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09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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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本堂三个月短期宣教士黄欣仁代祷 

3） 为 M24-7为国及教会守望代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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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会考生： 

   PT3（12-15/10）:黄祈胜、黄美玲、黄雪婷、黄拔义、陈诗仪、 

                    刘世淮、林书香 

   UEC（初中：23-27/10）：黄美玲、黄祈胜 

   SPM（2/1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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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10）：许如竤 

  

  

 

 

 

 2016年播恩堂执事会名单 
职位 姓名（正） 姓名（副） 

会友领袖 田汭翰 黄韵惠 

执事会主席 刘贤平  

文书 吴佩云 方丽薇 

受托与经济委员会 黄韵惠  

财政 陈雪清  

查账 翁绍平  

基督教教育委员会 林仁福 池丽珠 

主日学校长委员会 方莉俤 尹俊妃 

崇拜与音乐委员会 黄启云 黄欣仁 

会友与布道委员会 李松平 谢俊英 

宣教委员会 吴哲妮 许齐坤 

社会关怀委员会 钱本强 卢灵光 

产业管理委员会 王邦毅 姚修孝 

属会委员会 余养琛 丘碧玉 

会友事工委员会 田汭翰 黄韵惠 

程序委员会 张雅星  

文字事业委员会 吴哲云 杨必展 

资讯传播委员会 詹惠颖 徐希津 

受选执事 黄拔春、江珠瑛、黄守安、刘贤安 

按职执事成团 韩日光  

按职执事青团 黄欣仁 余文朝 

按职执事少团 刘世稳 黄祈胜 

男少年军 黄永光  

本处传道 黄韵惠、吴哲仙、余琤琤（生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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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五 周 年 堂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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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象征忏悔，尊重，王权                 注明（•）：会众坐 ；（€）：会众站 
 

 

 

登殿敬拜 
进    殿：   《快乐歌》普颂 18首 （牧者、全体执事入殿） 男少年军铜乐队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 首 会众  

 • 宣    召：     诗篇 66：1-4                       司会 

齐声赞美：                  领诗小组/会众 

同心祷告：                                 司会 

 

回顾以往 

 • 读    经：    希伯来书 13：7-8                         黄启云 

启应颂词：                            司会/会众 

 •  回顾历史：                                                 e-movie 

荣耀主名：   《荣耀颂》第二调                               会众 

 • 诗班献唱：   《欢唱》                           联合诗班 

更新立约:                            牧者/会众 

  

把握现在 
 

 • 信息经文：    哥林多后书 6：1-2        司会 

 • 证道信息：    恩典路上，蓄势待发                             陈牧师 

宣认信仰：   《使徒信经 》                                   陈牧师 

 • 诚心奉献：   《谢恩奉献歌》普颂 507 首                                   会众  

奉 献 颂：   《奉献诗》普颂 645 首                           会众 

 

展望未来 
 • 家事分享：                                              陈牧师 

 • 切蛋糕仪式：                                       牧者/全体执事 

 • 舞    蹈：   《天国八福 》                           舞蹈员 

立志回应：   《播恩信徒歌》                            播恩堂全体会友 

领受祝福：                                                   陈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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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2015主日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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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81,245.00 RM118,755.00 RM1,363,4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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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0 小组 保龄球之夜 联谊会 创办人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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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揭开面纱 钱本强 播恩中心 -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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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0 中国短宣分享 丽珠、明安  刘世洁 李娜珍 邦毅、伟成、如竤 46 

10/10 陈牧师 丽珠、明安  刘世洁 李娜珍 邦毅、伟成、如竤  

17/10 陈牧师 丽珠、明安  刘世洁 李娜珍 邦毅、伟成、如竤  

24/10 陈牧师 丽珠、明安  刘世洁 李娜珍 邦毅、伟成、如竤  

 

 
 

圣餐主日崇拜(04/10/15)事奉人员 

  

宣召：诗篇 124：8            旧约经课：伯 1：1，2：1-10             新约经课：可 10:2-16 

音响控制 : A组             电脑控制 : 刘世淮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周华福（012807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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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与儿童      

崇拜 257 240 2,000.00 1,523.00 2,170.00 

讲员 领会 读经员 助唱 崇拜司琴 执事招待  招待 诗歌（普颂） 

陈洁荷牧师 
黄韵惠 

本处传道 
张银昌 黄启顺 陈洁花 吴佩云 B组 普 30、327、574 

证    道：陈洁荷牧师          领诗小组：C组 

司    会: 池丽珠           崇拜司琴：袁倩雯 

招    待：A组          音响操控员：C组 

执事招待：张雅星                       电脑操控员：黄欣艺 

读 经 员：黄启云         献 花 者：张晓芬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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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期（范围：诗篇 92-98）.今年的参与人数目标为 100 人。   

   目前：102 人参于 
 

3 今早是 15 周年感恩庆典：欢迎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荣耀见证主名。  
 

4. 播少 10周年庆典：日期：9月 27日（主日）2:00pm  地点：播恩堂副堂 

 欢迎历届主席，新旧契友都来参与，给予鼓励。 
 

5. 下周是圣餐主日：日期：10月 4日（主日） 

 襄理者：黄韵惠本处传道、钱本强执事、陈雪清执事 
 

6. 2015 年会友捐（月份奉献）     截止日期：9月 28日（主日） 

 本堂今年的目标是 RM65,500。目前共收到 RM57,869.00，尚差 RM7,631.00。请尽 

   快把握今年的机会投资永恒的天国。 
 

7. 各肢体会议时间表：   

日期 肢体 地点 

29/09（二）7:30pm 儿童主日学品格营会议 播恩中心 

03/10（六）12:00nn 教区会议（出席者：陈洁荷牧师、 

田汭翰、卢灵光、黄韵惠、方莉俤、 

林仁福、王邦毅、吴佩云） 

美安堂 

06/10（二）7:30pm 15周年特刊委员会会议 播恩中心 

 

 

 

教区/年会事工 
 

1. 美里心弦中心活动： 

1.浅谈精神健   

  康知识课题 

日期：10/10/15（六）2.00pm - 4.00pm 

报名截止日期：07/10/2015 

地点：美里心弦中心

（免费入场） 

2.第 17届婚  

前教育课程 

日期 ：20-22/11/2015（五-日） 

报名费：RM 120（一对） 

报名截止日期：14/11/2015 

地点 ：美安堂 

 

 

2. 2016 年手工制做台历： 

 支持东亚宣教手工。一共有 60本，已售出 43本，还剩下 17本。有兴趣者，崇 

 拜后请向吴哲妮姐妹购买。每本为 RM20 
 

3. 北区卫理乐龄学习中心各班级结业礼暨四年级学员毕业典礼： 

 日期：10 月 3 日（六）8：00am    地点：美安堂圣堂 

 上述典礼将由砂拉越华人年议会会长苏慈安牧师亲临主持。 
 

 

 

4. 美里教区乐龄营： 

 日期：10月 5-6日（一至二）  报到时间：10月 5 日 2：30pm 

 地点：美安堂（聚会）/美佳大酒店（联谊会） 

 主题：求新求变，乐龄蒙恩   讲员：陈祖义牧师 

 专题：华人传统习俗/礼节   讲员：刘锦云牧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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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Pa Adang 短宣：日期：11月 8-16日               人数：50人 

   经费：RM800.00（个人 1/3，堂会 1/3，团契 1/3）   截止日期：10月 15日 

   启程时间：8/11/2015（星期日）.11:00am 在杜当堂集合后，11:30am出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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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15 年美里中学生生活营：日期：12月 12-14日 地点：美里中华中学 

 对象：15岁的以上藉学生。         名额：250 人 

 报名费：RM100（06/11 之前）  ；  RM150（20/11截止日期） 

 有意者请向少团主席刘世稳弟兄报名。 

 注意：参与者相片必须由相馆拍的（不接受自拍的相片）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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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0 小组 03/10 保龄之夜 

09/10 小组 10/10 查经会 耿毅 明安 

14/10 五脏六腑 BBQ 拔春 贤平 17/10 信仰难题解答 2 欣仁 文朝 

23/10 见证分享 茂丰 养琛 24/10 主题三 信锋 娜珍 

30/10 专题 (各行各业) 程娟 齐坤 31/10 拜访美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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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0 联谊会 如竤 舒娴、世淮  03/10 创办人主日 

11/10 专题三 宏恩 如竤、莉枫  10/10 品格/CE & Citizenship Badge 

17/10 棋类游戏  17/10 品格/CE & Citizenship Badge 

25/10 查经会 世淮 凯霖、歆惠  24/10 品格/CE & Citizenship Badge 

     31/10 羽毛球活动/迷你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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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0 黄韵惠 张银昌 吴佩云 黄欣仁 陈洁花 B 

A 组 

刘世淮 

11/10 陈雪清 张银昌 刘贤平 A 组 张雅星 C 黄妙清 

17/10 林仁福 张银昌 翁绍平 B 组 刘世稳 D 范其兴 

25/10 余养琛 张银昌 池丽珠 C 组 庄秀婉 E 姚知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