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03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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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神学生黄启云的学习装备代祷（为期三年） 

3) 为着短宣生许我涵和刘世稳能好好学习代祷（正月至三月） 

4) 为病痛者代祷：刘宝珠（大肠癌） 
                

《宣教关怀》 
异教通婚祷告文：设立婚姻的上帝，我们为这混乱的世代向祢呼求。许多基督徒被诱

惑和误导与异教徒通婚，并皈依异教。求祢帮助各教会看见危机，积极开办《异教通

婚》短篇指南课程，教导基督徒有关异教的婚姻观和制度，防御基督徒加入异教。我

们为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脱离异教的人祷告。求祢帮助他们有坚定信心和毅力，赐辩护

律师智慧，法官注重人权，给予公正的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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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量荣光歌》(普颂 146首) 

圣诗背景： 

在什么情况下，你会忍不住开口赞美上帝？是开心的时候吗？ 是最难过的时候吗？ 

St Theodulph of Orleans 出生于意大利的贵族家庭，但是却决定献身于神，做全职

神父。他的第一个职位是在 Florence 的修道院当主持。781 年查理曼大帝任命

Theodulph 为主教。后来因查理曼大帝突然死亡，Theodulph 也因此结束担任主教。

新上任的 Louis the Pious 大帝怀疑 Theodulph 的忠诚，所以 818 年，Louis 大帝就

把他囚禁法国 Angers 的修道院。在他生命最艰难的时刻，他写出对耶稣基督最美的

颂诗。“无量荣光”是作者于 820-821 之间所写的棕枝节诗词。历史显示 821 年作者

死于狱中。 

圣诗内容： 

 

第一，二节：天人同颂   

棕枝节是记念耶稣光荣地进耶路撒冷。第一次的棕枝节，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呈

献非常壮观，震撼的场面。当时众人把衣服铺在地上，高喊“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

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高高在上和撒那！”（太 21：9）虽然我们无法回到

当时的现场，但从圣诗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可以感受自己和孩子们，无数的天使

天军，还有地上的众信徒一起歌唱“无量光荣和赞美，全归救世之君！” 

第三节：敬献新词 

主耶稣来到世上为世人受死，且从死里复活，升天。作者对比了当时的群众和今日的

我们。“当年在主受难前，他们向主歌诗”这句诗词让我们反思，其实当时高喊“和

撒那”的群众，也是几天后高喊“钉他十字架！”的群众。虽然主耶稣预知他们可能

就是即将背叛祂的人，但是慈悲良善的救主还是悦纳他们当时的赞美。所以今天主耶

稣复活，升天后，我们更应该全心，全意，全人地奉献新词。求主不但接纳我们的赞

美，也接纳我们的为人和生命。 

中心思想 

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天上的父。 

 



 
 

播 恩 堂 主 日 崇 拜 秩 序 
合 神 心 意 的 教 会 

                   

 

 

 

 

 
 
 

教会年历颜色 ：紫色象征忏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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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殿诗歌： 《崇拜聖名歌》普颂 50 首       会众 

 •  唱肃静歌： 《主在圣殿中》普颂 625 首       会众  

 •  宣    召： 诗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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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量榮光歌》普颂 146 首                会众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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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 12：1-4a 

    新约经课：  约 3：1-17           张银昌 

 •  信息经文： 以斯拉记 3：1-13         司会 

 •  证道信息： 以斯拉记系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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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悦纳歌》普颂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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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领我歌》普颂 457首             会众                                               
  领受祝福：              陈牧师 

  退殿诗歌：  《求父赐福歌》普颂 650 首       会众 

 

 

 

05/03/2017主日崇拜人数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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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2 240 848.00 1,600.00 11888.00 

主日学 18 72 100 100.00   

国语成人崇拜 30 -  116.00   

国语主日学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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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20,664.00 RM99,336.00 

                       2017年新福音车奉献 
2017 年目标 2017 年收入 尚需 

RM121，053.00 RM26,353.00 RM9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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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小组 教区公民讲座 姐妹会 上课 
 

成人主日学培训课程上周出席人数 
课程 导师 地点 上周人数 

门徒红本 A 范其兴 播恩中心 8 

门徒红本 B 陈牧师 播恩中心 10 

门徒金本 林仁福、黄韵惠 副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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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 陈牧师 发联、雪霓 张雅星 田承毅 明安、亨和、如竤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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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19/03/17)事奉人员 

 

  宣召：诗 57：5        旧约经课：出 17：1-7  新约经课：约 4：5-42 

  音响控制：C组     电脑控制：姚知成  

  福音车驾驶员:(崇拜) 郑秀和（0198847557）    

(少团) 范其兴（0168540793） 
 

 

 

 

 

 

 

 

 

讲员 领会 读经者 领诗小组 崇拜司琴 执事招待 招待 诗歌 

黄韵惠 

本处传道  
方丽薇 张银昌 B组 田承毅 江珠瑛 D组 

普 31、407、世

339、650 

证    道：陈洁荷牧师          领诗小组 : A组 

司    会: 池丽珠        崇拜司琴 ：庄秀婉 

招    待: C组          音响操控员：C组 

执事招待：刘贤安                     电脑操控员：王靖惟 

读 经 员：张银昌         献 花 者：林寿隆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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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还没有名卡者到招待处留下名字，以方便做名卡） 

2.圣经之旅：第八期 (范围: 马可福音 11-16章).今年的人数目标为 140人。 

3.洗礼、入会（坚信礼）（受洗入会日期：16/4）上课时间： 

   a)儿洗（12岁以下，父母为基督徒）上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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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成团医学讲座:   日期：31/03/2017 (五)   时间：7：30pm 

 讲题:“人 - 为何会生病？”   讲员：高尚武医生 

5.各肢体会议时间表：    

日期 肢体 地点 

15/3（三）7：30pm 男少年军会议二  

 

 

播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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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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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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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生命堂培灵会及信仰讲座会：  讲员：刘世尧牧师  地点：生命堂 

日期 时间 讲题 

17/03 (五) 07:00-09:00pm 在主的恩典中活出精彩人生 

18/03（六） 02:00-04:00pm 卫理宗信仰根源 

18/03（六） 06:00-06:45pm 问题解答时光 

18/03（六） 07:00-09:00pm 在知识的长进上活出精彩人生 

19/03 (日) 08:00-10:00am 看啊！主必再来 

19/03 (日) 06:00-06:45pm 问题解答时光 

19/03 (日) 07:00-09:00pm 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教会，社会 
 

3.美里教区嘉年华会 

 日期： 5月 1日（星期一）  时间：6时 30分 – 11时 30分 

 地点:美里室外体育馆    代表：至少 40位代表。 

 请有意参加者联络刘贤平执事或池丽珠执事。 

4.美里心弦中心: 
            

i第 20届【婚前教育】课程：地点：美安堂     截止日期：05/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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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晚间电话辅导义工培训 
上课日期：13/6/2017 到 22/11/2017（每逢星期三，为期半年） 

    时间： 7.15pm-9.15PM  课程奉献：RM50（一人） 地点：心弦中心 
iii. 第一届：优质下一代的教养关键（亲子课程） 

上课日期：1/7 到 7/10/2017（为期 3个月）    时间：每逢星期六（9am-11am） 

课程奉献：RM60 （一人）             地点：心弦中心 
 

 5.聘请启示: 

i. 美里卫理福儿院: 聘请生活导师（男，女各一位） 

有意者，请联系罗院长，012-808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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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年会资讯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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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卫理希望之家征聘两名老师： 职位：早期介入教师， 

凡有意者请洽询希望之家董事长汪义萍姐妹 (电话 019-814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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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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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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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 姐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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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 方丽薇 张银昌 江珠瑛 B 组 田承毅 D 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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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里心弦中心服务范围 
 提供辅导服务包括约谈、电话辅导、信件、电邮等 

 提供教育及预防性的课程、专题讲座、工作坊等等 

办公时间： 周二至五（8.00am-12pm；1.30pm-5.30p m） 

周六（8am-12pm；1.30pm-4.30pm） 

Tel: 085-433359（行政）；085-439359（辅导） 

E-mail: sincere.miri@gmail.com  FB: Sincere Centre Mi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