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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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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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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贤新（血癌）、 

                  林燕春（17/04 安息主怀） 
 

<宣教关怀>  ：  宣教部祷告文： 

至高的上帝，我们为宣教部的 7位核心部员、10位教区宣教执行会主席、

3位委员和干事以及主任一同的配搭感恩。求上帝顾念他们在忙碌中仍能

坚守岗位，执行宣教事工，传递宣教异象。愿祢大能的手托住他们，赐他

们力量和果效。求祢带领一切宣教策略都合乎祢的心意，同得海外未得之

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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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弟兄姐妹到播恩图书馆走走看看，我们里边有许多好的属灵 
  书籍等你来阅读。图书馆开放时间: 星期天 9:30am-10:00am 
 

 

 

 

 

 

 

 

 

 

 

 

《收刀入鞘》 

他曾是鱼肉乡里的凶神恶煞：勒索、械斗、经营应召站、

逞凶斗狠，无恶不作。他差点把牢底坐穿：从 19岁到 26

岁，全台湾 30座监狱，他坐过 14座。他遭遇狱中奇缘：

一个大学女生的 500多封信让他脱胎换骨凤凰涅槃。他是

助人向善的“杰出青年”：30年后的今天，他已是拓荒宣

教神学院院长，将仁爱传播至四面八方。一条从流氓、囚

犯变身爱心天使的新生之路。 

 

 《我的鄰居叫耶穌》 

是用各種現代人的生活經驗配合四福音書所提及的耶穌事

蹟，有趣靈活地介紹「耶穌是誰﹖」讓想要讓生命旋律增

加天籟之音的讀者，得以更清楚認識耶穌這位偉大的生命

演唱家。 

耶穌就像一位不為人知的偉大演唱家，也許就住在你隔

壁，我們跟著祂，生命的旋律不再一樣。 

 
《傻傻蒙福一家人》 

3 度踏上非洲之旅的連加恩，形容他們是「傻傻蒙福一家

人」！就是因為「傻」，所以生命「很蒙福」！ 

非洲旅程是如此驚心動魄又充滿恩典，他們是如何在上帝

的話語中得到安慰、成長與學習。 

「家就是一個團隊！當你願意信靠神，全家出動，神就與

你同在。」當我們把自己獻給神，當 Yes 被上帝看到的時

候，Wh的問題，神會在路上替你解答。－連加恩、高麗婷 

 

 

卫理公会美里教区播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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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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天上君王歌》普颂 23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 首 会众  

 • 宣    召：     诗篇 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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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诗班献唱：  《恩雨大降》                       少年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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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14 

  新约经课：  约 13:31-35                          庄秀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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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经文：     出 15：22-26          司会 

 • 证道信息：     耶和华的名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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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悦纳歌》普颂 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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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主更深歌》普颂 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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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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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36,544.45 RM83,455.55 RM1,458,4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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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二） 小组 查经会 与第 5分队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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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门徒红本 田汭翰、范其兴 圣堂 14 

XEE 詹惠颖、李松平、方丽薇、吴明安 播恩中心  8  

 
四月及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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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4 陈牧师 明安、丽薇 刘世稳 王靖惟 邦毅、伟成、如竤 48 

05/05 陈牧师 文朝、哲云 黄妙清 周凯霖 本樑、恩德、祈胜  

12/05 陈牧师 文朝、哲云 黄妙清 周凯霖 本樑、恩德、祈胜  

19/05 陈牧师 文朝、哲云 黄妙清 周凯霖 本樑、恩德、祈胜  

26/05 青团 文朝、哲云 黄妙清 周凯霖 本樑、恩德、祈胜  

 
圣餐主日崇拜(01/05/16)事奉人员 

 

宣召：诗 35:9      旧约经课：诗 67：1-7           新约经课：约 14：23-29                   

音响控制 : B 组                 电脑控制 : 王靖惟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郑秀和（019884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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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4 240 1,303.00  1,600.00  6,201.00 

主日学 14 63 100 100.95   

国语主日学  8  8     

讲员 领会 读经者 助唱 崇拜司琴  执事招待 招待 诗歌（普颂） 

陈牧师 
黄韵惠 

本处传道 
范其兴 李娜珍 刘世稳 吴哲妮 B组 

普 43、402 

 世 563 

证    道：陈洁荷牧师          领诗小组：B组 

司    会: 吴哲妮        崇拜司琴：田承毅 

招    待：A组          音响操控员：A组 

执事招待：钱本强                     电脑操控员：周凯霖 

读 经 员：庄秀婉         献 花 者：郑碧珠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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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期 (范围：赛 4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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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龄小组：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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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下周是圣餐主日：  日期：5月 1日 

 襄理者：黄韵惠本处传道、田汭翰会友领袖、余养琛执事、陈雪清执事 
 

6. 成团主办器官捐献讲座会：日期：4月 29日（五）7：30pm     

   地点：播恩堂副堂                                       讲员：林医生 

 欢迎大家踊跃出席聆听。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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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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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4/04（今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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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收到 RM1401 
 

2. 2016  PaAdang短宣事工 

  （1）日期：5-12/6/2016                            截止日期：15/5/2016 

   集合日期：18/5/2016 & 25/5/2016              地点：后定 
 

  （2）只有给 SMPC禧恩布道处+District 教区 

   日期：18-25/7/2016                           截止日期：2/7/2016 

   集合日期：2/7、 9/7 & 14/7/2016        地点：后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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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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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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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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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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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四月及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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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5 孝亲晚会 01/05 一日游 

13/05 小组 07/05 查经会 永光 耿毅 

20-22/05 卫斯理神学讲座 14/05 专题 雪霓 启顺 

27/05 电影会 祥武 雅星 21/05 卫斯理神学讲座 

 28/05 青年主日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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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 查经会 我涵 祈胜、凯雯  30/04 与第 5分队交流会 

06/05 孝亲晚会  07/05 少年军诗歌 

15/05 
见证分享+ 

点唱奉献 
莉卿 舒娴、雪婷 

 
14/05 孝亲节 

22/05 卫斯理神学讲座  21/05 品格：自律 

29-31/05 生活营  28/05 一月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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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 黄韵惠 范其兴 吴哲妮 李娜珍 刘世稳 B 

B 组 

王靖惟 

08/05 余养琛 范其兴 丘碧玉 C 袁倩雯 C 刘世淮 

15/05 吴哲云 范其兴 张雅星 D 庄秀婉 D 黄妙清 

22/05 钱本强 范其兴 杨必展 A 田承毅 E 刘世淮 

29/05 黄欣仁 范其兴 詹惠颖 青团 袁倩雯 青团 姚知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