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04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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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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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4-7为国及教会守望代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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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宣教士工作签证祷告文： 

赐世人盼望的上帝，我们为在印尼西加和泰国的宣教士申请工作和居留签证遇到

拦阻祷告。求上帝开路，并顾念他们在出入境更新旅游签证时路途平安，赐给他

们智慧去应付移民局官员的刁难。也恳求祢大能的手打开工场国门和福音的门，

让福音传入未得之国，进入未得之民当中。奉主名求，阿们 
 

  

 

 

灵友歌（普颂 357）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太 11：28） 
 

圣诗背景 

1740 年查尔斯。卫斯理写了这首“Jesus, Lover of mu soul”（耶稣，我灵魂的爱

人）。一般圣诗集都译为“灵友歌”，也有一些译为“耶稣我灵避难所”。查尔斯写

这首歌的典故有多种说法。最广为流传的是他和约翰，卫斯理在爱尔兰郊外的一个地

方传道时被信仰的反对者攻击，他们躲进了农村，在农场女主人的掩护下躲在小河

边。在听着暴徒的叫骂声中，查尔斯。卫斯理写下了这首祷告和安慰的诗歌。 
 

圣诗内容 

第一节：基督是拯救者 

基督是信徒困难、苦难和绝望中的盼望。诗词原文将耶稣形容为灵魂的爱人 – 

“Jesus, Lover of my suol”。这符合加二 20“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和弗五 22-32

保罗使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形容神和教会的关系。中文的翻译用“朋友”、“救

主”、“避难所”来取代“爱人”；但原文中的爱人更能传达受了委曲而奔向拯救者

怀中的感情。 
第二节：基督是避难所 

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诗篇形容神保护我们好像我们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并将我们

隐藏在祂的翅膀荫下（诗十七 8）.在世上，有时我们孤单、愁苦，只要专心仰望主，

祂必看守。祂是我们的避难所。 

第三节：基督公义圣洁 

人们满是罪恶、污秽和不义；基督却愿意以恩典替代。路七 21-22。记载耶稣治好许

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之后，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所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

传给他们。”圣洁和公义是基督的属性，在祂有救恩、拯救和医治，人们内心的污秽

和私心只有基督能洁净。 

第四节：基督赦免罪恶 

基督满有恩典，愿意赦免人的罪。罗五 20-21说：“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叫

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人的罪和不义因为耶稣基督十架的宝血得洁净，也

因基督的恩典而有永远的生命，死后有盼望。 
 

中心思想 

基督是我们灵魂的爱人，是我们的保护者和避难所。基督亦是公义圣洁，满有恩典的

主。祂拯救、医治、赦免并赐给人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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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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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天敬拜歌》普颂 17 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 首 会众  

 • 宣    召：     诗篇 136：26                       司会 
 

全人投入，颂赞上帝 
齐声赞美：                   领诗小组/会众 

同心祷告：       司会 

荣耀主名：  《荣耀颂》第二调   会众 

人人诗班：  《灵友歌》普颂 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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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23：1-6 

  新约经课：  约 10：22-30                          庄秀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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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经文：     徒 9：36-43          司会 

 • 证道信息：     女徒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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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来谢主歌》普颂 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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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工作歌》普颂 323首                                 会众 

领受祝祷：                                                   陈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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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殿诗歌：   《愿主赐福保护你》世 562 首                          会众 
 

 

 

10/0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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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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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32,494.45 RM87,505.55 RM1,454,37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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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电影会 圣经书卷 查经会 少年军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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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堂 - 

门徒红本 田汭翰、范其兴 圣堂 - 

XEE 詹惠颖、李松平、方丽薇、吴明安 播恩中心 1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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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4 陈牧师 明安、丽薇 刘世稳 王靖惟 邦毅、伟成、如竤 48 

28/04 陈牧师 明安、丽薇 刘世稳 王靖惟 邦毅、伟成、如竤  

 
主日崇拜(24/04/16)事奉人员 

 

宣召：诗 69：34      旧约经课：诗 148：1-14           新约经课：约 13：31-35                   

音响控制 : A 组                 电脑控制 : 周凯霖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刘贤安（019884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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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80 240 2,020.00  2,000.00  4,470.00 

国语主日学   3  7     

讲员 领会 读经者 领诗小组 崇拜司琴  执事招待 招待 诗歌（普颂） 

陈牧师 吴哲妮 庄秀婉 B组 田承毅 钱本强 A组 
普 23、390、365 

 世 562 

证    道：陈洁荷牧师          领诗小组：A组 

司    会: 陈雪清        崇拜司琴：张雅星 

招    待：E组          音响操控员：A组 

执事招待：王邦毅                     电脑操控员：范其兴 

读 经 员：庄秀婉         献 花 者：翁绍平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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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圣经之旅:  第十三期 (范围：赛 37-43).今年的人数目标为 120人。 
 

3. 2016 年播恩堂少团生活营：日期：5月 29-31日         地点：播恩堂 

 报名费：RM30            报名截止：4月 24 日 
 

4. 器官捐献讲座会：日期：4月 29日（7：30pm）      地点：播恩堂副堂  

讲员：林医生 

 欢迎大家踊跃出席聆听。 
 

5．卫理公会播恩堂最相像亲子比赛： 

 日期：5月 6日（五）7：30pm        地点：播恩堂圣堂 

 对象：播恩家的儿女 

 宗旨：促进亲子互动，留下今生最美妙，刻骨铭心的回忆。 

 作品：两张亲子合照（无修改）       截止日期：5月 1日 

 请向崇拜与程序委员会主席黄欣仁执事索取报名表格。比赛细节请参阅报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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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哲云执事询问。 
 

 
 

教区/年会事工 
  

1. 中国圣经印刷事工： 

这是有关支持中国圣经印刷事工，这印刷工程因世界经济低迷从西方国家来的资 

金短缺，因此也影响了圣经印刷工程，所以呼吁亚洲国家的教会也参与支援此事 

工。17/04（今主日）和 24/04（下主日）将接收大家的奉献。这两个主日我们 

将在门口设有自由奉献箱，弟兄姐妹可在崇拜结束后按个人的感动自由奉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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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十一届（2016年）全砂华人卫理大会：   主题：守望时代 作主门徒 

 日期：6月 1-3日（星期三至五）      地点：诗巫晶木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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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人数目标：13人 

 欲知详情请向牧者询问。 
 

4. 2016 年第十一届“卫神大专短宣” 

 日期：7月 3日至 8月 26日          地点：诗巫卫理神学院 

 报名费：RM1500         报名截止：5月 15日 

  

 

5. 卫斯理神学讲座：日期：20-22/5/16（五-日）    地点：美安堂 

 讲员：刘世尧牧师     主题：恩上加恩的信仰，力上加力的生命 
 

日期 讲题 

20/05（五）7:30pm-9:00pm 第一讲：是上帝先爱我们（创 1:26;-约 1:9） 

Wesleyan view of creation and prevenient grace 

21/05（六）2:00pm-4:00pm 专题：认识异端- -耶和华见证人(胡启祥和团队)； 

      母亲上帝教会（刘久贤和团队） 

21/05（六）7:30pm-9:00pm 第二讲：十全十美的恩典!(约 1:16；-太 22：37-40) 

Wesleyan View of salvation 

22/05（主日崇拜）8:00am 改变生命的读经（讲卫斯理约翰教早期 Methodists

如何读经） 

22/05（日）7:00pm 第三讲：改变世界的力量!（雅 4:8；-来 10:24-25）

Wesleyan view of discipleship 
 

 

6. 心理健康管理：自杀的认知。防治与危机应对 

 日期：6月 6-7日        地点：诗巫毕理学院 

 对象：学校老师、辅导老师、父母、牧师、教会领袖、青少年导师、青少年 

 欲知详情请参阅布告栏的海报。 
 

7. 苏东山萨克斯风音乐布道会： 

 日期：6月 17日（五）7：30pm     地点：美安堂 

 分享者：苏东山牧师 

 主办：砂拉越华人年议会各教区联办 
 

8. 2016 SCAC 合唱节  日期：6月 24-26日           地点：民都鲁民恩堂 

   报名截止：4月 29日  报名表格请向牧者索取。 
 

 
  

 

2016 年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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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 专题（二） 贤安 雅星 30/04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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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4 查经会 靖惟 舒娴、雪婷  23/04 少年军诗歌：晚祷歌 

30/04 与第 5分队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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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4 陈雪清 庄秀婉 钱本强 B 田承毅 A A 组 周凯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