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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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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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下午 2:00pm – 4: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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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会考生： 

 UPSR（01-08/09/16）：林福乾、许莉雯、姚知恩、蔡高亮、梁可丽、 

          徐念恩、黄小燕、刘立伟、黄义勤 

 PT3：徐舒娴、黄雪仙 

 SPM：姚知成、周凯雯、黄安琪、黄凯莉、许忆涵、周梓捷 

 UEC（高中）：刘世稳、许我涵、杨友晣、黎冠毅 
 

《宣教关怀》M群体祷告文： 

全能的上帝，求祢教导我们身为基督徒应当拥有祢的心肠，学习透过祢的眼光看

M 群体，不断以祷告托住他们。因为他们是失丧的人，像我们过去一样，他们也

需要救主。在他们当中，有一些正在寻求祢或是已经跟随祢。上帝啊，当他们在

深入寻求祢时遭受各种拦阻和逼迫，求祢刚强他们的心，不放弃，勇敢坚持下

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记念万民歌（普颂 563） 
 

圣诗背景 

作词者 Percy Dearmer(1867-1936)于 1892 年被按立为牧师。求学时期

（1880-1896），他接触到以敬虔和学习为宗旨的会所 - -Pusey House 而被

其丰富的敬拜礼仪影响；在后期求学的时候，借着在东伦敦穷人中工作，和

1889 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事件的经历，影响了他对社会公义的见解。1890

年，牛津分支成立基督徒社会联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Dearmer 是

创立成员之一，在牧养的同时，继续与联盟同工。 
 

Dearmer 写了很多有关旅游及地理的书籍，对教会最有贡献的是修订了《牧者

手册》（The Parson’s Handbook），提供各礼仪的指示，并强调美善礼仪

的重要性；他反对多愁善感的礼仪。1901 年，他在一间当时以节庆性礼仪和

素歌享有美名的教会牧养。因此，他有极佳的音乐鉴赏力。他与音乐家 Ralph 

Vaughan Williams共同编辑多本圣诗集。 
 

<记念万民>是 Dearmer 受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的委托，为一本儿童

杂志 The Round World(1929)而写的诗。Dearmer 是传统于礼仪，现代于神

学；在东伦敦与基督社会联盟的工作，培养了他对于当前的需要有尖锐的洞

察力。诗中的第一与第二节，他列举在都市、沙漠、山上、平原、禾田、森

林、荒野、河边的人，引导唱诗或读诗的人穿越地理的限制，察觉到在不同

地方生活的人。他以诗向儿童们传达人们最深的需要- -福音，并邀请他们记

念念人们最深的需要。Dearmer 的诗脱离了过去福音派惯用（如宝血）的用语

而转向较文学的用语。他所用的形容词（新奇、美丽、彷徨等）让人感受到

这些人的特别、优美、无目的、辛勤、不怕艰难、嬉笑、汗水等；这些人无

论多遥远、多不一样，神的仆人皆当纪念他们最深的需要 -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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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年历颜色 ：绿色象征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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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奏心弦高声歌唱》世 492 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首 会众  

 • 宣    召：     诗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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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众诗班：  《记念万民歌》普 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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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8：1-12 

  新约经课：  路 10：38-42                 田汭翰会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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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经文：     马可福音 1：1-8    司会 

 • 证道信息：     基督徒的宣教观                             林彪牧师 

宣认信仰：   《使徒信经 》                                    陈牧师 
 

灵敏回应，顺服上帝 
 • 诚心奉献：   《万恩之主歌》普颂 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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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作见证》世 496首                                   会众 

领受祝祷：                                                  林彪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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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殿诗歌：   《愿赐恩惠歌》普颂 651首                              会众 

 
10/07/2016原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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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65,294.50 RM54,705.50 RM1,499,07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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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   宣教之夜 公民组活动 联谊会 体能：呼啦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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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门徒红本 田汭翰、范其兴 圣堂 11 

XEE 詹惠颖、李松平、方丽薇、吴明安 播恩中心  9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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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7 黄永光 发联、雪霓 黄妙清 姚知成 邦毅、伟成、如竤 37 

28/07 黄韵惠本处传道 发联、雪霓 黄妙清 姚知成 邦毅、伟成、如竤  

 
少年军主日崇拜(24/07/16)事奉人员 

 

宣召：诗 90：1        旧约经课：何 11：1-11           新约经课：路 12：13-21                 

音响控制 : A组                 电脑控制 : 周凯霖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黄守安（0111055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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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9 240 1,495.00 1,850.00 2,257.35 

主日学  46 65 100 211.00   

国语主日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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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纹豪 

牧师 
黄永光  田汭翰 少年军 袁倩雯 王邦毅 A 组 

普 39、普 330、 

世 505、普 651 

证    道：林彪牧师          领诗小组：D组 

司    会: 吴哲妮        崇拜司琴：陈洁花 

招    待：A组          音响操控员：A 组 

执事招待：钱本强                     电脑操控员：王靖惟 

读 经 员：田汭翰会友领袖       献 花 者：梁伟成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