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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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梅花代祷。 

2） 为短宣生黄宏恩（正月至二月）、周凯霖代祷（正月之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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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 

                  林燕春（胰脏癌） 

 

  

 

 

 

洁白如雪 
 

求祢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诗篇 51篇 7节 
 

美国密西根州的冬天常是刺骨的寒冷，对于这样的天气当地

的居民都有不同感受。但如果大雪纷飞的天气延续到三月，大部

分的人早就对冰天雪地感到厌倦，甚至感叹到底寒冬何时才会结

束。 
 

但对我来说，雪的奇特魅力总是让我惊叹。即使门前积雪如

山，怎么也铲不完，我对这白皑皑的雪花还是着迷不已。有一

天，天空又开始飘雪，点点雪花散落在旧雪堆上面，微微闪烁着

亮光。我偕同妻子出去散步，在一片银装素裹之中，洁白的积雪

银光闪耀，让人沉醉不已。 
 

圣经里常提到雪，而且似乎都有不同的用意，例如：上帝降

下雪来彰显祂创造的大能（约伯记 37章 6节，38章 22-23

节） ；山顶上的积雪可用来灌溉干枯的山谷。更重要的是，上

帝用「雪」来比喻赦罪之恩，耶稣的福音让我们知道如何能洗净

我们所有的罪，并让我们的心「比雪更白」（诗篇 51篇 7节；

以赛亚书 1章 18节 ）。 
 

下次当你看到皑皑白雪的时候，不论是图片或实景，都当感

谢上帝赐下赦罪的恩典，并免除我们承担罪的刑罚。因这美丽的

赦罪之恩，是为所有相信救主的人而预备的。 
 

主啊，谢谢祢的赦免， 

让我们从满身罪污变得比雪更白。 

求祢帮助，让我们所接触的所有人都能看到， 

祢的宽恕为我们带来了美好的改变。 
 

基督一赦免我们，我们的心就洁白如初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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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B4%84%E4%BC%AF%E8%A8%98%2037:6;38:22-23&version=CUVMPS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7%B4%84%E4%BC%AF%E8%A8%98%2037:6;38:22-23&version=CUVMPS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20%E8%A9%A9%E7%AF%87%2051:7;%E4%BB%A5%E8%B3%BD%E4%BA%9E%E6%9B%B8%201:18&version=CUVMPS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20%E8%A9%A9%E7%AF%87%2051:7;%E4%BB%A5%E8%B3%BD%E4%BA%9E%E6%9B%B8%201:18&version=CUV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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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象征喜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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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歌》普 18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 首 会众  

 • 宣    召：     诗篇 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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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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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上 2：18-20，26 

  新约经课：  路 2：41-52                         黄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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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经文：     路 2：49，52      司会 

 • 证道信息：     以父的事为念                             陈牧师 

宣认信仰：   《使徒信经 》                                   陈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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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牧师 

 • 短宣差遣礼：                                              陈牧师 
  

恳切祷告，祈求上帝 
立志诗歌：   《拥戴祂为主》世 4首                                 会众  

领受祝福：                                                   陈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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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殿诗歌：   《愿救主基督的恩惠》世 567 首                         会众 

   

 

20/12/2015将临期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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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2015圣诞节崇拜人数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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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111,197.66 RM88,802.34 RM1,413,4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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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16  暂停 迎新会 上课 
 

 

十二月及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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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 陈牧师 如竤、舒娴 刘世稳 田耿毅 本樑、恩德、祈胜  

07/01 陈牧师 如竤、妙清 袁倩雯 黄祈胜 邦毅、伟成、如竤  

14/01 陈牧师 如竤、妙清 袁倩雯 黄祈胜 邦毅、伟成、如竤  

21/01 田汭翰 如竤、妙清 袁倩雯 黄祈胜 邦毅、伟成、如竤  

28/01 陈牧师 如竤、妙清 袁倩雯 黄祈胜 邦毅、伟成、如竤  
 

元旦立约礼拜(01/01/16)事奉人员 

音响控制：A 组   电脑控制：刘世淮 

 

 

圣餐主日崇拜(03/01/16)事奉人员 

 

宣召：诗 30:4                   旧约经课：耶 31：7-14                 新约经课：约 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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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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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4 240 1,953.00 1,600.00 7,415.00 

主日学 68 17 100 161.40   

国语儿童主日学   4  5     

聚会 人数 人数目标 奉献 RM 奉献目标 其它奉献 RM  

 成人 儿童      

平安夜聚餐 110     

崇拜 248 65 240 3,130.60 1,600.00 450.00 

讲员 领会 领诗小组 崇拜司琴  执事招待 招待 诗歌（普颂） 

陈洁荷牧师 刘贤平 B组 袁倩雯 田汭翰会友领袖 执事 42、32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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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朝 刘世稳 刘贤平 E组 赞 23、普 330、650 

证    道：陈洁荷牧师          领诗小组：A组 

司    会: 池丽珠         崇拜司琴：庄秀婉 

招    待：D组          音响操控员：B组 

执事招待：杨必展                       电脑操控员：周凯霖 

读 经 员：黄启云                   献 花 者：张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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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肢体会议时间表： 
 

日期 肢体 地点 

27/12/2015（日）2：00pm 青团 2016年第一次会议 圣堂 

30/12/2015（三）7：30pm 男少年军 2016 年第一次会议 
播恩中心 

01/01/2016（五）10：00am 执事研讨会 
 

3. 2016 年立约礼拜：日期：01/01/16（五）8：00am 

 请全体执事、各团契职员及主日学老师盛装出席就职礼。 

    

 

教区/年会事工 
 

 

1. 林梦卫理幼稚园校舍重建工程耗资 RM120万，目前尚差 RM30万，呼吁会友们爱 

   心支持奉献，助能完成重建圣工。 
 

 

2 卫理神学院《第九届卫斯理神学研讨会 卫斯理的末世观》 

 日期：2016年 8月 15-17日    地点：诗巫卫理神学院 

 主办单位：卫斯理研究中心 

 目的：更深入地研讨卫斯理神学与其末世观；透过深入地了解圣经与卫斯理神学 

   的末世观，在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宣扬圣经圣洁，以带来教会的更新与国 

   家的转化。 

 查询处：卫理神学院 51，Tun Abang Haji Openg Road P.O.Box 78,96007 Sibu. 

         Sarawak/网址:www.mtssibu.edu.my/电话：084-321409 
 

讲员 研讨会议题 

黄迪华牧师（博士） 约翰卫斯理的神学看末世界观 

邱和平牧师（博士） 

Ningkan Galung ak Suring牧师 
卫斯理对天堂与新创造的观点 

刘世尧牧师&陈秀金牧师（博士） 卫斯理对阴间与地狱的观点 

陈发文牧师&池金代牧师（博士） 卫斯理对千禧年的观点 

林忠锦牧师（博士），黄敬胜牧师（博士）& 

Elizabeth Enjut ak Salang牧师 
卫斯理对审判的观点 

卢臻长牧师（博士），陈亦煌讲师， 

赖婷婷讲师 
卫理宗圣诗中的末世观 

胡新汉牧师 & Bonnie Sedau牧师 卫理宗对'I'之末世观的回应 
 

 

 

 

3. 北区卫理乐龄学习中心招生启事： 

 第一学期：2016 年 1月 21日至 5月 26日(30/01–24/02/2016)为农历新年假期 

 第二学期：2016 年 6月 30日至 9月 29日 

 上课时间：每星期四及星期五上午 8时至 11时   上课地点：美安堂主日学课室 

 课程涵盖必修课： 1. 信仰人生（旧约及新约） 

  2. 社会新知（基督徒聆听课程及社会准则） 

  3. 保健（保健医学讲座、赞美操及其他） 

  **选修课(音乐或电脑/手机)         报名截止：2016 年 1月 15日 

 欢迎 55岁以上的弟兄姐妹报读。以上课程有指定报名费，有意者请向牧者报名。 

 

 

 
 

 

2016 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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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 暂停 02/01 迎新会 欣仁 发联 

08/01 迎新会 09/01 查经会 耿毅 莉菁 

15/01 小组 16/01 小组 

22/01 小组 23/01  

29/01 专题(一) 30/01 领袖如何当? 文朝 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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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 迎新会 世稳 祈胜、凯雯  02/01 上课 

10/01 专题：奉献 莉卿 舒娴、志勇  09/01 上课 

17/01 水果会 知成 我涵、明芳  16/01 上课 

24/01 制作卡片 凯雯 莉卿、雪仙  23/01 上课 

31/01 查经 祈胜 知成、歆惠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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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 刘贤平 张银昌 田汭翰 B 袁倩雯 执事 

A 组 

刘世淮 

03/01 黄韵惠 张银昌 刘贤平 余文朝 刘世稳 E 黄妙清 

10/01 吴哲云 张银昌 黄韵惠 C 庄秀婉 A 范其兴 

17/01 余养琛 张银昌 吴佩云 D 张雅星 B 周凯霖 

24/01 田汭翰 张银昌 方丽薇 A 陈洁花 C 方善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