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02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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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我涵、 

  （正月至三月）。 

3）为病痛者代祷：刘宝珠（大肠癌） 

4) Pa Adang 短宣差遣礼:今早有 Pa Adang 短宣差遣礼，本堂共有四位参与： 

   吴耀德、杨荣盛、黄守安及黄宏恩。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宣教关怀》 
逼迫中的祷告文：垂听祷告的上帝，我们为世上列国向祢呼求，愿祢掌管并医治这地。求

祢制止列国政府纵容宗教狂热份子的违法行为，能落实法治与人权，不任意迫害基督徒和

宣教士。求祢亲自保护受逼迫的福音使者，坚固他们的信心，深知祢必不丢弃，也不曾忘

记他们。我们祷告所有激进组织和迫害基督徒的人能遇见耶稣基督，生命被改变，成为主

的門徒，就像当年的保罗一样。愿荣耀归祢，公义在全地彰显。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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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出十诫的真自由》 
這是一個攸關生命與自由的決定！十項最具當代性的生命指南！  

十誡不是訴諸仁義道德，而是指引一條自由之路，並樂於與別人分享、感染別人，還給予

我們動力去開拓人生，活出自由的美好。我們將比那些茫然、失去方向的人擁有更多的力

量與動機。十誡其實是幫助人從桎梏中解放出來，得著自由的人生指南，是我們內心喜

樂、平安、智慧與洞察力的泉源，是上帝寶貴的賞賜，對身處全球化經濟社會的我們來

說，更具有另一層新的意義：它們為這個世界指引了一個方向，使我們擁有一個更有人

性、更加充滿希望的未來。 

你是否厭倦了與生活脫節的信仰？你需要來一點冒險精神！看布魯格曼

如何解析約櫃流浪的三個階段：被擄、突破囚牢、歸家，分別映照教會文化裡瀰漫的逃

避、失敗主義、虛榮心態，便會明白問題不在於是否正統，而是為何還不採取行動。藉由

將約櫃流浪過程中的跌宕起伏描繪出來，布魯格曼指出了我們讀經的路線，原是跟我們生

命的走向息息相關。正常的生命必找到自己的出路，正常的讀經也當帶來顛覆性的改變。

當神學閱讀不再重複無用的方程式後，信仰便在實踐中獲得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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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灵颂赞歌》普颂 19首  会众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首  会众  

 •�宣    召：    诗 99：5  司会 
 

全人投入，颂赞上帝 
  齐声赞美：                                          领诗小组 /会众 

 €同心祷告：  会众 

  唱荣耀颂：  会众  

 •    诗班献唱：  《白白得来，白白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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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24：12-18 

    新约经课：     太 17 ：1-9                                  范其兴 

 •  信息经文：     可 9：1-8                                       司会 

 •   证道信息：   只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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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全生歌》普颂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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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引导》世纪颂赞 387 首         会众                                               

  领受祝福：                                                   陈牧师 

 €退殿诗歌：   《祝福颂》世纪颂赞 564首                               会众 

 

 

 
 
 

19/02/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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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15,814.00 RM104,186.00 

          
              2017年新福音车奉献 

2017 年目标 2017 年收入 尚需 

RM121，053.00 RM22,703.00 RM98,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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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义工分享 主题（一） 民歌餐厅 上课 
 

2017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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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3 陈牧师 发联、雪霓 张雅星 田承毅 明安、亨和、如竤 36 

09/03 刘贤平 发联、雪霓 张雅星 田承毅 明安、亨和、如竤  

16/03 陈牧师 发联、雪霓 张雅星 田承毅 明安、亨和、如竤  

23/03 主日学 发联、雪霓 张雅星 田承毅 明安、亨和、如竤  

30/03 陈牧师 发联、雪霓 张雅星 田承毅 明安、亨和、如竤  
 

 

圣餐主日崇拜(05/03/17)事奉人员 

 

  宣召：诗 104：31        旧约经课 ：创 2：15-17/创 3：1-7  新约经课：太 4：1-11 

  音响控制：C组     电脑控制：刘世淮  

  福音车驾驶员:  (崇拜) 郑秀和（014883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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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3 240 1,276.00 1,600.00 1,957.00  

主日学  18 72 100 212.20    

国语主日学 8 5     

讲员 领会 读经者 助唱 崇拜司琴 执事招待 招待 诗歌 

陈洁荷

牧师 
黄韵惠 张银昌 池丽珠 陈洁花 

 

卢灵光 

 

B组 普 33、402、650 

证    道：陈洁荷牧师                领诗小组：D组 

司    会: 田汭翰              崇拜司琴:张雅星 

招    待：A组          音响操控员：B组 

执事招待：丘碧玉                           电脑操控员：周凯雯 

读 经 员：范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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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之旅:第六期 (范围:马太福音 27-28章;马可 1-4章).今年的人数目标为 140人。 
 

3.播恩堂第一次国语成人崇拜:国语成人崇拜将在 26/2（日）下午 2:OOpm进行 

  第一次崇拜，地点：副堂，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也请大家积极参与。 
 

4.门徒献心会:日期 26/2（日）晚上 7:3Opm         地点：副堂 

  请已报名的或想要参加门徒红本和金本的弟兄姐妹们出席今晚的献心会。 
 

5. 大斋期 40天祷告操练:今年大斋期由 01/03（星期三）开始，为期 40天。请 

   弟兄姐妹们善用年会崇拜与音乐部出版的《大斋期默想篇》，经文取自启示录， 

   默想耶稣这位受苦之仆人的所言所行。请向田汭翰会友领袖索取。 
 

6.乐龄小组:3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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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下周是圣餐主日:日期：3月 5日（日）8：00am 

  襄理者:黄韵惠本处传道、刘贤平执事、余养琛执事 
 

 

8.洗礼、入会（坚信礼）（受洗日期：16/4）上课时间: 

   a)儿洗（12岁以下，父母为基督徒）上课时间：5/3 & 12/3 崇拜后 

   b)成洗、入会（12岁以上）上课时间：26/3、2/4 & 9/4 崇拜后 
 

 

9.各肢体会议时间表：    

日期 肢体 地点 
28/2（二）7：30pm 建楼委员会会议  

 

 

播恩中心 
 

 

15/3（三）7：30pm 男少年军会议二 

22/3 (三) 7：30pm 成团会议二 

25/3 (六) 7：30pm 少团会议二 

26/3 (日) 7：30pm 主日学会议二 

29/3 (三) 7：30pm 青团会议二 

04/4 (六) 7：30pm 执事会会议二 
 
 

10.柬埔寨短宣:  日期：29/05-03/6       人数目标：6-8人 

   费用：马币两千（60%自付   40%教会津贴） 性质：下乡服务 
 
 

 

               教区/年会事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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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美恩堂培灵会》  主题：合神心意的儿女     讲员：陈朝强牧师 

  日期 ：26-02-2017 (日)   时间 ：7:30pm     地点: 东姑村美恩堂 
 

3.教区历史文献训练兼交流会:05/03(日)7:00pm   地点: 美安堂 

  请执事会文书及各肢体文书出席。 
 

4.美里教区崇拜与音乐执行会举办【崇拜音乐事奉人员训练会】 

  报名费：免费  训练对象：崇拜的事奉人员 日期：3-5月期间（详情向秀婉执事查询）   

  地点：美安堂、第四楼 时间：7:30-9:30pm   截止日期：28/02/2017 
 

   

 

5.民都鲁卫理公会实比遥堂购买会所筹款义演【神说创世记】 

  日期：21/03/2017（二）   时间：7:15pm 

  地点：美里美乐酒店       票价：RM30(一张)请向黄韵惠副会友领袖购买入门票    

6.聘请启示: 

i. 美里卫理福儿院聘请启示:       生活导师（男，女各一位） 

条件：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愿意委身，富有爱心和责任感 

 需留宿于福儿院（提供三餐）、年龄介于 25 - 45岁之间 

 拥有至少 SPM文凭、有无经验均可.有意者，请联系罗院长，012-8089377 

ii. 年会资讯传播部： 诚征网站维护及程序设计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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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年会徵聘资讯管理助理： 

有意者请附上一份履历表、相关学术证件、牧者推荐信和近照一张至年会办公室。 

地址：18，1ST Floor Island Road,P O Box 155.96007,Sibu. 
 

7. 美里心弦中心: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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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第三届【亲密之旅】课程：  

开课时间：01/04/2017（为期三个月；每逢星期六）  时间：2:00PM-4:00PM 

奉献：RM50   地点：美里心弦中心   人数：只限 8对   截止日期：25/3/2017 
 

iii. 第 20届【婚前教育】课程：  

开课时间：19-21/05/2017（五至日）     报名费：RM120（一对） 

地点：美安堂     截止日期：05/5/2017 
   

2017 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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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3 义工分享 刘贤安 张崇莹 04/03 主题（一） 许莉琦 方丽薇 

10/03 小组 11/03 查经会兼生日会 钱雪霓 陈发联 

17/03 小组 18/03 教区公民讲座 

24/03 主题（一） 黄祥群 叶洛丝 25/03 小组 

31/03 专题（1） 江珠瑛 杨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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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3  民歌餐厅  志勇  舒娴、启政  04/03 上课 

12/03 专题 拔义 祈胜、我仁  11/03 羽球活动 

19/03 姐妹花 祈胜 志勇、我昌  18/03 上课 

26/03  查经会 雪仙 长开、拔义  25/03 生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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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3 黄韵惠 张银昌 卢灵光 池丽珠 陈洁花 B 组 

C 组 

刘世淮 

12/03 池丽珠 张银昌 刘贤安 A 组 庄秀婉 C 组 王靖惟 

19/03 方丽薇 张银昌 江珠瑛 B 组 田承毅 D 组 林孝鸿 

26/03 方莉俤 张银昌 王邦毅 主日学 袁倩雯 E 组 周凯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