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03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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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转变歌（普颂 338） 
“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

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 12：1） 
 

 

圣诗背景 
 本诗作者模诺（Theodore Monod）在 1874 年间于英国汉

普夏布劳兰门坡勋爵夫妇的家主持一连串奉献聚会时所作。

此诗，也被称为改造过的箴言。 
 

圣诗内容 
 从我们还未接受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爱自己多

过爱耶稣。然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爱慢慢转向

神。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实在是人所没有办法加以衡

量测度的，因着祂的爱使我们降服在祂爱里，最后专爱耶稣

忘记爱已。 
 

中心思想 
 将自私自爱发展到完全、毫无保留对主的心。 
 

使用场合 
 在坚振礼、受洗礼、圣餐主日，在认罪时。 

代祷事项： 

1） 为本堂的宣教士吴哲仙、吴哲微、江梅花代祷。 

2） 为短宣生周凯霖代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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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贤新（血癌） 
 

<宣教关怀>  ：  Nickie 宣教士祷告文： 

慈爱的上帝，我们为新宣教士 Nickie 已平安抵达工场感恩。感谢上帝

引领她逐渐适应当地生活。感谢上帝奇妙的医治了发炎的扁桃腺。感谢

上帝让她顺利找到 Z语老师，将于 3月尾开始上课，求上帝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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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85-65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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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年历颜色 ：紫色象征忏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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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散那歌》普颂 145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 首 会众  

 • 宣    召：    诗篇 1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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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众诗班：  《爱的转变歌》普颂 338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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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 50：4-9上 

  新约经课： 路 19：28-40                                   钱雪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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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经文：    路 19：38    司会 

 • 证道信息：    荣耀与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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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恩丰富歌》普颂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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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愿爱祢》世纪 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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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颂》普 654 首                                      会众 

 
 

13/0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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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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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24,794.45 RM95,205.55 RM1,443,7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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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见证分享 静修日 查经会 预祝复活节 

 
成人主日学培训课程出席人数 

课程 导师 地点 上周人数 

门徒紫本 林仁福、陈牧师 播恩中心 15 

门徒红本 田汭翰、范其兴 播恩中心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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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3 教区联合祷告会 35 

31/03 陈牧师 发联、雪霓 袁倩雯 黄祈胜 明安、亨和  

 
基督受难日崇拜(25/03/16)事奉人员 

  音响控制 : C组                电脑控制 : 刘世淮 

 
基督复活日崇拜(27/03/16)事奉人员 

 

宣召：诗 118：1-2，14-24           音响控制 : C组                     电脑控制 : 方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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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40 1,033.00 1,600.00 4,513.00 

主日学  14 62 100 197.20   

国语主日学  7 8     

讲员 领会 读经员 崇拜司琴  执事招待 招待 诗歌（普颂） 

陈洁荷牧师 黄欣仁 钱雪霓 陈洁花 李松平  B组 普 595、普 158、普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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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丽薇 D组 庄秀婉 谢俊英  C组 
普 190、普 511、 

普 183、普 654 

证    道：陈洁荷牧师          领诗小组：C组 

司    会: 池丽珠         崇拜司琴：张雅星 

招    待：A组          音响操控员：C组 

执事招待：黄欣仁                     电脑操控员：黄妙清 

读 经 员：钱雪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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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之旅:  第九期 (范围：赛 9-15).今年的人数目标为 120人。 
 

3. 最后晚餐教区联合祷告会：日期：3月 24日（四）7：30pm      地点：美安堂 
 

4. 堂会性分发华语与国文版的福音单张 

 日期：3月 20日（日）3：00pm         集合地点：播恩堂 

 呼吁大家踊跃出席，积极参与做主工。 
 

5. 洗礼，入会（坚信礼）请速报名:  洗礼与入会日期：03月 27日 

 a) 成洗（12岁以上）上课时间：20/03崇拜后 

 b）入会（坚信礼）：上课时间：同上 
 

6. 圣周（Holy Week）各项聚会 

 请大家安排时间踊跃出席，共思主耶稣牺牲的大爱 

聚会 日期 时间 

a）棕枝节崇拜 3月 20日(主日) 8：00am 

b）教区联合最后晚餐崇拜（美安堂） 3月 24日（四） 7：30pm 

c）受难节崇拜 

   **请弟兄姐妹们注意！在受难节崇拜中， 

     请穿黑色或深色衣服出席崇拜以纪念主受死 

3月 25日（五） 8：00am 

d）复活节兼接收受洗&入会     奉献目标：RM2,300 3月 27日(主日) 8：00am 
 

7. 各肢体会议时间表：   

日期 肢体 地点 

16/03（三）祷告会后 青团生活营会议二 圣堂 

23/03（三）7：30pm 执事会会议二 
 

 

8. 鼓励弟兄姐妹们参与卫理报或电子报之友，以支持文字事工。有意订购者请向 

 吴哲云执事询问。 
 

9.招收第二届成人三福《XEE》课程学员： 

 时间：每主日崇拜后（10:00–11:00am）   地点：播恩中心 

 请向李松平执事报名。 

 *备注：开课时间：四月 10日 

 

 

教区/年会事工 
1.美里教区卫理墓园整洁与环保运动;  日期：3月 20日  时间：2.00pm-4.00pm                                                          

 A)廉律墓园：怀恩堂、生命堂、播恩堂、恩典堂、杜当堂、禧恩布道处           

B)Lambir 墓园：美安堂、美恩堂、义恩堂、感恩堂、卫理伊班教会。 

备注:请所有堂会安排最少 10位弟兄姐妹出席参加并带工具。当天也可以清明 

     扫墓。 
  

2. 古论神父(心灵关顾讲座)：日期：2016年 4月 08 - 10日   地点：美安堂 

    

 

 

 

 

   讲题：用灵修的态度解释梦与生活 ；  基督徒如何面对苦难； 

       耶稣，你的心灵导师；    基督徒与祝福 

 报名截止：3月 20日 

 请向田汭翰或黄韵惠会友领袖报名。 
 

3.【智慧父母】课程系列一：管教孩子的真智慧。 

日期：02/04-14/05/2016（每逢星期六）   时间：8.30am-10.30am 

地点：美里心弦中心          报名费：RM40 

课程内容： 1.何谓教养                       2.教养的方式 

     3.如何塑造顺服·感恩的孩子（上）4.如何塑造顺服·感恩的孩子（下） 

     5.鼓励式的管教        6.纠正的管教          7.后果与惩罚 

凡有兴趣者可联系至心弦中心办公处，085-433359， 
 

4. 卫理公会美里教区 2016 生命冲击营：日期：5月 27-29日    地点：美佳酒店 

 对象：18岁以上的弟兄姐妹    名额：120人 

 营费：27/3之前（RM300）  ；  10/4之前(RM320)  ；  30/4之前（RM350） 

 请游览 http//miridistrict.sarawakmethodist.org/下载报名表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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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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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3 见证分享 茂丰 哲妮 25/03 静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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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3 查经会 雪仙 祈胜、凯雯  26/03 预祝复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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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3 黄欣仁 钱雪霓 李松平 D 陈洁花 B C 组 

 

刘世淮 

27/03 方丽薇 钱雪霓 谢俊英 A 庄秀婉 C 方善恩 

 

日期 时间 

8/4（五） 7:30pm - 9:30pm 

9/4（六） 2:00pm – 4:00pm, 7:30pm – 9:00pm 

10/4（日） 1:30pm – 3: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