
 

    播 恩 堂 圣 乐 主 日 崇 拜 秩 序 
                  宣 扬 圣 经 圣 洁，更 新 转 化 国 家 

 

 

 

 

 
 
 

教会年历颜色 ：绿色象征忏悔，尊重，王权                 注明（•）：会众坐 ；（€）：会众站 

昔日，祂为主宰 
 • 静心默祷： 会众  

 • 主在殿中（启应）：                                        司会/会众 

 • 始 礼 颂： 《凡有血气歌》普颂 91 首                               会众/诗班 

 • 初代教会：  司会 

 • 基督之光： 《美妙时光歌》普颂 482 首 会众 

 • 教会兴盛：  司会 

 • 音乐欣赏：   

同心祈祷：   《主祷文》普颂 649 首  会众 

昨日，祂受赞美 
 • 中 世 纪：   司会 

 • 宗教改革：        司会 

 • 复活生命：   《死被生命吞噬》新普 279 首      会众 

 • 清教徒兴起：   司会 

 • 喜乐盼望：   《耶稣，人的希望》                        联合诗班 

 • 奋兴与布道：       司会 

 • 欢乐颂赞：   《快乐歌》普颂 18首         司会 

 • 信息经文：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7      司会 

 • 证道信息：    有心才会感恩                               蔡秀真牧师 

今日，祂仍配得 
 • 灵修与经历：                                               司会 

 • 奉献诗歌：   《有福确据》世赞 321首                                     会众  

献    呈：   《奉献诗》普颂 645 首                             会众 

 • 家里消息：                                       田汭翰会友领袖 

 • 二十世纪：        司会 

将来，荣耀归祂 
赞美上主（启应）：                      司会/会众 

新天新地：   《新天地歌》普颂 311首                         会众 

祝    福：   《惟愿神的爱抚慰你的灵》世新 89首 会众 

差    遣：                                              蔡秀真牧师 

回    应：   《四叠阿门颂》普颂 675 首                             会众 

  

09/08/2015感恩兼圣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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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71,390.00 RM128,610.00 RM1,353,0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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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   主题（二） 见证影片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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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徒金本 林仁福、陈牧师 副堂 8 

门徒红本 田汭翰、陈牧师 圣堂 - 

揭开面纱 钱本强 播恩中心 17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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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陈牧师 善淦、哲云 黄妙清 黄祈胜 本樑、恩德、祈胜 39 

27/08 陈牧师 善淦、哲云 黄妙清 黄祈胜 本樑、恩德、祈胜  

 
 

 

 

 

文字布道/事业主日崇拜(23/08/15)事奉人员 

  

宣召：诗篇 125：1-2          旧约经课：王上 8：22-30，41-43             新约经课：约 6：56-69 

音响控制 : B组             电脑控制 : 王靖惟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许齐坤（0198251385）    

              (少团)  黄祥武（013837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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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4 240 4,162.00 1,600.00 7,458.00 

主日学  17 69 100 201.80   

讲员 领会 读经员  领唱小组 崇拜司琴 执事招待  招待 

陈洁荷牧师 吴佩云 吴哲云 C组 袁倩雯 李松平 B组 

证    道：蔡秀真牧师          领诗小组：诗班 

司    会: 黄启云           崇拜司琴：刘世稳 

招    待：A组            音响操控员：B组 

执事招待：田汭翰会友领袖               电脑操控员：范其兴 

献 花 者：杨必展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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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蔡秀真牧师在我们中间宣讲神的道。愿神赐福与她和

她的家人。 
 

2. 圣经之旅:  第三十期（范围：诗篇 50-56）.今年的参与人数目标为 100人。   

   目前：85 人 

3. 下周为文字布道/事业主日：日期：8 月 23日（主日）    奉献目标：RM1,400 
 
 

4. 各肢体会议时间表：   

日期 肢体 地点 

16/08（日）2：00pm 青团会议 播恩中心 

18/08（二）7：30pm 15周年庆典 播恩中心 

19/08（三）7：30pm 提名委员会会议 播恩中心 

22/08（六）2：30pm 儿童主日学会议 播恩中心 

26/08（三）7：30pm 成团会议 播恩中心 

29/08（六）7：30pm 少团会议 播恩中心 

02/09（三）7：30pm 执事会会议 播恩中心 

19/09（六）7：30pm 牧区会议二 播恩中心 

03/10（六）1：30pm 教区会议 美安堂 

 
 

教区/年会事工 
 

1. 大专之夜 : 日期：8月 17日（一）7:00pm-9:30pm   地点：美安堂 

 欢迎所有大专生出席。 
 

2.美里环保清洁运动 

 日期：16/09/2015         时间：7:00am ～9:30am 

 由各牧区选择地点清理。 
 

3. 中五毕业生升学资讯分享会 

 日期：9月 6日（星期天）2：00pm – 4：30pm    地点：美安堂（204 教室） 

   讲员：Mr Adam Lau                   媒介语：华语     
 

4. 2016 年手工制做台历 

 支持东亚宣教手工。有兴趣者，崇拜后请向吴哲妮姐妹购买。每本为 RM20 
 

5. 美里心弦中心下半年活动/课程  (心弦中心 085-433359) 

日期 活动/课程 地点 

04/07-17/10/2015 

(每逢星期六早上) 

亲子课程：《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 美里心弦中心 

01/08-24/10/2015 

(每逢星期六下午) 

自我成长课程:《第二届亲密之旅课程》 

报名费：RM50一对 

美里心弦中心 

20/11-22/11/2015 

(星期五-星期日) 

第 17届婚前教育课程 美里美安堂 

 

 

6. 27/08 & 31/08/2-15 Pa Adang短宣队： 

 请所有的参与者务必出席 18/08（二）及 25/08（二）晚上 7：30pm在恩典堂的 

 召集。  
 

7. 卫理公会泗里街玻璃港万福达德堂 

 筹款重建圣堂，耗资马币 100万零吉。重建圣堂工程已于今年三月开工(已筹得 

 60 万零吉)敬请弟兄姐妹爱心支持此项事工。 

 奉献方法：支票或现金存入大众银行（Public Bank）账户 A/C4656646413 

 并将存根传真至：084-657863或寄 P.O.Box 256，96107 Sarikei，Sarawak。 

 详情请联络：黄书荣牧师（014-6863988）/林绍丰（019-8177389） 
 

8. 美里卫理希望之家拟征聘早期介入教师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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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浪子回头 ： 一部激励人心的家庭写实教育电影 

 日期：11月 14日（星期六）在美安堂播映。 导演：王凯旋    

10. 2015 合唱节： 日期：9月 11日（晚上）-14日  地点：诗巫卫理神学院 

 营会内容：1.声乐工作坊（合唱新趋势）  ； 2. 合唱体验 

 报名费：7月 15日之前 RM120，逾期 RM150  报名截止：8月 15日 
 

11. 2015 合唱节公开音乐会：时间：7：30pm  地点：诗巫南教区福源堂 

 日期：9月 12日-Methodist Chamber Choir, Medan呈献 

         9月 14日-营会学员呈献 
 

12.教区特别聚会：日期：10月 11日(主日)7:30pm在美安堂由基督使者推介及放映 

  “踏光而行：暗室之后蔡苏娟传记影片”。欢迎弟兄姐妹出席。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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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 主题（二） 吴哲云 蒋亨和 22/08 见证影片 黄欣仁 田耿毅 

28/08 难题解答 刘文如 许茂丰 29/08 姐妹会 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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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8 专题 静惟 如竤、莉卿  22/08 上课 

30/08 查经会+入会 如竤 知成、美银  29/08 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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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8 吴佩云 吴哲云 李松平 C 组 袁倩雯 B 
B 组 

王靖惟 

30/08 吴哲妮 吴哲云 田汭翰 A 组 张雯雯 C 刘世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