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0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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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宣教祷告文：赐奇妙策略的上帝，求祢在文字工作中赐不同

策略，让祢拯救世人的好消息能渗入世人的心灵里，让人经历生命之道。愿

祢保守担负翻译母语圣经的林靖和刘淑惠宣教士，在翻译事工上有智慧又得

力，让更多人能读到母语圣经，晓得祢是施恩拯救我们的上帝。也愿祢兴起

更多翻译专才，为余下的五千多种民族语言翻译母语圣经。奉耶稣基督的名

求，阿们。 

 

 

 

 

 

 

 

  

 

 

 

 

古倫神父以他三十多年從事夢境輔導的經驗，告

訴我們，基督徒該如何用正確的靈修與信仰態度

面對夢境，幫助我們透過夢境來經驗上帝、聽見

上帝，而不會迷失在坊間怪力亂神的「解夢」迷

霧當中。 
 
 

 

青春期是一個轉變的階段，不只對青少年孩子，

對父母亦是如此。青少年孩子們開始對孩童時期

的信仰產生疑惑。父母應該如何應對？讓你的孩

子看到你是怎樣的人，在那當中，他們也會看到

你的信仰歷程。 
 
世俗的美德教導的是哲學，靈修美德教導的則是

聖經。今天，我們也許會說：對世上的生活而

言，這三種靈修美德杏四種世俗美德一樣重要，

因為若沒有信任、沒有希望、沒有愛，人與人之

間就不可能共同生活。這樣說來，這三項靈修美

德也有其世俗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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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恩堂文字布道/事业主日崇拜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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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圣名歌》普颂 50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首 会众  

 • 宣    召：     诗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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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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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2: 4-13 

  新约经课：  路 14：7-14                         钱雪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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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经文：     约 20：30-31      司会 

 • 证道信息：     我信文字的力量                          黄立开牧师 

宣认信仰：   《使徒信经 》                               黄立开牧师 
 

灵敏回应，顺服上帝 
 • 诚心奉献：   《至宝献主歌》普颂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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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得来》世纪 501首                                  会众 

领受祝祷：                                                黄立开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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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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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76,215.50 RM43,784.50 RM1,486,3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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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小组 烧烤会 生日会  少年军知识：少年军传统 BB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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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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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9 陈雪清 明安、丽薇 庄秀婉 王靖惟 明安、亨和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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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餐主日崇拜(04/09/16)事奉人员 

 

宣召：诗 31：21       旧约经课：耶 18：1-11           新约经课：路 14：25-33                 

音响控制 : C组                 电脑控制 : 王靖惟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刘贤安（019884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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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4 240 1,225.00  1,600.00 2,315.60  

主日学 20  62 100 258.70    

国语主日学 3 5     

讲员 领会  读经者 助唱 崇拜司琴  执事招待 招待 诗歌（普颂） 

李旭忆 

牧师 

黄韵惠 

本处传道 
范其兴 余文朝 陈洁花 詹惠颖 C 组 

世 546、普 402、 

普 656 

证    道：黄立开牧师          领诗小组：A组 

司    会: 吴哲云        崇拜司琴：田承毅 

招    待：B组          音响操控员：B 组 

执事招待：张雅星                     电脑操控员：黄妙清 

读 经 员：钱雪霓         献 花 者：钱本强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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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黄立开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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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期 (范围：结 45-48，但 1-3 ).今年的人数目标为 120人。 
 

 

4.今早是文字布道/事业主日：日期：8月 28 日（日）       奉献目标：RM1,500 
 

5. 下周是圣餐主日:日期：9月 4日（日） 

 襄理者：黄韵惠本处传道、刘贤平执事会主席、陈雪清执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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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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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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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6 年第六届全砂国语事工研讨会【培灵会】(公开性，以中文主讲，国语翻译)：

    地点：美安堂 
日期 讲员 讲题 地点 

16/9（五）7：00pm 刘世尧牧师 神圣灵充满 
美安堂 

17/9（六）7：00pm 陈朝强牧师 举目向田观看 

 鼓励会友踊跃参与，也邀请未信朋友出席。 
 

 3.禧恩布道处纳定筹款义跑活动： 

 日期：10月 3日（6：30am）      集合地点：禧恩布道处 

 筹款截止日期：9 月 25日 

 本堂被分配 50张义跑卡。本堂的筹款目标为 RM12,000.00.请向田汭翰会友领袖 

 索取义跑卡。 
 

 

  

 

4．卫理禧恩佈道处半职书记徵聘启事： 

工作地點：禧納定禧恩佈道处      工作天：每周二～周六（8:30am-12:00pm） 

条件: (1) 基督徒 (2) 学历: SPM   (3) 諳中文，英文 (4) 电脑行政 

＊预计十二月開始。詳情请洽張鴻恩牧師 012-878-0300 
 

5. 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培训课程【One-Minute Transformation】讲座会：  

 主办单位：砂拉越华人年议会幸福家庭辅导部亲子组 

 协办单位：美里教区、马来西亚福音证主协办 

日期/时间 地点 活动/主题 

7/11（一）7:30pm 

美安堂 

讲座会 – 优质下一代的教养关键

【入场免费】 

8/11（二）6:00pm-10:00pm 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 

奉献费：每人 RM150/夫妻二人 RM280 

截止日期：3/10【逾期者另加 RM50】 
09/11（三）9:00am-6:00pm 

对象：父母、学校老师、辅导老师、牧者、教会领袖、青少年导师 

 课程内容请参阅布告栏。 

 报名及查询处：心弦中心（085-433359）/刘本富弟兄(013-8388126) 

 
  
 

 

 

2016 年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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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9 小组 小燕 哲妮 03/09 烧烤会 启顺 欣仁 

10/09 宝剑练习 齐坤 哲妮 10/09 生活营 

16/09 一日木工 17/09 查经 耿毅 丽薇 

23/09 查经会 拔春 哲妮 24/09 入会 + 选举 欣仁 文朝 

30/09 专题（四） 珠瑛 哲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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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9 生日会 雪婷 舒娴、明芳  03/09 少年军知识：少年军传统 BB月 

11/09 阅读属灵书籍的影响 莉卿 世淮、雪仙  10/09 少年军知识：少年军传统 BB月 

18/09 查经会 静惟 莉卿、我仁  17/09 一月之技|煮熟食面 

25/09 认识柬埔寨宣教 世稳 祈胜、安琪  24/09 第三届 Junior’s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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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9 黄韵惠 范其兴 詹惠颖 余文朝 陈洁花 C 

C组 

王靖惟 

11/09 田汭翰 范其兴 徐希津 B 刘世稳 D 姚知成 

18/09 林仁福 范其兴 江珠瑛 C 张雅星 E 黄妙清 

25/09 钱本强 范其兴 黄拔春 D 庄秀婉 A 刘世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