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04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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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为短宣生好好学习代祷：许忆涵、刘世淮、黄祈胜（卫理神学院正月至三月）。 

4) 为病痛者代祷：刘宝珠（大肠癌）程娟（淋巴癌） 

 
 

《宣教关怀》: 

施慈爱和怜悯的上帝，谢欣瑜宣教士述职后，于 3 月 31 日再次出发前往日

本，展开第二期的宣教工作。她需要寻找新房子。求祢预备租金合宜，并靠

近教会的房子。也求祢帮助她有智慧融入新的日本教会来事奉，与日本的牧

师和师母一起推展宣教事工。求祢引导她，无论境况如何，都常常寻求祢，

完全投靠祢，深知祢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能神，一切的好处不在祢以

外。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三月份宣教士代祷事项 (2) Missionaries’ Prayer Items in March (2) 

 

柬埔寨(Cambodia)  余琤琤 (Yu Chen Chen)       

最近天气异常炎热，求主保守我和同工有健康身体；求主赐智慧给我每个月预备 3 篇讲

章；天气炎热加上蚊子特别多，求主赐柬埔寨卫理公会女宿舍的学生有好的睡眠，保守学

生有健康的身体。 

印尼西加 (West Kalimantan，Indonesia)  郑应诺（Sharon Tan） 

求主赐我健康的身体及充沛的精神服事；记念我服事时出入有平安；求主赐我聪明与智慧

预备讲章，使主的话语扎实在会友的心中；我负责主日学老师训练以及开办青少年品格活

动，求主赐我能力及智慧翻译相关材料。 

日本 (Japan)  杜阜运 & 陈思伶 （Timothy & Belle ） 

求主怜悯日本，前阵子的冬天里有流行性感冒，迅速地蔓延；感谢主的保守，我们一家虽

然偶尔身体不适，但并非受此病感染。冬天渐渐过去，逐渐感觉到春天的暖和了。藉着每

次到私人长者疗养院的服事，让我意识到长者比任何人都更急需听见福音，愿福音的主加

添我智慧与胆量，及时传福音！为我每周四参与学校所安排的日语对话练习对象祷告。她

是民间神社继承人；已听过福音。但愿圣灵继续向她说话，明白真理并指引她走向永生之

道。 

东亚 (East Asia)  Paul & Catherine 

为兴道会的同工祷告。求主赐福同工们所付出的辛劳，引领他们同心合一，齐心兴旺主

道；求主赐 Paul 健康的体魄，充沛的精神，充足的时间与主亲近；以诺同学申请签证前

往马浸神学院升学，求主引领他能早日获得签证。等待签证的同时，求主预备他的心，委

身接受神学装备，将来为主做光做盐。 

鸽子（Dove）  Simon Lau 

记念我在大学里教学。求主保守我在无神论和企业文化的背景下工作，有智慧和坚定的心

志，尽上本份，并且有好见证，能够影响上司和周边的同事。祈愿大专团契可接触更多中

国学生，求主保守契友有勇气和心志向他人分享福音，相处时也有好见证；求主眷顾我在

医院工作的妻子-淑芬，求主赐她更多的忍耐和毅力，能在压力重重的情况下为主做光做

盐。也求主保守我们在新居住环境以及和邻居相处有好见证; 求主怜悯在家乡还未信主

的母亲 (林素花) ，有一天愿意接受基督成为生命的主。 

 

 

 

 

 

 

 

代理：陈洁荷牧师     助理：Pastor Ladeq Mutang 
   012-878 6313(H/P）        011-1145 8438 (H/P) 

聚  会  时  间  表 
主日礼拜 

儿童主日学 

主日礼拜(国) 

儿童主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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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5am 

星期日早上 10:00am – 11:1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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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晚上 7:30pm  - 9:15pm 

 



 

播 恩 堂 复 活 节 圣 餐 主 日 礼 拜 秩 序 
合 神 心 意 的 教 会 

                   

 

 

 

 

 
 

教会年历颜色 ：白色象征喜乐，光明              注明（•）：会众坐 ；（€）：会众站 

                            欢欣迎主 
  始礼诗歌：   《光荣属主歌》普 183 首  会众  

 •�谦恭静默：   《主在圣殿中》普 625 首  会众  

 •  荣耀复生：     会众 

�颂赞复活：   《复活良辰歌》普 188  会众  

�诚心祈祷：                                                    司会 

   宣认信仰：   《使徒信经》                                    司会 

  唱荣耀颂：  会众 
 

                            欢欣聆听 
 •�迎接主话：    林前 15：1-11  司会  

 •�诗    班：    《基督信徒，欢欣！》                        堂会诗班 

 •�证道经文：    徒 2：22-24  司会  

 •  证道信息：  基督复活，喜乐福音                   陈牧师 

 •  圣    礼：                                                  陈牧师 
 

                            欢欣奉献 
 •  馨香礼物：   《大启乐园歌》普 189首                           会众 
 €奉 献 颂：   《奉献诗》普 645 首                                  会众 

 •  关怀神家：                                                  陈牧师 
 

                            欢欣同餐 
 •  记念主恩：   《永恒记念歌》普 259首                           会众 

 •  敬设圣餐：                                                陈牧师 

  活泼盼望：                                             陈牧师/会众 

  领受祝福：                                                  陈牧师 

  唱阿们颂：  《四叠阿们颂》普 675首          会众 

 €退殿诗歌：   《求父赐福歌》普 650 首                             会众   

 

 

 

 

25/03/2018 棕枝兼主日学主日礼拜人数与奉献 

聚会 
人数 

人数目标 奉献 RM 奉献目标 其它奉献 RM 
成人 儿童 

礼拜 183 80 240 2,000.00 2，500.00 4984.00 

主日学 - -  -    

国语礼拜 40 6  85.00   

国语主日学 6 2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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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款奉献 
2018 年目标 2018 年收入 尚需 

RM40,000.00 RM14,296.45 RM25,703.55 

 

新福音车奉献 
目标 总收入 尚需 

RM121，053.00 RM98,282.00 RM 22，7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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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 小组 联合查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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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韵惠、林仁福 副堂 - 

门徒绿本 陈牧师、田汭翰 聚会所 - 

 

2018 年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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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4 陈牧师 祈胜，秀慧 黄妙清 梁永彦 祈胜，邦毅，伟成 - 

12/04 青团 祈胜，秀慧 黄妙清 梁永彦 祈胜，邦毅，伟成  

19/04 陈牧师 祈胜，秀慧 黄妙清 梁永彦 祈胜，邦毅，伟成  

26/04 陈牧师 祈胜，秀慧 黄妙清 梁永彦 祈胜，邦毅，伟成  

  

主日礼拜(08/04/18)事奉人员 

  宣召：诗 135：3   音响控制：A组   电脑控制：王靖惟  

  福音车驾驶员: (礼拜) 许道东（013-8396161），蒋亨和（016-8886187） 

                (国语）黄拔春（013-8228718），谢俊英（016-8510339） 

                (少团) 范其兴（016-8540793） 

 

讲员 领会  读经者  领诗小组 崇拜司琴 执事招待 招待 诗歌 

陈牧师 方丽薇 范其兴 C 庄秀婉 江珠瑛 A组 
42，327，358，

650 

证    道：陈洁荷牧师        崇拜司琴  : 陈洁花 

司    会:  黄韵惠本处传道        音响操控员  ：A组 

招    待： E组           电脑操控员  ：许我昌 

执事招待：翁绍平                献 花 者  ：王邦毅合家 

襄理者：黄韵惠本处传道，田汭翰会友领袖，刘贤平执事 

 

       

        



家事分享 
 

1.诚心欢迎： 弟兄姐妹来参加主日礼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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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复活节蒙恩！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庆祝救主耶稣基督从死亡中复活的纪念日，他赐给了我们永恒 

的生命，使我们将来在死后可有复活的盼望。他的复活使我们在今生能笑于风暴，

直到安抵天家。欢迎各领取一粒复活蛋。这复活蛋象征生命。热诚恭贺今日接受圣

洗入会的弟兄姐妹，愿主赐福在灵性、品性、健康并品德上日日成长。 

 儿洗：林丙元，黄利成，黄荥 

 成洗：刘绍伟，陈明翔，黄美星 

 入会：陈明翔，黄美星 
 

3.圣经之旅: 第十二期，范围：出 8-14 章。今年的人数目标为 140 人。 

    今年共有 44期，范围:启示录 – 撒母耳记下（08/01 – 12/11）。 

 

4.各肢体会议时间表 

日期 肢体 时间 地点 

4月 8 日（日） 少年团契第二次会议 2:00pm 会议室 

4月 11 日（三） 男少年军第二次会议 7:30pm 会议室 

4月 18 日（三） 成年团契第二次会议 7:30pm 会议室 

4月 21 日（六） 主日学第二次会议 7:30pm 会议室 

5月 9 日（三） 执事会会议二 7:30pm 会议室 
 

教区/年会事工                                      
1.『看见天堂』 2018 年电影布道会 

  日期：07/04/2018（六）  时间：7:15pm   地点：美安堂 

  电影以英语发音，中文字幕，片长 1小时 40分钟。 

  请已购票者准时出席。 

2.《少年成长营：就是要幸福》 

  日期：28-29/5（星期一&二）   时间：28/5(7:30AM)到 29/5(12Noon) 

  地点：感恩堂教育楼           对象：13-18岁（限 50 人） 

  营会奉献：RM50（1/5 之前）   RM80（1/5之后）包括住宿，膳食和手册 

3.杜当堂事工 

  i. 杜当堂学习中心学生领养计划 

   学生人数：70人   全年所需费用：马币 20万令吉   领养学生方式：每月 250令吉 

   领养期：2017年 7月份-2018年 6月份    询问详情：陈洁荷牧师（012-8786313） 

  ii.清洁女工服务： 

   工作时间：上午 8am至下午 4pm  工作日：只限星期一至星期五（周末及公假除外） 

   奉献额：RM90 /天（一位女工）      清洁工具：由屋主预备及提供 

   交通：杜当堂将备有交通载送        午餐：由屋主提供简便午餐 

   额外服务：割草、油漆等（价格另计） 

   联络：Santi David执事（精通三语），电话号码：013-8139884 

 

 

iii. 杜当堂的多加服务中心 

   将于 12月 1日正式迁入 Emart Tudan天天经营（除了星期天关闭之外）。呼吁弟兄 

   姐妹在这一两个星期内开始收集旧衣服、旧家私、 旧电器，并在下星期带来各堂会。 

 

4.第 29 & 30 届原住民短宣队【截止：03/05（29届），02/11 (30 届)】 

  日期： 04/06 – 08/06 (29届)  出发日期：03/06 (29 届) 

     03/12 – 07/12 (30 届)      02/12 (30届) 

  报名： 全费 RM300/人    地点：Ulu Julau (芦楼) 

    自付三份之一 RM100/人  询问详情：陈牧师 (012-8786313) 

 

5.第 22 届 & 23届 婚前教育课程【截止：16/06 (22 届)，06/10 (23 届)】 

   日期：22-24/06 (22 届)，12-14/10（23 届）   地点：美安堂 

   课程奉献：RM120 (1 对)  询问详情：陈牧师（012-8786313） 

 

6.《第 1届：优质下一代的教养关键》亲子课程 

  日期: 7/7 开课（为期 3个月）       时间: 9am - 11am（每逢星期六） 

  课程奉献: RM60(一人)               地点: 美里心弦中心 

 

7.美里心弦中心聘请启事【职位:辅导员（一位）】 

   拥有大学/大专辅导或相等资格   联络方式：干事（012-8812220） 

   有关其资格，有意者可参阅本堂的布告栏或询问幸福家庭与辅导部 
  
         

2018 年四月份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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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4 小组  07/04 查经会 少团 少团 

13/04 小组  14/04 青年主日彩排 

20/04 布道分享 余养琛 许道东  21/04 生日会 李娜凤 黄永光 

27/04 见证分享会 许茂丰 袁艾薇  28/04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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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4 查经会    07/04 上课 

14/04     14/04 生活技能 

21/04     21/04 暂停聚会 

28/04     28/04 领唱训练 
               

主日礼拜事奉轮值表 
日期 司会 读经员 执事招待 领诗小组 崇拜司琴 招待 音响 LCD 

08/04 方丽薇 范其兴 江珠瑛 C 庄秀婉 A A 王靖惟 

15/04 陈发联 范其兴 黄欣仁 青年 田承毅 青年 A 周凯雯 

22/04 刘贤平 范其兴 刘贤安 D2 袁倩雯 B A 周志勇 

29/04 吴哲妮 范其兴 陈美玲 A 张雅星 C A 许我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