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吴金丁

领诗

徐格新

司琴

朱咏恩

中国朋友团契
〖查经聚会：罗马书〗
10 月 13 日(周六)，下午 5:00
联络：王振刚- 91181806(HP)
zhengang2001@gmail.com

迎宾/领位

任婉毓 黄晟淙

本主日青少年部节目表

崇拜宣召 ▪ 诗 113:1-3

招待(周刊)

温馨屋生命小组

大专团契： 〖Seminar: Chinese culture

齐声赞美 ▪ 赞美诗 20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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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崇拜事奉配搭 (10 月 14 日)

and our fai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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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儿童级：33
上主日主日学人数：
成人级：86
少年级：6
儿童级：34
上主日奉献总额：$11,366.00
上月份各项奉献总数：
经常奉献：$47,156.25
差传奉献：$24,415.00
建堂发展基金奉献：$2,529.00
爱心奉献：$350.00
上主日新来宾：王黎芬 吕玮婷
李远山 毛 冉

〖华语崇拜主日崇拜程序〗2018 年 10 月 7 日 上午 8:30
主席：黄伟华执事

领诗：李瑞芬姐妹

【以口唱心和赞美主】

同心祷告

小砖团契：〖午餐团契〗

宣教代祷

本主日儿童事工部崇拜表

齐声赞美 ▪ <哦主，你名何其美>

2-6 岁：〖神就是爱〗- 蔡燕萍

<恩典的记号>

P1-P6：〖福音主日 2〗- 冯灏泓

赞美诗 402 <我愿跟随我救主>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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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分享〗- 王兰

诚心奉献 ▪ <一切全献上>
差遣祷告
献诗赞美 ▪ <上主的同在>
【以虚心受教敬拜主】

华语崇拜各类聚会

诵读经文 ▪ 创 3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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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讲主道 ▪ <反败为胜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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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国颂传道

诗歌回应 ▪ <与你同走过>
建堂奉献
【以关怀相交敬拜主】
彼此劝勉 ▪ <愿主天天以恩包围你>
家事分享

罗天恩传道

领受祝福

罗天恩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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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晓丽姐妹、吴淑贞姐妹、李瑞芬姐妹
和陈丽端姐妹。差遣礼在本主日在华语
崇拜大堂举行。请记念队员们的身体健
康和团队在当地事奉的果效。

一同享用早餐，让我们彼此有多一些的

教会消息

认识。我们也欢迎您参加每主日上午

差传消息
台湾铜锣访宣队
姚伟旋传道将在 10 月 9 至 16 日带领一
支 11 人团队，连同台湾世界福音动员
会探访服侍当地客家人。队员包括黄稚
珊姐妹、程锡佳弟兄、陈淑琼姐妹、吴

10:30 的《信仰探讨课程》，地点在一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表

华珍姐妹、邹颖姐妹、郭耀光弟兄、黄

楼 101 课室。我们将通过分享、讲解的

讲员：Pastor May Kwan

小慧姐妹，何亚珠姐妹、刘慧贤姐妹、

方式与您一起来探讨基督教信仰。

讲题：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林仲坤弟兄和马恩妹姐妹。差遣礼在本

经文：1 Corinthians 12: 14-27

主日在粤语崇拜举行。请记念他们的身、

崇拜预告
下主日由罗天恩传道分享信息：『天父

2018 常年会友大会

已将万有交在耶稣手里』(约 3:31-36)。

请参阅附页

[另]：想要订购今天讲道的光碟，请在

教会联合祈祷会

华语崇拜布告栏上（教会图书馆对面）
填写表格。

定在 10 月 19 日晚上 7:30 在一楼 102 至
105 室举行。当天将为新一届的执事会

成人级主日学

成员、各堂委员的重组、明年事工范围

第四季成人级主日学课程：『有效地

的焦点及跨堂事工祷告，鼓励弟兄姐妹

与传统华人谈到主』(十课)在本主日早

预留时间参加。

上 10:30 在 106-109 室上课， 讲员为关

征聘启事

振华弟兄。请弟兄姐妹准时出席。

『差传传道 / 差传执行干事』

短宣体验队

详情请浏览本堂的网页。有意申请者请

华语崇拜短宣体验队将在 10 月 13 日至

与人事部陈倩玲姐妹联络:

14 日到西马柔佛进行两天的短宣。这

（电话：63326833）

次的短宣体验将藉着探访、个人布道、

或电邮至 lisa.chan@gsccc.org.sg

见证、游戏与信息分享将上帝的爱、福
音传给当地未信主的居民和幼儿园的小
朋友们。短宣体验队的成员有叶国颂传
道（领队）、冼美华姐妹、黄晟淙弟兄、
施全华弟兄、谭秉达弟兄、任沺㐼弟兄、

会议召开
华语崇拜委员会会议：10 月 18 日，晚
上 7:30，101 室。

心、灵的健康与装备。

