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08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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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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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0/16）：徐舒娴、黄雪仙 

 SPM（7/11-5/12/16）：姚知成、周凯雯、黄安琪、黄凯莉、许忆涵、 

                邹梓捷、黄拔贤 

 UEC（高中）（20-26/10/16）：刘世稳、许我涵、杨友晣、黎冠毅 
 

《宣教关怀》宣教士祷告文： 

满有能力的上帝，求祢拯救宣教士们脱离恶者的捆绑，战胜一切病痛的攻

击、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以及情感和情绪的仇敌。求祢坚固他们的信心，在

逆境中第一时间能寻求祢。求祢赐他们智慧在情绪管理上荣耀祢，在困境中

颂赞称谢祢。无论是单身或已婚，愿他们顺从圣经对婚姻的教导，在关系上

保有健康的形象，荣神益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欣感谢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              （哈 3：18） 
 

 在今日这个时代，人一旦物质丰富，或少年得志，就容易心高气傲忘记

神。难怪神给人那么多锻炼试验，人心不经试炼是不会精纯的。 
 

 我们的心真难控制，小小引诱可使心灵外鹜，一个被世界物质吸引、不

断向外奔放的心灵，只有遇到人生的艰难才能收敛回归。向外放的心灵，充

满傲气，使人忘记神；向内收的心灵，满怀谦卑，令人感恩投向神。 
 

 中国人视「富贵不能淫」为人生之美德，而作为基督徒，还要「富贵不

能忘」，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更要存感谢的心，归荣耀与神。 
 

 「欢欣感谢」这首诗的作者 Edward H.Plumptre,毕业于牛津大学后，在

Anglican 教会牧会。他是旧约学者，曾参与圣经之修订，并翻译无数的拉丁

圣诗，自己也出版了许多册诗集。 
 

 这首诗作于 1865 年，是为了一年一度在美国 Peterborough Cathedral

举行的诗班节庆而著。各地区的诗班从不同的乡村集合在圣堂时，边行进边

唱该诗。 
 

此诗第一次出现在 Hymns Ancient and Modern诗本是在 1868年，该诗

本在过去两个世纪于英国是家喻户晓的。 

 

对天父的一个感恩念头，其本身就是一个祷告。- - 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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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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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名荣光歌》普颂 56 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 首 会众  

 • 宣    召：     诗 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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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欣感谢》世纪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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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1:4-10 

  新约经课：  路 13：10-17                         范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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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经文：     路 1：26 - 38     司会 

 • 证道信息：     平安                     刘恭谋本处传道 

宣认信仰：   《使徒信经 》                           刘恭谋本处传道 
 

灵敏回应，顺服上帝 
 • 诚心奉献：   《求主开眼歌》普颂 399首                                   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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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事分享：                                       田汭翰会友领袖 
  

恳切祷告，祈求上帝 
立志诗歌：   《求主引我歌》普颂 596首                                会众 

领受祝祷：                                            刘恭谋本处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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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殿诗歌：   《与主同行歌》普颂 394                                 会众 

 

14/08/2016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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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74,635.50 RM45,365.50 RM1,484,7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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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常识 小组 阅读属灵书籍的影响 布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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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门徒红本 田汭翰、范其兴 圣堂 13 

 
八月及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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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8 吴哲云 欣仁、启顺 袁倩雯 黄祈胜 本樑、恩德、祈胜 32 

01/09 陈雪清 明安、丽薇 庄秀婉 王靖惟 明安、亨和  

08/09 余养琛 明安、丽薇 庄秀婉 王靖惟 明安、亨和  

15/09 池丽珠 明安、丽薇 庄秀婉 王靖惟 明安、亨和  

22/09 钱本强 明安、丽薇 庄秀婉 王靖惟 明安、亨和  

29/09 陈牧师 明安、丽薇 庄秀婉 王靖惟 明安、亨和  

 
 文字布道/事业主日崇拜(28/08/16)事奉人员 

 

宣召：诗 30：4        旧约经课：耶 2：4-13            新约经课：路 14：7-14                 

音响控制 : B 组                 电脑控制 : 黄妙清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周华福（012807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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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4 240 1,206.00 3,500.00 7,430.00 

主日学 23  57 100 210.25 254.80  

国语主日学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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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立开 

牧师 
吴哲云 钱雪霓 A组 田承毅 张雅星 B组 

普 50、普 400、 

世 501、普 394 

证    道：刘恭谋本处传道          领诗小组：D组 

司    会: 黄欣仁        崇拜司琴：袁倩雯 

招    待：A组          音响操控员：B组 

执事招待：丘碧玉                     电脑操控员：刘世淮 

读 经 员：范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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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刘恭谋本处传道在我们中间宣讲神的道。愿神赐福与 

他和他的家人。 
 

2. 守时运动: 意义：敬畏、尊重、肃静 

         定义：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来表明对人的重视 

  警醒守时，尊重上帝，见证主名。 
 

3. 圣经之旅:  第三十一期 (范围：结 38-44).今年的人数目标为 120 人。 
 

4. 牧者消息：牧者将从 7 月 20日至 9月 20日拿产假。这段期间，如有任何事情 

 请联络田汭翰会友领袖或黄韵惠副会友领袖。 
 

5.下周是文字布道/事业：日期：8月 28 日（日）   奉献目标：RM1,500 
 

6. “沙巴之旅” （成团主办）：日期：12月 4 – 9日 

 报名费：RM500一人        报名截止：9月 30日 

 有意参与者请向主席韩日光(0128728301)或筹委会主席徐希津(0198565656)报名 

 备注：交通自备 
 

7. 揭开面纱课程：将在近期召集，凡有兴趣者请向钱本强执事报名。 
 

8. “福音单张征文比赛”：本堂会友与布道委员会及文字事业委员会联办。 

 比赛日期：即日起至 2016年 9月 1日 

 稿件呈交：李松平、吴哲云。 详情已张贴于玻璃门。请会友们踊跃响应参与。 
 

9. 各肢体会议时间表：   

日期 肢体 地点 
13/09（二）7:30pm 执事会会议四  

圣堂 21/09（三）7:30pm 牧区会议二 
28/09（三）7：30pm 圣诞节音乐布道会筹委会会议 

 

 

教区/年会事工 
 

1. 禧纳定社区健康讲座兼义诊：入场免费 

 日期：8月 21日（日）2:00pm – 4：00pm    地点：禧恩布道处（二楼）     

 主题：你有“三高”吗？（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 

 由禧恩布道处举办，Klinik Kesihatan Tudan 协办  

 * 现场将有医生，药剂师及健康筛检师负责健康讲座并提供血压和血糖检查。 
 

2. Pa Adang 短宣事工（第四次）： 日期：18 – 26/09/2016 

 报名截止：9月 4日 

 召集：9月 7日（三）7：30pm     地点：恩典堂  

 人数目标：60人 （50 男、10女）。有意者请向李松平执事报名。 
 
 
 

3. 美里卫理希望之家拟征聘两名早期介入教师，条件如下：- 

1）灵性成熟的基督徒。 

2）SPM以上学历。通晓中、英、国文(有无特殊教育经验均可，提供师资训练)。 

3）性格开朗，认真负责，良好的沟通能力。 

4）有爱心耐心、热爱学习，喜欢孩子，有志于帮助特殊儿及迟缓儿成长。  

  凡有意者请洽询希望之家董事长汪义萍姐妹 (电话 019-8148126)。 
 

4．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活动 
日期 活动/主题 地点 

24–25/09 第七届文宣营【兴起笔兵，推动文宣】 基督教卫理公会三一堂 

29–30/10 献上我笔文字营【兴起笔兵，献上我笔】 基督教吉隆坡卫理大夏 
 

5. 砂华卫理公会圣淘沙堂四周年感恩音乐会与手工艺品展览 
 日期 地点 音乐会时间 事项 手工展览时间 

12/09（一） 美安堂 - 手工艺品展览 3:00pm-9:00pm 

13/09（二） 美安堂 7:30pm 音乐会/手工艺品展览 9:00am-10:00pm 

目的：筹集建堂事工所需款项，目前尚需要马币 80万 
 

票卷 音乐会 手工艺品 50%折扣

（任何一样产品） 

木制牌匾（二选一） 

基督是我家之主或 

耶和华祝福满满 

神秘木制礼物 

RM30  - - - 

RM50   -  

赞助票（RM200

或以上）一张

票一个牌匾 

   - 

请向田汭翰会友领袖购买票卷。 
 

6. 幸福家庭与辅导部征聘启事：职位：辅导员、主任 

工作地点：民都鲁希望中心/诗巫幸福中心-辅导员（按需要委派） 

          美里心弦中心-主任 

详情请参阅布告栏。 

7. 培灵会（公开性，以中文主讲，国语翻译）：    地点：美安堂 

 日期：9月 16日（五）7：30pm -  讲员：刘世尧牧师 

         9月 17日（六）7：30pm – 讲员：陈朝强牧师 

 欢迎弟兄姐妹们踊跃出席参与。 
 

2016 年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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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8 圣经常识 贤安 雪清 27/08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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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8 阅读属灵书籍的影响 莉卿 世淮、雪仙  27/08 布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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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8 吴哲云 钱雪霓 张雅星 A 田承毅 B B 组 黄妙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