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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节后第六主日
颜色是绿色，以表明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与成长

我们的异像：

更像基督
我们的使命：

使万民作主门徒





我们的目标是栽培：
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门徒
以关爱和怜悯去关怀社群的门徒
以生命去见证基督的门徒
以合一彼此服事，荣耀上帝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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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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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63: 3-4................................................................坐
～ 赞美神的名 ～
〖歌颂赞美〗高歌颂主..............................................................坐/立
〖同心祷告〗开始祷告...................................................................立
同唱主祷文...............................................................立
〖家里消息〗关心圣工...................................................................坐
〖诗班献唱〗儿童诗班:《不用担心》...........................................坐
〖感恩奉献〗复兴圣洁................................................................... 坐
献礼文（普颂 644）.................................................立
.

～ 聆听神的话 ～
〖信息经文〗罗马书 6 : 22..............................................................坐
〖证
道〗《门徒与果子-救恩》..............................................坐
～ 经历神的爱 ～
〖结束诗歌〗圣洁的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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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主里团契、主与您同在
[崇拜事奉人员]
主日
讲员
本周
招待

下周
招待

主席

刘立伟传道

黄麟驹

萧帝佑博士

黄祥辰

领唱

助唱

司琴

风琴

沈爱莲 林祈衡 王慧晶
林翠青
蔡赐杰(正), 杨国强(副),田凯旋, 黄家福, 蔡铭伟, 刘佑文, 林永发,
许珍富, 吴恩仁, 田明福, 黄美瑛, 官俊成, 黄小翠, 文金妹, 沈立生,
符月枝, 郑集耀, 谢爱娇
卢筱微 陈永川 林翠青
赵善杰(正), 黄安淇(副), 程书建, 黄修宏, 吴佳盈, 郑紫婷, 许翊凤，
杨子莹，黄永权，林儆恩，许如琼，萧军杰，李颜胜，吴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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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消息
1. [10/02 主日记录]
主日崇拜
8:00am 华语
8:00am 国语
10:30am 英语

出席人数
431
132
435
998

总数

41
41

2. [诚心欢迎] 欢迎神的儿女们到主的殿中守主日。也特别欢迎新朋友或外地
到访的弟兄姐妹, 愿主的恩惠慈爱常随着您与您的家。
3. [华委第二次会议] 将在 20/2 (星期三), 7:30pm 在会议室进行。请委员们准时
出席。
4. [2019 年第十二届 全砂华人卫理大会] 大会内容：查考腓立比书（需要预先
做功课）日期：3– 5/6，地点：晶木酒店，诗巫。报名费：RM30，28/2 之
前；RM50 至 15/4 (截止日期)，堂会津贴 RM100。
欲参与者，请到表格架子上索取报名表格，填好后交给堂会办公室。
5. [受洗入会] 2019 年第一期成洗与入会训练班。时间: 7:30pm，地点: L3-1
受洗及入会日期: 21/4 (复活节)。上课时间：26/2，5/3，12/3，19/3，26/3，
2/4，5/4，9/4。有意受洗入会的弟兄姐妹们，请交上报名表格(记得签名),
复印的身份证 (或复印的洗礼证书-入会者而已)和 Passport 照片一张。请向
招待员或办公室索取报名表格。
6. [祷告领袖研习会与祷告公开讲座] 将于 1-2/3 (五-六) 在三一堂举行。
• 公开讲座 – 星期五和星期六，7:30pm-9pm，免费入场。
• 祷告领袖研习会 – 星期六， 8am- 6:30pm，报名费：RM50（包括午餐
和茶点）。欲报名者，请联络 Garry Lin (016-8539008)。
7. [教导和宣传有关长屋布道醒觉] 将于 16/3 (六)，7:30pm 在三一堂副堂举行。
入场免费，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8. [单亲家庭聚会] “新春团拜”，日期：24/2(日)，2:30pm。地点：恩典中心
活动室。欲知更多，请联络恩典中心(082-258411)。
9. [公开讲座]（英语）：
I.“从考古学看保罗眼中的哥林多”将于 22/2 (五)，7:30-9:30pm 在圣多马
座堂进行。讲员：林家扬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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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给于祝福的过程”将于 23/2 (六)，8pm 在三一堂进行。讲员：萧帝佑
博士。
入 场免 费。 为确 保座 位， 请通 过电 子邮 件来 注册 报 名 Manonmani ：
engtee@stm2.edu.my。更多详情，请参阅布告栏 2。
10. [三一堂聘请启事 - 设施人员] 我们正在招募一名设施人员来操作和维护我
们的教堂设备。 拥有 SPM 和/或文凭资格并对音响视频和 IT 有兴趣的人，
可以联系王振福弟兄 (019-8175656)。
11. [三一书坊聘请启事] 零售助理 (Retail Assistant)
条件： 基督徒、至少 SPM、O Levels 或同等文凭、通晓华语、英语和国
语、能操作电脑、亲切、委身、主动、有良好品格。
有意申请者， 请电邮个人履历表，堂会牧者推荐信和近照至
trinitybookroom@gmail.com 或联络号码： 082-232131。
12. [奉献] 凡参与各项奉献者，您可以使用支票 (收款人: Trinity Methodist
Church), 并在其背面写下名字和登记号码或 e-Banking 致本堂户口 (Public
Bank 311-331-9127) 并 将 电 子 转 账 单 据 (e-Transaction receipt) 电 邮 :
tmc@tmc.org.my 及放入奉献袋，以方便账目记录。
 [三一堂植堂建设筹款- 达闽三一堂 Tabuan TMC]
目标
1,922,000.00

上周收到
2,525

短缺
218,759.20

欲奉献者，请到柜台领取 TMC Jalan Song Building Fund 奉献信封，并在
奉献袋写下名字和联络号码。
13. [团契聚会]
团契

日期 / 时间

本周节目

上周人数

少团

17/2， 2:00pm

-

青团

17/2，12:30pm

圣灵的果子
小组灵修

初成

23/2，7:30pm

家庭小组

-

成团

23/2，7:30pm

西教区成团 – 宣教之夜

-

乐龄

24/2，2:30pm

神如何塑造你去事奉

-

妇女会

17/2，2:30pm

合神心意的家庭

-

男少年军

23/2，1:30pm

例常聚会

-

女少年军

23/2，1:30pm

新春聚会

-

祷告会

21/2，8:00pm

祷告会

81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