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01月 15日 
 

代祷事项：                 
1）为本堂的宣教士吴哲仙、吴哲微、江梅花代祷。               

2）为神学生黄启云代祷（为期三年），为短宣生好好学习代祷：黄凯莉（正月至二月）， 

   许我涵、刘世稳（正月至三月）。 

3）为病痛者代祷：刘宝珠（大肠癌） 

  

《宣教关怀》 

赐生命的上帝，我们将每个宣教士的宣教生涯都完全交托给祢。求祢眷顾他们，从回应呼召到

退休，每一阶段的旅程中都有祢的保守和清楚的带领。求祢使他们没有忘记起初的感动，一直

都保持火热的献身心志。即使在面对挑战时也不至于软弱跌倒，而且更加顺服和忠于祢，让他

们单单定睛仰望祢，成为基督福音的使者。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正月份宣教士代祷事项 (1) 
东亚 (East Asia) 

吴哲薇 Nickie Goh 
感恩来自不同小组的信徒们在稻谷收割后聚在一起享受当地的特别食物：竹

筒饭。我们很高兴能看到当地的信徒们能一同庆丰收并在主里彼此联谊。感

谢主，一位已经停止一段时间参与主日聚会的阿姨，最近再次回到主的面

前。请继续为她的信心祷告。为当地的信徒祷告，当他们在来临的农历新年

期间与朋友和家人团聚时，能够抓住机会与他们分享好消息。 

 

泰国（Thailand） 

刘利隆 & 黄秀锦 Kevin & Keen 
感恩，教会的文件帮助我们成功在 11 月申请到三个月义工签证。为着我们会

继续和教会长老一起在正月份寻找合艾有关部门探讨如何申请一年义工签证

事宜，求主赐智慧；求主保守 Kevin 透过学习泰国文化，可以更深认识泰语

和懂得分辨泰语文化语言的差异。也求主保守 Keen 不但能记住所学习的，更

能靠主刚强，多说，多读，活学活用；求主保守我们夫妻俩透过每星期一的

家庭祭坛享受分享过程，彼此学习，一起成长。在个人灵修上可以持续不断

地与神建立更深入更亲密的关系；除了 Keen 的母亲，另三位长辈仍未信主，

请为他们的救恩祷告。 

 

日本 (Japan) 

谢欣瑜 （Kathy ） 

求主赐我智慧战胜寒冷的气候，保持健康；为一位美国黑人宣教士 Cassandra

将于 4 月加入伯特利之家主要教导音乐及办音乐布道祷告。求主指教我们如

何扩展事工并结合同一异象的同工，连接日本各教会、彼此祝福；为我在教

会教导英文的工作祷告。求主带领邻近的成人和小孩来参与，让他们有机会

听到福音。也求主赐我耐心和智慧来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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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  - 10:4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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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 恩 堂 主 日 崇 拜 秩 序 
合 神 心 意 的 教 会 

 

 

 

 

 

 
  

 

教会年历颜色 ：绿色象征忏悔、尊重、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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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大君王歌》普颂 7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首  会众  

 • 宣    召：    诗 1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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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赖耶稣心中就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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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众 

 • 旧约经课：    赛  49：1-7 

  新约经课：    约   1：29-42                            钱雪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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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经文：    拉 1：1-18                                  司会 

 • 证道信息：    以斯拉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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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主献呈歌》普颂 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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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需主歌》普颂 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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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会众 
 

 

 

 

 

 

08/01/2017会友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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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播恩楼信心奉献  2017 年目标 2017 年收入 尚需 

RM120，000.00 RM7,734.00 RM112,266.00 

              
2017年新福音车奉献 

2017 年目标 2017 年收入 尚需 

RM121，053.00 RM17,160.00 RM103,9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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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小组 音乐话剧培灵布道会 查经会 上课 

 

 

2017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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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 陈牧师 启顺、欣仁 黄妙清 姚知成 邦毅、伟成、如竤 黄妙清 姚知成 邦毅、伟成、如竤 44 

26/01 陈牧师 启顺、欣仁 黄妙清 姚知成 邦毅、伟成、如竤 黄妙清 姚知成 邦毅、伟成、如竤  

 
   主日崇拜(22/01/17)事奉人员 

 

宣召：诗 101：1        旧约经课 ：赛 9:1-4        新约经课：太 4：12-23 

音响控制 : A 组                   电脑控制 :刘世淮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周华福（0128075818）    

              (少团) 范其兴（016854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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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40 1,221.00 1,600.00 13.121.00 

主日学   17 81 100 3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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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洁荷 

牧师 
卢灵光 钱雪霓 A组 张雅星 黄拔春 B组 

普 36、330、29、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证    道：陈洁荷牧师              领诗小组：B组 

司    会：詹惠颖             崇拜司琴：田承毅 

招    待：A组          音响操控员：A组 

执事招待：陈美玲                        电脑操控员：周凯雯   

读 经 员：钱雪霓                     献 花 者：郑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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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圣经之旅于今天（15/01/17）开始。今年的范围：马太福音 

   -犹大书共有 40 期（15/1/17-22/10/17），29/1/17 有放假一期。5/2/17 继 

   续圣经之旅。本期圣经之旅的范围：太：1-5.今年的人数目标为 140人。 
 

 

4. 购买堂会福音车：新福音车（Nissan NV350 2.5cc ）价格为 RM121,053.00 ； 

   请弟兄姐妹自由奉献。 
 

教区/年会事工 
 

1.音乐话剧培灵布道会 

 主题：多姿多彩每一天     讲员：林宝强牧师 

 日期：21/01/2017（星期六晚上 7：30） 地点：怀恩堂 

 呈献：澳洲华人卫理公会西澳教区感恩堂青年小组 

 备注：请带领新朋友踊跃出席 
 

 

2. 2017 年全砂道声戏剧基础专业培训营：地点：美安堂 

 专业培训日期：2017年 3月 18-23日 

 基础培训日期：2017年 3月 21-23日 

 报名费：专业培训课程： RM180 ； 逾期 RM200 

         基础培训课程： RM100 ； 逾期 RM120 

 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 1月 31 日 

 有意者请向吴耀德弟兄报名。H/P:019 858 5622 
 

 

3.北区卫理乐龄学习中心招生启事 

  第一学期：2017年 2月 16日至 5月 26 日 

  第二学期：2017年 7月 6日至 9月 29 日 

  上课时间：每星期四及星期五上午 8时至 11时 上课地点：美安堂主日学课室 

  课程涵盖必修课： 1.信仰人生（旧约及新约） 

                     2.社会新知（基督徒聆听课程及社会准则） 

                    3.保健（保健医学讲座、赞美操及其他） 

   **选修课（音乐或电脑/手机） 开学礼:2017年 2月 16 日上午 9时美安堂 

   欢迎 55岁以上的弟兄姐妹报读。以上课程有指定报名费，有意者请向牧者 

   报名。 

 

 

 

4. 美里心弦中心【基本助人技巧】训练(开始接收报名)    地点：心弦中心 

  训练日期：01/03/17-25/03/17（为期一个月）   

  时间：每星期三晚上 7:15pm-9:15pm及 25/03（六）2:00-4:00pm 

  课程奉献：RM15（一人） 

  截止日期：22/2/2017 

 

5. 卫理公会捐血运动 

  日期：26/2/17（日）     时间：9:30am-12:30pm 

  地点：美安堂 

 

6.第三届智慧父母课程 (开始接收报名)    地点：心弦中心 

  日期：04/03/2017（星期六）  时间：早上 8:00am-早上 10:30am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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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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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小组 21/01 音乐话剧培灵布道会 

27/01 暂停 28/01 大年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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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 查经会 雪婷 祈胜、我仁  21/01 暂停 

29/01 年初二  28/01 团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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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 卢灵光 钱雪霓 黄拔春 A 张雅星 B 

 

刘世淮 

28/01 吴哲云 钱雪霓 执事 C 袁倩雯 执事 黄欣艺 

29/01 吴哲妮 钱雪霓 执事 D 袁倩雯 执事 黄欣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