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三一堂家庭日 [主里合一] 日期: 29/6 (四); 时间: 7:45am-

12:00pm; 地点: 三一堂; 节目: 游戏，工作坊，餐车, 儿童

节目, Zumba 等。请向黄道财 (010-9698830) 或各肢体主

席报名，也可在崇拜后到柜台报名。参与者在家庭日当

天将获得一张 RM10 的餐卷; 截止日期: 28/5. 

12. [食物银行] 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a. 1 月- 83 个家庭受惠，2 月- 86 个家庭受惠，3 月- 88 个家庭受

惠，4 月- 86 个家庭受惠，5 月（迄今为止）- 45 个家庭受惠 

b. 帮助我们联系接洽，联络 018-9847949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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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SPay： 

14.  [教会活动及团契聚会] 

星期 时间 事工/团契 地点 本周节目 

日 8:00am 主日崇拜 圣堂  
 

8:00am 儿童主日学 L2, L3 团契室 教课  
1:00pm 乐龄妇女诗班 L2 团契室 例常  
2:00pm 少年团契 停车场  19/5 洗车+义卖活动 

(与青团联谊)  
2:30pm 乐龄团契 L2 团契室 （每月第二及第四星期）  
2:30pm 妇女会 L2 团契室 健康讲座 

《小心忧郁症找上门》 

一 7:45pm 堂会诗班 L2 团契室 例常 

二 7:30pm 门徒课程 L2-1  第十七课：道成了肉身 

三 7:30pm 布道探访 住家 例常 

四 8:00pm 祷告会 副堂  为牧者祷告 

五 7:45pm 成年团契 L3 团契室 顺从神的家庭 

 7:45pm 儿童诗班 L2 团契室 例常 

 7:30pm 青年团契 副堂 晋光堂联谊 

六 7:30am 赞美操 停车场 例常 

 1:00pm 男少年军 副堂 例常 

 1:00pm 女少年军 L2, L3 团契室 例常 

 7:30pm 初成团契 L3 团契室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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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斯理更新主日 
 

 

颜色是白色, 以表明我们在基督里的洁白,喜乐,光明与荣耀 

 

\ 

 我们的异象： 

更像基督 
 

我们的使命： 

同心合一跟随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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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9 （现代中文译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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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经》按卫斯理神学和精神.......................立 

〖家里消息〗关心圣工..........................................................................坐 

〖诗班献唱〗堂会诗班：《耶稣爱我》...............................................坐 

〖感恩奉献〗至宝献主歌（普颂 400）.……....…...…………...….….…..坐 

 献礼文（普颂 644）.......................................................立 

～ 聆听神的话 ～ 

〖信息经文〗诗篇 85：1-13…..……….…….………………....…….......…..坐 

〖证       道〗《主啊，复兴我！》…...................................................坐 

～ 经历神的爱 ～ 

〖结束诗歌〗更新我使我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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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斯理约翰
更新主日 

陈昨安牧师 魏茂升 蔡秋蓉 
敬拜赞美 

小组 
许为颂 林翠青 

招待员 
Group B – 蔡赐杰(正), 王振城(副), 蔡铭伟, 蔡丽欣, 沈立生, 符月枝, 罗子龙,  

黄燕凤, 陈如国, 陈富玮, 吴世广, 许善祥 

圣灵降临 

主日 
李掌国传道 罗礼全 林祈衡 

敬拜赞美 

小组 
黄敬躬 吴瑞莉 

招待员 
Group C –陈其兴(正), 黄能文(副), 周家德, 吴文光, 陈忠其, 池江明, 刘梅妃,  

林世明, 刘靓宏, 许月明, 罗安娜, 萧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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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消息 
1. [14/05 主日记录] 

主日崇拜 实体崇拜人数 线上崇拜 实体主日学 
      8:00am  华语 376 20 - 

    8:00am  国语 139 2 - 

  10:30am  英语 355 14 - 

总数 870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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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崇拜后找任何一位牧者为你祷告。 
 

4.  [每周祷告会]  

a. 周四祷告会 25/5 (四) 8:00pm      地点:副堂 

主题：《为牧者祷告》    带领者：卢筱薇   上周祷告会人数：71 

b. 周六清晨祷告会：27/5 (六)    时间：5:30-7:00am 

地点：副堂      带领者：郑佩佩本处传道     上周祷告会人数：26 
 

5. [2023 年 第二期 成洗&入会课程] 已开始接收报名。日期:24/9 (日)。请交上： 

1) 报名表格 (hard copy，记得签名) ，2) passport size 的照片一张 

3) 身份证复印一张 (I.C)，4) 受洗证书 (若有) 

欲报名者，请向招待员或办公室索取报名表格。 
 

6. [生命成长营-智慧人生] 日期: 11-13/8 (五-日); 地点: 古晋联合教

会 ACS; 对象: 公开 (18 岁以上); 报名费: 15/6 前 RM150，15/6 后 

RM100; 截止报名: 15/7 或额满为止。欲知详情可联系恩典中心

(082-258411/016-8836411) 或黄国平 (012-8889189) 
 

7. OM [Operation Mobilisation International 世界福音动员会] 最近推出了一

艘新船“望仆号” (Doulos Hope); 将于 17/8 至 4/9 停泊在古晋，现正招

募义工 (18-65 岁) 。 另外也有 Short-Term Exposure Programme (STEP) 供弟

兄姐妹参加。详情请联系 Diana Labung (016-5727596) 。 

 

8.  [捐血运动] 日期: 27/5(六); 时间: 9:00am-1:00pm; 地点: Shepherd Hall。     

诚心邀请弟兄姐妹一起参与。 
 

9. [2023 三一堂联合少年营] 主题：挖挖之旅; 日期: 29/8-2/9 (二 – 六); 地点: 

YMCA, Sibu 讲员：Ps Danny Pang; 报名费: RM200; 目标：100 人; 截止日期: 

31/5/2023; 请向少团主席索取表格 ; 欲知详情，请洽雷以宣顾问              

(016-8872831) 。 
 

10.  [三一堂二手店招聘【店员】启事] (a)至少SPM学历,(b)熟悉Excel 和 Word, 

(c) 双语或三语为优先考量；有兴趣者请洽王振福 (019-817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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