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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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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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芳、林莹   

《宣教关怀》宣教科学生祷告文： 

耶和华以勒，感谢祢赐宣教科学生有宣教的心志并愿意受装备成为合祢心意的器

皿。为着他们年终被安排到堂会以及跨文化工场实习祷告。愿透过实习装备他们

成为有效率的宣教士，让他们看见工场的需要，产生迫切拯救灵魂的负担。求祢

使他们谦卑受教，在小事上忠心，将来可以为祢作大事，广传福音建立教会，祝

福当地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11 月份属灵书籍介绍 

 

 

「成為我的夥伴吧！」   

 耶穌邀你上「賊船」，海海人生不孤單！ 

「成為我的夥伴吧！」是風靡全球的漫畫《航海王》的主角魯

夫，向他的夥伴發出的邀請；「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則是耶穌基督向我們每個人發出的召喚。的確，教會就像是一

艘通往偉大航路的船，航向上帝所應許的豐盛與自由生命。 

你，聞到冒險的味道了嗎？自由的風正在吹拂。現在，就拿起

你的草帽，與我們一同航向大海，展開這場偉大的旅程！ 

 
[ 辛克的 7个身心灵祈祷操练] 

如何透過祈禱獲得整全的生命 

書中的七大祈禱操練，結合了身心靈的全面運用，在祈禱中，

運用五官的感官能力操練，提升身心靈的敏銳度，讓我們更深

刻地體驗生命與實踐生命。有什麼坊間流行的［心靈課程］會

比這種整全的祈禱更能淨化生命、提升生命、跨越生命呢？從

心到行的整全祈禱，協助我們打造一個身心靈合一的整全生

命。 

 
[由初信到成长] 

本書是為四種人寫的：有心慕道，卻未明福音真理；剛信主，

仍未有得救把握；已信主多年，對救恩要道仍覺得混亂、含糊

不清；有心傳福音，但仍未透徹認識福音的基本道理。你是哪

一種人呢？無論如何，你都要清楚知道自己是否得救，以及為

何你有永生的把握。本書深入淺出地講解救恩要道，清楚扼要

地說明人有甚麼罪、誰是罪人、十字架的意義、悔改、重生、

得救及信徒生命特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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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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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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上主歌》普颂 10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首 会众  

 • 宣    召：     诗 119：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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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称颂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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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1：1-4 ；2:1-4 

  新约经课：  路 19：1-10                         田承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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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经文：     约翰福音 15：11-15  ；箴言 17：17  司会 

 • 证道信息：     主是我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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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於主歌》普颂 330首                                   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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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事分享：                                               陈牧师 

 • 短宣差遣礼：                                               陈牧师 
 

恳切祷告，祈求上帝 
立志诗歌：   《神未曾应许》世纪 75首                                  会众 

领受祝福：                                                   陈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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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殿诗歌：   《祝福颂》普颂 654首                                   会众 

 

 
 

23/10/2016马来西亚基督教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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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120，000.00 RM92,254.50 RM27,7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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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1  小组 电影会 堂会大扫除 复习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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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 陈牧师 祈胜、丽珠 刘世稳 李娜凤 本樑、恩德、祈胜 40 

10/11 陈牧师 祈胜、丽珠 刘世稳 李娜凤 本樑、恩德、祈胜  

17/11 成团 祈胜、丽珠 刘世稳 李娜凤 本樑、恩德、祈胜  

24/11 田汭翰会友领袖 祈胜、丽珠 刘世稳 李娜凤 本樑、恩德、祈胜  

 
  圣餐主日崇拜(06/11/16)事奉人员 

 

宣召：诗 99：5         旧约经课：但 7：1-3，15-18        新约经课：路 6：20-31                  

音响控制 : B组                   电脑控制 :姚知成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许齐坤（019825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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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3 240 937.00  1,600.00 3,380.00  

主日学 20  67 100 267.45     

国语主日学 2 5     

讲员 领会  读经者 助唱 崇拜司琴  执事招待 招待 诗歌（普颂） 

陈洁荷 

牧师 

黄韵惠 

本处传道 
詹惠颖  黄永光 陈洁花 姚修孝 B 组 

普 1、普 349 

普 651 

证    道：陈洁荷牧师          领诗小组：B组 

司    会: 钱本强        崇拜司琴：刘世淮 

招    待：A组          音响操控员：A 组 

执事招待：丘碧玉                     电脑操控员：林孝鸿 

读 经 员：田承毅         献 花 者：范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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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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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期 (范围:该 1-2，亚 1-5 ).今年的人数目标为 120人。 
 

4. 少年军义卖会：日期：10月 30日（日）崇拜后     筹款目标：RM2000 

 地点：圣堂后方停车场。 
 

5. 乐龄小组：            

 11 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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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堂会性大扫除：  日期：11月 06日（日）1:30pm 

 范围： 主日学老师：播恩中心 

  成年人：维修圣堂椅子、整洁圣堂 

  青年人：副堂 

  少年人：洗厕所、捡及倒垃圾、抹圣堂玻璃窗 

  BB及成年人：清理水沟、除杂草。 

 请会友们踊跃出席参与，并请携带扫把、水桶、抹布等。 
 

7. 2016年儿童主日学假期圣经班： 

 日期：12月 11日至 13日（8:00am – 5:00pm）  地点：播恩堂 

 报名费：RM35（恕不退还）；逾期一律 RM50  报名截止日期：11月 13日 

 年龄：5 至 12岁儿童 

 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络负责人：尹俊妃（0107667977），方莉俤（0138030531） 
 

8. 洗礼，入会（坚信礼）请速报名:  洗礼与入会日期：12月 25日 

 a）成洗（12岁以上）上课时间：13/11、20/11、11/12、18/12崇拜后 

 b）入会（坚信礼）：上课时间：同上 
 

9. 各肢体会议时间表：   

日期 肢体 地点 

11月 02日（三）7:30pm 圣诞节筹委会会议  

 

 

播恩中心 

11月 05日（六）7:30pm 少团第五次会议 

11月 08日（二）7:30pm 成团第五次会议 

11月 09日（三）7:30pm 少年军第五次会议 

11月 13日（日）10:00am 儿童主日学假期圣经班会议 

11月 16日（三）7:30pm 青团第五次会议 

11月 19日（六）7:30pm 儿童主日学第五次会议 

12月 21日（三）7:30pm 执事会第五次会议 

2017年 1月 1日（日）崇拜后 10:30am 2017 年执事研讨会 
 

 

教区/年会事工 
 

 

1. 2017年第 25届“卫神短宣学校”，第八届“卫神音乐短宣学校” 

 受训日期：2017年正月 3日至 3月 31日（三个月） 

 培训预算：RM2100       报名截止：11月 1日（二） 

 入学资格：清楚重生得救，18岁以上，身体健壮，精神与心理正常，有爱人灵 

             魂的心和同甘共苦的心。 

 请尽快向牧者索取表格及了解详情。 
 

2. 年会资讯传播部征才启事： 诚征文字编辑与宣传同工 

 有意者请将履历、成绩表与文凭影印本、牧者推荐信及作品寄至年会资讯传播部。 

 地址：No7， Tingkat 2，Lorong 1，Jalan Tuanku Osman,96000, Sibu. 

 电话/传真：084-347675，email:icbsarawak@gmail.com 

 

3. 某确类门训定义。决定成效 

 日期：2017年 2月 17 – 18日   地点：美乐大酒店     大会语言：英翻华 

 请向办公室索取报名表格或在网上报名 www.idmc.org.my/miri 

 大会讲员：曾金发牧师 Rev.Edmund Chan及曾麦翠莲师母 Pastor Ann Chan 

 
  

 

2016 年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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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 小组 05/11 电影会 雪霓 永光 

11/11 小组 12/11 查经 敏敏 启顺 

18/11 水果会 德娥 雅星 19/11 弟兄会 欣仁 雪霓 

25/11 圣经综览 2 洛丝 雅星 26/11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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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1 堂会大扫除  05/11 复习 

13/11 拜访怀少  12/11 考试 

20/11 查经会 知成 莉卿、雪婷  19/11 一月之技：简易三色蛋 

27/11 同乐会 莉卿 舒娴、雪仙  26/11 郊游/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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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1 黄韵惠 詹惠颖 姚修孝 黄永光 陈洁花 B 

B组 

姚知成 

13/11 吴哲妮 詹惠颖 李松平 D 庄秀婉 C 刘世淮 

20/11 韩日光 詹惠颖 许齐坤 成团 张雅星 成团 林孝鸿 

27/11 池丽珠 詹惠颖 黄欣仁 A 田承毅 D 王靖惟 
 

 

http://www.idmc.org.my/mi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