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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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pm  - 9:00pm 

星期六晚上 7:30pm  - 9:00pm 

星期日下午 2:00pm  - 3:30pm 

  

 

 

和好的职分 
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罗马书 5章 10节 

在 1957年，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一次的主日证道中，反对人们

以报复来对抗当时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 

面对着阿拉巴马州浸信会的会众，他问：「如何爱你的仇敌？你要从自

己开始做起，当可以击败仇敌的机会临到你时，你要制止自己以牙还

牙。」 

金恩博士引用主耶稣的话：「要爱你们的仇敌（有古卷加：要给咒

诅你们的祝福；要好待那恨恶你们的），要为那逼迫你们（有古卷加：

和诬蔑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才可以做你们天上的父的儿女。」

（马太福音 5章 44-45节，吕振中译本） 

每当想到伤害我们的人时，我们不要忘了，自己以前也曾是上帝的

仇敌（罗马书 5章 10节） 。但上帝「藉着基督使我们与祂和好，又

将劝人与祂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哥林多后书 5章 18节） ，这

正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神圣的责任，因为上帝已「将

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19节） ，我们便要将这信息带给世人。 

种族歧视和政治紧张屡见不鲜，教会的责任不是分门结党。我们不

应攻击那些与我们不同、意见相左，甚至是蓄意挑衅的人。我们身负

「和好的职分」，要效法基督无私仆人的心肠。 

在主耶稣基督之中，不分南北西东； 
整个广大无边世界，契合在主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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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至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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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春（胰脏癌） 
 

 

《 宣教关怀》 宣教教育祷告文： 
赐我们宣教真理的上帝，我们为各堂会积极推广宣教教育， 

开办宣教课程如：揭开面纱、拥抱全世界，以及宣教视野， 

以提升全体信徒宣教知识和负担祷告。求上帝让宣教真理 

深印在我们心中，并且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遵行。奉主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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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85%E9%A6%AC%E6%9B%B8%205:10&version=CUVMPS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3%A5%E6%9E%97%E5%A4%9A%E5%90%8E%E4%B9%A6%205:18&version=CUVMPS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3%A5%E6%9E%97%E5%A4%9A%E5%90%8E%E4%B9%A6%205:19&version=CUVMPS
tel:085-651370


 播 恩 堂 会 友 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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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心境，朝见上帝 
 • 静心默祷： 会众  

始礼诗歌：  《荣耀归於真神》赞 2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 首 会众  

 • 宣    召：     诗篇 8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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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8：1-3，5-6，8-10 

  新约经课： 路 4：14-21                                    张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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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经文：     弗 5：15-16   司会 

 • 证道信息：    光明子女的生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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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分歌》普颂 397首                                   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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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陈牧师 
  

恳切祷告，祈求上帝 
立志诗歌：   《一切全献上》世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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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父赐福歌》普颂 650首                          会众 
  

 

 

17/01/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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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播恩楼信心奉献 

2016 年目标 2016 年收入 尚差 目前总额 

RM120，000.00 RM5,734.50 RM114，265.50 RM1,418,8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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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1/16  专题 1 领袖如何当？ 查经 上课 
 

 

 

 

正月及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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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1 陈牧师 如竤、妙清 袁倩雯 黄祈胜 邦毅、伟成、如竤 40 

04/02 黄启云 启顺、欣仁 黄妙清 姚知成 本樑、恩德、祈胜  

11/02 暂停（农历初四）  

18/02 陈牧师 启顺、欣仁 黄妙清 姚知成 本樑、恩德、祈胜  

25/02 陈牧师 启顺、欣仁 黄妙清 姚知成 本樑、恩德、祈胜  
 

 

 

 

主日崇拜(31/01/16)事奉人员 

 

宣召：诗 86：11-12                 旧约经课：耶 1：4-10              新约经课：路 4：21-30 

音响控制 : A 组                   电脑控制 : 方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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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2 240 1,990.00 1,600.00 369.00 

主日学  15 60 100 250.90   

国语儿童主日学   6  7     

讲员 领会 读经员 领诗小组 崇拜司琴  执事招待 招待 诗歌（普颂） 

陈洁荷牧师 钱本强 张银昌 B组 田承毅 陈雪清 D组 
2、328 

374、650 

证    道：黄韵惠本处传道         领诗小组：A组 

司    会: 田汭翰会友领袖       崇拜司琴：陈洁花 

招    待：C组          音响操控员：A组 

执事招待：方丽薇                     电脑操控员：王靖惟 

读 经 员：张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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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日礼拜该怎么穿： 

* 不随意：不穿拖鞋，短裤，背心。 

* 不暴露：应该遮住腋下，锁骨以下，膝盖以上的部分。 

* 要得体：款式不拘，但要正式，尊重自己、他人和上帝。 
 

3. 圣经之旅:今年的圣经之旅于今天（24/01/16）开始。范围：箴言 1-7. 

 今年的人数目标为 120 人。 
 

4. M24-7代祷勇士从新登记：请会友们积极响应，填写认领时间表。 
 

5. 本堂会友与布道委员会呼吁全体会友，踊跃响应填写“亲友信主认领卡”。 

 本堂布道队将协助向未信者或信心冷淡者传福音。 
 

6. 崇拜事奉人员爱宴：日期：1月 24日（日）6:00pm  地点：播恩堂停车场 

 出席者：全体执事、全体招待员、全体诗班员、音响控制员、领诗小组成员、 

        崇拜司琴、司会、读经员、福音车驾驶员、圣餐负责人、电脑控制员。 
 

7. 乐龄小组：2016年 01月 27日(星期三)有聚会。请乐龄的弟兄姐妹积极出席 

   彼此分享，建立生命。 
 

  

教区/年会事工 
1. 【新年新希望】茶叙会： 

 日期：1月 26日（二）7：30pm    地点：Alley Kitchen & Bar(禧来登后面) 

 诚邀凡 25 岁或以上的单身者与我们一同欢庆新年佳节，有兴趣、疑问者可联系 

 叶秀琴姐妹（016-5777437）或美里心弦中心（085-433359）。       
 

2. 文音触动生命音乐会： 

 日期：2016年 3月 17-18日（7：30pm）  地点：美乐酒店 

 票价：爱心卷 RM100 ； 普通劵 RM20 

 请向李松平执事购买。 
 

3. 第二届关怀同性恋者辅导员培训：    地点：诗巫怀安堂 

 初阶课程：5月 1-2日       ；    进阶课程：5月 21-22日 

 报名费：第一次参与者：RM100（每科） ；  旧生回锅复习：两科 RM100 

 报名截止：4月 16 日 

 有意者请向钱本强执事报名。 
 

4. 第十一届（2016年）全砂华人卫理大会 

 日期：6月 1-3日（星期三至五）    地点：诗巫晶木酒店 

 主题：守望时代 作主门徒 

 报名费：大会款 RM30（逾期 RM50）,膳食、住宿及交通自理。 

 报名截止日期：4月 30 日 

 欲知详情请向牧者询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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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正月及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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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1 专题(一) 30/01 领袖如何当? 文朝 永光 

05/02 暂停  06/02 小组 丽薇 雪霓 

12/02 新春团拜  13/02 教区新春联欢会 

19/02 教区新春联谊  20/02 查经会 

26/02 查经会 守安 雪清  27/02 主题 1 莉菁 文朝 

                少年团契                          男少年军 
日期 节目 领会 领诗小组  日期 节目 

31/01 查经 祈胜 知成、歆惠  30/01 上课 

07/02 暂停（除夕夜）  06/02 上课 

14/02 团拜  13/02 上课 

21/02 红包大猜谜 我涵 祈胜、凯雯  20/02 上课 

28/02 查经会 静惟 世淮、明芳  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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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 钱本强 张银昌 陈雪清 B 田承毅 D A 组 方善恩 

07/02 黄韵惠 田汭翰 卢灵光 黄永光 袁倩雯 E 

B 组 

黄妙清 

08/02 黄启云 田汭翰 翁绍平 领诗团 陈洁花 执事 黄欣艺 

14/02 陈雪清 田汭翰 林仁福 C 田承毅 A 王靖惟 

21/02 林仁福 田汭翰 池丽珠 D 张雅星 B 刘世淮 

28/02 詹惠颖 田汭翰 方莉俤 A 庄秀婉 C 范其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