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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约翰福音16:33

讲员：李汉忠牧师



   

 

       
 
 

 

 

 

天国期主日天国期主日天国期主日天国期主日 

 

1. 这一个季节让我们肯定无论个

人, 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

上所做的一切在三位一体的神

主宰下。 
 

2. 从 8 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开始。 
 

3. 主题: 成长 
 

4. 焦点: 神的国度, 基督徒的成熟

与生活方式。 

5. 绿色 – 象征成长与春季。 

 

神的灵继续神的灵继续神的灵继续神的灵继续 

神儿子的工作神儿子的工作神儿子的工作神儿子的工作 

 
 

与我们联系与我们联系与我们联系与我们联系 
 
 
 
 

 
 
 
 

鲜花奉献鲜花奉献鲜花奉献鲜花奉献 
 

欢迎您在这方面的奉献。 

您可把奉献放进封套内， 

投入奉献袋内交上。 

 
 

 
 
 
 

 
 

 
PLMC 领袖退修会领袖退修会领袖退修会领袖退修会(英语英语英语英语) 

 

邀请主要的事工领袖 /  

细胞小组组长出席  

   

日期：9月 28 (星期六) 

    时间：上午 9点至傍晚 5点 

   地点：圣所（四楼） 

 
 

关英文部的各项活动关英文部的各项活动关英文部的各项活动关英文部的各项活动 
 

有关英文部所主办的各项活动，

详情可索取并参考英文部的英文 

程序单或上网浏览 PLMC的网站 

 
 

    
我们欢迎大家来参与主日崇拜。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请通知招待员并在

散会之后到我们的迎新处享用茶点，我们很盼望更进一步的认识您。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Plmc.org         Paya Lebar  Plmc.sg 
                    Method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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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祷告同心祷告同心祷告同心祷告：：：：    

为居家年长者及居家探访团队代祷： 

祈求阿爸父神看顾保守居家年长者身心灵的健康，不叫他们遇见试探，远离一

切凶恶，体弱多病的能得医治并挪去任何身体的疼痛与不适，心灵忧伤的得到

主话语的安慰与鼓励，感谢父神与他们同在并赐予他们不平凡的平安有属天的

喜乐。同时祈求父神加添力量于居家探访团队，保守他们的身心灵健康外，也

求主的宝血遮盖他们出入皆平安，圣灵充满与浇灌他们并坚固他们专心仰望

主，带着喜乐的心服侍而得力，赐予他们丰富的言语并引导他们与居家者交流

沟通时，一切都以神的旨意为出口，时时彰显出神的慈爱与怜悯，荣神益人。 

 
 
 
 
 
 
 

谢谢大家的同心祷告谢谢大家的同心祷告谢谢大家的同心祷告谢谢大家的同心祷告     
    

        
    

祷告服侍祷告服侍祷告服侍祷告服侍 

诗篇 17：6 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

我侧耳，听我的言语。 

若您有任何祷告需要 (如医治或代祷事项…)，散会后可到

讲台左边的祷告服侍角落。我们将有祷告勇士为您祷告。 

 

活石祷告会活石祷告会活石祷告会活石祷告会 

撒母耳记下 22:4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日期  ： 9月 10日（星期二） 

时间 ：傍晚 8点正  

地点 ：圣所（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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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我们已收到1035位会员与会友的认献，初略浏览如下： 

• 2019-2020财政年度预算 ：  $10,457,000 

• 从认献和月捐的收入预算： $  8,270,000 

• 根据8月25日所收到的认献：$  4,549,000 

如果会员和会友想做认献，您可以将誓捐卡投入

圣所入口的誓捐箱里或放入奉献袋里。谢谢。 

在此鼓励大家可以通过财路系统，自动银行转

账，或个人网上银行服务呈上什一奉献与认捐。

您可以参考以下提供的资料： 

Account Name : Paya Lebar Methodist Church 

Bank Name: DBS BANK LTD    Bank code: 7171 

Account Number: 023-905121-9 

如果您想要一份我们教会的预算和主要事工开销，请您在活石联络处索取. 

    

卫理福利服务之誓约家庭服务中心卫理福利服务之誓约家庭服务中心卫理福利服务之誓约家庭服务中心卫理福利服务之誓约家庭服务中心 - 寻求支助寻求支助寻求支助寻求支助 

誓约家庭服务中心的几户接受支援的受益家庭中，寻求一些不同的 

家具和个人物品的支助， 若您有感动和负担想要爱心的捐献祝福 

这些物品给有需要的受惠家庭，请拨电 62828558联络中心负责 

同工, Rebekah或Gaylin 询问和了解更多的详情。谢谢大家,主恩满溢！ 

 
 

每月圣餐主日每月圣餐主日每月圣餐主日每月圣餐主日 

下一个圣餐主日是 9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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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总是总是总是 最先最先最先最先 收到活石信息的会众收到活石信息的会众收到活石信息的会众收到活石信息的会众 
通过 Whatsapp Broadcast接收有关活石的活动/会讯/证道信息。 这是免费的服

务，只要您同意并向教会注册。如果您要取消，只需删除手机上的通讯录。这

是如何做： 

 

 

 

 

 

 

 

 

  
若您有任何疑问，散会后可到活石图书馆旁特设的柜台，那里会有同工从旁协

助。谢谢大家。     
 

征聘启事征聘启事征聘启事征聘启事(英文部英文部英文部英文部) 

1.  Director of Mission (English) 
2. Director / Senior Executive, Youth 

Ministry 
3. Director / Executive, Outreach Ministry 
4.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 PIC’s Office 
5. Operations Executive (Facilities) 
6. Communications Executive 

详情请参考教会的网站。 

 

 
 

教会同工消息教会同工消息教会同工消息教会同工消息 
欢迎 Mr Justin Hu加入 PLMC大家庭为 Ministry Executive。请大家给与他支持与包

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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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与青少年圣洗礼和入会礼成人与青少年圣洗礼和入会礼成人与青少年圣洗礼和入会礼成人与青少年圣洗礼和入会礼          

这次的联合圣洗礼将会在11月17日（星期日）举行。 

入会礼是在11月24日（星期日）举行。 

年长者只需出席一堂的预备课程年长者只需出席一堂的预备课程年长者只需出席一堂的预备课程年长者只需出席一堂的预备课程。。。。 

预备课程: 9月 28日,10月 5日,12日,19日及 26日（星期六） 

时间:  2.30pm – 5.00pm 地点: Ephesus 课室（二楼）  

报名截止日期：9月 21日   

有意参加受洗和成为本堂会员的朋友必须出席以上的课程，现在可以向活石联

络处或一楼友谊厅的联络处索取以及提交报名表格。 

请填妥完整的个人资料（包括中文姓名/个人见证）并附上照片方可交上报名

表格。谢谢大家的合作。 

若想知道英文部的圣洗礼和入会礼详情，请参考英文程序单。 

婴孩与儿童圣洗礼婴孩与儿童圣洗礼婴孩与儿童圣洗礼婴孩与儿童圣洗礼 

家长们， 若您有意要让您的孩子接受圣洗礼，请到活石联络处索取报名表格

并填妥完整的资料。家长也必须出席所安排的预备课程 。 

婴孩/儿童圣洗礼日期:12月22日(星期日)洗礼仪式将会在活石聚会同时举行。 

提交报名表格截止日期:10月27日（星期日）。 

    

来临的活动来临的活动来临的活动来临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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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外展志愿同工招募外展志愿同工招募外展志愿同工招募外展志愿同工(英文部英文部英文部英文部) 

我们需要更多的志愿同工，参与本堂外展事工所服侍的受惠群体，以行动（专

长与恩赐）表爱心献关怀，如：教导客工电脑或英语课程、帮助学生关于阅读

的课程、护理中心服侍年长者及儿童事工等等 。若您有圣灵的感动与呼召并

愿意委身，可以电邮 florencesin@plmc.org 或到一楼友谊厅的联络处询问和报

名。 

更多的详情，请参考英文部的程序单。谢谢大家。 

    

    

    

    

    

    

    

    

    

青年事工将以年青人为对象所主办的华语专题讲座 

讲员：罗裕福牧师 （心理与行为谘商师兼辅导学讲师） 

现任新加坡Academy of Human Development 和新加坡飞跃AAA学院及万民教育培

训机构等学院的辅导学讲师。 

有意者，请到活石图书馆前的联络处报名，谢谢。 

 

基督妇女会周之闭幕会议基督妇女会周之闭幕会议基督妇女会周之闭幕会议基督妇女会周之闭幕会议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日期：9月14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 2点- 5点 （包括茶点） 

地点：圣所（四楼） 

讲员：张振忠会督（博士） （新加坡卫理公会）     

（会督将以华语分享并有英语翻译） 

有意出席者，请在今天散会后到一楼友谊厅的基督妇女会柜台报名。    

 



经济援助经济援助经济援助经济援助 

 
如果有任何人向您请求经济上 
的帮助，请把他带到图书馆外 
的联络处。我们的同工将会记录 
他的要求，交给教会办公室。 
谢谢！ 

 

细胞小组细胞小组细胞小组细胞小组/长青小组长青小组长青小组长青小组 

 
我们鼓励您参加小组。请到活石图

书馆的联络处留下您的名字和联络

号码。教会办公室的同工会与您联

络。谢谢。

 

祷告事工祷告事工祷告事工祷告事工 

 
若您需要祷告，请在散会后站到 

圣坛前。 

欢迎您在周日使用任何一间祷告室

来祷告。 

• 24/7在友谊厅的祷告室, 星期一至 

星期六都开放。请在办公时间向

教会三楼的同工领取祷告室的钥

匙。过了办公时间，请向保安人

员领取钥匙。 

• 在圣殿三楼的祷告室，星期一  至

星期六 (早上 6点-晚上 7点)都开

放。  

                             

 
 
 

活石图书馆活石图书馆活石图书馆活石图书馆 

 

 若您还没成为活石图书馆的 

 会员，可以到活石图书馆报名 

 成为会员。 

 请留意圣所外电梯旁布告栏上 

 关于活石图书馆的新书介绍。 

 谢谢大家，请多多借阅。 

 
主日证道录音光碟主日证道录音光碟主日证道录音光碟主日证道录音光碟 

 
您若有兴趣购买证道光碟，请往 

一楼友谊厅的联络处订购,每张$3。

谢谢。 

 

网上什一奉献网上什一奉献网上什一奉献网上什一奉献 

 
若您想通过财路系统，自动银行 

转账，或个人网上银行服务呈上 

什一奉献与认捐，可参考以下的 

提供的资料： 
       

 Account Name:    
 Paya Lebar Methodist Church 
 Bank Code:           7171 
 Name of Bank:     DBS BANK LTD 
 Branch Code:       023 
 Account Number: 023-905121-9 
 

 
 

谨此声明凡进入本教会参与敬拜

和其他活动时，您已视为同意 

并许可被本堂所拍摄到您的摄像

或录像，可供本堂 PLMC作为传播

与通讯媒介相关事宜所使用。 

谢谢。 

 



主日敬拜聚会主日敬拜聚会主日敬拜聚会主日敬拜聚会

上午7.30    海峡华裔聚会 （约旦厅）

上午9.00    英语圣殿聚会 （圣殿）

上午9.00 * 青少年崇拜聚会

巴耶利峇美以美女中

音乐厅（296罗弄阿苏）

上午11.15  英语现代聚会 （圣殿）

上午9.00    活石华语聚会 （圣所）

及11.15  

下午1.30*  菲律宾团契 （圣所）

*除了第一主日在圣殿参与英语聚会

教会热线教会热线教会热线教会热线：：：：

如有紧急事或需教牧关怀等等，

请拨热线寻求帮助

办公时间:        6285 1234

非办公时间:    6100 7562

牧师牧师牧师牧师

高时敏牧师博士（主牧）

电邮：smkow@plmc.org

黄文合荣誉会督（博士）

电邮：weebh@plmc.org

陈德立牧师

电邮：chris@plmc.org

沈淑敏牧师

电邮：wendytay@plmc.org

周勇传道

电邮：alexchew@plmc.org

活石华语崇拜活石华语崇拜活石华语崇拜活石华语崇拜

黄雅春传道

电邮：judith@plmc.org

听道笔录听道笔录听道笔录听道笔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