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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五旬节五旬节五旬节 

 

 

 

1. 五旬节有时也称为 

  “圣灵降临节”。 

2. 从复活节后 50天开始。 

3. 我们在这节期中欢庆圣灵给基督

徒的恩赐，以及教会的诞生。 

4. 主题：神的社群，圣灵的恩赐和

果实，生命力，自发性, 热忱。 

5. 焦点：圣灵的恩赐及工作。基督

徒群体的生命及使命。 

6. 红色代表圣灵的火，也代表了殉

道者的鲜血－那是教会的种子。 

 
神的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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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石细胞小组组长活石细胞小组组长活石细胞小组组长活石细胞小组组长/ 

事工领袖事工领袖事工领袖事工领袖/长青核心同工长青核心同工长青核心同工长青核心同工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 

 
8月 15日(星期四) 

时间：傍晚 7点 45分 

   地点：约旦客厅（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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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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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同心祷告同心祷告同心祷告同心祷告：：：：    

 

感谢上帝带领教会步入8月份的新财政年度,祈求上帝继续带领教会的领袖,赐

予他们属天的智慧并善用资源,遵从神的旨意而行,去祝福社区以及列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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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月 6日（星期二）举行 

时间 ：傍晚 8点正  

地点 ：圣所（四楼） 
 

 



 

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祢的国度营会之证道录音祢的国度营会之证道录音祢的国度营会之证道录音祢的国度营会之证道录音    
John Koe 牧师（英语)和 陈赞美牧师（华语）在祢的国度营会的个别证道录

音，已经上载到本堂的网站上供大家聆听。 

网址：www.plmc.org 在 Get UPDATED/SERMON LIBRARY. 

网上链接 http://plmc.org/get-updated/sermon-library/ 

    

    
    

    

电梯的使用电梯的使用电梯的使用电梯的使用 

鼓励活石的弟兄姐妹献出爱心且敬老尊贤。请较健壮者在主日繁忙时间尽量

使用楼梯上下，把电梯让给有需要和行动不便的年长者用（特别是在B1）。

也鼓励大家提早到，避开拥挤时间。谢谢！ 

    

    

    

    

    

    

    

    

    

    

    

    

 
 

每月圣餐主日每月圣餐主日每月圣餐主日每月圣餐主日    
今天第二奉献将用于卫理福利服务 

（MWS教牧事工） 

下一个圣餐主日是 8 月 25日 

 



 

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征聘启事征聘启事征聘启事征聘启事 
1. Director of Mission (English) 
2. Young Adults Ministry Executive (English) 

详情请参考英文程序单。有意者请把履历表,照片及期望薪资电邮或 

寄到: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on 
Paya Lebar Methodist Church 
5 Boundary Road 
Singapore 549954  

电邮recruit@plmc.org 

(只有候选的申请者才获得通知) 

 

您愿意分享见证吗您愿意分享见证吗您愿意分享见证吗您愿意分享见证吗？ 

我们每个月的圣餐主日与会众分享一

些弟兄姐妹的个人见证来彼此鼓励并

归荣耀给神。在此诚邀弟兄姐妹们积

极参与，使我们每个月都可以刊登所

收到的分享见证，如病得医治，生命

得着改变，自己或家人朋友如何得救

恩的过程等等，鼓励大家可以通过以

下方式呈交自己或家人甚至亲戚朋友

得救恩的见证： 

1）到联络处呈交你的手稿。   （中英文不拘） 

2）发电邮到 livingstones@plmc.org（中英文不拘） 

3）如果你愿意口述可以到联络处留下你的联络号码，我们的 

   同工会与你接洽。谢谢！ 

 

 

 



 

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欢迎新任主理牧师欢迎新任主理牧师欢迎新任主理牧师欢迎新任主理牧师 
本堂热烈欢迎新任主理牧师高时敏牧师博士的加入，

愿上帝继续恩膏带领他在服事上帝及其子民的事奉

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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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临的活动来临的活动来临的活动来临的活动 

 

 



 

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誓捐主日誓捐主日誓捐主日誓捐主日 

今天是誓捐主日,如果会员和会友们愿意作出承诺，请在雅春传道报告之后，

将您的誓捐卡投入箱子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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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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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下个主日到活石图书馆前的联络处报名，您可以选择先报名8月

份的讲座，至于10月份的讲座可稍后才作决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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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