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活期第七主日 崇拜秩序 16.05.2021

下周（卫斯理约翰更新主日）崇拜事奉人员如下：

23.05.2021 8:00am
领会 郭溢荣 司琴/鼓手 邱爱祥/林孝进

证道
所罗门荣誉会督

（新加坡）

直播 汪毓丰/林汶锴

音响 郑敦勇

传译 刘世尧牧师 电脑操控员 池德鸿

领唱/诗班 韩妹卿/以马内利 SOP Master 许为杰

崇拜诗歌
序乐：圣灵的果子 （天韵） 始礼：上主之灵歌 （普颂 78）

奉献：愿主悦纳歌 （普颂 390） 立志：圣灵的果子 （天韵）

16.05.2021 8:00am

领会 许太兴 直播 汪毓丰/林汶锴

证道 杨欣蕊牧师 音响 郑敦勇

领唱/诗班 刘运耀/堂会 电脑操控员 池德鸿

司琴/鼓手 雷德希/林孝进 SOP Master 许为杰

白色：象征纯洁,喜乐,真理之光 登殿敬拜 (会众请站立)
序 乐 《圣灵的果子》 天韵 司琴
备心默祷 《主在圣殿中》 普颂 625 全体
宣召启应 《诗篇 1》 领会,会众
始礼诗歌 《主是我一切》 世纪 302 全体
同心祷告 牧者
敬拜赞美 《向主欢呼，遇见祢》

同念主祷文 全体
宣告圣言

信息经文 诗篇 47 领会
证 道 祂是全地的君王 杨欣蕊牧师
宣告信仰 《使徒信经》 全体

感恩与奉献
奉 献 《永属上主歌》 普颂 407 全体
呈 献 《献礼文》 普颂 644 全体
怀恩家事 牧者

差遣服事
立志诗歌 《许愿歌》 普颂 382 全体
祝 福 杨欣蕊牧师
阿 们 颂 《四叠阿们》 普颂 675 全体
差遣入世 《愿主赐福看顾你》 新普 875 会众

默 祷 平安散会 全体

圣灵降临节后第二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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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崇拜奉献：
时间 8:00am 目标
奉献 RM9,086.58 RM9,500

家事报告
A.真诚敬拜
1. 怀恩家崇拜

由于美里市仍列为红区，因此本堂一切实体活动，包括主日崇拜、祷告会、团契聚
会、主日学、会议、课程等，从 27/4-17/5/2021 继续保持以线上进行。所以请怀
恩家弟兄姐妹特别留意堂会将发出的各项活动的链接，若您没收到链接可询问怀恩家
牧者、执事、属长、团契职员和主日学老师。

2. zoom 线上祷告会
- 每周四晚上 7:30pm，请使用教会每周所提供 zoom 的连接。
- 若一台手机或电脑的参与者多过一人，请在 zoom的“chat”里输入参与的人
数，例如：“陈祖义 5”

20/5 轮值表：

3. 怀恩【家庭祭坛】
- 在抗疫期间，鼓励弟兄姐妹约家人继续一起做家庭祭坛。
- 基本原则就是【家人每周至少一次聚集，齐读经，齐分享，齐祷告】。
- 材料：仍然每周提供或善用其他资源如【年会发出的材料/ 每日活水/灵修日程/

灵命日粮···等等】。
- 注：如果您已完成，您可以在办公室办公时间带来，投在教育楼入口处

所设的箱子内。
4. 2021 年美里教区《圣经之旅》题目十八：罗马书 3-9 章

B.教导装备
1. 装备课程：开始线上上课。

课程 导师/助教 上课日期 时间 地点 人数

《不再一样》执事 1 陈祖义牧师 周二 7:30pm 线上 17/17

《不再一样》执事 2 杨欣蕊牧师 周二 7:30pm 线上 17/17

《不再一样》B1a 萧明政传道 周二 7:30pm 线上 17/17

初信栽培 萧明政传道 周日 10:00am 线上 -/19

注：由于疫情导致第一学期的课程延后结束，所以原订于 5 月 4 日开课的第二学期栽培

课程（不再一样、初信栽培及顶峰课程）将延期到 29/6 才开课，敬请已经报名参加的

学员们留意。任何疑问可询问基教主席余养璋姐妹（012-874 5858）。

领祷 杨欣蕊牧师 司琴 刘育莲 领唱 张和一，林鸿恩，徐道诚，郑慧晶

13/5/2021 参与人数：19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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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灵修日程：2021 年 5-6 月份的已预备, 请到后面自由索取，自由奉献，每本 RM2
3. 青少年系列 线上讲座（由美里心弦中心主办）

7/7 霸凌·霸零 21/7 生涯规划
14/7 自我认识：遇见真实的我 4/8 谈自杀
时间：8:00pm-10:00pm
对象：所有年龄层 人数目标：100 人
报名奉献：任选两主题 RM20。
报名方式：QR Code（线上转账报名奉献 & 填写表格）
任何疑问可 WhatsApp 011-3359 6672 或拨打 085-433359

4. 2021 年美里教区延伸神学教育课程第二学期【马可解经】（3 个学分）
日期：2021 年 7 月至 10 月 讲师：陈发文牧师
地点：砂拉越华人年议会美里教区（网络上课）
内容：

 你将会认识马可福音与其它三本福音书之间的可能关系。
 你将会了解马可福音的结构，包括分段、上下文、字眼、解经等。
 你将会写出许多问题来帮助你解经。
 你将会学习和练习解经的原则和步骤。
 你将会应用马可福音的信息在自己的生活和服事中。

注册须知：
 注册资格：须修毕新旧约导论或门徒课程与释经学
 截止日期：2021 年 5 月 31 日
 逾期者恕不受理
 学费 RM300.00；注册费 RM10.00
 学生第一次上课时交付全数之学费与注册费给教区负责人。
 注册链接： http://bit.ly/MTS_TEE_Miri_MarkExegesis

欲询问详情可联系牧者。
5. 受洗入会

开始接收大家的报名，受洗入会日期未定，训练课程将于 6 月份开始。欢迎报名。

D. 关怀服事
1. 心弦中心的通告

- 办公时间依旧 (星期二至星期六 8am~12noon & 1:15pm~5pm)。从 2020 年 8
月 1 日起，接受电话 (085-439359)，线上 (FB Messenger) 及信件
(sincere.miri@gmail.com) 辅导，实体面谈目前停止。

- 若有任何变动，会在中心的面子书更新状态，或者有任何询问请于办公时间拨打
085-433359。

2. 年会国语事工部在 Facebook 开设了一个“工作介绍平台”（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jomcarikerjascac），一方面让全砂雇主有平
台招募员工，另一方面让全砂国语会友有平台找到适合的工作。希望雇主们踊跃登陆
此平台，助人助己。*** 注：工作地点必须是砂拉越境内。

3. 卫理公会印度疫情紧急救灾

请将救济款项存入堂会户口（Ambank A/C No. 019-201-200213-6）并注明：

MCRD 奉献，以方便统计。今天（16/5）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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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团契生活
1.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

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 10:24-25】
2. 各肢体聚会

肢体 地点 日期 时间 来临聚会 讲员/主持
前次人数/

奉献

乐龄团契
线上

线上

05/05

28/05

9:00am

7:30pm

“乐”融融，

“龄”烦恼

查经会

许小仙本处传道

萧明政传道

53 人

66 人

妇女会 线上 04/06 7:30pm 一路有祢（一） 陈俊杰牧师 27/RM267.00

成年团契 线上 21/05 7:30pm 见证分享
许道顺弟兄

李爱蓉姐妹
-

初成团契 线上 21/05 7:30pm 小组聚会 小组组长 60/RM326.00

青年团契 线上 22/05 7:30pm 灵命塑造 短宣生 -

少年团契 线上 22/05 2:00pm 如何面对霸凌 刘晓蓉姐妹 -

男少年军 线上 22/05 2:00pm Award Class 军官 -

女少年军 线上 22/05 2:00pm Simple Drill 温静洁 -

奉献事宜
A. 我们也要忠心的持守，把每个主日当纳的份存起来，待您恢复实体崇拜后一并带

来献上给主。
B. 欲直接转账请汇入怀恩堂户口：
- 户口号码：Ambank A/C No. 019-201-200213-6
- 户口名字：Hwai En Methodist Church
- 一律当作主日奉献 【除非有特别注明】
C. 请大家也可使用 Sarawak Pay 的二维码进行扫描及转账
- 我们 Sarawak Pay 的户头名称是 Hwai En Methodist Church
- 如：会友捐/信心感恩/慈惠专款等等项目。转账后，请注明奉献事项，并将记录

电邮致怀恩堂。
若有任何询问，您可以电邮致怀恩堂或于办公时间播电致怀恩堂。
怀恩堂电邮：hwaien99@gmail.com

怀恩堂牧者联系方式：
主理:陈祖义牧师 019-8947488/simontcy73@hotmail.com
助理:杨欣蕊牧师 016-8092003/085-411004(H)/britney_yong13@yahoo.com
助理:萧明政传道 013-8160855/085-411004(H)/siawmingching@gmail.com
助理（国语）: Rev. Joshua Shubash 014-144350/joshuashubash@ymail.com
儿童事工主任：许小仙本处传道 010-3794357/nora-hii@hotmail.com
办公室WhatsApp：011-5550 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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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1/5/2021 奉献征信录如下：

会友捐：RM5,730

刘泰泉夫妇：RM100

郑存復夫妇：RM1,500

许凤青：RM800

曾德书：RM350

傅凤娇：RM350

黄素娥：RM100

杨为钦：RM50

刘绍妃：RM50

黄素金：RM100

姚彩霞：RM30

刘祖珍：RM350

罗秀英：RM250

吴秦珍：RM250

俞希强：RM300

韩妹卿：RM100

黄道平：RM50

新欣：RM500

幸福：RM500

信心与感恩：RM2,980

刘泰泉夫妇：RM100

郑存復夫妇：RM1,500

吴昱莹：RM505

曾德书：RM100

傅凤娇：RM100

黄素娥：RM50

陈琳琳：RM50

陈云娥：RM50

杨为钦：RM50

刘绍妃：RM30

姚彩霞：RM20

吴秦珍：RM25

俞希强：RM250

黄道平：RM50

陈敏：RM100

慈惠专款：RM2,160

刘会源昆仲：RM600

吴秦珍：RM25

黄道平：RM235

新欣：RM100

刘燕：RM1,000

幸福：RM200

MCRD：RM1,600
郑存復夫妇：RM500

刘长发：RM200

吴秦珍：RM100

刘运强：RM180

林惠慈：RM500

Un Lih Yiing：RM120

宣教与布道：RM1,150

张燕珠：RM500

黄道平：RM50

新欣：RM400

幸福：RM200

神学款：RM550

张燕珠：RM500

黄道平：RM50

撙节奉献：

刘燕：RM5,000

堂会事工：

新欣：RM100

少团：

新欣：RM100

主日学：

官骏皓：RM200

～ 请查阅您的奉献，如有遗漏或错误，请联络办公室查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