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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升天日
复活节后第六主日
颜色是白色, 以表明我们在基督里的洁白,喜乐,光明与荣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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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哉，圣哉，圣哉....................................................坐
〖宣召敬拜〗诗篇 40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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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诗班:《耶稣爱我》...........................................坐
〖感恩奉献〗求主开眼歌（普颂 399）.........................................坐
献礼文（普颂 644）.................................................立
.

～ 聆听神的话 ～
〖信息经文〗马太福音 5 : 17.........................................................坐
〖证
道〗《弥赛亚的预言》....................................................坐
～ 经历神的爱 ～
〖结束诗歌〗十架的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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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 Gee 传道
招待

下周
招待
圣餐委办

主席

领唱

助唱

司琴

风琴

林诚谕

刘有光

江凤凤

陈永川

林翠青

池圣端 (正), 谢伟 (副), 赵少辉, 吴世广, 毛祖政, 许楚奇, 黄惠如,
卢筱薇, 沈爱莲, 林诗琳, 陈志平, 吴瑞莉, 罗安娜, 池彦郡, 吴文清,
余承整, 王振城
刘会明牧师

-

吕桑桑传道

雷明骏

陈永川

-

陈其兴(正),黄能文, 周家德, 吴文光, 陈忠其, 萧富胜, 池江明, 陈国双,
陈如国, 许月明, 刘梅妃, 林世明, 刘靓宏, 陈富伟
@刘梅珍、李明珠、黄美瑛、江素娥、郑月蓉、田亚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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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消息
1. [19/05 主日记录]
主日崇拜
8:00am 华语
8:00am 国语
10:30am 英语

出席人数
455
161
416
1032

总数

93
42
86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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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闽三一堂建设筹款] 感谢会友们的热心奉献于达闽三一堂，装修工程已
于 8/1/2019 完成及移交。同时，已于 24/2 增加了一场 8am 的崇拜 ，奉
献礼将于 4/10 举行。由于已经收到足够的款项，筹款小组决定停止筹款。
请在祷告中继续纪念我们的子堂。
4. [捐血活动] 将于 26/5 (今天)，2pm-4pm 在三一堂进行，鼓励弟兄姐妹参
与。
5. [三语福音单张征文比赛》] 主办单位：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文字事业部，
截止日期：31/5 。对象：东马（砂沙）基督徒，语言：中文/国文/英文。
内容：参赛者作品必须以基督教福音相关为基本内容。形式：故事性/见
证性（非说教性）的散文。参赛者作品敬请电邮至 scaccmm@gmail.com，
更多详情请参阅布告栏或联络 (084-333021)。
6. [祷告会] 将于 6/6 (四) 暂停一次。
7. [社会关怀] 将于 9/6 (日)，1pm 前往云南善堂帮忙长辈剪指甲。有意参与
者，请联络林怡晖姐妹 (016-8551940)。
8. [受洗入会] 2019 年第二期成洗与入会训练班。时间: 7:30pm，地点: L3-1
受洗及入会日期: 11/8 (感恩主日)。上课时间：18/6 开始上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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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延伸神学教育] 将于七月至十一月在古晋开办，科目为《教牧辅导》，讲
师为邱和平牧师。有兴趣者，请向卢筱薇姐妹报名(012-888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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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海外宣教]
a. 印尼西加 Sintang - 日期: 17 - 23/7。目标人数: 8 位，报名费: RM500。
b. 泰北 Shan - 日期: 22 - 29/10/2019. 目标人数：8 位 (名额有限) 。报名
费: RM1,500 (包含机票)。请那些已经报名者来索取表格填写资料。
鼓励弟兄姐妹参与宣教事工，请联络林诚谕弟兄 (016-8890280)。
11. [恩典中心]
I.《单亲家庭聚会 – 原生家庭对人格和亲密关系的影响》，日期：26/5
(日)，2:30pm。地点：恩典中心。
II.《基督徒聆听课程》，日期：24-26/5 (五-日)，报名奉献：RM60。地
点：恩典中心。
III.《婚前教育课程》（华语），日期：12-14/7 (五-日)，报名奉献：
RM150。地点：恩典中心。
欲知更多，请联络恩典中心(082-258411)。
12. [三一书坊聘请启事] 零售助理 (Retail Assistant)，普通文员 (General Cl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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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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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ank
888-103-230571-1 / Public Bank 311-331-9127) 并 将 电 子 转 账 单 据 (eTransaction receipt) 电邮: tmc@tmc.org.my 及放入奉献袋，以方便账目记录。
14. [团契聚会]
团契

日期 / 时间

本周节目

上周人数

少团

26/5，2:00pm

16

青团

26/5，12:30pm

天使与恶魔
特别节目

初成

1/6，7:30pm

一日游

28

成团

31/5，7:45pm

小组

40

乐龄

26/5，12:30pm
30/6，8:00am

生日会兼敬老会 @ 喜临门
生产奉献义卖 @ 停车场

-

妇女会
男少年军

1/6，1:30pm

暂停聚会

-

女少年军

1/6，1:30pm

暂停聚会

-

祷告会

30/5，8:00pm

祷告会

76

4

4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