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10 月 28 日)  中国朋友团契 

〖细胞小组〗 

10 月 27 日(周六)，下午 5:00 

联络：王振刚- 91181806(HP) 
zhengang2001@gmail.com 

主席 朱大康  

领诗 徐格新  

司琴 吴毓书  

迎宾/领位 任婉毓 黄晟淙  本主日青少年部节目表 

大专团契： 〖祷告与分享〗 

小砖团契：〖Repeal or Keep? 〗 

本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2-6 岁：〖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
心〗- 蔡燕萍 

P1-P6：〖有人会注意我吗？〗 

- 杜美卿传道 

下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2-6 岁：〖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 蔡燕萍 

P1-P6：〖使徒信经〗- 苏燕妮 

 

招待(周刊) 温馨屋生命小组  

音响 黄光培 莫琦勇  

灯光/投影 谭秉达  

奉献司事 温馨屋生命小组 
 

插花 陈燕娥  

家事报告 罗天恩传道  

早餐服事 蜜盛 天悦生命小组  

主日协调员 周浩鹏  

上主日崇拜人数：148 

儿童级：32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成人级：72 

少年级：8 

儿童级：29 

上主日奉献总额：$10,087.65 

 

 儿童事工部 (主日) 

儿童崇拜(小学)  

儿童级(学前) 主日学 

儿童崇拜(学前) 

儿童级 (小学) 主日学  

  

8:30am, 407- 408 室 

8:30am, 404 - 406 室 

10:30am, 404 - 405 室  

10:30am, 401- 403 室 

 青少年事工部 (主日) 

少年级主日学 

青少年崇拜 

小砖团契 (少年) 

大专团契(青年) 

  

8:30am,  501 - 502 室  

10:00am, 507-509 室 

11:45am, 107 室 

11:45am, 108 室 

 成人主日学 (主日) 10:30am, 106-109 室 

 信仰探讨课程 (主日) 10:30am, 101 室 

 生命小组 按各区活动时间 

 中国朋友事工 (周六) 5:00pm, 206 室 

华语崇拜各类聚会  

〖华语崇拜主日崇拜程序〗2018 年 10 月 21 日 上午 8:30 

  

主席：林耀贤执事                  领诗：刘以期弟兄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崇拜宣召 ▪ 诗 57 : 9 - 11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2 <荣耀归于真神> 

同心祷告 

宣教代祷 

齐声赞美 ▪ <你是我神> 

<人们需要主> 

诚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献诗赞美 ▪ <上帝必看顾你>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诵读经文 ▪ 可 4 : 35 - 41, 约拿书 

宣讲主道 ▪ <约拿与耶稣的使命>  姚伟旋传道 

诗歌回应 ▪ 赞美诗 406 <一生求主管理> 

虔守圣餐     蔡耀杉牧师 
  

【以关怀相交敬拜主】 
  

家事分享     罗天恩传道 

领受祝福     蔡耀杉牧师 

齐唱阿们 

默祷立志 

平安散会 
 

 

 

 

 

在崇拜中，请将手机设置为静音模式，谢谢合作！ 



家事报告 

欢迎新来宾 
  

衷心欢迎首次来参加本堂崇拜的来宾，

请您会后移步到一楼 101 课室，与我们

一同享用早餐，让我们彼此有多一些的

认识。我们也欢迎您参加每主日上午

10:30 的《信仰探讨课程》，地点在一

楼 101 课室。我们将通过分享、讲解的

方式与您一起来探讨基督教信仰。 

崇拜预告 
  

下主日由李瑞冰传道分享信息：『腐败

的皇族』(王上 11-16)。 

[另]：想要订购今天讲道的光碟，请在

华语崇拜布告栏上（教会图书馆对面）

填写表格。 

圣诞福音聚会 
 

华语崇拜定在 12 月 24 日(周一)晚上

6:30 至 8:30，在一楼副堂举办庆祝圣诞

的福音聚会『圣诞恩临爱满溢』。当

晚节目包括丰富的晚餐、诗歌、游戏、

布偶剧、以及儿童节目。有意参加者请

在下主日崇拜后在 102 课室外购买餐券，

成人和儿童每位收费一律$6。我们鼓

励弟兄姐妹为未信主的亲友购买餐券，

并积极邀请亲友一同出席。请联络叶国

颂传道（手机：93255505）或黄晟淙

弟兄（手机：93291620）了解详情。 

 

教会消息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表  
  

讲员：Rev. Chua Yeow San 

讲题：Declare His Glory 

经文：Psalm 96 

怀恩乐龄天地 
 

谨定在 11 月 8 日(周四)举办“钓虾”户

外活动，地点在白沙职总娱乐世界

(Downtown East, Pasir Ris)，时间从上午

10:30 至下午 3:30；每位收费$20 (费用

包括钓虾、潮州粥自助午餐及车费)。

即日起可向余东海执事、黄秀珍姐妹或

陈素慧姐妹报名，截止报名日期为 11

月 4 日。 

教会联合策划会议 
 

执事会将在 11 月 3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1:00，在一楼副堂与各事工委员举行

『教会联合策划会议』；目的是让各

委员在事工计划上彼此配合，以至更有

效去运用教会的资源与协调各事工的运

作。请在祷告中记念此会议。 

征聘启事 
  

『差传传道 / 差传执行干事』 

详情请浏览本堂的网页。有意申请者请

联络陈倩玲姐妹，电话：63326833 

或电邮至 lisa.chan@gsccc.org.sg 

 

 

会议召开 
 

 差传委员会会议：10 月 21 日(主日),

下午 2:00，407-408 室。 

 执事会会议：10 月 27日(周六)，上午

9:00，101 室。 

 教会音乐事工部会议：10 月 28 日(主

日)下午 2:00，206 室。  

 

差传消息 

佳节送礼予宣教士 
 

圣诞与新年佳节将至，差传委员会鼓励

各团契和小组透过赠送圣诞卡和礼物给

我们支持的宣教士，以表达对他们的关

心和支持。 

注：请将申报开支表格与收据一同投入

本堂差传委员会主席林耀贤执事的一楼

信箱内。 

Biblical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讲座 

地点： 

Zion Bishan Bible-Presbyterian Church 
 

i. 认识圣经与可兰经 

日期及时间： 

11 月 8 日，晚上 8:00 至 10:00. 

请参阅差传布告栏的海报或发电邮至：

registration@bgst.edu.sg 查询。 

ii. 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对话 

日期及时间： 

11 月 9 日，晚上 8:00 至 9:30. 

11 月 10 日，早上 9:00 至晚上 7:00. 

请参阅差传布告栏的海报或游览：

http://bit.ly/bgstconference 查询和报名。 

mailto:或电邮至lisa.chan@gsccc.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