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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降临节后第五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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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
生的子, 因圣灵感孕, 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
受难, 被钉於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
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
免,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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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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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信经...................................................................立
〖家里消息〗关心圣工................................................................. ..坐
〖诗班献唱〗堂会诗班:《Dona Nobis Pacem》..............................坐
〖感恩奉献〗真光...........................................................................坐
献礼文（普颂 644）.................................................立
.

～ 聆听神的话 ～
〖信息经文〗出埃及记 20:4-6；约翰福音 4:24............................坐
〖证
道〗《不可拜偶像》........................................................坐
～ 经历神的爱 ～
〖结束诗歌〗我宁愿有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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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惠瑛牧师

雷贤钦

林祈衡

林祈衡

陈信弘

郭勇哲

招待

郑志祥(E.T)(正), 陈兴瑞(副), 陈法余, 王鸿章, 林以辉, 谭振英, 田峻康,
黄珊珊, 林怡晖, 黄丽玲, 汪思凭, 黄薇薇, 郑志祥(C.S), 黄道财, 许凤瑛

下周

刘会明牧师 蒋友菲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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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餐
委办

-

陈淑翠

雷德旺

刘秀婷，余秀燕，余秀菊，沈金花，吴梅花，符月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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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消息
1.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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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数

总数

498
114
16
409

49
29
8
53

1037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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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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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督徒教师团契-“石隆门一日游”] 日期: 30/6 (六)，时间：7am-1pm
报名费: RM20, 集合地点: 晋道堂, 7am, 请向郑德璋弟兄 (016-8887427) 报名。
5. [马来西亚神学院公开讲座] 日期：30/6 (六)，时间：8pm-10pm
主题：考古学与圣地，讲员：林家扬博士。地点：三一堂，入场免费。
6. [受洗入会] 2018 年第二期入会与受洗训练班。地点：L3-1
受洗及入会日期: 12/8 (感恩节)，26/6 开始上课。有意者请交上报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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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儿童洗礼训练班] 欲带小孩来领洗的父母亲，请出席 21/7 (六) 2:00-3:30pm
的训练。请向招待员索取报名表格。
8. [2018 年电影布道会 - “造访天堂 90 分钟”] (英语发音 华语字幕) 日期:
14/7 (六)，时间: 7:30pm，地点：晋光堂，凭票入场: RM5。请到柜台处购
买戏票，12 岁以下的儿童谢绝入场。
9. [灵命日粮事工圣经讲座-《耶稣的比喻》] 日期: 4/8，时间: 9:30am-3pm，
地点: 三一堂，讲员：雷墨恪牧师。报名费: RM10，报名截至: 15/7。欲参与
者请向各团契指导或办公室报名，更多详情请参阅布告栏。
10. [2018 卫斯理神学讲座] 主题: 中国教会与卫斯理神学，日期: 28/7 (六)，时
间: 8:30 am - 4:30 pm，地点: 诗巫，卫理神学院。讲员: 杨天道博士 (北京
清华大学理工学士，美国三一福音神学院哲学博士，中国神州大使命神学
院院长)，捐献: RM 10，报名截止日期: 7/7 (六)。可在卫神网站下载：
http://www.mtssibu.edu.my/node/1137 或到表格架子索取。
11. [东马教会历史研讨会] 主题: 认识东马卫理宗，日期：11/9 (二)， 时间:
8:30am-2:30pm，地点：神学院。报名费：RM15，截止日期：31/7。有兴
趣者，请向郑德璋弟兄 (016-8887427)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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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恩典中心的活动]
1) [单亲家庭聚会] –“家庭日”，讲员：陆国良医生，日期：24/6(日)，
2:30pm。 地点：恩典中心活动室。
2) [儿童性教育导师培训] –日期更改: 21-22/7(六-日)，在恩典中心。
3) [婚前教育课程] – 日期：27-29/7 (五-日)，在恩典中心。
欲报名者请联络恩典中心(082-25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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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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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Target

Pledged

17 /06

A
1,922,000.00

B
915,057.00

Cash Received
C
1,382,616.80

Shortfall
(A-C)
539,3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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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6，2:00pm

25

青团

24/06，12:30pm

圣经游戏
Alpha 9

初成

30/06，7:30pm

查经会

-

成团

29/06，7:45pm

亲密之旅 10

-

乐龄

24/06，2:30pm

乐开怀

-

妇女会

15/07，8:00am

生产奉献义卖会

-

男少年军

30/06，1:30pm

SSrC Drill Competition

-

女少年军

30/06，1:30pm

例常聚会

-

祷告会

28/06，8:00pm

80

赞美操

每周日 4:00pm

祷告会
赞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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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