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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降临节后第十三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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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后书 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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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诗班:《哈利路亚》...........................................坐
〖感恩奉献〗神的道路...................................................................坐
献礼文（普颂 644）.................................................立
～ 聆听神的话 ～
〖信息经文〗以弗所书 3:12-21.....................................................坐
〖证
道〗《超越测量》...........................................................坐
～ 经历神的爱 ～
〖结束诗歌〗仰望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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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事奉人员]
主日

讲员

主席

领唱

助唱

司琴

风琴

本周

王怀德会督

周家德

沈爱莲

雷明骏

吴瑞莉

-

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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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

刘会明牧师

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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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祥辰

蔡秋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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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有光

黄敬躬

林翠青

教会消息
1. [12/08 主日记录]
主日崇拜

8:00am 华语
8:00am 国语
2:30pm City Mall 国语
10:30am 英语
总数

出席人数

408
156
36
387
987

89
35
15
85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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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书坊优惠] 于 18-30/8 在三一书坊。欢迎亲临本书坊以得知更多

优惠。更多详情，请联络 082-232131。
4. [ACS 国庆联合祷告会] 将在 23/8 (四)，7:30pm 在联合教会崇拜中心举行。欢
迎弟兄姐妹出席，一同为国家祷告。
5. [教区扑满收集 (二)] 本堂于今天起至 26/8/18 之主日崇拜的前后收集扑满的
钱款。
6. [会友捐奉献] 敬请弟兄姐妹注意：本堂所有 2018 年的会友捐及奉献于砂拉越
华人年议会的款项须于 31/8 之前交上。
7. [考生祷告] 本堂将于 2/9 的圣餐主日崇拜为 2018 年的会考生祷告。祈求上帝
加倍赐福与保守所有参加会考的学生。
8. [捐血运动] 将于 9/9 (日)，9am-1pm 在蒙恩堂举行。此活动也公开给公众人
士，欢迎大家踊跃出席。
9. [路加福音研经] 讲员：夏忠就博士
地点：三一堂
日期：19/10 (五) 7:30pm - 9:30pm；20/10 (六) 2pm - 6pm
有兴趣者，请联络郑德璋弟兄 (016-8887427)报名，报名费：RM5。
10. [印尼西加 Sintang 短宣] 将于 6/12 - 10/12 （5 天 4 夜）进行。主要事工是
帮助儿童节目和为当地的教会预祝圣诞节。鼓励弟兄姐妹报名，欲知详情，
请联络林诚谕弟兄 (016-8890280)。
11. [中学生生活营-《LIFE game》] 由诗巫，My Center 举办。
日期：15-17/12 (六-一)
地点：Rajah Court Hotel, Kuching
对象：15 岁或以上的在籍中学生，名额只限 200 人。媒介语：华语
营会款：RM150 (17/10 之前)；RM200 (31/10 之前)；RM260 (7/11 之前)
欲报名者请联络 刘利艇弟兄 (013-8569576)或到办公室索取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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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三一学习中心] 需要多位愿意参与以下的事奉如：
i. 福音车驾驶员
负责帮忙载送学生去回。载送时间：8am-9am 或 1pm-2pm。有兴趣
者，请联络刘会川弟兄(012-8896113)。
ii. 数学教师
负责教导小学 (1-4 年级，语言：华语和国语) ；中学 Form 4 (英语)。
有兴趣者，请联络佘巧雨姐妹(016-8567739)。
13. [三一日照中心-召募义工] 以下是一些中心召募义工的范围：
i. 中心柜台接待员 - 时间：8am 至 11am 或 2pm-4pm (一至五)
ii. 阅读 - 时间：3pm 至 4pm (每个星期五)
iii. 音乐课 - 时间：3pm 至 4pm (每个星期二)
有意者请联络李美玲姐妹(082-25575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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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31-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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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Target

Pledged

12 /08

A
1,922,000.00

B
916,557.00

Cash Received
C
1,455,141.80

Shortfall
(A-C)
466,8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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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团契聚会]
团契

日期 / 时间

本周节目

上周人数

少团

19/08， 2:00pm

20

青团

19/08，12:30pm

初成

25/08，7:30pm

祷告会
小组
家庭小组

成团

24/08，7:45pm

亲密之旅 16

35

乐龄

25/08，2:30pm

-

妇女会

19/08，2:30pm

男少年军

25/08，1:30pm

教区联谊会
说出我的故事
BB Church Service

130

女少年军

25/08，1:30pm

Movie Day

-

祷告会

23/08，8:00pm

赞美操

每周日 4:00pm

暂停（国庆联合祷告会）
赞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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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8

-

7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