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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显节 
意义和象征 

 
1. 在这季节里庆祝耶稣基督向世

人显现为救世主。 
 

2.  从 1月 6日开始(显现日) 
 

3. 主题：复合，更新，宣教/基督

对世人显现出神的本质。 
 

4. 焦点：耶稣初期的生命，东方

博士的拜访,受洗和迦拿的筵席。 
 

5. 绿色: 表示成长和春季。 

 
 

神的灵继续 
神儿子的工作 

 
 

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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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领袖会议/长青核心同工 
 

2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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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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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蒙恩,福杯满溢 

Plmc.org         Paya Lebar  Plmc.sg 
                    Method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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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祷告： 
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代祷 

祷告祈求满有慈爱、怜悯和全能的阿爸父神，施行拯救于受到武汉冠状病毒祸

害的武汉和世界各地的人民，并 

1）赐予病毒研究者智慧的亮光和迅速研发出医治的新疫苗 

2）赐予各国的政府领导公义、果断、透明和智慧的应对之策 

3）赐予看顾并医治被隔离的轻重患者，脱离生命的危险，尽早痊愈 

4）赐予照料病患者得着主爱的充满，而有美善的力量和极大的安慰 

5）赐予在武汉及各地的弟兄姐妹刚强、格外警醒的心，增强防范意识，看顾

保守他们避免病毒的感染与传播 

感谢全能的上帝必伸出大能的右手斩断并消灭这病毒，使到病毒不再存活和传

播到各地， 

拯救您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和宝贵的子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谢谢大家的同心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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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20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 
时间：傍晚 8 点正 
地点：圣所（四楼）  

活石祷告会 

 22:4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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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聘启事(英文部) 
1. Director of Missions 
2. Director/ Executive, Outreach Ministry 
3. Communications Executive 
4. Ministry Executive (Counselling) 
详情请参考教会的网站。 

 

征聘华语崇拜执行同工 
职责: 
• 协调华文崇拜及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 
• 监督崇拜简报、崇拜程序单及通告的编排和印制 
• 编辑出版物，包括由事工领袖及志工所作的翻译 
• 管理志工事奉团队，并提供必要的指导 
• 协助对会友的教牧拜访及教牧辅导 
• 协助教导门徒栽培班以及证道 
 
职位要求： 
• 大学本科或专科文凭持有者, 受过神学培训者优先考虑 
• 精通中英双语 (书面及口语) 
• 具备组织, 沟通及人际交往能力 
• 充满热忱, 执著专心, 具备团队精神 
有意和感动者请把履历表,照片及期望薪资电邮recruit@plmc.org 
 

 

 

 

 

 

 

   下个圣餐主日是 2 月 23 日                                           

 

每月圣餐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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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石聚会的座位安排 
基于最近出席活石聚会的会众有增加的趋势。有鉴于此，从10月开始，吁请会

众与我们的招待员配合，按照指示就坐在所安排的座位。我们将尽量从前面的

座位开始，中间避免隔有空位。 这也能让后来者可以坐在较后面而不会干扰

到他人。 

谢谢大家以爱心互相包容和谅解，同蒙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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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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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提醒 
病毒性肺炎之加强防范措施 

有鉴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病例的增加，我们吁请大家务必留心遵守卫生

部所发布的加强防范措施如下： 
• 提高警惕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 经常用肥皂洗手(我们将会在聚会场所入口处提供净手液，招待员会给予       

指示 
• 如果有呼吸道症状，如咳嗽或流鼻涕，务必请戴上口罩 
• 咳嗽或打喷嚏时，记得用纸巾遮住咀，并立即将脏的纸巾丢入垃圾桶内; 
• 身体不舒时，要及时找医生问诊 

 

以下所列的几道问题，若你的答案为“是“，那务必请保持自我隔离，必要时

寻求就医： 

1）过去的前14天，你是否有到访过中国大陆？ 

2）你是否有咳嗽、喉咙疼痛、流鼻水和发烧的症状？ 

3）你是否有和”武汉病毒“的疑似或确诊病列的患者有接触过？ 

 

我们正在密切的监测情况，如有必要，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想要收到来自官方WhatsApp 的定期更新，请登录https://go.gov.sg/whatsapp。作

为一个教会，我们的PLMC更新Whatsapp广播将是与您沟通的最快方式， 
并让您随时了解有关疫情的最新动向。如果你还没有登记加入，我们鼓励您尽

快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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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与青少年圣洗礼和入会礼   
这次的联合圣洗礼将会在 3 月 22 日 （星期日）下午 3 点举行。 
                          入会礼是在 3 月 29 日 （星期日）举行。 
预备课程: 2 月 15 日, 22 日, 29 日和 3 月 7日及 14 日（星期六）（星期六） 
时间:  2.30pm – 5.00pm                        地点: Ephesus 课室（二楼）  
报名截止日期：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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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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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0 日 （星期日）洗礼仪式将会在活石聚会进行

时举行。 
提交报名表格截止日期：2 月 23 日（星期日）。 

来临的活动 

 



布告栏 

新信徒跟进课程                     
目的： 培养新信徒更加认识神，如何与神建立更

加亲密的 关系，在真道上成长，活出丰盛的属灵

生命。共有三堂课。  
 

日期： 2 月 15 日, 22 日和 29 日（星期六） 
时间： 下午 2 点 30 分– 5点 
地点： Ephesus 课室（二楼） 
报名截止日期：今天 
弟兄姐妹即日起可以到 活石图书馆/联络处报名 

 
 

让我们成为好邻舍 
因为“我们是一个蒙福大家庭，我们要祝福社区和列国” 
•请避免把垃圾丢弃于邻舍的垃圾桶里： 
从Joon Hiang road 居民的反馈，在他们家大门外的垃圾桶，每逢星期天经常会 
堆满了未经包裹好的食物垃圾。同时他们也无法自行处理这些垃圾，于是导致 
了充满难闻的气味和引来害虫。教会周边都有安置许多的垃圾桶供大家的使 
用。因此吁请大家的合作，务必把食物垃圾(如早餐柜台的早餐或在教会用午 
餐后的厨余等） 
都扔进教会周边提供的垃圾桶里，而切勿把垃圾扔到邻舍的垃圾桶里。吁请大 
家多为他人着想，以行动的支持表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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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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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需要祷告，请在散会后站到 

祷告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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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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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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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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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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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聚会 （圣所）

*除了第一主日在圣殿参与英语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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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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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成牧师
电邮：jacoblim@plmc.org

周勇传道
电邮：alexchew@plmc.org

活石华语崇拜

黄雅春传道
电邮：judith@plmc.org

听道笔录



新 加 坡 卫 理 公 会

www.methodis t .org.sg/mcs135

在 2 0 2 0 年，
请 和 我 们 一 同 庆 贺 立 会 1 3 5 周 年 , 

并 分 享 我 们 丰 富 的 属 灵 传 承 ！



从《马太福音》 22: 37-39取得的灵感，
立会135周年欢庆我们是卫理信徒 — 
一群“爱上帝,一起服事”的基督徒。

2月16日 
MCS135正式开始
齐在卫理公会卫斯理堂聆听张振忠

会督博士分享爱上帝和一起服事的意义。

张会督讲道的视频将于同天在

所有卫理公会的崇拜中播放。

3月5日至4月2日 
大斋节祷告与圣言
在接续的五个星期四晚上8点至9点15分，

在我们历史最悠久的堂会里回忆、反思，

并重整我们对上帝委身的心思意念。

黄昌荣牧师(博士)将以圣言勉励我们。

3月5日	 :	淡米尔卫理公会礼拜堂（肃街）

3月12日	:	淡米尔卫理公会礼拜堂（肃街）

3月19日	:	卫理公会福灵堂

3月26日	:	卫理公会芽笼堂

4月2日	 :	卫理公会甘榜加卜堂

4月10日至5月29日 
同餐 · 共享 · 连系
敞开你的心和弱势群体共享一餐，

或和家人朋友以简单的一餐重新连系。

此项由卫理福利服务主导的倡议为我们

提供一个通过烹煮、共餐和分享的机会

来一起服事！详情请浏览	www.mws.sg

5月24日
雅德门欢庆崇拜
这是新加坡卫理公会庆祝我们的丰富

卫斯理遗产的年度重点项目。和我们

一同于下午4点至6点在卫理公会

巴耶利峇堂一同敬拜，张振忠会督(博士)

将以圣言勉励我们。敬备晚餐。

5月30日
MCS135 家庭嘉年华会
请携同家人在芽笼卫理小学和

中学渡过欢乐的一天。此项节目是

为弱势群体筹集135万筹款活动的高潮。

7月11日
MCS135 历史传承展览
这项在卫理公会卫斯礼堂举行的展览

纪念了卫理公会在新加坡立会135年

的历史。展览结束后，各展览面板将

摆放在各卫理公会堂会。敬请留意。

9月5日
青年欢庆赞美聚会
这是一次破天荒的聚会，让华人年议会、

以马内利淡米尔年会议和三一年议会

的年轻人可以齐聚巴克路英华学校

李光前礼堂一起赞美和敬拜。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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