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09 月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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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果效祷告文： 

全能的上帝，愿祢的 恩手扶持宣教士们在宣教工作上有果效。主耶稣说唯有

在好土地里的种子才能结 实。为了使宣教工作大有果效，求上帝 预备人

心，使他们都乐意接受福音种子，结出果实来。求天父引领宣教士们撒种 在

好土上，让撒下的福音种子发芽成长。求祢也帮助宣教士们失败时不灰心，

有 坚定心志去完成祢所托付的使命。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警醒祷告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马可福音 14 章 38节 

 

从我房间的窗口眺望，可以看见墨西哥 1700 公尺高的绵羊山（Cerro 

del Borrego）。在 1862年，法军入侵墨西哥。当时墨军驻守于绵羊山顶

上，而敌军则驻扎在欧瑞扎巴公园。然而，墨军将领疏于防范，于是法军

趁墨军熟睡时，一举攻上山顶，导致两千名墨军士兵不幸阵亡。 
 

这倒让我想起了另一座山，也就是橄榄山。那时，耶稣的门徒在这座

山脚下的客西马尼园里睡着了，耶稣便责备他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

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马可福音 14章 38

节) 
 

在我们的信仰历程中，也常会出现沉睡或漫不经心的状况。当我们心

灵软弱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试探。一旦忽略了某些属灵操练，例如祷告

或读经，我们的心灵就会昏昏欲睡，放松警戒，进而成为敌人撒但最容易

攻击的目标(彼得前书 5章 8节) 。 
 

我们得时时提高警惕，提防撒但的攻击，也要求上帝让我们能保持警

醒。如果我们一刻也不放松警戒，并常为自己和他人守望祷告，圣灵就会

加给我们力量，抵挡一切的试探。 

主耶稣，我知道我的心灵固然愿意， 

但身体却很软弱。求祢帮助我更加警醒， 

常常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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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9%AC%E5%8F%AF%E7%A6%8F%E9%9F%B3%2014:38&version=CUVMPS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9%AC%E5%8F%AF%E7%A6%8F%E9%9F%B3%2014:38&version=CUVMPS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BD%BC%E5%BE%97%E5%89%8D%E4%B9%A6%205:8&version=CUVMPS
tel:085-651370


 

    播 恩 堂 圣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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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来赞美万军之王》世纪 546首  会众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首  会众  

 •�宣    召：    诗 31：21                                          司会 
 

全人投入，颂赞上帝 
  认识上帝启应经文：  会众 
 €求洁心祷文：  会众 

 €主祷文：  会众 

  唱荣耀颂：  会众  

 •    诗班献唱：  《God Loves You》                             堂会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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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1 

    新约经课：     路 14：25-33                                 范其兴 

 •  信息经文：     约书亚记 1：9                                司会 

 •   证道信息：   刚强壮胆                               李旭忆牧师 

  宣认信仰：   《使徒信经 》                              李旭忆牧师 
 

灵敏回应，顺服上帝 
 •  诚心奉献：   《应当献身歌》普颂 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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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敬设圣餐：                                            李旭忆牧师 

  领受祝福：                                              李旭忆牧师 

 €退殿诗歌：   《愿主赐福歌》普颂 656首                             会众 

 

 

 

28/08/2016文字布道/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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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77,384.5 RM42,6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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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剑练习 生活营 阅读属灵书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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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门徒红本 田汭翰、范其兴 圣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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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9 余养琛 明安、丽薇 黄妙清 王靖惟 明安、亨和 35 

15/09 池丽珠 明安、丽薇 黄妙清 王靖惟 明安、亨和  

22/09 钱本强 明安、丽薇 黄妙清 王靖惟 明安、亨和  

29/09 陈牧师 明安、丽薇 黄妙清 王靖惟 明安、亨和  

 
  主日崇拜(11/09/16)事奉人员 

 

宣召：诗 32：11       旧约经课：耶 4：11-12,22-28           新约经课：路 15：1-10                 

音响控制 : C组                 电脑控制 : 姚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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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3 240 958.00  1,500.00 3,541.05  

主日学 23  68 100 407.00    

国语主日学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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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韵惠 

本处传道 

田汭翰 

会友领袖 
范其兴 B 组 刘世稳 徐希津 D 组 

普 68、普 403、 

世 335、普 656 

证    道：李旭忆牧师           

司    会: 黄韵惠本处传道        崇拜司琴：陈洁花 

招    待：C组          音响操控员：C 组 

执事招待：詹惠颖                     电脑操控员：王靖惟 

读 经 员：范其兴         献 花 者：张银昌 

襄理者：黄韵惠本处传道、刘贤平执事、陈雪清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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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李旭忆牧师在我们中间宣讲神的道。愿神赐福与她和 

她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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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期 (范围：但 4-10 ).今年的人数目标为 120人。 
 

4. 今早是圣餐主日: 圣餐的意义提醒我们是与主立约同领圣宴的群众。让我们预备 

   心积极参与。 
 

5. 成团一日木工: 日期：9月 16日（日）8:30am     地点：圣堂 

 欢迎会友们出席参与。 
 

6. 2016年会友捐（月份奉献）     截止日期：9月 25日（主日） 

 本堂今年的目标是 RM69,000.00。目前共收到 RM61,609.00，尚差 RM7,391.00。 

 请尽快把握今年的机会投资永恒的天国。 
 

7. 会议时间表： 
 日期 肢体 地点 

05/09（一）7:30pm 少年军会议  
播恩中心 **14/09（三）7:30pm 执事会会议四 

16/09（五）8:30am 提名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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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时间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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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二）7：30pm & 9月 13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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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有参加短宣队的，下个礼拜在崇拜中有差遣礼。请穿上白下深。 
 

 

2. 美里教区清洁活动：由北区播恩堂、生命堂、杜当堂、禧恩布道处联合 

 日期：9 月 16日（五）6:30am – 8:00am   集合地点：E-mart Stage 

 服装：播恩堂堂服。 欢迎会友们踊跃出席参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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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弟兄姐妹踊跃出席，也带领朋友参加音乐会 
 

4. 国际基甸会需要你支持： 

 基甸会平均每个星期派发 1,535,744本圣经，所需要的经费是 US$96,952,158。 

 欢迎会友们以奉献金钱支持他们的事工。 

 

   

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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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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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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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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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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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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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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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 田汭翰 范其兴 徐希津 B 刘世稳 D 

C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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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