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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布道与事业主日
圣灵降临后第十一主日
颜色是绿色，以表明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与成长
\

我们的异象：
更像基督
我们的使命：
使万民作主门徒

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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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 进入神的殿 ～
〖默祷敬拜〗在上帝的圣殿中当安静，默祷与默想.....................坐
〖静默主前〗在主前静默...............................................................坐
〖宣召敬拜〗启示录 5：12............................................................坐
～ 赞美神的名 ～
〖歌颂赞美〗高歌颂主..............................................................坐/立
〖开始祷告〗同心祷告...................................................................立
同念认罪启应文.......................................................立
〖家里消息〗关心圣工...................................................................坐
.

〖诗班献唱〗妇女与乐龄诗班:《感恩有你》...............................坐
〖感恩奉献〗本分歌（普颂 397）……………………….…………....坐
献礼文（普颂 644）.................................................立
～ 聆听神的话 ～
〖信息经文〗约翰福音 20：30-31，罗马书 10：14-15…......…..坐
〖证
道〗《文字的声音》….....................................................坐
～ 经历神的爱 ～
〖结束诗歌〗竭诚献上………………............................................立
〖领受祝福〗祝福/三叠阿们（普颂 674）...................................立
默祷...........................................................................坐
〖蒙恩立志〗彼此祝福、平安散会................................................坐
主里团契、主与您同在
[崇拜事奉人员]
主日

讲员

主席

领唱

助唱

司琴

风琴

文字布道/
事业主日

吕桑桑牧师

周家德

沈爱莲

沈爱莲

黄敬躬

-

郑嫦青

-

招待员
少年主日
招待员

Group D – 池圣端(正)
刘立伟牧师

程书宝

黄永均

林祈衡

Group A - 郑志祥(E.T)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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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消息
1. [14/08 主日记录]
主日崇拜
8:00am 华语
8:00am 国语
10:30am 英语
总数

实体崇拜人
346
数
83
323
752

线上崇拜
20
3
19
42

实体主日学
67
16
63
146

2. [诚心欢迎]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向大家问安。
3. [台前祷告] 若您需要代祷，认识或相信耶稣，请在崇拜后到台前，牧者将
为你祷告。
4. [每周祷告会]
a. 祷告会将于 25/8 (四)，8-9pm 在副堂进行。主题：《少年人之祷》，负
责人：程书宝弟兄。上周人数：72。
b. 《周六清晨线上祷告会》 27/8(六)，5:30-7am。负责人：郑佩佩本处传
道，上周线上人数：30。
c. 《周六清晨祷告会》将在 9 月份开始恢复实体祷告会。
5. [妇女会常会 -《宝剑练习》] 将于 21/8 (日)，2pm 至 3:30pm 在副堂进行。更
多详情，请联络妇女会主席-符月枝 (019-8596151) 。
6. [2022 年第二次牧区议会] 将在 24/8(三)，7:30pm 在会议室进行。请本处传道
与执事们准时出席。
7. [三一堂 男少年军 古晋第二分队 55 周年感恩庆典] 将于 8 月 27 日 （星期
六） 下午 5 点 在 圣堂 举行。欢迎大家出席见证、共浴主恩。
8. [乐龄团契 -《2023-2024 届职员选举》] 将于 28/8 (日), 2:00pm 至 3:30pm 在
副堂，讲员: 吕桑桑牧师 。更多详情，请联络主席雷贤钦 (016-8668611) 。
9. [三一书坊全店优惠] 从 2/8/22 至 30/8/22。另外同时期也有参与 2022 基督
教书展，欢迎 WhatsApp 010-8578891 询问详情。
10. [三一堂华语部 30 周年感恩纪念活动]
摄影比赛
截止日期：2022 年 8 月 28 日上午 10.00 时正
规则/程序：请参阅附录 1
填字游戏
截止日期：2022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10.00 时正
规则/程序：请参阅三十周年纪念特刊 86 页
填色比赛
截止日期：2022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10.00 时正
规则/程序：请参阅三十周年纪念特刊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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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会会友捐] 本堂所有 2022 年的会友捐及奉献于砂拉越华人年议会的款
项将于 31/8（三）截止。
12. [D6 家庭事工线上培训] 日期：11.09.2022 & 25.09.2022，时间：
2:00pm-6:00pm 在 ZOOM 进行。讲员：何李颖璇师母。主题：属
灵传承。截止报名: 28.08.2022。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卢筱薇
姐妹(012-8884498)
13. [True Christianity/Personal Holiness Online Seminar ] 诚心邀请弟兄姐妹出席
线上讲座。讲员: Rev. Dr Chew Tow Yow 日期: 9 月 9，23，30 & 10 月 7，
14，21，28 (周五) ，时间：8pm-9.30pm。
14. [儿童洗礼训练班] 欲带小孩来领洗的父母亲，请出席 10/9 (六) 时间：2pm3pm 的训练。受洗日：25/09。请向办公室或到招待处索取报名表格。
15. [英文讲道手语翻译] 将于九月开始。请为这个新的事工代祷。
16. [古晋卫理公会六哩墓园骨灰墙] 已开放给卫理公会的会友订购（须经牧者
证明）。有意者可向三一堂办公室索取骨灰格订购合约书，填妥后交给晋
福堂办公室。
17 .[食物银行] 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a. 1 月 – 137 个家庭受惠，2 月- 114 个家庭受惠，3 月- 50 个家庭受
惠，4 月 – 50 个家庭受惠，5 月 – 84 个家庭受惠，6 月- 86 个家
庭受惠，7 月–84 个家庭受惠，8 月（迄今为止） –50 个家庭受惠
b. 帮助我们联系接洽，联络 018-9847949
18 .[奉献] 若是您要参与奉献, 以下是银行的资料:
a. Public Bank 大众银行 311-331-9127
AmBank 大马银行 888-103-230571-1
b. 请将您的转账记录电邮至 tmc@tmc.org.my 或者以
WhatsApp 发至 0111-0575724，以方便我们发出收据
给您。
c. S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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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日照中心 -召募义工] 三一日照中心诚心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义工
团队。每一位初次参与的义工都会在中心同工和现有义工的带领及帮
助之下接触中心的长者们。以下是义工的服事范围：
1. 中心柜台接待员（9am-11am 或 2pm-4pm，星期一至五）
2. 早晨散步（8:30am-9:30am，星期一至五）
3. 保健操/赞美操（9:30am-10:30am，星期一至五）
4. 阅读（10am-11am 或 2:30pm-3:30pm，星期三 或 五）
若有感动成为义工者，请选择合适您的时段，并联络李美玲姐妹或池美
华姐妹(082-255758) 。
TRINITY ELDERCARE CENTRE invites you to be part of our growing
and active Volunteer Team. For beginners, our experienced nurses and
volunteers will be there to guide and help you to reach out to our elders.
i. Receptionist (9am-11am or 2pm-4pm shift, Mon to Fri)
ii. Morning Walk (8:30am-9:30am, Mon to Fri)
iii. Physical Exercise (9:30am – 10:30am, Mon to Fri)
iv. Reading (10am – 11am or 2:30pm – 3:30pm, every Wed or Fri)
Please select the area you can serve in and your preferred time slot.
Contact Sis Mee Ling or Sis Mee Hua at 082-25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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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学习中心] 将于 9/4 (星期六) 重新开放补习班。我们需要义工参与
每周六上午的服侍。有兴趣者，请联络佘巧雨姐妹 (016-8567739)。
(A) 教师:
1) 英文和数学老师（幼儿班，国小, 华小＆中学生）.每个年级开
一班。
2) 幼儿和小学助理老师
3) 小学英语一对一阅读老师
4) 小学数学一对一老师
(B) 司机:
1) 驾驶福音车载送学生
2) 5 名早上司机，7:30 am-9am
3) 3 名中午司机，12:30pm-2pm
TRINITY LEARNING CARE will reopen on 9 April (Sat). We are
looking for the following volunteers to participate every Saturday morning.
If you are interested, kindly contact Sis. Tees Sia (016-8567739) for more
details.
(A) Teacher:
1) English and Math teachers (Kindergarten, SK, SJK &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One class per grade.
2)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assistant teachers
3) Primary English one-to-one reading teacher
4) Primary school remedial Math teacher
(B) Driver:
1) Drive the church van to pick up students
2) 5 drivers in the morning, 7:30am-9am
3) 3 drivers in the afternoon, 12:30pm-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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